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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分析器用于监控一有线网络

媒介的配置，并用于多个装置之间的通信。所述

配置改变包括一附加装置，用于监听所述媒介以

进行监听，或者取代所述装置中的其中之一。所

述分析器连接所述媒介接收,存储和分析波形的

物理层信号在所述媒介上被传播。所述分析包括

将所述接收信号与参考信号进行比较，并根据预

设标准检测到一差异时通知。所述分析可以是基

于时间或频域的，并且可使用一前馈人工神经网

络(ANN)。所述有线网络可为一运输载具或车载

网络，PAN，LAN，MAN或WAN，可用平衡或非平衡信

号，并可被配置为点对点或多点拓扑。所述分析

器可被连接在所述媒介的一端，并可与所述装置

中的其中之一被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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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用于使用一媒介并基于一帧的或数据包的有线网络，

其包括两个导体以及多个装置装置且彼此相连并相互通信,所述媒介,其中所述多个装置

分别与一相应的标准相关联，所述分析器装置包括:

一连接器，用于连接所述媒介以接收一帧或数据包，并通过作为所述多个装置其中之

一的一发送装置发送至所述媒介；

一模拟数字(A/D)转换器，被耦合到所述连接器，用于产生一波形的数字样本，所述波

形是接收的所述帧或数据包的一部分；

一第一存储器，被耦合到所述A/D转换器，用于存储所述数字样本；

一第二存储器，用于存储与所述多个装置相关的多个标准；

一软件及一处理器，所述处理器用于执行所述软件，并被耦合到所述第一存储器以及

所述第二存储器，并分别用于分析存储的所述数字样本以及获取至少一个所述标准；以及

一外壳，其封装所述连接器、所述A/D转换器、所述第一和第二存储器以及所述处理器,

其中所述分析器装置是可操作检查所述波形，并根据一标准与所述发送装置,所述多

个标准，以及动作来响应所述波形不满足所述检查的标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多个标准中的至少一个标

准，是被配置成使得在所述媒介的改变或连接的情况下，不满足所述标准。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多个标准中的至少一个标

准，是被配置成使得在将一附加装置连接到所述媒介的情况下，不满足所述标准。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附加装置是可操作的与至

少一所述多个装置在所述媒介通信。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多个标准中的至少一个标

准，是被配置成使得在所述装置中与所述至少一个标准相关联的一个变化的情况下，不满

足所述标准。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多个标准中的至少一个标

准，是被配置成使得在所述装置中替换一线路驱动器或一收发器的情况下，不满足所述标

准，所述装置与所述至少一个标准相关联。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多个标准中的至少一个标

准，是被配置成使得在替换与所述至少一个标准相关联的所述装置的情况下，不满足所述

标准。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所述分析器装置进一步包括一收发器，其耦合在

所述连接器和所述处理器之间，用于将帧或数据包传送，并用于从所述多个装置通过所述

媒介接收帧或数据包，并且其中所述波形由在所述两个导体上差分地携带一信号的样本形

成，或者由在所述两个导体和所述地的其中之一之间，携带一信号的样本形成。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装置进一步包括一控制

器，其用于对所述接收数据包的帧进行第2层或第3层处理。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多个装置中的每一个与

用于在所述有线网络中唯一识别的一个数字地址相关联，并且所述分析器装置还用于识别

所述发送装置的所述数字地址。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数字地址是从所述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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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帧或数据包中提取的。

12.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用于所述检查的所述标准,

是基于或根据所述识别的数字地址。

1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接收帧或数据包与所述

各信号的一最大分量频率相关联，并且所述A/D转换器的采样率高于所述最大分量频率的

两倍。

1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装置进一步包括一阻

抗或一电阻,连接到所述连接器，并用于在所述媒介上传播至少部分终止一信号。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阻抗或电阻的所述值等

于或基于所述媒介的所述特征阻抗。

1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装置进一步操作以接

收多个帧或数据包，并且其中所述分析器装置用于检查所述多帧或所接收的数据包的所述

波形。

1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装置进一步用于检测

一恶意软件或一恶意软件活动，其中所述恶意软件包括，包含或基于一计算机病毒、间谍软

件、DoS、提权软件包、勒索软件、广告软件、后门程序、特洛伊木马、或一破坏性的恶意软件。

1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波形根据所述标准检查

包括所述波形的所述数字样本的一时域或一频域分析，用于测量一参数或一特征的一个

值。

19.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参数或所测量的特征,

是基于或根据所述发送装置的所述身份。

20.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用于一阈值，其中所述标准检查

包括将所述测量值与所述阈值进行比较。

21.根据权利要求20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阈值基于或根据所述发

送装置的所述身份。

22.根据权利要求20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用于一最大阈值，当所述测量值

低于所述最大阈值时，满足其中所述标准。

23.根据权利要求20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用于一最小阈值，当所述测量值

高于所述最小阈值时，满足其中所述标准。

24.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波形根据所述标准检查

包括将所述时间相关波形数字样本与一相应的时间相关阈值进行比较。

25.根据权利要求24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用于一掩模模板,其包括一时间

相关的最小和最大阈值，并且响应于将所述时间相关的数字样本与所述掩模进行比较，满

足其中所述的标准。

26.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用于一个阈值，其中所述波形根

据所述标准检查包括测量两个参数或一个特征的两个值，以计算响应所述测量值的总值，

其中所述标准满足于响应比较所述计算的总值至所述阈值。

27.根据权利要求26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总值是根据所述两个测

量值的所述差异或所述比率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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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测量值包括所述样本之

一的一振幅。

29.根据权利要求28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测量值包括所述数字样

本的全球或本地最小或最大振幅值。

30.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测量值包括在所述波形

中的一能量。

31.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测量值包括与所述数字

样本中的一个或多个相关联的一时间点或一时间间隔。

32.根据权利要求3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测量值包括与所述数字

样本的一振幅的一定义值，为全球或本地最小值、或全球或本地最大值相关联的一个时间

点或一个时间间隔。

33.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波形包括从低电平到高

电平的一上升沿或下降沿。

34.根据权利要求33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参数或特征包括所述低

或高水平的振幅、所述峰振幅值、所述超调或下冲振幅值、或所述回弹振幅值。

35.根据权利要求33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参数或特性包括相应的

上升或下降时间或稳定时间。

36.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波形包括低电平和高电

平之间的一正或负脉冲。

37.根据权利要求36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参数或特征包括所述低

或高水平的振幅或所述一峰值的振幅。

38.根据权利要求36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参数或特征包括一脉冲

持续时间。

39.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参数或特征包括一脉冲

持续时间或一个相应的帧间或数据间间隙。

40.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参数或特征包括从所述

相应帧或数据包中提取的一时钟速率。

41.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参数或特征包括从各个

帧或数据包中提取恢复时钟速率。

42.根据权利要求4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装置进一步包括一锁

相环(PLL)，其耦合到所述连接器和所述处理器，用于恢复和测量所述相应帧或数据包的时

钟速率。

4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1,其中所述波形根据所述标准检查

包括对所述波形的数字样本进行频域分析，以测量一参数或一特征的一个值。

44.根据权利要求43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波形根据所述标准检查

包括所述波形的形成以频率域表示。

45.根据权利要求44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装置进一步可操作用

于快速傅立叶变换(FFT)以形成所述频率域表示。

46.根据权利要求44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装置进一步包括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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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多个连接在所述连接器和所述处理器之间的带通滤波器(BPF)，用于形成频率域表示，其

中每个所述BPF配置成通过一不同的频率带。

47.根据权利要求44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测量值包括一频率点的

一光谱功率密度值。

48.根据权利要求47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测量值包括所述全球或

本地的最小或最大光谱功率密度。

49.根据权利要求44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测量值包括所述频率点

与一光谱功率密度值相关联。

50.根据权利要求49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测量值包括所述频率点

与一本地或全球的一最小或最大光谱功率密度相关联。

5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波形根据所述标准检查

包括使用一人工神经网络(ANN)对所述波形进行分析或分类。

52.根据权利要求5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根据所述ANN输出之一的值

满足所述标准。

53.根据权利要求52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ANN被训练为根据所述

波形将所述发送装置分类为所述多个装置。

54.根据权利要求5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ANN包括多个输出，而其

中每个输出都是所述多个装置的一分类。

55.根据权利要求54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波形根据所述标准检查

包括将所述发送装置的所述身份与所述相应的ANN输出进行比较。

56.根据权利要求5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其中所述ANN是一前馈神经网络

(FNN)。

57.根据权利要求5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ANN是一递归神经网络

(RNN)或一深度卷积神经网络。

58.根据权利要求5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ANN包括至少3,4,5,7 ,

10,15,20,25,30,35,40,45或50层。

59.根据权利要求5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ANN包括少于4,5,7,10,

15,20,25,30,35,40,45或50层。

6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装置进一步包括一报

警器，其耦合到所述处理器，并且其中所述动作包括通过听觉、视觉或触觉刺激来通知一人

类用户。

61.根据权利要求60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报警器包括使用一声音

报警器，其包括一声音信号部件，并且所述动作包括发出可听声音的声音信号部件。

62.根据权利要求6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的声音信号部件包括机

电或压电发声器。

63.根据权利要求6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声音信号部件包括一蜂

鸣器、一钟声或一铃声。

64.根据权利要求6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声音信号部件包括一扬

声器，并且所述分析器装置进一步包括一耦合到所述扬声器的数模转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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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根据权利要求6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声音信号部件用于产生

一个或多个音调。

66.根据权利要求6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从所述声音信号部件发出的

声音是一人类的声音说话。

67.根据权利要求66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声音是一音节、一字、一

短语、一句子、一短篇小说或一长篇故事。

68.根据权利要求60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报警器包括，使用或包

括一视觉报警器包括一视觉信号部件。

69.根据权利要求68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视觉信号部件是一可见

光发射器。

70.根据权利要求68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可见光发射器是一半导

体装置、一白炽灯或荧光灯。

71.根据权利要求60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报警器包括，使用一振

动器，用于提供一触觉或触觉刺激。

72.根据权利要求7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振动器使用或包括由一

振动电机、一线性执行器或一偏心电机组成。

7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装置进一步包括在所

述连接器和所述处理器之间耦合的一线路驱动器或一收发器，用于将数字数据发送至所述

多个装置的所述媒介，其中所述动作包括使用所述相应的线路驱动器或收发器传输到所述

媒介。

74.根据权利要求73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动作包括连续传送一能

量、一信号或一比特流到所述的媒介，用于禁止在所述媒介上与任何多个装置之间通信。

75.根据权利要求73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动作包括连续传送帧或

数据包到所述媒介，用于禁止所述多个装置通过所述媒介之间的任何通信。

76.根据权利要求75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帧或数据包中的至少一

个包括所述时间与所述接收信号相关联，以及所述发送装置的一身份。

77.根据权利要求73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动作包括向所述媒介发

送信号，使得所述信号破坏所接收的帧或数据包，以使所述帧或数据包不合格。

78.根据权利要求73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动作包括形成和传送包

括一相应的通知帧或数据包的消息到所述多个装置之一。

79.根据权利要求78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动作包括形成和传送一相应

的通知帧或数据包到所述多个装置。

80.根据权利要求78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消息包括所述时间与所

述接收信号相关联，以及所述发送装置的一身份。

8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用于一附加网络，并使用一个附加

媒介，所述分析器装置进一步包括一端口用于耦合到所述附加媒介，并且一收发器耦合到

所述处理器和所述端口，用于在所述附加网络上发送和接收数字数据，其中所述动作包括

组成一消息。

82.根据权利要求8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消息包括所述时间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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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接收帧或数据包相关联，以及所述发送装置的一身份。

83.根据权利要求8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消息通过所述互联网通

过所述网络发送至一客户端装置使用一对等方案。

84.根据权利要求8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消息通过所述互联网通

过所述无线网络发送至一即时消息(IM)服务器作为一部分发送至一客户端装置的一IM服

务。

85.根据权利要求84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消息或所述与所述IM服

务器的通信使用或基于SMTP(简单邮件传输协议)、SIP(会话启动)协议)、SIMPLE(用于即时

消息和在线利用扩展的SIP)、APEX(应用程序交换)、Prim(在线和实例消息传递协议)、XMPP

(可扩展消息和在线状态协议)、IMPS(即时消息和在线服务)、RTMP(实时消息传递协议)、

STM(简单TCP/IP消息传递)协议、Azureus扩展消息传递协议、Apple推送通知服务(APN)或

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

86.根据权利要求84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消息是一基于文本的消

息和所述IM服务是一短信服务。

87.根据权利要求86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消息是根据或基于一短

消息服务(SMS)消息和所述IM服务是一短信服务、所述消息是根据或基于一电子邮件(e-

mail)消息和所述IM服务是一电子邮件服务、所述消息是根据或基于一WhatsApp消息和所

述IM服务是一WhatsApp服务、所述消息是根据或基于一Twitter消息和所述IM服务是一

Twitter服务、或所述消息是根据或基于一Viber消息和所述IM服务是一Viber服务。

88.根据权利要求86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消息是一多媒介消息服

务(MMS)或一增强消息服务(EMS)消息，包括一音频或视频，以及所述IM服务分别是一NMS或

EMS服务。

89.根据权利要求8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装置进一步可操作用

于在所述有线网络和所述附加网络之间传送或中继消息，并且其中每个所述消息包括一个

或多个相应的帧或数据包。

90.根据权利要求89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还用作一交换机、桥接器、路由器

或网关，用于在所述有线网络和所述附加网络之间进行耦合。

91.根据权利要求90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交换机、桥接器、路由器

或网关分别是一以太网络、IP或运输载具总线交换机、桥接器、路由器或网关。

92.根据权利要求89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还用于从所述附加网络接收发送

至所述有线网络的消息，并将所述接收的消息转发到所述有线网络。

93.根据权利要求92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动作包括阻止来自所述

有线网络的所述消息中的一个或多个。

94.根据权利要求93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动作包括阻止所述有线

网络中的所有消息。

95.根据权利要求89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还用于从所述有线网络接收发送

至所述附加网络的消息，并将所述接收的消息转发到所述附加网络。

96.根据权利要求95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动作包括阻止来自所述

附加网络的所述消息中的一个或多个。

权　利　要　求　书 6/43 页

7

CN 110325929 A

7



97.根据权利要求96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动作包括阻止来自所述

附加网络的所有消息。

9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装置进一步包括一非

临时计算机可读媒体，其存储所述软件作为计算机执行表指令。

99.一种移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装置包括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

100.一种运输载具，其特征在于，所述车辆包括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

101.如权利要求100所述的运输载具，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是一适于在陆地

上旅行的地面运输载具。

102.根据权利要求101所述的运输载具，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地面运输载具选自所述

群组，包括一自行车、一车辆、一摩托车、一火车、一电动滑板车、一地铁、一列车、一无轨电

车以及一电车。

103.根据权利要求101所述的运输载具，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是适于在水上

或水中行驶的一充气船或一潜水船。

104.根据权利要求103所述的运输载具，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船舶选自一群组包括一

大船、一小船、一气垫船、一帆船、一游艇和一潜艇。

105.根据权利要求100所述的运输载具，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是一架适于在

空中飞行的航空器。

106.根据权利要求105所述的运输载具，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航空器是一固定翼或一

旋翼飞行器。

107.根据权利要求105所述的运输载具，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航空器选自一群组包括

一飞机、一航天器、一滑翔机、一无人机和一无人驾驶飞行运输载具(UAV)。

108.根据权利要求100所述的运输载具，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分析器装置还用于向操

作或控制所述运输载具的人，提供一通知或一指示。

109.一电子控制单元(ECU)，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子控制单元包括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

的分析器装置。

1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进一步用于连接、耦合或通信一

运输载具电子装置，或者是所述运输载具电子装置的一部分或与之集成在一起。

111.根据权利要求110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分析器装置的至少一

部分在所述运输载具中形成一电子控制单元(ECU)的至少一部分。

112.根据权利要求110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装置进一步与一

ECU集成，其中所述电子控制单元(ECU)选自一电子/发动机控制模块(ECM)、一发动机组控

制单元(ECU)、一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一变速箱控制模块(TCM)、一制动控制模块(BCM

或EBCM)、一中央控制模块(CCM)、一中央计时模块(CTM)、一通用电子模块(GEM)、一车身控

制模块(BCM)、一悬架控制模块(SCM)、一车门控制单元(DCU)、一电动助力转向控制单元

(PSCU)、一座椅控制单元、一速度控制单元(SCU)、一远程信息处理控制单元(TCU)、一变速

箱控制单元(TCU)、一制动控制模块(BCM；ABS或ESC)、一电池管理系统、一控制单元和一控

制模块。

113.根据权利要求112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电子控制单元(ECU)

包含或执行一软件、一操作系统或一中间件，包括或使用OSEK/VDX、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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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56-1、ISO  17356-2、ISO  17356-3、ISO  17356-4、ISO  17356-5或AUTOSAR标准。

114.根据权利要求113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软件包括，使用或基

于一操作系统或一中间件，包括或使用OSEK/VDX、国际组织标准化(ISO)17356-1、ISO 

17356-2、ISO  17356-3、ISO  17356-4、ISO  17356-5或AUTOSAR标准。

11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有线网络使用根据基于

使用或与ISO  11898-1：2015或标准兼容的一数据链路层或一物理层信令。

116.根据权利要求115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连接器是一车载诊断

(OBD)投诉连接器。

11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有线网络使用一网络媒

介根据基于使用或与ISO  11898-2：2003或车载诊断(OBD)标准。

11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有线网络是一运输载具

总线。

119.根据权利要求118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装置进一步包括在

所述连接器和所述处理器之间耦合的运输载具总线收发器，用于将数字数据发送至所述媒

介，并用于接收数字数据。

120.根据权利要求118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使用确

认、仲裁和错误检测方案，或与多主机串行协议兼容。

121.根据权利要求120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应用基

于使用或兼容一同步和基于帧的协议。

122.根据权利要求118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包括基

于使用或兼容一控制器区域网络(CAN)。

123.根据权利要求122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CAN是根据基于使用

或与从ISO  11898-3：2006、ISO  11898-2：2004、ISO  11898-5：2007、ISO  11898-6：2013、ISO 

11992-1：2003、ISO  11783-2：2012、SAE  J1939/ll_201209、AE  J1939/15_201508、车载诊断

(OBD)和SAE  J2411_200002组成的群组中被选择的标准相容。

124.根据权利要求122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CAN是根据基于使用

或与灵活数据速率(CAN  FD)协议兼容。

125.根据权利要求118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包括基

于、使用或兼容一本地互连网络(LIN)。

126.根据权利要求125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LIN是根据，使用基于

或与从ISO  9141-2：1994、ISO  9141：1989、ISO  17987-1、ISO  17987-2、ISO  17987-3、ISO 

17987-4、ISO  17987-5、ISO  17987-6和ISO  17987-7组成的一群组中选择的标准。

127.根据权利要求118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使用、

基于使用或兼容FlexRay协议。

128.根据权利要求127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FlexRay协议是根据

使用或兼容一种选自ISO  17458-1：2013、ISO  17458-2：2013、ISO  17458-3：2013、ISO 

17458-4：2013或ISO  17458-5：2013的一组标准。

129.根据权利要求118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使用基

于由媒体导向系统传输(MOST)协议组成或与之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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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根据权利要求129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MOST协议是根据，使

用或兼容于MOST25、MOST50和MOST150组成的一组标准。

131.根据权利要求118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使用或

与车辆以太网络兼容。

132.根据权利要求13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使用一

单个双绞线。

133.根据权利要求132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包括使

用基于或兼容IEEE  802.3  lOOBaseTl、IEEE  802.3  lOOOBaseTl、 或IEEE 

802.3bw-2015标准。

134.根据权利要求118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包括应

用、使用基于一航空电子数据总线标准或与之兼容。

135.根据权利要求134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航空电子装置数据总

线标准包括使用基于或兼容航空器数据网络(ADN)、航空电子装置全双工交换式以太网络

(AFDX)、美国航空无线电公司(ARINC)664、ARINC  629、ARINC  708、ARINC  717、ARINC  825、

MIL-STD-1553B、MIL-STD-1760或时间触发协议(TTP)。

13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媒介包括由一带状线、

一微带线、两条线或一电缆组成或者是其中一部分。

137.根据权利要求136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媒介包括由一双绞线

构成或者是其中一部分，其包括或由两个单独绝缘的实心或绞合导体或电线组成。

138.根据权利要求137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双绞线是一非屏蔽双

绞线(UTP)或一屏蔽双绞线(STP)。

139.根据权利要求138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双绞线是根据基于兼

容或使用ISO/IEC  11801：2002或ANSI/TIA/EIA-568-B.2-2001标准。

140.根据权利要求139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双绞线STP是F/UTP、

S/UTP或SF/UTP。

141.根据权利要求139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双绞线是根据基于兼

容或使用类别3、类别5、类别5e、类别6、类别6A、类别7、类别7A、类别8.1或类别8.2电缆。

142.根据权利要求136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媒介包括一同轴电

缆，或由一同轴电缆或其中一部分组成。

143.根据权利要求142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同轴电缆包括一介电

材料，即发泡聚乙烯(FPE)、固体聚乙烯(PE)、聚乙烯泡沫(PF)、聚四氟乙烯(PTFE)或空气聚

乙烯(ASP)。

14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有线网络拓扑是一点对

点、总线、星形、环形或圆形、网格、树形、混合或菊花链拓扑。

145.根据权利要求144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有线网络拓扑是连接

到所述媒介端的两个节点之间的一点到点拓扑，其中通信是单向的，是半双工的或全双工。

146.根据权利要求145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装置进一步连接到

所述媒介的所述末端之一。

147.根据权利要求145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装置进一步连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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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媒介的一点，与所述媒介的一端不同。

14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媒介包括一不平衡线，

或由一不平衡线组成，并且在所述媒介上承载的其中信号采用单端信令。

149.根据权利要求148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信号使用基于根据或

与RS-232或RS-423标准兼容的单端信令。

15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媒介包括一个平衡线，

或者由一个平衡线组成，并且其中所述的中信号承载差分信令。

151.根据权利要求150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信号使用基于根据或

与RS-232或RS-423标准兼容的差分信令。

15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通过所述媒介的通信使用串

行或并行传输。

153.一种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包括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和一帧

或基于数据包的有线网络使用包含两个导体的一个媒介，和多个装置连接，并进行通信所

述媒介，其中每个装置与一相应标准相关联，并且其中所述分析器装置使用所述连接器连

接到所述媒介。

154.根据权利要求153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分析器装置连接到所述媒介

的一端。

155.根据权利要求153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分析器装置连接到与所述媒

介的一端不同的一点。

156.根据权利要求153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分析器装置与多个装置中的

一个集成。

157.根据权利要求153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进一步包括根据权利要求1

所述的附加分析器装置，其使用所述附加分析器装置的所述相应连接器连接到所述媒介。

15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装置进一步包括连接

到所述处理器和所述连接器的有线收发器，用于在所述有线网络上发送和接收数字数据。

159.根据权利要求158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有线网络是一个人区

域网路(PAN)，所述连接器是一PAN连接器，并且所述有线收发器是一PAN收发器。

160.根据权利要求158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有线网络是一本地区

域网路(LAN)，所述连接器是一LAN连接器，并且所述有线收发器是一LAN收发器。

161.根据权利要求160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LAN是以太网络为基

础。

162.根据权利要求160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LAN是根据与IEEE 

802.3-2008标准兼容，或者是基于IEEE  802.3-2008标准。

163.根据权利要求162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LAN是根据与由

10Base-T、100Base-T、100Base-TX、100Base-T2、100Base-T4、1000Base-T、1000Base-TX、

10GBase-CX4和10GBase-T组成的群组中所选的一标准，或与之相容相容或基于所述标准；

以及所述LAN连接器是一RJ-45连接器。

164.根据权利要求158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有线网络是基于一数

据包或基于交换的广域网路(WAN)，所述连接器是一WAN连接器，和所述有线收发器是一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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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发器。

165.根据权利要求158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有线网络是根据或基

于与一串行外围接口(SPI)总线、内部集成电路(I2C)总线或1-线总线兼容。

16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装置进一步包括一信

号调节器，其耦合到所述连接器，用于调节或操纵一接收的信号。

167.根据权利要求166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信号调节器可用于执

行一次线性或非线性调节或操纵。

168.根据权利要求166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信号调节器选自所述

群组包括一操作或一仪器放大器、一多路复用器、一频率转换器、一频率电压转换器、一电

压频率转换器、一电流电压转换器、一电流环转换器、一电荷转换器、一衰减器、一采样保持

电路、一峰值检测器、一电压或限流器、一延迟线或电路、一级转换器、一电流隔离器、一阻

抗变压器、一线性化电路、一校验器、一无源或有源(或自适应)滤波器、一积分器、一偏差

器、一均衡器、一频谱分析仪、一压缩器或一解压缩器、一编码器(或解码器)、一调制器(或

解调器)、一模式识别器、一平滑器、一噪声去除器、一平均或RMS电路、以及所述的任何组

合。

16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第一或所述第二存储器

是一非易失性存储器，其中所述非易失性存储器包括硬盘驱动器(HDD)、固态硬盘(SSD)、

RAM、SRAM、DRAM、TTRAM、Z-RAM、ROM、PROM、EPROM、EEPROM、基于闪存的存储器、CD-RW、DVD-

RW、DVD+RW、DVD-RAM  BD-RE、CD-ROM、BD-ROM或DVD-ROM。

17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用于与一无线网络一起使用，所

述分析器装置进一步包括一天线用于在所述空中发送和接收射频(RF)信号；和无线收发器

耦合到所述处理器和所述天线，用于通过所述无线网络无线发送和接收数字数据。

171.根据权利要求170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无线网络是一广域网

路(WWAN)，所述无线收发器是一WWAN收发器，并且所述天线是一WWAN天线。

172.根据权利要求17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WWAN是一无线宽带网

络。

173.根据权利要求172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无线网络是一WiMAX

网络，其中所述天线是一WiMAX天线和所述无线收发器是一WiMAX调制解调器，并且所述

WiMAX网络根据兼容或基于IEEE  802.16-2009。

174.根据权利要求172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无线网络是一蜂窝电

话网，所述天线是一蜂窝天线，而所述无线收发器是一蜂窝调制解调器。

175.根据权利要求174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蜂窝电话网络是使用

从UMTS  W-CDMA、UMTS  HSPA，UMTS  TDD、CDMA2000  IxRTT、CDMA2000  EV-DO和GSM  EDGE-

Evolution组成的群组中选择的一协议的第三代(3G)网络，或其中所述的蜂窝电话网络包

括从使用HSPA+、Mobile  WiMAX、LTE、LTE-Advanced、MBWA、或基于IEEE  802.20-2008的群组

中选择的一协议的第四代(4G)网络。

176.根据权利要求170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无线网络是一无线个

人区域网路(WPAN)，所述无线收发器是一个WPAN收发器，而所述天线是一WPAN天线。

177.根据权利要求176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WPAN是根据兼容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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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蓝牙、蓝牙低功耗(BLE)或IEEE  802 .15 .1-2005标准或其中所述WPAN是根据或基于

ZigbeeTM、IEEE  802.15.4-2003或Z-WaveTM标准的一无线控制网络。

178.根据权利要求170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无线网络是一无线区

域网路(WLAN)，所述无线收发器是一WLAN收发器，而所述天线是一WLAN天线。

179.根据权利要求178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WLAN是根据兼容或基

于从IEEE  802.11-IEEE、IEEE  802.11、IEEE  802.11b、IEEE  802.11g、IEEE  802.11n和IEEE 

802.11ac组成的所述群组中选择的一标准。

180.根据权利要求170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无线网络是超过一许

可或未经许可的无线电频带。

181.根据权利要求180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无线网络是一工业、科学

和医疗(ISM)无线电频带的所述无牌无线电频带。

18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用于一附加有线网络使用一附加

有线媒介，所述分析器装置进一步包括一附加连接器用于连接到所述附加有线媒介，和有

线收发器耦合到所述处理器和所述附加连接器，用于通过所述附加有线网络发送和接收数

字数据。

183.根据权利要求182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附加有线网络是一个

人区域网路(PAN)，所述附加连接器是一PAN连接器，并且所述有线收发器是一PAN收发器。

184.根据权利要求182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附加有线网络是一本

地区域网路(LAN)，所述附加连接器是一LAN连接器，并且所述有线收发器是一LAN收发器。

185.根据权利要求184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LAN是以太网络为基

础。

186.根据权利要求184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LAN是根据与IEEE 

802.3-2008标准兼容或者是基于IEEE  802.3-2008标准。

187.根据权利要求186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LAN是根据与由

10Base-T、100Base-T、100Base-TX、100Base-T2、100Base-T4、1000Base-T、1000Base-TX、

10GBase-CX4和10GBase-T组成的群组中所选的一标准，或与之相容相容或基于所述标准；

以及所述LAN连接器是一RJ-45连接器。

188.根据权利要求182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附加有线网络是基于

一数据包或基于交换的广域网路(WAN)，所述附加连接器是一WAN连接器，和所述有线收发

器是一WAN收发器。

189.根据权利要求182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附加有线网络是根据

或基于与一串行外围接口(SPI)总线、内部集成电路(I2C)总线或1-线总线兼容。

190.根据权利要求182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附加有线网络是一运

输载具总线和所述有线收发器是一运输载具总线收发器。

191.根据权利要求190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运输载具总线使用确认、

仲裁和错误检测方案，或与多主机串行协议兼容。

192.根据权利要求191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应用基

于使用或兼容一同步和基于帧的协议。

193.根据权利要求190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包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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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使用或兼容一控制器区域网络(CAN)，并且所有的有线收发器是一个CAN收发器。

194.根据权利要求所述193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CAN是根据基于使用

或与从ISO  11898-3：20062006、ISO  11898-2：2004、ISO  11898-5：2007、ISO  11898-6：

2013、ISO  11992-1：2003、ISO  11783-2：2012、SAE  J1939/ll_201209、AE  J1939/15_

201508、车载诊断(OBD)和SAE  J2411_200002组成的群组中被选择的标准相容。

195.根据权利要求193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CAN是根据基于使用

或与灵活数据速率(CANFD)协议兼容。

196.根据权利要求190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包括基

于使用一本地互连网络(LIN)或与本地互连网络(LIN)兼容，并且所述有线收发器是一LIN

收发器。

197.根据权利要求196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LIN是根据，使用基于

或与从ISO  9141-2：1994、ISO  9141：1989、ISO  17987-1、ISO  17987-2、ISO  17987-3、ISO 

17987-4、ISO  17987-5、ISO  17987-6和ISO  17987-7组成的一群组中选择的标准。

198.根据权利要求190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使用、

基于使用FlexRay协议或与FlexRay协议兼容，并且所述有线收发器是一FlexRay收发器。

199.根据权利要求198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FlexRay协议是根据

使用或兼容一种选自ISO  17458-1：2013、ISO  17458-2：2013、ISO  17458-3：2013、ISO 

17458-4：2013或ISO  17458-5：2013的一组标准。

200.根据权利要求190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其中运输载具总线使

用基于由媒体导向系统传输(MOST)协议组成或与之兼容，并且所述有线收发器是一MOST收

发器。

201.根据权利要求200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MOST协议是根据，使

用或兼容于MOST25、MOST50和MOST150组成的一组标准。

202.根据权利要求190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使用或

与车辆以太网兼容。

203.根据权利要求202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使用一

单个双绞线。

204.根据权利要求203所述的分析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包括使

用基于或兼容IEEE  802.3  lOOBaseTl、IEEE  802.3  lOOOBaseTl、 或IEEE 

802.3bw-2015标准。

205.一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用于使用包含两导体的一媒介或基于数据包的有线

网络，以及多个装置，彼此相互连接并相互通信，所述多个装置的相关内容与一相应标准，

所述分析器方法包括：

连接，通过一连接器，连接到所述媒介；

接收，通过所述连接器，由一发送装置传送一帧或数据包至所述媒介，所述装置是所述

多个装置之一；

采样，由一个A/D转换器，接收所述帧或数据包的一部分，用于产生一波形的数字样本；

存储，在一第一存储器中，所述波形的所述数字样本；

存储，在一第二存储器中，所述多标准与所述多个装置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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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从所述第二存储器，所述标准中的至少一个；

根据与多个标准相关的发送装置的标准检查所述波形；以及

响应于所述波形不满足所述检查标准。

206.一种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媒体，其存储有计算机可执行指令，其特征在于，其中所

述指令包括根据权利要求20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

207.根据权利要求20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多个标准中的至少一

个标准，是被配置成使得在所述媒介的改变或连接的情况下，不满足所述标准。

208.根据权利要求207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多个标准中的至少一

个标准，是被配置成使得在将一附加装置连接到所述媒介的情况下，不满足所述标准。

209.根据权利要求208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附加装置是可操作的

与至少一所述多个装置在所述媒介通信。

210.根据权利要求20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多个标准中的至少一

个标准，是被配置成使得在所述装置中与所述至少一个标准相关联的一个变化的情况下，

不满足所述标准。

211.根据权利要求210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多个标准中的至少一

个标准，是被配置成使得在所述装置中替换一线路驱动器或一收发器的情况下，不满足所

述标准，所述装置与所述至少一个标准相关联。

212.根据权利要求210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多个标准中的至少一

个标准，是被配置成使得在替换与所述至少一个标准相关联的所述装置的情况下，不满足

所述标准。

213.根据权利要求20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方法进一步包括通

过一收发机耦合到所述连接器，由在所述媒介上的一个或多个装置，发送及接收帧或数据

包。

214.根据权利要求213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方法进一步包括通

过一控制器处理所接收数据包的帧的第2层或第3层。

215.根据权利要求214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多个装置中的每一个

与用于在所述有线网络中唯一识别的一数字地址相关联，并且所述分析器方法进一步包括

识别所述发送装置的所述数字地址。

216.根据权利要求21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识别数字地址包括从

所接收的所述帧或数据包中提取。

217.根据权利要求21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用于所述检查的标

准,是基于或根据所述识别的数字地址。

218.根据权利要求20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接收帧或数据包与所

述相应信号的一最大分量频率相关联，并且所述A/D转换器的采样率高于所述最大分量频

率的两倍。

219.根据权利要求20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方法进一步包括通

过连接到所述连接器的一阻抗或一电阻在所述媒介上传播终止一信号。

220.根据权利要求219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阻抗或电阻的所述值

等于或基于所述媒介的所述特征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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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根据权利要求20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方法进一步包括接

收多个帧或数据包，并检查所述多帧或所述数据包的所述波形。

222.根据权利要求20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方法进一步包括检

测一恶意软件或一恶意软件活动，其中所述恶意软件包括，包含或基于一计算机病毒、间谍

软件、DoS、提权软件包、勒索软件、广告软件、后门程序、特洛伊木马、或一破坏性的恶意软

件。

223.根据权利要求20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根据所述标准检查所述波

形包括所述波形的数字样本的一个时域或一频域分析，用于测量一参数或一特征的一个

值。

224.根据权利要求223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参数或所测量的特

征,是基于或根据所述发送装置的所述身份。

225.根据权利要求223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用于一个阈值，其中所述标准

检查包括将所述测量值与所述阈值进行比较。

226.根据权利要求22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阈值基于或根据所述

发送装置的所述身份。

227.根据权利要求22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用于一最大阈值，当所述测量

值低于所述最大阈值时，满足其中所述标准。

228.根据权利要求22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用于一最小阈值，当所述测量

值高于所述最小阈值时，满足其中所述标准。

229.根据权利要求223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波形根据所述标准检

查包括将所述时间相关波形数字样本与一相应的时间相关阈值进行比较。

230.根据权利要求229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用于一掩模模板,其包括一时

间相关的最小和最大阈值，并且响应于将所述时间相关的数字样本与所述掩模进行比较，

满足其中所述的标准。

231.根据权利要求223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用于一个阈值，其中所述波形

根据所述标准检查包括测量两个参数或一个特征的两个值，以计算响应所述测量值的总

值，其中所述标准满足于响应比较所述计算的总值至所述阈值。

232.根据权利要求231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总值是根据所述两个

测量值的所述差异或所述比率计算的。

233.根据权利要求223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测量值包括所述样本

之一的一振幅。

234.根据权利要求233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测量值包括所述数字

样本的全球或本地最小或最大振幅值。

235.根据权利要求223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测量值包括在所述波

形中的一能量。

236.根据权利要求223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测量值包括与所述数

字样本中的一个或多个相关联的一时间点或一时间间隔。

237.根据权利要求236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测量值包括与所述数

字样本的一振幅的一定义值，为全球或本地最小值、或全球或本地最大值相关联的一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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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点或一个时间间隔。

238.根据权利要求223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波形包括从低电平到

高电平的一上升沿或下降沿。

239.根据权利要求238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参数或特征包括所述

低或高水平的振幅、所述峰振幅值、所述超调或下冲振幅值、或所述回弹振幅值。

240.根据权利要求238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参数或特性包括相应

的上升或下降时间或稳定时间。

241.根据权利要求223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波形包括低电平和高

电平之间的一正或负脉冲。

242.根据权利要求241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参数或特征包括所述

低或高水平的振幅或所述一峰值的振幅。

243.根据权利要求241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参数或特征包括一脉

冲持续时间。

244.根据权利要求223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参数或特征包括一脉

冲持续时间或一相应的帧间或数据间间隙。

245.根据权利要求223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参数或特征包括从所

述相应帧或数据包中提取的一时钟速率。

246.根据权利要求223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参数或特征包括从各

个帧或数据包中提取恢复时钟速率。

247.根据权利要求246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方法进一步包括通

过一相锁定环(PLL)耦合到所述连接器，恢复和测量所述相应帧或数据包的时钟速率。

248.根据权利要求20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波形根据所述标准检

查包括对所述波形的数字样本进行频域分析，以测量一参数或一特征的一个值。

249.根据权利要求248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波形根据所述标准检

查包括所述波形的形成频率域表示。

250.根据权利要求249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方法进一步包括通

过快速傅立叶变换(FFT)以形成所述频率域表示。

251.根据权利要求249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方法进一步包括通

过耦合在连接器之间的两个或更多个带通滤波器(BPF)形成频率域表示，其中每个BPF配置

成通过一不同的频率带。

252.根据权利要求249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测量值包括一频率点

的一光谱功率密度值。

253.根据权利要求252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测量值包括所述全球

或本地的最小或最大光谱功率密度。

254.根据权利要求249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测量值包括所述频率

点与一个光谱功率密度值相关联。

255.根据权利要求254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测量值包括与一本地

或全球的一最小或最大光谱功率密度。

256.根据权利要求20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波形根据所述标准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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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包括使用一人工神经网络(ANN)对所述波形进行分析或分类。

257.根据权利要求256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根据所述ANN输出之一的

值满足所述标准。

258.根据权利要求257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ANN被训练为根据所

述波形将所述发送装置分类为所述多个装置。

259.根据权利要求256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ANN包括多个输出，而

其中每个输出都是所述多个装置的一分类。

260.根据权利要求259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波形根据所述标准检

查包括将所述发送装置的所述身份与所述相应的ANN输出进行比较。

261.根据权利要求256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ANN是一前馈神经网

络(FNN)。

262.根据权利要求256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ANN是一递归神经网

络(RNN)或一深度卷积神经网络。

263.根据权利要求256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ANN包括至少3,4,5,

7,10,15,20,25,30,35,40,45或50层。

264.根据权利要求256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ANN包括少于4,5,7 ,

10,15,20,25,30,35,40,45或50层。

265.根据权利要求20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动作包括通过一报警

器使用听觉、视觉或触觉刺激来通知一人类用户。

266.根据权利要求26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中所述动作包括通过所述发出声音的声

音信号部件，其中所述报警器包括使用一声音报警器，其包括一声音信号部件。

267.根据权利要求266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的声音信号部件包括

机电或压电发声器。

268.根据权利要求267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声音信号部件包括一

蜂鸣器、一钟声或一铃声。

269.根据权利要求266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声音信号部件包括一

扬声器，并且所述分析器装置进一步包括一耦合到所述扬声器的数模转换器。

270.根据权利要求266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方法进一步包括通

过所述声音信号部件产生一个或多个音调。

271.根据权利要求266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从所述声音信号部件发出

的声音是一人类的声音说话。

272.根据权利要求271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声音是一音节、一字、

一短语、一句子、一短篇小说或一长篇故事。

273.根据权利要求26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报警器包括，使用或

包括一个视觉报警器包括一视觉信号部件。

274.根据权利要求273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视觉信号部件是一可

见光发射器。

275.根据权利要求273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可见光发射器是一半

导体装置、一盏白炽灯或荧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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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根据权利要求26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方法进一步包括提

供一触觉或触觉刺激，其中所述报警器包括，使用或包括一个振动器。

277.根据权利要求276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振动器使用或包括由

一振动电机、一线性执行器或一偏心电机组成。

278.根据权利要求20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方法进一步包括通

过一线路驱动器或一收发器连接到所述连接器，并且将所述多个装置传送到所述媒介，其

中所述动作包括使用所述相应的线路驱动器或收发器传输到所述媒介。

279.根据权利要求278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动作包括连续发送一

能量、一信号或一比特流到所述媒介，用于禁止在所述媒介上与所述多个装置之间通信。

280.根据权利要求278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动作包括连续地将帧

或数据包传送到所述媒介，用于禁止所述多个装置通过所述媒介之间的任何通信。

281.根据权利要求280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帧或数据包中的至少

一个包括所述时间与所述接收信号相关联，以及所述发送装置的一身份。

282.根据权利要求278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中所述动作包括向所述媒介发送信号，使

得所述信号破坏所接收的帧或数据包，以使所述帧或数据包不合格。

283.根据权利要求278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动作包括形成和传送

包括一相应的通知帧或数据包的消息到所述多个装置之一。

284.根据权利要求283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动作包括在所述媒介上形

成和传送一相应的通知帧或数据包到所有多个装置。

285.根据权利要求283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消息包括所述时间与

所述接收信号相关联，以及所述发送装置的一身份。

286.根据权利要求20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用于一个附加网络，并使用一

附加媒介，所述分析器方法进一步包括通过一端口和与其耦合的一收发器在附加网络上发

送和接收数字数据以耦合到附加媒介，其中所述动作包括组成一消息。

287.根据权利要求286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消息包括所述时间与

所述接收帧或数据包相关联，以及所述发送装置的一身份。

288.根据权利要求286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消息通过所述互联网

通过所述网络发送至一客户端装置使用一对等方案。

289.根据权利要求286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消息通过所述互联网

通过所述无线网络发送至一个即时消息(IM)服务器，作为一个IM服务的一部分被发送至一

个客户端装置。

290.根据权利要求289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消息或所述与所述IM

服务器的通信使用或基于SMTP(简单邮件传输协议)、SIP(会话启动)协议)、SIMPLE(用于即

时消息和在线利用扩展的SIP)、APEX(应用程序交换)、Prim(在线和实例消息传递协议)、

XMPP(可扩展消息和在线状态协议)、IMPS(即时消息和在线服务)、RTMP(实时消息传递协

议)、STM(简单TCP/IP消息传递)协议、Azureus扩展消息传递协议、Apple推送通知服务

(APN)或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

291.根据权利要求289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消息是一基于文本的

消息和所述IM服务是一短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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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根据权利要求291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消息是根据或基于一

短消息服务(SMS)消息和所述IM服务是一短信服务、所述消息是根据或基于一电子邮件(e-

mail)消息和所述IM服务是一电子邮件服务、所述消息是根据或基于一WhatsApp消息和所

述IM服务是一WhatsApp服务、所述消息是根据或基于一Twitter消息和所述IM服务是一

Twitter服务、或所述消息是根据或基于一Viber消息和所述IM服务是一Viber服务。

293.根据权利要求291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消息是一多媒介消息

服务(MMS)或一增强消息服务(EMS)消息，包括一音频或视频，以及所述IM服务分别是一NMS

或EMS服务。

294.根据权利要求286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方法进一步包括在

所述有线网络和所述附加网络之间传送或中继消息，并且其中每个所述消息包括一个或多

个相应的帧或数据包。

295.根据权利要求294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当用作一交换机、桥接器、路由

器或网关时，所述分析器方法进一步包括所述有线网络和所述附加网络之间的耦合。

296.根据权利要求29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交换机、桥接器、路由

器或网关分别是一以太网络、IP或运输载具总线交换机、桥接器、路由器或网关。

297.根据权利要求294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方法进一步包括从

所述附加网络接收发送至所述有线网络的消息，并将所述接收的消息传送到所述有线网

络。

298.根据权利要求297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动作包括阻止来自所

述有线网络的所述消息中的一个或多个。

299.根据权利要求298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动作包括阻止来自所

述有线网络的所有消息。

300.根据权利要求294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方法进一步包括从

所述有线网络接收发送至所述附加网络的消息，并将所述接收的消息传送到所述附加网

络。

301.根据权利要求300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动作包括阻止来自所

述附加网络的所述消息中的一个或多个。

302.根据权利要求301所述的分析器方法301，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动作包括阻止来

自所述附加网络的所有消息。

303.根据权利要求20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用于与一运输载具一起使用，

其中所述动作包括向操作或控制所述运输载具的人，提供一通知或一指示。

304.根据权利要求303所述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是一适于在陆

地上旅行的地面运输载具。

305.根据权利要求304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地面运输载具选自所

述群组，包括一自行车、一车辆、一摩托车、一火车、一电动滑板车、一地铁、一列车、一无轨

电车以及一电车。

306.根据权利要求304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是适于在水

上或水中行驶的一充气船或一潜水船。

307.根据权利要求306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船舶选自一群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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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船、一小船、一气垫船、一帆船、一游艇和一潜艇。

308.根据权利要求303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是一架适于

在空中飞行的航空器。

309.根据权利要求308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航空器是一固定翼或

一旋翼飞行器。

310.根据权利要求308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航空器是选自一群组

包括一飞机、一航天器、一滑翔机、一无人机和一无人驾驶飞行运输载具(UAV)。

311.根据权利要求20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方法进一步包括连

接、耦合或通信到一运输载具电子装置或一电子控制单元(ECU)。

312.根据权利要求311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方法进一步与一

ECU集成，其中所述电子控制单元(ECU)选自一电子/发动机控制模块(ECM)、一发动机组控

制单元(ECU)、一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一变速箱控制模块(TCM)、一制动控制模块(BCM

或EBCM)、一中央控制模块(CCM)、一中央计时模块(CTM)、一通用电子模块(GEM)、一车身控

制模块(BCM)、一悬架控制模块(SCM)、一车门控制单元(DCU)、一电动助力转向控制单元

(PSCU)、一座椅控制单元、一速度控制单元(SCU)、一远程信息处理控制单元(TCU)、一变速

箱控制单元(TCU)、一制动控制模块(BCM；ABS或ESC)、一电池管理系统、一控制单元和一控

制模块。

313.根据权利要求311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方法进一步包含或

执行一软件、一操作系统或一中间件，包括或使用OSEK/VDX、国际标准化组织(ISO)17356-

1、ISO  17356-2、ISO  17356-3、ISO  17356-4、ISO17356-5或AUTOSAR标准。

314.根据权利要求所述的分析器方法313，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软件包括，使用或基

于一操作系统或一中间件，包括或使用OSEK/VDX、国际组织标准化(ISO)17356-1、ISO 

17356-2、ISO  17356-3、ISO  17356-4、ISO  17356-5或AUTOSAR标准。

315.根据权利要求20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有线网络使用根据基

于使用或与ISO  11898-1：2015或标准兼容的一数据链路层或一物理层信令。

316.根据权利要求31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连接器是一车载诊断

(OBD)投诉连接器。

317.根据权利要求20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有线网络使用一网络

媒介根据基于使用或与ISO  11898-2：2003或车载诊断(OBD)标准。

318.根据权利要求20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有线网络是一运输载

具总线。

319.根据权利要求318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方法进一步包括通

过一运输载具总线收发器耦合到所述连接器，将数字数据发送至所述媒介，并用于接收数

字数据。

320.根据权利要求318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使用确

认、仲裁和错误检测方案，或与多主机串行协议兼容。

321.根据权利要求320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应用基

于使用或兼容一同步和基于帧的协议。

322.根据权利要求318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包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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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使用或兼容一控制器区域网络(CAN)。

323.根据权利要求322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CAN是根据基于使用

或与从ISO  11898-3：2006、ISO  11898-2：2004、ISO  11898-5：2007、ISO  11898-6：2013、ISO 

11992-1：2003、ISO  11783-2：2012、SAE  J1939/ll_201209、AE  J1939/15_201508、车载诊断

(OBD)和SAE  J2411_200002组成的群组中被选择的标准相容。

324.根据权利要求322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CAN是根据基于使用

或与灵活数据速率(CAN  FD)协议兼容。

325.根据权利要求318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包括基

于、使用或兼容一本地互连网络(LIN)。

326.根据权利要求32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LIN是根据，使用基于

或与从ISO  9141-2：1994、ISO  9141：1989、ISO  17987-1、ISO  17987-2、ISO  17987-3、ISO 

17987-4、ISO  17987-5、ISO  17987-6和ISO  17987-7组成的一群组中选择的标准。

327.根据权利要求318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使用、

基于使用或兼容FlexRay协议。

328.根据权利要求327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FlexRay协议是根据

使用或兼容一种选自ISO  17458-1：2013、ISO  17458-2：2013、ISO  17458-3：2013、ISO 

17458-4：2013或ISO  17458-5：2013的一组标准。

329.根据权利要求318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使用基

于由媒体导向系统传输(MOST)协议组成或与之兼容。

330.根据权利要求329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MOST协议是根据，使

用或兼容于MOST25、MOST50和MOST150组成的一组标准。

331.根据权利要求318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使用或

与车辆以太网络兼容。

332.根据权利要求331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使用一

单个双绞线。

333.根据权利要求332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包括使

用基于或兼容IEEE  802.3lOOBaseTl、IEEE  802.3lOOOBaseTl、 或IEEE 

802.3bw-2015标准。

334.根据权利要求318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包括应

用、使用基于一航空电子数据总线标准或与之兼容。

335.根据权利要求334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航空电子装置数据总

线标准包括使用基于或兼容飞机数据网络(ADN)、航空电子装置全双工交换式以太网络

(AFDX)、美国航空无线电公司(ARINC)664、ARINC  629、ARINC  708、ARINC  717、ARINC  825、

MIL-STD-1553B、MIL-STD-1760或时间触发协议(TTP)。

336.根据权利要求20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媒介包括由一带状

线，一微带线，两电线或一电缆组成或者是其中一部分。

337.根据权利要求336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媒介包括由一双绞线

或者是其中一部分构成，其包括或由两个单独绝缘的实心或绞合导体或电线组成。

338.根据权利要求337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双绞线是一非屏蔽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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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线(UTP)或一屏蔽双绞线(STP)。

339.根据权利要求338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双绞线是根据基于兼

容或使用ISO/IEC  11801：2002或ANSI/TIA/EIA-568-B.2-2001标准。

340.根据权利要求339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双绞线STP是F/UTP、

S/UTP或SF/UTP。

341.根据权利要求339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双绞线是根据基于兼

容或使用类别3、类别5、类别5e、类别6、类别6A、类别7、类别7A、类别8.1或类别8.2电缆。

342.根据权利要求336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媒介包括一同轴电

缆，或由一同轴电缆或其中一部分组成。

343.根据权利要求342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同轴电缆包括一介电

材料，即发泡聚乙烯(FPE)、固体聚乙烯(PE)、聚乙烯泡沫(PF)、聚四氟乙烯(PTFE)或空气聚

乙烯(ASP)。

344.根据权利要求20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有线网络拓扑是一点

对点、总线、星形、环形或圆形、网格、树形、混合或菊花链拓扑。

345.根据权利要求344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有线网络拓扑是连接

到所述媒介端的两个节点之间的一点到点拓扑，其中通信是单向的，是半双工的或全双工。

346.根据权利要求34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连接到所述媒介包括

连接到所述媒介的所述末端之一。

347.根据权利要求34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连接到所述媒介包括

连接到所述媒介的一点，与所述媒介的一端不同。

348.根据权利要求20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媒介包括一不平衡

线，或由一不平衡线组成，并且在所述媒介上承载的其中信号采用单端信令。

349.根据权利要求348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信号使用基于根据或

与RS-232或RS-423标准兼容的单端信令。

350.根据权利要求20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媒介包括一平衡线，

或者由一平衡线组成，并且其中所述的中信号承载差分信令。

351.根据权利要求350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信号使用基于根据或

与RS-232或RS-423标准兼容的差分信令。

352.根据权利要求20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通过所述媒介的通信使用

串行或并行传输。

353.根据权利要求20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方法进一步包括通

过耦合到所述连接器的一有线收发器并在所述有线网络上发送和接收数字数据。

354.根据权利要求353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有线网络是一个人区

域网路(PAN)，所述连接器是一PAN连接器，并且所述有线收发器是一PAN收发器。

355.根据权利要求353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有线网络是一本地区

域网路(LAN)，所述连接器是一LAN连接器，并且所述有线收发器是一LAN收发器。

356.根据权利要求35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LAN是以太网络为基

础。

357.根据权利要求35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LAN是根据与I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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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3-2008标准兼容或者是基于IEEE  802.3-2008标准。

