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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提供了一科基于 WWAN模抉的近程喚醒系統、WWAN模抉以及樊端 系統包括 : 幾端 WWAN模抉，用

于以元哉方式接收和/或友迭信息 . 以及安全控制模抉 在樊端她于休眠狀悉下忖 , 肘通泣 WWAN模抉接收的末咆

信息迸行安全啦旺 在通迫安全啦征的倩況下，安全控制模抉芹生喚醒信弓井將喚醒信弓友迭拾終端 喚醒與端。



近程喚醒系統、WWA 模抉以及葵端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移功通信系統申基于近程喚醒技木，具休地晚，是涉及一神基于

WWA W e ess W d e A ea e Wo k 模坎的近程喚醒系統、WWA 模坎以及

終端。

背景技木

隨看移劫通信技木的不浙友展，使得移功幾端 ，手析、筆杞本屯肺 勻

互耿阿的連接更加的方便 。在筆杞本屯肺的接 P C C A/Ca db

或 PC巴 中插入通信卡，即 WWA 模抉 如，GPRS C AA 或 3 G 等元

絨上阿卡 ，就可以奕現筆杞本屯肪的移功上阿，迂可以通迂筆杞本屯肪宴現收

友 S ho es ag g S e V ce，短消息血各 、打屯活等。

可兄 W W A 模抉已逐漸成力筆杞本屯肺的柄配，目前又出現了很多通迂手

帆或筆杞本近程喚醒、后功筆杞本屯肺的一系列的匝用。通迂 WWA 模坎近程

喚醒、后功筆杞本冉胸的方法有很多，但基本方法都是通迂槍測 WWA 模抉工

作屯流的波功來安現的。

然而，迭神方法准硝性、稔定性比較差。主要是 川W A 模坎休眠期何本身

也合周期性的搜索基站，在搜索基站肘的工作屯流合增大，迭介合早致 WWA

模坎近程喚醒終端的侯操作 同梓，肘于終端屯源的交化，或者外末的屯磁千抗，

也全早致埃操作 。

井且，迭神方法的安全性也得不到保障。只要是有砲活呼入或收到短消息，

不管是否力其正的升析、喚醒信弓，均合芒生升析、喚醒信弓，而肘迭些信弓沒

有其正地安全性醃征。

由此可兄，如何提供一神准碗、安全地基于 WWA 模抉的近程喚醒系統、

及 WWA 模坎，成力了亟待解決的技木同題。

友明內容

本友明所要解決的技木何題是提供一神基于 WWA 模坎的近程喚醒系統、



及 WWA 模坎，來奕現一神基于 WWA 模坎的，准碗、安全地迅程喚醒技木。

在本友明的一介方面，提供了一神近程喚醒系統，包括 終端 WWA 模

映，用于以元錢方式接收和/或友迭信息 以及安全控制模坎，在燊端她于休眠

狀恣下吋，肘通迂 WWA 模抉接收的來屯信息迸行安全啦征 其中，在通迂安

全啦征的情況下，安全控制模抉芹生喚醒信弓井將喚醒信弓友送鎗饗端以喚醒葵

端。

根掘本友明的突施例，所迷安全控制模抉在 WWA 模坎中安現。

根掘本友明的突施例，所迷安全控制模抉位于元錢子模抉中的基帶忑片中，

以及將所迷喚醒信弓友迭到元絨于模抉丐葵端中的忠錢達接模坎的達接息我上。

根据本炭明的突施例，所迷安全控制模抉勻元錢于模抉相達，井將芹生的喚

醒信弓友迭到元錢于模坎勻終端中的思哉連接模抉的連接忠錢上。

根掘本友明的安施例，所迷安全控制模抉勻元錢子模坎相連，是通迂各 自的

通訊口相連 。

根掘本友明的突施例，所迷通珮口是 B 接 口、 T 接口、 P 接口、2C

接口或 8b / 6b 32b 井行通信口。

根掘本友明的奕施例，所迷安全控制模抉將芒生的喚醒信弓友迭到元錢子模

抉勻終端中的忠哉連接模坎的連接忠錢上，是安全控制模抉通迂通用輸入/輸出

端口將喚醒信弓友迭至元域子模抉的通用輸入/輸出端口勻葵端中的思哉連接模

坎的連接忠哉上。

根掘本友明的突施例，所迷葵端包括升失模抉，用于將思錢達接模坎伙

WWA 模坎接收到的喚醒信弓切換至嵌入式控制器

根据本友明的突施例，所迷終端胚包括屯源模抉，用于在饗端夫析或者休眠

的情況下向思哉連接模抉供冉。

根据本友明的奕施例，所迷屯源模坎包括 屯源造配器 /屯池革元、分別勻

