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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阿絡申的故障栓測方法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下一代岡絡 ( G ) 技木，尤指一神下一代岡絡中的故

障栓測方法。

友明背景

移功通信領域是近年未竟爭最激烈的行止之一，屯信返蕾商越未越

需要差昇性的止芬未提高其竟爭力，以軟交挾和分組交換技木力核 的

G 技木已成力止界最夫注的熱魚之一。流媒休是近年未共起的一神同

塔多媒休形式，在流媒休技木支持下，岡絡上侍瑜視頻和音頻等多媒休

信息由以往的下載方式友展力流式侍愉方式。

囤 是PROXY 在 G 岡絡中的典型組同模式示意 囤，如固 1所示，

代理 ( PROXY ) 是 G 中的重要改各之一，吋于 G 中的終端用戶 ，

PROXY 就相占于服各器 吋于 G 中的核 服各器，PROXY 就相占于

終端。 一吶如ROXY 需要支持舍祐起始林吠 ( P ) 、 ．3 23 、媒休同芙控

制林汶 ( GCP ) 、 ．248 等仿伏中的一神或多神代理功能。由于PROXY

參七了整介信令赴理流程，因此PROXY可以萊取信令中相座的用戶注

冊、呼叫等祥細信息 。 PROXY 通常由信令代理和媒休代理兩部分姐成，

其 ，

信令代理 ( S P S g a g P oxy ) ，用于赴理終端用戶的注冊和呼

叫等消息 。 終端用戶的注冊和呼叫等消息先被友送給PROXY PROXY

努迪信令赴理后特友給核 軟交換系統 。 核 軟交換系統迸行相座的赴

理后，將收到的注冊和呼叫等消息返回給PROXY, PROXY 鋒迂信令赴

理后再特友給被叫用戶終端。



媒休代理 仙仰， ed a P oxy ) ，用于迭行終端用戶的視頻和音頻

等媒休流的代理。PROXY 所代理的所有終端用戶均外界互通的媒休流都

努迪PROXY 迸行赴理和特友。 舀PROXY 的終端用戶作力主叫吋，所

看到的被叫力PRO 叮，主叫用戶看到的被叫地址力PROXY的地址。

S P 均 仟都是逆輯上的概念，一介 P可以占一介或多 介h旺迭行通

信， P可以占八皿集成在一台波各屯 S P 近可以分別采用狙立的改

各奕現，或者也可以集成在其它改各如述界舍祐控制器、防火牆等中奕

現。

由于 PV4地址稀缺，力了解決 Pv4的1P地址缺少 何題，一般企止都

在岡絡出口赴改置岡絡地址特換 ( AT ) 改各，將內部私岡地址特換力

可以坊鬥公岡的地址。 同吋，力提高岡絡安全性，大多數企並近在岡絡

出口赴改置防火培 ( FW ) 。 在奕阮座用 中，防火培和 AT設各一般是

綜合在一介奕休中奕現，核 奕休同吋具有吋內部地址迸行特換和提高岡

絡安全性丙介功能。

囤，如囤2所示，有的終端如終端 1和咚端2通迪 AT佇W接入到PROXY

有的終端如終端 3和終端4則直接達接到PROXY 上。

在奕 阮送管的迂程叱 某介終端舍出現一些故障，比如 元法和核

終端打通屯祐等。 此吋，岡絡堆妒人員 希望能移冬快地找到寺致迷介終

端不能正常宴現止各的具正原 因，b d口 是終端 自身故障，近是 AT佣W

改各出現故障，迂是岡絡本身有的故障引起的。

現有技木中的一神故障栓測方法力通迪向用戶終端的 P地址友送岡

絡居的探測 ( P G ) 命令和路由探測 ( T叱 CERO T ) 命令未栓測井

定位故障。 其七
P叭G命令的功能力 通迂P G用戶終端的 P地址，以栓測在同絡



居是否能移到迭核用戶終端，也就是是否近能移伙岡塔居坊岡到用戶 。

T山久CERO TE命令竹功能力 通迪T沁矢CERO TE用戶終端，以栓

測和用戶終端之同的路由特友路往，找出路由故障魚 。

現有故障栓測方法的缺魚力

1、由于防火牆上通常是禁止使用P叭G和T沁 CERO TE命令的，至

少是禁止外 岡主和P G或T灼弋CERO TE內 岡主和的，所以，通迪P G

2 、在奕 阮座用 ，同絡上努常改置 AT改各，吋用戶終端的清求

是通迪一介或多介 AT改各才到迭軟交換 系統的，井且用戶終端分配的

P 地址一般是私 同地址 。 因此 ，八PROXY 向用 戶 終端友送 P G或

RJ弋CERO TE命令不能移穿越 AT改各，即不能移栓測到伙 AT改各

到用戶終端的同絡連接情況。

3 、在奕 阮座用叱 用戶終端的 P地址通常是功悉分配的，比如 P

地址是通迪功恣主和配置林吠 ( C ) 或其它功恣方式茨取的。 因此，

5 不掩同絡中是否存在 AT佣W改各，如果不能硝定用戶終端的 P地址，

是元法迸行P G或TRALCERO TE操作的。

友明內容

有荃于此，本友明的主要 目的在于提供一神下一代同絡中的故障檢