358.根据权利要求357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LAN是根据与由

10Base-T、100Base-T、100Base-TX、100Base-T2、100Base-T4、1000Base-T、1000Base-TX、

10GBase-CX4和10GBase-T组成的群组中所选的一标准，或与之相容相容或基于所述标准；

以及所述LAN连接器是一RJ-45连接器。

359.根据权利要求353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附加有线网络是基于

一数据包或基于交换的广域网路(WAN)，所述附加连接器是一WAN连接器，和所述有线收发

器是一WAN收发器。

360.根据权利要求353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附加有线网络是根据

或基于与一串行外围接口(SPI)总线、内部集成电路(I2C)总线或1-线总线兼容。

361.根据权利要求20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器方法进一步包括通

过一信号调节器从所述连接器接收到一信号的信号调节或操纵。

362.根据权利要求361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信号是一线性或非线

性的调节或操纵。

363.根据权利要求361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信号调节器选自所述

群组包括一操作或一仪器放大器、一多路复用器、一频率转换器、一频率电压转换器、一电

压频率转换器、一电流电压转换器、一电流环转换器、一电荷转换器、一衰减器、一采样保持

电路、一峰值检测器、一电压或限流器、一延迟线或电路、一级转换器、一电流隔离器、一阻

抗变压器、一线性化电路、一校验器、一无源或有源(或自适应)滤波器、一积分器、一偏差

器、一均衡器、一频谱分析仪、一压缩器或一解压缩器、一编码器(或解码器)、一调制器(或

解调器)、一模式识别器、一平滑器、一噪声去除器、一平均或RMS电路、以及所述的任何组

合。

364.根据权利要求20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第一或所述第二存储

器是一非易失性存储器。

365.根据权利要求364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非易失性存储器包括

硬盘驱动器(HDD)、固态硬盘(SSD)、RAM、SRAM、DRAM、TTRAM、Z-RAM、ROM、PROM、EPROM、

EEPROM、基于闪存的存储器、CD-RW、DVD-RW、DVD+RW、DVD-RAM  BD-RE、CD-ROM、BD-ROM或DVD-

ROM。

366.根据权利要求20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用于与一无线网络一起使用，

所述分析器方法进一步包括通过一天线在所述空中发送和接收射频(RF)信号；通过耦合到

所述天线的一无线收发器，通过所述无线网络无线发送和接收数字数据。

367.根据权利要求366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无线网络是一无线的

广域网路(WWAN)，所述无线收发器是一WWAN收发器，并且所述天线是一WWAN天线。

368.根据权利要求367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WWAN是一无线宽带网

络。

369.根据权利要求368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无线网络是一WiMAX

网络，其中所述天线一WiMAX天线和所述无线收发器是一WiMAX调制解调器，并且所述WiMAX

网络根据兼容或基于IEEE  802.16-2009。

370.根据权利要求368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无线网络是一蜂窝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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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网，所述天线是一蜂窝天线，而所述无线收发器是一蜂窝调制解调器。

371.根据权利要求370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蜂窝电话网络是使用

从UMTS  W-CDMA、UMTS  HSPA，UMTS  TDD、CDMA2000  IxRTT、CDMA2000  EV-DO和GSM  EDGE-

Evolution组成的群组中选择的一协议的第三代(3G)网络，或其中所述的蜂窝电话网络包

括从使用HSPA+、Mobile  WiMAX、LTE、LTE-Advanced、MBWA、或基于IEEE  802.20-2008的群组

中选择的一协议的第四代(4G)网络。

372.根据权利要求366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无线网络是一无线个

人区域网路(WPAN)，所述无线收发器是一个WPAN收发器，而所述天线是一WPAN天线。

373.根据权利要求372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WPAN是根据兼容或基

于蓝牙、蓝牙低功耗(BLE)或IEEE  802 .15 .1-2005标准或其中所述WPAN是根据或基于

ZigbeeTM、IEEE  802.15.4-2003或Z-WaveTM标准的一无线控制网络。

374.根据权利要求366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无线网络是一无线区

域网路(WLAN)，所述无线收发器是一WLAN收发器，而所述天线是一WLAN天线。

375.根据权利要求374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WLAN是根据兼容或基

于从IEEE  802.11-IEEE、IEEE  802.11、IEEE  802.11b、IEEE  802.11g、IEEE  802.11n和IEEE 

802.11ac组成的所述群组中选择的一标准。

376.根据权利要求366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无线网络是超过一许

可或未经许可的无线电频带。

377.根据权利要求376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无线网络是一工业、科学

和医疗(ISM)无线电频带的所述无牌无线电频带。

378.根据权利要求205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用于一附加有线网络使用一附

加有线媒介，所述分析器方法进一步包括通过一附加连接器连接到所述附加有线媒介，并

用于发送和接收数字数据在所述附加有线网络上通过一有线收发器耦合到所述附加连接

器。

379.根据权利要求378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附加有线网络是一个

人区域网路(PAN)，所述附加连接器是一PAN连接器，并且所述有线收发器是一PAN收发器。

380.根据权利要求378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附加有线网络是一本

地区域网路(LAN)，所述附加连接器是一LAN连接器，并且所述有线收发器是一LAN收发器。

381.根据权利要求380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LAN是以太网络为基

础。

382.根据权利要求380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LAN是根据与IEEE 

802.3-2008标准兼容或者是基于IEEE  802.3-2008标准。

383.根据权利要求382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LAN是根据与由

10Base-T、100Base-T、100Base-TX、100Base-T2、100Base-T4、1000Base-T、1000Base-TX、

10GBase-CX4和10GBase-T组成的群组中所选的一标准，或与之相容相容或基于所述标准；

以及所述LAN连接器是一RJ-45连接器。

384.根据权利要求378所述的分析器方法378，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附加有线网络是

基于一数据包或基于交换的广域网路(WAN)，所述附加连接器是一WAN连接器，和所述有线

收发器是一WAN收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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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根据权利要求378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附加有线网络是根据

或基于与一串行外围接口(SPI)总线、内部集成电路(I2C)总线或1-线总线兼容。

386.根据权利要求378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附加有线网络是一运

输载具总线和所述有线收发器是一运输载具总线收发器。

387.根据权利要求386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使用确

认、仲裁和错误检测方案，或与多主机串行协议兼容。

388.根据权利要求387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应用基

于使用或兼容一同步和基于帧的协议。

389.根据权利要求386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包括基

于使用或兼容一控制器区域网络(CAN)，并且所有的有线收发器是一个CAN收发器。

390.根据权利要求389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CAN是根据基于使用

或与从ISO  11898-3：20062006、ISO  11898-2：2004、ISO  11898-5：2007、ISO  11898-6：

2013、ISO  11992-1：2003、ISO  11783-2：2012、SAE  J1939/ll_201209、AE  J1939/15_

201508、车载诊断(OBD)和SAE  J2411_200002组成的群组中被选择的标准相容。

391.根据权利要求389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CAN是根据基于使用

或与灵活数据速率(CAN  FD)协议兼容。

392.根据权利要求386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包括基

于使用一本地互连网络(LIN)或与本地互连网络(LIN)兼容，并且所述有线收发器是一LIN

收发器。

393.根据权利要求392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LIN是根据，使用基于

或与从ISO  9141-2：1994、ISO  9141：1989、ISO  17987-1、ISO  17987-2、ISO  17987-3、ISO 

17987-4、ISO  17987-5、ISO  17987-6和ISO  17987-7组成的一群组中选择的标准。

394.根据权利要求386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使用、

基于使用FlexRay协议或与FlexRay协议兼容，并且所述有线收发器是一FlexRay收发器。

395.根据权利要求394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FlexRay协议是根据

使用或兼容一种选自ISO  17458-1：2013、ISO  17458-2：2013、ISO  17458-3：2013、ISO 

17458-4：2013或ISO  17458-5：2013的一组标准。

396.根据权利要求386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其中运输载具总线使

用基于由媒体导向系统传输(MOST)协议组成或与之兼容，并且所述有线收发器是一个MOST

收发器。

397.根据权利要求396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MOST协议是根据，使

用或兼容于MOST25、MOST50和MOST150组成的一组标准。

398.根据权利要求386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使用或

与车辆以太网兼容。

399.根据权利要求398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使用一

单个双绞线。

400.根据权利要求399所述的分析器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包括使

用基于或兼容IEEE  802.3lOOBaseTl、IEEE  802.3lOOOBaseTl、 或IEEE 

802.3bw-2015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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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一种方法，其特征在于，用于通过一有线媒介通信的多个装置，所述有线媒介包括

两导体，所述多个装置中的每一个与一个或多个标识符相关联，所述通信基于帧，其中每个

帧携带与各个发送装置相关联的标识符之一，所述方法包括：

连接，通过一连接器，连接到所述有线媒介；

接收，通过所述连接器，多个帧被发送在所述有线媒介；

提取，通过一收发器或一控制器使用第二层或第三层处理，所述接收帧携带第一和第

二标识符；

采样，由一模拟数字(A/D)转换器，所述接收帧的一部分带有所述第一或第二标识符，

用于产生一波形的数字样本；

提供所述样本给一人工神经网络(ANN)；以及

训练所述ANN以将与携带所述第一或第二标识符的帧相关的所述样本分类到相应的第

一或第二类。

402.根据权利要求4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

接收，通过所述连接器，附加多个帧被传输在所述有线媒介；

提取，通过所述收发器或所述控制器使用第2层或第3层处理，所述接收的附加帧中携

带所述第一和第二标识符；

采样，由所述A/D转换器，所述接收附加帧的一部分，其携带所述第一或第二标识符，用

于产生一波形的数字样本；以及

分类，使用所述训练的ANN，所述接收附加帧的所述样本至第一或第二类。

403.根据权利要求40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

定义为失败的帧，所述附加帧由所述提取与所述第一标识符相关联并且被所述ANN分

类为所述第二类，并且所述附加帧通过所述提取与所述第二标识符相关联，且被ANN分类为

第一类；以及

计算一比率由所述第一帧的数量除以所述总附加帧的数量。

404.根据权利要求40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用于一阈值，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

比较所述比率与所述阈值；以及

响应于所述比率低于所述计算的比率，确定所述第一和第二标识符与所述相同装置相

关联。

405.根据权利要求40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进一步用于聚类所述标识

符，用于一群组包括三个或更多个标识符，其中所述方法被重复通过为该群组选择不同对

的第一和第二对标识符，用于将群组中的所有标识符聚类到不同的集群中。

406.根据权利要求405所述的方法405，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群组包括四个或更多个

标识符，其中在重复之一中确定两个标识符与同一装置相关联，从所述群组中删除两个标

识符之一，在没有删除标识符的情况下对组进行重复。

407.一种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媒体，其存储有计算机可执行指令，其特征在于，其中所

述指令包括根据权利要求401所述的方法。

408.根据权利要求4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通过一收发器耦合到

所述连接器将帧传送到所述一个或多个装置中，并用于从所述多个装置接收帧。

409.根据权利要求40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由一控制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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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接收帧的第2层或第3层。

410.根据权利要求4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接收帧与所述各信号的一最

大分量频率相关联，并且所述A/D转换器的采样率高于所述最大分量频率的两倍。

411.根据权利要求4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通过连接到所述

连接器的一阻抗或一电阻在所述媒介上传播终止一信号。

412.根据权利要求41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阻抗或电阻的所述值等于或

基于所述有线媒介的所述特征阻抗。

413.根据权利要求4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ANN的训练包括对所述波形

的所述数字样本进行分析的一时域或一频率域。

414.根据权利要求41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ANN的训练包括将所述时间

相关波形数字样本与一相应的时间相关阈值进行比较。

415.根据权利要求41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波形包括从低电平到高电平

的一上升沿或下降沿。

416.根据权利要求所述的方法413，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波形包括低电平和高电平之

间的一正或负脉冲。

417.根据权利要求4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ANN的训练包括所述波形的

所述数字样本的一频域分析。

418.根据权利要求41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ANN的训练包括形成波形的

频域表示。

419.根据权利要求41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通过快速傅里叶

变换(FFT)以形成所述频率域表示。

420.根据权利要求41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形成频率域的表

示，由两个或多个带通滤波器(BPF)耦合在所述连接器之间，其中每个所述BPF配置为通过

一不同的频率带。

421.根据权利要求4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ANN包括多个输出，其中每个

输出都是对所述群组之一进行分类。

422.根据权利要求4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ANN是一前馈神经网络

(FNN)。

423.根据权利要求4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ANN是一递归神经网络(RNN)

或一深度卷积神经网络。

424.根据权利要求4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ANN包括至少3,4 ,5 ,7 ,10 ,

15,20,25,30,35,40,45或50层。

425.根据权利要求4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ANN包括少于4,5,7,10,15,

20,25,30,35,40,45或50层。

426.根据权利要求4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在所述有线网络

和所述附加网络之间传送或中继消息，并且其中每个所述消息包括一个或多个相应的帧。

427.根据权利要求42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当用作一交换机、桥接器、路由器或网

关时，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所述有线网络和所述附加网络之间的耦合。

428.根据权利要求42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交换机、桥接器、路由器或网

权　利　要　求　书 27/43 页

28

CN 110325929 A

28



关分别是一以太网络、IP或运输载具总线交换机、桥接器、路由器或网关。

429.根据权利要求42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从所述附加网络

接收发送至所述有线网络的消息，并将所述接收的消息传送到所述有线网络。

430.根据权利要求42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阻止来自所述有

线网络的所述消息中的一个或多个。

431.根据权利要求430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阻止来自所述有

线网络的所有消息。

432.根据权利要求42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法进一步包括从所述有线网络

接收发送至所述附加网络的消息，并将所述接收的消息传送到所述附加网络。

433.根据权利要求4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有线媒介是在一运输载具

中。

434.根据权利要求43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是一适于在陆地上

旅行的地面运输载具。

435.根据权利要求43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地面运输载具选自所述群

组，包括一自行车、一车辆、一摩托车、一火车、一电动滑板车、一地铁、一列车、一无轨电车

以及一电车。

436.根据权利要求43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是适于在水上或水

中行驶的一充气船或一潜水船。

437.根据权利要求43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船舶选自一群组包括一大

船、一小船、一气垫船、一帆船、一游艇和一潜艇。

438.根据权利要求43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是一架适于在空中

飞行的航空器。

439.根据权利要求43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航空器是一固定翼或一旋翼

飞行器。

440.根据权利要求43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航空器是选自一群组包括一

飞机、一航天器、一滑翔机、一无人机和一无人驾驶飞行运输载具(UAV)。

441.根据权利要求4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每个所述装置包括或由一电子控

制单元(ECU)组成。

442.根据权利要求44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电子控制单元(ECU)选自一

电子/发动机控制模块(ECM)、一发动机组控制单元(ECU)、一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一变

速箱控制模块(TCM)、一制动控制模块(BCM或EBCM)、一中央控制模块(CCM)、一中央计时模

块(CTM)、一通用电子模块(GEM)、一车身控制模块(BCM)、一悬架控制模块(SCM)、一车门控

制单元(DCU)、一电动助力转向控制单元(PSCU)、一座椅控制单元、一速度控制单元(SCU)、

一远程信息处理控制单元(TCU)、一变速箱控制单元(TCU)、一制动控制模块(BCM；ABS或

ESC)、一电池管理系统、一控制单元和一控制模块。

443.根据权利要求44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执行一软件、一

操作系统或一中间件，包括或使用OSEK/VDX、国际标准化组织(ISO)17356-1、ISO  17356-2、

ISO  17356-3、ISO  17356-4、ISO  17356-5或AUTOSAR标准。

444.根据权利要求44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软件包括，使用或基于一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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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系统或一中间件，包括或使用OSEK/VDX、国际组织标准化(ISO)17356-1、ISO  17356-2、

ISO  17356-3、ISO  17356-4、ISO  17356-5或AUTOSAR标准。

445.根据权利要求4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有线网络使用根据基于使用

或与ISO  11898-1：2015或标准兼容的一数据链路层或一物理层信令。

446.根据权利要求44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连接器是一车载诊断(OBD)

投诉连接器。

447.根据权利要求4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有线网络使用一网络媒介根

据基于使用或与ISO  11898-2：2003或车载诊断(OBD)标准。

448.根据权利要求4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有线网络是一运输载具总

线。

449.根据权利要求44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收发器是一运输载具总线收

发器。

450.根据权利要求44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使用确认、仲

裁和错误检测方案，或与多主机串行协议兼容。

451.根据权利要求450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应用基于使用

或兼容一同步和基于帧的协议。

452.根据权利要求44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包括基于使用

或兼容一控制器区域网络(CAN)。

453.根据权利要求所述的方法452,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CAN是根据基于使用或与从

ISO  11898-3：2006、ISO  11898-2：2004、ISO  11898-5：2007、ISO  11898-6：2013、ISO 

11992-1：2003、ISO  11783-2：2012、SAE  J1939/ll_201209、AE  J1939/15_201508、车载诊断

(OBD)和SAE  J2411_200002组成的群组中被选择的标准相容。

454.根据权利要求45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CAN是根据基于使用或与灵

活数据速率(CAN  FD)协议兼容。

455.根据权利要求44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包括基于、使

用或兼容一本地互连网络(LIN)。

456.根据权利要求45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LIN是根据，使用基于或与从

ISO  9141-2：1994、ISO  9141：1989、ISO  17987-1、ISO  17987-2、ISO  17987-3、ISO  17987-

4、ISO  17987-5、ISO  17987-6和ISO  17987-7组成的一群组中选择的标准。

457.根据权利要求44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使用、基于使

用或兼容FlexRay协议。

458.根据权利要求45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FlexRay协议是根据使用或

兼容一种选自ISO  17458-1：2013、ISO  17458-2：2013、ISO  17458-3：2013、ISO  17458-4：

2013或ISO  17458-5：2013的一组标准。

459.根据权利要求44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使用基于由媒

体导向系统传输(MOST)协议组成或与之兼容。

460.根据权利要求45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MOST协议是根据，使用或兼

容于MOST25、MOST50和MOST150组成的一组标准。

461.根据权利要求44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使用或与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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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网络兼容。

462.根据权利要求46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使用一单个双

绞线。

463.根据权利要求46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包括使用基于

或兼容IEEE  802 .3  lOOBaseTl、IEEE  802 .3  lOOOBaseTl、 或IEEE 

802.3bw-2015标准。

464.根据权利要求44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包括应用、使

用基于一航空电子数据总线标准或与之兼容。

465.根据权利要求46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航空电子装置数据总线标准

包括使用基于或兼容飞机数据网络(ADN)、航空电子装置全双工交换式以太网络(AFDX)、美

国航空无线电公司(ARINC)664、ARINC  629、ARINC  708、ARINC  717、ARINC  825、MIL-STD-

1553B、MIL-STD-1760或时间触发协议(TTP)。

466.根据权利要求4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媒介包括由一带状线，一微

带线，两条线或一电缆组成或者是其中一部分。

467.根据权利要求46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媒介包括由一双绞线或者是

其中一部分构成，其包括或由两个单独绝缘的实心或绞合导体或电线组成。

468.根据权利要求46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双绞线是一非屏蔽双绞线

(UTP)或一屏蔽双绞线(STP)。

469.根据权利要求46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双绞线是根据基于兼容或使

用ISO/IEC  11801：2002或ANSI/TIA/EIA-568-B.2-2001标准。

470.根据权利要求46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双绞线STP是F/UTP、S/UTP或

SF/UTP。

471.根据权利要求46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双绞线是根据基于兼容或使

用类别3、类别5、类别5e、类别6、类别6A、类别7、类别7A、类别8.1或类别8.2电缆。

472.根据权利要求46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媒介包括一同轴电缆，或由

一同轴电缆或其中一部分组成。

473.根据权利要求47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同轴电缆包括一介电材料，

即发泡聚乙烯(FPE)、固体聚乙烯(PE)、聚乙烯泡沫(PF)、聚四氟乙烯(PTFE)或空气聚乙烯

(ASP)。

474.根据权利要求4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有线网络拓扑是一点对点、

总线、星形、环形或圆形、网格、树形、混合或菊花链拓扑。

475.根据权利要求47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有线网络拓扑是连接到所述

媒介端的两个节点之间的一点到点拓扑，其中通信是单向的，是半双工的或全双工。

476.根据权利要求47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连接到所述媒介包括连接到

所述媒介的所述末端之一。

477.根据权利要求47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连接到所述媒介包括连接到

所述媒介的一点，与所述媒介的一端不同。

478.根据权利要求4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通过一信号调节

器从所述连接器接收到一信号的信号调节或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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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根据权利要求47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信号是一线性或非线性的调

节或操纵。

480.根据权利要求47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信号调节器选自所述群组包

括一操作或一仪器放大器、一多路复用器、一频率转换器、一频率电压转换器、一电压频率

转换器、一电流电压转换器、一电流环转换器、一电荷转换器、一衰减器、一采样保持电路、

一峰值检测器、一电压或限流器、一延迟线或电路、一级转换器、一电流隔离器、一阻抗变压

器、一线性化电路、一校验器、一无源或有源(或自适应)滤波器、一积分器、一偏差器、一均

衡器、一频谱分析仪、一压缩器或一解压缩器、一编码器(或解码器)、一调制器(或解调器)、

一模式识别器、一平滑器、一噪声去除器、一平均或RMS电路、以及所述的任何组合。

481.一种方法，其特征在于，与一有线网络一起使用，包括两个导体及多个装置,彼此

相互连接并相互通信,所述媒介使用帧，其中每个所述帧由第一和第二部分组成,所述方法

包括:

连接,通过一连接器，连接到所述媒介；

接收,通过所述连接器，由一发送装置传送一帧至所述媒介所述装置是所述多个装置

之一；

采样，由一个A/D转换器，所述接收的帧的第一部分,用于产生一波形的数字样本；

使用一人工神经网络(ANN)根据一标准检查所述波形；以及

响应于所述第一部分符合所述标准，在接收所述接收的帧的一第二部分的同时，通过

所述连接器将一信号发送到所述媒介，从而使所述帧的所述第二部分受到干扰，并且在所

述媒介上被损坏地传播，使得所述帧被认为不具有被任何所述多个装置正确接收的资格。

482.一种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媒体，其存储有计算机可执行指令,其特征在于,其中所

述指令包括根据权利要求481所述的方法。

483.根据权利要求48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装置中的每一个与一相应标

准相关联，并且所述波形的检查是根据从与所述发送装置相关联的所述多标准中选择的一

个标准来确定的。

484.根据权利要求48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

存储，在一第一存储器中，所述波形的所述数字样本；

存储，在一第二存储器中，所述多标准与所述多个装置相关联；以及

获取，从所述第二存储器，所述标准中的至少一个。

485.根据权利要求48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多个标准中的至少一个标

准，是被配置成使得在所述媒介的改变或连接的情况下，不满足所述标准。

486.根据权利要求48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多个标准中的至少一个标

准，是被配置成使得在将一附加装置连接到所述媒介的情况下，不满足所述标准。

487.根据权利要求48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附加装置是可操作的与至少

一所述多个装置在所述媒介通信。

488.根据权利要求48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多个标准中的至少一个标

准，是被配置成使得在所述装置中与所述至少一个标准相关联的一个变化的情况下，不满

足所述标准。

489.根据权利要求48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多个标准中的至少一个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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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是被配置成使得在所述装置中替换一线路驱动器或一收发器的情况下，不满足所述标

准，所述装置与所述至少一个标准相关联。

490.根据权利要求48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多个标准中的至少一个标

准，是被配置成使得在替换与所述至少一个标准相关联的所述装置的情况下，不满足所述

标准。

491.根据权利要求48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通过一收发机耦

合到所述连接器，由在所述媒介上的一个或多个装置，发送及接收帧或数据包。

492.根据权利要求49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通过一控制器处

理所接收数据包的帧的第2层或第3层。

493.根据权利要求49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多个装置中的每一个与用于

在所述有线网络中唯一识别的一数字地址相关联，并且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识别所述发送

装置的所述数字地址。

494.根据权利要求49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识别数字地址包括从所接收

的所述帧或数据包中提取。

495.根据权利要求49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用于所述检查的标准,是基

于或根据所述识别的数字地址。

496.根据权利要求48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接收帧或数据包与所述相应

信号的一最大分量频率相关联，并且所述A/D转换器的采样率高于所述最大分量频率的两

倍。

497.根据权利要求48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通过连接到所述

连接器的一阻抗或一电阻在所述媒介上传播终止一信号。

498.根据权利要求49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阻抗或电阻的所述值等于或

基于所述媒介的所述特征阻抗。

499.根据权利要求481所述的方法,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接收多个帧或数据包，并检查

所述多帧或所述数据包的所述波形。

500.根据权利要求48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检测一恶意软件

或一恶意软件活动，其中所述恶意软件包括，包含或基于一计算机病毒、间谍软件、DoS、提

权软件包、勒索软件、广告软件、后门程序、特洛伊木马、或一破坏性的恶意软件。

501.根据权利要求48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根据所述标准检查所述波形包括

所述波形的数字样本的一个时域或一频域分析，用于测量一参数或一特征的一个值。

502.根据权利要求5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参数或所测量的特征,是基

于或根据所述发送装置的所述身份。

503.根据权利要求5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用于一个阈值，其中所述标准检查包

括将所述测量值与所述阈值进行比较。

504.根据权利要求50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阈值基于或根据所述发送装

置的所述身份。

505.根据权利要求50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用于一最大阈值，当所述测量值低于

所述最大阈值时，满足其中所述标准。

506.根据权利要求50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用于一最小阈值，当所述测量值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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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最小阈值时，满足其中所述标准。

507.根据权利要求5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波形根据所述标准检查包括

将所述时间相关波形数字样本与一相应的时间相关阈值进行比较。

508.根据权利要求50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用于一掩模模板,其包括一时间相关

的最小和最大阈值，并且响应于将所述时间相关的数字样本与所述掩模进行比较，满足其

中所述的标准。

509.根据权利要求5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用于一个阈值，其中所述波形根据所

述标准检查包括测量两个参数或一个特征的两个值，以计算响应所述测量值的总值，其中

所述标准满足于响应比较所述计算的总值至所述阈值。

510.根据权利要求50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总值是根据所述两个测量值

的所述差异或所述比率计算的。

511.根据权利要求5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测量值包括所述样本之一的

一振幅。

512.根据权利要求51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测量值包括所述数字样本的

全球或本地最小或最大振幅值。

513.根据权利要求5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测量值包括在所述波形中的

一能量。

514.根据权利要求5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测量值包括与所述数字样本

中的一个或多个相关联的一时间点或一时间间隔。

515.根据权利要求51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测量值包括与所述数字样本

的一振幅的一定义值，为全球或本地最小值、或全球或本地最大值相关联的一个时间点或

一个时间间隔。

516.根据权利要求5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波形包括从低电平到高电平

的一上升沿或下降沿。

517.根据权利要求51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参数或特征包括所述低或高

水平的振幅、所述峰振幅值、所述超调或下冲振幅值、或所述回弹振幅值。

518.根据权利要求51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参数或特性包括相应的上升

或下降时间或稳定时间。

519.根据权利要求5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波形包括低电平和高电平之

间的一正或负脉冲。

520.根据权利要求51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参数或特征包括所述低或高

水平的振幅或所述一峰值的振幅。

521.根据权利要求51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参数或特征包括一脉冲持续

时间。

522.根据权利要求5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参数或特征包括一脉冲持续

时间或一相应的帧间或数据间间隙。

523.根据权利要求5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参数或特征包括从所述相应

帧或数据包中提取的一时钟速率。

524.根据权利要求5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参数或特征包括从各个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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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包中提取恢复时钟速率。

525.根据权利要求52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通过一相锁定环

(PLL)耦合到所述连接器，恢复和测量所述相应帧或数据包的时钟速率。

526.根据权利要求48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波形根据所述标准检查包括

对所述波形的数字样本进行频域分析，以测量一参数或一特征的一个值。

527.根据权利要求52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波形根据所述标准检查包括

所述波形的形成频率域表示。

528.根据权利要求52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通过快速傅立叶

变换(FFT)以形成所述频率域表示。

529.根据权利要求52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通过耦合在连接

器之间的两个或更多个带通滤波器(BPF)形成频率域表示，其中每个BPF配置成通过一不同

的频率带。

530.根据权利要求52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测量值包括一频率点的一光

谱功率密度值。

531.根据权利要求所述的方法530,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测量值包括所述全球或本地

的最小或最大光谱功率密度。

532.根据权利要求52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测量值包括所述频率点与一

个光谱功率密度值相关联。

533.根据权利要求53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测量值包括与一本地或全球

的一最小或最大光谱功率密度。

534.根据权利要求48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波形根据所述标准检查包括

使用一人工神经网络(ANN)对所述波形进行分析或分类。

535.根据权利要求53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根据所述ANN输出之一的值满足

所述标准。

536.根据权利要求53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ANN被训练为根据所述波形

将所述发送装置分类为所述多个装置。

537.根据权利要求53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ANN包括多个输出，而其中每

个输出都是所述多个装置的一分类。

538.根据权利要求53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波形根据所述标准检查包括

将所述发送装置的所述身份与所述相应的ANN输出进行比较。

539.根据权利要求53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ANN是一前馈神经网络

(FNN)。

540.根据权利要求53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ANN是一递归神经网络(RNN)

或一深度卷积神经网络。

541.根据权利要求53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ANN包括至少3,4 ,5 ,7 ,10 ,

15,20,25,30,35,40,45或50层。

542.根据权利要求53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ANN包括少于4,5,7,10,15,

20,25,30,35,40,45或50层。

543.根据权利要求48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进一步包括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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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不满足检查标准的波形而动作，其中所述动作包括通过一报警器使用听觉、视觉或触觉

刺激来通知一人类用户。

544.根据权利要求54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动作包括通过所述发出声音

的声音信号部件，其中所述报警器包括使用一声音报警器，其包括一声音信号部件。

545.根据权利要求54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的声音信号部件包括机电或

压电发声器。

546.根据权利要求54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声音信号部件包括一蜂鸣

器、一钟声或一铃声。

547.根据权利要求54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声音信号部件包括一扬声

器，并且所述分析器装置进一步包括一耦合到所述扬声器的数模转换器。

548.根据权利要求54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通过所述声音信

号部件产生一个或多个音调。

549.根据权利要求54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从所述声音信号部件发出的声音

是一人类的声音说话。

550.根据权利要求54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声音是一音节、一字、一短

语、一句子、一短篇小说或一长篇故事。

551.根据权利要求54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报警器包括，使用或包括一

个视觉报警器包括一视觉信号部件。

552.根据权利要求55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视觉信号部件是一可见光发

射器。

553.根据权利要求55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可见光发射器是一半导体装

置、一盏白炽灯或荧光灯。

554.根据权利要求54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提供一触觉或触

觉刺激，其中所述报警器包括，使用或包括一个振动器。

555.根据权利要求55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振动器使用或包括由一振动

电机、一线性执行器或一偏心电机组成。

556.根据权利要求54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通过一线路驱动

器或一收发器连接到所述连接器，并且将所述多个装置传送到所述媒介，其中所述动作包

括使用所述相应的线路驱动器或收发器传输到所述媒介。

557.根据权利要求55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动作包括连续发送一能量、

一信号或一比特流到所述媒介，用于禁止在所述媒介上与所述多个装置之间通信。

558.根据权利要求55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动作包括连续地将帧或数据

包传送到所述媒介，用于禁止所述多个装置通过所述媒介之间的任何通信。

559.根据权利要求55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帧或数据包中的至少一个包

括所述时间与所述接收信号相关联，以及所述发送装置的一身份。

560.根据权利要求55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动作包括向所述媒介发送信

号，使得所述信号破坏所接收的帧或数据包，以使所述帧或数据包不合格。

561.根据权利要求55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动作包括形成和传送包括一

相应的通知帧或数据包的消息到所述多个装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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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根据权利要求56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动作包括在所述媒介上形成和传

送一相应的通知帧或数据包到所有所述多个装置。

563.根据权利要求56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消息包括所述时间与所述接

收信号相关联，以及所述发送装置的一身份。

564.根据权利要求54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动作包括在接收到所述帧的

至少一部分的同时向所述媒介发送一信号，因此帧被干扰并在媒介上被破坏地传播，使得

第一个帧被提出为不适合被多个装置中的任何一个正确接收。

565.根据权利要求56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将信号发送到所述媒介包括通过

所述多个装置中的每一个改变接收的一串比特中的一单个比特。

566.根据权利要求56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信号传输到所述媒介包括改

变由所述多个装置中的每一个接收的一串比特中的多个连续或非连续比特。

567.根据权利要求56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信号传输到所述媒介包括改

变由所述多个装置中的每一个接收的一串比特中的4,6,8或更多个连续或非连续比特。

568.根据权利要求56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媒介承载数据作为显性

(‘O’)或隐性(‘1’)比特，并且其中将信号发送到所述媒介包括传输高电压或高电流脉冲，

用于将一个或多个位从隐性比特改为显性比特，以通过所述多个装置中的每一个接收的一

串比特中的一个或多个比特被改变。

569.根据权利要求54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用于一个附加网络，并使用一附加媒

介，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通过一端口和与其耦合的一收发器在附加网络上发送和接收数字

数据以耦合到附加媒介，其中所述动作包括组成一消息。

570.根据权利要求56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消息包括所述时间与所述接

收帧或数据包相关联，以及所述发送装置的一身份。

571.根据权利要求56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消息通过所述互联网通过所

述网络发送至一客户端装置使用一对等方案。

572.根据权利要求56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消息通过所述互联网通过所

述无线网络发送至一个即时消息(IM)服务器，作为一个IM服务的一部分被发送至一个客户

端装置。

573.根据权利要求57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消息或所述与所述IM服务器

的通信使用或基于SMTP(简单邮件传输协议)、SIP(会话启动)协议)、SIMPLE(用于即时消息

和在线利用扩展的SIP)、APEX(应用程序交换)、Prim(在线和实例消息传递协议)、XMPP(可

扩展消息和在线状态协议)、IMPS(即时消息和在线服务)、RTMP(实时消息传递协议)、STM

(简单TCP/IP消息传递)协议、Azureus扩展消息传递协议、Apple推送通知服务(APN)或超文

本传输协议(HTTP)。

574.根据权利要求57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消息是一基于文本的消息和

所述IM服务是一短信服务。

575.根据权利要求57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消息是根据或基于一短消息

服务(SMS)消息和所述IM服务是一短信服务、所述消息是根据或基于一电子邮件(e-mail)

消息和所述IM服务是一电子邮件服务、所述消息是根据或基于一WhatsApp消息和所述IM服

务是一WhatsApp服务、所述消息是根据或基于一Twitter消息和所述IM服务是一Twitter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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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或所述消息是根据或基于一Viber消息和所述IM服务是一Viber服务。

576.根据权利要求57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述消息是一多媒介消息服务

(MMS)或一增强消息服务(EMS)消息，包括一音频或视频，以及所述IM服务分别是一NMS或

EMS服务。

577.根据权利要求54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在所述有线网络

和所述附加网络之间传送或中继消息，并且其中每个所述消息包括一个或多个相应的帧或

数据包。

578.根据权利要求57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当用作一交换机、桥接器、路由器或网

关时，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所述有线网络和所述附加网络之间的耦合。

579.根据权利要求57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交换机、桥接器、路由器或网

关分别是一以太网络、IP或运输载具总线交换机、桥接器、路由器或网关。

580.根据权利要求57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从所述附加网络

接收发送至所述有线网络的消息，并将所述接收的消息传送到所述有线网络。

581.根据权利要求580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动作包括阻止来自所述有线

网络的所述消息中的一个或多个。

582.根据权利要求58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动作包括阻止来自所述有线

网络的所有消息。

583.根据权利要求57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从所述有线网络

接收发送至所述附加网络的消息，并将所述接收的消息传送到所述附加网络。

584.根据权利要求58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动作包括阻止来自所述附加

网络的所述消息中的一个或多个。

585.根据权利要求58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动作包括阻止来自所述附加

网络的所有消息。

586.根据权利要求54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用于与一运输载具一起使用，其中所

述动作包括向操作或控制所述运输载具的人，提供一通知或一指示。

587.根据权利要求58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是一适于在陆地上

旅行的地面运输载具。

588.根据权利要求58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地面运输载具选自所述群

组，包括一自行车、一车辆、一摩托车、一火车、一电动滑板车、一地铁、一列车、一无轨电车

以及一电车。

589.根据权利要求58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是适于在水上或水

中行驶的一充气船或一潜水船。

590.根据权利要求58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船舶选自一群组包括一大

船、一小船、一气垫船、一帆船、一游艇和一潜艇。

591.根据权利要求58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是一架适于在空中

飞行的航空器。

592.根据权利要求59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航空器是一固定翼或一旋翼

飞机。

593.根据权利要求59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航空器是选自一群组包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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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一航天器、一滑翔机、一无人机和一无人驾驶飞行运输载具(UAV)。

594.根据权利要求48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连接、耦合或通

信到一运输载具电子装置或一电子控制单元(ECU)。

595.根据权利要求59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进一步与一ECU集成，其中所

述电子控制单元(ECU)选自一电子/发动机控制模块(ECM)、一发动机组控制单元(ECU)、一

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一变速箱控制模块(TCM)、一制动控制模块(BCM或EBCM)、一中央

控制模块(CCM)、一中央计时模块(CTM)、一通用电子模块(GEM)、一车身控制模块(BCM)、一

悬架控制模块(SCM)、一车门控制单元(DCU)、一电动助力转向控制单元(PSCU)、一座椅控制

单元、一速度控制单元(SCU)、一远程信息处理控制单元(TCU)、一变速箱控制单元(TCU)、一

制动控制模块(BCM；ABS或ESC)、一电池管理系统、一控制单元和一控制模块。

596.根据权利要求59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进一步包含或执行一软件、

一操作系统或一中间件，包括或使用OSEK/VDX、国际标准化组织(ISO)17356-1、ISO  17356-

2、ISO  17356-3、ISO  17356-4、ISO  17356-5或AUTOSAR标准。

597.根据权利要求59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软件包括，使用或基于一操

作系统或一中间件，包括或使用OSEK/VDX、国际组织标准化(ISO)17356-1、ISO  17356-2、

ISO  17356-3、ISO  17356-4、ISO  17356-5或AUTOSAR标准。

598.根据权利要求48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有线网络使用根据基于使用

或与ISO  11898-1：2015或标准兼容的一数据链路层或一物理层信令。

599.根据权利要求59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连接器是一车载诊断(OBD)

投诉连接器。

600.根据权利要求48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有线网络使用一网络媒介根

据基于使用或与ISO  11898-2：2003或车载诊断(OBD)标准。

601.根据权利要求48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有线网络是一运输载具总

线。

602.根据权利要求6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通过一运输载具

总线收发器耦合到所述连接器，将数字数据发送至所述媒介，并用于接收数字数据。

603.根据权利要求6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使用确认、仲

裁和错误检测方案，或与多主机串行协议兼容。

604.根据权利要求60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应用基于使用

或兼容一同步和基于帧的协议。

605.根据权利要求6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包括基于使用

或兼容一控制器区域网络(CAN)。

606.根据权利要求l2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CAN是根据基于使用或与从

ISO  11898-3：2006、ISO  11898-2：2004、ISO  11898-5：2007、ISO  11898-6：2013、ISO 

11992-1：2003、ISO  11783-2：2012、SAE  J1939/ll_201209、AE  J1939/15_201508、车载诊断

(OBD)和SAE  J2411_200002组成的群组中被选择的标准相容。

607.根据权利要求60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CAN是根据基于使用或与灵

活数据速率(CAN  FD)协议兼容。

608.根据权利要求6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包括基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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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或兼容一本地互连网络(LIN)。

609.根据权利要求60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LIN是根据，使用基于或与从

ISO  9141-2：1994、ISO  9141：1989、ISO  17987-1、ISO  17987-2、ISO  17987-3、ISO  17987-

4、ISO  17987-5、ISO  17987-6和ISO  17987-7组成的一群组中选择的标准。

610.根据权利要求6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使用、基于使

用或兼容FlexRay协议。

611.根据权利要求610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FlexRay协议是根据使用或

兼容一种选自ISO  17458-1：2013、ISO  17458-2：2013、ISO  17458-3：2013、ISO  17458-4：

2013或ISO  17458-5：2013的一组标准。

612.根据权利要求6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使用基于由媒

体导向系统传输(MOST)协议组成或与之兼容。

613.根据权利要求61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MOST协议是根据，使用或兼

容于MOST25、MOST50和MOST150组成的一组标准。

614.根据权利要求6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使用或与车辆

以太网络兼容。

615.根据权利要求61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使用一单个双

绞线。

616.根据权利要求61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包括使用基于

或兼容IEEE  802 .3  lOOBaseTl、IEEE  802 .3  lOOOBaseTl、 或IEEE 

802.3bw-2015标准。

617.根据权利要求60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包括应用、使

用基于一航空电子数据总线标准或与之兼容。

618.根据权利要求61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航空电子装置数据总线标准

包括使用基于或兼容飞机数据网络(ADN)、航空电子装置全双工交换式以太网络(AFDX)、美

国航空无线电公司(ARINC)664、ARINC  629、ARINC  708、ARINC  717、ARINC  825、MIL-STD-

1553B、MIL-STD-1760或时间触发协议(TTP)。

619.根据权利要求48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媒介包括由一带状线，一微

带线，两电线或一电缆组成或者是其中一部分。

620.根据权利要求61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媒介包括由一双绞线或者是

其中一部分构成，其包括或由两个单独绝缘的实心或绞合导体或电线组成。

621.根据权利要求620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双绞线是一非屏蔽双绞线

(UTP)或一屏蔽双绞线(STP)。

622.根据权利要求62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双绞线是根据基于兼容或使

用ISO/IEC  11801：2002或ANSI/TIA/EIA-568-B.2-2001标准。

623.根据权利要求62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双绞线STP是F/UTP、S/UTP或

SF/UTP。

624.根据权利要求622所述的方法622,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双绞线是根据基于兼容

或使用类别3、类别5、类别5e、类别6、类别6A、类别7、类别7A、类别8.1或类别8.2电缆。

625.根据权利要求61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媒介包括一同轴电缆，或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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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轴电缆或其中一部分组成。

626.根据权利要求61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同轴电缆包括一介电材料，

即发泡聚乙烯(FPE)、固体聚乙烯(PE)、聚乙烯泡沫(PF)、聚四氟乙烯(PTFE)或空气聚乙烯

(ASP)。

627.根据权利要求48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有线网络拓扑是一点对点、

总线、星形、环形或圆形、网格、树形、混合或菊花链拓扑。

628.根据权利要求62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有线网络拓扑是连接到所述

媒介端的两个节点之间的一点到点拓扑，其中通信是单向的，是半双工的或全双工。

629.根据权利要求62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连接到所述媒介包括连接到

所述媒介的所述末端之一。

630.根据权利要求62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连接到所述媒介包括连接到

所述媒介的一点，与所述媒介的一端不同。

631.根据权利要求48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媒介包括一不平衡线，或由

一不平衡线组成，并且在所述媒介上承载的其中信号采用单端信令。

632.根据权利要求63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信号使用基于根据或与RS-

232或RS-423标准兼容的单端信令。

633.根据权利要求48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媒介包括一平衡线，或者由

一平衡线组成，并且其中所述的中信号承载差分信令。

634.根据权利要求63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信号使用基于根据或与RS-

232或RS-423标准兼容的差分信令。

635.根据权利要求48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通过所述媒介的通信使用串行或

并行传输。

636.根据权利要求48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通过耦合到所述

连接器的一有线收发器并在所述有线网络上发送和接收数字数据。

637.根据权利要求63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有线网络是一个人区域网路

(PAN)，所述连接器是一PAN连接器，并且所述有线收发器是一PAN收发器。

638.根据权利要求63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有线网络是一本地区域网路

(LAN)，所述连接器是一LAN连接器，并且所述有线收发器是一LAN收发器。

639.根据权利要求63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LAN是以太网络为基础。

640.根据权利要求63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LAN是根据与IEEE  802 .3-

2008标准兼容或者是基于IEEE  802.3-2008标准。

641.根据权利要求640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LAN是根据与由10Base-T、

100Base-T、100Base-TX、100Base-T2、100Base-T4、1000Base-T、1000Base-TX、10GBase-CX4

和10GBase-T组成的群组中所选的一标准，或与之相容相容或基于所述标准；以及所述LAN

连接器是一RJ-45连接器。

642.根据权利要求63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附加有线网络是基于一数据

包或基于交换的广域网路(WAN)，所述附加连接器是一WAN连接器，和所述有线收发器是一

WAN收发器。

643.根据权利要求63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附加有线网络是根据或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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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串行外围接口(SPI)总线、内部集成电路(I2C)总线或1-线总线兼容。

644.根据权利要求48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通过一信号调节

器从所述连接器接收到一信号的信号调节或操纵。

645.根据权利要求l6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信号是一线性或非线性的调

节或操纵。

646.根据权利要求64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信号调节器选自所述群组包

括一操作或一仪器放大器、一多路复用器、一频率转换器、一频率电压转换器、一电压频率

转换器、一电流电压转换器、一电流环转换器、一电荷转换器、一衰减器、一采样保持电路、

一峰值检测器、一电压或限流器、一延迟线或电路、一级转换器、一电流隔离器、一阻抗变压

器、一线性化电路、一校验器、一无源或有源(或自适应)滤波器、一积分器、一偏差器、一均

衡器、一频谱分析仪、一压缩器或一解压缩器、一编码器(或解码器)、一调制器(或解调器)、

一模式识别器、一平滑器、一噪声去除器、一平均或RMS电路、以及所述的任何组合。

647.根据权利要求48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第一或所述第二存储器是一

非易失性存储器。

648.根据权利要求64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非易失性存储器包括硬盘驱

动器(HDD)、固态硬盘(SSD)、RAM、SRAM、DRAM、TTRAM、Z-RAM、ROM、PROM、EPROM、EEPROM、基于

闪存的存储器、CD-RW、DVD-RW、DVD+RW、DVD-RAM  BD-RE、CD-ROM、BD-ROM或DVD-ROM。

649.根据权利要求48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用于与一无线网络一起使用，所述分

析器方法进一步包括通过一天线在所述空中发送和接收射频(RF)信号；通过耦合到所述天

线的一无线收发器，通过所述无线网络无线发送和接收数字数据。

650.根据权利要求64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无线网络是一无线的广域网

路(WWAN)，所述无线收发器是一WWAN收发器，并且所述天线是一WWAN天线。

651.根据权利要求650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WWAN是一无线宽带网络。

652.根据权利要求65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无线网络是一WiMAX网络，其

中所述天线一WiMAX天线和所述无线收发器是一WiMAX调制解调器，并且所述WiMAX网络根

据兼容或基于IEEE  802.16-2009。

653.根据权利要求65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无线网络是一蜂窝电话网，

所述天线是一蜂窝天线，而所述无线收发器是一蜂窝调制解调器。

654.根据权利要求65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蜂窝电话网络是使用从UMTS 

W-CDMA、UMTS  HSPA，UMTS  TDD、CDMA2000  IxRTT、CDMA2000  EV-DO和GSM  EDGE-Evolution组

成的群组中选择的一协议的第三代(3G)网络，或其中所述的蜂窝电话网络包括从使用HSPA

+、Mobile  WiMAX、LTE、LTE-Advanced、MBWA、或基于IEEE  802.20-2008的群组中选择的一协

议的第四代(4G)网络。

655.根据权利要求64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无线网络是一无线个人区域

网路(WPAN)，所述无线收发器是一个WPAN收发器，而所述天线是一WPAN天线。

656.根据权利要求65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WPAN是根据兼容或基于蓝

牙、蓝牙低功耗(BLE)或IEEE  802.15.1-2005标准或其中所述WPAN是根据或基于ZigbeeTM、

IEEE  802.15.4-2003或Z-WaveTM标准的一无线控制网络。

657.根据权利要求64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无线网络是一无线区域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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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AN)，所述无线收发器是一WLAN收发器，而所述天线是一WLAN天线。

658.根据权利要求65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WLAN是根据兼容或基于从

IEEE  802.11-IEEE、IEEE  802 .11、IEEE  802 .11b、IEEE  802.11g、IEEE  802.11n和IEEE 

802.11ac组成的所述群组中选择的一标准。

659.根据权利要求64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无线网络是超过一许可或未

经许可的无线电频带。

660.根据权利要求65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无线网络是一工业、科学和医疗

(ISM)无线电频带的所述无牌无线电频带。

661.根据权利要求48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用于一附加有线网络使用一附加有线

媒介，所述分析器方法进一步包括通过一附加连接器连接到所述附加有线媒介，并用于发

送和接收数字数据在所述附加有线网络上通过一有线收发器耦合到所述附加连接器。

662.根据权利要求66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附加有线网络是一个人区域

网路(PAN)，所述附加连接器是一PAN连接器，并且所述有线收发器是一PAN收发器。

663.根据权利要求66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附加有线网络是一本地区域

网路(LAN)，所述附加连接器是一LAN连接器，并且所述有线收发器是一LAN收发器。

664.根据权利要求66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LAN是以太网络为基础。

665.根据权利要求66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LAN是根据与IEEE  802 .3-

2008标准兼容或者是基于IEEE  802.3-2008标准。

666.根据权利要求66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LAN是根据与由10Base-T、

100Base-T、100Base-TX、100Base-T2、100Base-T4、1000Base-T、1000Base-TX、10GBase-CX4

和10GBase-T组成的群组中所选的一标准，或与之相容相容或基于所述标准；以及所述LAN

连接器是一RJ-45连接器。

667.根据权利要求66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附加有线网络是基于一数据

包或基于交换的广域网路(WAN)，所述附加连接器是一WAN连接器，和所述有线收发器是一

WAN收发器。

668.根据权利要求66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附加有线网络是根据或基于

与一串行外围接口(SPI)总线、内部集成电路(I2C)总线或1-线总线兼容。

669.根据权利要求66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附加有线网络是一运输载具

总线和所述有线收发器是一运输载具总线收发器。

670.根据权利要求66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使用确认、仲

裁和错误检测方案，或与多主机串行协议兼容。

671.根据权利要求670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应用基于使用

或兼容一同步和基于帧的协议。

672.根据权利要求66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包括基于使用

或兼容一控制器区域网络(CAN)，并且所有的有线收发器是一个CAN收发器。

673.根据权利要求67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CAN是根据基于使用或与从

ISO  11898-3：20062006、ISO  11898-2：2004、ISO  11898-5：2007、ISO  11898-6：2013、ISO 

11992-1：2003、ISO  11783-2：2012、SAE  J1939/ll_201209、AE  J1939/15_201508、车载诊断

(OBD)和SAE  J2411_200002组成的群组中被选择的标准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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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4.根据权利要求67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CAN是根据基于使用或与灵

活数据速率(CANFD)协议兼容。

675.根据权利要求66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包括基于使用

一本地互连网络(LIN)或与本地互连网络(LIN)兼容，并且所述有线收发器是一LIN收发器。

676.根据权利要求67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LIN是根据，使用基于或与从

ISO  9141-2：1994、ISO  9141：1989、ISO  17987-1、ISO  17987-2、ISO  17987-3、ISO  17987-

4、ISO  17987-5、ISO  17987-6和ISO  17987-7组成的一群组中选择的标准。

677.根据权利要求66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使用、基于使

用FlexRay协议或与FlexRay协议兼容，并且所述有线收发器是一FlexRay收发器。

678.根据权利要求67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FlexRay协议是根据使用或

兼容一种选自ISO  17458-1：2013、ISO  17458-2：2013、ISO  17458-3：2013、ISO  17458-4：

2013或ISO  17458-5：2013的一组标准。

679.根据权利要求66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其中运输载具总线使用基于

由媒体导向系统传输(MOST)协议组成或与之兼容，并且所述有线收发器是一个MOST收发

器。

680.根据权利要求67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MOST协议是根据，使用或兼

容于MOST25、MOST50和MOST150组成的一组标准。

681.根据权利要求66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使用或与车辆

以太网兼容。

682.根据权利要求68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使用一单个双

绞线。

683.根据权利要求68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包括使用基于

或兼容IEEE  802 .3  lOOBaseTl、IEEE  802 .3  lOOOBaseTl、 或IEEE 

802.3bw-2015标准。

684.根据权利要求48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将信号发送到所述媒介包括通过

所述多个装置中的每一个改变接收的一串比特中的一单个比特。

685.根据权利要求48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信号传输到所述媒介包括改

变由所述多个装置中的每一个接收的一串比特中的多个连续或非连续比特。

686.根据权利要求68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信号传输到所述媒介包括改

变由所述多个装置中的每一个接收的一串比特中的4,6,8或更多个连续或非连续比特。

687.根据权利要求48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媒介承载数据作为显性

(‘O’)或隐性(‘1’)比特，并且其中将信号发送到所述媒介包括传输高电压或高电流脉冲，

用于将一个或多个位从隐性比特改为显性比特，以通过所述多个装置中的每一个接收的一

串比特中的一个或多个比特被改变。

688.根据权利要求68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有线网络是一总线，其应用、

使用、基于由一控制器区域网络(CAN)定义帧结构所组成或与之兼容,并且其中所述帧中的

至少一个特定比特从隐性比特被改变为显性比特。

权　利　要　求　书 43/43 页

44

CN 110325929 A

44



用于检测有线网络变化的信号波形分析的系统和方法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2] 本专利申请要求于2016年12月7日提交的美国临时申请第62/430,988号的权益，

特此在此引用。

技术领域

[0003] 本发明公开一般涉及用于通过物理层分析一接收信号波形来监视、隔离和保护一

有线网络的活动的装置和方法，特别是，涉及通过波形分析检测有线网络中的变化，如连接

一授权装置或一未经授权替换通过网络通信的一装置。

背景技术

[0004] 除非另有说明,本发明部分描述的所述材料不是本申请中所述权利要求的现有技

术,并且不得通过包含在本节中而被承认为现有技术.

