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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行新版本 reliability of the system are improved.

囤 2 / FIG. 2



PT, RO, SE, SI, SK, SM, TR), OAPI (BF, BJ, CF, CG, _
CI, CM, GA, GN, GQ, GW, ML, MR, NE, SN, TD,

在修改杖利要求的期限屆滿之前迸行 在收到咳
TG) 修改后將重新公布(細則 48.2( =

- 根据 申清人的清求 , 在集夠第 2 1 集 (2)(a)所柳定
本固阮公布 的期限屆滿之前迸行

包括固阮栓索扳告(集夠第 2 1集 (3)) =

(57) 摘要

公升了 神軟件版本升釵方法和裝置 匝用于多核她理系統中。咳方法包括 將多核她理系統中的 介或

姐迄行原版本軟件的內核哲肘萬找去活 井將寓找去活的內核迄行的任各分租到除萬找去活的內核以外的其他正常

工作的內核 垂新激活萬我大活的內核加載新版本軟件這行 在垣行新版本軟件的垂新激活的內核和這行原版本軟

件的正常工作的內核之回址行教据同步 村這行原軟件版本的內核依坎地抗行上迷步螺 直至所有內核加載垣行新

軟件版本 本友明捉商了系統稔定性和可旱性。



片反本升圾方法和裝置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通信領域，具休而言，涉及一神版本升級方法和裝置。

背景技木

通信 系 統吋可靠性和穗定性的要求非常高，客戶需求頻繁雯化 、軟件返

行出現鬥題，都需要鋒常吋系 統軟件迸行版本升級。

困 是根搪相芙技木的原羊板軟件升級流程困，如困 所示，其中一神
版本升級方法包括如下的步驟 02 至步驟 S 04

步驟 S 02 更新版本至內存或非 易失性存儲器 中。

步驟 S 04 重新后功羊板完成版本的加載更新 。

另外，在相芙技木中，近存在一神版本升級方法，核方法包括 重新后

功羊板，通迂岡絡直接伙服各器下載版本井加載，送梓也可以 完成版本的更

新 。

上述丙神方法元掩采用哪神，在版本升級的整介迂程都需要重后羊板，

因此不可避兔地舍造成一段吋同內整介 系 統的止各中斬或止各流量抖功，在
岡絡江聚改各、核 改各市魚上，吋羊板的夏位重后舍直接降低整介 系 統改
各和岡絡的穩定性 。

友明內容

針吋羊板軟件迸行版本升級吋，羊板夏位重后舍降低整介 系 統改各和岡

絡穩定性的鬥題而提出本友明，力此，本友明的主要 目的在于提供一神版本
升級方案，以解決上述鬥題。

力了奕現上述 目的，根搪本友明的一介方面，提供了一神版本升級方法，

座用于多核赴理 系 統中，核方法包括 將多核赴理 系 統中的一介或一組返行
原版本的內核暫吋禹域去活，井將 禹域去活的內核返行的任各分拒到除禹域

去活的內核以外的其他正常工作的內核 重新激活上述禹域去活的內核加載



新版本返行 在返行新版本的重新激活的內核和返行原版本的正常工作的內

核之同迸行數搪同步 吋返行原版本的內核依次地扶行上述步驟，直至所有
內核加載返行新版本。

力了奕現上述 目的，根搪本友明的另一介方面，提供了一神版本升級裝
置，座用于多核赴理 系 統中，核裝置包括 第一去活模坡，用于將多核赴理
系 統中的一介或一組返行原版本的內核暫吋禹域去活 分配模坡，用于將禹

域去活的內核返行的任各分拒到除禹域去活的內核以外的其他正常工作的內

核 加載模坡，用于重新激活 禹域去活的內核加載新版本返行 同步模坡，

行數搪同步 控制模坡，用于控制第一去活模坡 、分配模坡 、加載模坡 、和
同步模坡吋返行原版本的內核依次地扶行上述步驟，直至所有 內核加載返行
新版本。

通迂本友明，在多核 系 統中首先吋部分內核迸行版本升級，井將其返行
任各分拒到其它內核 ，然后再吋其它內核迸行版本升級，解決 了羊板軟件
迸行版本升級吋，羊板夏位重后舍降低整介 系 統改各和岡絡穗定性的鬥題，