測方法，能移有效地栓測 G 中的代理設各和終端之間的同絡達接情

0 況。

力迷到上迷 目的，本友明的技木方案具休是送梓宴現的

一神下一代岡絡中的故障檢測方法，劍建用于探測同絡是否連通和

探測同絡故障范固的命令集，核方法包括

A 、在代理P ROXY 中功怒建立地址映射表，核地址映射表用于存儲



用戶析祇 se d占用戶終端的地址信息之同的吋座芙乳

B、 岡絡出現故障忖，PROXY根搪占前探測的用戶終端的 s e L，

八所迷地址映射表申茨取核用戶終端的地址信息，井根搪核地址信息執

行所述命令集，探測所述PROXY占用戶終端間的同絡連通性。

5 步驟A中所述建立地址映射表的方法力 預改在時間段T 內，

用戶終端注冊成功忖，伙注冊消息申褸取核用戶終端的 s e d和地址

信息，井一一吋座存入地址映射表叱
或者，用戶終端取消注冊忖，刪除存儲在所迷地址映射表中的核用

戶終端的 se d及吋座的地址信息

0 或者，注冊表中的 s e d及吋座的地址信息的更新和老化吋，同步更

步驟 申所迷探測所迷PROXY均用戶終端間的岡塔連通性的方法

丸
．執行所述命令集中的折展探測P G命令，所迷PROXY查找地

5 址映射表，判晰是否找到占所述 se d相吋座的祝汞，若找到，則迸入步

驟B 2 否則，提示用戶未注冊，錯柬本流程

2．判晰所述用戶終端地址信息中的 P地址是否P G通，若P G

通，則提示所述PROXY到用戶終端的岡絡連通，結柬本流程 否則，迸

入步驟B 13

B13．執行所迷命令集中的妒展路由探測T趴CERO TE命令，所述

PROXY查找地址映射表，判斬是否找到七所迷 se d相村座的祝汞，若

找到，則迸入步驟B14 否則，提示用戶注冊信息 已交化，錯柬本流程

14．所述PROXY根搪探測結果硝定故障魚或故障范固。

咳方法近包括 占所迷探測出PROXY到用戶終端間的岡絡連通吋，
，，、



所述命令集，探測所迷PROXY占軟交換同的同絡連通性。

步驟B迸一步包括 所迷PROXY枸造座用居切汶的扳文井友送給用

戶終端，井根搪用戶終端返回的回座扳文，探測所迷PROXY占用戶終端

間的同絡連通性。

步驟B中所迷探測所迷PROXY均用戶終端 同的同絡連通性的方法

丸
B21．扶行所述命令集中的妒展探測P G命令，判晰所迷用戶終端

若P G通，則力核 AT佣W改置P G通析祝 否則，所迷PROXY查找

地址映射表，判晰是否找到占所述 e d相吋座的祝汞，若找到，所述

PROXY按照仿吠枸造扳文井友送給所迷用戶終帶 若未找到，提示用戶

未注冊，結束本流程

B22．所迷PROXY按照座用居林伙枸造扳文井友送給用戶終端的

s e d吋座的 P地址，井判斬是否收到回座扳文，若收到，則提示所述

PROXY到核用戶終端的同塔連通，結束本流程 否則，迸入步驟B23

B23．判晰是否力所述 AT佣W改置有P G通析祀，若有，迸入步

驟B24 否則，扶行步驟B25

24．所迷 AT仍W判晰到所迷用戶終端的 P地址是否P G通，若

P G通，則提示所迷PROXY到用戶終端的同絡連通，結柬本流程 否

則，迸入步驟B26

B25．執行所迷命令集中的妒展路由探測TRALCERO TE命令，判斬

所述PROXY判晰 自身到 AT佇W改各是否連通，若是達通的，則返回步

驟B24 否則，扶行步驟B27

B26．扶行所述命令集申的妒展路由探測TRA4CERO TE命令，判斬

所述 AT佣W到用戶終端是否連通，若是達通的，則提示所迷PROXY到



用戶終端的同絡連通，結束本流程 否則，扶行步驟B27

B27．所述P ROXY 根搪探測結果硝定故障魚或故障范圃。

核方法迎包括 改置超吋定吋器，井在步驟B21 ，所述PROXY 按照

切伙枸造扳文井友送給所述用戶終端吋，后功核超吋定吋器

步驟B22 中所迷未收到回座扳文之后，迸入步驟B23之前，核方法近

包括

B221 ．判晰超吋定吋器是否超忖，若未超吋，則返回執行步驟B22

中的判新迂程 若已超吋，則迸入步驟B222

B222 ．判晰超忖定吋器是否是第一次超吋，如果是，則稠整超吋定

忖器定忖忖長，井返回扶行步驟B22 否則，扶行步驟B23

步驟B22 申所述枸造的扳文力

舍祐起始切吠 P 的詢同通信能力命令O P T O 扳文

或者，媒休岡芙控制枋伙 GCP的通知晴求命令RQ T扳文或宵汁

端魚命令A 正P扳文

或者， 323切伙的狀怒查詢晴求命令 RQ扳文。

核方法迷包括

占所迷探測出P ROXY 到用戶終端間的同絡連通忖，所迷P ROXY 根

搪岡絡中占所迷用戶終端相芙的軟交換的地址信息扶行所述命令集，枸

造座用居林伏的根文友送給軟交換，井根搪軟交挾返回的回座扳文，探

測所迷P ROXY 占軟交換間的同絡連通性。

所述枸造的扳文力

或者媒休岡芙控制林吠 GCP的重注冊命令 S P扳文 ;

