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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线热点运作方法，其应用于无线热点

装置中，无线热点运作方法包括：无线热点装置

与远程装置无线连接，判断远程装置的实体地址

是否存在于地址表格中，其中地址表格包含配置

以记录已连线装置的已连线装置实体地址的多

个字段；当实体地址并未存在于地址表格，判断

地址表格的容量是否大于临界值；当地址表格的

容量大于临界值时，判断已连线装置的多个连线

参数是否满足移除条件；若是，将满足移除条件

的连线参数的已连线装置的已连线装置实体地

址自地址表格移除；以及将远程装置的实体地址

加入地址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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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线热点运作方法，其应用于无线热点装置中，其特征在于，所述无线热点运作

方法包括：

所述无线热点装置与远程装置无线连接，判断所述远程装置的实体地址是否存在于地

址表格中，其中所述地址表格包含多个字段，所述多个字段记录至少一已连线装置的已连

线装置实体地址；

当所述实体地址并未存在于所述地址表格，判断所述地址表格的容量是否大于临界

值；

当所述地址表格的容量大于所述临界值时，判断所述至少一已连线装置的多个连线参

数的至少一个是否满足移除条件；

若是，将满足所述移除条件的连线参数的所述至少一已连线装置的所述已连线装置实

体地址自所述地址表格移除；以及

将所述远程装置的所述实体地址加入所述地址表格。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热点运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判断所述至少一已连线装置

的所述多个连线参数的至少一个是否满足所述移除条件的步骤还包含：

提取筛选规则，所述筛选规则包含所述至少一已连线装置的所述多个连线参数的判断

顺序；

依照所述筛选规则，依序判断各所述连线参数是否位于对应的预设范围中；以及

当任一所述连线参数位于对应的所述预设范围中时，所述至少一已连线装置的任一所

述连线参数满足所述移除条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无线热点运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筛选规则还包含决定所

述多个连线参数其中之一为选定连线参数，所述无线热点运作方法还包含：

当所有所述连线参数均不位于对应的所述预设范围中，判断所述至少一已连线装置的

所述选定连线参数是否最接近对应的所述预设范围；以及

若是，所述至少一已连线装置的所述连线参数满足所述移除条件。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无线热点运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连线参数包含空闲

时间、连续连线时间、装置信号强度、装置信噪比、连线等级或上述连线参数的组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热点运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所述实体地址并未存在于

所述地址表格，且所述地址表格的容量不大于所述临界值时，所述无线热点运作方法还包

含：

于所述地址表格记录所述远程装置的所述实体地址；以及

储存所述远程装置的所述多个连线参数。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热点运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所述实体地址存在于所述

地址表格，所述无线热点运作方法还包含：

更新所述远程装置的所述多个连线参数。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热点运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实体地址为媒体访问控

制地址。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热点运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地址表格储存于缓存器

中。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热点运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无线热点装置整合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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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调制解调器或电缆调制解调器路由器中。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热点运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地址表格为内容可寻

址存储器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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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热点运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网络传输技术，且特别涉及一种无线热点运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网络服务提供者经常将无线热点整合于电缆调制解调器(cable  modem)或电缆调

制解调器路由器(cable  modem  router)中。使用者将可通过移动装置与无线热点进行无线

的数据传输，进一步通过电缆调制解调器传送封包。然而，电缆调制解调器能够连接的装置

数目受到硬件资源的限制，不能无上限地让更多装置进行连线。在这样的情形下，较晚与无

线热点连接的装置将无法再进行封包的传输。无线热点的使用率将无法有效地提升。

[0003] 因此，如何设计一个新的无线热点运作方法，以解决上述的缺失，为此业界亟待解

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无线热点运作方法，其应用于无线热点装置中，无线

热点运作方法包括：无线热点装置与远程装置无线连接，判断远程装置的实体地址是否存

在于地址表格中，其中地址表格包含多个字段，多个字段记录至少一已连线装置的已连线

装置实体地址；当实体地址并未存在于地址表格，判断地址表格的容量是否大于临界值；当

地址表格的容量大于临界值时，判断该至少一已连线装置的多个连线参数的至少一个是否

满足移除条件；若是，将满足移除条件的连线参数的至少一已连线装置的已连线装置实体

地址自地址表格移除；以及将远程装置的实体地址加入地址表格。

[0005] 应用本发明的优点在于，该无线热点运作方法可使无线热点装置根据已连线装置

的连线参数，在地址表格容量不足时，有效率地移除已连线装置的实体地址，并允许新的远

程装置通过无线热点装置传送封包。远程装置的数据传输将因而不会受限于无线热点装置

的地址表格容量，无线热点装置的使用率也将可大幅提升。

附图说明

[0006] 图1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无线热点装置、已连线装置及远程装置的方块图；

[0007] 图2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无线热点运作方法的流程图；以及

[0008] 图3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无线热点运作方法的子流程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09] 请参照图1。图1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无线热点装置10、已连线装置12A-12C及远