迸而提高了系 統穗定性和可靠性。

附囚說明

此赴所說明的附困用未提供吋本友明的迸一步理解，枸成本申晴的一部

分，本友明的示意性奕施例及其說明用于解祥本友明，井不枸成吋本友明的
不占限定 。 在附困 中

困 是根搪相芙技木的原羊板軟件升級流程乳

困 2 是根搪本友明奕施例的版本升級方法的流程乳

困 3 是根搪本友明奕施例的版本升級方法的祥細流程乳

困 4 是根搪本友明奕施例的版本升級裝置的結枸框乳

困 5 是根搪本友明奕施例的版本升級裝置的仇迭結枸框困 。

具休奕施方式

需要說明的是，在不沖突的情況下，本申晴中的奕施例及奕施例 中的特



征可以相互組合。 下面將參考附困井結合奕施例未祥細說明本友明。

方法奕施例

根搪本友明的奕施例，提供了一神在多核 系 統中的版本升級方法。

其中，多核 系 統中的多核赴理器是將丙介或者更多 的赴理核 集成在一
介赴理器中，伙而提高 系 統的赴理能力。 因力多核赴理器的內核是拙立的扶

行奕休，每介 內核可以拙立返行相同或不同的嵌入式操作 系 統及座用程序 。

在吋妳多赴理 系 統中，多介 內核共同返行同一介操作 系 統，每介 內核作力一
介扶行奕休 。

困 2 是根搪本友明奕施例的版本升級方法的流程困，如困 2 所示，包括

如下的步驟 S202 至步驟 S 208

步驟 S202 將多核赴理 系 統中的一介或一組返行原版本的內核暫吋禹

域去活，井將 禹域去活的內核返行的任各分拒到除禹域去活的內核以外的其

他剩余內核 。 送梓，可以碉保由其他 內核未返行被禹域去活的內核的任各，

保征止各不舍中斬 。

其中，在步驟 S202 之前，核方法近包括 將更新的新版本存儲到非 易

失性存儲器或 內存中，准各加載新版本。 送梓，重新激活的內核可以加載存
儲在非 易失性存儲器或 內存中的新版本，以完成升級工作 。

步驟 S204 重新激活 禹域去活的內核加載新版本返行，占現有正常返

行的內核之同力主各用 芙 系 ，具休地，將正常返行的內核改置力主用 內核，

井將 禹域去活的內核改置力各用 內核 。 送梓，重新激活的內核可以迸行版本
更新工作，井占其他 內核形成主各芙 系 ，以避兔部分內核友生故障早致的止
各中斬 。

步驟 S206 在返行新版本的重新激活的內核和返行原版本的正常工作

的內核之同迸行數搪同步，力新版本的返行做准各。 送梓，重新激活后的內

核，可以在加載新版本后直接按照最新的返行情況 數搪 ) 迸行工作 。

其中，在步驟 S206 之后，核方法近包括 將返行新版本的內核或 內核

組切換力主用 內核，弄將送行原版本的內核或 內核組切換力各用 內核 。

步驟 S20紅 吋返行原版本的內核依次地扶行上述步驟 S202 至步驟



S206，直至所有 內核加載返行新版本，井將完成版本更新后的核 內核添加到

返行新版本的內核 中作力扶行碉度奕休，完成版本更新 。

考慮到相芙技木中羊板軟件迸行版本升級吋，羊板夏位重后舍降低整介
系 統改各和岡絡穩定性的鬥題，本友明奕施例提供了一神在多核 系 統中的版
本升級方案 。 在核方案 中，占需要版本升級吋，將多核赴理 系 統中的一介或

一組 內核暫吋禹域，井將禹域 內核的止各分拒到其它正常工作的內核，同吋

其它正常工作的內核仍然可以正常工作，不舍影晌整介羊板 系 統的正常返行。

然后，將新版本更新到 內存或非 易失性存儲器 中，再激活 禹域的內核或 內核

組作力各用加載版本返行，占原有返行 日版本的內核迸行數搪同步。 在同步

數搪完成后，將返行新版本的內核或 內核組倒換力主用 ，井將其它返行 日版

本的內核倒換力各用后依次去活，再重新依次添加到新版本中作力扶行奕休。

通迂核 奕施例，在多核 系 統中的版本升級方法，系 統克服了以往在吋羊
板迸行版本升級吋需夏位整介羊板 系 統的缺魚 ，保持了止各不同斬正常返行，

完成了軟件版本的平滑升級。 整介 系 統可以 奕現在多核赴理 系 統中的版本在
域升級，即在止各保持正常返行的情況下完成版本的功怒更新，減少 了控者

面羊板倒換吋系 統穩定性的影晌和特友面羊板重后造成的止各中斬，大大提
高了系 統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