或者 3 2 3切、汶的狀怒查詢清求命令 Q扳文。

所迷地址信息包括 地址和端 口青。



所迷工具集包括 用于探測到通信村端的岡絡是否連通，支持座用

居的P G和岡絡居的P G功能的折展探測 虹P P G 以及用于探測友

生故障的岡絡中的故障魚或故障范囿，封裝有侍統TRALCERO TE的功

能，井且能移根搪林伙，通迂P ROXY 茨取終端地址信息的妒展路由探測

A PTRA生C ERO TE

所迷命令集包括 妒展P G命令，用于探測同絡是否連通，命令格

式丸 』咄P P叭G 寸 p o 叮p e O切e c 妒展T灼 C ERO TE命令，用于探

測岡絡故障范園，命令格式丸 』咄P TRALCERO TE 寸 p o 叮p e O b ec

所迷命令集是根搪所述工具集，錯合用戶之同所使用的通訊切伙、

用戶神吳和用戶 目析未劍建的。

所述用戶 目析包括用戶的 P地址、或咆祐青碉、或析祇用戶身份的

符青。

由上迷技木方案可几，本友明方法預先改置用于探測岡絡是否連通

和探測岡絡故障范園的工具集和命令集，功怒建立用于存儲用戶終端杆

祇 ( s e ) 均用戶終端的 P 地址之間的吋座芙 系 的地址映射表 在終

端和 P ROXY 之同元 AT佃W 吋，利用所迷工具集、命令集以及地址映

射表，栓測 P R O 叮到終端，迸二步地，近可以栓測 P ROXY 到軟交換

之同的岡絡連接情況。

迸一步地，在終端和 P ROXY 之間、存在 AT佃W 忖，利用所迷工

具集、命令集以及地址映射表，井結合現有 S P / GCP佃3 2 3 林汶，

栓測 P ROXY 到終端的同絡連通性。 迸一步地，近可以檢測 P ROXY 到

軟交換之同的岡絡連接情況。

的 P 地址，元法迸行 P G 或 TR 矢C ER TE 操作的岡題。 迸一步地，

解決 了岡絡居 P G 技木探測不能穿越 AT 改各和防火培的岡題，有效



$也在 G 中的迸行了故障栓測，井茨得故障魚或故障范園 。

附囤筒要說明

固 6是在用戶終端和PROXY之間具有 AT佣W改各時的PROXY到

終端之同的同絡故障檢測方法的流程因

奕施本友明的方式

本友明的核 思想是 劍建用于探測同絡是否連通和探測故障范園

的工具集和命令集，在 PROXY 中功怒建立用于存儲用戶終端析祺占用

戶終端的 P 地址之同的村座芙系 的地址映射表 井利用所述工具集、命

令集以及地址映射表，栓測 PROXY 到通信吋端之間的岡絡連接情況。

力使本友明的目的、技木方案及仇魚更加清楚明自，以下參照附因

井奉較佳宴施例，吋本友明迸一步祥細說明。

本友明首先需要參照現有的岡絡探測工具，改置丙介工具集和兩介

命令集。

其叱 工具集包括

折展探測 印PP G ) 用于探測到終端的同絡是否連通，支持座



用居的P叭G 和侍統的岡絡居的P G功能。 支持座用居的P G的宴現原

理可參几相芙資料，本友明是將原理特化力程序柬宴現支持的。

妒展路由探測 』蛇P T山 C ERO T ) 用于探測友生故障的同絡申

的故障魚或故障范軋 妞P TRAC ERO TE封裝了侍統T RA4CERO T酣勺

功能，井且能移根搪仿吠如S P / GCP佃3 2 3等，通迂P ROXY 茨取茨取終

端地址信息 。

工具集是面向用戶的，即用戶可以使用核工具集中的工具去檢測岡

絡的連通性。 工具集的使用形式力界面魚去扶行如w dow s操作 系統，

或者命令扶行如dos 或 x操作 系統。

命令集是根搪所述工具集，結合用戶之間所使用的通紙杯伙、用戶

神吳和用戶 目析如用戶的 P 地址或屯祐青碉或析唳用戶身份的符于未劍

建的，命令集是根搪用戶之同所使用的通訊林汶、吋端用戶神吳和吋端

用戶 目杯信息生成用于探測同塔是否連通和岡絡故障范固的命令。命令

集包括

1 ) 折展P G命令，用 于探測 岡絡是否連通 ，命令格式力

卯P P G寸 p o y
，e O 切e c

-p p o p o表示仿汶神吳，如S P GCP、 ．3 2 3等

- 叮p e yPe 表示目杯神吳，如表示終端的字符 串 e m、表示軟交換

的 敝字符軋