吧源造配器/屯池革元、嵌入式控制器、及思錢達接模抉相連的屯庄特換器、以

及分別勻屯源造配器/砲池革元、嵌入式控制器、及忠錢連接模坎相達的忠哉冉

庄特換器 所迷嵌入式控制器，用于在終端夫析或休眠狀悉下，肘屯匝特換器芹

生力思我連接模抉供屯的使能信弓 井在升析狀悉下，肘芹生思錢屯匝特換器芹

生力忠我連接模坎供冉的使能信弓 所迷屯庄特換器，用于根据來自嵌入式控制

器的使能信弓將朱 自屯源造配器 /屯池革元的屯庄迸行降匝力思錢達接模抉供



屯 所迷忠錢屯匝特抉器，用于根据來自嵌入式控制器的使能信弓將來自屯源造

配器/ 屯池草元的屯庄迸行降庄力思錢連接模抉供屯。

根掘本友明的安施例，所迷安全控制模抉在葵端申安現。

根据本友明的安施例，所迷終端包括 通信接口革元，用于勻 w WA 模坎

5 通信 以及屯源模坎，用于向安全控制模抉和通信接口革元供屯。

根掘本友明的奕施例，所迷安全控制模抉將伙通信接口革元接收到的信弓所

擴帶的信息迸行安全啦征，如果安全啦征通迫，則芹生喚醒信弓井友送至嵌入式

控制器 所迷幾端汪包括嵌入式控制器，根掘接收到的喚醒信弓后功終端。

根据本岌明的突施例，所迷安全控制模坎包括 分別勻屯源模抉、嵌入式控

制器相達的微程序控制器、以及分別丐微程序控制器、通信接口卑元相達的通信

接口控制器 其中，所迷微程序控制器，用于存儲安全喻征信息，井根掘存儲的

安全醃征信息肘伙通信接口控制器接收的信弓所擴帶的信息迸行安全醃征，如果

安全啦征通迂，則芹生喚醒信弓井友迭至嵌入式控制器 井在樊端休眠或夫帆狀

悉肘，向通信接口控制器友迭控制信弓，控制其力工作狀杰 在終端升杭狀恣肘，

向通信接口控制器友迭控制信弓，控制其力夫閉狀悉 所迷通信接口控制器，用

于根据微程序控制器的控制信弓，將通信接口革元接收的信弓友迭至微程序控制

器。

根据本友明的安施例，所迷安全控制模抉包括 分別丐屯源模坎、嵌入式控

制器相連的微程序控制器、分別勻微程序控制器、通信接口革元相連的通信接口

n 控制器、以及勻微程序控制器相達的存儲革元 其中，所迷存偕革元，用于存儲

安全醃征信息 所迷微程序控制器用于淒取井根掘存儲羊元中存儲的安全醃征信

息，肘伙通信接口控制器接收的信弓所擄帶的信息迸行安全喻征，如果通迂安全

啦征，芒生喚醒信弓井友迭至嵌入式控制器 井在樊端休眠或夫帆狀恣吋，向通

信接口控制器友迭控制信弓，控制其力工作狀悉 在葵端升析狀悉吋，向通信接

控制器友送控制信弓，控制其力夫閉狀悉 所迷通信接口控制器，用于根据微

程序控制器的控制信弓，將通信接口革元接收的信弓友迭至微程序控制器。

根掘本友明的安施例，所迷屯源模坎包括 屯源造配器 / 屯池革元、分別勻

屯源造配器 / 屯池革元、嵌入式控制器、微程序控制器、及通信接口羊元相連的

屯庄特換器、以及分別勻屯源道配器/ 咀池革元、嵌入式控制器、微程序控制器、

及通信接口革元相連的各用屯庄特換器 所迷嵌入式控制器，用于在葵端夫析或



休眠狀杰下，肘屯庄特抉器芹生力安全控制模坎及通信接口羊元供屯的使能信

弓 井在升帆狀杰下，肘芹生各用氓庄特抉器芒生力安全控制模抉及通信接口卑

元供屯的使能信弓 所迷咄庄特換器，用于根据未自嵌入式控制器的便能信弓將

來 自屯源造配器 /屯池革元的屯匝迸行降匝力安全控制模坎及通信接口草元供

屯 所迷各用屯庄特挽器，用于根据未自嵌入式控制器的使能信弓將來自屯源造

配器/屯池草元的屯匝迸行降匝力安全控制模抉及通信接口革元供屯。

根据本岌明的突施例，所迷通信接口控制器位于終端的南析中。

在本友明的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神支持 WWA 模抉近程喚醒的葵端，包括

通信接口革元，用于勻 WWA 模坎通信 安全控制模抉，用于在冬端她于休眠

狀恣下吋，肘通迂 WWA 模抉接收的來屯信息迸行安全醃征 以及咀源模抉，

用于向安全控制模坎和通信接口革元供屯 其中，在通迂安全醃征的情況下，安

全控制模坎芹生喚醒信弓井將喚醒信弓以喚醒葵端。