[0005] 物理层(Phys i ca l  la y e r ,PH Y)。所述开放系统互连(Ope n  Sy s te m s 

Interconnection,OSI)模型由所述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定义并由所述标识ISO/IEC  7498-1维护，包括七层。所述物理层或

层1是所述第一层和最低层。所述物理层包括用于一网络传输技术的所述基本网络硬件。它

是所述一级网络中所述更高级别功能的所述逻辑数据结构的基础层。所述物理层定义所述

数据一连接的所述电气和物理规范。它定义了一装置和一物理传输媒介之间的所述关系

(例如，一铜或光纤光缆和射频)。这包括所述引脚布局、电压、线路阻抗、电缆规格、信号时

序以及用于无线装置的连接装置和频率(5GHz或2.4GHz等)的类似特性。它负责在一物理媒

体中传输和接收非结构化原始数据。它可以将传输模式定义为单工，半双工和全双工。它进

一步将所述网络拓扑定义为总线、网格或环是所述最常见的。

[0006] 由所述物理层定义所述传输原始比特的方式，而不是逻辑数据包通过连接网络节

点的一条物理链路。所述比特流可以被分组为代码字或符号，并且被转换为通过一硬件传

输媒体传输的一物理信号。所述物理层为所述传输媒体提供电气、机械和程序接口。所述物

理层执行的所述主要功能和服务是逐位或逐符号传送，为物理传输媒介提供一个标准化接

口，包括电连接器和电缆的机械规格，例如最大电缆传输线信号电平和阻抗的电气规范、无

线电接口，包括电磁频谱频率分配和信号强度、模拟带宽、调制、线路编码、同步串行通信中

的比特同步、异步信号和异步流量控制的串行通信规范、电路交换、多路复用、电路交换连

接的建立和终止、载波侦听和冲突检测(一些二级多址协议使用)、均衡滤波、训练序列、脉

冲整形和物理信号的其他信号处理、前向错误校正、比特交织和其他信道编码。所述物理层

还涉及比特率、点对点、多点或点对多点线路配置、物理网络拓扑，例如总线、环网、网状或

星形网络、串行或并行通信、单工、半双工或全双工传输模式，以及自动协商。

[0007] 媒介。在一通信网络中，实现所述通信协议的某些部分的多个装置或通过一传输

媒介进行通信，所述传输媒介是一信号传播的一传输路径，如一对线、同轴电缆、波导、光纤

或无线电路径。这种媒介可包括任何材料，如光纤电缆、一对双绞线、同轴电缆、电媒介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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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导、水和空气，它们可用于信号的传播，通常以所述调制无线电的形式，从一点到另一点

的声波。一自由空间通常也被认为是电磁波的一传输的媒介，尽管它不是一种材料媒介。一

媒介由一专用电缆或其他结构组成，用于承载射频交流电，即一频率足够高的电流，其波性

质必须被考虑为一传输线。传输线通常用于诸如将无线电发射器和接收器与其天线连接的

目的。

[0008] 所述在一网络中两节点之间的所述数字数据的信息传递通常利用一线路驱动器

将所述信号发送到所述导体，作为连接所述两节点的所述传输媒体，以及一线接收器从所

述传输媒介接收所述传送的信号。所述通信可使用一专有接口或优选一工业标准，其通常

定义所述电信号特性，如电压电平、信号速率、信号的定时和转换速率、耐压水平、短路行为

和最大负载电容。进一步，所述工业标准可以定义所述接口机械特性，如所述可插拔连接器

和引脚识别和引脚输出。在一个示例中，所述模块电路可以用于工业或用于连接串行二进

制数据信号的其他标准。优选地，所述线路驱动器，所述线接收器及其相关电路将受到保护

免受静电放电(Electro-Static  Discharge,ESD)、电磁干扰(EMI/EMC)和故障(故障保护)，

并采用适当的终端、故障安全方案并支持实时插入。优选地，使用一点对点连接方案，其中

一单线路驱动器与一单线接收器通信。然而，也可以使用多点或多点配置。进一步，所述线

路驱动器和所述线接收器可以集成到一单独的IC(Integrated  Circuit,集成电路)中，通

常称为收发器IC。向一媒介传输数据的一装置通常使用一线路驱动器，其通常包括一电子

放大器作为用于一线路设计的一部分，如一传输线，并且优选地对所所述媒介进行优化。所

述放大器的所述输出阻抗通常与所述传输线的所述特征阻抗相匹配。所述线路驱动器通常

将所述模块内部数字逻辑电路(例如，CMOS、TTL、STTL和HCMOS)使用的所述逻辑电平转换为

要通过所述媒介传输的一信号。在所述接收装置中，使用一线接收器，其通常将所述接收的

信号转换为所述模块内部数字逻辑电路(例如，CMOS、TTL、LSTTL和HCMOS)使用的所述逻辑

电平。一线路驱动器和一线接收器通常被称为一收发器(发送器加接收器)或者是其中一部

分，以及被用于节点中，从所述媒介将数字数据发送到所述媒介以及接收数字数据。在所述

的所述信号被调制的情况下，使用一调制解调器(一调制器-解调器)装置，它通过改变该载

波的幅度、频率或相位将数字信息编码到一模拟载波信号上。所述解调器从一类似修改的

载波中提取数字信息。一调制解调器将数字信号转换成适合在一模拟媒体上传输的一形

式。

[0009] 线。一电线是一种通常为圆柱形的柔性股线或金属棒，通常用于承载电力和电信

信号。线通常是通过在一个模具或拉板中通过一孔拉制所述金属而形成的，并且线规具有

各种标准尺寸，如一规格数所表示的。线以实芯，绞合或编织形式出现。尽管通常为圆形横

截面，但线可制成方形、六边形、扁平矩形或其他横截面，用于装饰或用于技术目的，如扬声

器中的高效音圈。一对线由两个用于形成或服务于一电路的导体组成。电缆。一根电缆是一

个或多个绝缘导体或光纤或两者的组合的组件，在一包封套内，其中所述导体或纤维可单

独使用或成组使用。一种典型的电缆由两根或多根并排连接的线制成，并且粘接、绞合或编

织在一起形成一单一组装，其所述端部可以连接到两个装置，使得能够从一个装置传输电

信号到其他装置。

[0010] 有线。有线或有线网络使用导体，通常是金属线导体，作为所述传输媒体。用于普

通电缆的所述传输媒介包括双绞线、同轴电缆、带状线和微带线。微带线是一种电力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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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可以使用印刷电路板技术制造，用于传输微波频率信号。它由一导电带组成，其通过称

为所述基板的一介电层与一接地平面分开。微波元件如天线、耦合器、滤波器、率分配器等

可由微带形成，所述整个装置存在于所述基板上的所述金属化图案。一个带状线电路使用

一扁平金属条带，其夹在两平行的接地平面之间，其中所述基板的绝缘材料形成一电介质。

所述条带的宽度、所述基板的厚度和所述基板的相对介电常数确定所述条带的特征阻抗，

即一传输线。各种电缆在标准线和电缆公司2006年出版的“Technical  Handbook&Catalog”

第12版中进行了描述，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011] 双绞线。一对绞线是一对单独绝缘的导体(或导线)绞合在一起并在所述电信号或

电源的传输中作为一实体处理。一对双绞线通常由两个单独绝缘的实心或绞合导体(或导

线)组成。因为所述导线被绞合在一起，所以干扰信号倾向于以频繁的间隔产生相反的电磁

力，从而降低所述干扰对所述信号或所进行的电源电压的所述影响。在平衡对操作中，也称

为差模传输，所述两条线携带相等和相反的信号，并且所述目的地检测所述两者之间的所

述差。噪声源通过耦合电场或磁场将信号引入所述导线，并且倾向于均等地耦合到两条导

线。所述噪声因而产生一个共模信号，当采用所述差信号时，该信号在所述接收器处被消

除。平衡绞线对在电信行业标准(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Standard ,TIA)下标准

化，该标准是ANSI/TIA/EIA-568-B.2-2001中所述电子工业联盟(Electronic  Industries 

Alliance,EIA)的一部分，标题为：“Part2:Balanced  Twisted-Pair  Cabling部件“标准于

2001年5月发布，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012] 非屏蔽双绞线(Unshielded  Twisted  Pair,UTP)。一非屏蔽双绞线(Unshielded 

Twisted  Pair,UTP)电缆广泛用于电话网络和许多数据通信应用中，并未被任何屏蔽所包

围。常用的室内UTP电缆用于以太网络，通常用22或24美国线规(American  Wire  Gauge ,

AWG)测量的铜线制成，所述彩色绝缘通常由一绝缘体如聚乙烯或FEP制成，并且所述总包装

用一聚乙烯夹克。对于包含数百或数千对的室外电话电缆，所述电缆分为较小但相同的电

缆束。每个捆绑包含具有不同扭曲率的双绞线。所述束被绞在一起以构成所述电缆。所述对

具有相同扭曲率在所述电缆内仍然会经过一定程度的串扰。

[0013] 屏蔽双绞线(Shielded  Twisted  Pair,STP)。通常屏蔽双绞线电缆以防止电磁干

扰。屏蔽提供一导电屏障以衰减所述屏蔽外部的电磁波，并提供一传导路径，通过该传导路

径感应电流可循环并返回到所述源，通过接地参考连接。这种屏蔽可应用于单个对或四边

形或应用于所述对的集合。单个对被挫，而整个电缆可以使用编织屏、箔或用箔编织。当屏

蔽应用于所述对的集合时，这通常被称为屏蔽，但是不同的供应商和作者使用“筛选”、“屏

蔽”和“STP”不一致地表示各种屏蔽电缆类型。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和所述国际电工委员会(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IEC)ISO/IEC  11801：2002标准通过使用三个字母的组合

国际标准化所述屏蔽电缆的各种名称“-U”用于非屏蔽，”S”用于编织屏蔽(在外部只有一

层)和”F”用于挫败屏蔽，”-“明确指出用于整体电缆保护和单个对或四边形的屏幕类型，使

用”x/xTP”形式的两部分组成的缩写。因为屏蔽是由金属制成的，所以它也可以作为一地。

通常，屏蔽双绞线电缆具有添加的特殊接地线，称为排扰线，其电连接到屏蔽或屏幕。排扰

线简化了连接器与地的连接。

[0014] 常用的罩式结构类型包括单个罩(U/FTP)，也称为金属箔对，屏蔽双绞线和屏蔽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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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线，其中每个双绞线或四边形用铝箔单独屏蔽。这种类型的屏蔽保护电缆免受进入或离

开所述电缆的外部EMI的影响，并且进一步保护相邻对免受串扰。整体罩(F/UTP，S/UTP和SF 

UTP)电缆，也称为挫败的双绞线、屏蔽双绞线和筛选双绞线，包括整个箔，编织罩或编织箔，

覆盖所有所述对在所述100欧姆双绞线电缆内。这种类型的屏蔽有助于防止EMI进入或离开

所述电缆。单根和整体罩(F/FTP，S/FTP和SF/FTP)电缆，也称为全屏蔽双绞线、筛选挫败双

绞线、屏蔽挫败双绞线、筛选屏蔽双绞线和屏蔽筛选双绞线，使用在所述双绞线组之间使用

箔片的单独屏蔽，以及一外部箔和/或编织屏蔽。这种类型的屏蔽有助于防止EMI进入或离

开所述电缆，并且进一步保护相邻对免受串扰。国际标准ISO/IEC  11801-“Information 

technology-Genericcabling  for  customer  premises”规定了适用于广泛应用的通用电

信布线系统(结构化布线)(模拟和ISDN电话、各种数据通信标准、楼宇控制系统、工厂自动

化)。它涵盖平衡铜缆和光纤布线，类别包括3类、5类、5e类、6类、6A类、7类、7A类、8.1类和

8.2类。一个5e类电缆的例子是”Cat  5e  Unjacketed  MSHA  Data 24  AWG  Solid  BC，

PO/PVC/PVC，CMR，CMX-Outdoor”零件编号11700A可从Belden  Inc.(总部设在圣路易斯，密

苏里州，美国)并描述Belden  Inc.出版部件#PF_l  1700A日期为2016年11月10日，其全部内

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一个例子是7类电缆的”7类非粘合对ScTP电缆”

部件号1885ENC可从Belden  Inc .并在Belden  Inc .中描述出版部件#PF_1885ENC日期为

2016年11月10日，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如果在此完全阐述。

[0015] 同轴电缆。一根同轴电缆是一根电缆，由一绝缘材料包围的中心导体和一同心外

导体和可选的保护罩组成，全部为圆形截面。同轴电缆主要用于CATV和其他宽带，视频或RF

应用。同轴电缆通常具有一内导体，由一管状绝缘层包围，由一管状导电屏蔽围绕。许多同

轴电缆还具有一绝缘外护套或护套。所述术语“同轴”来自所述内导体和所述外罩共享一几

何轴。同轴电缆不同于用于承载低频率信号的其他屏蔽电缆，因为所述电缆的所述尺寸被

控制为提供一精确、恒定的导体间隔，是作为一传输线有效运行所需的。

[0016] 同轴电缆使用一内部导体(通常是一根实心铜，多股铜或镀铜钢丝)导电信号，所

述导体由一层绝缘层包围以及全部由一屏蔽包围，通常为一至四层编织金属编织物和金属

带。所述电缆由一外绝缘护套保护。正常情况下，所述罩保持在地电位，并且对所述中心导

体施加一信号承载电压。同轴设计的所述优点是电场和磁场限于所述电介质，在所述屏蔽

外部几乎没有泄漏。较大直径的电缆和具有多个屏蔽的电缆具有较少的泄漏。该特性使得

同轴电缆成为承载弱信号的良好选择，所述弱信号不能承受来自所述环境的干扰或者不允

许辐射或耦合到相邻结构或电路中的更强电信号。

[0017] 所述电缆的所述特性阻抗由所述内绝缘体的介电常数和所述内外导体的半径确

定。一个受控的电缆特性阻抗很重要，因为所述的源和负载阻抗应匹配，以确保最大功率传

输和最小驻波比。同轴电缆的其他重要特性包括作为频率、电压处理能力和罩质量的函数

的衰减。所用的介电材料通常是泡沫聚乙烯(Foamed  Polyethylene ,FPE)、固体聚乙烯

(Solid  Polyethylene ,PE)、聚乙烯泡沫(Polyethylene  Foam ,PF)、聚四氟乙烯

(Polytetrafluoroethylene,PTFE)和空气间隔聚乙烯(Air  Space  Polyethylene,ASP)。一

个例子的一同轴电缆是”4749R同轴电缆-低损耗串行数字同轴电缆”部件号4794R可从

Belden  Inc.获得并在Belden  Inc.中描述。出版物标题为：”4749R  Coax-Low  Loss  Serial 

Digital  Coax”修订号：1日期07-15a2016，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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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另一个例子的一RG-59/U型同轴电缆是”1505A同轴电缆-RG-59/U型”部件号1505A从

Belden  Inc.获得并在Belden  Inc.中描述。出版物名称为：”1505A  Coax-RG-59/U  Type”修

订号：10日期06-17-2016，其全部内容为了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018] 拓扑。一有线网络由连接到一网络的所述元件(节点)的所述特定物理布置定义，

尽管所述网络可以在物理互连，节点之间的距离，传输速率和/或信号类型方面不同。网络

拓扑是所述计算网络的所有各种元素(链接，节点等)的所述布置。本质上，它是一网络的所

述拓扑结构，可在物理上或逻辑上描述。物理拓扑是所述网络的各种部件的放置，包括装置

位置和电缆安装，而逻辑拓扑说明数据如何在一网络内流动，而不管其物理设计如何。节点

之间的距离，物理互连，传输速率或信号类型可能在两个网络之间不同，但它们的拓扑可能

相同。传统上，识别出八种基本拓扑：点对点、总线、星形、环形或圆形、网格、树形、混合和菊

花链。

[0019] 一点到点拓扑是一种配置，其中只有一节点连接在一专用媒体上。在一种总线拓

扑(也称为线性拓扑)中，所有节点，例如站，通过一单独的媒体连接在一起。一完全连接的

拓扑(也称为全连接网状网络)，任意两个节点之间有一直接路径，因此对于n个节点，有n

(n-1)/2个直接路径。在一环拓扑中，每个节点连接两分支。一环拓扑实际上是一闭环中的

一总线拓扑，其中数据在一方向上绕所述环行进。当一节点向另一节点发送数据时，所述数

据通过所述环上的每个中间节点，直到达其目的地。所述中间节点重复(重传)所述数据以

保持所述信号强。每个节点都是一个同伴；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没有层次关系。如果一节点

不能重传数据，则它在所述总线中在所述节点前后切断节点之间的通信。

[0020] 任何两个或更多网络拓扑的组合称为混合拓扑。一种网络拓扑，其中外围节点连

接到一中心节点，其将从任何外围节点接收的所有传输重新广播到网络上的所有外围节

点，包括所述始发节点，被称为星形拓扑。所有外围节点可通过仅向所述中心节点发送和从

所述中心节点接收来与所有其他节点通信。如果所述中心节点是被动的，则所述始发节点

必须能够容忍其自身传输的一回声的接收，延迟所述双向传输时间，例如往返于所述中心

节点，加上任何产生的延迟。一活跃的星网络有一活跃的中心节点，通常有方法防止与回声

有关的问题。

[0021] 在本地是使用总线拓扑的一网络，每个节点通过接口连接器的所有帮助连接到一

单一电缆。中央电缆是所述网络的骨干，被称为所述总线。来自所述源的一信号双向行进到

所述总线电缆上连接的所有节点，直到找到所述预期接收者为止。如果所述节点地址与所

述数据的所述预期地址不匹配，则所述机器忽略所述数据。或者，如果所述数据与所述节点

地址匹配，则接受所述数据。由于所述总线拓扑结构仅包含一根或两根导线，因此与其他拓

扑结构相比，实现起来相当便宜。在一线性总线中，所述网络的所有所述节点连接到具有正

好两个端点的一个公共传输媒体(这是所谓的“总线”，其通常也被称为所述主干或干线)-

在所述网络中的节点之间传输的所有数据都通过该公共传输媒体传输，并且能被所述网络

中的所有节点同时接收。在一星形拓扑网络中，每个网络节点通过一点到点连接到一中心

集线器，因此有效地每个节点在所述集线器的所有帮助下间接连接到每个其他节点。在星

型拓扑中，每个节点都连接到一集线器、路由器或交换机的中心节点。所述开关是服务器，

所述外围设备是客户端。所述网络不一定必须类似于被归类为一星网络，但所述网络上的

所有所述节点必须连接到一中央装置。遍历所述网络的所有流量都通过所述中央枢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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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集线器充当一信号中继器。所述星形拓扑被认为是所述最简单的拓扑设计和实现。所述

星形拓扑的一个优点是所述简单的添加额外节点。所述星型拓扑的所谓主要缺点是所述中

枢代表一单一点的失效。

[0022] 双工。在使用点对点拓扑的一有线网络中，所述通信可以是单向的(也称为单向)，

其中所述传输仅在一个方向上。或者，可以采用一次双工(双向)通信，如半双工或全双工。

一个双工通信信道需要两个以相反方向操作的单工通道。在半双工操作中，一个媒介上的

一次传输可以是任一方向，但一次只能是一个方向，而在全双工配置中，每个端口可以同时

发送和接收。

[0023] 平衡/不平衡线。一同轴电缆的传输线，其中所述两导体上的电压的大小相对于地

不相等，被称为不平衡线。在这种不平衡电路中，所述电路的端口之间的传输特性对于每个

端口的两极是不同的。通常每端口的一极点与一公共电位(单端信号)相连。这常见点通常

是地面或地球(接地线)，但它实际上根本不能连接到电气接地。一平衡线是指在所述存在

的地面上由两导体组成的一条传输线，能够以所述一种方式操作，使得所有两导体在所有

横向平面上的所述电压大小相等且极性相反。相对于地(差分信号)，所述两导体中的所述

电流大小相等且方向相反。一平衡线可在一不平衡状态下操作。

[0024] 通常在一平衡线或平衡信号对中，所述传输线由所述相同类型的两导体组成，每

导体沿其长度具有相等的阻抗并且对地和其他电路具有相等的阻抗。所述平衡线格式的主

要优点是在馈入一差分放大器时能很好地抑制外部噪声。平衡线的常见形式是双引线，用

于无线电频率信号和双绞线，用于较低频率。它们与不平衡线路形成对比，例如同轴电缆，

其设计使其返回导体接地，或者其返回导体实际上是接地的电路。平衡和非平衡电路可以

使用一称为”巴伦”(Balun)的变压器互连。

[0025] 一平衡线允许一差分接收器通过抑制共模干扰来减少一连接的所述噪声。所述线

具有与地相同的阻抗，因此所述干扰场或电流在两条线中都引起相同的电压。由于所述接

收器仅响应所述导线之间的差异，因此不受所述感应噪声电压的影响。如果在一不平衡电

路中使用平衡线，每导体与地的阻抗不同，在所述单独导体中感应的电流将导致不同的电

压降到地，因此产生一电压差，使得所述线更容易受到噪声的影响。双绞线的示例包括5类

电缆。与不平衡电路相比，平衡线减少了每个距离的噪声量，允许更长的电缆运行。这是因

为电磁干扰会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两个信号。当从其他信号中减去一个信号时，在所述传输

路径的末端自动移除两个信号之间的相似性。

[0026] 一微分信号的例子,可使用一平衡线为工业标准TIA/EIA-422(也称为RS-422)。美

国国家标准ANSI/TIA/EIA-422-B(以前为RS-422)及其国际等效ITU-T建议书V11(也称为

X.27)是规定“平衡电压数字接口电路电气特性”的技术标准。所述技术标准提供使用平衡

或差分信令的数据传输，具有单向/不可逆，端接或无端接的传输线，点对点。所述RS-422标

准的视图可以在2000年1月的国家半导体应用笔记1031出版物ANO  12598中找到，题为：

“TIA/EIA-422-B概述”和B&B电子产品出版物“RS-422and  RS-485应用说明“日期为2006年6

月，其全部内容均为所有目的而包含在内，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RS-422接收器的一个例

子是型号MAX3095，可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桑尼维尔的马克西姆集成产品公司获得，在所述

数据表中描述“±15kVESD受保护的,10Mbps ,3V/5V,Quad  RS-422/RS-485接收器“出版号

19-0498  Rev.l  10/00，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一个RS-422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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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驱动器的示例是RS-422变送器型号MAX3030E，可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桑尼维尔的马克西

姆集成产品公司获得，在所述数据表中描述“+15kV  ESD受保护的,3.3V  Quad  RS-422发射

器“出版号19-2671Rev.O  10/02，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一RS-

422接收器的示例是型号MAX3095，可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桑尼维尔的马克西姆集成产品公

司获得，在所述数据表“+15kV  ESD-受保护的,10Mbps,3V/5V,Quad  RS-422/RS-485接收器

“出版号19-0498Rev.l  10/00，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027] 可以在一非平衡线路上使用的单一结束信令的示例可基于电子工业协会(ETA)和

电信工业协会(TIA)EIA/TIA-232，也称为推荐标准RS-232和ITU-T(所述国际电信联盟

(ITU)的所述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V.24(以前为CCITT标准V.24)。类似地，可以使用基

于RS-423的串行信令标准。一RS-232收发器的例子是型号MAX202E，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桑

尼维尔的马克西姆集成产品公司获得，在所述数据表“+12kV  ESD-受保护的,+5V  RS-232收

发器”出版物编号19-0175  Rev.6  3/05，其全部内容为了所有目的而包含在内，如同在此完

全阐述一样。

[0028] 串行/并行传输。所述通过一网络媒介的通信可使用串行或并行传输。串行传输涉

及一代表一个字符或其他数据实体的一组信号元素的顺序传输，因此所述字符在一单线上

一序列传输，而不是同时在两个或多个线路上传输，如并行传输。通常，串行通信涉及一次

一比特地发送数据的过程，顺序地，通过一通信媒介或计算机总线。这与并行通信形成对

比，在并行通信中，在具有多个并行通道的一链路上将一些比特作为整体发送。

[0029] 所述一字符或其他数据项的信号元素的所述同时传输被称为一并行传输，其中在

两个或更多个单独的路径上同时传输相关的信号元素。这种方法涉及同时传送多个二进制

数字(比特)。其与串行通信形成对比，后者一次只传达一单一比特；这种区别是表征一通信

链路的一种方式。所述一并行和一串通信信道之间的基本区别在于所述物理层用于传送比

特的电导体的数量。并行通信意味着不止一个这样的导体。例如，一个八比特并行信道将同

时传送八个比特(或一个字节)，而一个串行信道将一次一个地传送那些相同的比特循序

地。如果两个通道以所述相同的时钟速度操作，则所述并行通道将快八倍。一个并行通道可

以具有用于其他信号的附加导体，例如一个时钟信号以节奏所述数据流，一信号来控制所

述数据流的方向，以及握手信号。

[0030] 在一平衡线上的一个单向通信的例子，根据RS-422，如图1中的一布置10a所示。一

线通信媒介16包括两导体或导线14a和14b，以一点对点拓扑连接，并且可以是一平衡线，例

如一UTP。一装置'A'15a在一端连接为一节点，在所述其他媒体端连接一个设置'B'15b，并

通过连接器13a和13b分别连接到所述媒介16。所述装置'A'15a包括一平衡线路驱动器11，

其连接到所述连接器13a，用于差分信号传输到所述媒介16，并且所述装置'B'15b包括连接

到所述的一平衡线接收器12述连接器13b，用于从所述媒介16接收差分信号。一布置10b，如

图1所示。图1公开了使用一个屏蔽的介质16a，其可以包括一STP，其中所述两个导体或导线

14a和14b由连接到所述地的一罩14c屏蔽。一端终端阻抗如一电阻R19连接在所述接收端，

用于匹配所述的介绍阻抗，以减少信号反射。在国家半导体公司应用笔记806(编号

AN011336，日期为1992年4月)中描述了适当的终端技术和影响有线网络中的信号波的因

素，标题为：“数据传输线路及其特点”、应用笔记807(编号AN011337，日期为1992年3月)题

为：“反射:计算和波形”以及应用笔记808(编号AN011338，日期为1992年3月)题为：“传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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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长，数据信号质量好”，所有都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完全一样这里阐述。

[0031] 在所述点对点拓扑平衡线16上的双向通信的一个例子，如图1中所示的一布置20。

一装置'E'15e在一端连接为一节点，在所述其他媒体端连接一装置'F'15f，并通过连接器

13a和13b分别连接到所述媒介16。除了所述平衡线路驱动器11之外，所述装置'E'15e进一

步包括一线接收器12a，两者均连接到所述连接器13a，用于差分信号发送到所述媒介16并

从所述媒体16接收。类似的，除了所述平衡线接收器12之外，所述装置'F'15f进一步包括一

线路驱动器11a，两者都连接到所述连接器13b，用于从所述连接器13b接收并用于传送到所

述媒介16。终端阻抗如电阻器19a和19b在两端连接，以匹配所述的介绍阻抗，以减少信号反

射。虽然所述终端19b显示在所述装置'15'的外部，但是一终端可以实现为一节点的一部

分，如所述终端19a所示，作为所述装置'F'15f的一部分。

[0032] 前述以一条平衡线路上的差分信令为例，可使用一不平衡媒体上的单端信令，例

如根据RS-232，如图1所示的一布置30。一有线通信媒介14包括单导体或线14a，以一点对点

拓扑连接。一装置'C'15c在一端连接为一节点，在所述其他媒体端连接一装置'D'15d，并通

过连接器13a和13b分别连接到所述媒介14a。所述装置'C'15c包括连接到所述连接器13a的

一个单端或非平衡线路驱动器17，用于传送到所述媒介14a的非差分信号，并且所述装置'

D'15d包括一非平衡线接收器18连接到所述连接器13b，用于从所述媒介14a接收非差分信

号。一终端阻抗如一电阻19a连接在所述接收端，用于匹配所述媒介阻抗，以减少信号反射。

[0033] 在所述点对点拓扑不平衡线14a上的双向通信的一个例子，如图3所示的一布置

30b。一装置'G'15g在一端连接为一节点，在所述其他媒体端连接一装置“H”15h，并通过连

接器13a和13b分别连接到所述媒介14a。除了所述非平衡线路驱动器17，所述装置'G'15g进

一步包括一单端线接收器18，两者都连接到所述连接器13a，用于非差分信号发送到，并用

于接收述所媒介14a。类似的，除了一平衡线接收器18a，所述装置 '15h进一步包括一单端

线路驱动器17a，两者都连接到所述连接器13b，用于从非差分信号接收，并用于发送到，所

述媒介14a。阻抗如电阻器19a和19b在两端连接作为用于匹配所述媒介阻抗以减少信号反

射的终端。

[0034] 在一平衡线上的一个多点'总线'拓扑通信的一个例子，根据RS-485，在如图4中所

示的一布置40。所述有线通信媒介16包括两导体或导线14a和14b，以一点对点拓扑结构协

同连接，并且可以形成一平衡线，例如一UTP或STP。总线装置'A'41a、总线装置'B'41b和总

线装置'C'41c沿着所述媒介(或所述媒介端)连接在不同的点上，并通过连接器13a ,13b,

13c分别连接到所述媒介16。所述总线装置'A'41a ,'B'41b,'C'41c分别包括平衡线路驱动

器41a,41b,41c，以及平衡线接收器42a、平衡线接收器42b和平衡线接收器42c，可为各个收

发器43a,43b,43c的部分，分别连接到所述连接器13a,13b,13c，用于连接到所述媒介16。阻

抗如电阻器19a和19b在所述媒介16的两端连接，作为与所述媒介阻抗匹配的终端，用于减

少信号反射

[0035] 帧。一帧是计算机网络和电信中的一数字数据传输单元。一帧通常包括由一比特

序列或符号组成的帧同步特征，所述符号指示所述接收器有效数据的所述有效数据的开始

和结束，所述有效数据在所述符号流或所接收的比特中。如果一接收器在一帧传输的中间

连接到所述系统，则它在检测到一新的帧同步序列之前忽略所述数据。

[0036] 在所述计算机网络的OSI模型中，一帧是所述数据链路层的所述协议数据单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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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数据通过物理层传输之前，帧是所述最终封装层的结果。每个帧与下一个帧间间隔分

开。一帧是一序列的比特，一般由框架比特、所述数据包有效载荷和一帧检查序列组成。在

电信中，特别是在时分复用(TDM)和时分多址(TDMA)变体中，一帧是一循环重复的数据块，

由一固定数量的时间时隙组成，每个逻辑TDM信道或TDMA发射机。在这种情况下，一帧是物

理层的通常一实体。所述帧也是用于时分双工的一实体，其中所述移动终端可在一些时隙

期间发送并在其他时隙期间接收。通常，几种不同尺寸的框架彼此嵌套。例如，当在异步串

行通信上使用点对点协议(PPP)时，每个单独字节的所述八比特由起始和停止比特构成，所

述一网络数据包中的有效载荷数据字节由所述框架构成。页眉和页脚，以及几个数据包可

以用框架边界八位字节框起来。

[0037] 数据包。一数据包是在所述互联网层和所述链路层之间通过所述接口传递的数据

的单元。其通常包括一IP头和数据，而一数据包可以是一完整的IP数据报或一IP数据报的

一片段。一数据包是由一数据包交换网络承载的通常一格式数据单元。当数据被格式化为

数据包时，数据包切换是可能的，并且所述通信媒介的带宽可以在用户之间比在电路交换

中更好地共享。

[0038] 一数据包由控制信息和用户数据组成，也称为所述有效载荷。控制信息提供用于

传送所述有效载荷的数据，例如：源和目的地网络地址、错误检测码和排序信息。通常，控制

信息可以在数据包头和预告片中找到。在所述计算机网络的七层OSI模型中，数据包严格指

第3层，即所述网络层。所述数据单元在第2层，所述数据链路层，是一帧，并在第4层，所述系

统传输层，所述正确的术语是一段或数据报。对于通过以太网络的TCP/IP通信的所述情况，

一TCP段在一个或多个IP数据包中携带，每个IP数据包在一个或多个以太网络帧中携带。不

同的通信协议使用不同的约定来区分所述元素和格式化所述数据。例如，在点对点协议中，

所述数据包的格式为8比特字节，并且特殊字符用于界定所述不同的元素。其他协议如以太

网络，通过它们相对于所述数据包的所述开始的位置来建立所述头和数据元素的所述开

始。一些协议在一比特级别而不是一字节级别格式化所述信息。一网络设计通过使用数据

包来实现两个主要结果：错误检测和多主机寻址。一数据包通常包括各种字段如地址、错误

检测和纠正、跳数、优先级、长度和有效负载。

[0039] 所述地址字段通常与网络数据包的所述路由有关需要两个网络地址，所述发送主

机的所述源地址，以及所述接收主机的所述目的地地址。在所述协议栈中的各个层执行错

误检测和纠正。网络数据包可包含一校验和、奇偶校验或循环冗余校验，以检测传输期间发

生的错误。在所述发送器，所述数据包被发送之前执行计算。当在所述目的地接收时，重新

计算所述校验和，并与所述数据包中的一个进行比较。如果发现差异，则可更正或丢弃所述

数据包。任何数据包丢失由所述网络协议处理。在故障情况下，数据包能够通过一闭路。如

果没有做任何事情，最终所述数据包的数量将会累积，直到所述网络拥挤到所述的失败点。

一次生存是一个减少一字段的时间数据包经过一个网络节点。如果所述字段达到零，则路

由失败，并丢弃所述数据包。以太网络数据包没有生存时间字段，所以在所述存在的一开关

循环中受到广播辐射。可能有一字段来识别所述整体数据包长度。然而，在某些类型的网络

中，所述长度由所述传输持续时间暗示。有些网络实现了服务质量，可优先考虑某些类型的

数据包。字段指示应使用哪个数据包队列；一高优先级队列比所述网络中发生拥塞的点处

的低优先级队列更快地清空。通常，有效载荷是代表一应用程序携带的所述数据。其通常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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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变量长度，最多一最大值，由所述网络协议设定，有时在所述路线上设置设备。有些网络

在必要时将一较大的数据包封装成较小的数据包。

[0040] 时钟信号。在电子电路中，特别是在同步数字电路中，一时钟信号是在一高和一低

状态之间振荡的特定类型的信号，并且像一节拍器一样用于协调电路的动作。一时信号通

常由一时钟发生器产生，由一石英振荡器如一振荡器组成或使用。所述最常见的时钟信号

是所述方波形式，具有一50％的占空比，通常具有一固定的恒定频率，并且使用所述时钟信

号进行同步的电路可以在所述上升沿处起作用，下降在所述的双倍数据速率的情况下，在

所述时钟周期的所述上升沿和所述下降沿中。大多数具有足够复杂度的集成电路

(Integrated  circuits,ICs)使用一时钟信号以便同步所述电路的不同部分，以小于所述

最坏情况内部传播延迟的一速率循环。在某些情况下，执行一预测表操作需要不止一时钟

周期。随着ICs变得更加复杂，所述为所有电路提供精确和同步时钟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困

难。所述复杂芯片的优秀例子是所述微处理器，即现代计算机的所述中央部件，依赖于来自

一晶振荡器的一时钟。一网络定时、选通、同步或时钟信息可以作为一单独的信号(例如，时

钟信号)通过一专用信道承载，如单独的和专用的有线电缆，或者可以使用嵌入式时钟(也

称为自动计时)其中所述定时信息用所述数据信号编码，通常用于如曼彻斯特码的行代码

中，其中所述时钟信息出现在所述转换点处。

[0041] 一些数字数据流，尤其是高速串行数据流(如所述来自磁盘驱动器和串行通信网

络的原始数据流，如以太网络)在没有一时钟信号的情况下被发送。所述接收器从一近似频

率参考产生一时钟，并且将所述时钟与所述数据流中的转换相位对齐，具有一锁相环

(PLL)。这是执行通常称为时钟和数据恢复(CDR)的一过程的一种方法。其他方法包括所述

使用一延迟锁定环和所述数据流的过采样。过采样可使用一自由运行时钟的多个阶段盲目

地创建输入的所有样本和选择所述最佳样本。或者，可使用一计数器，所述计数器由数据流

频率的某个倍数运行的一采样时钟驱动，所述计数器在数据流和以某个预定计数采样的数

据流的每次转换时复位。所述两种类型的过采样有时分别称为空间和时间，并且当所述样

本尽可能远离任何数据流转换时获得所述最佳比特误码率(BER)。虽然大多数使用一计数

器的过采样设计采用一采样时钟频率，即所述数据流的一个甚至倍数，但奇数倍可更好地

从任何数据流转换创建一采样点，并且可在接近所述频率的一半时这样做一设计使用一个

甚至多个。在过采样类型CDR中，用于采样所述数据的所述信号可用作所述恢复时钟。

[0042] 为使该方案起作用，一数据流必须足够频繁地转换以校正所述PLL振荡器中的任

何漂移。所述限制一时钟恢复单元在没有一转换的情况下可操作的长度被称为其最大连续

相同数字(CTD)规范。为确保频繁的转换，使用某种自时钟信号，通常是一次运行长度限制

编码；8b/10b编码是非常常见的，而曼彻斯特编码在802.3本地的旧版本中服务于所述相同

的目的是一个网络。

[0043] 运输载具(Vehicle)。一运输载具是一种运输人或货物的移动机器。大多数情况

下，运输载具是制造的，如货车、自行车、机动车辆(摩托车、汽车、卡车、公共汽车)、有轨运

输载具(火车、有轨电车)、船只(船舶、船只)、飞机和航天器。所述运输载具可以设计用于陆

地、流体或空中，例如自行车、车辆、汽车、摩托车、火车、轮船、船、潜水艇、飞机、滑板车、公

共汽车、地铁、火车或航天器。一运输载具可包括或可由一辆自行车、一车辆、一摩托车、一

火车、一大船、一航空器、一小船、一航天器、一大船、一潜艇、一飞船、一电动滑板车、一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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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一列火车、一无轨电车、一电车、一帆船、一游艇或一飞机所组成。进一步，一运输载具可

为一自行车、一车辆、一辆摩托车、一列火车、一大船、一航空器、一小船、一航天器、一大船、

一潜艇、一飞船、一电动滑板车、一地铁、一火车、一无轨电车、一电车、一帆船、一游艇或一

飞机。

[0044] 一运输载具可为一陆地运输载具通常在地面上移动，使用轮子、轨道、轨道或天

空。所述运输载具可以是基于运动的，其中所述运输载具由另一运输载具或一动物牵引。螺

旋桨(和螺钉、风扇、喷嘴或转子一样)用于在一流体或空气上移动或通过一流体或空气，如

在船舶和飞机中。本文所述的系统可用于控制、监视或以其他方式成为所述运输载具运动

系统的一部分或与之通信。本文所述的类似的系统可用于控制、监视或以其他方式成为所

述运输载具转向系统的一部分或与之通信。通常，轮式车辆通过倾斜其前轮或后轮(或两

个)来转向，而船舶、船只、潜水艇、飞船、飞机和其他在流体或空气中或上方移动的车辆通

常具有用于转向的一舵。所述运输载具可以是一汽车，定义为自带有电动机的一轮客运运

输载具，主要设计用于在道路上行驶，并且可容纳一至六人。通常，汽车有四个轮子，主要是

为了人的系统传输。

[0045] 人力可以用作所述运输载具的一种能量源，如在非机动自行车中。进一步，能量可

从所述周围环境中提取，如太阳能汽车或飞机、一街车以及使用所述风能的帆船和陆地游

艇。另外或此外，所述运输载具可包括能量存储，并且所述能量被转换以产生所述运输载具

运动。一种常见类型的能源是一种燃料，外部或内燃机用于燃烧所述燃料(如汽油、柴油或

乙醇)并产生一种转换为一次运动的压力。用于存储能量的另一种常见媒体是电池或燃料

电池，其存储用于为电动机供电的化学能，如电动机运输载具、电动自行车、电动滑板车、小

船、地铁、火车、无轨电车和电车。

[0046] 航空器。一航空器是一种能够通过从空气获得支持端口飞行的机器。其通过使用

静态升力或通过使用一翼型的动态升力来对抗重力，或者在少数情况下，使用来自喷气发

动机的向下推力。所述围绕航空器的人类活动称为航空。有载航空器由一机载飞行员飞行，

但无人驾驶航空运输载具可由机载计算机远程控制或自控。航空器可按不同标准分类，如

升力式、航空器推进力及其他用途等。

[0047] 浮空器比使用浮力漂浮在所述空气中的航空器更轻，所述空气以所述方式漂浮在

所述水上。它们的特征在于一个或多个大气囊或檐篷，其中填充有一种相对低密度的气体，

例如氦气、氢气或热空气，其密度小于所述周围空气的密度。当所述权重加到所述航空器结

构的所述重量时，它与所述工艺所取代的所述空气相加所述相同的重量。比飞机更重的航

空器必须找到某种方式将空气或气体向下推，这样就会发生一次反应(通过牛顿的运动定

律)来推动所述航空器向上。通过所述空气的这种动态运动是所述术语重航空器的所述起

源。产生动态上推力的方法有两种：所述发动机推力形式的气动升力和动力升力。

[0048] 涉及机翼的气动升力是最常见的，其中固定翼航空器通过所谓的机翼向前运动保

持在空气中，旋翼机通过旋转翼形转子(有时称为旋翼)。翼是平的、水平面，通常在横截面

上形成一翼面。为了飞行，空气必须流过所述机翼并产生升力。一柔性翼是由机翼或薄片材

料制成的翼，通常在一刚性框架上拉伸。一风筝是所述的红色到所述地面并且依赖于所述

风的所述速度在它的翅膀上，所述翅膀可以是柔性的或刚性的、固定的或旋转的。

[0049] 滑翔机是一种比空气重的航空器，一旦空降就不会使用推进器。起飞可通过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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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向前和向下发射，或者通过一地面绞车或运输载具或一动力“拖船”航空器在一条牵引

线上拉入所述空气。为了使一滑翔机保持其前进空气速度和升力，它必须相对于所述空气

下降(但不一定与所述地面相关)。许多滑翔机可以“飞翔”-从上升气流中获得高度如所述

的电流。滑翔机的常见例子是滑翔机，悬挂式滑翔机和滑翔伞。有源航空器具有一个或多个

机载动力源，通常航空器发动机虽然也使用了橡胶和人力。大多数航空器发动机都是轻型

活塞发动机或燃气轮机。发动机燃料储存在罐中，通常在所述机翼中，但较大的航空器也在

所述机身中具有额外的燃料箱。

[0050] 一推进器航空器使用一个或多个推进器(螺旋桨)在一个前进方向上产生推力。所

述推进器通常安装在拖拉机配置中的电源前面，但可以以推动器配置安装在后面。推进器

布局的变化包括反向推进器和管道风扇。一喷射航空器使用空气呼吸喷气发动机，其吸入

空气，在一个燃烧室中燃烧燃料，并向后加速排气以提供推力。涡轮喷气发动机和涡轮发动

机使用一旋转涡轮机来驱动一个或多个风扇，这提供额外的推力。可以使用加力燃烧室将

所述燃料喷射到所述热排气中，尤其是在军用“快速喷射”上。使用一涡轮机并非绝对必要：

其他设计包括所述脉冲喷射和冲压式喷气式飞机。这些机械简单的设计在静止时不能工

作，因此所述航空器必须通过其他方法发射到飞行速度。一些旋翼机，如直升机，具有一个

动力旋转翼或转子，其中所述转子盘可略微向前倾斜，使得其一部分升力朝向前方。所述转

子可类似于一螺旋桨，由一种活塞发动机或涡轮机等多种方法提供动力。实验还在所述转

子叶片尖端处使用喷嘴。

[0051] 一运输载具可包括一罩(也称为发动机罩)，其是铰接罩，在所述发动机上允许进

入发动机舱(或后发动机的行李箱和一些中置发动机运输)。用于维护和修理。一运输载具

可包括一保险杠，其为一结构附接或集成到所述汽车的前后，以在一次轻微碰撞中吸收冲

击，理想地最小化维修成本。保险杠还具有两安全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输载具之间的高

度不匹配，并保护行人免受伤害。一运输载具可包括一整流罩，是一种车辆发动机的覆盖

物，最常见于汽车和航空器具上。一运输载具可包括一仪表板(也称为仪表板、仪表板或仪

表板)，它是一控制面板，放置在所述汽车的驱动器的前面，用于所述运输载具的操作的壳

体仪表和控制装置。一运输载具可包括一框架一轮好的挡泥板(所述挡泥板下面)。其主要

目的是通过旋转轮胎防止沙子、泥土、岩石、液体和其他道路喷雾投入空气。挡泥板通常是

刚性的，可通过与路面接触而损坏。相反，柔性挡泥板靠近地面使用，可接触。一运输载具可

包括一四分之一面板(又名后翼)，即一后门之间的一汽车的车身面板(外表面)(或双门车

型每侧只有门)和所述行李箱(引导)和通常环绕轮井。四分之一面板通常由金属板制成，但

有时由玻璃纤维、碳纤维或纤维增强塑料制成。一运输载具可包括一摇杆，其是门开口底座

下方的主体部分。一运输载具可包括一扰流板，它是一汽车空气动力装置，其预期的设计功

能是“破坏”运动中一运输载具不利空气运动，通常被描述为湍流或阻力。所谓前运输载具

上的扰流板通常被称为空气坝。扰流板通常适用于竞赛和高性能跑车，尽管在乘客运输载

具上常见。一些扰流板被添加到汽车中主要用于造型目的，并且具有很小的空气动力学益

处或甚至使空气动力学更差。所述汽车的所有行李箱(也称为汽车行李箱)是所述运输载具

的主要储物箱。一运输载具的门是一种通常铰接的门，但有时通过其他机构如轨道连接，在

一开口前面，用于进出车辆。一运输载具的门可以打开提供进入所述开口，或关闭以保护

它。这些门可以手动打开，也可以通过电子方式供电。通常在小型货车、高端汽车或改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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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使用动力门。汽车玻璃包括挡风玻璃、侧窗和后窗以及车辆上的玻璃面板屋顶。侧窗可以

通过按下一按钮(电动车窗)或开关或使用一手动曲柄来固定或升降。

[0052] 汽车电子。汽车电子涉及运输载具中使用的任何电生成系统，如地面运输载具。汽

车电子通常涉及通过一网络连接的多个模块化ECUs(Electronic  Control  Unit,电子控制

单元)，如发动机控制模块(Engine  Control  Modules,ECM)或传输控制模块(Transmission 

Control  Modules,TCM)。汽车电子或汽车嵌入式系统是分布式系统，根据所述汽车领域的

不同领域，可分为发动机电子、变速箱电子、底盘电子、主动安全、驾驶辅助、乘客舒适和娱

乐(或信息娱乐)系统。

[0053] 发动机控制单元(Engine  Control  Unit)是汽车所要求最高的电子部件之一。发

动机控制需要所述最高实时间期限之一，因为所述发动机本身是汽车的一个非常快速和复

杂的部分。所述发动机控制单元的所述计算能力通常是最高的，通常一32比特处理器，即通

常控制在一柴油发动机中的实时间燃油喷射率、排放控制、NOx控制、氧化再生催化转换器、

涡轮增压器控制、节流控制和冷却系统控制。在一汽油发动机中，所述发动机控制通常涉及

拉姆达控制(Lambd-control)、OBD(On-Board  Diagnostics,车载诊断)、冷却系统控制、点

火系统控制、润滑系统控制、燃油喷射率控制和节气门控制。

[0054] 一发动机ECU通常连接或包括传感器，所述传感器主动监测真实时间的发动机参

数，例如压力、温度、流量、发动机速度、氧气水平和NOx水平，以及所述发动机内不同点处的

其他参数。所有传感器信号由所述ECU分析，所述ECU具有逻辑电路以进行实际控制。所述

ECU输出通常连接到用于节流阀、EGR阀、齿条(在VGTs中)、燃料喷射器(使用一脉冲宽度调

制信号)、计量喷射器等的不同致动器。

[0055] 变速装置涉及变速系统的控制，主要是所述齿轮的换档获得更好的换档舒适性并

且在换档时降低扭矩中断。自动变速器使用控制器进行操作，许多半自动变速器具有一全

自动离合器或一半自动离合器(仅限离合器)。所述发动机控制单元和所述变速控制通常交

换消息，传感器信号和控制信号进行操作。底盘电子通常包括许多监控各种参数和主动控

制的子系统，如ABS-防抱死制动系统(Anti-lock  Braking  System)、TCS-牵引力控制系统

(Traction  Control  System)、EBD-电子制动分配(Electronic  Brake  Distribution)和

ESP-电子稳定程序(Electronic  Stability  Program)。主动安全系统包括在发生一次碰撞

时准备就绪的模块，或用于在感应到一种危险情况时进行预防的模块，如气囊，坡道下降控

制和紧急制动辅助系统。乘客舒适系统包括，例如，自动气候控制、带记忆功能的电子座椅

调节、自动雨刷、自动前照灯-自动调节光束，以及自动冷却-温度调节。信息娱乐系统包括

如导航系统、运输载具音频和信息存取的系统。

[0056] 由Robert  Bosch  GmbH(第5版，2007年7月)出版的题为：“博世汽车电子与汽车电

子”[ISBN-978-3-658-01783-5]的书中描述了汽车电气和电子技术和系统。为了所有目的，

其全部内容并入本文，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057] ECU。在汽车电子中，一电子控制单元(Electronic  Control  Unit,ECU)是任何嵌