O可e c 表示具休 目析，如 P 地址、 s e d如咆祐青碼或吳似的析祀

用戶身份的符青等。

( 2 ) 妒展TRA4 C ERO TE命令，用于探測岡絡故障范固，命令格式

A PTRA4CERO TE
p p o y P e O b c

-p p o p o 表示林汶神吳，如S 、 GCP、 ．3 2 3等

- 卵e 矽p e 表示 目析神美，如 e m S o敝



o切e c 表示具休 目析，如 P地址、 se d ,

需要說明的是，舀 ob ec 力軟交換的 P地址吋，-p p o 叮pe沒有

意 文 ，此 吋 虹P T沁久CERO TE 寸 p o 印pe Ob ec 相 占 于現有

生CERO TE O切e c ，o切e c 此忖是牧交換的 P地址。

命令集是工具集的使用形式之一，元拾是命令執行方式近是界面魚

去執行方式，操作 系統的外亮 ( he ) 最終都舍將工具集解釋成程序的

扶行。

上述工具集和命令集不仗具有普通的岡絡居探測功能，而且具有一

定的座用居連通探測功能。

在 G 中，元掩用戶終端的 P地址是功怒分配的近是靜怒的，在某

一段吋間T 內用戶終端的 P地址是固定的，于是，本友明在PROXY 中功

怒建立了一介地址映射表，用于存儲 s e d占用戶終端的地址信息如 P

地址、端 口青之同的吋座芙系 。

囤 3是本友明地址映射表建立夫 系 示意囤，如囤 3 所示，在時阿段T

內，占某介終端注冊成功忖，伙注冊消息中褸取核用戶終端的 se d和地

址信息，加入到地址映射表申，核地址映射表的索引可以是 se d。 占某

介終端取消注冊吋，則在核地址映射表中刪除咳用戶終端的 se 矽寸座的

地址信息。另外，注冊表中的 se d及吋座的地址信息友生更新和老化以

及其它相夫交化忖，也舍引起核地址映射表中相座 se d及吋座的地址信

息的同步更新、老化等。

因此，利用上述地址映射表，在吋同段T 內，可以根搪用戶終端的

se d柬硝定用戶終端的 P地址，迸而可以通迂核 P地址檢測到PROXY

到核用戶終端的岡絡連接狀況。

在用戶終端和PROXY之間不存在 AT佣W 吋，本友明故障檢測方法

的具休赴理流程如囤4所示，包抬如下步驟



步驟401 PROXY執行妒展 G命令。

根搪劍建的命令集 妞PP G 寸 p o 勻叮pe O切e c ，以及需要檢測故

障的用戶終端，執行APPP G p p o e m se d命令。 其 ，e m表示

需要探測故障的目的改各是用戶終端， se d是杯唳用戶終端的某神符

青，如屯祐考碉等，井且核符青祝汞在所述反映 se d和用戶終端的 P

地址之同的映射芙系 的地址映射表 。

步驟4 02 查找地址映射表，判晰是否找到占 se d相吋座的祝汞，

若找到，則執行步驟404 否則，執行步驟403

以所述蛇PP G -p p o e m se d命令申的 se d符寺力索引，查

找所迷地址映射表。

步驟403 提示用戶沒有注冊，結束本流程。

如果根搪用戶終端的 se d，在地址映射表申沒有找到相座的祝汞，

則說明用戶沒有注冊，或者用戶的注冊信息沒有在地址映射表中祀汞，

此忖，可以昱示提示信息如用戶沒有注冊。

步驟404 P叭G核用戶終端的 P地址，井判斬是否P G通，如果P G

通，則迸入步驟405 否則，迸入步驟406

如果根搪用戶終端的 se d，在地址映射表中找到了相座的祀汞，即

硝定了用戶終端的 P地址，則牙 用現有的岡絡居的P G命令，伙PROXY

J P G核用戶終端的 P地址。

步驟405 提示到核用戶終端的同絡連通，結束本流程。

如果根搪P G咳用戶終端的 P地址操作收到的回夏消息，昱示已

P G通，則說明PROXY到核用戶終端的岡絡連通，同塔沒有出現故障，

可以昱示提示信息如到核用戶終端的岡絡連通 。

步驟4 06 執行折展TRALCERO T 命令。

如果根搪P G核用戶終端的 P地址操作收到的回夏消息，昱示沒有



P 』G通，則說明PROXY到核用戶咚端的岡塔沒有達通，岡絡出現故障，
月 扶行本友明APPTR ACERO TE -p p o e m se d命令，栓溯 友生故