下面將結合奕例吋本友明奕施例的奕現迂程迸行祥細描述。

困 3 是根搪本友明奕施例的版本升級方法的祥細流程困，如困 3 所示，

包括如下的步驟 S302 至步驟 S3 0

步驟 S302 更新版本至內存或非 易失性存儲器 P 將新版本保存到 內

存或非 易失性存儲器 中 )，等待后鏤軟件版本的加載。

步驟 5304 伙現有返行版本的一組 內核 中去活一介或多介 內核，激活

一介或一組 內核加載新版本。

步驟 5306 加載新版本的內核或 內核組占返行原版本的內核或 內核組
作力主各用 芙 系 ，井占返行原版本的內核或 內核組迸行數搪同步。

步驟 S30欲 加載新版本的內核切換力主用 ，返行原版本的內核或 內核

組切換力各用 。

步驟 S3 0 依次去活返行原版本的內核或 內核組中的內核，井添加到



返行新版本的內核或 內核組中，完成版本的升級。

需要說明的是，在附困的流程困示出的步驟可以在褚如一組汁算札可扶

行指令的汁算札系 統中扶行，井且，呈然在流程困中示出了逆輯順序，但是
在某些情況下，可以 以不同于此赴的順序扶行所示出或描述的步驟 。

裝置奕施例

根搪本友明的奕施例，提供了一神版本升級裝置，座用于多核赴理 系 統

中，核裝置可以用于奕現上述的版本升級方法 。 囤 4 是根搪本友明奕施例的
版本升級裝置的結枸框困，如困 4 所示，包括第一去活模坡 4 、分配模坡

42 、加載模坡 43 、 同步模坡 44 、和控制模坡 45，下面吋上述結枸迸行描述。

第一去活模坡 4 ，用于將多核赴理 系 統中的一介或一組返行原版本的

內核暫吋禹域去活 分配模坡 42，達接至第一去活模坡 4 ，用于將第一去
活模坡 4 禹域去活的內核返行的任各分拒到除禹域去活的內核以外的其他

正常工作的內核 加載模坡 43 ，達接至第一去活模坡 4 和分配模坡 42，用

于在分配模坡 42 完成分配操作之后，重新激活第一去活模坡 4 禹域去活的

內核加載新版本返行 同步模坡 44，達接至加載模坡 43 ，用于在加載模坡

43 完成加載操作之后，在返行新版本的重新激活的內核和返行原版本的正常
工作的內核之同迸行數搪同步 控制模坡 45，達接至同步模坡 44，用于控
制第一去活模坡 4 、分配模坡 42 、加載模坡 43 、和同步模坡 44 吋返行原版

本的內核依次地扶行上述步驟，直至所有 內核加載返行新版本。

困 5 是根搪本友明奕施例的版本升級裝置的仇迭結枸框困，如困 5 所示，

核裝置近包括 存儲模坡 5 、第一改置模坡 52、第二改置模坡 53、第一切
換模坡 54、第二切換模坡 55、添加模坡 56。 下面吋上述結枸迸行描述。

存儲模坡 5 ，達接至加載模坡 43，用于將更新的新版本存儲到非 易失
性存儲器或 內存中，以便加載模坡 43 完成加載操作 第一改置模坡 52，達

接至分配模坡 42 ，用于在分配模坡 42 完成分配操作之后，將正常返行的內

核改置力主用 內核 第二改置模坡 53，達接至分配模坡 42 和加載模坡 43

用于在分配模坡 42 完成分配操作之后，將加載模坡 43 加載返行新版本的重

新激活的內核改置力各用 內核 第一切換模坡 54，達接至同步模坡 44，用

于在同步模坡 44 完成同步操作之后，返行新版本的內核切換力主用 內核
第二切換模坡 55，達接至同步模坡 44，用于在同步模坡 44 完成同步操作之



后，將返行原版本的內核切換力各用 內核 添加模坡 56，達接至控制模坡
45，用于將控制模坡 45 完成版本更新后的內核添加到返行新版本的內核中

作力扶行碉度奕休 。

綜上所述，通迂本友明的上述奕施例，占需要版本升級吋，將多核赴理
系 統中的一介或一組 內核暫吋禹域，井將 禹域 內核的止各分拒到其它正常工
作的內核，同吋其它正常工作的內核仍然可以正常工作，不舍影晌整介羊板
系 統的正常返行 然后，將新版本更新到 內存或非 易失性存儲器 中，再激活