入式系统的通用术语，其控制一运输载具中的一个或多个电气系统或子系统，例如一电动

机运输载具。ECU的类型包括电子/发动机控制模块(Electronic/engine  Control  Module,

ECM)(有时称为发动机控制单元(Engine  Control  Unit)-ECU，不同于所述通用ECU-电子控

制单元)、安全气囊控制单元(Airbag  Control  Unit,ACU)、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ower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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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Module,PCM)、变速控制模块(Transmission  Control  Module,TCM)，中央控制模

块(Central  Control  Module,CCM)、中央计时模块(Central  Timing  Module,CTM)、便利控

制单元(Convenience  Control  Unit,CCU)、通用电子模块(General  Electronic  Module,

GEM)、本体控制模块(Body  Control  Module ,BCM)、悬架控制模块(Suspension  Control 

Module ,SCM)、门控制单元(Door  Control  Unit ,DCU)、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owertrain 

Control  Module ,PCM)、电动助力转向控制单元(Electric  Power  Steering  Control 

Unit,PSCU)、座椅控制单元、速度控制单元(Seat  Control  Unit、Speed  Control  Unit,

SCU)、悬架控制模块(Suspension  Control  Module ,SCM)、远程信息处理控制单元

(Telematic  Control  Unit,TCU)、电话控制单元(Telephone  Control  Unit,TCU)、变速箱

控制单元(Transmission  Control  Unit,TCU)、制动控制模块(Brake  Control  Module,BCM

或EBCM；如ABS或ESC)、电池管理系统、控制单元或控制模块。

[0058] 一微处理器或一微控制器作为一ECU的核心，并使用一存储器如SRAM、EEPROM和

Flash。一ECU由一电源供电，包括或连接到使用模拟和数字输入的传感器。此外一通信接

口、一ECU通常包括一继电器、H桥、喷油器或逻辑驱动器，或用于连接各种执行器的输出。

[0059] ECU技术和应用在M.Tech中描述。项目第一阶段报告(EE696)，于2004年7月由印度

理工学院电气工程系所属的Vineet  P.Aras撰写，题为：“汽车电子发动机管理系统电子控

制单元(ECU)的设计”，并且在国家仪器于2009年11月7日发表题为：“ECU使用国家仪器产品

进行设计和测试”的论文，这些论文全部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ECU示例在

由魏德曼(Wiedemann)Gmbh感官技术公司(总部位于德国的考夫博伊伦(Kaufbeuren))的日

期20110304标题为：“电子控制系统”中描述，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

一样。一运输载具总线的ECU或一接口可以使用飞思卡尔半导体公司(Freescale 

Semiconductor,Inc.,总部设在日本东京)提供的一处理器如所述MPC5748G控制器，并在一

数据文件编号MPC5748G  Rev.2,05/2014中描述题为：“MPC5748单片机数据表”，其全部内容

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060] O SEK/VDX。OSEK/VDX，以前称为OSEK (Off ene  Sys teme  und  d e ren 

Schnittstellen  fur  die  Elektronik  in  Kraftfahrzeugen；英文版：“Open  Systems  and 

their  Interfaces  for  the  Electronics  in  Motor  Vehicle”)OSEK是一个开放标准，由

所述汽车工业公司创建的一联合体出版，用于嵌入式操作系统、一通信栈和一网络汽车嵌

入式系统的管理协议。OSEK旨在为所有各种电子控制单元(ECU)提供一标准的软件架构。

[0061] 所述OSEK标准规定了多任务功能的接口-通用I/O和外围存取-因而依赖于体系结

构。预计OSEK系统将在没有存储设备保护的芯片上运行。一OSEK实现的特性通常可在编译

时配置。所述应用任务、堆栈、互斥体等的数量是静态配置的；在运行时不可能创建更多。

OSEK识别两种类型的任务/线程/合规级别：基本任务和增强任务。基本任务从不阻止；他们

“跑到完成”(coroutine)。增强任务可在事件对象上休眠和阻止。所述事件可以由其他任务

(基本和增强)或中断例程触发。任务只允许静态优先级，先进先出(FIFO)调度用于具有相

同优先级的任务。优先级上限(即没有优先级继承)阻止死锁和优先级倒置。所述规范使用

类似ISO/ANSI-C的语法；然而，未指定所述系统服务的实现语言。OSEK/VDX网络管理功能在

OSEK/VDX  NM  Concept&API  2.5.2(Version  2.5.3，2004年7月26日)的一份文件中描述，题

为：“汽车电子产品的开放系统和相应接口。网络管理。概念和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其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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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所述OSEK的某些部分标准化为ISO  17356标准

序列的一部分，标题为：“道路车辆-嵌入式汽车应用程序的开放接口”，如ISO  17356-1标准

(第一版，2005-01-15)，标题为：“第1部分:一般结构和术语，定义和缩写术语”，ISO  17356-

2标准(第一版，2005-05-01)，标题为：“第2部分:OSEK/VDX绑定OS、COM和NM的规范“，ISO 

17356-3标准(第一版，2005-11-01)，标题为：“第3部分:OSEK/VDX操作系统(OS)”和ISO 

17356-4标准(第一版，2005-11-01)，标题为：“第四部分:OSEK/VDX通信(COM)”，它们全部用

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062] AUTOSAR。AUTOSAR(Automotive  Open  System  Architecture,汽车开放系统架构)

是成立于2003年的汽车相关方的全球发展合作伙伴。它追求创建和建立汽车电子控制单元

(不包括信息娱乐系统)的开放和标准化软件架构的目标。所述目标包括对不同运输载具和

平台变体的所述可扩展性、软件的可转移性、可用性和安全要求的考虑、各合作伙伴之间的

协作、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可维护性。

[0063] AUTOSAR提供了一套描述基本软件模块的规范，定义了应用程序接口，并构建了基

于标准化交换格式的通用开发方法。所述AUTOSAR分层软件架构提供的基本软件模块可用

于不同制造商的运输载具和不同供应商的电子部件，从而减少研发费用，掌握所谓的汽车

电子和日益增长的复杂性软件架构。基于这一指导原则，AUTOSAR已被设计为创新电子系统

铺设方式，步骤改进了性能、安全性和环境友好性，并促进了所述运输载具在使用寿命期间

的所件和硬件的交换和更新。主要目的在为所述即将到来的技术做好准备，并在不对质量

做出任何妥协的情况下提高成本效益。

[0064] AUTOSAR使用一三层架构：基本软件-标准化软件模块(大多数)，没有任何功能性

工作本身，提供运行所述上部软件层的所述功能部分所必需的服务；运行时间环境-从所述

网络拓扑中抽象出来的中间件，用于所述应用软件部件之间以及所述基本软件和所述应用

之间的ECU和ECU内信息交换；以及应用层-与所述运行时间环境交互的应用软件部件。系统

配置描述包括在不同ECU之间达成一致的系统信息和信息(例如总线信号的定义)。ECU提取

是来自所述系统的信息一特定ECU所需的配置描述(例如，一特定ECU可以存取的那些信

号)。ECU配置描述包含本地到特定ECU的所有基本软件配置信息。所述执表软件可根据这些

信息构建所述基本软件模块的代码和软件部件的代码。所述AUTOSAR规范在由所述AUTOSAR

联盟发布的版本4.2.2中描述，该联盟标题为：“版本4.2概述和修订历史”，其全部内容用于

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065] 运输载具总线。一运输载具总线是一种专用的内部(车载)通信网络，用于连接一

运输载具内的部件(例如，汽车、公共汽车、火车、工业或农业运输载具、船舶或航空器)。运

输载具控制的特殊要求如保证信息传递、非冲突信息、最小交付时间、低成本和EMF噪声弹

性，以及冗余路由和其他特性要求使用不太常见的网络协议。一运输载具总线通常连接所

述运输载具中的各种ECU。通用协议包括控制器区域网络(Controller  Area  Network ,

CAN)、本地互连网络(Local  Interconnect  Network,LIN)等。也可以使用传统的计算机网

络技术(如以太网络和TCP/IP)。

[0066] 在所述运输载具内互连各种装置和部件的任何车载内部网络，可使用本文所述的

任何技术和协议。运输载具总线使用的通用协议包括一控制区域网络(Control  Area 

Network,CAN)、FlexRay和一本地互连网络(LIN)。用于运输内载的其他协议针对多媒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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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进行了优化，如MOST(Media  Oriented  Systems  Transport,媒体导向系统传输)。所述

CAN在德州仪器应用报告第SLOA101号的题为：“控制器局域网介绍(CAN)”，并且可以基于，

可以与ISO  11898标准、ISO  11992-1标准、SAE  J1939或SAE兼容，或者可以根据ISO  11898

标准、SAE  J1939或SAE  J2411标准，全部包含在内，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所述LIN通信可以基于，可以与ISO  9141兼容，或者根据ISO  9141，并且在所述LIN合伙的

“LIN规格包-修订版2.2A”中描述，都是为了所有目的而全部并入的。好像在这里完全阐述

一样。在所述运输载具中的所述DC电力线也可以用作所述通信媒体，如例如在Maryanka的

美国专利第7,010,050号中所描述的，标题为：“噪声信道信号”，这是为了所有目的而整体

并入，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067] CAN。一控制器区域网络(CAN总线)是一种运输载具总线标准，旨在允许微控制器

和装置在没有主机的应用中相互通信。它是一种基于消息的协议，最初设计用于汽车内的

多路电线，但也用于许多其他环境中。CAN总线是所述车载诊断(On-Board  Diagnostics ,

OBD)-II运输载具诊断标准中使用的五种协议之一。CAN是一个多主串行总线标准，用于连

接电子控制单元[ECUs]也称为节点。所述CAN网络上需要两个或多个节点进行通信。所述节

点的复杂性可从一个简单的I/O装置到一嵌入式计算机，具有一CAN接口和复杂的软件。所

述节点也可以是一网关，允许一台标准计算机通过一USB或以太网络端口与一CAN网络上的

所述装置进行通信。所有节点通过一双线总线相互连接。所述导线是120Ω标称双绞线。实

现CAN在模拟装置公司2012年出版的一份应用笔记(AN10035-0-2/12(0)Rev.0)中描述，标

题为：“控制器区域网络(CAN)实现指南-由科纳尔·沃特森博士编写”，其全部内容用于所

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068] CAN收发器由ISO  11898-2/3媒介存取单元[媒介存取Unit,MAU]标准定义，并且在

接收时，将从所述CAN总线接收的数据流的级别转换为所述CAN控制器使用的级别。它通常

具有保护所述CAN控制器的保护电路，并且在发送状态下将数据流从所述CAN控制器转换为

符合CAN总线的电平。一CAN收发器的例子是型号TJA1055或型号TJA1044，两者均可从总部

位于荷兰埃因霍温(in  Eindhoven,Netherlands)的NXP半导体N.V.获得，分别在产品数据

表中描述(文件标识符TJA1055，发布日期：2013年12月6日)题为：“TJA1055增强的容错能力

可以收发信。2013年12月5-6日产品数据表”，和产品数据表(文件标识符TJA1055，发布日

期：2013年12月6日)题为：“TJA1044高速CAN收发机具有待机模式-转速。2015年7月4-10日

产品数据表“，其均为全部内容，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069] 一CAN收发器的另一个例子是型号SN65HVD234D，可从德州仪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总部设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获得，在数据表SLLS557G

(2002年11月修订版，2015年1月修订版)中描述，标题为：“SN65HVD23x  3.3-V  CAN  Bus收发

器“，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一CAN控制器的示例是可从意法半

导 体 公 司 获 得 的 型 号 S T M 3 2 F 1 0 5 V c ，其 在 2 0 1 5 年 9 月 出 版 的 题 为 ：

“STM32F105xxSTM32F107xx”的数据表Doc1D15724  Rev.9中描述，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

的，如同完全阐述一样。此处，它是所述STM32F105xx连接线系列的一部分，该系列采用所述

高性能 32-比特RISC内核，工作频率为72MHz，高速嵌入式存储器件

(Flash存储器高达256KB，SRAM  64KB，以及一系列增强型I/O和外设连接到两个APB总线。所

有装置提供两个12比特ADC，四个通用16比特定时器加一PWM定时器，以及标准和高级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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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最多两个I2C、三个SPI、两个I2S、五个USART、一USB  OTG  FS和两个CAN。如图6中的视

图60b中示出了一实际CAN帧的一捕获波形的示例。一捕获波形的例子一CAN帧的实际逻辑

数字信号，在图6中的视图60a中示出，示出了所述CAN总线导体与地之上的信号。

[0070] 一控制器区域网络(CAN)收发器在授予Muth的美国专利第9,471,528号中公开，其

名称为“Controller  area  network(CAN)transceiver  and  method  for  operating  a  CAN 

transceiver”，其全部内容包含在内的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所述CAN收发器包括

一CAN总线接口、一TXD接口、一RXD接口、一发送器连接在所述TXD接口和所述CAN总线接口

之间、一接收器连接在所述RXD接口和所述CAN总线接口之间以及一流量控制系统连接在所

述CAN总线接口、所述TXD接口和所述RXD接口之间。所述流量控制系统在所述CAN总线接口

上检测所述CAN灵活数据速率(Flexible  Data-rate,FD)流量的存在，并且如果所述流量控

制系统在CAN总线接口上检测到CAN  FD流量的存在，则所述流量控制系统改变收发器的一

种运行状态。

[0071] 在Muth等人的美国专利第9,330,045号中公开了一种装置和方法的实施例。题为：

“控制器区域网络(CAN)设备和控制CAN通信的方法”，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

完全阐述一样。在一实施例中，公开了一种CAN装置。所述CAN装置包括一TXD输入接口、一

TXD输出接口、一RXD输入接口、一RXD输出接口以及连接在所述TXD输入和输出接口之间以

及所述RXD输入和输出接口之间的一流量控制系统。所述流量控制系统被配置为检测所述

RXD输入接口上的CAN灵活数据速率(FD)流量的存在，并且如果流量控制系统在RXD输入接

口上检测到CAN  FD流量的存在，则断开从RXD输出接口的RXD输入接口以及从TXD输出接口

断开TXD输入接口。

[0072] 在Hopfner的美国专利第9,280,501号中公开了一网络节点，标题为：“兼容网络节

点，特别适用于CAN总线系统”，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所述节

点包括一装置，特别是一个错误检测逻辑，如果检测到一信号根据一第一协议或第一协议

的第一版本被接收，并且如果检测到接收到根据第二不同协议或第二协议的第二不同版本

的信号，则不停用该信号。

[0073] 控制器区域网络(CAN)通信设备和方法在Monroe等人的美国专利第9,652,423号

中提出。标题为：“CAN和灵活的数据速率CAN节点设备和方法用于混合总线CAN  FD通信”，其

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所述设备和方法用于具有CAN  FD节点和

一个或多个非FD  CAN节点的一个混合CAN网络中的CAN灵活数据速率(CAN  FD)通信，其中一

个希望发送CAN  FD帧的CAN  FD节点发送请求所述的第一预定义消息非FD  CAN节点在发送

所述CAN  FD帧之前禁用它们的发送器，并且之后发送一第二预定义消息或一预定义信号以

将所述非FD  CAN节点返回到正常操作。

[0074] 每个节点都能够发送和接收消息，但不能同时发送和接收消息。一消息或帧主要

由所述ID(Identifier,标识符)组成，其表示所述消息的所述优先级，并且最多包含八个数

据字节。一CRC，确认时隙[Acknowl边沿Slot,ACK]和其他开销也是所述消息的一部分。所述

改进的CAN  FD将所述数据部分的所述长度扩展到每帧最多64个字节。所述消息使用一种非

归零(Non-Retum-to-Zero,NRZ)格式串行发送到所述总线上，并且可以由所有节点接收。所

述装置由一CAN网络连接，是一般传感器、执行器和其他控制装置。这些装置通过一主处理

器、一CAN控制器和一CAN收发器连接到所述总线。一端接偏置电路是与所述数据信令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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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电源和接地，以便在每个总线段的每一端提供电偏置和终端以抑制反射。

[0075] CAN数据传输使用争用解决的一种无损比特仲裁方法。所述仲裁方法要求CAN网络

上的所有节点同步以同时在CAN网络上对每个比特进行采样。当一些呼叫CAN同步时，所述

数据在没有一时钟信号的情况下以一种异步格式发送。所述CAN规范使用所述术语“显性”

比特和“隐性”比特，其中显性为一逻辑'0'(由所述发射器主动驱动至一电压)，隐性为一逻

辑'1'(被一电阻无源地返回一电压)。所述空闲状态由所述隐性水平(逻辑1)表示。如果一

个节点传输一个显性比特而另一个节点传输一个隐性比特，则存在一个碰撞并且所述显性

比特“胜”。这意味着所述较高优先级消息没有延迟，并且所述发送所述较低优先级消息的

节点在所述主导消息的结束之后自动尝试重新发送六-比特时钟。这使得CAN适合作一个真

正的时间优先通信系统。

[0076] 所述一逻辑电平'0'或'1'的精确电压取决于所使用的物理层，但所述CAN的基本

原理要求每个节点在所述CAN网络上收听数据，包括所述发送的数据节点正在传输。如果在

所述相同的时间由所有发送节点发送一逻辑1，则所有所述节点都可以看到一逻辑1，包括

发送节点和接收节点。如果所有发送节点在同时发送一逻辑0，则所有节点都看到一逻辑0。

如果一个或多个节点正在发送一逻辑0，并且一个或多个节点正在发送一逻辑1，则所有节

点都会看到一逻辑0，包括发送所述逻辑1的节点。节点发送一逻辑1但是看到一逻辑0，它意

识到存有一争论就停止了传输。通过使用该过程，当另一节点发送一逻辑0“退出”或丢失所

述仲裁时，发送一逻辑1的任何节点。丢失仲裁的一个节点将其消息重新排队以便以后传

输，并且所述CAN帧比特流继续而没有错误，直到只剩下一个节点发送。这意味着发送所述

第一个1的节点失去仲裁。由于所述11(或29对于CAN  2.0B)比特标识符由所述CAN帧的节点

处的所有节点发送，因此具有最低标识符的节点在帧的开始处发送更多的零，并且这是赢

得该帧的节点。仲裁或具有最高优先权。

[0077] 所述CAN协议，与许多网络协议一样，可以分解为所述的下述抽象层-应用层，对象

层(包括消息过滤和消息和状态处理)，以及传输层。

[0078] 所述CAN标准的大多数适用于转移层。所述传输层从物理层接收消息，并将这些消

息传输到对象层。所述传输层负责比特定时和同步、消息帧、仲裁、确认、错误检测和信令以

及故障限制。它执行故障限制、错误检测、消息验证、确认、仲裁、消息帧、传输速率和定时以

及信息路由。

[0079] 所述物理层的机械方面(连接器类型和数量、颜色、标签、引脚)未指定。结果，一汽

车ECU通常会有一特定的-经常定制-连接器与各种电缆，其中两个是所述的CAN总线。尽管

如此，机械实现的几个事实上的标准已经出现，所述最常见的是9-针D-子型公连接器，其具

有所述的引脚输出：引脚2：CAN-Low(CAN-)；引脚3：GND(接地)；引脚7：CAN-High(CAN+)；和

引脚9：CAN  V+(电源)。这种事实上的CAN机械标准可以用所述节点实现，该节点具有在所述

节点内并联电连接的公和母9针D-子连接器。总线电源馈送到一节点的公连接器，所述总线

从节点的母连接器取电。这遵循所述电气工程惯例，即电源在母连接器处终止。采用所述标

准避免了需要制造定制分路器以将两组总线导线连接到每个节点处的一单一D连接器。这

种非标准(定制)线束(分离器)将导线连接到节点之外，降低了总线可靠性，消除了电缆互

换性，降低了线束的兼容性，并增加了成本。

[0080] ISO  11898-2：2003的噪声抗扰度是通过将所述总线的差分阻抗保持在一低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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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总线的每一端使用低值电阻(120欧姆)来实现。然而，当休眠时，一个低阻抗总线如CAN

比其他基于电压的信号总线消耗更多的电流(和功率)。在CAN总线系统上，平衡线路操作，

其中一信号线中的电流由所述相反方向上的电流精确地平衡，在所述其他信号中为所述接

收器提供一独立的表0V参考。最佳实践确定CAN总线平衡对信号在一根屏蔽电缆中通过双

绞线传输，以最小化RF发射并降低所述已经嘈杂的一汽车RF环境中的干扰敏感性。ISO 

11898-2通过沿所述总线运行一'0'V轨以保持所述节点之间的高度电压关联，对发送器和

接收器之间的共模电压提供一些抗扰度。而且，在上述所述事实上的机械配置中，包括一供

电轨以将电力分配给每个收发器节点。设计为所有收发器提供一共同供应。所述总线应用

的实际电压以及适用于哪个节点的应用是特定于应用的，未经正式规定。通用实践节点设

计为每个节点提供收发器，其与节点主机光学隔离，并从总线提供的通用供电轨获得收发

器的一5V线性调节电源电压。这通常允许所述供应轨道上的操作裕度足以允许跨多种节点

类型的互操作性。这种网络上的典型电源电压值为7到30V.然而，所述缺少一正式标准意味

着系统设计人员负责供电轨兼容性。

[0081] ISO  11898-2描述了所述电气实现方式，其由一多路降低的单端平衡线路配置形

成，在所述总线的每一端具有电阻终端。在这种配置中，一个或多个发送器主张一个主导状

态，所述发送器切换CAN-以供给0V并且(同时)将CAN+切换到所述+5V总线电压通过所述电

阻终止形成电流路径。因此，所述终端电阻器形成信令系统的一基本部件，并且不仅包括限

制高频波反射。在一隐性状态期间，所述信号线和电阻器相对于两个轨保持在一高阻抗状

态。CAN+和CAN-上的电压趋向于(弱)朝向1/2轨电压。当所述总线上的所述发射器都没有声

明一显性状态时，所述总线上只存在一隐性状态。在一显性状态期间，所述信号线和电阻器

相对于所述轨道移动到一低阻抗状态，使得电流流过所述电阻器。CAN+电压倾向于+5V并且

CAN趋向于0V。无论信号状态如何，所述信号线由于总线的端部处的终端电阻器而相对于彼

此始终处于低阻抗状态。CAN总线上的多路存取是通过所述系统的电逻辑实现的，所述逻辑

仅支持两个在概念上类似于一个“有线OR”网络的状态。

[0082] 所述CAN是标准化的标准设置ISO  11898，标题为：“道路车辆控制器区域网络

(CAN)”，指定串行通信的物理和数据链路层(所述ISO/OSI模型的1级和2级)称为控制器区

域网络的技术，支持分布式实时间控制和多路复用，用于道路运输载具。

[0083] 所述标准ISO  11898-1：2015题为：“第1部分:数据链路层和物理信令”指定在实现

所述CAN数据链路层的模块之间建立数字信息交换的所述特性。控制器区域网络是一种串

行通信协议，支持分布式实时控制和多路复用，用于道路运输载具和其他控制应用。所述

ISO  11898-1：2015规定经典CAN帧格式和新引入的CAN灵活数据速率帧格式。所述经典CAN

帧格式允许比特率达到1Mbit/s，有效载荷高达每帧8字节。所述灵活数据速率帧格式允许

比特率高于1Mbit/s，有效载荷长度超过每帧8字节。ISO  11898-1：2015根据ISO/IEC  7498-

1，根据用于开放系统互连接(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ion,OSI)的所述ISO参考模型，

根据分级层描述了CAN的所述一般体系结构。所述CAN数据链路层根据ISO/IEC  8802-2和

ISO/IEC  8802-3规定。ISO  11898-1：2015包含所述的详细规范如下：逻辑链路控制子层；媒

介存取控制子层；和物理编码子层。

[0084] 所述标准ISO  11898-2：2003题为：“第二部分:高速媒介存取单元”指定所述高速

(传输速率高达1Mbit/s)媒介存取单元(媒介存取Unit,MAU)，以及一些媒介依赖接口(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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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endent  Interface,MDI)特征(根据ISO  8802-3)，其包括所述控制器区域网络(CAN)的

所述物理层：一种支持分布式实时控制和多路复用的串行通信协议，用于道路运输载具内

具秒。

[0085] 所述标准ISO  11898-3：2006标题为：“第3部分:低速、容错相关接口”规定了在配

备有道路运输载具的电子控制单元之间建立数字信息交换的特征。所述控制器区域网络

(CAN)的传输速率高于40kBit/s，最高可达125kBit/s。

[0086] 所述标准ISO  11898-4：2004标题为：“第四部分:时间触发的通信”在所述控制器

区域网络(CAN)中指定时间触发通信：一种支持分布式实时控制和多路复用的串行通信协

议在道运输载具中使用。它适用于在配备有CAN的道路运输载具的电子控制单元(ECU)之间

建立时间触发的数字信息交换，并指定协调逻辑链路和媒体存取的操作的帧同步实体。根

据ISO  11898-1进行控制，以提供所述时间触发的通信时间表。

[0087] 所述标准ISO  11898-5：2007标题为：“第5部分:高速媒介存取单元与低功耗模式”

指定所述用于在道路运输载具内使用的传输速率高达1Mbit/s的CAN物理层。它描述了所述

媒介存取单元功能以及根据ISO  8802-2的一些媒体相关接口功能。ISO  11898-5：2007代表

ISO  11898-2的扩展，处理需要低功耗特性的系统的新功能，同时没有有效的总线通信。根

据ISO  11898-5：2007的物理层实现符合ISO  11898-2的所有参数，在ISO  11898-5：2007中

有不同的定义。根据ISO  11898-5：2007和ISO  11898-2的实现是可互操作的，并且可在一网

络内的相同时间使用。

[0088] 所述标准ISO  11898-6：2013标题为：“第6部分:高速媒介存取单元与选择性唤醒

功能”指定所述控制器区域网络(CAN)物理层，用于高达1Mbit/s的传输速率。它描述所述媒

介存取单元(MAU)的功能。ISO  11898-6：2013代表ISO  11898-2和ISO  11898-5的扩展，规定

使用可配置CAN帧的一种选择性唤醒机制。根据ISO  11898-6：2013的物理层实现符合ISO 

11898-2和ISO  11898-5的所有参数。根据ISO  11898-6：2013、ISO  11898-2和ISO  11898-5

的实现是可互操作，并且可在一网络内的相同时间使用。

[0089] 所述标准ISO  11992-1：2003，标题为：“道路车辆-牵引车和牵引车之间电气连接

的数字信息交换-第1部分:物理和数据链路层”指定所述数字交换道路运输载具的最大授

权总质量大于3500千克之间的信息，以及牵引的运输载具，包括用于连接电气和电子系统

的电连接的物理和数据链路层的参数和要求方面的牵引车辆之间的通信。它还包括物理层

的一致性测试。

[0090] 所述标准ISO  11783-2：2012题为：“农林拖拉机和机械-串行控制和通信数据网

络-第2部分:物理层”规定了用于林业或农用拖拉机的控制和通信的一系列数据网络、半挂

式、牵引式或自行式工具。其目的是标准化所述方法和传感器、执行器、控制元件和信息存

储和显示单元之间的数据传输格式，所述方法安装在拖拉机或机具上或部分上，并提供一

开用于农业和林业设备的电子系统的互连系统。ISO  11783-2：2012定义并描述网络的

250kbit/s、扭曲、非屏蔽、四芯电缆物理层。ISO  11783-2使用四根非屏蔽双绞线；两个用于

CAN和两个用于终止偏置电路(Terminating  Bias  Circuit,TBC)电源和地。该总线用于农

用拖拉机。它旨在提供所述拖拉机与遵守所述标准的任何农具之间的互连性。

[0091] 所述标准J1939/ll_201209标题为：“物理层，250Kbps，双绞屏蔽对”定义一物理

层，其具有对EMI的强大抗扰性和适用于恶劣环境的物理特性。这些SAE推荐做法适用于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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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重型运输载具，适用于公路或越野以及使用运输载具衍生部件(例如发电机组)的适当

固定应用。运输载具包含但不限于：高速公路和非公路卡车及其拖车；建筑设备；和农业设

备和器具。

[0092] 所述标准SAE  J1939/15_201508题为：“物理层，250Kbps，非屏蔽双绞线(UTP)”描

述了利用具有扩展存根长度的非屏蔽双绞线(UTP)电缆的一物理层，用于ECU布置和网络拓

扑的灵活性。CAN控制器现可用于支持端口所述新引入的CAN灵活数据速率帧格式(称为

“CAN  FD”)。当在SAE  J1939-15网络上使用时，这些控制器必须限制为仅使用符合ISO 

11898-1(2003)的所述经典帧格式。

[0093] 所述标准SAE  J2411_200002标题为：“单线可用于车辆网络应用”定义所述物理层

和所述数据的部分链路层用于数据通信的OSI模型。特别是，此文件规定了任何载波侦听多

路存取/冲突解决(Carrier  Sense  Multiple存取/Collision  Resolution,CSMA/CR)数据

链路的物理层要求，所述数据链路在一单一线媒介上运行以在道路运输载具上的电子控制

单元(Electronic  Control  Units ,ECU)之间进行通信。本文中的要求将提供所有兼容的

ECUs和媒体应设计的最低标准性能水平。这将确保所有连接的装置之间的完整串行数据通

信，而不管所述供应商。本文将由所述特定的运输载具OEM部件技术规范引用，所述技术规

范描述了单个ECU，其中所述单一线数据链路控制器和物理层接口位于其中。主要地，所述

物理层的所述性能在本文件中规定。

[0094] 一种用于CAN  FD(CAN和灵活数据速率(Flexible  Data-Rate))版本1.0的规范于

2012年4月17日由Robert  Bosch  GmbH发布，标题为：”CAN具有灵活的数据速率规范版本

1.0”，并且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完全设置一样在这里。此规范使用一种不同的帧

格式，其允许一不同的数据长度以及在确定所述仲裁之后可选地切换到一更快的比率。CAN 

FD与现有的CAN  2.0网络兼容，因此新的CAN  FD装配CAN与现有的CAN装置共存在相同的网

络上。CAN  FD是由Flori-Hatwich撰写的iCC  2013  CAN在Automation文章中描述的标题为：

“CAN  FD的比特时间要求”和“CAN具有灵活的数据速率”，以及2014年8月1日发布的题为：

“灵活的数据速率(CAN  FD)理解CAN“，它们全部包含在内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

一样。在一个示例中，所述CAN  FD接口基于、兼容或使用SPC57EM80控制器装置，其可从意法

半导体(STMicroelectronics)获得，其在2014年出版的应用笔记AN4389(文档号

DocD025493  Rev2)中描述，标题为：“SPC57472/SPC57EM80入门指南“，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

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进一步，一CAN  FD收发器可以基于、兼容或使用可从微芯片

技术公司(Microchip  Technology  Inc.)获得的收发器模型MCP2561/2FD，在2014年出版的

一数据表DS20005284中描述[ISBN-978-1-63276-020-3]标题为：“MCP2561/2FD-高速CAN柔

性数据速率收发机”，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095] LIN。LIN(Local  Interconnect  Network,本地互连网络)是一种用于运输载具部

件之间通信的串行网络协议。所述LIN通信可以基于与ISO  9141兼容，或者根据ISO  9141，

并且在所述LIN联盟(2010年12月31日)的“LIN  Specification  Package-Revision  2.2A”

中描述，其被并入它的全部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所述LIN标准是进一步

标准化的，作为ISO17987-1至17987-7标准的一部分。LIN也可以在所述运输载具的电池电

源线上使用一特殊的DC-LIN收发器。LIN是一广播串口网络包括16个节点(一主节点和通常

多达15个从节点)。所有消息由所述主设备发起，最多一个从设备回复一个给定的消息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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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所述主节点CAN还通过回复其自己的消息充当一个从属，并且由于所有通信都是由所述

主节点发起的，因此不必实现一次冲突检测。所述主设备和从设备是通用微控制器，但可在

专用硬件或ASIC中实现，以节省成本、空间或功率。目前的用途结合LIN的所有低成本效率

和简单的传感器来创建可通过一骨干网连接的小型网络(例如CAN在汽车中)。

[0096] 所述LIN总线是一种廉价的串行通信协议，它有效地支持一汽车网络中的远程应

用，特别适用于分布式汽车应用中的机电一体化节点，但同样适用于工业应用。所述协议的

主要特点是单一主设备、最多16个从属(即无总线仲裁)，从节点位置检测(Slave  Node 

Position  Detection,SNPD)、允许上电后节点地址分配、单一线通信高达19.2kbit/s@40仪

表总线长度(在所述LIN规范2.2所述速度高达20kbit/s)、保证等待时间、数据帧可变长度

(2,4和8字节)、配置灵活性、时间同步的多播接收、没有晶体或陶瓷谐振器、数据校验和和

错误检测、缺陷节点的检测、基于标准UART/SCI硬件的低成本硅实现、用于分层网络的启动

器，以及12V的工作电压。LIN是美国专利第7,091,876号授予Steger的题为：“一种通过标识

流对总线系统用户寻址的方法”，其全部内容为了所有目的，如同在本文中完全阐述一样。

[0097] 数据以选定长度的固定形式消息在所述总线上传送。主任务发送一标题，所述标

题由一中断信号，后跟同步和标识符字段组成。从属响应一数据帧，所述数据帧由2,4和8个

数据字节加上3个字节的控制信息组成。LIN使用无条件帧、事件触发帧、偶发帧、诊断帧、用

户定义帧和保留帧。

[0098] 无条件帧始终携带信号并且其标识符在范围0至59(0x00至0x3b)内，且所述无条

件帧的所有订户应接收所述帧并使其可用于所述应用(假设未检测到错误)，和事件触发的

帧，以增加所述LIN集群的响应性，而不将过多的总线带宽分配给具有很少发生的事件的多

个从节点的所述轮询。第一数据所述的无条件帧的字节应等于一被保护的标识符分配给一

事件触发的帧。只有当数据值发生变化时，一从属才会回复一相关的无条件帧。如果所述从

属的任务都没有响应标题，则所述帧槽的其余部分是静默的并且忽略所述标题。如果在所

述相同的帧时隙中多于一个从任务响应所述标题，则将发生冲突，并且所述主设备必须通

过在再次请求所述事件触发的帧之前请求所有相关联的无条件帧来解决冲突。偶发帧由所

述主设备根据需要传输，因此不会发生碰撞。当所述主任务知道所述帧中携带的一信号已

被更新时，所述偶发帧的标题仅应在其相关的帧时隙中发送。零散框架的出版人应始终对

所述标题提供回复。诊断帧始终包含诊断或配置数据，它们始终包含八个数据字节。所述标

识符是60(0x3C)，称为主请求帧，或61(0x3D)，称为从属响应帧。在生成一诊断帧的标题之

前，所述主任务询问其诊断模块是否应发送或者总线是否静默。所述从属任务根据其诊断

模块发布和订阅所述响应。用户定义的帧携带任何类型的信息。他们的标识符是62(0x3E)。

一用户定义帧的所述标题通常在处理分配给所述帧的一帧时隙时发送。保留帧不在一LIN 

2.0集群中被使用，其标识符为63(0x3F)。

[0099] 所述LIN规范旨在允许在一网络中使用非常便宜的硬件节点。所述LIN规范基于

ISO  9141：1989标准，标题为：“道路车辆-诊断系统-数字信息交换的要求”，其指定在道路

运输载具的车载电子控制单元(ECU)与合适的诊断测试仪之间建立数字信息交换的要求。

建立该通信是为了便于运输载具、系统和ECU的检查、测试诊断和调整。当使用系统特定的

诊断测试设备时，则不适用。所述LIN规范是基于ISO  9141-2：1994标准的进步步，标题为：

“道路车辆诊断系统第2部分:数字信息交换的碳水化合物要求”，涉及具有标称12V电源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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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的运输载具，描述ISO  9141：1989的一部分，并规定了在SAE  J1978规定的道路运输载具

和SAE  OBDΠ扫描工具的车载排放相关电子控制单元之间建立数字信息交换的要求。它是

一种低成本的单线网络，其中使用具有UART功能或专用LIN硬件的微控制器。所述微控制器

通过软件生成所有需要的LIN数据，并通过一LIN收发器连接到所述LIN网络(简单来说，一

级移位器带有一些附件)。作为一LIN节点工作只是可能功能的一部分。所述LIN硬件可包括

此收发器，并且作为一纯LIN节点而不添加功能。由于LIN从属节点应该尽可能便宜，它们可

以通过使用RC振荡器而不是晶体振荡器(石英或一陶瓷)来生成内部时钟。为了确保在一

LIN帧内的所述波特率稳定性，使用所述头部内的同步(SYNC)字段。一LIN收发器的例子是

可从飞思卡尔半导体公司(Freescale  Semiconductor，Inc)获得IC型号33689D，描述标题

为：“系统基础芯片与LIN收发机”的一数据表文件号MC33689Rev.8.0(日期为9/2012)，其全

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100] 所述LIN-主设备使用一个或多个预定义的调度表来开始发送和接收到所述LIN总

线。所述调度表至少包含相对定时，其中发起所述消息发送。一LIN帧由所述两部分标题和

响应组成。所述标题终由所述LIN主设备发送，而所述响应由一专用LIN从属或LIN主设备本

身发送。所述LIN中的传输数据以8比特数据字节串行传输，具有一开始和停止比特且没有

奇偶校验。比特率在1kbit/s至20kbit/s的所述范围内变化。所述总线上的数据分为隐性

(逻辑高)和显性(逻辑低)。所述时间法则由所述LIN主设备表时钟源考虑，所述最小实体为

一比特时间(52μs@19.2kbit/s)。

[0101] 两种总线状态-睡眠模式和活动-在所述LIN协议中使用。当数据在所述总线上时，

请求所有LIN节点处于活动状态。在指定超时后，所述节点进入休眠模式，并通过一唤醒

(WAKEUP)帧释放回活动状态。所述帧可以由请求总线上的活动的任何节点发送，或者所述

LIN主设备遵循其内部调度，或者所述附加的LIN从属之一由其内部软件应用程序激活。唤

醒所有节点后，所述主设备继续安排所述下一个标识符。

[0102] MOST。MOST(Media  Oriented  Systems  Transport,媒体导向系统传输)是一种高

速多媒体网络技术，专门用于汽车应用，可被用于汽车内外的应用。所述串行MOST总线采用

一环拓扑和同步数据通信，用于系统传输音频、视频、语音和数据信号，通过塑料光纤

(Plastic  Optical  Fiber,POF)(MOST25，MOST150)或电导体(MOST50，MOST150)物理层。所

述MOST规范定义了所述物理和所述数据链路层以及所有ISO/OSI-数据通信模型的所有七

层。标准化接口简化了多媒体装置中的所述MOST协议集成。对于系统开发人员，MOST是主要

地一协议定义。它为用户提供一标准化接口(API)以存取装置功能，并且所述通信功能由称

为MOST网络服务的驱动器软件提供。MOST网络服务包括基本层系统服务(第3,4,5层)和应

用程序套接字服务(第6层)。它们在基于所述物理层的一MOST网络接口控制器(Network 

Interface  Controller,NIC)和所述API(层7)之间处理所述MOST协议。

[0103] 一MOST网络能够在一环配置中管理多达64个MOST装置。即插即用功能允许轻松连

接和移除MOST装置。MOST网络也可以在虚拟星网络或其他拓扑中建立。安全关键应用使用

冗余双环配置。在一MOST网络中，一个装置被指定为所述定时主机，用于连续地向所述环提

供MOST帧。一前导码在所述帧传输的开始发送。其他装置，称为定时跟随器，使用前同步码

进行同步。基于同步传输的编码允许定时跟随器的恒定后同步。

[0104] MOST25提供大约23兆波的一带宽用于流(同步)以及在一个光物理层上的封装(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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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数据传输。它分为60个物理通道。所述用户可选并将通道配置成每四个字节为一组。

MOST25为物理信道的分配(和解除分配)提供了许多服务和方法。MOST25支持15个具有CD质

量声音的无压缩立体声音频通道或15个用于音频/视频传输的MPEG-1通道，每通道使用4个

字节(4个物理通道)。MOST还提供一用于传输控制信息的通道。系统频率为44.1kHz，允许一

带宽为705.6kbit/s，每秒可以传输2670个控制消息。控制消息用于配置MOST装置并配置同

步和异步数据传输。所述系统频率紧跟所述CD标准。参考数据也可以通过所述控制信道进

行传输。一些限制将MOST25的有效数据传输速率限制在大约10kB/s。由于协议开销，应用程

序在分段传输时只能使用32个字节中的11个，并且一MOST节点在任何时候都可使用控制信

道带宽的三分之一。

[0105] MOST50将一MOST25系统的带宽加倍，并将帧长度增加到1024比特。所述三个建立

的信道(控制消息信道、流数据信道、数据包数据信道)的MOST25保持相同，但所述控制信道

的长度和同步和异步信道之间的分段是灵活的。尽管MOST50被指定用于支持光学和电子物

理层，但可用的MOST50智能网络接口控制器(Intelligent  Network  Interface 

Controllers,INICs)仅通过非屏蔽双绞线(Unshielded  Twisted  Pair,UTP)支持端口电气

数据传输。

[0106] MOST150于2007年10月推出，提供一物理层来实现汽车中的以太网络。它将帧长度

增加到3072比特，这是MOST25带宽的约6倍。它还将一个以太网络信道与调整带宽此外集成

到其他等级MOST的三个已建立的信道(控制消息信道、流数据信道、数据包数据信道)。

MOST150还允许在同步信道上进行等时传输。尽管同步数据的传送需要除MOST帧速率所指

定的频率之外的一个频率，但是MOST150也是可能的。MOST150的先进功能和增强的带宽将

使一多路复用网络基础设施能够在汽车中传输所有形式的信息娱乐数据，包括视频。所述

光传输层使用一芯直径为1mm的塑料光纤(Plastic  Optical  Fibers,POF)作为传输媒介，

与所述红色波长范围内的发光二极管(LED)组合作为发射器。MOST25仅使用一光学物理层。

MOST50和MOST150支持端口光学和电气物理层。

[0107] 所述MOST协议描述于2011年由Franzis  Verlag  Gmbh[ISBN-978-3-645-65061-8]

出版的一本书中，由荷兰国际集团(Ing)博士(Dr.)Andreas  Grzemb的题目是：“MOST–The 

Automotive  Multimedia  Network-From  MOST25  to  MOST  150”，在MOST动态规范(合作版

版本3.0.2)2012年10月10日题为：“多媒体和控制网络技术”中，以及MOST规范(版本3.0)

2017年7月1日发布的，其全部内容均为全部内容，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108] MOST接口可使用一MOST收发器，例如可从美国微芯科技公司(Microchip 

Technology  Incorporated,总部设在美国亚利桑那州钱德勒(Chandler,AZ,U.S.A.))获得

的IC型号OS81118，并且在美国微芯科技公司2015年出版的题为：“MOST150  INIC  with  USB 

2.0  Device  Port”的一数据表DS00001935中描述，或IC型号OS8104-也可从美国微芯科技

公司获得，并在美国微芯科技公司于2007年8月由题为：“MOST网络接口控制器”的一数据表

PFL_OS8104A_V01_00_XX-4.fm中描述，其都包含在内完全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

述一样。

[0109] FlexRay。FlexRayTM是由FlexRay联盟开发的一种汽车网络通信协议，用于管理车

载汽车计算。所述FlexRay联盟于2009年解散，但FlexRay标准在一套ISO标准中描述，ISO 

17458标题为：“道路车辆-FlexRay通讯系统”，包括ISO  17458-1：2013标准：“第1部分:一般

说　明　书 24/117 页

68

CN 110325929 A

68



信息和用例定义”，ISO  17458-2：2013标准，标题为：“第2部分:数据链路层规范”，ISO 

17458-3：2013标准，标题为：“第3部分:数据链路层一致性测试规范”，ISO  17458-4：2013标

准，标题为：“第4部分:电气物理层规范”和ISO  17458-5：2013标准，标题为：“第5部分:电气

物理层一致性测试规范”。

[0110] FlexRay支持10Mbit/s的高数据速率，明确支持星型和“派对线”总线拓扑，并且可

提供两个独立的数据通道用于容错(如果一个通道不工作，通信可继续降低带宽)。所述总

线在一时间周期上运行，分为两部分：静态段和动态段。所述静态段被预分配到各个通信类

型的片中，提供比其前任CAN更强的实时间隔保证。所述动态段的操作更像CAN，节点将所述

总线控制为可用，允许事件触发的行为。FlexRay规范版本3.0.1在题为：“FlexRay通信系统

协议规范-3.0.1版”的FlexRay联盟2010年10月出版物中描述，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

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所述FlexRay物理层在作者Lorenz、Steffen在卡尔汉斯拉格有限

公司(Carl  Hanser  Verlag  Gmbh)2010出版物(汽车2010)中描述，标题为：“柔性线电物理

层的演化”，以及国家仪器公司技术概况刊物出版(国家仪器公司技术概况刊物,2009年8月

21日)题为：“FlexRay汽车通信总线概述”，其全部内容均为全部内容，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

样。

[0111] FlexRay系统由一总线和处理器(电子控制单元或ECU)组成，每个ECU有一独立的

时钟。所述时钟漂移必须不超过所述参考时钟的0.15％，因此系统中最慢和最快时钟之间

的差异不大于0.3％。每次只有一ECU写入所述总线，并且要发送的每个比特在总线上保持8

个采样时钟周期。接收器保持最后5个样本的一缓冲器，并使用最后5个样本的多数作为输

入信号。单周期传输误差可能影响比特的边界附近的结果，但不会影响8周期区域的中间的

周期。所述比特的值在8-比特区域的中间进行采样。错误被移动到极端周期，并且时钟频繁

地同步以使漂移变小(漂移小于每300次为1个周期，并且在传输期间，所述时钟每300同步

一次以上循环)。一FlexRay收发器的示例是型号TJA1080A，可从总部位于荷兰埃因霍温的

NXP半导体N.V.获得，在产品数据表(文件标识符TJA1080A，发布日期：2012年11月28日)中

描述，标题为：“TJA1080A  FlexRay收发器-Rev.6-2012年11月28日-产品数据表”，其全部内

容已纳入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112] 进一步，所使用的车辆通信系统可用于使运输载具与其他运输载具和路边单元进

行通信和交换信息，可允许合作并可有效地提高安全性，如共享安全信息、安全性警告以及

交通信息，以避免交通拥堵。在安全应用中，发现道路上即将发生的危险或障碍的运输载具

可直接通知其他运输载具，通过其他运输载具作为中继器或通过路边单元。进一步，所述系

统可以帮助决定在十字路口先通过的权利，并可提供有关进入交叉路口、离开高速公路、发

现障碍物和车道变换警告以及报告事故和其他活动的警报或警告。所述系统可用于交通管

理，允许简单和最佳的交通流量控制，特别是在特定情况的所述情况下如热追踪和坏天气。

所述交通管理可以是所述形式的变量速度限制、适应交通信号灯、交通路口控制，以及容纳

紧急运输载具如救护车、消防车和警车。

[0113] 所述车辆通信系统可用于协助所述驾驶员，例如帮助停车、巡航控制、车道保持和

道路标志识别。通过使用所述系统进行监视、速度限制警告、限制条目和转移命令，可获得

更好的监管和执行。所述系统可与定价和支付系统集成，如收费、定价管理和停车付款。所

述系统可以进一步用于导航和路线优化，以及提供旅行相关信息，如地图、商业地点、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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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和汽车服务地点。类似的，所述系统可用于运输载具的紧急警告系统、协同自适应巡航控

制、协同前方碰撞预警、交叉口防撞、接近应急运输载具警告(Blue  Waves,蓝波)、运输载具

安全检查、中转或紧急运输载具信号优先、电子停车付款、商业运输载具清关和安全检查、

运输中载具签、翻车警告、探测数据收集、公路-铁路交叉口警告和电子收费。

[0114] OBD。车载诊断(On-Board  Diagnostics,OBD)是指车辆的自诊断和报告功能。OBD

系统给予所述运输载具所有者或修理技术存取各种运输载具子系统的状态。现代OBD实施

使用一标准化数字通信端口来提供实时间数据到一标准化序列的诊断故障代码或DTCs，其

允许人们快速识别和补救所述运输载具内的故障。关键词协议2000(Keyword  Protocol 

2000)，缩写为KWP2000，是一种用于车载运输载具诊断系统(OBD)的通信协议。所述协议涵

盖计算机网络的OSI模型中的所述应用层。在启动、维护和终止一个通信会话方面，KWP2000

还涵盖OSI模型中的会话层，并且所述协议由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化为ISO  14230。

[0115] 用于KWP2000的一基础物理层与ISO  9141相同，在单一线上具有称为K线(K-line)

的双向串行通信。此外，有一可选的L线(L-line)用于唤醒。数据速率在1.2和10.4千波特

(千Baud)之间，并且所述数据字段中一条消息可包含多达255个字节。当在一K线物理层上

实现时，KWP2000需要特殊的唤醒序列：5波特(Baud)唤醒和快速初始化。这两种唤醒方法都

需要对所述K线信号进行时序关键操作，并且如果没有自定义软件，则所述方法不容易再

现。KWP2000还兼容ISO  11898(控制器区域网络)，支持高达1Mbit/s的更高数据速率。CAN正

在成为一种越来越流行的替代K线，因为所述CAN总线通常存在于现代运输载具中并且因而

删除需要安装附加的物理电缆。在带有ISO  15765传输/网络层的CAN上使用KWP2000是最常

见的。在CAN上使用KWP2000也不需要所述的特殊唤醒功能。

[0116] KWP2000可仅使用服务层和会话层在CAN上实现(不使用标题指定长度，使用源和

目标地址，也不使用校验和)；或使用所有层(标题和校验和封装在一个CAN帧内)。然而，使

用所有图层都是过度的，因为ISO  15765提供了自有的传输/网络层。

[0117] ISO  14230-1：2012题为：“公路车辆-通过K-Line(DoK-Line)进行诊断通信-第1部

分:物理层”，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指定所述物理层，基于ISO 

9141，将在其上实现所述诊断服务。它基于ISO  9141-2中描述的所述物理层，但扩展为允许

具有12V  DC或24V  DC电压供应的道路运输载具。

[0118] ISO  14230-2：2013题为：“公路车辆-通过K-Line(DoK-Line)进行诊断通信-第2部

分:数据链路层”，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指定数据链路层服

务，以满足ISO  14230-1中规定的K-Line上基于UART的运输载具通信系统的要求。已根据

ISO  14229-1和ISO  15031-5中建立的所述诊断服务来定义，但不限于与其一起使用，并且

还与车载网络的大多数其他通信需求兼容。所述协议规定了一种未经证实的通信。所述K-

Line(DoK-Line)协议的诊断通信支持ISO  14229-2中规定的标准化服务原语接口。ISO 

14230-2：2013提供了所述数据链路层服务，支持不同的应用层实施，例如：增强型运输载具

诊断(超出法定功能的排放相关系统诊断，非排放相关系统诊断)；与ISO  15031，SAE 

J1979-DA和SAE  J2012-DA中规定的排放相关的OBD。此外，ISO  14230-2：2013厘清ISO  9141

与ISO  14230中定义的K线协议初始化的差异。这很重要，因一服务器仅支持上述协议中的

一个，并且客户端必须处理在协议确定过程中所有协议的共存。

[0119] 所述申请层在ISO  14230-3：1999中描述，标题为：“道路车辆-诊断系统-关键字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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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2000-第3部分:应用层”，并且排放相关系统的要求在ISO  14230-4：2000中被描述，题为：