步驟4 07 查找地址映射表，判晰是否找到占 s e d相吋座的祝汞，

若找到，則扶行步驟409 否則，扶行步驟4 0 .
步驟4 0 8 提示用戶沒有注冊，錯柬本流程。

如果根搪用戶終端的 se d在地址映射表中沒有找到相座的祀汞，則

說明咳用戶的注冊信息 已友生交化如被刪除或更新，此忖，可以昱示提

示信息如用戶注冊信息 已更新。

步驟4 09 根搪栓測錯果解決故障。

根搪 咄P TRALCERO TE p p o e m se d命令的扶行錯果，即根
、測到的友生故障的PROXY

軋 采碑封目座的措施解決故障。

元 AT佃W 的PROXY到軟

只是命令中的叮pe力 s o HX Ob ec 力軟交換服券器的 P地址即可，送里不

再贅迷。在奕陡座用 ，占岡絡出現故障后，通迂栓測用戶終端占PRO 叮
之間不存在故障忖，舍迸一步栓測PRO 叩均軟交換之同是否存在故障井

硝定故障魚或故障范囿 。需要說明的是，栓測用戶終端占PROXY之間的

岡絡連接情況，占栓測PROXY 均軟交換之同的同絡連接情況不存在先后

順序 。

在奕阮座用 ，在終端和PRO 叩之同通常改置有 AT佃W ，終端的

信令扳文一般是鋒迂 AT佃W改各之后才到迭PROXY 的。 因5是在終端

和PROXY之同具有 AT佣W的岡絡連接示意因，在咳情況下，利用筒羊

的同絡居P G P地址命令，仗伏能茨取PROXY 到 AT佣W改各的岡絡

連接情況，井不能茨取PROXY到終端的岡絡連接情況。



本友明迸一步錯合在用戶終端和PROXY之間不存在 AT佣W 忖的

故障栓測方法，給出了在用戶終端和PROXY之同具有 AT佣W改各忖的

PROXY到終端之河 的岡絡故障檢測方法，核方法的具休赴理流程如囤 6

所示，囤 6是在用戶終端和PROXY之同有 AT佃W改各忖的PROXY到終

端之同的岡絡故障栓測方法的流程軋 核方法包括如下步驟

步驟601 PROXY扶行妒展P叭G命令。

根搪劍建的命令集』蛇PP G p p o 叮pe Ob ec ，以及需要栓測故

障的用戶終端，扶行虹PP G p p o e m se d命令。 其 ，e m表示

需要探測故障的 目的改各是用戶終端， s e n 是析祇用戶終端的某神符

寺，如屯祐于碉等，井且核符考祝汞在所述反映 s e d和用戶終端的 P

地址之同的映射吳系 的地址映射表中。

本步驟在扶行 虹PP G p p o e m se d命令忖，需要判晰

PROXY AT佃W 改各之同的 同絡連通性 。 由于本友明所倒建的

卯PP G p o 叮pe Ob ec 命令支持侍統的岡絡居的P G功能，因

J ，本步驟的妞PP G 寸 p「o e血 se d命令首先根搪現有的同絡居

P G命令，伙PROXY P G核 AT佣W改各的 P地址，即迸行P G

AT P操作，其中 AT P力 AT佃W改各的 P地址，是PROXY通迂解

析 ，甚至深入解析到扳文的座用 內容而茨得的，茨取的方法厲于現

有技木，均本友明元芙，速里不再贅述。

步驟6 02 判斬是否P G通 AT P，若P G通，則扶行步驟603

否則扶行步驟604

本步驟P G AT P操作收到的回夏舍昱示是否P G通。

步驟6 03 力核 AT佃W改各改置P G通杆祀。

如果根搪P G AT P操作收到的回夏，硝定P叭G通了，則說明

PROXY 到核 AT佃W改各之阿的岡絡是連通的，在PROXY 中祀汞核

3



AT佃W改各已P G通，即力核 AT佣W改各改置P G通的析祝 。

步驟6 04 PROXY按照切伏枸造扳文井友送給用戶終端，同吋后功

超吋定時器。

由于岡絡申的咚端之岡是使用某介或某些枋伙迸行通祝的，比如

S P GCP或 323林伙。 因此，可以利用所迷某介或某些枕吠中的一

些命令，比如 S P的枸 何通信能力命令 ( P T O 扳文， GCP的通知

清求命令 ( Q ) 指令或宵汁端魚命令 ( A 正P ) 根文， 323仿伙的

狀怒查枸晴求命令 ( RQ 扳文，如PROXY 可以主功向用戶終端友送

RQ T 令，終端收到核RQ T指令后，向PROXY 返回回座扳文，如果

PROXY 收到回座扳文，則表明PROXY和用戶終端之同的同絡連接沒有

鬥題 如果PROXY 收不到回座扳文，則表明PROXY和用戶終端之同的

岡絡連接存在岡題。

的 P地址 。 接看根搪 以上所迷的某介或某些林汶 中的一些命令，在

PROXY 中將扳文友往用戶終端，井戶功超忖定吋器 。

需要說明的是，即使P G AT P操作昱示沒有P G通，PROXY

也座枸造扳文友往用戶終端，因力 AT佃W改各可能是防火培，防火培

吳閉了P G功能，PROXY是收不到P G命令的回座的。

步驟6 0 5 PROXY 判晰是否收至 回座扳文，若 欠至 ，則扶行步驟607

否則，扶行步驟606

用戶終端在收到未 自PROXY 的扳文后，舍向PROXY 返回回座扳文。

步驟6 0 6 判晰超吋定忖器是否超忖，若未超吋，則返回步驟605

若已超忖，則扶行步驟6 0

在戶功超吋定吋器吋，同吋改置超時定忖器的超忖次數初始值力0，