在本友明的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神支持近程喚醒葵端的 WWA 模抉，包括

元找子模坎，其特征在于 胚包括安全控制模坎，用于根掘存儲的安全醃征信息

肘元錢子模坎收到的末屯信息迸行安全啦旺，肘于通泣安全蛻征的采冉信息芒生

井輸出喚醒信弓。

本友明所迷的系統及裝置，通迂終端中的安全啦征模抉肘接收到的信弓迸行

安全啦旺，突現了准碗、安全的地基于 WWA 模坎的近程喚醒。

本友明所要解決的技木同題、技木方案要貞及有益效果，將錯合奕施例，參

照附團作迸一步稅明。

圈 1 力根掘本友明第一突施例的系統的結枸示意團

團 2 力本友明第一突施例的一介交型系統的結枸示意團

團 3 力本友明第二安施例的基于 WWA 模坎的近程喚醒系統的結枸示意

團

團 4 力本友明第二安施例的一介交型的基于 WWA 模抉的迂程喚醒系統的

鈷枸示意圈。



具休安施方式

下面肘照附圈佯細塊明本友明的具休突施方式。

第一安施例

參照團 1，本友明第一突施例所迷系統包括 終端 100 pC 杭、筆杞本

屯肺等 、WWA 模抉 200 如，GPRS C A 或 3 G 等元錢上阿卡 。

WWA 模抉 200 包括 元錢子模坎 210 、和析接茁片 230 ，在元錢于模坎

210 的基帶忑片中包含有存儲革元 240 ，井且在其中安現了安全控制模抉 2 2 .
在存儲革元 240 中存儲有安全啦征信息 。

所迷安全控制模抉 220 ，用于根据存儲羊元 240 中存儲的安全啦征信息肘元

域子模坎 210 通迂所接茁片 230 收到的來啦信息迸行安全醃征，肘于通迂安全啦

征的宋屯信息芹生井友迭喚醒信弓至樊端 100

終端 100 包括 嵌入式控制器 120 Embed C o o e EC 、屯源模抉 110

忘錢連接模坎 150 如，P C C 柑C a db s 思哉連接器，m PC咀 思錢連接器人

所迷嵌入式控制器 120 ，用于根据接收到的喚醒信弓后功終端。

所迷唱源模坎 110 ，用于力思絨連接模抉 150 供屯。

其中，所迷屯源模抉 110 包括 屯源造配器/ 咄池革元 11、分別勻砲源造配

器 / 屯池革元 11、嵌入式控制器 120 、及忠哉連接模抉 150 相連的屯匝特換器 112

如， C- C/ DO，升夫稔庄屯源/低庄降庄器 、以及分別勻屯源造配器/ 屯池

革元 11、嵌入式控制器 120 、及忠錢達接模抉 150 相連的思錢屯匝特抉器 113

如，C a db 忠錢屯庄特換器、m PC E 忠錢屯庄特換器 。速里，舀思錢連

接模抉 150 采用 P C C A/Cardb s 思絨達接器肘，思錢屯庄特換器 113 采用

C a db s 忠錢屯庄特抉器 舀思戳連接模抉 150 采用 m PC E 思錢連接器肘，忠

錢屯庄特抉器 113 采用 m PC E 忠絨唱匝特換器。

所迷嵌入式控制器 120 ，用于在終端夫析或休眠狀悉下，肘屯庄特換器 112

芹生力忠錢連接模映 150 供屯的使能信弓 井在升帆狀悉下，肘恩錢屯庄特換器

113 芹生力忠錢連接模抉 150 供屯的使能信弓

所迷屯庄特換器 112，用于根掘來自嵌入式控制器 120 的使能信弓將來自屯

源造配器/ 屯池革元 1 1 的屯庄迸行降匝力忠錢達接模抉 150 供屯

所迷思錢屯庄特換器 113 ，用于根掘來 自嵌入式控制器 120 的使能信弓將來

自屯源造配器 / 屯池革元 11 的屯庄迸行降庄力忠絨達接模坎 150 供屯。



所述系統中，圭忠錢連接模抉 150 采用 P C C A/Ca db s 息我連接器肘，所

迷 WWA 模坎 200 中的元錢子模抉 210 通迂析接茁片 230 勻 P C C A Ca db

忠哉達接器迸行忠絨通洲。 舀忠錢連接模抉 150 采用 PC E 忠錢連接器肘，

WWA 模抉 200 中的元哉子模抉 210 直接通迂 S 接口勻 m PC E 思絨連接

器迸行通珮。肘于本友明所迷系統，元冶采用何神忠錢達接模坎都可以安現。

下面以樊端 100 中忠錢連接模抉 150 采用 P C C A Ca db s 思哉連接器、忠