“道路车辆-诊断系统-关键字协议2000-第4部分:排放相关系统的要求”，其全部内容为了

所有目的而全部并入，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120] 汽车以太网络。汽车以太网络(Automotive  Ethernet)是指使用一以太网络为基

础的网络用于车载电子系统之间的连接，并且通常定义一物理网络用于使用一有线网络连

接一车内的部件。以太网络是本地区域网络(Local  Area  Networks ,LAN)、城域网络

(Metropolit-Area  Networks,MAN)和广域网络(Wide  Area  Networks,WAN)中常用的一类

计算机网络技术。它于1980年在商业上引入，并于1983年作为IEEE  802.3标准化，并且已经

被改进以支持更高的比率和更长的链路距离。以太网络标准包括与以太网络一起使用的

OSI物理层的若干布线和信令变体。通过以太网络进行通信的系统将一数据流分成称为帧

的较短片段。每个帧包含源和目标地址，以及错误检查数据，以便可以检测和丢弃损坏的

帧；通常，较高层协议触发丢失帧的重传。根据所述OSI模型，以太网络提供服务直至并包括

所述数据链路层。自商业发布以来，以太网络保留了良好的向后兼容性。如所述48-比特MAC

地址和以太网络帧格式影响了其他网络协议。简单的切换以太网络网络虽然比基于中继器

的以太网络有了很大的改进，却受到单一失败的攻击，即使不是针对它，也可以将交换机或

主机发送到一台机器的攻击，可扩展性和安全性问题关于交换环路、广播辐射和组播流量，

以及单一链路强制下来的带宽阻塞点。

[0121] 交换机中的高级网络功能使用最短路径桥接(Shortest  Path  Bridging ,SPB)或

所述生成树协议(Spanning-Tree  Protocol,STP)来维护一无环路的网状网络、允许物理环

路进行冗余(STP)或负载平衡(SPB)。先进的网络功能还可确保端口安全，提供保护功能如

MAC锁定和广播辐射过滤，使用虚拟LANs在使用所述相同物理基础设施时保持不同类别的

用户分离，采用多层交换在不同类之间路由，并使用链路聚合为重载链路添加带宽并提供

一些冗余。IEEE  802.1aq(最短路径桥接)包括链路状态路由协议IS-IS的使用，以允许在装

置之间具有最短路径路径的较大网络。

[0122] 一数据包在一以太网络链接上称为一以太网络数据包，其将一以太网络帧作为其

有效载荷传输。一太网络框架前有一前同步码和起始帧定界符(Start  Frame  Delimiter,

SFD)，都是物理层的以太网络数据包的一部分。每个以太网络帧以一以太网络标题开始，其

包含目标和源MAC地址作为其第一个两字段。所述帧的中间部分是有效载荷数据，包括在所

述帧中携带的其他协议(例如，互联网协议)的任何标题。所述帧以一帧校验序列(Frame 

Check  Sequence,FCS)结束，这是一32比特的循环冗余校验，用于检测数据的任何传输中的

损坏。汽车以太网络在Charles  M.Kozierok、Colt  Correa、Robert  B.Boatright和Jeffrey 

Quesnelle等作者的书中描述，题为：“汽车以太网:权威指南”，由Interpid  Control 

Systems于2014年出版[ISBN-13：978-0-9905388-0-6]，以及由Ixia在2014年5月出版的第

915-3510-01Rev.A号文件，题为：“汽车以太网:概述”，它们全部包含在内目的，如同在此完

全阐述一样。

[0123] lOOBaseTl。100BASE-T1(以及即将推出的1000Base-T1)是一种以太网络汽车标

准，在IEEE  802.3bw-2015第96条中标准化，标题为：”802.3bw-2015–IEEE以太网修正标准

1:单根平衡双绞线(100BASE-T1)上100Mb/s运行的物理层规范和管理参数”。所述数据通过

一单一铜线对传输，每个符号3比特(PAM3)，并且它仅支持全双工，两者都传输双绞线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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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支持端口66MHz，最大长度为15m。所述标准适用于汽车应用或快速以太网络集成到另

一应用中。

[0124] 技术是一种以太网络物理层标准，专为汽

车连接应用而设计。 技术允许多个输入载体系统同时通过非屏蔽单一双

绞线电缆存取信息，旨在降低连接成本和布线重量。在汽车中使用 技术，

可在汽车中实现从多个封闭式应用到一单一开启，可扩展以太网络网络的所有迁移。这允

许汽车制造商结合多个电子系统和装置，如先进的安全功能(即360度环绕视图停车辅助，

后视图摄像头和防撞系统)以及舒适和信息娱乐功能。符合汽车标准的

以太网络物理层标准可与符合IEEE  802.3标准的交换机技术相结合，通过非屏蔽单一双绞

线电缆提供100万比特/秒(lOOMbit/s)。

[0125] 所述BroadR-Reach汽车以太网络标准实现了在一对单电缆上同时发送和接收(例如全

双工)的操作，而不是100BASE-TX中的半双工操作，其使用一对用于发送而一对用于接收实现相

同的数据速率。为了更好地去除信号的相关性，数字信号处理器(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DSP)与100BASE-TX中使用的扰码器相比，使用一高度优化的扰码器。这提供汽车应用所需的

稳健且有效的信令方案。所述BroadR-Reach汽车以太网络标准采用一种信令方案，其频谱效

率高于100BASETX。这将汽车以太网络的信号带宽限制为33.3MHz，这大约是100BASE-TX的带

宽的一半。较低的信号带宽可改善回波损耗、减少串扰，并确保 汽车以太网

络标准符合严格的汽车电磁辐射要求。所述 的物理层在由Bernd  Korber博士

撰写并在2014年11月28日由OPEN  Alliance发布的一规范中描述，题为：“ 通

信通道定义-2.0版”，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126] 一方法和一装置于记录数据或用于传输刺激数据，其在基于以太网络的运输载具

网络中传输，并在Neff等人的美国专利申请第2015/0071115号中描述，题为：“使用车辆基

础设施的汽车以太网中的数据记录或刺激”，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

一样。描述了用于记录数据的一方法，其中所述数据通过运输载具的一通信系统从一传输

控制单元传输到一运输载具的一接收控制单元。所述通信系统包括一以太网络的网络，其

中所述数据通过一传输路径从一传输部件传送到所述以太网络的网络的一接收部件，其中

所述数据将被记录在一记录部件中。所述以太网络的网络，它不在于传输路径。所述方法包

括所述以太网络的网络的一中间部件的配置，其位于传输路径上，将所述数据的一副本作

为记录数据传送到记录部件；以及所述记录部件的记录数据的记录。

[0127] 一骨干网络系统用于一运输载具并能够在安装在所述运输载具中的集成控制模

块之间进行高速和大容量数据传输，使得当在一特定通信中发生一错误时，可通过另一备

选通信线路维持通信。在Kim等人的美国专利第9,172,635号中描述了这一点。题为：“车辆

用以太网骨干网系统及以太网骨干网系统故障安全控制方法”，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

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所述骨干网络系统使安装在所述运输载具中的各种集成控制模块

能够执行大容量和高速通信，基于以太网络通信通过一个太网骨干网络连接所述集成控制

模块的域网关，并提供一快速故障安全功能，以便当所述域网关之间的一条通信线路发生

一错误时，域网关通过另一条通信线路进行通信。

[0128] 一系统和方法用于管理一运输载具以太网络通信网络公开在CHA等人的美国专利

第9,450,911号中。题为：“车载以太网通信网络管理系统和方法”，其全部内容为了所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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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更具体地，一运输载具以太网络通信网络中的每个单元被配置

为当应用于所述运输载具的每个单元时初始进入一次通电(PowerOn)模式以初始化操作程

序。一旦通电，每个单元进入一正常模式，其中每个单元的一节点参与一网络以请求网络。

随后，每个单元进入一睡眠指示(Sleeplnd)模式，其中即使其他节点已经请求了网络，也不

请求其他节点。然后，在每个单元终止通信模式，并且每个单元进入一等待总线休眠

(WaitBusSleep)模式，其中连接到网络的所有节点不再通信并且等待切换到睡眠模式。最

后，关闭每个单元以防止网络中的单元之间的通信。

[0129] 一系统包括一车载单元(On-Board  Unit,OBU)，其与一运输载具中的一内部子系

统在一无线网络上的至少一以太网络的网络和一节点上通信，在美国专利申请公开第

2014/0215491号中Addepalli等人公开题为：“车辆环境中内部联网、数据优化和动态频率

选择的系统和方法”，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在一实施例中，一

方法包括在所述运输载具上的以太网络的网络上接收一消息，封装所述消息以便于如果消

息不在以太网络协议中则转换为以太网络协议，并且发送所述消息以太网络协议到其目的

地。某些实施例包括使用冗余高速缓存、字典、对象上下文数据库、语音模板和协议报头模

板优化在无线网络上的数据传输，以及通过一TCP连接从一接收器到一发送器的数据流的

跨层优化。某些实施例还包括动态识别和选择具有最小干扰的一操作频率，用于在所述无

线网络上进行数据传输。

[0130] 一运输载具总线的一例子，如一CAN总线，如图5中所示的一布置50。所述网络通常

在一车辆中，其中有线通信媒介16b包括两个导体或导线54a,54b，在一多点('总线')拓扑

中协作连接。ECUs'A'56a、'B'56b和'C'56c沿所述媒介(或所述媒介端)被连接在不同的点

上，并通过连接器55a、55b和55c分别连接到所述媒介16b。所述ECU'A'56a、'B'56b和'C'56c

分别包括平衡线路驱动器51a、51b和51c，以及平衡线接收器52a、52b和52c，它们可以是各

自CAN的一部分总线收发器53a、53b和53c分别连接到所述连接器55a、55b和55c，用于连接

到所述媒介16b。CAN控制器57a、57b和57c分别耦合到所述CAN收发器53a、53b和53c，用于处

理所述CAN协议的下层。阻抗如电阻器19a,19b在所述媒介16b的两端连接，作为与所述媒介

阻抗匹配的终端，用于减少信号反射。

[0131] 一运输载具总线可包括或可由一航空电子总线所组成，用作民用航空器具的军

用，商用和先进型号的一数据总线。常见的航空电子数据总线协议及其主要应用包括航空

器数据网络(Aircraft  Data  Network,ADN)，它是商用航空器的一以太网络衍生物，航空电

子全双工交换以太网络(Avionics  Full-Duplex  Switched  Ethernet,AFDX)，是ARTNC  664

(ADN)的一个特定实现。商业航空器，ARINC  429：“通用媒体-私人和商业航空器的速度数据

共享”，ARINC  664，ARINC  629用于商业航空器(如波音777)，ARINC  708：“天气雷达用于商

用航空器”，ARINC  717：“商用航空器的飞行数据记录器”，ARINC  825，用于商用航空器的一

CAN总线(例如波音787和空中总线A350)，用于某些军用航空器的IEEE  1394b，MIL-STD-

1553和MIL-STD-军用航空器1760和时间触发协议(TTP)：派克航空航天公司的波音787梦想

飞机，空中总线A380，飞线驱动平台。

[0132] MIL-STD-1553。MIL-STD-1553是由美国国防部公布的一种军用标准，其定义了所

谓的串行数据总线的机械、电气和功能特性。最初被设计为用于军用航空电子设备的一种

航空数据总线，但也已成为军用和民用航天器机载数据处理(On-Board  Data  Handl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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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DH)子系统中常用的。它具有多个(通常是双重的)冗余平衡线物理层，一(差分)网络接

口，时间分段多路复用，半双工命令/响应协议，以及CAN处理多达30个远程终端(装置)。所

述MIL-STD-1553由美国国防部于1978年9月21日标准化为军用标准MIL-STD-1553B，标题

为：“飞机内部时师指挥/响应多路数据总线”，并在2010年11月的AIM  Gmbh教程v2.3中描述

标题为：“MIL-STD-1553Tutorial”，它们全部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133] 一单一总线由一对线所组成，阻抗为70-85Ω，频率为1MHz。在使用一圆形连接器

的情况下，其中心引脚用于高(正)曼彻斯特双相的信号。发送器和接收器耦合到所述总线

通过隔离变压器，并且存根连接使用一对隔离电阻器和可选的一耦合变压器，以减少一短

路的所述影响并确保所述总线不传导电流通过所述航空器。一曼彻斯特码(Manchester 

code)用于在相同线对上呈现时钟和数据，并消除所述信号中的任何DC部件(其不能通过变

压器)。所述比特率为每秒1.0兆比特(百万bit)(1比特/μs)。组合精度和比特率的长期稳定

性仅指定在±0.1％以内；所述短时钟稳定性必须在+0.01％以内。所述总线的输出电压为

18-27V。所述总线可以通过使用多个独立的线对进行双重或三重冗余，然后所有装置都连

接到所有总线。在当前主控制器的事件中指定一新的总线控制计算机。通常，辅助飞行控制

计算机监视所述主计算机和航空器传感器通过数据总线。所述总线的不同版本使用光纤，

其重量更轻且具有更好的抗电磁干扰能力，包括EMP。

[0134] 一个MIL-STD-1553多路复用数据总线系统由一总线控制器(Bus  Controller,BC)

控制多个远程终端(Remote  Terminals,RT)，所有远程终端都通过一数据总线连接在一起，

在所述总线控制器和所有远程终端相关联之间提供一单一的数据路径。也可能有一个或多

个总线监视器(Bus  Monitors,BM)；然而，总线监视器特别不允许参与数据传输，仅用于捕

获或记录数据以进行分析等。在冗余总线实现中，多个数据总线用于提供多个数据路径，例

如双冗余数据总线、三冗余数据总线等。所述数据总线上的所有传输都可由所述BC和所有

连接的RT存取。消息由一个或多个16比特字(命令，数据或状态)组成。16比特包括每个字都

使用曼彻斯特码发送，其中每个比特被传输为一个0.5μs高和0.5μs低，于一个逻辑1，或者

一个低-高序列，于一个逻辑0。每个字前面有一个3μs同步脉冲(1.5μs低脉冲1.5μs高数据

字和相反命令和状态字，其不能出现在曼彻斯特码中)，接着是一奇校验比特(Odd  Parity 

Bit)。实际上每个字可被认为是一个20比特字：3比特用于同步、16比特用于有效载荷、1比

特用于奇校验控制。一消息中的单词是连续发送的，并且消息之间必须至少有一个4μs的间

隙。然而，对于一些较旧的总线控制器，这种消息间间隙可以并且通常远大于4μs，甚至高达

1ms。装置必须在4-12μs内开始向一有效命令发送它们的响应，并且如果在14μs内没有响

应，则认为没有收到一命令或消息。

[0135] ARINC  429。ARINC  429，也称为“Mark33数字信息传输系统(Digital  Information 

Transfer  System,DITS)”和航空无线电公司(Aeronautical  Radio  INC.,ARINC)，是用于

大多数高端商业和传输航空器的主要航空电子数据总线的技术标准。其定义一双线数据总

线和一数据协议的所述物理和电气接口，以支持一航空器的航空电子本地区域网络。ARINC 

429是航空器航空电子设备的一数据传输标准，其使用一自动计时，自同步数据总线协议

(Tx和Rx在不同的端口上)。所述物理连接线是承载平衡差分信号的双绞线。数据字长度为

32比特，大多数消息由一单一数据字组成。消息以12.5或100kbit/s的速率传输到监视总线

消息的其他系统元素。所述发送器不断地发送32比特数据字或零(NULL)状态。一单一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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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于一发射器，不超过20个接收器。所述协议允许在所述接收器端进行自计时，因此消除

了需要传输时钟数据。ARINC  429传动单位是一定长度的32比特框架，其标准称为一”字”

(word)。所述比特在一ARINC  429字中从比特数1到比特数32或简单地比特1到比特32被串

行地识别。所述ARINC  429字的字段和数据结构根据该编号来定义。所述ARINC  429在航空

电子接口技术文档第40100001号(2016年11月从所述互联网下载)中描述，题为：“ARINC 

429协议教程”，以及由航空电子工程委员会编制并于2004年5月17日由航空无线电公司出

版的一ARINC规范429，标题为：“数字信息传输系统(DITS)-第1部分功能描述、电子接口、标

签分配和文字格式“，它们全部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ARINC  429接口可使

用’ARINC  429总线接口-DirectCore'v5.0从爱特公司公司(Actel  Corporation)(总部设

在Mountain-View，美国加州)获得，其在2006年9月公布的文献第51700055-5/9.06号中描

述，其全部内容结合于此。出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136] 滤波器。一低通滤波器(Low-Pass  Filter,LPF)是一滤波器，其通过一频率低于一

定截止频率的信号，并衰减频率高于所述截止频率的信号。每个频率的衰减量取决于所述

滤波器的设计。所述LPF在音频应用中也被称为一高切滤波器或高频切滤波器。一LPF可以

是一个简单的一阶电子高通滤波器，通常包括一电容和一电阻的一序列组合，并使用所述

电容作为一输出。所述电容表现出电抗，并阻挡低频率信号，迫使其通过所述负载。在更高

的频率下，所述电抗下降，并且所述电容有效地用作一短路。另外或此外，所述LPF可以通过

使用一运算放大器来使用一个一阶低通滤波器的一有源电子实现。一LPF可以同样是一个

二阶或三阶，并且可以是被动的或主动的。

[0137] 一高通滤波器(High  Pass  Filter,HPF)是一电路或部件，其通过一频率高于一定

截止频率的信号，并衰减频率低于所述截止频率的信号，其中每个频率的衰减量取决于所

述滤波器设计。一HPF可以是一个简单的一阶电子高通滤波器，通常包括一电容和一电阻的

一序列组合，并使用所述电阻作为一输出。另外或此外，所述HPF可通过使用一运算放大器

来使用一级高通滤波器的一有源电子实现。HPF也可以是一个二阶或三阶，并且可以是被动

的或主动的。一带通滤波器(Band-Pass  Filter,BPF)是一种低通和一高通滤波器的组合。

[0138] 波形。如这里所使用的，术语“波形”包括一电信号的形状和形式作为一个随时间

变化的量，例如在一物理媒介中移动的波，例如一传输媒介。通常，一波形由一曲线图描绘，

示出在记录持续时间内的一实时间或记录的信号振幅的变化。所述信号的振幅通常在Y轴

(垂直)上测量，并且在X轴(水平)上测量时间。一波形可以表示为一电子信号或记录的一图

像，并且表示在一定量的时间(水平)上的振幅的变化。一周期波形包括这些重复信号，例如

一正弦波，其中所述波形的振幅遵循一三角正弦函数相对于时间，一方波，其中所述波形通

常用于表示数字信息，一三角波包含在-12dB/倍频程处减少的奇次谐波，以及看起来像一

锯的锯齿波。其他波形通常被称为复合波形，并且常被描述为一组正弦波或其他基函数的

组合。傅里叶序列(Fourier  series)描述了周期波形的所述分解，使得任何周期波形可由

所述一(可能是无限的)基本和谐波部分的总和形成。有限能量非周期波形可以通过所述傅

里叶变换分析成正弦波。

[0139] 时间戳。一时间戳是一字符或编码信息的序列，用于识别何时发生某一事件，通常

给出日期和时间，有时精确到一秒的一小部分，并且是指附加到数字数据的数字日期和时

间信息。例如计算机文件包含时间戳，所述时间戳告知文件的最后修改时间，并且数码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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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时间戳添加到拍摄的图片中，记录日期和时间所述图片。一时间戳是时间，其中一事件由

一计算机记录，而不是事件本身的时间。在许多情况下，差异可能是无关紧要的：时间在一

时间戳记录一事件(例如输入一日志文件(log  file))应该接近事件的时间。时间戳通常用

于记录事件或一系列事件(Sequence  of  Events,SOE)，在这种情况下，所述日志或SOE中的

每个事件都标有一时间戳。在一文件系统如一数据库，时间戳一般存储日期/时间创建或修

改一档或一纪录。所述ISO  8601标准标准化所述日期和时间的表示，其通常用于构造时间

戳值；和IETF  RFC  3339定义了一种日期和时间格式，用于使用所述ISO  8601标准表示的互

联网协议。

[0140] RTC。实时时钟(Real-Time  Clock,RTC)ICs会测量时间即使当主装置的功率关闭

时。在这些时间内，RTC  ICs从一个辅助电池或超级电容器获取电力。大多数现代RTC  ICs通

过支持一串行接口来减少封装引脚数。一RTC  IC的例子是型号第DS1339A号可从美心集成

产品有限公司(马克西姆集成产品,Inc.)(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荷西)获得，在

一数据表第19-6425号；第2版中描述；1/15(2015)通过美心集成产品有限公司标题为：

“DS1339A-小电流,I2C ,串行实时时钟”，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

样，并且可如一教程5791(2014年3月28日)中通过美心集成产品有限公司所描述的那样使

用，其题为：“编写防弹实时时钟控制代码的提示”，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

全阐述一样。

[0141] 所述IP技术的主要方面是IP寻址和路由。寻址是指如何将IP地址分配给终端主

机，以及如何将IP主机地址的子网划分并组合在一起。IP路由是由所有主机执行，但最重要

的是，通过网络间路由器，它们通常使用内部网关协议(Interior  Gateway  Protocols ,

IGPs)或外部网关协议(External  Gateway  Protocols,EGPs)来帮助跨IP连接网络做出IP

数据报转发决策。在所述互联网骨干网(Internet  backbone)中服务的核心路由器通常使

用根据RFC  4098或多协议标签交换(Multi-Protocol  Label  Switching,MPLS)的边界网关

协议(Border  Gateway  Protocol,BGP)。与互联网相关的协议和路由有关的其它现有技术

出版物包括由思科系统公司(Cisco  Systems,Inc.)(7/99)出版号为1-587005-001-3的所

有章节，标题为：“互联网工作技术手册”，它们都是为了所有目的而全部合并，如同在此完

全阐述：第5章：“路由基础”(第5-1至5-10页)，第30章：“互联网协议”(第30-1至30-16页)，

第32章：“IPv6”(第32-1至32-6页)，第45章：“OSI路由”(第45-1至45-8页)和第51章：“安全

性”(第51-1至51-12页)，以及在IBM公司，国际技术支持组织红皮书文件(International 

Technical  Support  Organization  Redbook  Documents)号GG24-4756-00，标题为：“局域

网的概念和产品:LAN操作系统和管理”，1996年5月第1版，红皮书文件号GG24-4338-00题

为：“网络技术简介”，1994年4月第1版，红皮书文件号GG24-2580-01题为：“IP网络设计指

南”，1999年6月第2版，和红皮书文件号GG24-3376-07题为：“TCP/IP教程和技术概述”，ISBN 

0738494682，2006年12月第8版，其全部内容结合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编

程、设计和使用所述互联网在作者Paul  S.Wang和Sand-KatiLANentitled的一本书中描述

题为：“网页设计+程序设计入门”(Brooks/Cole  book/12月24日)，其中包含了完全用于所

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142] 即时通讯。即时消息(Instant  Messaging ,IM)是一种在线聊天，它通过所述互联

网提供真实的时间文本传输。短信通常在双方之间双向传输，当每个用户选择完成一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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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选择“发送”时。一些IM应用程序可以使用推送技术来提供真实时间文本，这些文本在组

成时逐个字符地传输消息。更高级的即时消息可添加文件传输、可点击的超链接、IP语音或

视频聊天。即时消息系统通常便于指定已知用户之间的连接(通常使用一联系人列表，也称

为“好友列表”或“朋友列表”)。根据所述IM协议，其技术架构可以是点对点(直接点对点传

输)或客户端对服务器(一中央服务器将消息从发送方重新发送到通信装置)。

[0143] 即时消息传递是一组通信技术，用于通过所述互联网或其他类型的网络在两个或

更多参与者之间进行基于文本的通信。即时通讯实时发生。重要的是，在线聊天和即时消息

与诸如电子邮件之类的其他技术不同，因为用户认为通信具有所谓的准同步性。一些系统

允许将消息发送给用户而不是“登录”(离线消息)，因此消除了IM和电子邮件之间的一些差

异(通常通过将所述消息发送到所述相关的电子邮件帐户来完成)。通过Tim  van  Lokven

(2011年1月23日)题为：“审查和比较即时消息传递协议”的论文中描述了各种IP技术，其全

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144] 短信(短信)。短信或发短信是在两个或多个移动电话之间编写和发送简短的电子

消息，或通过一电话网络的固定或便携式装置。术语通常是指使用短消息服务(Short 

Message  Service,SMS)发送消息，但是可包括含图像、视频和声音内容(称为MMS消息)。一

条短信的发送者称为一种文本发送者(Texter)，而服务本身根据区域具有不同的俗语。短

信可用于与自动化系统交互，例如订购产品或服务或参与竞赛。广告商和服务提供商使用

直接文本营销来向移动电话用户发送关于促销、付款到期日期等的消息，而不是使用邮件、

电子邮件或语音邮件。对于本英文文章所述目的的直接和简明定义，通过电话或移动电话

发送的短信应包括所有字母的所有26个字母和10个数字，例如字母数字消息或文本，由文

本发送者发送或由发信人(Textee)收到。SMS消息传递网关提供商可以提供网关到移动

(Mobile  Terminated-MT)服务。一些供应商还可以提供移动到网关(文本输入或移动始发/

MO服务)。

[0145] 短信。短消息服务(Short  Message  Service,SMS)是电话、Web或移动通信系统的

一短信服务部件。其使用标准化通信协议，允许固定线路或移动电话装置交换短信。作为全

球系统用于移动通信(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GSM)序列的标准的一

部分，在现代手机上使用的SMS作为向GSM移动手机发送多达160个字符的消息的一种方式。

尽管大多数SMS消息是移动到移动的短信，但是对所述服务的支持已经扩展到包括其他移

动技术，如ANSI  CDMA网络和数字AMPS，以及卫星和陆线网络。所述短消息服务-点对点

(SMS-PP)由所述3GPP作为TS  23.040和3GPP  TS  23.041标准化，其定义所述短消息服务-小

区广播(SMS-CB)，其允许消息(广告，公共信息等)在一指定的地理区域内向所有移动用户

广播。

[0146] 消息被发送到一短消息服务中心(Short  Message  Service  Center,SMSC)，其提

供一个“存储和转发”机制。尝试向所述SMSC接收者发送消息，并且如果一接收者不可到达，

则所述SMSC将消息排队以供稍后重试。一些SMSC还提供一个“前进和忘记”选项，其中只传

输一次传输。移动终止(MT，用于发送到一移动手机的消息)和移动始发(MO，用于从所述移

动手机发送的那些)操作都被支持，并且消息传递是“尽力而为”方案，因此不能保证一条消

息实际上将被传递给其接收者，但延迟或完全丢失一条消息并不常见。SMS是一种无状态通

信协议，其中每个SMS消息被认为完全独立于其他消息。使用SMS作为用于有状态对话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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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信道的企业应用(其中一MO回复消息与一特定MT消息配对)要求通过诸如动态对话矩

阵(Dynamic  Dialogue  Matrix,DDM)的专有方法将会话管理维持在所述协议的外部。

[0147] 所述短消息服务是通过SS#7协议的移动应用部分(Mobile  Application  Part,

MAP)的使用来实现的，其中短消息协议元素作为所述MAP消息中的字段在所述网络上传输。

这些MAP消息可以使用“传统的”基于TDM的信令传输，或者使用SIGTRAN和适当的适配层通

过IP传输。所述短消息协议本身由3GPP  TS  23 .040定义，用于所述短消息服务-点对点

(SMS-PP)，以及用于所述小区广播服务(CBS)的3GPP  TS  23.041。SMS是进一步在一3GPP技

术规范3GPP  TS  22.011(v143.0.0,2015a09)中描述，其标题为：“3rd代合作伙伴计划；技术

规范群组服务和系统方面；服务存在(第14版)”，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

阐述一样。

[0148] MMS。多媒介消息服务(MMS)是一种开放移动联盟(Open  Mobile  Alliance,OMA)标

准方式，通过一蜂窝网络向移动电话发送包括多个内容的消息。其扩展了核心SMS(短消息

服务)功能，允许交换最多160个字符的文本消息。最受欢迎的用途是从配备相机的手机发

送照片，并且也被媒体公司用作商业基础，作为提供新闻和娱乐内容的一方法，并且由零售

品牌作为提供可扫描的优惠券代码的一工具、产品图像、视频和其他信息。不像文本短信，

商业彩信可交付各种媒体，包括长达四十秒的视频、一个图像、多个图像通过幻灯片或音频

加无限字符。

[0149] MMS消息的发送方式与SMS不同。所述第一步骤用于发送装置以一种方式编码多媒

体内容，类似于发送一MIME电子邮件(MIME内容格式在MMS消息封装规范中定义)。接着将所

述消息转发到载波MMS存储和转发服务器，称为MMSC(Multimedia  Messaging  Service 

Centre)。如果接收者在另一载波上，则MMSC充当一中继，并使用互联网将所述消息转发到

接收者的载波的MMSC。

[0150] 一旦接收方MMSC已经接收到一消息，并确定接收方的手机是“具有MMS能力”，其支

持接收MMS的标准。如果是，则提取内容并将其发送到具有一HTTP前端的一临时存储服务

器。接着，将包含内容的URL的SMS“控制消息”(ping)发送到接收者的手机以触发接收者的

WAP浏览器以打开并从嵌入的URL接收所述内容。交换若干其他消息以指示递送尝试的状

态。在传送内容之前，一些MMSC还包括称为“内容自适应”的一种转换服务，其将尝试将所述

多媒体内容修改为适合于接收器的一种格式。所谓的MMS(和SMS)系统的电子邮件和基于网

络的网关是常见的。在所述接收方，内容服务器通常可接收来自WAP和普通HTTP浏览器的服

务请求，因此通过网络的传送很简单。对于从外部源发送到手机，大多数运营商允许将MIME

编码的消息发送到具有一特殊域的接收者的电话号码。MMS在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的第

3GPP技术规范3GPP  TS  23.140  V6.16.0(2009-03)中描述题为：”3rd代合作伙伴计划；技术

规范群组核心网络和终端；多媒体消息服务(MMS)；功能描述；第2阶段(第6版)”，其全部内

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151] Facebook。Facebook  Messenger是一种即时消息服务和软件应用程序，提供文本

和语音通信。与Facebook基于网络的聊天功能集成，并基于所述开放式MQTT协议，

Messenger允许Facebook用户在移动和所述主网站上与朋友聊天。Facebook在在美国多数

组织的一个指南中描述(从http://cmrw.org/检索到10/2015)，题为：“facebook-初学者指

南”，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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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2] Twitter。Twitter是Twitter  Inc.(总部设在旧金山)的一个在线社交网络服务，

它使用户能够发送和读取称为“推文”的短140个字符的消息。注册用户可以阅读和发布推

文，但未注册的用户可以阅读它们。用户通过所述网站界面，SMS或移动装置应用程序存取

Twitter。默认情况下，推文是公开显示的，但发件人只能将消息传递给他们的粉丝。用户可

以通过所述Twitter网站，兼容外部应用程序(如智能手机)或某些国家/地区提供的短消息

服务(SMS)发送推文。转发是指用户通过Twitter转发一条推文。可跟踪推文和转推，以查看

哪些是最受欢迎的。用户可订阅其他用户的推文-这被称为“跟随”，订阅者被称为“追随者”

或“推特”，Twitter和偷窥者的端口。用户可以通过各种服务检查所有在Twitter上取消订

阅的人(“取消关注”)。此外，用户可以阻止那些关注他们的人。

[0153] 作为一个社交网络，Twitter围绕着所谓的粉丝原则。当您选择关注其他Twitter

用户时，用户的推文会在您的主Twitter页面上以反向时间顺序显示。使用称为雪花的软件

在专属IDs下注册单个推文，并使用“Rockdove”添加地理位置数据。所述URLt.co检查一垃

圾邮件链接并缩短所述URL。接下来，所述推文使用Gizzard存储在一个MySQL数据库中，并

且所述用户接收所述推文被发送的确认。然后将推文发送到搜索引擎通过所述Firehose 

API。所述进程本身由FlockDB管理，平均花费350毫秒，所述服务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

允许其他Web服务和应用程序与Twitter集成。推特在Twitter  Inc .的一个指南(由

https://g .twimg .com/business/pdfs/T  witter_Smallbiz_Guide.pdf检索10/15)中描

述，标题为：“为小企业-指南开始”，其全部内容为了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154] WhatsApp。WhatsApp是由WhatsApp公司(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开发的一

款即时通讯应用程序，用于以一种订阅业务模式运营的智能手机。专有的跨平台应用程序

使用互联网发送文本消息、图像、视频、用户位置和音频媒体消息。WhatsApp使用开放标准

可扩展消息和存在协议(Extensible  Messaging  and  Presence  Protocol,XMPP)的一定制

版本。在安装时，其使用一电话号码创建一用户帐户作为所述用户名(例如Jabber  ID：[电

话号码]@s.whatsapp.net)WhatsApp软件自动比较所述装置的地址簿中的所有电话号码与

其中心WhatsApp用户自动将联系人添加到用户的WhatsApp联系人列表的数据库。

[0155] 通过上传图像、音频或视频以发送到一HTTP服务器然后发送一链接到内容以及其

Base64编码的缩略图(如果适用)来发送多媒体消息。WhatsApp遵循“存储和转发”机制，在

两个用户之间交换消息。当一用户发送一条消息时，其会第一次前往WhatsApp服务器并存

储。接着服务器重复请求接收方确认收到所述消息。一旦所述消息被确认，服务器就丢弃所

述消息；并且在服务器的数据库中不再可用。所述WhatsApp服务在MOBILE  HCI2013-

COLLABORATION  AND  COMMUNICATION(2013年8月30日)Karen  Church和Pvodrigo  de 

Oliveir(均为电话研究)等人公开一文章描述通题为：“WhatsApp怎么了？比较手机即时通

讯行为与传统短信”，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156] Viber。Viber是由Viber媒体开发的用于智能手机的即时消息和IP语音(Voice 

over  IP,VoIP)应用程序，其中用于即时消息，用户可以交换图像，视频和音频媒体消息。

Viber适用于3G/4G和Wi-Fi网络。Viber包括跨所有平台的文本、图片和视频消息，语音呼叫

仅适用于iPhone、Android和Microsoft的Windows手机。所述应用程序用户界面包括所述底

部的标签栏，用于存取消息、最近呼叫、联系人，小键盘和用于存取更多选项的一键。安装

后，其使用一电话号码作为用户名创建一用户帐户。Viber与所述电话的地址簿同步，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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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无需在单独的书中添加联系人。由于所有用户都使用他们的电话号码进行注册，因此

软件将返回所有用户联系人中的所有Viber用户。

[0157] 邮件服务器(Mail  server)。邮件服务器(也被称为电子邮件服务器(Email 

server)、电邮服务器(Electronic  Mail  server)、邮件交换机(Mail  Exchanger,MX))是指

作为一电子邮局运行的一服务器，用于跨网络的电子邮件交换，通常执行一MTA功能的所述

服务器端。邮件传输代理(Mail  Transfer  Agent,MTA)或邮件中继是一种软件，它使用一客

户端服务器应用程序架构将电子邮件消息从台计算机传输到另一台计算机。MTA一般实现

简单邮件传输协议(Simple  Mail  Transfer,SMTP)的所述客户端(发送)和服务器(接收)部

分。所述互联网邮件体系结构在IETF  RFC  5598中描述，标题为：“互联网邮件架构”，并且所

述SMTP协议在IETF  RFC  5321中描述，标题为：“简单邮件传输协议”和IETF  RFC  7504，标题

为：“SMTP  521and  556回复代码”，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158] 所述域名系统(Domain  Name  System,DNS)通常将一邮件服务器与一域与邮件交

换机(Mail  Exchanger,MX)资源记录相关联，包含提供MTA服务的主机的域名。一邮件传输

代理从另一MTA、一邮件提交代理(Mail  Submission  Agent,MSA)或一邮件用户代理(Mail 

User  Agent,MUA)接收邮件。所述传输细节由简单邮件传输协议(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SMTP)指定。当一消息的一接收者邮箱不在本地托管时，所述消息被中继，即转发

到另一MTA。每个时间一MT接收一封电子邮件消息，其在所述消息的标题的顶部添加一“已

接收”的跟踪头字段，从而构建一处理消息的MTA的顺序记录。在SMTP中也描述为所述下一

跳地址选择一目标MTA的过程，但是通常可通过配置具有特定路由的MTA软件来覆盖过程。

互联网邮件方案在由IEEE计算机协会[1058-6180/08]出版的计算机论文的IEEE年鉴中描

述，由BBN技术的作者Craig  Partridge撰写题为：“互联网邮件技术的发展”，其全部内容用

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159] 一邮件服务器基础设施由数个部件组成，其共同发送、中继、接收、存储和传递电

子邮件，并且通常使用各种互联网标准协议来发送和检索电子邮件，如互联网标准协议简

单邮件传输协议(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SMTP)用于发送电子邮件，所述互联网

用于检索电子邮件邮局协议(Post  Office  Protocol ,POP)和互联网消息存取协议版本4

(互联网信息存取协议版本4 ,EVIAPv4)的标准协议。一邮件服务器软件的例子是 '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2013'(可从微软公司获得，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州雷德蒙

德)，在“口袋顾问”一书中描述[ISBN：978-0-7356-8168-2]2013年由微软出版社出版题为：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2013-配置和客户端”，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

完全阐述一样。

[0160] 所述POP在IETF  RFC  1939中说明，标题为：“邮局协议”，IETF  RFC  2449中标题为：

“POP3扩展机制”的IVEF  RFC中描述了具有一种扩展机制的更新规范，并且描述了一个机制

在IETF  RFC  1734标题为：“POP3验证命令”，其全部包含在内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

阐述一样。EVIAP4客户端在邮件服务器上创建，重命名和/或删除邮箱(通常作为文件夹呈

现给用户)，并在邮箱之间复制邮件，这种多邮箱支持也允许服务器存取共享和公共文件

夹。EVIAP4在IETF  RFC  3501中描述，标题为：“互联网信息存取协议版本4revl”和所述

EVIAP4存取控制列表(Control  Fist,ACL)扩展可用于调节存取权限，并在IETF  RFC  4314

中描述标题为：”IMAP4存取控制列表(ACE)扩展“，其全部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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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

[0161] 邮箱服务器可以由邮箱服务器操作或使用，邮件服务器在Gibbs等人的美国专利

第5,832,218号中有描述题为：“用于提供非线性客户端利用和无缝服务器重新同步的客户

端/服务器电子邮件系统”，在Gilchrist等人的美国专利第6,081,832号中题为：“面向对象

的邮件服务器框架机制”，在Chung等人的美国专利第7,136,901号中标题为：“电子邮件服

务器”，以及题为：“电子邮件服务器”的Kodam的美国专利第7,818,383号，以上全部内容为

了所有目的，而全部并入本文，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162] XMPP。可扩展消息传递和存在协议(Extensible  Messaging  and  Presence 

Protocol,XMPP)是基于XML(Extensible  Markup  Fanguage,可扩展标记语言)的面向消息

的中间件的一种开放标准通信协议，其使得能够在任何两个或更多网络实体之间进行结构

化但可扩展的数据的近实时间的交换。设计为可扩展的，所述协议还被用于发布-订阅系

统，用于VoIP、视频、文件传输、游戏、互联网物联网(IoT)应用的信令，如智能电网和社交网

络服务。所述XMPP网络使用一种客户端-服务器架构，客户端不会直接相互通信。模型是分

散的，任何人都可以运行一服务器。按设计，没有中心权威。网络上的每个用户都有一个唯

一的XMPP地址，称为JID(由于历史原因，XMPP地址通常称为Jabber  IDs)。所述JID的结构类

似于一具有用户名和域名(或IP地址)的电子邮件地址，用于该用户所在的服务器，由一个

“at”符号(@)分隔，如’username@example.com’。用户可能希望从多个位置登录，可说明一

个资源。一个资源标识属于用户的特定客户端(例如家庭、工作或移动)。这可通过附加一斜

杠包含在JID中然后是所述资源的名称。例如，一个用户移动帐户的完整JID可以是’

username@example.com/mobile’。每个资源可能指定一个名为优先级的数值。消息只发送

到’username@example .com’将以最高优先级转到客户端，但发送到’username@

example.com/mobile’的客户端将仅转到移动客户端。所述最高优先级是具有最大数值的

客户端。没有用户名部分的JIDs也是有效的，用于系统消息和特殊功能的控制JIDs上的资

源仍然是可选的。在IETF  RFC  6120中描述XMPP，标题为：“可扩展消息和存在协议(XMPP)：

核心”，其描述使用两个开放式XML的客户端-服务器消息传递流，在IETF  RFC  6121中标题

为：“可扩展消息和在线协议(XMPP)：即时消息和在线状态”，其描述即时消息(IM)、XMPP的

最常见应用，以及在IETF  RFC  6122中标题为：“可扩展消息传递”和存在协议(XMPP)：地址

格式“，其描述了XMPP地址的所述规则，也称为JabberlDs或JIDs。

[0163] SIMPLE。用于即时消息和在线利用扩展(Instant  Messaging  and  Presence 

Leveraging  Extensions,SIMPLE)的会话发起协议(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SIP)

是基于由所述互联网工程任务组管理的会话发起协议(SIP)的一开放标准即时消息(IM)和

在线协议套件。所述SIMPLE存在使用核心协议机制，其为订阅、通知和出版物提供实际SIP

扩展。IETF  RFC  6665定义一订阅(SUBSCRIBE)和一通知(NOTIFY)方法，其中所述订阅允许

在一服务器上订阅一事件，并且所述服务器在事件出现时以所述通知响应。IETF  RFC  3856

定义如何使用订阅/通知进行存在。定义了两个模型：一个端到端模型，其中每个用户代理

本身处理在线订阅，以及一个集中模型。所述消息发布(PUBLISH)(IETF  RFC  3903)允许用

户代理向存在服务器通知其订阅状态。

[0164] SIP定义了两种即时消息模式：页面模式使用SIP方法消息(MESSAGE)，如IETF  RFC 

3428中所定义。此模式不建立任何会话，而是会话模式。所述消息会话中继协议(RFC  4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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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C  4976)是一种基于文本的协议，用于在任何时间在用户之间交换任意大小的内容。通过

在SIP和SDP信令内交换某些信息(例如MSRP  URI)来建立MSRP会话。SIMPLE在IETF  RFC 

6914中描述，标题为：“SIMPLE简单：使用会话发起协议(SIP)的即时消息和在线状态的IETF

规范的概述”，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165] 这里的任何消息可包括消息的时间和受控交换机状态，并且可使用一对等方案通

过互联网通过无线网络发送到一客户端装置。另外或此外，这里的任何消息可通过互联网

通过无线网络发送到一即时消息(IM)服务器，以作为一IM服务的一部分被发送到一客户端

装置。所述消息或与IM服务器的通信可使用或可基于SMTP(简单邮件传输协议)、SIP(会话

发起协议)、SIMPLE(用于即时消息和存在利用扩展的SIP)、APEX(应用交换)、Prim(在线和

实例消息传递协议)、XMPP(可扩展消息和在线状态协议)、IMPS(即时消息和在线状态服

务)、RTMP(实时消息传递协议)、STM(简单TCP/IP消息传递)协议、Azureus扩展消息传递协

议、Apple推送通知服务(APN)或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所述消息可以是一基于文本的消

息，并且所述IM服务可以是一短信服务，并且可根据或者可基于，一短消息服务(SMS)消息

和所述IM服务可以是一SMS服务，所述消息可以根据或基于，一电子邮件(e-mail)消息和所

述IM服务可以是一电子邮件服务，所述消息可根据或基于WhatsApp消息和所述IM服务可以

是一WhatsApp服务，所述消息可根据，或者基于，一Twitter消息和所述IM服务可以是一

Twitter服务，或者所述消息可根据，或者基于，一Viber消息和所述IM服务可能是一维服

务。另外或此外，所述消息可包括一音频或视频数据的一多媒体消息服务(MMS)或一增强消

息服务(EMS)消息，并且所述IM服务可分别是一MMS或EMS服务。

[0166] IP。所述互联网协议(IP)是主要通信协议，用于使用互联网协议套件在一网络上

中转发数据报(数据包)。其被认为是建立互联网的主要协议，并负责在网络边界上路由数

据包。IP是互联网协议套件的互联网层中的主要协议，并且负责基于其地址从源主机向目

的地主机递送数据报。为此，IP定义数据报封装的寻址方法和结构。互联网协议版本4

(IPv4)是互联网的主导协议。IPv4在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IETF)请求注释(Request  for  Comments,RFC)791和RFC  1349中描述，并且后继者，

互联网协议版本6(IPv6)当前处于活动状态并且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增长。IPv4使用32比特

地址(提供40亿：4.3x109地址)，而IPv6使用128比特地址(提供340十亿或3.4x1038地址)，

如RFC  2460中所述。

[0167] 所述互联网协议负责通过一个或多个IP网络从源主机到目的地主机寻址主机和

路由数据报(数据包)。为此，互联网协议定义了一种具有两个功能的寻址系统。地址标识主

机，并提供一逻辑位置服务。每个数据包都标有一标题，其中包含元数据，用于交付目的。这

种标记过程也称为封装。IP是一种无连接协议，用于一数据包交换链路层网络，在传输之前

不需要电路设置。保证传送、正确排序、避免重复传送和数据完整性的所述方面通过一个上

部系统传输层协议(例如，TCP-传输控制协议和UDP-用户数据报协议)来解决。

[0168] 所述IP技术的主要方面是IP寻址和路由。寻址是指如何将IP地址分配给终端主

机，以及如何将IP主机地址的子网划分并组合在一起。IP路由是由所有主机执行，但最重要

的是，通过网络间路由器，其通常使用内部网关协议(Interior  Gateway  Protocols,IGPs)

或外部网关协议(External  Gateway  Protocols,EGPs)来帮助跨IP连接网络做出IP数据报

转发决策。在互联网骨干网中服务的核心路由器通常使用根据RFC  4098或多协议标签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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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rotocol  Label  Switching ,MPLS)的边界网关协议(Border  Gateway  Protocol,

BGP)。与互联网相关协议和路由有关的其他现有技术出版物包括思科系统公司(Cisco 

Systems,Inc.)(7/99)所述出版号为1-587005-001-3的所述后续章节，标题为：“互联网工

作技术手册”，它们是所有目的都完全包含在内，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第5章：“路由基

础”(第5-1至5-10页)，第30章：“互联网协议”(第30-1至30-16页)、第32章：“IPv6”(第32-1

至32-6页)、第45章：“OSI路由”(第45-1至45-8页)和第51章：“安全性”(第51-1至51-12页)，

以及在IBM公司，国际技术支持组织红皮书文件(Redbook  Document)号GG24-4756-00题为：

“本地区域网络概念和产品：LAN操作系统和管理”1996年5月第1版、红皮书文件号GG24-

4338-00题为：“网络技术简介”，1994年4月第1版、红皮书文件号GG24-2580-01“IP网络设计

指南”第2版6月19日99，和红皮书文件号GG24-3376-07“TCP/IP教程和技术概述”，ISBN 

0738494682，2006年12月第8版，其全部内容结合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编

程，设计和使用所述互联网的内容由Paul  S.Wang和Sand-KatiLANentitled编写：“一，网页

设计+编程简介”(Brooks/Cole  book/December  24,2003)，其中包含了完全用于所有目的，

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169] 存储器。所述术语“记忆器”和“存储器”在本文中可互换使用，并且指的是可以保

留或存储信息(可以稍后检索)的任何物理部件，如临时或永久的数字数据，通常用于一计

算机或其他数码电子装置。一存储器可存储计算机程序或任何其他指令序列，或数据如文

件、文本、数字、音频和视频，以及表示为一串比特或字节的任何其他形式的信息。所述存储

信息的物理方法可以是静电、铁电、磁、声、光、化学、电子、电气或机械。一存储器可以是集

成电路的一种形式(Integrated  Circuit,IC，也称为芯片或微芯片)。另外或此外，所述存

储器可以是电子部件(模块)的一封装功能组件的形式。这种模块可基于一块PCB(印刷电路

板)如PC卡根据个人计算机存储器卡国际协会(Personal  Computer  Memory  Car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PCMCIA)PCMCIA2.0标准，或一单一在线存储器模块(Single 

In-line  Memory  Module,SIMM)(或DIMM)即根据所述JEDEC  JESD-21C标准进行标准化。进

一步，一存储器可以是一单独的刚性封闭的盒子，如一硬盘驱动器的形式。

[0170] 半导体存储器可基于绝缘体上硅(Silicon-On-Insulator,SOI)技术，其中使用一

层硅-绝缘体-硅衬底代替半导体制造中的传统硅衬底，尤其是微电子器件，以减少寄生装

置电容和改进性能。基于SOI的装置与传统的硅制装置的不同之处在于，所述硅结在一电绝

缘体之上，通常是二氧化硅或蓝宝石(这些类型的装置在蓝宝石上称为硅，或者SOS，并且不

太常见)。基于SOI的存储器包括双晶体管RAM(Twin  Transistor  RAM,TTRAM)和零电容器

RAM(Zero-capacitor  RAM,Z-RAM)。

[0171] 一存储器可以是一易变存储器，其中需要一连续电源来维持存储信息，如RAM

(Random存取Memory,随机存取存储器)，包括DRAM(Dynamic  RAM,动态RAM)或SRAM(Static 

RAM ,静态RAM)，或者另外是一非易失性存储器，其中不需要一维电源，如Flash存储器，

EPROM，EEPROM和ROM(Read-Only  Memory,只读存储器)。易失性存储器通常用于需要长期存

储的地方，而非易失性存储器更适用于需要快速存储器存取的地方。易失性存储器可以是

动态的，其中需要定期刷新存储的信息(如重新读取然后重写)，如DRAM，或者另外可以是静

态的，其中只要施加电源就不需要刷新，如RAM。在某些情况下，一小电池连接到一低功耗的

易失性存储器，允许其用作一非易失性存储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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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2] 一存储器可以是读/写(或可变存储)存储器，其中数据可被多次覆盖并且通常在

任何时间被覆盖，例如RAM和硬盘驱动器(HDD)。另外，一存储器可以是一不可变存储器，其

中信息在被写入一次之后被保留。一旦写入，信息只能被读取并且通常不能被修改，有时称

为一次写入多次读取(Write  Once  Read  Many,WORM)。所述数据可以在存储器的制造的时

间间隔写入，如掩模可编程ROM(只读存储器)，其中所述数据被写入存储器一部分IC制造，

CD-ROM(CD-光盘)和DVD-ROM(DVD-数字多功能光盘或数字视频光盘)。或者，数据可在制造

之后的某些点处被写入“一次写入存储”，如可编程只读存储器(PROM)或CD-R(可记录光

盘)。

[0173] 一存储器可被存取并用“随机存取”方案，其中所述存储器中的任何位置可在任何

时刻的通常且同时被存取，例如RAM，ROM或大多数基于半导体的存储器。另外，一存储器可

以是“顺序存取”类型，其中所述信息是聚集的或以一系列顺序存储，因此时间存取一条特

定信息或一特定地址取决于哪条信息最后一次存取，如磁带存储。公共存储装置是位置可

寻址的，其中存储器中的每个可单独存取的数据单元使用其数字存储地址来选择。另外，一

存储器可以是文件寻址的，其中信息被分成变量长度的文件，并且一文件通过使用一目录

或文件名来选择(通常一人类可读的名称)，或者可以是内容可寻址的，其中基于所述存储

的内容(或部分)选择每个可存取的信息单元。文件可寻址性和内容可寻址性通常涉及额外

的软件(韧件)、硬件或两者。

[0174] 各种存储技术用于媒体(或媒体)，其实际上在所述存储器中保存数据。通常使用

的是半导体、磁性和光学媒体。基于半导体的媒体基于晶体管、电容器或IC中的其他电子部

件，如RAM、ROM和固态驱动器(SSDs)。目前流行的非易失性半导体技术是基于一闪存储器，

并且可以电擦除和重新编程。所述闪存储存器基于NOR或NAND的单级单元(SLC)或多级单元

(MLC)，由浮栅晶体管制成。闪存存储器的应用的非限制性示例包括个人和膝上型计算机、

PDA、数字音频播放器(MP3播放器)、数码相机、移动电话、合成器、视频游戏控制台、科学仪

器、工业机器人和医疗电子设备。磁存储器在一磁或一铁磁涂层表面上使用不同类型的磁

化作为一媒介来存储信息。所述信息由读/写磁头或其他传感器存取。基于磁性的存储器的

非限制性示例是软盘、磁带数据存储器和HDD。

[0175] 在光学存储器(Optical  Storage)中，使用通常一光盘，其在一圆盘的表面上存储

畸形(Deformities)信息，并且通过用一激光二极管照射表面并观察反射来读取信息。所述

畸形可以是永久性的(只读媒体)、形成一次(一次写入一次)或可逆的(可记录或读/写媒

体)。通常用于音乐、音频、视频或计算机程序的数字信息的大规模分发的只读存储器的非

限制性示例，包括CD-ROM、BD-ROM(BD-蓝光盘)和DVD-ROM。一次写入存储的非限制性示例是

CD-R、DVD-R、DVD+R和BD-R，可记录存储的非限制性示例是CD-RW(可重写光盘)、DVD-RW、DVD

+RW、DVD-RAM和BD-RE(蓝光光盘可擦除可擦除)。另一非限制性示例是磁光盘存储器，其中

一铁磁表面的磁状态存储信息，其可以光学读取。3D光学数据存储是一光学数据存储，其中

可以以三维分辨率记录和/或读取信息。

[0176] 一存储媒体可以是可移动的、设计成易于从一人中移除，并且容易安装或插入所

述计算机，通常不需要任何工具，并且无需关闭计算机或相关驱动器的电源。这种能力允许

存档，在计算机之间传输数据以及购买和销售软件。所述媒介可以使用从媒介读取数据的

一读取器或播放器来读取，可由一刻录机或写入器写入，或者可用于通常被称为一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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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写入器/读取器的写入和读取。通常在基于磁性或光学的媒介的情况下，所述媒介具有