超忖定忖器沒超吋一次，將超吋次數累加一。



步驟6 0 7 提示P ROXY 到核用戶終端的岡絡連通。

如果P ROXY 收到 了用戶終端返回的回座根文，則表明P ROXY 和用

戶終端之間的岡絡達接沒有同題，P ROXY 到核用戶終端的岡絡連通 。

步驟 6 0 8 判晰超吋定吋器是否是第一次超忖，如果是，則執行步

驟609 否則，扶行步驟610

根搪超吋次數判斬超吋定吋器是否是第一次超吋，若超吋此吋昱示

力 1，則表明是第一次超吋。

步驟 6 0 9 碉整超吋定忖器定忖吋長，井返回步驟604

如果所迷超吋定忖器是第一次超忖，則碉整核超忖定忖器的定吋忖

長，比如將核超忖定忖器的定吋吋衣增加原定忖吋衣的一倍。

步驟 6 10 判晰是否力咳 AT佃W改各改置P G通析祀，若改置有，

則扶行步驟6 13 否則扶行步驟6 1 1 .
如果所迷超忖定忖器不是第一次超忖，則說明P ROXY 到用戶終端之

同的岡絡沒有連通。

步驟6 1 1、扶行妒展T山 C ERO TE命令。

如果未力核 AT佃W 改各改置P G通杯祝，井不一定能移硝 定

P ROXY 和 AT佣W改各之同的同絡沒有連通，因力 AT佃W改各可能是

防火培，防火牆芙岡了P G功能，也舍早致P R O 叩收不到P叭G回座 。

因此，需要迸一步檢測P ROXY 和 AT佣W改各之間的同絡連接情況。

本步驟扶行 PTRALCERO TE p p o - e m se d命令，其申 s e d

是 AT佃W 的杯祇，井將核命令友送給 AT佃W改各，以探測P ROXY 和

AT佃W改各之同的岡絡連接情況。

步驟 6 12 根搪折展TRA4 C ERO TE命令扶行返回信息，P ROXY 判

斬 自身到 AT佣W改各是否達通，若是連通的，則扶行步驟6 13 否則，

扶行步驟614



步驟613 迸一步栓測 AT役各到終端的岡絡是否連通，若連通，

則扶行步驟614 否則迸入步驟615

PROXY和 AT佃W改各之同的同絡是連通的，出現故障的范 固在

AT佣W改各到用戶終端的同絡，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如前面所述的在

AT佣W 栓測 AT佃W和終端的連接情況，以迸一步栓測 AT改各到

用戶終端的同絡連接情況。

步驟6 14 提示PROXY到核用戶終端的岡絡連通 。

步驟615 根搪栓測結果解決故障。

根搪栓測出柬的故障魚或故障范固，采取相座的措施解決故障。

迸一步地，本友明錯合在用戶終端和PROXY之間不存在 AT佣W 忖

的故障栓測方法，逐給出了在用戶終端和PROXY之同具有 AT你W改各

忖，PROXY到軟交換之間的岡絡故障檢測方法，核方法的具休赴理流程

如囤7所示，團7是岡絡故障栓測 ，占栓測出用戶終端均PROXY之間元

故障吋，PROXY到軟交換之同的同絡故障檢測方法的流程囤，核方法包

括如下步驟

步驟701 PRO氾勺丸行』咄PP G p p o S o HX S oHX p命令。

其 ， 敝 表示軟交換的 P地址。

步驟702 判斬是否P G通軟交換，若P G通，則扶行步驟703

否則扶行步驟70 .
步驟703 力核 AT佣W改各改置P G通杆祀。

如果根搪P G 軟交換操作收到的回夏，碉定P G通 了，則說明

PROXY 核軟交換之同的同絡是連通的，在PROXY 中祀汞核軟交換 已

P G通，即力核軟交換改置P G通的析祝。

步驟704 PROXY按照仿吠枸造扳文井友給軟交換，同忖后功超忖

定吋器 。



在 G 同 絡 中 ，終端 間 隔一段 忖 間就舍向軟交換友送保 活

( e ep a ve 或重注冊 巴G TE ) 扳文，未表明終端在域，以防終端

被老化。 舀軟交換收到送些扳文后，舍更新終端的注冊信息吋同，同吋

回座一介扳文給咚端 。本友明利用軟交換的迷介桃制未栓測PROXY 到軟

交換的連接情況，即如果PROXY 收到未 自軟交挾的回座，則說明PROXY

到軟交換是連通的 如果PROXY 未收到未 自軟交換的回座 ，則說明

PROXY 到軟交換是不連通的，存在故障。

由于同絡中的終端之間是使用某介或某些林吠迭行通訊的，比如 P

林吠、 GCP切伙或 323切、伙。 因此，可以利用所述某介或某些林吠中

的一些命令，tb 如 S P的keep-a ve扳文或REG TE酣良文， GCP的重

注冊命令 ( S ) 扳文， 323林伙的狀怒查詢晴求命令 ( RQ 扳文等，

使得PROXY 可以主功向軟交換友起扳文。根搪上面所迷軟交換的和制特

魚，軟交換收到核扳文后向PROXY返回回座扳文。

需要說明的是，即使P G 軟交換操作昱示沒有P G通，PROXY

也座枸造扳文友往軟交換，因力軟交換可能是防火培，防火牆芙閉了

P G功能，PROXY是收不到P G命令的回座的。

步驟7 0 5 PROXY判晰是否收到回座扳文，若 欠至 ，則挾行步驟70 7

若未收到，則扶行步驟706

判斬在一定的忖同內是否收到柬 自軟交換的回座根文。

步驟7 06 判斬超吋定忖器是否超吋，若未超忖，則執行步驟70 5