錢屯庄特抉器 1 13 采用 C a db 忠錢屯匝特換器，且 WWA 模抉 200 中安全控

制模坎 220 采用位于元錢子模坎 210 中的基帝茁片中的結枸力例，來吋圈 1 所迷

系統做迸一步悅明。

首先，用戶可以通迂軟件方式或者 B OS 功能投置方式肘嵌入式控制器 120

迸行使能投置，使得嵌入式控制器 120 在終端夫析或休眠狀悉下，只村屯庄特抉

器 112 芹生便能信弓 在終端升析狀悉下，只肘 C a db s 忠錢屯匝特換器芹生使

能信弓。 迭梓，可以保旺元冶在終端升帆、夫析或休眠狀杰下，肘思錢達接模

坎 150 ，即 P C C A Ca db s 忠錢達接器都始終供屯。

此吋，用戶可以通迂葵端 10 肘 WWA 模抉 200 中的安全控制模抉 220 中

的存儲革元 240 中迸行安全墟征信息的預先投置。首先，所迷用戶配置的安全醃

征信息鋒迂 P C C A Ca db s 恩錢連接器 150 到迭恩錢，最后到迭 WWA 模坎

200 中的析接茁片 230 ，析接茁片 230 將安全啦旺信息友迭至元錢子模抉 210 的

B 或 ART 等串口，元錢子模抉 210 將接收到的安全啦征信息友迭到基帶忑

片中的安全控制模抉 220 中的存儲羊元 240 越行安全聆征信息的投置。

在終端 100 夫帆或休眠狀悉下，WWA 模抉 200 中的元域子模抉 210 收到

來屯信弓或短消息后，元錢于模抉 210 中基帶茁片中的安全控制模坎 220 基于存

儲革元 240 中的安全啦征信息投置肘收到的來屯信息或短消息迸行安全墟征，例

如，可以先肘宋均信弓或短消息的用戶身份迸行啦征，宋硝定主叫方身份。肘于

合法用戶的合法指令，再迸一步解析所收到的信息，宋決定是否需要芹生喚醒信

弓，或者迸一步執行其他功作，例如肘被盜筍的筆杞本迸行位置追踩，甚至可以

肘被盜筆杞本后功硬盎 自毀程序等。另外，安全控制模抉 220 汪可以 自功回夏她

理結果或定肘回夏狀杰信息至合法的主叫方。迭里，肘于安全控制模抉 220 芹生

的喚醒信弓以及其他的肘燊端迸行的迸一步操作的指定是通迂元錢于模抉 210

中的通用輸入/輸出端口 G P O 友迭至終端 100 中的 P C C A/Ca db s 忠哉達



接器，井通迂 P C C A C a b s 忠哉達接器最葵到迭嵌入式控制器 120 ，宋喚醒

終端或迸一步拭行其他相夫指令 。

肘于本岌明第一突施例所述系統，胚可以采用如圈 2 所示交型鈷枸，因別仗

在于安全控制模坎 220 是一介狙立于元哉子模坎 210 的犯立模抉，它包括接口

22 1、微程序控制器 222 和存儲有安全啦征信息投置的存儲革元 240 。所迷安全

控制模坎 220 勻元錢子模抉 210 通迂各 自的堵如 B、 』伙 k、 2C 或 P 等串

行通信口 以下筒林 "串口 或 8 b 6b /32b 井行通信口之癸的接口迸行通

珮 。安全控制模坎 220 通迂堵如串行通信口或 8b / 6b /32b 井行通信口之癸的

接口 221 接收元錢子模抉 210 收到的宋 自樊端 100 的安全聆征信息配置，存儲在

存儲卑元 240 中，以及接收元錢子模抉 210 收到的宋咄信息或短消息，井且迂可

以通迂所迷串行通信口或 8b / 6b /32b 井行通信口向元哉于模抉 210 友迭安全

啦征后反憤至主叫方的信息。安全控制模坎 220 基于存儲革元 240 申存儲的安全

醃征信息配置肘收到的信息迸行安全瑜征后，同梓，村于合法用戶的合法信息，

芹生肘終端的喚醒信弓或其他肘葵端的迸一步操作的指令。迭吋，所迷終端喚醒

信弓或其他肘終端的迸一步操作的指令，是通迂安全控制模抉 220 申的通用輸入

/輸出端口友迭到忠錢上的，所迷忘我是伙元錢子模坎 210 的通用輸入/輸出端口

引出的至忠錢連接模坎 150 的忠錢。肘于團 2 所迷系統的其他工作迂程丐圈 1 所

示系統癸似，速里不再贅迷。

另外，肘于團 1、圈 2 所迷系統，考慮到肘其他普通忠我投各的兼容何題，