一盘的形状因子，其是通常一圆板，其上所述数据被编码，分别称为磁盘和光盘。与从一盘

读取数据和将数据写入一盘相关联的机器称为一盘驱动器。磁盘驱动器可以是内部的(集

成在计算机机箱内)或者可以是外部的(安装在连接到计算机的一单独的盒子中)。可由一

软盘驱动器读取或写入的软盘，可移动磁存储媒介的区域非限制性示例，以及CD-RW(可读

写光盘)是一可移动光盘的非限制性示例。一种常用的基于非易失性可移动半导体的存储

媒介被称为一存储卡。一存储卡是一小型存储装置，一般基于闪存存储器，并可由一合适的

读卡器读取。

[0177] 一存储器可通过一并联连接或总线(其中每个数据字在多个电导线或电线上并行

传输)，如PATA、PCMCIA或EISA，或通过串行总线(如位串行连接)，如USB或以太网络基于

IEEE802.3标准，或两者结合。所述连接可以进行各种拓扑连接，如多点(电并行)、点对点或

菊花链。一存储器可以通过一专用端口或连接器供电，也可以通过总线上携带的一电源信

号供电，如SATA或USB。

[0178] 一存储器可根据一标准提供定义其形状因子(如其物理尺寸和形状)和电气连接

(如电源和数据接口)。一基于标准的存储器可容易地插入到一计算机或其他数字装置的一

合适的相应槽(也称为扩展槽)中或从中移除。在一非限制性示例中，使用根据PCMCIA2.0

(或JEIDA4.1)使用一PC卡形状因子的一存储卡，其适合于安装到一对应的PCMCIA兼容插槽

中，支持16或32比特宽度接口，并连接通过68引脚连接器。可使用类似的卡，根据PCMCIA5.0

的卡总线。在一非限制性示例中，存储器是SD(安全数字)卡的形式，基于SD卡协会(SDA)的

标准，其通常用于许多小型表装置，如数字视频摄像机、数字相机、音频播放器和手机。其他

类型的存储卡可以同样使用，如CompactFlash(CF)，MiniSD卡，MicroSD卡和xD-Picture 

Card卡。

[0179] 在另一非限制性示例中，一存储器可作为一USB驱动器(例如一USB闪存驱动器)提

供，其是一便携式封装卡，其插入一计算机USB端口并与一USB主机通信。这种基于闪存的存

储驱动器通常被称为“拇指驱动器”、“跳跃驱动器”和“存储器棒”。这种USB大容量存储装置

和其它在“第1章：大容量存储基础”中描述，从2011年10月下载：http：//www .lvr .com/

files/usb_mass_storage_chapter_l.pdf，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在此完全阐述一

样。在另一非限制性示例中，所述存储器被设计成适合一计算机机箱中的一驱动器湾

(Drive  Bay)。通常，这种驱动器湾标准尺寸的，用于存储磁盘驱动器。所述驱动器通常可以

用螺钉或使用一免工具紧韧件固定。目前流行的标准是3.5英寸(3.5“)湾(Bays)，其尺寸在

SFF标准规范SFF-8300和SFF-8301中规定，其被并入所述EI一(电子工业协会)标准EIA-470

中。

[0180] 传统上,计算机相关存储被分类为主存储器、二级和三级存储器，具有不同的延迟

(存取时间)、容量和大小。所述主存储器(或主存储器或内部存储器)指存储器，其可由CPU

直接存取，并且通常存储程序由处理器执行。所述二级存储器(或外部存储器或辅助存储

器)称为存储器，其不能直接由CPU和所需的输入/输出通道存取，通常提供比所述主存储器

更大的存储容量。所述三级存储涉及大容量存储媒体，通常与一可拆卸的移动媒体相关联，

用于存档很少存取的信息。存取一特定位置的延迟是主存储的通常纳秒、二级存储的毫秒

和三级存储的秒。存储器的容量通常以字节(B)表示，其中所述前缀'K'用于表示千(ki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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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0241＝1024，所述前缀'M'用于表示百万(mega)＝220＝10242＝1,048,576，所述前

缀'G '用于表示十亿(giga)＝230＝10243＝1,073 ,741 ,824，并且所述前缀T用于表示兆

(tera)＝240＝10244＝1,099,511,627,776。

[0181] 一存储器可以是直接连接存储器(Direct-Attached  Storage,DAS)，其中所述存

储器直接连接到主机、计算机、服务器或工作站，通常在它们之间没有一网络。常见示例涉

及通过一主机总线适配器(Host  Bus  Adapter,HBA)连接到一处理器或一台计算机的一些

硬盘驱动器(Hard  Disk  Drives ,HDDs)。通常，使用串行和点对点连接，如SATA、eSATA、

SCSI、SAS和光纤通道。另外，一存储器可以是一网络附加存储(Network-Attached 

Storage,NAS)的一部分，并且一独立的文件级存储(通常安排为一服务器)可以连接到一网

络，为其他装置提供数据共享(如异构客户端)，一般通过一网络装置，如一集线器、交换机

或路由器。NAS专门通过其硬件、软件或两者来完成其任务，因此可提供更快的数据存取，更

轻松的管理和简单的配置。NAS通常与一局域网相关联，并提供基于IEEE802.3标准的一以

太网络接口，可使用如10/100BaseT、1000BaseT/TX(10亿比特以太网络)，10个亿比特以太

网络(10GE或10GbE或10GigE符合IEEE标准802.3ae-2002as标准)，40个十亿比特以太网络

(40GbE)或100个十亿比特以太网络(根据以太网络标准IEEE  P802.3ba的10GbE)。在另一个

替代方案中，一存储器可以是一存储区域网络(Storage  Area  Network,SAN)的一部分，其

是用于共享存储装置的一高速(通常专用)网络(或子网络)，如磁盘阵列、磁带库和光学点

唱机。SAN允许多台计算机或服务器使用一网络如WAN或LAN存取多个存储装置。SAN一般采

用一种光纤通道结构拓扑结构，由一些光纤通道交换机组成。

[0182] Blu-ray  Disc(官方缩写BD)是一种光盘存储媒介，旨在取代所述DVD格式，其中蓝

色激光用于读取光盘，允许以更长的密度存储信息。用于DVD的波长红色激光器。所述光盘

的盘直径为120mm、厚为1.2mm的塑料光盘，所述尺寸与DVD和CD相同。蓝光光盘每层包含

25GB(23.31GiB)，双层光盘(50GB)是特征长度视频光盘的标准。三层光盘(100GB)和四层

(128GB)可用于BD-XL蓝光重写器驱动器。蓝光技术及其用在蓝光光盘创始人2004年8月的

所述白皮书“蓝光光盘格式，4。关键技术”中描述，题目为“蓝光技术发现无限存储介质”，由

DISC  Archiving  Systems  BV，2010，以及一份白皮书题为：“可持续档案存储-光学存档的

所述优势”，由DISC  Archiving  Systems  BV从www.disc-群组.com下载，为了所有目的而全

部并入，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183] 如今，硬盘驱动器(HDD)被用作通用计算机的二级存储器，如桌面个人计算机和笔

记本电脑。HDD是一种非易失性，随机存取的数字数据存储装置，在一保护外壳内的一电机

驱动主轴上具有旋转刚性盘片。外壳可以在计算机系统外壳的内部或外部。数据通过读/写

磁头从盘上磁性读取和写入，所述读/写磁头浮在盘片上方的一膜或空气上。HDD通常使用

高速接口进行接口，通常是一种串行类型。常见的HDD结构、特性、操作、形状因数和接口在

Mehedi  Hasan的PCGUIDE.COM编译的“硬盘的基本知识”中描述，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

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大多数SSD包括一控制器，其包含电子设备，其将NAND存储器部件

桥接到主机。所述控制器是一种嵌入式处理器，它执行韧件级代码，是所有最重要的SSD性

能因素之一。所述控制器执行的功能包括纠错(Error  correction,ECC)、磨损均衡、坏块映

射、读取擦除和读取干扰管理、读取和写入缓存以及垃圾收集。有关SSD技术，市场营销和应

用的信息在Martin  B.,Dell提供，标题为：“DELL固态磁盘(SSD)驱动器-用于选择Power边

说　明　书 42/117 页

86

CN 110325929 A

86



沿服务器的存储解决方案”，2009年5月，Janukowicz  J.，Reisel  D.，White-题为：“MLC固态

驱动器：加速所述SSD的采用”的论文，IDC#213730，2008年9月，以及Dufrasne  B.,Blum  K,

Dubberke  U.,IBM  Corp.Redbooks  Redpaper题为：“DS8000：引入固态驱动器“(2009)，其全

部内容全部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184] PLD。可编程逻辑装置(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PLD)是用于构建可重配置电

路的一部分电子部件。PLD可以通过一用户在字段中编程来重新配置以提供一逻辑功能。

PLD的示例包括PAL(Programmable  Array  Logic,可编程阵列逻辑)、GAL(Generic  Array 

Logic,通用阵列逻辑)、CPLD(Complex  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复杂可编程逻辑装

置)和FPGA(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现场可编程门阵列)。PLD实际上是一逻辑装

置和一存储装置的组合，其中存储器用于存储在编程期间给予芯片的模式。所述存储器通

常是电可编程和可擦除的，可以是易失性的或非易失性的，并且通常是使用常见存储技术

的一集成电路，如硅反熔丝、SRAM、EPROM或EEPROM单元，或闪存存储器。进一步，所述存储器

可在PLD的内部或在其外部。所述编程通常使用一种编程语言如Verilog和VHDL。

[0185] 一CPLD是一个PLD，其复杂性在PAL和FPGAs之间，以及两者的架构特征。所述CPLD

的构建块是宏单元，其包含实现析取正规形式表达式和更专用逻辑运算的逻辑，因此形成

所谓的逻辑功能与半导体(sea-of-gates)(例如，一产品的和)。通常，一CPLD包含片上非易

失性存储器件。FPGA是一个PLD，包含称为“逻辑块”的可编程逻辑部件，以及允许与其连接

在一起的一级可重构互连。逻辑块可配置为执行复杂的组合功能，或仅仅是简单的逻辑门，

如AND和XOR。在大多数FPGAs中，逻辑块还包括存储器元件，其可以是简单的触发器或存储

器的完整块。在许多情况下，一FPGA使用所述部件外部的一存储器。

[0186] PLDs如CPLD和FPGA是现场可编程的，允许一用户根据特定需要改变所述逻辑，并

且通过将一新内容存储到PLD相关存储器中来进行更新编程，PLD相关存储器在内部或外

部。一处理器(或一直接存储器)连接到所述PLD相关的存储器，并将编程内容写入其中。在

系统中的恶意软件或通信链路中的一错误的情况下，书面内容可能被损坏，类似于上述关

于写入一外围装置(例如一个HDD)的所述讨论。

[0187] 恶意软件。恶意软件(Malware)是“malicious  software”的缩写，是一种通用术

语，用于指代各种形式的恶意或侵入式软件。通常，恶意软件是插入一系统的软件或程序，

通常是隐蔽的，其所有意图是损害受害者的数据、应用程序或操作系统的机密性、完整性或

可用性，或者以其他方式惹恼或干扰受害者。恶意软件通常由攻击者使用或编程以破坏计

算机操作，获取敏感信息或存取私人计算机系统。其可以代码、脚本、活动内容、韧件和其他

软件的形式出现。恶意软件可用于窃取有害意图的黑帽黑客的人、财务或商业重要性的敏

感信息。恶意软件有时广泛用于政府或公司，以保护信息，或破坏其一般的操作。然而，恶意

软件通常用于获取个人信息，如社会安全号码、银行或信用卡号码等。无人看守的，个人联

网的计算机可能面临这些威胁的巨大风险。恶意软件包括计算机病毒、勒索软件、蠕虫、特

洛伊木马、提权软件包、后门程序、键盘记录程序、拨号程序、间谍软件、广告软件、恶意BHO、

流氓安全软件和其他恶意程序。一些恶意软件伪装成正版软件，可能来自官方公司网站，或

者以一种有用或有吸引力的程序的形式，其中包含所附的有害恶意软件以及附加的跟踪软

件。进一步，如本文所使用的，恶意软件将包括在装置制造商最初未安装的一装置中的任何

非其他的软件或韧件，如软件/韧件(或此类软件中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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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8] 一计算机病毒是恶意软件的一种形式，旨在自我复制、自行复制，并将副本分发给

其他文件、程序或计算机，未经用户同意。当执行时，病毒通过将其自身(可能被修改的)的

副本插入到硬盘的其他计算机程序、数据文件或引导扇区中来复制。一旦复制成功，受影响

的区域就会被称为“被感染”。病毒经常在受感染的主机上执行某种类型的有害活动，例如

窃取硬盘空间或CPU时间、存取私人信息、破坏数据，在所述用户的屏幕上显示政治或幽默

消息，向他们发送垃圾邮件或记录他们的击键。病毒编写者通常使用社交工程，并利用详细

的安全漏洞知识来存取其主机的计算资源。创造病毒的动机可以包括寻求利润、发送一政

治信息的愿望、个人娱乐、证明软件中存在一漏洞、破坏和拒绝服务，或仅仅因为他们希望

探索人工生命和进化算法。

[0189] 勒索软件(Ransomware)(正确执行时称为加密病毒勒索，但有时也称为恐吓软件)

包含一类恶意软件，它限制存取所感染的计算机系统，并要求支付恶意的创建者的赎金软

件以便删除限制。某些形式的勒索软件加密系统硬盘上的文件，而有些形式可能只是锁定

系统并显示旨在哄骗用户付费的消息。勒索软件通常像一传统的计算机蠕虫一样传播，通

过一网络服务中的一下载文件或漏洞进入系统。然后程序将运行一有效载荷：如将开始加

密硬盘上的个人文件。勒索软件有效载荷，特别是那些不加密文件的有效载荷，利用恐吓软

件的元素来诱使用户为其移除付费。例如，所述有效载荷可显示据称由公司或执法机构发

布的通知，这些通知错误地声称用户的系统已用于非法活动，或含有非法内容如色情内容，

以及非法获得的软件。在任何情况下，所述勒索软件将试图通过强制购买一个程序来解密

它已经加密的文件，或者一解锁代码来解除它所应用的所述锁，从而从系统的用户勒索钱。

[0190] 一计算机蠕虫是一独立的恶意软件计算机程序，完全独立和自传，并复制自己，以

便传播到其他计算机。通常，它使用一计算机网络来传播自己，依靠目标计算机上的安全故

障来存取它。与一计算机病毒不同，它不需要将自己附加到现有程序。蠕虫通常会对所述网

络造成至少一些伤害，即使只是消耗带宽，而病毒通常会破坏或修改目标计算机上的文件。

已经创建的许多蠕虫只是为传播而设计，并不试图改变它们通过的系统。然而，即使这些

“无有效载荷”蠕虫也会通过增加网络流量和其他意外影响而导致严重中断。所谓蠕虫中的

“有效载荷”代码设计用于传播蠕虫-其可能会删除一主机系统上的文件(例如，所述

ExploreZip蠕虫)、加密文件中的一个加密病毒勒索攻击或者通过邮件发送文件。蠕虫的一

个非常常见的有效载荷是在受感染的计算机上安装后门，以允许在蠕虫作者的控制下创建

一“僵尸”计算机。此类计算机的网络通常被称为僵尸网络，垃圾邮件发件人通常会使用这

些网络发送垃圾邮件或隐藏其网站的地址。后门可被其他恶意软件利用，包括蠕虫。

[0191] 一个’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 '，或'特洛伊(Trojan) '，是一种非自我复制的

恶意软件程序，似乎是良性的，但实际上有一隐藏的恶意目的，它通常获得对操作系统的特

权存取，同时表现出来一理想的功能，但相反，丢弃一恶意有效载荷，通常包括一后门允许

未经授权存取目标的计算机。这些后门往往对普通用户不可见，但可能导致计算机运行缓

慢。特洛伊木马并不试图将自己注入其他文件，如计算机病毒，但可能窃取信息或损害其主

机系统。特洛伊木马可使用偷渡式下载或安装通过在线游戏或互联网驱动的应用程序，以

便到达目标计算机。

[0192] 提权软件包(Rootkit)是安装在一系统上的一个文件集合，用于以恶意和隐秘的

方式改变系统的标准功能。通常是恶意的，提权软件包旨在隐藏正常检测方法中某些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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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程序的存在，并启用对一台计算机的持续特权存取。提权软件包安装可以自动化，或者一

旦获得根源(Root)或管理员(Administrator)存取权限，攻击者就可以安装它。获取此存取

权限是对一系统的一次直接攻击的结果，例如通过利用一已知的漏洞或密码(通过破解、权

限提升或社交工程)。安装后，可隐藏入侵以及维护特权存取。对一系统的完全控制意味着

可修改现有软件，包括可能用于检测或绕过它的软件。提权软件包检测很困难，因为一个提

权软件包可能、能够破坏旨在找到它的软件。检测方法包括使用一种替代和可信操作系统，

基于行为的方法、签名扫描、差异扫描和存储器转储分析。删除可能很复杂或几乎不可能，

特别是在提权软件包驻留在内核的情况下；操作系统的重新安装可以是问题的唯一可用解

决方案。处理韧件提权软件包时，删除可能需要更换硬件或专用设备。

[0193] 按键记录(Keystroke  Logging)，通常称为“键盘记录”或“键盘捕获”，是记录(或

日志)或监视一键盘上按键的动作，通常以一种隐蔽的方式，以便人使用键盘不知行为受到

监控。在人机交互研究中也有非常合理的用途。有许多键盘记录方法，从基于硬件和软件的

方法到声学分析。

[0194] 间谍软件(Spyware)是一恶意软件，旨在侵犯一个用户的隐私，通常是在不知情的

情况下收集有关一个人或组织的信息，并且可以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将此类信息发送

给另一个实体，或者声称对一台没有消费者知识的计算机。这些程序可以被设计为监视用

户的网站(Web)浏览，显示未经请求的广告，或将联盟营销收入重定向到所述间谍软件创建

者。“间谍软件”大多分为四种类型：系统监视器、特洛伊木马、广告软件和跟tracking 

cookies(一种病毒名称)。间谍软件主要目的，如跟踪和存储互联网用户在网站上的移动，

并向互联网用户提供弹出广告。每当间谍软件用于恶意目的时，其存在通常会隐藏于用户，

并且可能难以检测。一些间谍软件，如键盘记录器，可由一共享、公司或公共计算机的所有

者刻意安装，以便监视用户。间谍软件的功能可扩展超越简单的监控。间谍软件几乎可收集

任何类型的数据，包括互联网上网习惯、用户登录、银行或信用账户信息等个人信息。间谍

软件还可通过安装其他软件或重定向Web浏览器来干扰用户对一台计算机的控制。某些间

谍软件可能会更改计算机设置，这可能会导致互联网连接速度变慢，浏览器设置未经授权

的更改或软件设置更改。有时，间谍软件与真正的软件一起被包含在内，并且可能来自一个

恶意网站。

[0195] 间谍软件不一定以与病毒或蠕虫相同的方式传播，因为受感染的系统通常不会尝

试将软件传输或复制到其他计算机。相反，间谍软件通过欺骗用户或利用软件漏洞在一系

统上安装。大多数间谍软件是在用户不知情或使用欺骗性策略的情况下安装的。间谍软件

可能会试图通过将自己与理想的软件捆绑在一起来欺骗用户。其他常见的策略是使用一种

特洛伊木马。一些间谍软件作者通过Web浏览器或其他软件中的安全漏洞感染一系统，以便

当用户导航到由间谍软件作者控制的一网页时，页面包含攻击浏览器并强制下载并安装间

谍软件。

[0196] 后门(Backdoor)是一种绕过正常的身份验证程序、确保非法远程存取一台计算

机、获取明文存取权等等的方法，同时试图保持未被发现。通常一后门是一恶意程序，它侦

听某个传输控制协议(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TCP)或用户数据报协议(User 

Datagram  Protocol,UDP)端口上的命令。一旦系统受到损害，可安装一个或多个后门，以便

在未来更容易地进行未授权存取。也可以在其他恶意软件之前安装后门，以允许攻击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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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登录系统中的一后门可采用一硬编码用户和密码组合的形式来存取系统。后门可采

取一种安装程序的形式(例如，Back  Orifice)或者可通过一提权软件包破坏系统。

[0197] 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s .)。神经网络(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ANNs))受生物神经网络(动物中枢神经系统，特别是大脑)启发的统计学习模型

的区域家族，用于估计或近似可能依赖于的功能一大批输入并且通常是未知的。人工神经

网络通常表示为互相发送消息的互连“神经元”系统。连接具有可以基于经验调整的数字权

重，使得神经网络适应于输入并且能够学习。例如，用于手写识别的一神经网络由一组输入

神经元定义，其可由一输入图像的像素激活。在通过一函数(由网络设计者确定)进行加权

和转换之后，然后将这些神经元的激活传递给其他神经元，并且重复过程直到最后，激活一

输出神经元，并确定哪个字符是读(Read)。像其他机器学习方法一样-从数据中学习的系

统-神经网络已被用于解决使用普通的基于规则的编程难以解决的各种任务，包括计算机

视觉和语音识别。一类统计模型通常被称为“神经”，如果它包含一组自适应权重，例如通过

一种学习算法调整的数值参数，以及从它们的输入近似非线性函数的能力。自适应权重可

被认为是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强度，其在训练和预测期间被激活。神经网络在David  Kriesel

的一本书中描述，标题为：“一神经网络简介”(ZETA2-EN)[从www.dkriesel.com下载2015年

5月]，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完全一样这里阐述。神经网络是由Simon  Haykin在培

生教育公司(Pearson  Education,Inc.)。出版的2009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描述的[ISBN-978-

0-13-147139-9]，标题为：'神经网络和学习机-第三版'，其中包含完全用于所有目的，如同

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198] 基于神经网络的技术可用于图像处理，如Jule  A .Ramirez-Quintana，Mario 

I.Cacon-Murguia和F.Chacon-Hinojos等人在工程快报20：1,EL_20_1_09(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2012年2月27日)中的一篇文章中所述，题为：“人工神经图像处理应用：一次

调查”，以及2002年由Pattern  Recognition  Society出版的一篇文章，模式识别35(2002)

2279-2301[ΡΠ：S0031-3203(01)00178-9]由M .Egmont-Petersen，D .de  Ridder和

H.Handels撰写，题为：“神经网络的图像处理-检阅”，以及Dick  de  Ridder等人的一篇文章

(所述乌特勒支大学，乌特勒支，荷兰)题为：“使用人工神经网络的非线性图像处理”，其全

部并入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199] 神经网络可以用于物体检测，如Christi-Szegedy，Alexander  Toshev和Dumitru 

Erhan(谷歌公司)(2015年7月下载)题为：“用于物体检测的深度神经网络”的文章所述。一

份CVPR2014论文由所述计算机视觉基金会提供，由Dumitru  Erhan，Christi-Szegedy，

Alexander  Toshev和Dragomir  Anguelov(谷歌公司，Mountain-View，加利福尼亚州，美国)

(2015年7月下载)题为：“可扩展对象”使用深层神经网络(Deep  Neural  Networks)进行检

测“，以及Shawn  McCann和Jim  Reesm一(斯坦福大学)的一篇文章(2015年7月下载)，标题

为：”使用卷积神经网络进行物体检测“，其全部包含在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200] 在Mehdi  Ebady  Manaa，Nawfal  Turki  Obies和Tawfiq  A.Al-Assadi博士(巴比伦

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一篇文章(下载7/2015)中描述使用神经网络进行对象识别或分类，

题为：“使用具有灰度共生矩阵(GLCM)的神经网络的对象分类”，在一份技术报告中

No.IDSIA-2001年1月11日至11日由IDSIA/USI-SUPSI出版，并由Dan  C.Ciresan等人撰写。

标题为：“用于视觉对象分类的高性能神经网络”，在Yuhua  Zheng等人的一篇文章(2015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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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载)标题为：“使用具有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路径的神经网络的物体识别”，以及Karen 

Simonyan，Andre-Vedaldi和Andrew  Zisserm的一篇文章(2015年7月下载)(全部牛津大学

视觉几何组织)，题为：“深入内部卷积网络：可视化图像分类模型和显着性图”，其全部用于

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201] 在Spence等人的美国专利第6,018,728号中进一步描述了使用神经网络进行物体

识别或分类，题为：“用于训练神经网络以学习对象的分层表示并用不确定的训练数据检测

和分类对象的方法和装置”。在Lawrence等人的美国专利第6,038,337号中，题为：“物体识

别的方法和装置”。在Ji等人的美国专利第8,345,984号标题为：“用于自动人体动作识别的

3D卷积神经网络”，以及Prokhorov的美国专利第8,705,849号，题目为“方法和系统用于基

于一个可训练的动态系统的物体识别”，其全部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202] 在1994年8月由纽约格里菲斯空军基地空军材料司令部罗马实验室发表的题为：

“神经网络通信信号处理”的最终技术报告第RL-TR-94-150号中描述使用人工神经网的处

理。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所述技术报告描述程序目标，用于

开发和实现一种神经网络和通信信号处理仿真系统，用于探讨神经网络技术对通信信号处

理的所有适用性；展示模拟的几种配置，以说明系统对基于神经网络的多种通信系统进行

建模的能力；并使用模拟来识别所述神经网络配置，以包括在概念设计中，该神经网络收发

器可在一后续程序中实现。

[0203] 实际的ANN实现可基于或可使用 ANN描述在Math  Works公司(总部设在美

国马萨诸塞州的Natick)的用户指南第4版，其标题为：Howard  Demuth和Mark  Beale的“神

经网络工具箱-用于 ”，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用于

在FPGAs中实现的一可配置前馈人工神经网络(ANN)的VHDL  IP核可从OpenCores组织获得

(在2016年6月2日创建并于2016年10月11日更新的所有名称：artificial_neural_

network)，可从http：/下载/opencores.org/。此IP在连续层之间执行完整的前馈连接。一

层的所有神经元输出成为所述下一层的所述输入。当使用一种监督学习算法训练时，此ANN

架构也被称为多层感知器(Multi-Layer  Perceptron,MLP)。可以在所述提供的VHDL模板中

容易地添加不同种类的激活函数。IP核由两部分组成：内核和包装器。所述内核是优化的

ANN，具有基本的逻辑接口。所述内核应该在一包装器中实例化，以便将它与用户的系统总

线连接起来。目前，提供了一包装器示例，用于在Xilinx  Vivado上实例化，使用AXI4接口用

于AMBA总线。

[0204] 动态神经网络是所谓最先进的，因为它们动态地可基于规则形成新的连接甚至新

的神经单元，同时禁用其他神经网络。在前馈神经网络(Feedforward  Neural  Network ,

FNN)中，所述信息仅在一方向上移动-前向：从所述输入节点数据经过所述隐藏节点(若有)

并到达输出节点。网络中没有循环或循环。前馈网络可由不同类型的单元构建，例如二进制

McCulloch-Pitts神经元，最简单的例子是感知器。与前馈网络相反，递归神经网络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s,RNNs)是具有双向数据流的模型。当一前馈网络从输入到输

出线性传播数据时，RNNs还将数据从后续处理阶段传播到早期阶段。RNNs可用作通用序列

处理器。

[0205] 一简单的前馈人工神经网络(ANN)70的逻辑表示示例在图7中示出。所述ANN70提

供三个输入，分别表示为IN#1  72a、IN#2  72b和IN#3  72c，其连接到形成一输入层71a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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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相应的神经元单元。每个神经单元连接到一下一层71b的所有部分，通过将权重相关联作

为训练过程的一部分，可强制执行链接或者执行。一输出层71d由两个神经元单元组成，其

输出两个输出OUT#l  73a和OUT#2  73b。另一层71c连接在所述层71b和所述输出层71d之间。

所述中间层71b和71c称为隐藏层。虽然在所述ANN  70中示例了三个输入，但是可以同等地

使用任何数量的输入，并且在所述ANN  70中示例两个输出，可以同等地使用任何数量的输

出。进一步，所述ANN  70使用四层，由一个输入层，一个输出层和两个隐藏层组成。然而，可

以使用任何数量的层。例如，所述层数可以等于或高于3,4,5,7,10,15,20,25,30,35,40,45

或50层。类似的，一ANN可以具有低于4,5,7,10,15,20,25,30,35,40,45或50层的任何数字。

[0206] 一种波形分析组件(10)包括一个传感器(12)，用于检测由所述身体产生的生理电

信号和机械信号，公开在Spitzer等人的美国专利第5,092,343号中。标题为：“波形分析装

置和使用神经网络技术的方法”，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一提

取神经网络(22,22')将学习电信号的一个重复波形，将波形存储在存储器(18)中，从电信

号中提取波形，存储波形出现的位置时间，并从电信号中减去波形。学习和提取电信号中的

每个显着不同的波形。一单一或多层神经网络(22,22')通过电信号多次通过完成学习和提

取，或完成学习并提取一单一通过电信号的所有波形。一个减速器(20)接收存储的波形和

时间，并将其减少为表征波形的特征。一分类器神经网络(36)通过在代表患病状态的网络

内通过非线性映射技术对其进行分类来分析特征，并基于正常组和患者组的学习特征产生

患病状态的结果。

[0207] 在Goldm的美国专利第5,751 ,911号中公开利用神经网络执行分析的各个阶段的

实时波形分析系统，其名称为“使用人工神经网络的实时波形分析”，其全部内容出于所有

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包含波形的信号是第一个存储在一缓冲器中，并且所述缓冲

器内容被传送到第一和第二神经网络，神经网络先前已被训练以分别识别波形的起始点和

所述端点。第三神经网络接收在所述起点和终点之间发生的信号，并将波形分类为包括一

种不完整的波形、一种正常的波形或一种预先确定的特征分类。所述第三神经网络的输出

中的模糊性由第四神经网络仲裁，其可以被给予附加信息，其用于解决这些模糊性。根据优

选实施例，本发明应用于分析经历麻醉的患者的呼吸波形的系统，并且波形的分类对应于

在呼吸信号中起作用的正常或各种类型的异常特征。此系统足够快地执行分析以用于实时

系统，并且能以相对低成本的硬件操作并且需要最少的软件开发。

[0208] 一方法用于分析数据且在美国公开Helmsen的专利号为8.898,093，标题为：“使用

深度信念网络(Deep  Belief  Networks,DBN)分析数据并在一图中识别一模式的系统和方

法”，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所述方法包括使用一处理装置，从

原始数据生成一图，包括一多个节点和边的图，使用所述处理装置，使用一深信念网络为每

个节点导出至少一标签，以及使用所述处理装置至少部分地基于所述标记的节点，在所述

图中识别一个预定模式。

[0209] 信号分析(Signal  Analysis)。数字信号处理(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DSP)

是使用数字处理，如通过计算机，执行各种各样的信号处理操作。以这种方式处理的信号区

域数字序列，表示在一个域中连续变量的样本，如时间、空间或频率。数字信号处理和模拟

信号处理是信号处理的子字段。DSP应用包括音频和语音信号处理、声纳、雷达和其他传感

器阵列处理、频谱估计、统计信号处理、数字图像处理、电信信号处理、系统控制、生物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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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地震数据处理等。数字信号处理可以进行线性或非线性操作。非线性信号处理与非线

性系统识别密切相关，可以在时间、频率和时空域中实现。

[0210] 在DSP中，在以下域之一中分析数字信号：时间域(一维信号)、空间域(多维信号)、

频率域和小波域。所述处理一信号的域是通过做出一知情假设(或通过尝试不同的可能性)

来确定哪个域最能代表信号的基本特征。来自一测量装置的一样本序列产生一时间或空间

域表示，而一离散傅立叶变换产生频率域信息，即频率谱。信号分析是在名为“所述信号处

理基础”的安捷伦科技应用并于2000年公开的说明243[5952-8898E]中描述的，其全部内容

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211] 时间域是所述分析数学函数、物理信号或时间序列的经济或环境数据，关于时间。

在所述时间域中，信号或函数的值对于所有实数，对于连续时间的情况，或在离散时间的情

况下的各个单独时刻是已知的。示波器是一种常用于在时间域中可视化现实世界信号的工

具。一时间域图表示信号如何随时间变化，而一个频域图表示在一个频率范围内每个给定

频带内信号的多少。

[0212] 在频率域分析中，也称为频谱或频谱分析，信号通常通过傅里叶变换从时间或空

间域转换到频率域。所述傅立叶变换将信号信息转换为每个频率的大小和相位部分。通常

傅里叶变换被转换为功率谱，其是每个频率部件平方的量值。在所述频率域中分析信号的

最常见目的是分析信号属性。工程师可以研究频谱以确定输入信号中存在哪些频率以及哪

些频率丢失。有一些常用的频率域转换。例如，倒频谱是通过傅里叶变换将一信号转换为频

率域，取所述对数，然后再应用另一傅里叶变换。这强调了原始谱的谐波结构。傅立叶变换

在2016年11月由电机工程系Brad  Osgood教授(斯坦福大学)，可从所述互联网下载的题为：

“EE  261-所述傅里叶变换及其应用”的讲义中描述，该书由所述互联网下载。完全用于所有

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213] 谱分析器测量仪器的全频率范围内的输入信号与频率的大小。主要用途是测量已

知和未知信号频谱的所述功率。所述谱分析器测量的输入信号是电；然而，可通过使用一适

当的换能器来考虑其他信号的光谱成分，如声压波和光学光波。通过分析电信号的频谱，可

观察到一信号的主频、功率、失真、谐波、带宽和其他频谱部分，这在时域波形中是不容易检

测的。这些参数在电子装置的表征中是有用的，如无线发射器。

[0214] 频谱分析器类型通过用于获得一信号频谱的方法来区分。有基于扫频调谐和快速

傅里叶变换(FFT)的频谱分析仪。扫频分析器使用一超外差接收器将输入信号频谱的一部

分变换为其中一频率带通滤波器，其瞬时输出功率被记录或显示为时间的一函数。通过在

一定频率范围内扫描接收器的中心频率(使用一压控振荡器)，输出也是频率的一函数。虽

然扫描以任何特定频率为中心，但它可能缺少其他频率的短时事件。一FFT分析器计算周期

图的一时间序列。FFT是指在过程中使用的一种特定的数学算法。这通常与一接收器和模数

转换器一起使用。如上所述，所述接收器减少了输入信号频谱的一部分的中心频率，但是部

分未被扫描。接收机的目的是减少所述分析仪所争议的采样率。利用足够低的采样率，FFT

分析仪可以处理所有样本(100％占空比)，并且所有这些都可以避免错过短期事件。光谱分

析器基础在2014年2月25日公开的[2014年2月25日][5952-0292]的安捷伦科技应用的说明

150中描述，其名称为“光谱分析基础知识”，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本文中完全

阐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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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5] FFT。快速傅里叶变换(Fast  Fourier  Transform,FFT)算法计算序列或逆的离散

傅里叶变换(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DFT)。傅立叶分析将一信号从其原始域(通常

是时间或空间)转换为所率域的表示，反之亦然。FFT通过将DFT矩阵分解为稀疏(通常为零)

因子的一乘积来快速计算这种变换。DFT是通过将一个值序列分解为不同频率的部分而获

得的。此操作在许多领域中是有用的(参见变换的属性和应用的离散傅立叶变换)，但是直

接从定义计算它通常太慢而不实用。FFT是一种更快速地计算相同结果的方法：使用定义计

算N个点的DFT，使用定义，采用0(N2)算术运算，而FFT可计算相同的DFT，在仅有0(N  log  N)

次操作。速度上的差异可能是巨大的，特别是对于长数据集，其中N可能在数千或数百万。实

际上，在这种情况下，计算时间可减少几个数量级，并且改进大致与N/log  N成比例。这种巨

大的改进使得DFT的计算实用；FFT对于各种各样的应用非常重要，从数字信号处理和求解

偏微分方程到快速乘法大整数的算法。

[0216] 到目前为止，最常用的FFT是库利-图基(Cooley-Tukey)算法。这是一种分而治之

的算法，它递归地将任何复合尺寸N＝N1N2的一个DFT分解成许多尺寸为N1和N2的较小DFT，

以及由统一传统上称为旋转因子的复数根的O(N)乘法。所述库利-图基算法的最佳已知用

法是在每一步将所述变换划分为两个大小为N/2的片段，并且所述被称为限制为两个幂的

大小，但是可以使用任何因式分解一般来说(如高斯和库利/图基那样)。这些被称为基数-2

和混合基数的情况(和所有分裂基数FFT的其他变体也有它们自己的名字)。尽管所述基本

的概念是递归的，但是大多数传统实现重新排列算法以避免显式递归。此外，因为所述库

利-图基算法将所述DFT分解为较小的DFT，所以它可以与所述DFT的任何其他算法任意组

合，如下所述。1995年2月(1998年1月27日修订)[注释3，计算机图形2,15a463]题为：“傅里

叶变换和所述快速傅里叶变换(FFT)算法”的一篇文章描述FFT以及飞思卡尔半导体公司的

应用笔记，文件号AN4255  Rev.4,47/015，标题为：“基于FFT的计量应用算法”，其全部内容

都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217] SPI/I2C。I2C(Inter-Integrated  Circuit,内部集成电路)，是一种多主、多从、单

端、串行计算机总线，通常用于将低速外围ICs连接到处理器和微控制器。I2C仅使用两条双

向开漏线、串行数据线(Serial  Data  Line,SDA)和串行时钟线(Serial  Clock  Line,SCL)，

通过电阻上拉。使用的典型电压为+5V或+3.3V，但允许使用其他电压的系统。I2C参考设计

有一个7-比特或一个10-比特(取决于装置的使用)地址空间，而普通I2C总线速度是所述

100kbit/s标准模式和10kbit/s低速模式，但也允许任意低的时钟频率。最近修改I2C可承

载更多节点并以更快的速度运行(400kbit/s快速模式，1Mbit/s快速模式加或Fm+，以及

3.4Mbit/s高速模式)。

[0218] 所述总线使用具有7比特寻址的时钟(SCL)和数据(SDA)线，并且对于节点具有两

个角色：主节点和从节点，其中主节点是生成所述时钟并且启动与从机的通信的一个节点，

并且一个从节点是接收所述时钟的一个节点，并在由所述主节点寻址时作出响应。所述总

线是一个多主总线，意味着可存在任意数量的主节点。此外，可在消息之间更改主从角色

(发送一次STOP后)。虽然大多数装置只使用一单一角色及其两种模式：'主发送'：主节点向

一个从机发送数据，'主接收'：主节点是一个总线装置可能有四种可能的操作模式。从一个

从节点接收数据，“从发送”：从节点正在向所述主节点发送数据，而“从接收”：从节点正在

从所述主节点接收数据。所述主节点最初处于主发送模式，通过发送一个开始比特，然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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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希望与之通信的所述从属的所有7-比特地址，最后是一个单一比特，表示是否希望写

入(O)或者从所述奴隶中读取(l)。所述I2C在2014年4月4日发布的NXP半导体N.V.用户手册

文件号UM10204Rev.6中描述，标题为：“UM10204-PC-总线规范和用户手册”，其全部内容用

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219] 串行外设接口(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SPI)总线是一种用于短距离通信

的同步串行通信接口规范，主要用于嵌入式系统，如直接连接部件到一处理器。SPI装置使

用一个主从结构与一单一主装置以全双工模式通信，其中所述主装置发起读写框架，并且

通过选择单个从选择(Slave  Select,SS)线来支持多个从装置。所述SPI总线，也称为“四线

串行总线”，指定四个逻辑信号：SCLK(Serial  Clock)：串行时钟(主机输出)，MOSI(Master 

Output ,Slave  Input)：主机输出，从机输入(主机输出)，MISO(Master  Input ,Slave 

Output)：主机输入，从机输出(从机输出)和SS：从机选择(低电平有效，主机输出)。瑞萨应

用笔记AN0303011/Revl.OO(2003年9月)中描述了SPI和I2C总线，标题为：“串行外设接口

(SPI)和I2C间(IC2)(SPIJ2C)”，CES  466演示文稿(2015年7月下载)标题为：“串行外围设备

接口”，在嵌入式系统和系统软件55：036演示文稿(2015年7月下载)中标题为：“串行互连总

线-I2C(SMB)和SPF，以及在微芯片演示文稿(2015年7月下载)，标题为：“SPF  M-在视图和所

述PICmicro串行外围接口的使用”，其全部并入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220] 1-线(Wire)是由达拉斯的半导体公司设计的装置通信总线系统，其在单个导体上

提供低速数据、信令和功率。1-线在概念上类似于I2C，但具有较低的数据速率和较长的范

围，并且它通常用于与小型廉价装置进行通信，如数字温度计和气候仪器。一网络的1-线装

置与一个相关的主装置通常称为微型区域网(MicroLAN)。所述总线的一个显着特征是仅使

用两条线的可能性：数据和地面。为实现此目的，1-线装置包括一800pF电容器以存储电荷，

并且在所述数据线有效期间为所述装置供电。根据功能，本机1-线装置可作为单一部件用

于集成电路和T092封装，在某些情况下，一称为一信息纽扣(Information  Button ,

iButton)的便携式外形类似于一块手表电池。制造商还生产比单一部件更复杂的装置，使

用所述1-线总线进行通信。1-线装置可以是一产品内一电路板上的多个部件之一，可以是

一装置内的一单元，如一温度探头，或者可附加到一被监控的装置上。传感器和执行器系统

可以通过将1-线部件连接在一起来构建，其中每个部件包含在所述1-线总线上操作所需的

所有逻辑。示例包括温度记录仪、定时器、电压和电流传感器、电池监视器和存储器。1-线装

置也可直接连接到来自不同供应商的微控制器。每个1-线芯片都有一唯一的ID码。这一特

性使得芯片，特别是在iButton封装中，适合用作打开一锁、手臂和停用防盗报警器、验证计

算机系统用户、操作时间时钟系统等，1-线被描述在马克西姆集成产品公司在2013年发布

的应用笔记1796，标题为：“1-线技术及其使用的视图”，以及马克西姆集成产品公司数据表

(Rev.4；8/09)，标题为：“S9090评估套件-评估：1-线EEPROM、EPROM和ROM装置“，其全部用于

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221] 由于安全性是车载网络日益受到关注的问题，所以一车载网络的所有部件都使用

必须定期更新的软件。为了更新软件，运输载具网络通常具有“后门”存取端口。如果一后门

存取端口被黑客入侵，所述车载网络中的元素可能会受到损害。使用所述CAN协议的一车载

网络上的一种已知攻击技术涉及一攻击者发送错误标志来干扰以一定标识符开始的帧，这

导致一发送CAN节点进入一“总线关闭状态。一方法防止在一运输载具总线中的“实时”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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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例如一CAN总线，在图7a中所示的流程图75中被描述。作为一部分“接收第一部分”步骤

76所述第一部分通过一通信媒介传播的一帧或数据包(包括多个比特)，例如一个总线，通

过一相应的收发器或控制器在“解码第一比特”步骤77中接收并解码成比特。解码比特可以

与一个或多个字段相关联，根据一帧结构基于一标准协议，如所述CAN总线。

[0222] 标准(或多个标准)是预先设置的，用于识别可疑或非合法的消息(如帧或数据

包)。作为“符合标准(Criteria  Met)？”步骤78的一部分，所述解码比特包括所述接收帧(或

数据包)述开始，被检查与预设规则或标准。如果所述收到比特，其形成接收消息(帧或数据

包)的第一部分，则未发现被怀疑，正常操作恢复为“正常操作”步骤79的一部分，并且系统

继续监视发送到通信媒介的消息。

[0223] 在一个示例中，当使用CAN总线协议时，所述比特被解码为“解码第一比特”步骤77

的一部分，并作为“符合标准(Criteria  Met)？”步骤78的一部分进行检查。包括所述CAN帧

中的“标识符”字段。例如，为了检测和防止对CAN网络的这种攻击并且根据发明的一个实施

例，一CAN节点可被配置为存储由CAN发送的一条CAN消息的标识符。节点本身和进一步被配

置为将输入的CAN消息的标识符与存储的标识符进行比较，以确定是否有任何输入的CAN消

息具有一个匹配的标识符。由于标识符对于每个CAN节点是唯一的，如果一个接收到标识符

匹配一存储的标识符，则接收CAN节点可假设CAN消息来自入侵者并且可采取动作来防止所

述入侵。

[0224] 然而，如果收到比特，根据适用的标准或规则，发现所谓的接收信息(帧或数据包)

的第一部分，则一信号或能量被传送到作为一个“损坏帧(损坏Frame)”步骤79a的一部分的

通信媒介。当剩余的消息(帧或数据包)仍在所述通信媒介上传播时，所述损坏信号被发送

到通信媒介，并干扰消息。这种干扰使得总消息(帧或数据包)不适合由连接和收听所述通

信媒介的装置正确接收，因此防止该感知消息被正确接收以影响其他连接装置。例如，所述

通信媒体上的消息可以根据一种标准通信协议，如CAN协议，并且通过影响消息中的一个或

多个比特，传播消息作为一整体不符合协议和因而被所有其他装置连接到媒介而无效并被

忽略。在连接多个ECU的一运输载具总线的例子中，破坏所述帧或数据包确保连接到所述总

线的ECU不会根据损坏的可疑消息进行读取和操作，从而防止一个潜在的损坏和因而阻止

一个相应的消息被传递到所述主机以在所述相应的CAN节点处实现恶意活动。

[0225] 例如，响应于检测到一接收标识符和一存储标识符之间的匹配，所述CAN节点可被

配置为立即向CAN总线发送一错误信号，例如一错误标志，以防止所述恶意CAN消息来自被

CAN总线上的任何CAN节点成功并完全接收，例如，使所述CAN消息无效、销毁和/或终止。应

用这种技术，只有使用一特定标识符的原始CAN节点可发送具有该标识符的CAN消息，而不

会使所述CAN消息无效，销毁和/或被杀死。

[0226] 循环冗余校验(Cyclic  Redundancy  Check,CRC)是一种常用于数字网络和存储装

置的错误检测码，用于检测原始数据的意外变化。进入这些系统的数据块根据其内容的一

次多项式除法的余数得到附加的一短检查值。在检索时，重复计算，并且在事件中检查值不

匹配，可以对数据损坏采取纠正措施。CRCs可用于纠错。所述检查(数据验证)值是一冗余

(它扩展所述消息而不添加信息)并且算法基于循环码，并且因为检查值具有一固定长度，

所以产生它的函数偶尔用作一哈希函数(Hash  Function)。CRCs通常基于循环纠错码。CRC

码的规范要求定义一生成多项式，其中多项式在多项式长除法中成为除数，其将消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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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除数并且其中商被丢弃并且余数变为结果。重要的警告是多项式系数是根据一有限域的

算法计算的，因此加法运算总是可比较明智地并行执行(数字之间没有进位)。余数的长度

总是小于生成多项式的长度，因此确定结果可以有多长。

[0227] 在实践中，所有常用的CRC使用两个元素的伽罗瓦域GF(2)。所述两个元素通常称

为0和1，舒适地匹配计算机体系结构。当CRC的校验值为n比特长时，CRC称为n比特CRC。对于

给定n，可以有多个CRCs，每个CRCs具有不同的多项式。这样的一项多项式具有最高阶数n，

这意味着它具有n+1项。换句话说，多项式的一长度为n+1；其编码需要n+1比特。注意，大多

数多项式规范要么丢弃MSB或LSB，因为它们总是1。最简单的错误检测系统，奇偶校对，实际

上是一个普通的1-比特CRC：它使用生成多项式x+1(两个术语)，并且具有名称CRC-1。CRC启

用装置为要发送或存储的每个数据块计算一个短的，固定长度的二进制序列，称为检查值

或CRC，并将其附加到数据，形成一码字。当接收或读取码字时，装置或者将其检查值与从数

据块新近计算的值进行比较，或者等效地，对整个码字执行CRC并且将得到的校验值与一预

期的残差常数进行比较。如果CRC值不匹配，则数据块包含一数据错误。装置可以采取纠正

措施，如重读数据块块或要求再次发送。否则，假定数据没有错误(尽管有一些小概率，它可

能包含未检测到的错误；这是错误检查的基本性质)。

[0228] 在一个示例中，损坏是通过在消息中发送改变一单一比特的值的一信号来实现

的。此单一比特更改呈现一CRC错误，其可被接收装置用作需要忽略的一个无效或损坏消息

的一指示符。另外或此外，在所述消息(帧或数据包)中可以携带循环地或非循序地的多个

比特由发送的损坏信号改变。另外或此外，所述损坏信号可以在帧(或数据包)中的一个或

多个字段中改变一值，使得该字段根据约定或使用的通信协议是非合法的。在一个示例中，

如在一CAN协议中，所述损坏信号可在由装置通过总线接收时产生六个或更多个连续相同

比特的一序列，已知为一标准CAN错误帧。进一步，所述消息中的一个或多个定义的标志，如

所述损坏信号可设置错误标志。当所述消息使用隐性(’1’)和显性('O')(非隐性)比特时，

所述损坏信号可将一隐性比特(或多个比特)转换为一占优势的，或者可以转换一占优势的

比特(或多比特)到一隐性的。

[0229] 一运输载具网络具有一监控目的车载控制装置，其通过监视预定的数据通信格式

来检测非法数据，以便操作在所述运输载具网络中使用的通信协议在美国专利申请公开第

2015/0066239号中公开Mabuchi的题为：“运输载具网络监测方法和装置”，其全部内容用于

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在检测到其通信格式与规定的通信格式不同的非法数

据时，用于监视的车载控制设备执行向车载控制设备发送警报信息的一个过程，并且还执

行禁止网关路由非法数据的一过程。

[0230] 在LITICHEVER等人的国际专利申请公开WO2017/013622中公开了一种通信的方

法，题为：“运输载具通信总线数据安全”，其全部内容为了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

样。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至少读取通过一条通信总线传输的一条消息的一部分，根据所

述读取早期部分应用的至少一条规则(或标准)确定对于所述消息是否可疑，并且在确定所

述消息是可疑的时，至少损坏所述消息的一部分。

[0231] 在BEN  NOON等人的美国专利第9,616,828号中公开一种用于为一输入载具提供安

全性的通系网络。题为：“全球汽车安全系统”，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

述一样。所述系统包括：一数据监测和处理集线器；至少一模块，被配置为监视在车辆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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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网络中传播的通信业务中的消息，所述网络具有一总线并且至少一节点连接到所述总