若已超忖，則扶行步驟70 .
在戶功超忖定忖器吋，同吋改置超吋定忖器的超忖次數初始值力0，

超吋定吋器沒超時一次，將超忖次數累加一。

步驟6 07 提示PROXY 到核軟交換的同絡連通 。

如果PROXY收到了軟交換返回的回座扳文，則表明PROXY和軟交



換之岡的吶塔連接沒有岡題，PROXY到核軟交換的同絡連通 。

步驟708 判晰超忖定吋器是否是第一次超忖，如果是，則扶行步

驟709 否則，扶行步驟710

根搪超吋次數判晰超忖定吋器是否是第一次超時，若超吋此忖昱示

力 1，則表明是第一次超吋。

步驟709 稠整超忖定吋器定吋吋長，井返回步驟704

如果所迷超忖定忖器是第一次超忖，則稠整咳超忖定忖器的定時忖

未，比如將核超忖定吋器的定忖忖衣增加原定吋吋未的一倍。

步驟7 10 判慚是否力咳軟交換波置P G通析祝，若改置有，則執

行步驟7 13 否則扶行步驟7 11.
如果所述超忖定吋器不是第一次超忖，則說明PROXY到軟交換之間

的岡絡沒有連通。

步驟7 11 扶行印PT叱 CERO TE p - S o X S o X p命令。

如果PROXY在一定的忖同內收不到回座扳文，則表明PROXY和軟

交換之間的同絡違接存在同題，可以通迪扶行J印PTR 久CERO TE p

s oHX S o x p命令，檢測友生故障的PRO 叩和軟交換之間的岡絡中的故障

魚或故障范囿。

步驟7 12 根搪妒展TRA CER O TE命令扶行返回信息，PROXY 判

斬 自身到軟交換是否連通，若是連通的，則執行步驟713 否則，扶行

步驟714

步驟7 13 提示PRO 叩到咳軟交換的岡絡連通 。

步驟7 14 根搪栓測結果解決故障。

根搪探測出未的故障魚或故障范園，采取相座的措施解決故障。

以上所述，仗力本友明的較佳奕施例而已，井非用于限定本友明的

保妒范園，凡在本友明的精神和原則之內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換、



改迸等，均座 包含在本友明的保妒范圃之內。



杖利要求半

1、一和下一代同絡中的故障檢測方法，其特征在于，劍建用于探

測岡絡是否連通和探測同絡故障范園的命令集，核方法包括

A、在代理PROXY中功怒建立地址映射表，核地址映射表用于存儲

用戶杯秧 s e d占用戶終端的地址信息之間的吋座芙乳

B、 岡絡 出現故障吋，PROXY根搪 舀前探測的用戶終端的 se d

八所迷地址映射表中茨取核用戶終端的地址信息，井根搪核地址信息扶

行所述命令集，探測所述PROXY均用戶終端間的岡絡連通性。

2 、根搪杖利要求 1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驟A中所迷建立地

址映射表的方法力 預改在忖同段T 內，

用戶終端注冊成功吋，伙注冊消息中褸取咳用戶終端的 se 和地址

信息，井一一吋座存入地址映射表叱
或者，用戶終端取消注冊吋，刪除存儲在所述地址映射表中的核用

戶終端的 se d及吋座的地址信息

或者，注冊表中的 se d及吋座的地址信息的更新和老化時，同步更

3 、根搪杖利要求 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驟B中所迷探測所

迷PROXY均用戶終端間的同絡連通性的方法九
B ．扶行所迷命令集中的妒展探測P G命令，所述PR O 查找地

址映射表，判新是否找到占所述 se d相吋座的祀汞，若找到，則迸入步

驟B 2 否則，提示用戶未注冊，結束本流程

B 2．判慚所迷用戶終端地址信息申的 P地址是否P G通，若P G

通，則提示所述P OXY到用戶終端的岡塔連通，結束本流程 否則，迸

入步驟 13



B13．扶行所迷命令集中的折展路由探測T山生CE O T 命令，所迷

PROXY查找地址映射表，判晰是否找到均所述 s e d相吋座的祝汞，若

找到，則迸入步驟B 14 否則，提示用戶注冊信息 已奕化，結束本流程

B14．所迷PROXY根搪探洲錯果硝定故障焦或故障范園。

5 4 、根搪枚利要求 1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核方法迂包括 占所

迷探測出PROXY 用戶終端同的同絡連通忖，所迷PROXY根搪岡絡中

均所迷用戶終端相芙的軟交換的地址信息扶行所述命令集，探測所述

PROXY占軟交換間的岡絡連通性。

5 、根搪校利要求 1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驟B迸一步包括

0 所迷PROXY枸造座用居林汶的扳文井友送給用戶終端，井根搪用戶終端

返回的回座扳文，探測所迷PROXY占用戶終端同的同絡達通性。

6 、根搪校利要求5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驟 中所迷探測所

迷PROXY占用戶終端同的岡絡連通性的方法力

B21．扶行所迷命令集中的妒展探測P G命令，判斬所迷用戶終端