在忠錢連接模抉 150 勻嵌入式控制器 120 之同可以增加一介升夫模抉 130

切換升夫 。也就是碗，舀思錢連接模坎 15 丐 WWA 模抉相連，井收到喚醒

信弓吋，升失模抉 130 中的切換升夫閉合，將喚醒信弓切抉到嵌入式控制器 120

而舀忠哉達接模坎 150 勻其他普通息錢投各相連吋，如果收到未自其他普通思錢

投各的信弓。此肘，升夫模抉 130 中的切抉升夫力非閉合狀悉 。也就是瑰，伙忠

哉連接模坎 0 引出的迭根忠錢則執行現有技木中相匝忠我規范所定又的功能，

即 將 信 弓直接 友迭 到南析模 坎 140 。 例 如，圭 忠 錢 連接模 抉 150 采用

P C C A/Cardb s 恩錢連接器吋，信弓直接南析控制器。圭忠錢連接模坎 150 采

用 PC E 忠錢達接器吋，信弓友迭至南析茁片。

本友明第一安施例的系統以及 WWA 模坎，安現了准硝、安全地近程喚醒

技木。井且終端側元需肘主板迸行改功，降低了成本。



第二突施例

參照團 3 ，力本友明第二安施例所迷基于 WWA 模坎的近程喚醒系統，包

括 終端 100 , PC 杭、筆杞本屯肺等 、及具有 SB 接口革元的 WWA

模抉 200 如， R S、CD A 或 3 G 等元錢上阿卡人

終端 100 包括 嵌入式控制器 120 EC Embedded Co o e 、屯源模抉

110、安全控制模坎 160 及通信接口單元 接口、1394 接口 170。 屯

源模坎 110 包括 屯源造配器/屯池單元 1 1、屯匝特換器 112 DC-DC/ O

升夫稔庄屯源/低匝降庄器 、各用屯匝特換器 3 B 升夫稔庄屯源、1394

10 咄庄特換器 。安全控制模抉 160 包括 微程序控制器 161 C c o

Co o e 、通信接口控制器 162 S 控制器、1394 控制器 、存儲

單元 163 E F a h RO 等 。

圭通信接口單元 170 采用 SB 接口吋，通信接口控制器 162 采用 SB 控制

器，各用屯匝特換器 113 采用 SB 冉庄特換器或 SB 升夫稔庄屯源。

15 圭通信接口單元 170 采用 1394 接口吋，通信接口控制器 162 采用 1394 控制

器，各用屯匝特換器 113 采用 1394 屯庄特換器。

所迷屯源模抉 110，用于力安全控制模抉 160 、通信接口革元 170 供屯

所迷安全控制模抉 160，用于將爪通信接口羊元 170 接收到的信骨所攜帶的

信息迸行安全啦旺，如果通迂安全啦征，則芒生喚醒信弓井岌送至嵌入式控制器

20 120

所迷嵌入式控制器 120，用于根掘接收到的喚醒信弓后功樊端。

其中，屯源模坎 110 中的屯匝特換器 112 分別勻嵌入式控制器 120、屯源造

配器/屯池單元 1 1、微程序控制器 161 、及通信接口單元 170 相連 各用屯匝特

換器 113 勻嵌入式控制器 120 、屯源造配器/ 屯池單元 1 1、微程序控制器 16 、

2 及通信接口草元 170 相連 微程序控制器 161 胚分別丐嵌入式控制器 120、通

信接口控制器 2 、及存儲羊元 163 相連 通信接口控制器 162 迂勻通信接口單

元 170 相連 葵端 100 通迂通信接口革元 170 丐具有通信接口單元的 W WA 模

坎 200 相連。

首先，用戶可以通迂軟件方式或者 B OS 功能投置方式肘嵌入式控制器 120



迸行使能投置，使得嵌入式控制器 120 在終端夫析或休眠狀悉下，只肘屯匝特換

器 112 芹生使能信弓 在終端升帆狀悉下，只肘各用冉庄特換器 113 芹生使能信

弓。

圭終端 100 灶于夫析或休眠狀悉吋，嵌入式控制器 120 只肘屯庄特換器 112

芹生便能信弓，使得屯庄特換器 112 將咄源造配器/屯池革元 11 的屯庄迸行降

匝她理，如，將冉庄特換 + 5V，同吋力微程序控制器 161 、通信接口革元 170

供屯 微程序控制器 161 芹生控制信弓岌迭至通信接口控制器 162，使得通信接

口控制器 162 力工作狀悉，即，可以將通信接口革元 170 接收到的數据侍迭至微