线，所述模块包括：一通信接口，被配置为支持与所述集线器的通信；一存储器具有软件包

括表征所述至少一节点在所述节点的正常操作期间发送和接收的消息的数据；至少一通信

端口通过，其中所述模块接收并发送被配置为连接到所述车载网络的一部分的消息；一处

理器，其处理从所述车载网络的所述部分通过所述端口接收的消息，响应于所述所述存储

器中的软件：在所述接收的消息中识别一异常消息，指示所述运输载具网络暴露于一网络

攻击造成的损害；确定影响所述异常消息的所述模块应采取的一动作；并且响应于所述异

常消息将数据发送到所述集线器，以由所述集线器通过所述通信接口进行处理。

[0232] 在Hartwich等人的美国专利第9,361,178号中公开具有至少两个总线用户的一总

线系统中用于串行数据传输的一方法，标题：“方法和装置，用于改进具有灵活消息大小的

一系列数据传输中的所述数据传输安全性”，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

一样。所述方法交换消息通过所述总线，根据CAN标准ISO  11898-1，通过仲裁方法为所述总

线用户分配的每条消息发送存取所述总线；其被确定为一适当识别(EDL)的功能，它是由并

行开始的CRC计算之一产生的，用于检查正确的数据传输；对于识别的至少一个值检查附加

条件，并且响应于其存在，来自一个或多个比特的固定填充比特序列由发送者插入到消息

中，至少部分地包含在消息中。

[0233] 在Jiang等人的美国专利第9,600,372号中公开一种用于确定何时复位一控制器

以响应一般线断开状态的方法，题为：“控制器区域网络总线处理方法”，其全部内容为了所

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所述方法包括确定所述控制器已进入一第一总线关闭状

态并立即重置所述控制器。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设置一复位定时器以响应所述控制器被复

位，确定所述控制器是否已进入一后续总线断开状态，并确定是否一复位时间。如果所述复

位时间大于第一预定时间间隔，则所述方法立即重置所述控制器以响应所述后续总线断开

状态，并且在所述后续总线断开状态之后重置所述控制器如果所述复位时间小于第一预定

时间间隔，则已经过了第二预定时间间隔。

[0234] 在Frank等人的美国专利申请公开第2016/0149934号中公开一种用于防止在广播

总线网络上所述广播未授权消息的通信设备，题为：“非法消息驱逐舰”，其全部内容为了所

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所述通信装置包括一第一存储器，用于存储第一信息；一

第二存储器，用于存储第二信息；一监控单元，用于监控所述总线，用于处理在所述总线上

广播的消息，并输出第三信息和第四信息；一比较单元，用于将所述第一信息与所述第三信

息和所述第二信息与所述第四信息进行比较；以及一消息驱逐器，适用于所述第一信息与

所述第三信息匹配时，所述第二信息与所述第四信息不匹配，导致当前消息的主体在所述

当前信息中被改变，且消息正在总线上被广播。

[0235] 在Elend等人的美国专利申请公开第2017/0093659号中公开一种装置和方法的实

施方案，标题为：“控制器区域网络(CAN)装置和方法，用于控制可以交通”，其全部内容用于

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一控制器区域网络(CAN)装置包括一比较模块，被配置

为接口与一CAN收发器，所述比较模块具有一接收数据(RXD)接口，被配置为从所述CAN收发

器接收数据，一CAN解码器被配置为解码从所述RXD接口接收的一CAN消息的一标识符，以及

一标识符存储器，其被配置为存储对应于至少一标识符的一条目，并且比较逻辑被配置为

将从一CAN消息接收的标识符与所述描述进行比较存储在所述标识符存储器中的条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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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当所述比较表明所述接收的CAN消息的标识符与存储在所述CAN装置中的条目匹配时输

出一个匹配信号。所述CAN装置还包括一信号发生器，其被配置为响应于所述匹配信号而输

出一信号以使所述CAN消息无效。

[0236] 在Butts等人的美国专利第8,213,321号中公开一种方法和系统监视器通信网络，

例如一控制器区域网络(CAN)，更具体地说，一车载通信网络，题为：“车载通信网络上的控

制器区域网络状态监测和总体健康”，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所述监视是通过保持每个类型的错误代码的一计数和每个控制器在一测量期间看到的所

有网络消息的直方图来执行；并通过确定通信总线的一总线健康指数，基于一给定类型的

误差的百分比，对所述一测量期间的所有误差的总计数。一控制器或控制器区域网络总线

段可表示由于所述健康指数而存在一通信问题。

[0237] 在Dierickx的美国专利申请公开第2010/0318794号中公开一种用于在一运输载

具上提供网络安全性的系统及其制造和使用方法，题为：“系统和方法，用于提供安全的移

动平台”，其中为了所有目的，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所述安全

系统包括一体化安全系统，其促进所述运输载具信息系统的安全系统功能。示例性安全系

统功能包括用于加密和/或解密系统数据的密钥的安全存储、安全相关的应用程序编程接

口、安全日志文件和/或私有数据。所述安全系统同样可以利用防病毒软件、反间谍软件、一

应用防火墙和/或一网络防火墙。根据需要，所述安全系统可以包括一入侵防御系统和/或

一入侵检测系统。如果所述信息系统包括一无线分配系统，则所述安全系统可以包括适用

于无线网络系统的一入侵防御(和/或检测)系统。因此，所述安全系统有利地通过向所述信

息系统添加多层安全性来提供一种防御深度方法。

[0238] 在Kantor等人的美国专利第9,661,006号中公开用于减轻一汽车通信系统的部件

上的网络攻击的方法和系统，题为：“用于保护运输内载具通信系统中的汽车部件的方法”，

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这些方法和系统包括用于接收一帧的

硬件和软件的元件；确定所述框架是否可能影响一汽车部件的正确操作；并采取保护措施。

[0239] 一项目，以确定是否有可能从网络设备中选择一组可用于检测以太网络网络上已

知物理层攻击的指标，Alexey  Petrenko的论文题为：“检测物理层攻击“以太网络网络”，由

所述赫尔辛基都市大学应用科学大学，信息技术学位课程于2015年10月8日提交，其全部内

容适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对以太网络网络的已知物理层攻击进行详细

描述，并提出了一组可能用于攻击检测的度量。在一正常状态和每个攻击下的一拓扑中的

每个链路上收集所有度量值。分析建议度量的有效性。所述项目表明，可使用从网络装置获

得的度量来检测以太网络网络上的已知物理层攻击。

[0240] Bertos等人的美国专利第9,297,721号公开一种可与智能电话进行通信的诊断工

具，题为：“自动ID和指纹系统和方法”，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所述诊断工具可包括一电源管理系统，允许诊断工具进入低功率状态为了防止运输载具电

池的耗电，所述诊断工具也可以使用一“指纹”过程来识别运输载具。提供可用于信用供所

述诊断工具或智能手机使用的软件购买的第三方。

[0241] 用于在一个IEEE  802.3以太网络通信系统中在物理(PHY)层处保护链路的一系统

和方法在Booth的美国专利第8,375,201号被公开，题为“以太网络PHY级安全性”，其整体并

入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一本地装置(LD)通过未格式化的消息页面从一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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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的链路伙伴(LP)接收表示链路伙伴安全信息的一电波形。所述LD存取存储在一有形存

储器媒介中的预定LP参考信息。所述LD将接收的LP安全信息与所述LP参考信息进行比较。

响应于所述LD匹配接收的LP安全信息到所述LP参考信息，验证到所述LP的一安全链路。同

样，所述LD可以将表示安全信息的电波形发送到所述LP通过无格式消息页面。响应于所述

LP将所述LD安全信息与所述LD参考信息匹配，验证到所述LD的一安全链路。

[0242] 用于检查CAN收发器指纹识别的可行性的项目，用于在入侵检测期间唯一识别信

号源的目的，在Roar  Elias  Georgsen的一学士项目编号DA-2016-06中描述，5月19日出版

2016年由所述Souse大学学院挪威东南部(Campus  Vestfold)，题为：“控制器区域网络中的

基于机器学习的入侵检测”，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构建了一

工作的多节点CAN总线开发环境，并将一OpenCL深度学习Python包装器移植到此平台。系统

地比较了多机器学习算法，并且在一SoC  ARM/FPGA装置上完全实现了两个模型，使用一

OpenCL  FPGA接口将计算密集型任务作为软件定义硬件运行。实现比基于最小二乘方和卷

积数字信号处理(DSP)的早期工作更高的命中率。学习任务的性能可与高端CPU装置相媲

美，这表明FPGA是嵌入式系统中利用机器学习的一种经济有效的解决方案。

[0243] 在Janke等人的美国专利申请公开第2007/0182421号公开一种用于检测一电路上

的一次攻击的装置，标题为：“检测一个电路上的一次攻击的装置”，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

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所述电路包括一电流消耗阈值鉴别器，用于确定所述电路的电

流消耗是否超过一预定阈值，并根据其产生一二进制电流限制信号。所述装置包括用于在

一预定的时间间隔内监视所述二进制电流限制信号的一监视器，以指示在所述预定的时间

间隔内表征所述电路的所述电流消耗的一信号，以及用于检测一次攻击的一检测器。在所

述电路上基于所述监测信号。

[0244] 在Wolcott等人的美国专利申请公开第2011/0243214号公了一种网络在穿过所述

网络的不同段的信号中引起不同失真的方法和系统，题为：“在一个通信网络中引发响应签

名”，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所述失真可用于识别所述装置的

所述网络上发送和接收所述信号的位置。所述失真可以反映在编程到发送或接收装置中的

均衡系数中，其可以用于前置或后置滤波器所述信号以补偿失真。

[0245] 在Litichever等人的美国专利申请公开第2015/0020152号公开一种用于保护一

运输载具电子系统的装置，题为：“用于保护一运输载具电子系统的安全系统和方法”，其全

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所述保护是通过选择性地干预所述通信路

径以防止所述恶意消息到达ECU，特别是在所述安全关键ECUs处。所述安全系统包括一滤波

器，其防止通过一运输载具通信总线进行通信的任何系统或装置发送的非法消息到达其目

的地。所述滤波器可根据预先配置的规则(或标准)自行决定按原样发送消息、阻止消息、改

变所述消息的所述内容、请求所述通知或限制所述速率此类消息可以被传送，通过缓冲所

述消息并仅以预先配置的间隔发送它们。

[0246] 在BEN  NOON等人的美国专利申请公开第2015/0195297号公开了一种用于为一车

载通信网络提供安全性的系统，题为：“全球汽车安全系统”，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

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所述系统包括：一数据监测和处理中心；至少一模块，用于监控在车

辆的车载网络中传播的通信流量中的消息，所述网络具有一条总线，并且至少一节点连接

到所述总线，所述模块包括：一通信接口，用于支持与集线器通信；一具有软件的存储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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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表征所述至少一节点在所述节点的正常操作期间发送和接收的消息的数据；至少一通信

端口，通过其中所述模块接收并发送被配置为连接到所述车载网络的一部分的消息；一处

理器，其处理从所述车载网络的所述部分通过所述端口接收的消息，响应于所述存储器中

的软件：在所述接收的消息中识别一条异常消息，指示所述车载网络暴露于一次网络攻击

造成的损害；确定影响所述异常消息的所述模块应采取的一动作；并且响应于所述异常消

息将数据发送到所述集线器，以由所述集线器通过所述通信接口进行处理。

[0247] 用于为一网络提供安全性的一系统和方法可包括通过一处理器维护在所述车载

通信网络上的数据通信的预期行为的一模型，在GALULAN等人的美国专利申请公开第2016/

0381059号公开，题为：“系统和方法，用于基于时间的一车载通信网络中的异常检测”，其全

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所述方法包括通过所述处理器，在所述网络

接收一条消息；由所述控制器基于所述模型并基于所述消息的一定时属性确定所述消息是

否符合所述模型；以及如果消息不符合模型则执行，由所述处理器执行，至少一个与所述消

息相关的动作。

[0248] 用于为一网络提供安全性的一系统和方法在GALULAN等人的美国专利申请公开第

2016/0381055号公开，题为：“用于向一个通信网络提供安全的系统和方法”，其全部内容用

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所述方法可包括识别通过一网络发送的一消息，所述

消息与一关联数据从一发起者转移到一目标节点，并通过所述网络传输至少一导致所述数

据传输失败的破坏性消息。

[0249] 在Ruvio等人的美国专利申请公开第2017/0230385号公开用于检测对一个或多个

运输载具的至少一次网络攻击的一系统和方法，题为：“运输载具相关系统，用于网络攻击

检测和方法”，其全部内容为了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所述系统和方法包括由

一发发送和/或接收的步骤一安装在道路基础设施内安装的一个或多个运输载具和/或第

二机载代理模块内的机载代理模块，并且与第一机载代理模块元数据进行一定范围的通信

和/或来自一现场和/或远程基于云的检测服务器，包括一相关引擎；基于从安装在运输载

具内的一个或多个第一代理模块接收的所述元数据之间的相关性计算和/或从一个或多个

来检测网络攻击更多第二代理模块安装在道路基础设施内；表示基于相关计算对一个或多

个运输载具进行一次网络攻击的概率；启动运输载具对运输载具的阻塞，以呈现和/或阻止

已识别的威胁的传播。

[0250] 在Ruvio等人的美国专利申请公开第2015/0271201号公开一种用于检测和防止通

过其通信信道的一次运输载具的攻击的装置，题为：“用于检测和防止对一运输载具的一次

攻击的装置”，其全部内容为了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所述装置具有：一输入单

元，用于从各种来源收集实时间和/或离线数据如传感器，基于网络的服务、导航应用，所述

运输载具的电子控制单元，所述运输载具的总线网络，所述运输载具的子系统以及船上诊

断；一数据库，用于存储所述数据；一检测单元，用于与所述输入单元通信；和一动作单元，

与所述检测单元通信，被配置为通过破坏或改变所述受攻击的通信信道，通过所述通信信

道发送一警报和/或防止所述攻击。所述检测单元被配置为同时监视所述内容，所述元数据

和所述数据的所述物理数据并检测所述攻击。

[0251] 在Adachi的题为：“连接检测装置和车载中继装置”的美国专利申请公开第2014/

0380416号公开一种连接检测装置，其整体并入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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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装置包括连接通信线路的一网关，并检测一未授权通信装置是否已连接到所述通信线

路。所述网关从所述通信线路中的每一条多次抽样一信号，并产生波形信息，例如其中所述

波形彼此叠加的眼图。进一步，所述网关已存储正常波形信息所述缰，例如在正常时间基于

所述眼图生成的一掩模。所述网关将所述生成的波形信息与所述存储的波形信息进行比

较，并且如果所述波形信息与所述正常波形信息不充分匹配，则识别出所述波形信息是异

常的。如果所述波形信息是异常的，则确定一未授权通信装置已连接到所述通信线路中的

一个或多个。

[0252] 在Kalintsev等人的美国专利第8,955,130号公开了用于检测一运输载具数据传

输系统中的一入侵或一错误的一系统和方法，题为：“用于保护运输载具的数据传输系统的

方法”，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一硬件软件复合体(Hardware-

Software  Complex,HSC)用于在一运输载具电子系统中找到一个错误或入侵装置。所述HSC

连接到所述运输载具中的CAN总线，并且还扫描无线电波，其可用于将数据传输到一错误。

所述复合体是一种自学CAN系统，用于监视和阻止所述运输载具中的有害命令。每个运输载

具(每个型号，类型和设置)都有自己的参考总线数据(参数)，用于检测通过所述运输载具

的CAN总线发送的添加模块和恶意数据。

[0253] 在Valasek等人的美国专利第9,401,923号公开了用于检测对一汽车网络的威胁

或攻击的一方法，题为：“用于检测和防止运输载具具有电气和控制系统损害的电子系统”，

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所述汽车网络连接到包括一处理器的

多个电子部件和一攻击监控单元，所述方法包括：由所述攻击监控单元的处理器监控在所

述汽车网络上传输的数据消息；通过所述攻击监视单元的处理器确定在所述移动网络上发

送的所述数据消息中的至少一数据消息是否对所述汽车网络上的多个电子部件中的一个

或多个构成威胁；当所述处理器确定至少一数据消息是一威胁时，根据所述威胁执行至少

一动作。

[0254] 在Karam等人的美国专利第7,752,672号公开用于一网络通信链路的物理层安全

性的方法和装置，题为：“一网络通信链路的物理层安全性的方法和装置”，其全部内容用于

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一网络通信装置的通信端口保持能力信息，所述能力信

息指示在正常操作条件下，通信链路能够以一安全模式操作，其中所述通信链路的通信信

号对于具有一未授权物理连接的一入侵者是不可理解的(例如，抽头(tap))到所述通信链

接。在操作期间，所述端口检测一种类型的一链路事件的发生，其可调用一自动通信模式控

制机制以将所述通信链路的操作改变为所述通信链路的通信信号的非安全模式。对这样的

入侵者是可理解的。一例子是以太网络自动协商，其可从相对安全的1000BaseT信令变为相

对不安全的10/10OBaseT信令。基于所述能力信息，所述端口通过防止所述自动通信模式控

制机制将所述通信链路的操作改变为所述非安全模式来响应所述链接事件。

[0255] Roese等人的美国专利第8,972,589号公开一数据网络中基于位置的存取控制，题

为：“一数据网络中基于位置的存取控制”，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

样。一网络接入的请求是从一网络基础设施的一网络入口装置的一客户装置接收。所述网

络基础设施确定所述客户装置的一物理位置，并根据所述物理位置确定所述客户装置的授

权。所述方法可包括向一授权装置提供所述物理位置以及其他用户凭证。所述方法还可以

包括基于所述物理位置确定一级服务。所述方法的通信可使用IEEE  802.1X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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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6] 在Kuwat的美国专利第5,420,963号公开使用一神经网络的一信号处理装置，题为

“包括用于信号处理的一神经网络的装置，如信号聚类、信号识别和A/D转换”，其被并入它

的全部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所述装置包括：一参考信号产生部分，用于

产生一具有不同信号值的多个参考信号，个补码信号产生部分用于接收所述参考信号，一

未知输入信号作为一待处理对象，并产生多个补码。信号，表示相应参考信号的补码值，相

对于通过将所述未知输入信号与一自然数相乘得到的一信号值，一个乘法部分，用于接收

所述参考信号和所述补充信号，并乘以所述参考信号具有相应补体信号的信号和一神经网

络，其中多个神经元是相互抑制耦合的，所述神经元接收由所述乘法部分获得的产品，和所

述神经元，其接收所述产品具有一最大值，输出一引发信号。

[0257] 在Himebaugh等人的美国专利申请公开第2016/0328642号公开使用一模拟神经网

络的传感器信号处理，题为：“使用一个模拟神经网络的传感器信号处理”，其全部内容用于

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在一实施例中，一传感器信号处理系统包括：一通信地

耦合到至少一传感器的模拟神经网络和一通信地耦合到所述模拟神经网络的数字处理器。

所述模拟神经网络被配置为接收多个模拟信号，其中所述多个模拟信号与由至少一传感器

输出的多个传感器信号相关联。所述模拟神经网络还确定所述多个模拟信号的一模拟信

号，其指示一感兴趣的事件并且响应于确定一模拟信号指示一感兴趣的事件而向所述数字

处理器产生一激活信号。所述数字处理器被配置为接收所述激活信号并响应于所述激活信

号从一较低功率状态转换到一较高功率状态。

[0258] 一种多维动态自适应神经网络阵列(Dynamic  Adaptive  Neural  Network  Array,

DANNA)的电路元件公开在Birdwell等人的美国专利申请公开第2015/0106314号，题为：“构

造一动态自适应神经网络阵列(danna)”的方法和装置“，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

此完全阐述一样。部件可包括一神经元/突触选择输入功能，以选择所述电路元件作为一神

经元和一突触中的一个。在这种电路元件的一DANNA阵列的一实施例中，(一电路元件或部

件可以是模拟的或数字的)，一目标神经元可通过一维突触连接到一第一神经元，一第二目

的神经元可通过一第二维中的一第二突触连接到所述第一神经元，并且可选地，一第三目

的神经元可以通过一第三突触连接到所述第一神经元。所述DANNA可以因而形成多级神经

元和突触电路元件。在一实施例中，所述电路元件可选择性地接收八个输入的多个输入，所

述电路元件选择性地用作一神经元和一突触中的一个。所述动态自适应神经网络阵列

(DANNA)可以包括用于执行一控制、异常检测和分类应用之一的一专用处理器，并且可包括

连接到一神经科学启发的动态人工神经网络(Neuroscience-Inspired  Dynamic 

Artificial,NIDA)的一第一结构，包括其中的子结构或与其他神经网络组合。

[0259] 用于聚类数据的系统、装置和方法在Moore的美国专利第8,521,671号公开，题为

“基于一高斯一混合模型的聚类输入数据的神经网络”，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

此完全阐述一样。所述方法包括向一个神经网络的多个集群微电路中的每一个提供输入数

据，其中每个集群微电路包括一神经组和一方差神经组。所述方法还包括确定每个簇微电

路相对于所述输入数据的一响应。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响应一值系统调制所述我的神经群

和所述方差神经群的每个群集微电路。

[0260] 一种计算机系统，其存储多个扬声器的语音数据，其中所述语音数据包括多个特

征向量，并且对于每个特征向量，在Hosom等人的美国专利第9,230,550号公开一相关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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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类，标题为：“使用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子语音单元辨别的说话者验证和识别”，其全部

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所述计算机系统基于所述语音数据建立一人

工神经网络(ANN)，用于对所述多个说话者中的一目标说话者的语音进行建模，其中所述

ANN被配置为区分子语音类的实例。由所述目标说话者发出的声音和由所述多个说话者中

的其他发言者说出的子语音类的实例。

[0261] 所述术语“处理器”在本文中用于包含但不限于能够对至少一指令执行一操作的

任何集成电路或任何其他电子装置(或电子装置的集合)，包含但不限于一微处理器(μP)、

一微控制器(μC)、一数字信号处理器(DSP)或其任何组合。一处理器可进一步是一简化指令

集核(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re ,RISC)处理器、一复杂指令集计算(Complex 

Instruction  Set  Computing ,CISC)微处理器、一微控制器单元(Microcontroller  Unit,

MCU)或一基于CISC的中央处理单元(Central  Processing  Unit,CPU)。所述处理器的硬件

可以集成到单一基板(例如，硅“模(die)”)上，或者分布在两个或更多个基板中。

[0262] 一处理器的一非限制性实例可以是80186或80188，可从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

克拉拉的英特尔公司获得。所述80186及其详细的存储器连接在英特尔公司的手册“80186/

80188高集成度16-比特微处理器”中描述，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

样。一处理器的其他非限制性示例可以是从摩托罗拉公司获得的MC68360，位于美国伊利诺

伊州绍姆堡。所述MC68360及其详细的存储器连接在摩托罗拉公司的手册“MC68360四合一

通信控制器-用户手册”中有所描述，其全部内容结合于此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

述一样。虽然上面的示例涉及具有一8比特宽度的一地址总线，但是通常使用其他宽度的地

址总线，如所述16位、32-比特和64位。类似的，虽然上面的例子中关于具有一8比特宽度的

一数据总线，但是通常使用数据总线的其他宽度，如16比特、32比特和64比特宽度。在一个

示例中，所述处理器由可从德州仪器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TivaTM 

TM4C123GH6PM微控制器组成，包含或者是其一部分，在德州仪器公司2015年出版的一数据

表中描述。公司[DS-TM4C123GH6PM-15842.2741，SPMS376E，Revision  15842.2741  2014年6

月]，名称为“TivaTM  TM4C123GH6PM微控制器-数据表”，其全部内容为了所有目的，如同在此

完全阐述一样。并且是德州仪器公司的TivaTM  C序列微控制器系列为设计人员提供了一基

于 CortexTM-M的高性能架构，具有一系列广泛的集成功能和一套强大的软件和开发工

具生态系统。针对性能和灵活性，所述TivaTM  C序列架构提供具有FPU的一80MHz  Cortex-M，

一种集成存储器和多个可编程GPIO。TivaTM  C序列装置通过集成特定应用的外围设备并提

供全面的软件工具库，最大限度地降低电路板成本和设计周期时间，为消费者提供极具成

本效益的解决方案。所述TivaTM  C序列微控制器具有更快的上市时间和成本节约，是高性能

32比特应用的首选产品。针对性能和灵活性，所述TivaTM  C序列架构提供具有FPU的一80MHz 

Cortex-M，一种集成存储器和多个可编程GPIO。TivaTM  C序列装置为消费者提供极具吸引力

的经济型解决方案。

[0263] 考虑到前述内容，在所述技术中提供用于检测和检测一网络或系统的一入侵或一

攻击时采取动作的方法和系统，此方法或装置可用于提供一简单、安全、经济、可靠、易于使

用或消毒、提高安全性、验证真实硬件或软件、恶意软件或攻击漏洞减少、或入侵操作检测/

预防、具有最少的部件数、最小硬件和/或使用现有和可用的部件、协议、程序和应用程序，

来提供更好的安全性和附加功能，并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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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264] 一分析器装置可与一基于帧或基于数据包的有线网络一起使用，所述有线网络使

用包含两个或多个导体的一媒介，以及可连接的多个装置，并且相互通信，所述媒介。多个

装置中的每一个可与一相应标准相关联。所述分析器装置可包括一连接器，用于连接到所

述媒介，用于接收一发送装置发送到所述媒介的一帧或数据包，所述一发送装置可以是所

述多个装置之一；一模拟数字(A/D)转换器，耦合到所述连接器，用于产生一波形的数字样

本，该波形可以是所述接收的帧或数据包的一部分；一第一存储器耦合到所述A/D转换器，

用于存储所述数字样本；一第二存储器，用于存储所述多标准，与所述多个装置相关联；一

软件和一处理器，用于执行所述软件，所述处理器耦合到所述第一存储器，用于分析所述存

储的数字样本和所述述第二存储器，用于取出所述标准中的至少一个；以及一外壳所述连

接器、所述A/D转换器、所述第一和第二存储器以及所述处理器。所述分析器装置可用于根

据一标准从所述多标准检查所述波形，所述标准可与所述发送装置相关联，并且响应于所

述波形不满足所述检查标准而动作。由所述A/D转换器采样的所述信号可在所述两个导体

上差分地携带，或者可以是在所述导体和所述地之间的一信号。

[0265] 所述多标准的至少一个标准可被配置，使得在一改变或连接到所述媒介的情况下

可不满足所述标准，例如在将一附加装置连接到所述媒介的情况下。所述附加装置可于通

过所述媒介与至少一个所述多个装置通信。另外或此外，可配置所述多标准的至少一标准，

使得在所述装置中能与所述至少一个标准相关联的一次改变的情况下不满足所述标准，如

果在所述装置中替换一线路驱动器或一收发器，该装置可与所述至少一标准相关联，或者

在替换所述装置的情况下，可与所述至少一标准相关联。

[0266] 一分析器装置可与具有一媒介的一有线网络一起使用，所述媒介包括两个导体连

接多个装置，其中所述装置中的至少一个可用于在所述媒介上传送一信号。所述有线网络

可分别与从所述媒介接收的第一和第二信号相关联的第一和第二配置相关联，以响应所述

发送信号。所述分析器装置可包括一连接器，用于连接到所述媒介，用于接收通过所述多个

装置之一传送到所述媒介的一物理层信号；一模拟数字(A/D)转换器耦合到所述用连接器

生成所述接收信号的数字样本；一存储器耦合到所述模数转换器用于存储所述数字样本；

一软件和一处理器用于执行所述软件，所述处理器耦合到所述存储器用于分析所述存储的

数字样本；以及一单一外壳所述连接器、所述A/D转换器、所述存储器以及所述处理器。所述

分析器装置可用于将所接收的信号与所述第一和所述第二信号之一相关联。所述网络可以

是基于帧或数据包，并且所述物理层信号可分别是至少一帧或数据包。

[0267] 所述分析器装置可包括耦合在所述连接器和所述处理器之间的一收发器，用于通

过所述媒介向所述多个装置发送数字数据或从所述多个装置接收的数字数据。所述第一或

第二信号可与所述相应信号的最大部件频率相关联，并且所述A/D转换器的所述采样率可

以是所述最大部件频率的两倍以上。所述存储器可以是一种非易失性存储器，其可以包括

或可以由硬盘驱动器(HDD)、固态驱动器(SSD)、RAM、SRAM、DRAM、TTRAM、Z-RAM、ROM、PROM、

EPROM、EEPROM、基于闪存的存储器、CD-RW、DVD-RW、DVD+RW、DVD-RAM  BD-RE、CD-ROM、BD-ROM

或DVD-ROM所组成。所述分析器装置可以进一步包括连接到所述连接器的一阻抗(可以是一

电阻器)以终止所述接收信号，并且所述阻抗可等于或可基于所述特征阻抗所述媒介。所述

分析器装置可连接到所述媒介的所述端部之一，或者可以连接到可与所述媒介端不同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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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所述媒介。

[0268] 所述有线网络可与第一和第二配置相关联，并且所述第二配置可包括改变或连接

到所述第一配置的所述媒介，如连接一附加装置到所述第一组态。所述附加装置可用于在

所述媒介上与所述多个装置的至少一装置进行通信。另外或此外，所述第二配置可包括替

换在所述第一配置中连接到所述媒介的一线路驱动器或一收发器，或者在所述第一配置中

代替连接到所述媒介的所述多个装置中的一个装置。

[0269] 所述分析器装置可进一步包括在所述连接器和所述处理器之间耦合的一收发器，

用于通过所述媒介向所述多个装置发送数字数据或从所述多个装置接收数字数据，并且可

进一步包括一控制用于所述接收信号的第2层和第3层处理。所述多个装置中的每一个可与

一数字地址相关联，以便在所述有线网络中唯一地被识别，并且所述分析器装置可进行操

作以识别所述发送装置的所述数字地址，并且将所述接收信号与所述第一和所述第二信号

之一相关联可基于或可根据所述发送装置的所述数字地址。

[0270] 本文中任何分析可包括用于测量一参数或一特征的值的所述波形的所述数字样

本的一时域或频率域分析，以及并响应于比较所述接收信号与所述第一状态或所述第二状

态相关联。本文中的任何分析或比较可以与一最大阈值一起使用，并且如果所述测量值可

低于所述最大阈值，则所述接收的信号可与所述第一状态相关联，并且如果所述测量值可

高于所述最大阈值，则所述接收的信号可与所述第二状态相关联。另外或此外，本文中的任

何分析或比较可与一最小阈值一起使用，并且如果所述测量值可高于所述最小阈值，并且

所述接收的信号可与所述第一状态相关联，如果所述测量值可低于所述最小阈值，则可以

与所述第二状态相关联。所述分析器装置可以是进一步操作以将所述时间相关的数字样本

与一相应的时间相关阈值进行比较，并且响应于所述比较将所述接收的信号与所述第一状

态或所述第二状态相关联。本文中的任何分析可以与一掩模模板(Mask  Template)一起使

用，其可以包括一时间相关的最小和最大阈值，并且所述分析可包括将所述时间相关的数

字样本与所述掩模(Mask)进行比较，并且响应于所述比较关联所述收到信号与所述第一状

态或所述第二状态。

[0271] 所述分析器装置可与一阈值一起使用，并且可进行一步操作以测量所述参数或一

特征的附加值，以计算响应于所述测量值和所述附加测量值的一个值，并且响应与所述计

算值的比较，以将接收的信号与所述第一状态或所述第二状态相关联。所述值可以根据所

述测量值和所述附加测量值的所述差异或所述比率来计算。任何测量值可包括所述样本之

一的一振幅，并且所述测量值可包括所述样本幅度的一全球或本地最小或最大振动值。另

外或此外，这里的任何测量值可包括波形中的一能量。所述多个装置中的每一个可以与一

数字地址相关联，以便在所述有线网络中唯一地被识别，并且所述分析器装置可进行操作

以识别所述发送装置的所述数字地址，并且所述测量的阈值、所述参数或特性可基于或可

根据所述发送装置的所述数字地址。

[0272] 任何测量值可包括与一个或多个所述样本相关联的一时间点或一时间间隔，其可

与一定义的幅度、全球或本地最小值、或全球或本地最大的所述样本的一振幅相关联。所述

参数或特性可包括所述低或高水平的振幅、所述峰振幅值、所述超调或下冲振幅值、或所述

回弹振幅值。另外或此外，所述参数或特性包括相应的上升或下降时间或稳定时间。

[0273] 本文中的任何波形可包括低电平和高电平之间的一正或负脉冲，并且所述参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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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可包括所述低或高电平的所述振幅或一峰值的所述振幅，或者可包括一脉冲持续时

间。这里的任何波形可包括一帧或一数据包，并且所述参数或特征可包括所述帧或数据包

脉冲持续时间或一帧间或数据间间隙，或从所述帧或数据包提取的一时钟速率。所述分析

器装置可进一步包括一锁相环(Phase  Lock  Loop,PLL)，其耦合到所述调节器和所述处理

器，用于恢复和测量所述帧或数据包的所述时钟速率。

[0274] 所述分析器装置可进一步操作，用于对所述波形的所述数字样本进行频域分析，

以测量一参数或一特征的一值，并且可以进一步操作以形成所述信号的频率域表示或波

形，如通过使用快速傅立叶变换(Fast  Fourier  Transformation,FFT)，使用通过所述频域

分析。所述分析器装置可进一步包括两个或更多个连接在所述连接器和所述处理器之间的

带通滤波器(Band  Pass  Filters,BPFs)，用于形成频率域表示，每个所述BPF通过一不同的

频率带。所述测量值可包括一个或多个频率点的一光谱功率密度值，如所述全球或本地最

小或最大光谱功率密度。另外或此外，所述测量值可包括与一个或多个光谱功率密度值相

关联的一个或多个频率点。

[0275] 所述与所述第一和第二信号之一的关联可以基于所述ANN输出，并且可训练所述

ANN以仅识别所述第一信号，并且将所述数字样本与所述第一信号相关联。另外或此外，可

训练所述ANN以将所述数字样本与所述装置之一相关联。所述ANN可以包括多个输出，并且

每个输出可与所述多个装置中的一个相关联。可训练所述ANN，使得所述输出中的每一个可

对所述相应的所述多个装置中的一个进行分类。所述多个装置中的每一个可与用于在所述

有线网络中唯一地识别的一数字地址相关联，所述分析器装置可进一步操作从所述多个装

置中识别所述发送装置的所述数字地址，并可用于将所述发送装置的所述身份(Identity)

与所述相应的ANN输出进行比较。

[0276] 所述分析器装置可进一步包括一报警器，用于通知人类用户使用听觉、视觉或触

觉刺激。本文中的任何报警器可包括，可使用或可包括一听觉报警器，其包括一声音信号部

件，用于发出耦合到所述控制端口的一声音，用于激活或控制所述听觉信号器。所述可听信

号部件可包括机电或压电发声器、一蜂鸣器、一铃声或一振铃器。另外或此外，所述声音信

号部件包括一扬声器和所述装置进一步包括一耦合到所述扬声器的数模转换器，并且可用

于产生一单个或多个音调或一人类语音说话的一音节、一字、一短语、一句话、一短篇小说

或一长篇故事。另外或此外，本文中的任何报警器可包括，可使用或可包括一视觉信号部

件，其可以是一可见光发射器，例如一半导体装置，一白炽灯或荧光灯。另外或此外，本文中

的任何通知器可包括，可使用或可包括用于提供触觉或触觉刺激的一振动器，并且所述振

动器可包括，可使用或可包括一振动马达、一线性致动器、或者一偏心马达。

[0277] 本文中的任何报警器都可包括一视觉信号部件，其可以是一可见光发射器，例如

一半导体装置、一盏白炽灯或荧光灯，并且所述采取一动作可包括激活或控制所述视觉报

警器。所述可见光发射器可适于一次稳定照明并且响应于所述估计的角度偏差的值或任何

其他数值而闪烁。另外或此外，所述可见光发射器的所述照明水平、位置、类型、颜色或稳定

性可响应于所述估计的角度偏差 所述多图像数值或任何其他的所述值。另外或此外，所

述可见光发射器可以是一数字或一字母数字显示发射器，其可基于LCD(液晶显示器)、TFT

(薄膜晶体管)、FED(场发射显示器)或CRT(阴极射线管)，用于显示一个值。

[0278] 所述分析器装置可进一步包括在所述连接器和所述处理器之间耦合的一线路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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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器或一收发器，用于将数字数据通过所述媒介传送到所述多个装置。响应于将所述接收

的信号与所述第二信号相关联，所述分析器装置可用于连续地发送到所述媒介，使用所述

相应的线路驱动器或收发器、一能量、一信号、一比特流、帧或数据包，用于禁用所述多个装

置与所述媒介之间的任何通信。所述帧或数据包中的至少一个可包括与所述接收信号相关

联的所述时间，以及所述发送装置的一身份。另外或此外，所述分析器装置可进行操作以形

成包括一帧或数据包的消息到所述媒介上的所述多个装置之一或全部。所述消息可包括与

所述接收信号相关联的所述时间，以及所述发送装置的一身份。另外或此外，所述动作可包

括将所述信息发送到所述媒介，使得所述信号与所述接收的帧或数据包冲突，以使所述帧

或数据包不合格。

[0279] 一分析器方法可与一帧或基于数据包的有线网络一起使用，有线网络使用包括两

个导体的一媒介以及可连接到彼此的多个装置，在所述媒介。所述多个装置中的每一个可

与一相应标准相关联。所述分析器方法可包括通过一连接器连接到所述媒介；由所述连接

器接收，一帧或数据包由一发送装置传送至所述媒介，可为所述多个装置之一；采样，由一

A/D转换器，所述接收帧或数据包的一部分，用于产生一波形所述的数字样本；存储，在一第

一存储器中，所述波形的所述数字样本；存储，在一第二存储器中，所述多标准与所述多个

装置相关联；获取，从所述第二存储器中，至少一个所述标准；检查所述波形根据可能与所

述发送装置相关联的所述多标准的一个标准；并且响应于所述波形而不满足所述检查标

准。一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媒体包括存储在其上的计算机可执行指令，并且所述指令可包

括所述分析器方法。

[0280] 所述多标准的至少一个标准可被配置，使得在改变或连接到所述媒介的情况下可

能不满足所述标准。可配置所述多标准的至少一个标准，使得在将一附加装置连接到所述

媒介的情况下可能不满足所述标准。所述附加装置可用于通过所述媒介与所述多个装置通

信的至少一个。另外或此外，可以配置所述多标准的至少一个标准，使得在所述装置中可与

所述至少一个标准相关联并且至少一个标准的一变化的情况下可不满足所述标准。所述多

标准的标准可以被配置成使得在代替所述装置中的一线路驱动器、一收发器或代替所述装

置的情况下可能不满足所述标准，所述标准可与所述至少一个标准相关联。

[0281] 所述分析器方法可进一步包括通过耦合到所述连接器的一收发器将帧或数据包

发送到所述多个装置中的一个或多个，并用于从所述多个装置接收帧或数据包，且可进一

步包括由一控制器处理所述数据包的所接收帧的层2或层3。所述多个装置中的每一个可以

与一数字地址相关联，以便在所述有线网络中唯一地被识别，并且所述分析器方法可进一

步包括识别所述发送装置的所述数字地址。所述识别所述数字地址可包括从所述接收帧或

数据包中提取所述数字地址，并且用于所述检查的所述标准可基于或可根据所述识别的数

字地址。所述接收帧或数据包可与所述相应信号的最大部件频率相关联，并且所述A/D转换

器的所述采样率可高于所述最大部件频率的两倍。所述分析器方法可进一步包括通过连接

到所述连接器的一阻抗或一电阻来终止在所述媒介上传播的一信号，并且所述阻抗或电阻

的值可等于或可基于所述媒介的所述特征阻抗。所述分析器方法可进一步包括接收多个帧

或数据包，并检查所述多帧或所述数据包的所述波形。所述分析器方法可进一步包括检测

一恶意软件或一恶意软件活动，并且所述恶意软件可包括、可基于或可由一计算机病毒、间

谍软件、DoS(拒绝服务)、提权软件包、勒索软件、广告软件、后门程序、特洛伊木马或一种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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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性恶意软件所组成。

[0282] 所述有线网络拓扑可以是一点对点、总线、星形、环形或圆形、网状、树形、混合或

菊花链拓扑。另外或此外，所述有线网络拓扑可以是连接到所述媒介端的两个节点之间的

一点对点拓扑，并且所述通信可以是单向、半双工或全双工。所述连接到所述媒介可包括连

接到所述媒介的所述端部之一，或者连接在可与所述媒介的一端不同的一点处。所述媒介

可包括一不平衡线路，或者可以由一不平衡线路组成，在所述媒体上承载的信号可以采用

单端信令，并且所述信号可使用可基于、可以根据、或者可兼容RS-232或RS-423标准。另外

或此外，所述媒介可包括一平衡线，或者可由一平衡线组成，并且信号可在所述媒体上承

载，可采用差分信令，其可基于、可根据，或者可与之相容，RS-232或RS-423标准。进一步，通

过所述媒介的通信可使用串行或并行传输。所述分析器方法可进一步包括通过耦合到所述

连接器的一有线收发器在所述有线网络上发送和接收数字数据。

[0283] 进一步，所述分析器方法可与一运输载具一起使用，并且所述动作可包括向操作

或控制所述运输载具的一人提供一通知或一指示。所述分析器方法可进一步包括连接、耦

合或通信一运输载具或一电子控制单元(ECU)中的一汽车电子设备，并且可在一ECU内使

用，并且所述电子控制单元(ECU)可从包括电子/发动机控制模块(ECM)、发动机控制单元

(ECU)、动力系控制模块(PCM)、变速器控制模块(TCM)、制动控制模块(BCM或EBCM)的所述组

中选择、中央控制模块(CCM)、中央计时模块(CTM)、通用电子模块(GEM)、车身控制模块

(BCM)、悬架控制模块(SCM)、车门控制单元(DCU)、电动助力转向控制单元(PSCU)、座椅控制

单元、速度控制单元(SCU)、程信息处理控制单元(TCU)、变速箱控制单元(TCU)、制动控制模

块(BCM；ABS或ESC)、电池管理系统、控制单元和一个控制模块。所述分析器方法可以进一步

包括执行软件、一操作系统或一中间件，其可包括或可使用OSEK/VDX、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17356-1、ISO  17356-2、ISO  17356-3、ISO  17356-4、ISO  17356-5或AUTOSAR标准。另

外或此外，所述软件可包括，可使用或可以基于一操作系统或一中间件，其包括或使用

OSEK/VDX、国际标准化组织(ISO)17356-1、ISO  17356-2、ISO  17356-3，ISO  17356-4、ISO 

17356-5或AUTOSAR标准。

[0284] 所述有线网络可使用一数据链路层或一物理层信令，可根据、可使用或者可兼容

ISO  11898-1：2015或标准，且所述连接器可以是一车载诊断(OBD)投诉连接器。所述有线网

络可以是一运输载具总线，其可与使用确认、仲裁和错误检测方案的一多主机串行协议兼

容。所述分析器方法可进一步包括通过耦合到所述连接器的一运输载具总线收发器将数字

数据传输到所述媒介并用于从所述媒介接收数字数据。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可采用、可使用、

可基于或者可与基于同步和基于帧的协议兼容，例如一控制器区域网络(CAN)。所述CAN可

根据、可基于、可使用或可与从ISO  11898-3：2006，ISO  11898-2：2004，ISO  11898-5：2007，

ISO  11898-6：2013，ISO  11992-1：2003，ISO  11783-2：2012，SAE  J1939/l  l_201209，SAE 

J1939/15_201508，车载诊断(OBD)以及SAE  J2411_200002组成的群组中选择的标准相容。

另外或此外，所述CAN可根据、可基于、可使用或者可与灵活数据速率(CANFD)协议兼容。

[0285] 所述分析器方法可进一步包括信号调节或操纵通过一信号调节器从所述连接器

接收的一信号，并且所述信号调节可以是一线性或非线性调节或操纵。所述分析器方法可

以与一无线网络一起使用，并且可通过一天线进一步包括在所述空中发送和接收射频(RF)

信号；通过耦合到所述天线的一无线收发器，通过所述无线网络发送和接收数字数据。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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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器方法可与一额外的有线网络一起使用，该附加的有线网络使用一附加的有线媒体，

并且所述方法可进一步包括通过一附加的连接器连接到所述附加的有线媒体，并且通过所

述附加的方式发送和接收数字数据。有线网络由一线收发器耦合到所述附加连接器。所述

附加有线网络可以是一运输载具总线，而所述有线收发器可以是一运输载具总线收发器。

[0286] 一分析器方法可与一有线网络一起使用，包括两个导体以及多个装置，使用框架

连接到所述媒体，并且相互通信，且每个所述帧可组成第一和第二部分。本文中的任何方法

可包括通过一连接器连接到所述媒介；通过所述连接器接收由所述多个装置之一发送至所

述媒介的一帧；采样，由一A/D转换器，所述接收帧的第一部分，用于产生一波形所述的数字

样本；检查所述波形并根据一标准且使用一人工神经网络(ANN)；以及响应于所述第一部分

符合所述规则或标准，在接收所述接收帧的第一部分时将一信号发送到所述媒介通过所述

连接器，以所述第二部分框架受干扰并在所述运输载具总线上被破坏地传播，使得所述框

架被认为不具任何所述多个装置正确接收的资格。一种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媒体可具有存

储在其中的计算机执行表指令，并且所述指令包括本文中的任何方法。

[0287] 本文中的每个所述多个装置可与一相应标准相关联，并且本文对任何波形的任何

检查可根据从与所述发送装置相关联的所述多标准中选择的一标准来进行。本文中的任何

方法都可包括在一第一存储器中存储所述波形的所述数字样本；存储，在一第二存储器中，

所述多标准与所述多个装置相关联；以及从所述第二存储器获得至少一个所述标准。

[0288] 根据所述标准在此检查任何波形可包括分析所述波形的所述数字样本以用于测

量一参数或一特征的一值的一时域或一频率域。所测量的所述参数或特征可基于或可根据

所述传送装置的所述身份。所述分析器方法可与一阈值一起使用，并且所述标准检查包括

将所述测量值与所述阈值进行比较。本文中的任何阈值可基于或可根据所述发送装置的所

述身份。当所述测量值可低于一最大阈值时，或者当所述测量值可高于一最小阈值时，可以

满足本文的任何标准。

[0289] 所述波形的所述检查根据所述标准可包括将所述时间相关波形数字样本与一相

应的时间相关阈值进行比较。所述分析器方法可与具有一时间相关的最小和最大阈值的一

掩模模板一起使用，并且响应于将所述时间相关的数字样本与所述掩模进行比较，可满足

所述标准。另外或此外，所述波形的检查根据所述标准包括测量两个参数或一特征的两个

值以计算响应于所述测量值的一总值，并且所述标准可满足以响应所述比较所述计算的总

值到一阈值。所述总值可根据所述两个测量值的所述差异或所述比率来计算。

[0290] 本文中的任何测量值可包括所述样品之一的一振幅，如所述数字样本的所述全球

或本地最小或最大振动值。另外或此外，所述测量值可包括所述波形中的一能量。另外或此

外，所述测量值可包括与所述数字样本中的一个或多个相关联的一时间点或一时间间隔或

者所述时间点或时间间隔可与一定义值、全球或本地最小值相关联或者全球或本地最大，

为所述数字样本的一振幅。这里的任何波形可包括从低电平到高电平的一上升沿或下降

沿，并且所述参数或特性可包括所述低或高电平的所述振幅、所述峰值振幅值、所述超调或

下冲振动值、所述回弹振幅值、一相应的上升、一下降时间或一个安定时间。另外或此外，所

述波形可包括低电平和高电平之间的一正或负脉冲，并且所述参数或特性可包括所述低或

高电平的所述振幅或一峰值或一脉冲持续时间的所述振幅。所述参数或特征可包括一脉冲

持续时间或一相应的一帧间或数据间间隙。所述参数或特性可包括从所述相应帧或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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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取的一时钟速率或从相应帧或数据包中提取的所述恢复时钟速率，如通过恢复和测量

所述相应帧或数据的所述时钟速率包括一相锁定环(PLL)耦合到所述连接器。

[0291] 所述波形的检查根据所述标准可包括对所述波形的所述数字样本进行频域分析

以测量一参数或一特征的一值，并且根据所述的所述波形的所述检查通过快速傅立叶变换

(FFT)形成所述频率域表示包括所述波形的表示形成频率域的表示。另外或此外，所述分析

器方法可通过使用耦合在所述连接器之间的两个或更多个带通滤波器(BPF)来形成频率域

表示，并且每个所述BPF可被配置为通过一不同的频率波段。

[0292] 所述波形的检查根据所述标准可包括使用一人工神经网络(ANN)来分析或分类所

述波形，并且可根据所述ANN输出之一的所述值来满足所述标准。可训练所述ANN根据所述

波形将所述发送装置分类为所述多个装置，并可包括多个输出，且每个输出可对所述多个

装置中的一个进行分类。所述根据所述标准检查所述波形可包括将所述发送装置的所述身

份与所述相应的ANN输出进行比较。

[0293] 所述动作可包括通过一信号器通知一人类用户使用听觉、视觉或触觉刺激，如通

过所述声音信号部件发出声音，以及所述报警器可包括、可使用或可由一声音报警器所组

成，其包括一个声音信号部件。另外或此外，所述报警器可使用、可包括或可由一视觉报警

器所组成，其包括一视觉信号部件。另外或此外，所述动作可包括提供一种触觉刺激或一种

触觉刺激，并且所述报警器可可使用、可包括或可由一振动器所组成。

[0294] 所述分析器方法可进一步包括通过一线路驱动器或耦合到所述连接器的一收发

器通过所述媒介将数字数据传输到多个装置，并且所述动作可包括使用所述相应的线路驱

动器或收发器发送到所述媒介。所述动作可包括连续地向所述媒介发送一能量、一信号或

一比特流，用于禁止所述多个装置在所述媒介之间的任何通信，或者可包括连续发送帧或

数据包到所述媒介，用于禁止所述多个装置与所述媒介之间的任何通信。所述帧或数据包

中的至少一个可包括与所述接收信号相关联的所述时间，以及所述发送装置的一身份。另

外或此外，所述动作可包括在所述媒介上形成和发送包括一相应的通知帧或数据包的消息

到所述多个装置中的一个或全部。所述消息可包括与所述接收信号相关联的所述时间，以

及所述发送装置的一身份。所述分析器方法可与一附加网络一起使用一附加媒介，并且可

进一步包括通过所述附加网络通过一端口和一收发器发送和接收数字数据，用于耦合到所

述附加媒体，并且所述动作可包括组成一消息。

[0295] 所述分析器方法可进一步包括在所述有线网络和所述附加网络之间传送或中继

消息，并且每个所述消息可包括一个或多个相应的帧或数据包。所述分析器可进一步包括

所述有线网络与所述附加网络之间的耦合，当作一开关、桥接器、路由器或网关时，例如一

以太网络、IP或运输载具-总线开关、桥接器、路由器或网关。所述分析器方法可进一步包括

从所述附加网络接收发往所述有线网络的消息，并将所述接收的消息传送到所述有线网

络。所述动作可包括阻止来自所述有线网络的所述消息中的一个或多个或全部。另外或此

外，所述分析器方法可进一步包括从所述有线网络接收寻址到所述附加网络的消息，并将

所述接收的消息传送到所述附加网络。所述动作可包括阻止来自所述附加网络的所述消息

中的一个或多个或全部。

[0296] 本文中的任何设备或装置可进一步包括耦合到所述第一传感器输出的一信号调

节器，用于调节或操纵所述第一传感器输出信号，并且所述信号调节器可包括一线性或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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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调节或操纵。这里的任何信号调节器可包括一操作或一仪器放大器、一多路复用器、一