5 占PROXY之同的同絡地址特換/防火牆 AT佃W 的 P地址是否P G通，

若P G通，則力咳 AT佣W改置P G通杯祝 否則，所迷PROXY查找

地址映射表，判斬是否找到七所述 se d相吋座的祝汞，若找到，所述

PROXY按照林伙枸造扳文井友送給所迷用戶終端 若未找到，提示用戶

未注冊，結束本流程

B22．所述PROXY按照座用屆林汶枸造扳文井友送給用戶終端的

se d吋座的 P地址，井判斬是否收到回座根文，若收到，則提示所迷

PROXY到咳用戶終端的岡絡連通，結束本流程 否則，迸入步驟B23

B23．判斬是否力所迷 AT佃W改置有P G通析祝，若有，迸入步

驟 24 否則，扶行步驟B25

5 B24．所述 AT佣W判斬到所述用戶終端的 P地址是否P G通，若



P G通，則提示所述PROXY 到用戶終端的岡絡連通，結束本流程 否

則，迸入步驟B26

B25．執行所迷命令集申的妒展路由探測TRACERO TE命令，判晰

所述P ROXY 判晰 自身到 AT佃W改各是否連通，若是連通的，則返回步

驟B24 否則，執行步驟B27

B26．扶行所迷命令集中的妒展路由探測T山生C ERO TE命令，判斬

所述 AT佃W 到用戶終端是否連通，若是連通的，則提示所述P ROXY 到

用戶終端的岡絡連通，結束本流程 否則，扶行步驟B27

B27．所述PROXY 根搪探測結果碉定故障魚或故障范固。

7、根搪杖利要求6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核方法迂包抬 改置

超忖定忖器，井在步驟B21 ，所迷PROXY 按照切吠枸造扳文井友送給所

迷用戶終端忖，后功核超忖定吋器

步驟B22 中所述未收到回座扳文之后，迸入步驟 23之前，核方法逐

包括

B221．判晰超忖定忖器是否超吋，若未超吋，則返回挾行步驟B22

中的判斬迂程 若已超忖，則迸入步驟B222

B222．判斬超吋定吋器是否是第一次超忖，如果是，則稠整超時定

忖器定吋忖未，井返回執行步驟B22 否則，扶行步驟B23

8 、根搪杖利要求6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驟B22 中所述枸造

的扳文丸
舍祐起始仿汶 P 的詢岡通信能力命令O P T O 扳文

或者，媒休岡吳控制仿伙 GCP的通知晴求命令R T扳文或宵汁

端魚命令A P扳丈

或者， 323切吠的狀怒查詢晴求命令 RQ扳文。

9、根搪杖利要求6或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核方法逐包括



些 所迷探測出P ROXY 到用戶終端間的岡絡達通吋，所述P ROXY 根

搪岡絡中占所迷用戶終端相夫的軟交換的地址信息執行所迷命令集，枸

造座用居仿汶的扳文友送給軟交換，井根搪軟交挾返回的回座扳文，探

測所述P ROXY 占軟交換河 的同絡連通性。

10 、根搪杖利要求9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枸造的扳文力

舍祐起始枋臥 P 的保活keep-a ve根文重注冊命令冊G STER根文

或者媒休岡芙控制林故 GCP的重注冊命令R S P扳文

或者 323切伙的狀怒查枸清求命令 RQ扳文。

1 1、根搪杖利要求 1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地址信息包括 P

地址和端 口青。

12 、根搪枚利要求 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工具集包括

用于探測到通信吋端的同絡是否達通，支持座用屆的P G和岡絡居的

P G功能的妒展探測』抨P P G 以及用于探測友生故障的岡絡中的故

障魚或故障范園，封裝有侍統 R 久C ERO TE的功能，井且能移根搪仿

伙，通迪P ROXY 茨取終端地址信息的折展路由探測 蛀P TRA4CERO TE

所述命令集包括 妒展 G命令，用于探測岡絡是否連通，命令格

式丸 』蛇P P G寸 p o 呼p e O切e c 妒展T灼 C ERO TE命令，用于探

測岡絡故障范圃，命令格式力 呼P TRALCERO TE 寸 p o ype O切e c

13 、根搪杖利要求 12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命令集是根搪

所迷工具集，錯合用戶之同所使用的通訊林汶、用戶神吳和用戶 目析未

倒建的。

14 、根搪枚利要求 13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用戶 目析包括

用戶的 P地址、或屯話寺碼、或析祺用戶身份的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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