程装置14的方块图。

[0010] 于一实施例中，无线热点装置10配置以与外部电子装置，例如已连线装置12A-12C

无线连接以进行无线通信，以进行封包传输。

[0011] 于一实施例中，无线热点装置10整合于电缆调制解调器(cable  modem)或电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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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解调器路由器(cable  modem  router)中，并例如包含但不限于处理单元100、储存单元

102、网络传输单元104等元件，以由网络传输单元104进行数据传输，并由处理单元100存取

数据进行处理。

[0012] 于一实施例中，储存单元102例如可为但不限于缓存器，并配置以储存地址表格

101。当已连线装置12A-12C通过无线热点装置10进行封包传输时，无线热点装置10需要将

已连线装置12A-12C的实体地址储存于地址表格101中，再将封包例如传送到但不限于广域

网(wide-area  network；WAN)中。

[0013] 于一实施例中，已连线装置12A-12C的实体地址为媒体访问控制地址(media 

access  control  address；MAC  address)。地址表格101为内容可寻址存储器(content 

addressable  memory；CAM)表格，并包含多个字段。各个字段可配置以储存一个已连线装置

的实体地址。

[0014] 然而，地址表格101由于硬件储存容量的限制，所能储存的已连线装置的实体地址

的数目有限。在远程装置14要通过无线热点装置10进行封包传送时，如果远程装置14的实

体地址不存在于地址表格101中，无线热点装置10需要确保远程装置14能够通过无线热点

装置10进行通信，以提升无线热点装置10的使用率。

[0015] 以下将针对无线热点装置10的运作方式进行更详细的说明。

[0016] 请参照图2。图2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无线热点运作方法200的流程图。

[0017] 无线热点运作方法200可应用于如图1所示出的无线热点装置10中。无线热点运作

方法200包括下列步骤(应了解到，在本实施方式中所提及的步骤，除特别叙明其顺序者外，

均可依实际需要调整其前后顺序，甚至可同时地或部分同时地执行)。

[0018] 于步骤201，无线热点装置10与远程装置14无线连接，以判断远程装置14的实体地

址是否存在于地址表格101中。

[0019] 于一实施例中，无线热点装置10的处理单元100可通过网络传输单元104接收远程

装置14的连线要求或是封包传送的要求后，与远程装置14进行连线。

[0020] 于步骤202，当实体地址并未存在于地址表格，处理单元100判断地址表格101的容

量是否大于临界值。

[0021] 于步骤203，当地址表格101的容量大于临界值时，无线热点装置10判断已连线装

置12A-12C的连线参数的至少一个是否满足一移除条件。

[0022] 于一实施例中，处理单元100可预先设定筛选规则，以根据筛选规则对于已连线装

置12A-12C的连线参数进行判断，以决定已连线装置12A-12C的连线参数的至少一个是否满

足移除条件。

[0023] 于一实施例中，连线参数包含空闲时间、连续连线时间、装置信号强度、装置信噪

比(Signal-to-Noise  Ratio)、连线等级或其组合。

[0024] 其中，空闲时间为已连线装置12A-12C并未进行任何数据传输的时间；连续连线时

间为已连线装置12A-12C与无线热点装置10持续连线的总时间；装置信号强度为例如，但不

限于已连线装置12A-12C与无线热点装置10连线时的信号强度指针(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Indicator；RSSI)。

[0025] 装置信噪比为已连线装置12A-12C与无线热点装置10连线时的信号和噪声间的比

例；而连线等级为依据特定分类机制下的等级设定。举例来说，连线等级可根据例如，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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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使用者的付费状况划分等级。付费愈高，则连线等级也就愈高。

[0026] 请参照图3。图3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无线热点运作方法200的子流程300的流程

图。子流程300示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无线热点装置10判断已连线装置的连线参数是否满