程序控制器 161 。此肘，如果 WWA 模抉 200 接收到短信、或有來屯呼入，具

有通信接口革元的WWA 模抉 200 友迭相夫信息，通迂樊端中通信接口卑元 170

至通信接口控制器 162，通信接口控制器 162 通迂 SB仍ART/GP O 等接口形式

將信息岌迭至微程序控制器 161 ，微程序控制器 161 友送命令通迂通信接口控制

器至通信接口革元 0，到迭 WWA 模抉 200 ，藐取短信信息或宋屯信息。微

程序控制器 161 提取用戶信息，井根据伙存儲革元 163 中孜得的安全啦征信息肘

所提取的用戶信息迸行安全啦征 。迭里，爪所迷存儲草元 163 中訣得的安全控制

信息，可以是預先投置在存儲車元 163 中的，也可以在終端升帆后，由用戶在存

儲革元 3 申配置或更新的。

如果安全啦征通迂，則微程序控制器 161 向嵌入式控制器 120 岌迭 O 信肯，

嵌入式控制器 0 后功或喚醒終端，井只肘各用屯匝特換器 113 芹生使能信弓，

各用屯庄特換器 113 將屯源造配器/屯池革元 1 1 的屯匝迸行降匝灶理，如，將

屯庄特換 + 5V，宋肘微程序控制器 161 、通信接口革元 170 迸行供屯 同吋，

微程序控制器 161 向通信接口控制器 162 友迭控制信弓，使其她于夫閉狀恣，巨口，

通信接口控制器她于高阻狀杰，等同于斷升，此吋，如果 S 接口接收到數掘，

則『被友迭到南析 140，勻現有技木的功能一佯，迭里不再贅迷。

如果啦征未通迂，微程序控制器 161 丟奔所迷用戶信息。

在上迷系統中，也可以將存儲草元 163 中存儲的安全聆征信息，存儲于微程

序控制器 161 中，不革狙采用存儲革元。速梓，安全啦征信息同梓可以是預先投

置的，也可以在燊端升棚后，由用戶配置或更新的。

在上迷系統中，微程序控制器 161 和通信接口控制器 162 采用的是狙立部件



結枸，舀然，也可以采用現有的具各通汎接口控制器的 P g a S g a

P ocesso 數字信弓她理器 A C App ca o S pec f c eg a ed C c ts 寺

用集成屯路 茁片宋安現 同佯，也可以采用 C P C omp ex P o盯am ab e og c

Dev ce，夏朵可編程遐輯屯路 、FPGA F e d P og ammab e Ga e A ay，現坊可

編程門陣列 來安現。

肘于通信接口控制器 162 ，胚可以利用南析 140 中的通信接口控制器，如

B 控制器，或 1394 控制器來安現，如圈 4 所示，其工作迂程勻圍 3 所示系統

癸似，迭里不再贅迷。

本友明所迷的基于 WWA 模抉的近程喚醒系統、WWA 模抉以及終端，井

不仗仗限于悅明弔和安施方式中所列返用，它完全可以被造用于各神造合本友明

之領域，肘于熟悉本領域的人貝而吉可容易地安現另外的仇貞和迸行修改，因此

在不背萬杖利要求及等同范園所限定的一般概念的精神和范固的情況下，本友明

井不限于特定的細市、代表性的投各和迭里示出勻描迷的圈示示例。



杖利要求

1、一神近程喚醒系統，包括

終端

A 模抉，用于以元錢方式接收和/或友送信息 以及

安全控制模坎，在樊端她于休眠狀悉下肘，肘通迂 W邢A 模坎接收的宋屯

信息迸行安全啦旺

其中，在通迂安全醃征的情況下，安全控制模坎芒生喚醒信弓井將喚醒信弓

岌送拾終端以喚醒終端。

、根掘杖利要求 1 所迷的系統，其中所迷安全控制模抉在 WWA 模坎中

突現。

3、根掘杖利要求 2 所迷的系統，其中，所述安全控制模坎位于元錢于模抉

中的基帶茁片中，以及將所迷喚醒信弓友迭到元錢子模坎勻樊端中的忠錢達接模

抉的連接思錢上。

A 、根掘杖利要求 2 所迷的系統，其中，所迷安全控制模抉勻元錢于模抉相

連，井將芹生的喚醒信弓友迭到元錢子模坎勻樊端中的思錢連接模抉的連接息錢

上。

5、根掘杖利要求 4 所迷的系統，其中，所迷安全控制模坎勻元我子模坎相

連，是通迂各 自的通沉口相連。

K、根掘杖利要求 3 或 4 所迷的系統，其中，所迷安全控制模抉將芹生的喚