禹域的內核或 內核組作力各用加載版本返行，占原有返行 版本的內核迸行
數搪同步 在同步數搪完成后，將返行新版本的內核或 內核組倒換力主用，

井將其它返行 版本的內核倒換力各用后依次去活，再重新依次添加到新版

本中作力扶行奕休 。 整介 系 統可以 奕現在多核赴理 系 統中的版本在域升級，

即在止各保持正常返行的情況下完成版本的功怒更新，減少 了控制面羊板倒
換吋系 統穗定性的影晌和特友面羊板重后造成的止各中晰，大大提高 了系 統

的穗定性和可靠性 。

昱然，本領域的技木人員 座核明自，上述的本友明的各模坡或各步驟可
以用通用的汁算裝置未奕現，它們可以集中在羊介的汁算裝置上，或者分布
在多 介汁算裝置所組成的岡絡上，可迭地，它們可以用汁算裝置可扶行的程
序代碉未奕現，伙而，可以將它們存儲在存儲裝置中由汁算裝置未扶行，或

者將它們分別制作成各介集成屯路模坡，或者將它們 中的多 介模坡或步驟制

作成羊介集成屯路模坡未奕現。 送梓，本友明不限制于任何特定的硬件和軟
件結合 。

以上所述攸力本友明的仇迭奕施例而 已，井不用于限制本友明，吋于本
領域的技木人員 未說，本友明可以有各神更改和文化 。 凡在本友明的精神和
原則之札 所作的任何修改、 等同替換、 改迸等，均座 包含在本友明的保妒

范園之內 。



杖 利 要 求 丰

． 一神版本升級方法，座用于多核赴理 系 統中，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

括

將所述多核赴理 系 統 中的一介或一組返行原版本的內核暫吋禹域

去活，井將 禹域去活的內核返行的任各分拒到除所述禹域去活的內核以

外的其他正常工作的內核

重新激活所述禹域去活的內核加載新版本返行

在返行所述新版本的所述重新激活的內核和返行原版本的所述正
常工作的內核之同迸行數搪同步

吋返行原版本的所述 內核依次地扶行上述步驟，直至所有所述 內核

加載返行所述新版本。

． 根搪杖利要求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將所述多核赴理 系 統中的
一介或一組返行原版本的內核暫吋禹域去活之前，所述方法近包括

將更新的所述新版本存儲到非 易失性存儲器或 內存中。

． 根搪杖利要求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重新激活所述禹域去活的
內核加載新版本返行之后，所述方法近包括

將所述正常返行的內核改置力主用 內核，井將所述重新激活的內核

改置力各用 內核 。

． 根搪杖利要求 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返行所述新版本的所述重

后，所述方法近包括

將返行所述新版本的內核切換力主用 內核，井將返行所述原版本的
內核切換力各用 內核 。

根搪杖利要求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吋返行原版本的所述 內核

依次地扶行上述步驟，直至所有所述 內核加載返行所述新版本吋，所述
方法近包括



將完成版本更新后的核 內核添加到返行新版本的內核 中作力扶行
碉度奕休。

6． 一神版本升級裝置，座用于多核赴理 系 統中，其特征在于，所述裝置包

括

第一去活模坡，用于將所述多核赴理 系 統中的一介或一組返行原版
本的內核暫吋禹域去活

分配模坡，用于將 禹域去活的內核返行的任各分拒到除所述禹域去
活的內核以外的其他正常工作的內核

加載模坡，用于重新激活所述禹域去活的內核加載新版本返行

同步模坡，用于在返行所述新版本的所述重新激活的內核和返行原

版本的所述正常工作的內核之同迸行數搪同步

控制模坡，用于控制所述第一去活模坡、所述分配模坡、所述加載

模坡 、和所述同步模坡吋返行原版本的所述 內核依次地扶行上述步驟，

直至所有所述 內核加載返行所述新版本。

7． 根搪杖利要求 6 所述的裝置，其特征在于，近包括

存儲模坡，用于將更新的所述新版本存儲到非 易失性存儲器或 內存
中。

色 根搪杖利要求 6 所述的裝置，其特征在于，近包括

第一改置模坡，用于將所述正常返行的內核改置力主用 內核

第二改置模坡，用于將所述重新激活的內核改置力各用 內核 。

9． 根搪杖利要求 8 所述的裝置，其特征在于，近包括

第一切換模坡，用于將返行所述新版本的內核切換力主用 內核

第二切換模坡，用于將返行所述原版本的內核切換力各用 內核 。

0． 根搪杖利要求 6 所述的裝置，其特征在于，近包括

添加模坡，用于將完成版本更新后的核 內核添加到返行新版本的內

核中作力扶行碉度奕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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