足移除条件的步骤。以下将以已连线装置12A为范例进行说明。

[0027] 于步骤301，处理单元100提取筛选规则，筛选规则包含已连线装置12A的连线参数

的判断顺序。

[0028] 于一实施例中，筛选规则可根据筛选规则，依序判断各连线参数是否位于对应的

预设范围中。

[0029] 举例而言，处理单元100可于步骤302A执行筛选规则一，并于步骤302B-步骤302E，

依照已连线装置12A的空闲时间、装置信号强度、装置信噪比及连续连线时间依序进行判

断，以判断空闲时间是否大于一空闲时间预设值、装置信号强度是否小于一强度预设值、装

置信噪比是否小于一信噪比预设值以及连续连线时间是否大于一连线时间预设值。

[0030] 当任一连线参数位于对应的预设范围中，于步骤305，处理单元100判断已连线装

置12A的连线参数满足移除条件。

[0031] 更详细地说，当处理单元100在步骤302B判断已连线装置12A的空闲时间大于空闲

时间预设值时，即判断已连线装置12A的连线参数满足移除条件，不再执行步骤302C-302E。

空闲时间的预设范围的最小值可以被设定成空闲时间预设值，而空闲时间的预设范围的最

大值可以被设定成大于空闲时间预设值的任何数值。

[0032] 而当处理单元100在步骤302B判断已连线装置12A的空闲时间不大于空闲时间预

设值，而在步骤302C装置信号强度小于强度预设值时，即判断已连线装置12A的连线参数满

足移除条件，不再执行步骤302D-302E。装置信号强度的预设范围的最大值可以被设定成强

度预设值，而装置信号强度的预设范围的最小值可以被设定成小于强度预设值的任何数

值。

[0033] 而当处理单元100在步骤302B、302C判断已连线装置12A的空闲时间不大于空闲时

间预设值以及装置信号强度不小于强度预设值，而在步骤302D判断已连线装置12A的装置

信噪比小于信噪比预设值时，即判断已连线装置12A的连线参数满足移除条件，不再执行步

骤302E。信噪比的预设范围的最大值可以被设定成信噪比预设值，而信噪比的预设范围的

最小值可以被设定成小于信噪比预设值的任何数值。

[0034] 而当处理单元100在步骤302B、302C、302D判断已连线装置12A的空闲时间不大于

空闲时间预设值、装置信号强度不小于强度预设值以及装置信噪比不小于信噪比预设值，

且在步骤302E判断已连线装置12A的连续连线时间大于连线时间预设值时，判断已连线装

置12A的连线参数满足移除条件。连续连线时间的预设范围的最小值可以被设定成连线时

间预设值，而连续连线时间的预设范围的最大值可以被设定成大于连线时间预设值的任何

数值。

[0035] 处理单元100可对已连线装置12B及12C进行相同的判断流程，因此不再赘述。

[0036] 然而，当已连线装置12A至12C的装置信号强度、装置信噪比、空闲时间及连续连线

时间均并未位于预设范围时，处理单元100可于步骤302F，决定连线参数其中之一为选定连

线参数，并判断已连线装置的选定连线参数是否最接近对应的预设范围。

[0037] 若是，处理单元100于步骤305判断已连线装置的连线参数满足移除条件。若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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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单元100于步骤306判断已连线装置的连线参数不满足移除条件。

[0038] 举例而言，选定连线参数可为连线等级。处理单元100可在步骤302F判断已连线装

置的连线等级是否最低，并在已连线装置的连线等级为最低时，于步骤305判断此已连线装

置的连线参数满足移除条件。

[0039] 类似地，处理单元100可于步骤303A执行筛选规则二，并于步骤303B-步骤303E，依

照已连线装置12A的空闲时间、连线等级、装置信号强度及装置信噪比依序进行判断，并在

此四个连线参数均并未位于预设范围时，于步骤303F判断已连线装置的连续连线时间是否

最接近预设范围(例如连续连线时间为最大)，并在已连线装置的连续连线时间为最大时，

于步骤305判断此已连线装置的连线参数满足移除条件。而当已连线装置的连续连线时间

并非最大时，处理单元100于步骤306判断已连线装置的连线参数不满足移除条件。

[0040] 类似地，处理单元100可于步骤304A执行筛选规则三，并于步骤304B-步骤304E，依

照已连线装置12A的连线等级、空闲时间、装置信号强度及装置信噪比依序进行判断，并在

此四个连线参数均并未位于预设范围时，于步骤304F判断已连线装置的连续连线时间是否

最接近预设范围(例如连续连线时间为最大)，并在已连线装置的连续连线时间为最大时，

于步骤305判断此已连线装置的连线参数满足移除条件。而当已连线装置的连续连线时间

并非最大时，处理单元100于步骤306判断已连线装置的连线参数不满足移除条件。

[0041] 当处理单元100判断出连线参数满足移除条件的已连线装置后，流程将回至图2的

步骤204，处理单元100将满足移除条件的已连线装置12A-12C的已连线装置实体地址自地

址表格101移除。

[0042] 于步骤205，处理单元100将远程装置14的实体地址加入地址表格101。

[0043] 于一实施例中，在步骤205后，处理单元100可进一步记录远程装置14的连线参数，

并允许远程装置14通过无线热点装置10进行封包传送。

[0044] 当步骤201判断远程装置14的实体地址存在于地址表格101中时，远程装置14实际

上亦为已连线装置。此时，处理单元100可于步骤206更新远程装置14的连线参数，并允许远

程装置14通过无线热点装置10进行封包传送。

[0045] 当步骤202判断地址表格101的容量不大于临界值时，处理单元100于步骤207在地

址表格101记录远程装置14的实体地址，并储存远程装置的连线参数。

[0046] 需注意的是，上述以筛选规则自地址表格101移除已连线装置的实体地址的方式

仅为一范例。于其他实施例中，无线热点装置10的处理单元100可根据已连线装置的连线参

数，通过不同的方式决定可移除的已连线装置。举例而言，处理单元100可设定具有多个位

于预设范围的连线参数的已连线装置才满足移除条件。然而，本发明并不以此为限。

[0047] 本发明的无线热点运作方法200可使无线热点装置10根据已连线装置的连线参

数，在地址表格101容量不足时，有效率地移除已连线装置的实体地址，并允许新的远程装

置14通过无线热点装置10传送封包。远程装置14的数据传输将因而不会受限于无线热点装

置10的地址表格101容量，无线热点装置10的使用率也将可大幅提升。

[004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原

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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