醒信弓友迭到元錢子模抉勻葵端中的忠錢連接模坎的連接息我上，是安全控制模

坎通迂通用輸入/輸出端口將喚醒信弓友迭至元錢子模抉的通用輸入/輸出端口勻

終端中的忠錢連接模坎的連接忠錢上。

7、根掘杖利要求 1 所迷的系統，其中，所迷終端包括升夫模抉，用于將忠

錢連接模坎爪 A 模抉接收到的喚醒信弓切換至嵌入式控制器。

8、根掘杖利要求 7 所迷的系統，其中，所迷終端汪包括屯源模坎，用于在

樊端夫析或者休眠的情況下向忠哉達接模抉供屯。

9、根据杖利要求 8 所迷的系統，其中，

所迷咄源模坎包括 屯源造配器/冉池革元、分別勻冉源造配器/屯池革元、

嵌入式控制器、及思絨連接模抉相連的屯庄特換器、以及分別勻屯源道配器/屯



池單元、嵌入式控制器、及忠錢連接模坎相連的息錢屯匝特換器

所迷嵌入式控制器，用于在終端夫帆或休眠狀杰下，肘屯匝特換器芹生力思

絨連接模坎供咄的使能信弓 井在升析狀杰下，肘芹生忠錢屯庄特換器芹生力忠

我連接模坎供咄的使能信弓

所迷屯匝特換器，用于根据宋自嵌入式控制器的使能信弓將來 自屯源造配器

/屯池革元的屯匝迸行降匝力思錢達接模抉供屯

所迷忠絨 屯庄特換器，用于根掘未 自嵌入式控制器的使能信弓將宋自屯源造

配器/砲池革元的屯庄迸行降匝力忠絨連接模抉供屯。

0、根掘杖利要求 1 所迷的系統，其中，所迷安全控制模坎在終端中突現。

11、根据杖利要求 的系統，其中，所迷終端包括 通信接口革元，用于

勻 A 模抉通信 以及屯源模抉，用于向安全控制模抉和通信接口革元供屯。

、根掘杖利要求 1 1 所述的系統，其中，所迷安全控制模抉將伙通信接口

卑元接收到的信弓所擴帶的信息迸行安全醃征，如果安全啦征通迂，則芹生喚醒

倍骨井友迭至嵌入式控制器

所迷饗端胚包括嵌入式控制器，根掘接收到的喚醒信弓后功終端。

、根据杖利要求 1 所迷的系統，其中，所迷安全控制模抉包括 分別勻

屯源模抉、嵌入式控制器相連的微程序控制器、以及分別丐微程序控制器、通信

接口革元相連的通信接口控制器

其中，所迷微程序控制器，用于存儲安全啦征信息，井根掘存儲的安全強征

倍息肘爪通信接口控制器接收的信弓所搪帶的信息迸行安全啦征，如果安全啦征

通迂，則芒生喚醒信弓井友迭至嵌入式控制器 井在終端休眠或夫帆狀悉吋，向

通信接口控制器友送控制信弓，控制其力工作狀杰 在葵端升杭狀杰吋，向通信

接口控制器友迭控制信弓，控制其力夫閉狀悉

所迷通信接口控制器，用于根据微程序控制器的控制信弓，將通信接口革元

接收的信弓岌迭至微程序控制器。

14 、根掘杖利要求 1 所迷的系統，其中，所迷安全控制模抉包括 分別丐

屯源模坎、嵌入式控制器相連的微程序控制器、分別勻微程序控制器、通信接口

革元相達的通信接口控制器、以及勻微程序控制器相連的存偕革元

其中，所迷存儲草元，用于存儲安全喻征信息

所迷微程序控制器用于漾取井根掘存儲革元中存儲的安全啦征信息，肘伙通



信接口控制器接收的信弓所攜帶的信息迸行安全啦征，如果通迂安全強征，芹生

喚醒信弓井友迭至嵌入式控制器 井在終端休眠或夫帆狀杰肘，向通信接口控制

器友迭控制信弓，控制其力工作狀悉 在燊端升帆狀悉吋，向通信接口控制器友

迭控制信弓，控制其力夫閉狀悉

所迷通信接口控制器，用于根据微程序控制器的控制信弓，將通信接口卑元

接收的信弓友迭至微程序控制器。

、根据杖利要求 3 或 14 所迷的系統，其申，

所迷屯源模抉包括 屯源造配器/屯池革元、分別勻屯源造配器/屯池草元、

嵌入式控制器、微程序控制器、及通信接口革元相連的屯庄特抉器、以及分別勻

咆源造配器/ 屯池羊元、嵌入式控制器、微程序控制器、及通信接口革元相連的

各用咀匝特換器

所迷嵌入式控制器，用于在葵端夫析或休眠狀悉下，肘屯庄特換器芹生力安

全控制模坎及通信接口革元供屯的使能信弓 井在升杭狀悉下，肘芒生各用屯匝

特抉器芹生力安全控制模坎及通信接口草元供屯的使能信弓

所迷唱庄特換器，用于根据朱 自嵌入式控制器的使能信弓將宋自冉源造配器

/屯池革元的屯匝迸行降匝力安全控制模抉及通信接口革元供屯

所迷各用屯匝特抉器，用于根掘未 自嵌入式控制器的使能信弓將宋自砲源道

配器/塢池單元的屯匝迸行降匝力安全控制模抉及通信接口革元供屯。

、根据杖利要求 1 所迷的系統，其中，所迷通信接口控制器位于終端的

南析中。

17、一神支持 WWA 模抉近程喚醒的終端，包括

通信接口革元，用于丐 WWA 模抉通信

安全控制模坎，用于在終端她于休眠狀悉下吋，肘通迂 WWA 模坎接收的

末屯信息迸行安全啦征 以及

喧源模抉，用于向安全控制模抉和通信接口革元供屯

其中，在通迂安全聆征的情況下，安全控制模抉芹生喚醒信弓井將喚醒信弓
以喚醒終端。

18、如杖利要求 17 所迷的終端，胚包括嵌入式控制器，用于根据接收到的

喚醒信弓后功饗端。

1 、根掘杖利要求 所迷的燊端，其中，所迷安全控制模坎包括 分別勻



屯源模抉、嵌入式控制器相連的微程序控制器、以及分別勻微程序控制器、通信

接口單元相連的通信接口控制器

其中，所迷微程序控制器，用于存儲安全啦旺信息，井根据存儲的安全啦征

信息肘伙通信接口控制器接收的信弓所攜帶的信息迸行安全醃征，如果安全啦征

通迂，戶生喚醒信骨井友送至嵌入式控制器 井在葵端休眠或夫帆狀悉肘，向通

信接口控制器友迭控制信弓，控制其力工作狀恣 在終端升析狀悉吋，向通信接

口控制器友迭控制信肯，控制其力夫閉狀悉

所迷通信接口控制器，用于根据微程序控制器的控制信弓，將通信接口單元

接收的信弓友送至微程序控制器 。

20、根掘杖利要求 18 所迷的葵端，其中，所迷安全控制模抉包括 分別勻

屯源模抉、嵌入式控制器相連的微程序控制器、分別勻微程序控制器、通信接口

單元相連的通信接口控制器、以及勻微程序控制器相連的存儲草元

其中，所迷存儲單元，用于存儲安全喻征信息

所迷微程序控制器用于漆取井根据存儲單元中存儲的安全醃征信息，肘伙通

信接口控制器接收的信弓所擄帶的信息迸行安全啦征，如果安全啦旺通迂，芹生

喚醒信弓井友送至嵌入式控制器 井在葵端休眠或夫枕狀悉肘，向通信接口控制

器友迭控制信弓，控制其力工作狀悉 在終端升析狀杰肘，向通信接口控制器友

迭控制信弓，控制其力夫閉狀悉

所迷通信接口控制器，用于根据微程序控制器的控制信弓，將通信接口單元

接收的信骨炭送至微程序控制器。

2 1、根掘杖利要求 19 或 20 所迷的終端，其中，

所迷屯源模坎包括 屯源道配器/屯池革元、分別勻屯源道配器/咄池草元、

嵌入式控制器、微程序控制器、及通信接口單元相連的咀匝特換器、以及分別勻

塢源造配器/屯池革元、嵌入式控制器、微程序控制器、及通信接口革元相連的

各用屯庄特換器

所迷嵌入式控制器，用于在終端夫杭或休眠狀杰下，肘屯匝特換器芒生力安

全控制模坎及通信接口單元供屯的使能信弓 井在升杭狀杰下，肘芹生各用屯匝

特換器芹生力安全控制模抉及通信接口革元供冉的便能信弓

所迷屯庄特換器，用于根掘未自嵌入式控制器的使能信弓將來 自屯源造配器

/冉池單元的屯匝迸行降匝力安全控制模坎及通信接口革元供屯



所迷各用屯庄特抉器，用于根据宋自嵌入式控制器的使能信弓將來 自屯源造

配器/唱池草元的屯庄迸行降庄力安全控制模抉及通信接口羊元供冉。

22、根据杖利要求 18 所迷的終端，其中，所迷通信接口控制器位于葵端的

南析中。

23、一神支持近程喚醒終端的 W帆A 模抉，包括 元絨子模抉，其特征在

于 汪包括安全控制模抉，用于根据存儲的安全啦征信息肘元我子模抉收到的未

屯信息迸行安全啦征，肘于通迂安全啦旺的來咀信息芹生井輸出喚醒信弓。

24、根掘杖利要求 23 所述的 WWA 模抉，其中，所迷安全控制模抉位于

元我子模抉中的基帶茁片中。

25 、根掘杖利要求 23 所迷的 WWA 模抉，其中，所迷安全控制模抉勻元

錢于模坎相連，井將芹生的喚醒信弓友迭到元哉子模抉的通用輸入/輸出端口引

出的忠我上。

26、根掘杖利要求 25 所迷的 WWA 模坎，其中，所迷安全醃征子模抉勻

元哉子模抉相遵，是通迂各 自的通珮 口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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