频率转换器、一频率电压转换器、一电压频率转换器、一电流电压转换器、一电流环转换器、

一充电转换器、一衰减器、一采样保持电路、一峰值检波器、一电压或电流限制器、一延迟线

或电路、一级转换器、一电流隔离器、一阻抗变换器、一线性化电路、一校准器、一无源或有

源(或自适应)滤波器、一积分器、一偏差器、一均衡器、一频谱分析仪、一压缩器或一个去压

缩器、一编码器(或解码器)、一调制器(或解调器)、一模式识别器、一平滑器、一噪声去除

器、一平均或RMS电路、一模拟数字(A/D)转换器，或其任何组合。

[0297] 本文中的任何人工神经网络(ANN)可用于分析或分类所述接收的信号波形的任何

部分或全部。所述ANN可以是一动态神经网络，如前馈神经网络(FNN)或递归神经网络

(RNN)，并且可包括至少3,4,5,7,10,15,20,25,30,35，40,45或50层。另外或此外，所述ANN

可包括少于3,4,5,7,10,15,20,25,30,35,40,45或50层。

[0298] 本文中的任何网络可以是一有线网络，其中所述传输媒介包括两个或更多个导

体、由两个或更多个导体组成，或者可以是其一部分，所述导体可包括可由一带状线、一微

带线、两电线、或一电缆组成，或者可以是其一部分。进一步，本文中的任何媒介可包括可由

一双绞线对组成，或者可以是其一部分，所述双绞线对包括或由两个单独绝缘的实心或绞

合导体或导线组成，并且所述绞合线对可包括或可由一非屏蔽双绞线(Unshielded 

Twisted  Pair,UTP)或一屏蔽双绞线(Shielded  Twisted  Pair,STP)组成。本文中的任何双

绞线对可以是、可基于、可与ISO/IEC  11801：2002或ANSI/TIA  EIA-568-B.2-2001标准兼

容、或者可使用，以及本文中的任何STP根据、可基于、可与F/UTP、S/UTP或SF/UTP兼容或可

使用。进一步，此处任何绞合线对可根据、可以是、可基于、可兼容或可使用类别3、类别5、类

别5e、类别6、类别6A、类别7、类别7A、类别8.1或8.2类电缆。另外或此外，本文中的任何有线

网络可包括可由一同轴电缆组成或者可以是一同轴电缆的一部分，并且所述同轴电缆可包

括通常使用的一种电介质材料是泡沫聚乙烯(Foamed  Polyethylene ,FPE)、固体聚乙烯

(Solid  Polyethylene ,PE)、聚乙烯泡沫(Polyethylene  Foam ,PF)、聚四氟乙烯

(Polytetrafluoroethylene,PTFE)或空气聚乙烯(Air  Space  Polyethylene,ASP)。

[0299] 这里的任何网络可以是基于帧或数据包。本文中任何有线网络的所述拓扑可基于

或可使用点对点、总线、星形、环形或圆形、网格、树、混合或菊花链拓扑。任何两个节点可以

一点对点拓扑连接，并且这里两个节点之间的任何通信可是单向、半双工或全双工。本文中

的任何媒体介绍可包括一不平衡线路或者可由一不平衡线路组成，并且本文中的任何信号

可通过采用单端信令的所述媒介来承载，所述单端信令可基于、可根据或者可与之相容RS-

232或RS-423标准。另外或此外，本文中的任何媒体可包括一平衡线或者可由一平衡线组

成，并且本文中的任何信号可通过采用差分信令的所述媒介来承载，其可基于、可根据或者

可兼容符合RS-232或RS-423标准。本文中通过一媒体的任何通信可使用串行或并行传输。

[0300] 本文中的任何运输载具可以是适于在陆地上行驶或旅行的一地面运输载具，例如

一自行车、一车辆、一摩托车、一火车、一电动滑板车、一地铁、一列车、一无轨电车以及一电

车。另外或此外，所述运输载具可以是一适于在水上或水中行驶的一充气船或一潜水船，并

且所述船舶可以是一大船、一小船、一气垫船、一帆船、一游艇或一潜艇。另外或此外，所述

运输载具可以是适用于在空中飞行的一航空器，并且所述航空器可以是一固定翼或一旋翼

飞行器，例如一飞机、一航天器、一滑翔机、一无人机或一无人驾驶飞行运输载具(Unman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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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ial  Vehicle,UAV)。另外或此外，本文中的任何设备或装置可用于测量或估计所述设备

或装置的速度、定位、俯仰、滚动或偏航。

[0301] 本文中的任何设备或装置可与包括一网络媒介的一有线网络一起使用，或者可包

括一有线网络，并且可包括用于连接到所述网络媒介的一连接器；以及一收发器耦合到所

述连接器，用于在所述有线网络上发送和接收第一数据，所述收发器可耦合并由所述处理

器控制。所述有线网络可以是一运输载具网络或一运输载具总线连接到一电子控制单元

(Electronic  Control  Unit ,ECU)。这里的任何ECU可以是一电子/发动机控制模块

(Electronic/engine  Control  Module ,ECM)、一发动机组控制单元(Engine  Control 

Unit,ECU)、一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owertrain  Control  Module,PCM)、一变速箱控制模块

(Transmission  Control  Module,TCM)、一制动控制模块(Brake  Control  Module,BCM或

EBCM)、一中央控制模块(Central  Control  Module ,CCM)、一中央计时模块(Central 

Timing  Module,CTM)、一通用电子模块(General  Electronic  Module,GEM)、一车身控制模

块(Body  Control  Module,BCM)、一悬架控制模块(Suspension  Control  Module,SCM)、一

车门控制单元(Door  Control  Unit ,DCU)、一电动助力转向控制单元(Power  Steering 

Control  Unit,PSCU)、一座椅控制单元、一速度控制单元(Speed  Control  Unit,SCU)、一远

程信息处理控制单元(Telematic  Control  Unit,TCU)、一变速箱控制单元(Transmission 

Control  Unit,TCU)、一制动控制模块(Brake  Control  Module,BCM；ABS或ESC)、一电池管

理系统、一控制单元或一控制模块。

[0302] 本文中的任何网络数据链路层或任何物理层信令可根据、可使用或可与ISO 

11898-1：2015或机载诊断(OBD)标准兼容。所述连接器可以是一车载诊断(OBD)投诉连接

器，并且本文中的任何网络媒体存取可根据、可使用或可与ISO11898-2：2003兼容或车载诊

断(OBD)标准。本文中的任何网络可以是车载网络，例如一运输载具总线，并且可使用、可使

用、可基于或可与使用确认、仲裁和错误检测方案的一个多主(Multi-Master)、串行协议兼

容。本文中的任何网络或运输载具总线可采用、可使、可基于或者可与一同步和基于帧的协

议兼容，并且可进一步由可采用、可使用、可基于或可与一控制器区域网络(CAN)兼容所组

成，其可根据、可基于或可兼容ISO  11898-3：2006、ISO  11898-2：2004、ISO  11898-5：2007、

ISO  11898-6：2013、ISO  11992-1：2003、ISO  11783-2：2012、SAE  J1939/ll_201209、SAE 

J1939/15_201508、车载诊断(On-Board  Diagnostics,OBD)或SAE  J2411_200002标准。本文

中的任何CAN可根据、可基于、可使用或可与灵活数据速率(Flexible  Data-Rate,CAN  FD)

协议兼容。

[0303] 另外或此外，任何网络或运输载具总线本文可由可采用、可使用、可基于或者可与

一本地互联网络(LIN)兼容所组成，其可根据、可基于、可使用或者可与ISO  9141-2：1994、

ISO  9141：1989、ISO  17987-1、ISO  17987-2、ISO  17987-3、ISO  17987-4、ISO  17987-5、ISO 

17987-6或ISO  17987-7标准兼容。另外或此外，任何网络或运输载具总线本文可由可采用、

可使用、可基于或者可与FlexRay协议兼容所组成，其可根据、可基于、可使用或者可与ISO 

17458-1：2013、ISO  17458-2：2013、ISO  17458-3：2013、ISO  17458-4：2013或ISO  17458-5：

2013标准兼容。另外或此外，本文中的任何网络或运输载具总线可由可采用、可使用、可基

于或可与媒体定向系统系统传输(Media  Oriented  Systems  Transport,MOST)协议兼容所

组成，其可根据、可基于、可使用或可与MOST25、MOST50或MOST150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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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4] 本文中的任何运输载具总线可由可包或可基于一航空电子数据总线标准所组成，

如航空器数据网络(ADN)、航空电子装置全双工交换式以太网络(AFDX)、美国航空无线电公

司(ARINC)664、ARINC  629、ARINC  708、ARINC  717、ARINC  825、MIL-STD-1553B、MIL-STD-

1760或时间触发协议(TTP)。

[0305] 本文中的任何运输载具总线可由可包括或可基于汽车以太网络所组成，并且可使

用一单一双绞线。另外或此外，本文中的任何网络或运输载具总线可由可采用、可使用、可

基于或可与IEEE802.3  100BaseT  1、IEEE802.3  100BaseTl、 或者IEEE 

802.3bw-2015标准兼容所组成。

[0306] 这里的任何网络可以是一个区域域网(Personal  Area  Network,PAN)，这里的任

何连接器可以是一PAN连接器，这里的任何收发器可以是一PAN收发器。另外或者此外，这里

的任何网络可以是一本地区域网路(Local  Area  Network,LAN)，可基于以太网，这里的蚁

连接器可以是一LAN连接器，以及这里的任何收发器可以是一LAN收发器。所述LAN可根据、

可基于或可与IEEE  802 .3-2008标准兼容。另外或此外，所述LAN可根据、可基于或可与

10Base-T、100Base-T、100Base-TX、100Base-T2、10Base-T4、1000Base-T、1000Base-TX、

10GBase-CX4或10GBase-T兼容；以及所述LAN连接器可以是一RJ-45型连接器。另外或此外，

所述LAN可根据、可基于或可与1OBase-FX、10Base-SX、100Base-BX、10Base-LX10、

1000Base-CX、1000Base-SX、1000Base-LX、lOOOBase-LX10、1000Base-ZX、1000Base-BX10、

10GBase-SR、10GBase-LR、10GBase-LRM、10GBase-ER、10GBase-ZR或10GBase-LX4兼容，并且

所述LAN连接器可以是一光纤(Fiber-Optic)连接器。另外或此外，这里的任何网络可基于

一数据包或基于交换的广域网路(Wide  Area  Network,WAN)，这里的任何连接器可以是一

WAN连接器，并且这里的任何收发器可以是一WAN收发器。另外或此外，本文中的任何网络可

根据、可基于或可与一串行外围接口(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SPI)总线、内部集成

电路(Inter-Integrated  Circuit,I2C)总线或1-线总线(1-Wire  Bus)兼容。

[0307] 这里的任何无线网络可以是一无线个人区域网路(Wireless  Personal  Area 

Network,WPAN)，所述无线收发器可以是一WPAN收发器，并且所述天线可以是一WPAN天线，

并且进一步所述WPAN可根据、可基于或者可兼容Bluetooth  TM或IEEE  802.15.1-2005标

准，或者所述WPAN可以是一无线控制网络，其可根据、可基于或者可兼容ZigBeeTM、IEEE 

802.15.4-2003或Z-WaveTM标准。另外或此外，所述无线网络可以是一无线区域网路(WLAN)，

所述无线收发器可以是一WLAN收发器，而所述天线可以是一WLAN天线，而进一步所述WLAN

可以是或基于IEEE  802 .11-2012、IEEE  802 .11a、IEEE  802 .11b、IEEE  802 .11g、IEEE 

802.11n或IEEE  802.11ac。所述无线网络可使用一许可或未许可的无线电频带，并且所述

未许可的无线电频带可以是一工业、科学和医疗(ISM)无线电频带。另外或此外，所述无线

网络可以是一无线的广域网路(WWAN)，所述无线收发器可以是一WWAN收发器，并且所述天

线可以是一WWAN天线，并且所述WWAN可以是一无线宽带网络或一WiMAX网络，其中所述天线

可以是一WiMAX天线和所述无线收发器可以是一个WiMAX调制解调器，并且所述WiMAX网络

可根据，可基于或者可兼容IEEE  802.16-2009。另外或此外，所述无线网络可以是一蜂窝电

话网络，所述天线可以是一蜂窝天线，并且所述无线收发器可以是一蜂窝调制解调器，并且

所述蜂窝电话网络可以是一第三代(3G)网络使用UMTS  W-CDMA、UMTS  HSPA、UMTS  TDD、

CDMA2000  lxRTT、CDMA2000EV-DO或GSM  EDGE-Evolution。另外或此外，所述蜂窝电话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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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HSPA+、移动WiMAX、LTE、LTE-Advanced、MBWA的第四代(4G)网络，或者可基于IEEE 

802.20-2008。

[0308] 这里的任何网络可以是一运输载具网络，例如一运输载具总线或任何其他车载网

络。一连接元件包括一收发器，用于向所述网络发送和接收。所述物理连接通常涉及一连接

器耦合到所述收发器。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可由可包括、可基于、可使用或可与一控制器区域

网络(CAN)协议、规范、网络或系统兼容所组成。所述总线媒介可由一单线或一双线组成，例

如一UTP或一STP。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可采用、可使用、可基于或者可与一多主(Multi-

Master)、串行协议使用确认、仲裁和错误检测方案兼容，并且可进一步使用基于帧的同步

协议。

[0309] 所述网络数据链路和物理层信令可根据、兼容、基于或使用ISO  11898-1：2015。所

述媒介存取可根据、兼容、基于或使用ISO  11898-2：2003。所述运输载具通信还可根据、兼

容、基于或使用ISO  11898-3：2006、ISO  11898-2：2004、ISO  11898-5：2007、ISO  11898-6：

2013、ISO  11992-1：2003、ISO  11783-2：2012、SAE  J1939/11_201209、SAE  J1939/15_

201508或SAE  J2411_200002标准中的任何一个或全部。所述CAN总线可由可根据、可兼容、

可基于或者可使用具有灵活数据速率(CAN  FD)协议、规范、网络或系统的一CAN所组成。

[0310] 另外或此外，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可由可包括、可基于、可以兼容或可使用一本地互

连网络(LIN)协议、网络或系统，并且可根据、可与ISO  9141-2：1994、ISO  9141：1989、ISO 

17987-1、ISO  17987-2、ISO  17987-3、ISO  17987-4、ISO  17987-5，ISO  17987-6或ISO 

17987-7标准中的任何一个或全部相容，所述电池电源线或一单一线可作为所述网络媒介，

并且可使用一单一主控制所述网络的一串行协议，而所有其他连接元件作为从属。

[0311] 另外或此外，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可由可包括、可兼容、可基于或可使用一FlexRay

协议、规范、网络或系统所组成，并且可根据、可兼容、可基于或可使用ISO  17458-1：2013、

ISO  17458-2：2013、ISO  17458-3：2013、ISO  17458-4：2013或ISO  17458-5：2013中的任何

一个或全部标准。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可支持一标称数据速率为lOMb/s，并且可支持两独立

的冗余数据通道，以及每个连接元件的独立时钟。

[0312] 另外或此外，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可由、包含、兼容、可基于或者可使用一媒体导向

系统系统传输(MOST)协议、网络或系统所组成，并且可根据、可兼容、可基于或可使用

MOST25、MOST50或MOST150中的任何一个或全部。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可采用一环拓扑，其中

一连接元件可以是连续发送帧的所述定时主机，其中每个帧包括用于同步所述其他连接元

件的一前导码。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可支持同步流数据以及异步数据传输。所述网络媒介可

以是导线(如UTP或STP)，也可以是一光学媒介如塑料光纤(POF)通过一光连接器连接。

[0313] 这里的任何无线网络可以是一无线个人区域网路(WPAN)，任何无线收发器都可以

是一WPAN收发器，这里的任何天线可以是一WPAN天线。所述WPAN可根据、可基于或者可与

BluetoothTM或IEEE  802.15.1-2005标准兼，或者所述WPAN可以是一无线控制网络，可根据

或可以基于ZigBeeTM、IEEE  802.15.4-2003或Z-WaveTM标准。

[0314] 这里的任何无线网络都可以是一无线区域网路(WLAN)，任何无线收发器都可以是

一WLAN收发器，这里的任何天线都可以是一WLAN天线。所述WLAN可根据、可基于或者可与

IEEE  802.11-2012、IEEE  802.11a、IEEE  802.11b、IEEE  802.11g、IEEE  802.11n或IEEE 

802.11ac兼容。这里的任何无线网络可使用一许可或未许可的无线电频带，并且所述未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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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的无线电频带可以是一工业、科学和医疗(ISM)无线电频带。

[0315] 一系统可包括本文所述的任何分析器装置和一具有一媒介的有线网络，所述媒介

包括连接多个装置的两个导体，其中所述多个装置中的至少一个可操作用于在所述媒介上

传送一信号。所述有线网络可分别与从所述媒介接收的第一和第二信号相关联的第一和第

二配置相关联，以响应所述发送信号，并且所述分析器装置可连接到一端，或者所述媒介使

用所述连接器的一点可能与一端不同。所述分析器装置可与多个装置中的一个集成。所述

系统可进一步包括至少一附加分析器装置，其使用所述相应的所述连接器连接到所述媒介

上至少一附加分析器装置。

[0316] 本文中的任何方法可与包含两个导体的一有线媒体通信的多个装置一起使用，所

述多个装置中的每一个可与一个或多个标识符相关联，所述通信可基于帧(或数据包)其中

每个帧携带与所述发送装置相关联的所述标识符之一。本文中的任何方法可包括通过一连

接器连接到所述有线媒体；通过所述连接器接收在所述有线媒体上发送的多个帧；通过一

收发器或一控制器使用第二层或第三层处理提取所述接收帧中携带的第一和第二标识符；

采样，通过一模拟数字(AD)转换器，所述接收帧的一部分，带有所述第一或第二标识符，用

于产生其一波形的数字样本；向一人工神经网络(ANN)提供所述样本；并且训练所述ANN以

将与携带所述第一或第二标识符的帧相关的所述样本分类到相应的第一或第二类。进一

步，这里的任何方法可包括通过所述连接器接收在所述有线媒体上发送的附加多个帧；通

过所述收发器或所述控制器使用第2层或第3层处理来提取所述接收的附加帧中所携带的

所述第一和第二标识符；所述A/D转换器通过所述A/D转换器对所述接收的附加帧进行采

样，所述附加帧携带所述第一或第二标识符，用于产生其一波形的数字样本；并且使用所述

训练的ANN将所述的样本分类到所述第一或第二类。

[0317] 进一步，这里的任何方法可包括定义为失败的帧，所述附加帧由所述提取与所述

第一标识符相关联并且由所述ANN分类为所述第二类，并且所述附加帧所述提取与所述第

二标识符相关联，并由所述ANN分类为所述第一类；并计算所述第一帧的所述数量的所述比

率除以所述总附加帧的所述数量。进一步地，这里的任何方法可与一阈值一起使用，并且可

包括将所述比率与所述阈值进行比较；并且响应于所述比率低于所述计算的比率，确定所

述第一和第二标识符与所述相同装置相关联。本文中的任何阈值可小于20％、15％、10％、

8％、5％、2％、1％、0.5％、0.1％、0.05％或0.01％；或者本文中的任何阈值可大于15％、

10％、8％、5％、2％、1％、0.5％、0.1％、0.05％、0.01％或0.005％。

[0318] 本文中的任何方法可用于所述标识符的聚类，并且可与包括三个或更多个标识符

的一群组一起使用。通过为所述群组选择不同的第一和第二标识符对，可重复所述方法，以

便将所述群组中的所有标识符聚类成不同的簇。另外或此外，所述群组可包括四个或更多

个标识符，并且在所述重复之一中确定两个标识符与所述相同装置相关联时，从所述群组

中移除所述两个标识符中的一个，并继续所述重复与所述群组没有被删除的标识符。

[0319] 一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媒体可包括存储在其中的计算机可执行指令，其中所述指

令可包括本文所述的任何步骤，任何方法或任何流程图。任何分析器装置可执行本文描述

的任何步骤或步骤，任何方法或任何流程图。

[0320] 本文中任何ANN的训练或分类可包括对所述波形的所述数字样本进行分析的一时

域或一频率域。进一步，本文任何ANN的训练或分类可包括将所述时间相关波形数字样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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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应的时间相关阈值进行比较。这里的任何波形可包括从低电平到高电平的一上升沿或

下降沿，或者可包括低电平和高电平之间的一正或负脉冲。另外或此外，本文中任何ANN的

训练或分类可包括对所述波形的所述数字样本的频域分析，并且本文中任何ANN的所述分

类或所述训练可包括形成所述分段。波形，如通过快速傅里叶变换(FFT)形成所述频率域表

示，或通过形成频率域表示，通过在所述连接器之间耦合的两个或更多个带通滤波器

(BPF)，其中每个所述BPF是配置通过一不同的频率带。

[0321] 本文中的任何动作可包括在所述至少部分所述帧被接收的同时向所述媒介发送

一信号，使得所述帧受到干扰并在所述媒介上被破坏地传播，使得所述第一帧被认为是不

合格被任何所述多个装置妥善接收。所述将所述信号发送到所述媒介可包括改变由所述多

个装置中的每一个接收的所述序列的比特中的一单一比特，或者所述信号的发送可包括改

变所述多个装置中的每一个接收的所述序列的比特中的连续或非连续比特(如2,4,6,8比

特或更多)。进一步，所述媒介可携带数据作为显性('0')或隐性('1')比特，并且所述信号

到所述媒介的发送可包括发送高电压或高电流脉冲以用于改变一个或多个比特从隐性到

显性比特，使所有序列的比特在所述序列的比特所接受的每个装置都改变。

[0322] 上述发明内容并非本发明所有方面的详尽清单。实际上，所述发明人认为他的发

明包括可从以上概述的所述各个方面的所有合适的组合和衍生物实施的所有系统和方法，

以及在下面的所述详细描述中公开的那些，并且在随申请提交的权利要求中特别指出。这

种组合具有在所述上述发明内容中没有具体叙述的特定优点。

附图说明

[0323] 以下附图仅旨在于对本发明做示意性说明和解释，并不限定本发明的范围。其中，

在此仅通过非限制性示例，参考所附的附图描述了所述发明，其中相同的标号表示相同的

元件。理解这些附图仅提供关于本发明的典型实施例的信息，因此不应被视为限制范围：

[0324] 图1示出单向平衡点对点有线网络的框图；

[0325] 图2示出一个双向平衡点对点有线网络的一个方框图；

[0326] 图3示出一个单向和一个双向不平衡点对点有线网络的框图；

[0327] 图4示出一平衡多点(总线)有线网络的一个方框图；

[0328] 图5示出使用连接多个ECU的一控制器区域网络(CAN)的一汽车总线的一个方框

图；

[0329] 图6描绘一个实际CAN总线帧的一个波形的实际屏幕截图；

[0330] 图7示出一个前馈人工神经网络的一个示例的方框图；

[0331] 图7a示出通过一个通信媒体检测和损坏可疑消息的一个简化流程图表。

[0332] 图8示出由一装置分接的一个双向平衡点对点有线网络的一个方框图；

[0333] 图9示出由一装置分接的一平衡多点有线网络的一个方框图；

[0334] 图9a示出具有移除或断开的装置的一平衡多点有线网络的一个方框图；

[0335] 图10示意性地示出了使用一控制器区域网络(CAN)的一个汽车总线的一个方框

图，其中所述ECU之一被替换；

[0336] 图10a示出使用一控制器区域网络(CAN)的一个汽车总线的一个方框图，其中所述

ECU之一中的所述软件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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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7] 图11描述一个实际的示波器捕获的信号波形在一个CAN总线上有和没有攻丝；

[0338] 图12示出用于分析一个差分信号的一分析器装置的一个方框图；

[0339] 图12a示出使用频率域分析的一分析器装置的一个方框图；

[0340] 图12b示出用于分析相对于一地的一信号的一分析器装置的一个方框图；

[0341] 图13示出连接到一个双向平衡点对点有线网络的一分析器装置的一个方框图；

[0342] 图14示出连接到一个平衡多点有线网络的一分析器装置的一个方框图；

[0343] 图15示出一分析器装置操作的简化流程图表；

[0344] 图15a示出用于在一个通信媒体上检测和损坏可疑消息的一分析器装置操作的简

化流程图；

[0345] 图16示出使用人工神经网络(ANN)的一次波形分析的简化流程图表；

[0346] 图16a示出使用人工神经网络(ANN)进行一上升边沿波形分析的一布置的简化流

程图表；

[0347] 图16b示出使用人工神经网络(ANN)进行多个上升边沿波形分析的一布置的简化

流程图表；

[0348] 图17示出一个示例性上升边沿的简化波形；

[0349] 图17a示出一个示例性边沿与一个掩模模板的简化波形；

[0350] 图18示出一个示例性正脉冲的简化波形；

[0351] 图18a示出一个示例性正脉冲对一掩模模板的简化波形；

[0352] 图18b示出一个简化的示例性眼图；

[0353] 图19示出连续帧或数据包的简化波形；

[0354] 图20和20a示出一个示例性信号的一个简化的频域图表；

[0355] 图21示出连接多个ECU的一个汽车总线的一个方框图，其中每个ECU与一个或多个

标识符相关联；

[0356] 图22示出使用一人工神经网络(ANN)聚类标识符的一布置的简化流程图表；和

[0357] 图23,23a，23b和23c示出使用一人工神经网络(ANN)的标识符对的相关性表。

具体实施方式

[0358] 根据本发明一装置的原理和操作可参考附图和附图说明理解，其中出现在不同附

图中的相似部件用相同的附图标记表示。图示和描述仅是概念性的。在实际操作中，一单一

部件可实现一个或多个功能；另外或此外，每个功能可由多个部件和装置实现。在所述附图

和描述中，相同的附图标记表示不同实施例或配置共有的那些部件。相同的数字参考(甚至

在使用不同后缀的情况中，如5、5a、5b和5c)指的是相同、基本相似或具有类似功能的功能

或实际装置。容易理解的是，如本文所述附图中一般性描述和说明，本发明的所述部件可以

依各种不同的配置来布置和设计。因此，如本发明的所述装置、系统和方法的实施例的更详

细描述，如在所述附图中所表示的，并不旨在限制所要求的所述发明的范围，仅代表了所述

发明的实施例。应理解，除非所述上下文另有明确规定，否则本文中所述单数形式“一”，“一

个”和“所述”包括复数指示物。因此，例如，对“一部件表面”的引用包括对一个或多个这样

的表面的引用。所述术语“基本上”是指所述引用的特征，参数或值不需要精确地实现，而是

偏差或变化，包括例如公差、测量误差、测量精度限制以及本领域技术人员已知的其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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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在所述技术中，可以不排除特征所要提供的效果的数量。

[0359] 在两个装置、系统或部件之间传输数字数据信号，通常利用一线路驱动器将信号

传送到导体，作为连接两个模块的传输媒介，并且一线接收器用于接收从所述传输媒介传

输的信号。通信可使用一专有接口或优选地一行业标准，其通常定义电信号特性，如电压电

平、信号速率、信号的定时和转换速率、电压耐受电平、短路行为和最大负载电容。进一步，

所述行业标准可定义接口机械特性如可插拔连接器以及引脚识别和引脚输出。在一示例

中，所述模块电路用于工业或用于连接串行二进制数据信号的其他标准。优选地所述线路

驱动器和线接收器及其相关电路将受到静电放电(Electrostatic  Discharge,ESD)、电磁

干扰(EMI/EMC)和故障(Fault-受保护的,故障保护)的保护，并采用适当的终端、故障保护

方案和支持实时插入。优选地，使用一点到点连接方案，其中一单一线路驱动器与一单一线

接收器通信。然而，也可使用多点或多点配置。进一步，所述线路驱动器和所述线接收器可

集成到一单一IC(Integrated  Circuit,集成电路)中，通常称为收发器IC。

[0360] 一线路驱动器通常将所述模块内部数字逻辑电路(例如，CMOS、TTL、LSTTL和

HCMOS)使用的所述逻辑电平转换为要发送的一信号。为了改善共模噪声抑制能力，并允许

更高的数据速率，可使用一平衡和差分接口。例如，一平衡接口线路驱动器可以是一RS-422

驱动器，如RS-422发送器MAX3030E，可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森尼维耳市的马克西姆集成产

品公司获得，在所述数据表“±15kV  ESD-受保护的，3.3V  Quad  RS-422发射机“出版物编号

19-2671  Rev.O  10/02，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一线接收器通

常将所述接收的信号转换为所述模块内部数字逻辑电路(例如，CMOS、TTL、LSTTL和HCMOS)

使用的逻辑电平。例如，工业标准TIA/EIA-422(也被称为RS-422)可用于连接，而所述线接

收器可以是一RS-422兼容的线接收器，如RS-422接收器MAX3095，可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桑

尼维尔的马克西姆集成产品公司获得，在所述数据表“±15kV  ESD-受保护的，10Mbps，3V/

5V，Quad  RS-422/RS-485接收器”出版物编号19-0498  Rev.l  10/00，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

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美国国家标准ANSI/TIA/EIA-422-B(以前称为RS-422)及其

国际等效ITU-T建议书V.11(也称为X.27)是指定所述“平衡电压数字接口电路的电气特性

“。这些技术标准提供了使用平衡或差分信令的数据传输，具有点对点的单向/不可逆、端接

或非端接传输线。所述RS-422标准的概述可以在2000年1月的国家半导体应用说明1031出

版物AN012598中找到，题为：“TIA/EIA-422-B概述”以及B&B电子学出版物“RS-422和RS-485

应用注释“日期为2006年6月，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361] 一种传输方案可基于串行二进制数字数据标准电子工业协会(EIA)和电信工业协

会(TIA)EIA/TIA-232，也称为推荐标准RS-232和ITU-T(所述电信)国际电信联盟(ITU)的标

准化部门(ITU-T)V.24(以前称为CCITT标准V.24)。类似的，基于RS-423的串行信令标准可

被使用。例如，可使用RS-232收发器MAX202E，可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森尼维耳市的马克西

姆集成产品公司获得，在数据表“±12kV  ESD-受保护的，+5V  RS-232收发器”中描述，出版

物编号19-0175  Rev.6  3/05，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362] 一个双向通信接口可使用所述EIA/TIA-485(以前的RS-485)，其支持平衡信令和

多点/多点接线配置。所述RS-422标准概述可在1996年10月的国家半导体应用说明1057出

版物AN012882中找到，标题为：“防弹RS-485接口的十种方式”，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

如同完全阐述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使用RS-485支持线接收器和线路驱动器，例如，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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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485收发器MAX3080，可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森尼维耳市的马克西姆集成产品公司获得，

在描述中数据表“故障保护、高速(10Mbps)、转换率限制RS-485/RS-422收发器”出版物编号

19-1138  Rev.3  12/05，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363] 一有线网络的攻击或入侵可包括将非合法或未授权的装置连接到所述网络，或者

从所述网络断开(或移除)一合法或授权的装置。在一示例中，所述网络被所述未授权装置

连接作为一附加网络节点而受到损害，用于监听通过所述网络传送的业务。另外或此外，所

述添加的未授权装置可使用恶意软件将有害或非合法信息传输到所述网络，以便由所述合

法连接的节点使用或分析用于一有害目的。如果未检测到，则所述未授权装置可能有害地

参与所述有线网络。这种有线网络通常采用所谓的有线网络媒体形式，允许由一非授权的

第三方通过所述网络监控或记录所述数据。被动监听监视或记录所述流量，而主动监听则

会改变或以其他方式影响它。防止主动监听，其中所述攻击者试图控制一通信关联，例如数

据包注入或修改、劫持会话、TCP序列号攻击、搭载攻击、中间人攻击、欺骗等。

[0364] 现代汽车不再仅仅是机械装置；其通过内部车辆网络协调数十台数字计算机进行

普遍监视和控制。虽然这种转变推动了效率和安全方面的重大进步，但也引入了一系列新

的潜在风险。在2010年IEEE安全与隐私研讨会上发表的题为：“一现代汽车的实验性安全性

分析”的一篇论文中描述一现代汽车的实验评估问题，此论文出现所谓的基础系统结构的

脆弱性，作者：Karl  Koscher、Alexei  Czeskis、Franzisk-Roesner、Shwetak  Patel和

Tadayoshi  Kohno，所有的华盛顿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西雅图、华盛顿州98195-2350、

Stephen  Checkoway、Damon  McCoy、Brian  Kantor、Danny  Anderson、Hovav  Shacham以及

Stefan  Savage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La  Jolla、加利福尼亚

州92093-0404，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在本文中，证明了一个

能够渗透到任何电子控制单元(ECU)的攻击者可利用这种能力完全绕过一系列安全关键系

统。在所述实验室和道路测试中进行的一系列实验，所述能力可对抗各种汽车功能并完全

忽略驾驶员输入-包括禁用所述制动器，根据需要选择性制动单个车轮、停止演示引擎等

等。

[0365] 现代汽车普遍是计算机化的，因此可能容易受到攻击。然而，虽先前的研究已证

明，在现代汽车中所述的内部网络是不安全的，但所谓的相关威胁模型-需要先前的物理存

取-有理由被认为是不现实的。因此，如果汽车也容易受到远程妥协，那仍然是一个悬而未

决的问题。通过系统地分析现代汽车的外部攻击面来寻求解决这问题的工作在2011年发表

的题为：“汽车攻击面的综合实验分析”的论文中有描述，作者：Stephen  Checkoway、Damon 

McCoy、Brian  Kantor、Danny  Anderson、Hovav  Shacham和Stefan  Savage、加州大学圣地亚

哥分校、以及Karl  Koscher、Alexei  Czeskis、Franziska  Roesner和Tadayoshi  Kohno、华

盛顿大学，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所述论文通过一系列广泛的

攻击向量(包括机械工具、CD播放器、蓝牙和蜂窝无线电)发现远程开发是可行的，并且进一

步，无线通信信道允许长距离运输载具控制、位置跟踪、机舱音频泄漏和盗窃。最后，讨论汽

车生态系统的所述结构特征，这些结构特征引起了这些问题并明显减轻的实际挑战。

[0366] 在图8中所示的布置80中描述对图2中所示的有线网络20的攻击的示例。一未授权

装置15z包括一线接收器12z和一线路驱动器llz，通过一连接器13z连接到媒介16。所述未

授权装置15z进一步包括存储一恶意软件93z的一存储器91z，用于监听或干扰所述网络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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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操作。使用所述连接器13z，所述未授权装置15z使用一导体或线82a连接到导体或线14a

在一点81a，并使用导体或线82b连接到一点81b处的所述导体或线14b。

[0367] 所述未授权装置15z的连接改变所述媒介16的一些集成或分布特征。例如，所述添

加的装置15z可影响所述媒质16的阻抗或共模特性，并且可进一步改变所述导体14a和14b

之间的所述泄漏电流，或者所述泄漏到地的泄漏电流。从分布式的观点来看，所述媒介16的

所述传输线或载波特性可能受到影响。例如，一存根83由所述导体或导线82a和82b形成，影

响一信号在所述媒介16上的所述传播。在一示例中，所述线路驱动器11a从所述装置'F'15f

传送的所述传信号可能受所述存根83的影响。忽略传输线损耗，所述存根83的所述输入阻

抗纯粹是反应性的；电容式或电感式，取决于所述短截线的所述电气长度，以及它是开路还

是短路。因此，存根可用作射频电容器、电感器和谐振电路。这种一存根83可沿着它们的长

度影响无线电波的驻波，其中它们的反应特性由相对于所述传播波的所述波长的物理长度

确定。

[0368] 在一汽车或一多点拓扑环境中，在图9所示的一布置90中描述对图4所示的所述有

线网络40的一次攻击的一例子。使用所述连接器13z，所述未授权装置15z使用所述导体或

线82a连接到所述导体或线14a，并使用所述导线或线82a连接到所述导体或线82b处的所述

导体或线14a。

[0369] 类似的，对一网络的攻击可能涉及移除或断开连接到所述网络的所述装置之一，

如图9A所示的一布置90a所示。在所述布置90a中，所述总线装置'A'41a(在图4中所示的所

述有线网络40中使用)从所述媒介16移除或断开。

[0370] 所述的改变在所述有线媒介16特征可用来检测所述攻击。在一示例中，沿着所述

媒介16在一位置接收的一信号可被分析并与在一可疑攻击之前接收的一相应信号进行比

较，并且在一存根可能导致的一显着差异的情况下，确定一次攻击。

[0371] 在图10所示的一布置100中描述图5中所示的所述车载有线网络50的一攻击的示

例。一未授权的装置ECU'Z'56z包括一线接收器52z和一线路驱动器51z，作为所述CAN收发

器53z(耦合到所述CAN控制器57z)的一部分通过一连接器55z连接到所述媒介16，作为一替

代所述授权或合法装置ECU'B'56b。所述未授权装置ECU'Z'56z进一步包括存储一恶意软件

93z的一存储器91z，用于监听或干扰所述网络50的操作。在一种典型的攻击中，所述未授权

装置ECU'Z'56z模仿所述前ECU'B'56b的所述功能或活动的部分或全部，以便伪装自身以便

使其不太可能检测到所述入侵。

[0372] 线路驱动器51通常彼此不同。例如，在满足所述相关规范要求的同时，来自不同供

应商的不同IC模型或电路可使用不同设计的内部电路，因此产生可区分的输出或驱动信

号。类似的，不同的生产批次之间，以及同一批次的产品之间可能存在差异。类似的收发器

53和控制器57可彼此不同。因此，假设所述相同的一般网络配置或布置50，通过所述未经授

权的ECU'Z'56z传送的在所述媒介16上传播的一信号即使在所有相同的情况下也可以是不

同的，从一信号传播到所述媒体16由所述授权ECU'B'56b发送。可捕获和分析这种差异，并

且可通过识别或检测所述信号之间的所述差异来检测所述攻击。

[0373] 在图10a中所示的一布置100a中示出对一线网络的一入侵或攻击的另一示例。所

述攻击情形涉及在所述ECU'B'56b中对所述软件102b的方案，例如通过用一软件102z代替

它来形成一受损的ECU'B'56b'。所述替代软件102z可能包括一有害的恶意软件。在一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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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述受损ECU'B'56b'由所述恶意软件102z编程以扮演所述系统中的另一ECU，如ECU'A'

56a，并且通过所述CAN总线媒介16b发送的消息可以是显示为由所述ECU'A'56a产生，而实

际上它们是由所述ECU'E'56b中的所述恶意软件102z产生。

[0374] 一分析器装置120的一示例性框图如图12所示。所述分析器装置120可连接到一网

络媒介以从其接收一信号，并且通过分析所述接收信号的所述波形，检测对所述网络的一

入侵，如通过点击所述媒介，如所述图8和9，或者用一授权节点替换一未授权节点，如上面

关于图10所示。所述分析器装置120使用一连接器13连接到所述网络媒介，所述连接器13可

包括两个触点122a和122b，例如用于分别连接到所述网络媒介16导体或导线14a和14b。所

述分析器可包括连接到所述触点122a和122b的一终端电阻19，其可以用作所述分析器装置

120连接到所述媒介16端之一的终端。

[0375] 所述信号接收通过所述连接器13可由一信号调理电路调节。所述信号调节器可涉

及时间、频率或幅度相关的操纵，通常适于最佳地操作、激活或接口一模拟数字(A/D)转换

器124。所述信号调节器123可以是线性的或非线性的，并且可包括一操作或一仪器放大器、

一多路复用器、一频率转换器、一频率电压转换器、一电压频率转换器、一电流转换器、一电

流环转换器、一充电转换器、一衰减器、一采样保持电路、一峰值检波器、一电压或限流器、

一延迟线或电路、一级转换器、一电流隔离器、一阻抗变换器、一线性化电路、一校准器、一

无源或有源(或自适应)滤波器、一积分器、一偏差器、一均衡器、一频谱分析仪、一压缩器或

一减压器、一编码器(或解码器)、一调制器(或解调器)、一模式识别器、一平滑器、一噪声去

除器、一平均或RMS电路或其任何组合。所述信号调节器123可使用由测量计算公司在2004-

2012发表的一手册中描述的任何所述方案、部件、电路、接口或操作，其标题为：“数据采集

手册-参考DAQ和模拟及数字信号调节”，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

样。进一步，所述调节可基于所述的题为：“传感器信号调节的传感器设计技术”的书，由模

拟装置公司1999(ISBN-0-916550-20-6)，其全部内容结合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

一样。

[0376] 所述模拟数字(A/D)转换器124可用于将所述经调节的接收信号转换为一数字传

感器数据，并且所述接收波形的所述数字表示被馈送到一处理器125。对于所述接收、调节

和数字化所述接收的信号波形，一收发器43可连接到所述连接器13，用于发送从一控制器

接收的数字数据(例如一CAN控制器57)到所述网络媒介，用于向所述控制器57发送从所述

有线网络或两者接收的数字数据。通过与一控制器57耦合的一处理器125从有线网络发送

或发送的信息是受控的，所述波形数字样本来自所述A/D转换器124可存储用于'当前样本'

部分121b中的一存储器127中的进行一步分析，或者可用于将来参考在所述存储器127的'

参考样本'部分121a。用于控制所述处理器125的指令可存储在“指令”部分121c中，并且各

种分析规则可存储在所述存储器127的“规则”部分121d中。

[0377] 所述接收信号被视为在时间上连续的一模拟信号，并且必须通过所述A/D转换器

124将其转换为一数字值流。所述新值的比率称为所述转换器的所述采样率或采样频率。一

连续变化的带限信号可被采样然后所述原始信号可通过一插值公式从所述离散时间值精

确地再现，并且所述精度受到量化误差的限制。然而，如果所述采样率高于所述信号的所述

最高频率的两倍，则根据所述Shannon-Nyquist采样的方法，这种忠实再现是可能的。由于

一实际ADC不能进行一次瞬时转换，所述输入值必须在所述时间期间保持恒定，即所述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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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执行一次转换(称为所述转换时间)。一称为采样和保持的输入电路执行该任务在大多数

情况下通过使用一电容器在所述输入端存储所述模拟电压，并使用一电子开关或门将所述

电容器从所述输入端断开。优选地，所述采样率高于所述奈奎斯特(Nyquist)率，其是所述

最小采样率，其满足给定信号或信号族的所述奈奎斯特采样标准。所述奈奎斯特率是所述

信号被采样的两倍所述最大部件频率。

[0378] 所述处理器125可基于一离散逻辑或一集成装置，例如一处理器、微处理器或微计

算机，并且可包括一通用装置或者可以是一专用处理装置，例如一ASIC、PAL、PLA、PLD、现场

可编程门阵列(FPGA)、门阵列或其他定制或可编程装置。在一可编程装置的所述情况以及

在其他实施方式中，需要一存储器。所述处理器125通常包括一存储器，其可包括、可以是所

述存储器127的一部分或可由其组成，所述存储器127可包括一静态RAM(随机存储存储器)、

动态RAM、闪存存储器、ROM(只读取存储器)或任何其他数据存储媒体。所述存储器可包括所

述处理器的数据、程序和/或指令以及任何其他软件或韧件执行表。控制逻辑可用硬件或软

件实现，例如存储在所述存储器中的一韧件。所述处理器125控制和监视所述分析器装置

120的操作、如初始化、配置、接口、分析、通知和命令。一报警器126耦合到所述处理器125，

用于在怀疑一人入侵的情况下在本地通知一人。

[0379] 此外所述连接到所述有线网络通过所述连接器13进行分析，所述分析器装置120

可通过一收发器114和一端口128连接到一附加网络129。在一示例中，所述附加网络129是

一有线网络，其中所述端口是一连接器，而所述收发器114是一线收发器。在一示例中，所述

网络129可与所述分析的网络类似或相同，因而所述端口128可包括与所述连接器13类似或

相同的一连接器，并且所述收发器114可以是与所述收发器43相似或相同。另外或此外，所

述附加网络129可以是一无线网络，因而所述端口128实现为一天线，并且所述收发器114实

现为一无线收发器。所述分析器装置120可进一步用作一桥、交换机、路由器或网关，用于在

所述两个连接的网络之间传送或中继消息。

[0380] 作为另一非限制性示例，所述网络129可以是一本地区域网(LAN)卡，以向一兼容

LAN提供一数据通信连接。例如，可使用基于IEEE802 .3标准的以太网络连接，如10/

10ObaseT、1000BaseT(十亿比特以太网络)、10个十亿比特以太网络(10GE或10GBE或

10GEGE，根据IEEE标准802.3ae-2002as标准)，40个十亿比特以太网络(40GbE)或100个十亿

比特以太网络(lOOGbE按照以太网络标准IEEE  P802.3ba)。这些技术在思科系统公司公开

号1-587005-001-3(6/99)，“互联网工作技术手册”，第7章：“以太网络技术”，第7-1至7-38

页中描述，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所述收发器

114可包括一LAN收发器或一调制解调器，例如一标准微系统公司(SMSC)LAN91C111  10/100

以太网络收发器，在所述标准微系统公司(SMSC)数据中描述数据表”IAN91C111  10/100非

PCI以太网络单一芯片MAC+PHY“数据表Rev.15(02-20-04)，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

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381] 另外或此外，所述调节器123可包括或可由一组滤波器代替，用于隔离所述接收信

号的频率带，如图12a中所示的一分析器装置120'所示。所述连接器13的所述接收信号通过

两个带通滤波器(BPF)123a和123b，然后由两相应的A/D转换器124a和124b数字化。虽然示

出了两个BPF，但是可同等地使用任何数量的BPF，并且它们可以馈送相应的A/D转换器。优

选地，每个BPF通过一不同的频率带，允许在所述频率带中测量所述功率谱密度。所述B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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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a和123b可以是所述调节器123的一部分或与其相关。

[0382] 另外或者此外，为了分析从所述媒介16通过所述连接器13接收的一差分信号，可

分析所述媒介16的所述导体之一的所述信号与所述地的分析，允许测量地漏和阻抗以及一

共模比。在图12b中示出这样的一分析器装置120”，其中由所述调节器123调节的所述信号

是在所述连接器13中相对于所述地的所述单一连接122a上携带的所述信号。

[0383] 在无线网络的情况下，所述无线网络129可使用任何类型的调制，例如振幅调制

(AM)、一频率调制(FM)或一相位调制(PM)。进一步，所述无线网络129可以是一控制网络(如

ZigBee或Z-Wave)、一家庭网络、一WPAN(Wireless  Personal  Area  Network,无线个人区域

网络)，一WLAN(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无线本地区域网络)，一WWAN(Wireless 

Wide  Area  Network,无线广域网络)或一个蜂窝网络。可包括在一无线收发器中的一基于

蓝牙的无线控制器的示例是可从意法半导体公司获得的SPBT2632C1A蓝牙模块，并且在

2015年4月的所述数据表DocID022930Rev.6中描述，标题为：“ 技术

类-1模块“，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384] 一实施例可与一种或多种类型的无线通信信号和/或系统结合使用，例如，射频

(Radio  Frequency ,RF)、红外(Infra-Red ,IR)、频分复用(Frequency-Division 

Multiplexing ,FDM)、正交FDM(Orthogonal  FDM ,OFDM)、时分复用(Time-Division 

Multiplexing ,TDM)、时分多存取(Time-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TDMA)、扩展TDMA

(Extended  TDMA,E-TDMA)、通用数据包无线服务(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GPRS)、

扩展GPRS、码分多存(Code-Division  Multiple  Access,CDMA)、宽带CDMA(Wideband  CDMA,

WCDMA)、CDMA2000、单载波CDMA、多载波CDMA、多载波调制(Multi-Carrier  Modulation ,

MDM)、离散多音(Discrete  Multi-Tone ,DMT)、蓝牙(Bluetooth ,RTM)、全球定位系统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Wi-Fi、Wi-Max、ZigBee(TM)、超宽带(Ultra-

Wideband ,UWB)、全球系统、用于移动通信(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

GSM)、2G、2.5G、3G、3.5G、GSM演进(GSM  Evolution,边沿)的增强数据速率，或类似的。进一

步，一无线通信可基于或可与思科系统公司的所述出版号1-587005-001-3的第20章：“无线

技术”中描述的无线技术兼容(7/99)题为：“互联网工作技术手册”，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

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385] 所述无线能力分析器120的联网或所述通信可以根据、可基于或者可与一身体区

域网络(Body  Area  Network,BAN)兼容，其可以根据、可基于或者可与IEEE  802.15.6标准

兼容，并且所述无线收发器114可以是BAN调制解调器，并且所述相应的天线128可以是BAN

天线。另外或此外，所述具有所述具有无线能力的装置的网络或所述通信可使用、可根据、

可基于或者可与使用被动或主动通信模式的近场通信(Near  Field  Communication,NFC)

兼容，并且可使用所述13.56MHz频率带，并且数据速率可以是106Kb/s、212Kb/s或424Kb/s，

并且所述调制可以是幅度移位键控(Amplitude-Shift-Keying ,ASK)，并且可根据、可基于

或可与ISO/IEC18092、ECMA-340、ISO/IEC21481或ECMA-352兼容。在这种情况下，所述无线

收发器114可以是一NFC收发器，并且所述各个天线128可以是一NFC天线。

[0386] 另外或此外，所述具有无线功能的装置的联网或所述通信可以是可使用、可根据、

可基于或者可与一个人区域网络(Personal  Area  Network,PAN)兼容，其可根据、可基于或

者可与蓝牙TM或IEEE  802.15.1-2005标准兼容，并且所述无线收发器114可以是一PAN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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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调器，并且所述各个天线128可以是一PAN天线。另外或此外，所述具有无线功能的装置的

联网或所述通信可使用、可根据、可基于或者可与一个无线个人区域网络(Wireless 

Personal  Area  Network,WPAN)兼容，其可根据、可基于或者可与蓝牙TM或IEEE  802.15.1-

2005标准兼容，并且所述各个天线128可以是一WPAN天线。所述WPAN可以是一无线控制网

络，可根据、可基于或者可与ZigBeeTM或Z-WaveTM标准兼容，如IEEE  802.15.4-2003。

[0387] 另外或此外，所述具有无线功能的装置的网络或所述通信可使用、可根据、可基于

或可与一无线本地区域网络(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WLAN)兼容，其可根据、可基

于或者可与IEEE  802.11a、IEEE  802.11b、IEEE  802.llg、IEEE  802.11n或IEEE  802.1lac

标准兼容，并且所述无线收发器114可以是一WLAN调制解调器，并且所述相应的天线128可

以是一WLAN天线。另外或此外，所述具有无线功能的装置的联网或所述通信可使用、可根

据、可基于或可与一无线宽带网络或一无线广域网(WWAN)兼容，以及所述无线收发器114可

以是WWAN调制解调器，并且所述相应天线128可以是WWAN天线。所述WWAN可以是一WiMAX网

络，可根据、可基于或可与IEEE  802.16-2009兼容，并且所述无线收发器114可以是一WiMAX

调制解调器，并且所述各个天线128可以是一WiMAX天线。另外或此外，所述WWAN可以是一蜂

窝电话网络，并且所述无线收发器114可以是一蜂窝调制解调器，并且所述各个天线128可

以是一蜂窝天线。所述WWAN可以是第三代(3G)网络，并且可使用UMTS  W-CDMA、UMTS  HSPA、

UMTS  TDD、CDMA2000  1xRTT、CDMA2000EV-DO或GSM  EDGE-Evolution。所述蜂窝电话网络可

以是第四代(4G)网络，并且可使用HSPA+、移动WiMAX、LTE、LTE-高级、MBWA或者可基于或可

与IEEE  802.20-2008兼容。另外或此外，所述WWAN可以是一卫星网络，并且所述无线收发器

114可以是一卫星调制解调器，并且所述各个天线128可以是一卫星天线。

[0388] 另外或此外，所述具有无线能力的装置的联网或所述通信可以使用许可的或未许

可的无线电频带，如所述工业、科学和医学(ISM)无线电频带。例如，可使用可以是大约

60GHz的一未许可无线电频带，可基于波束成形，并且可支持高于7Gb  s的一数据速率，如根

据、可基于或可与WiGigTM、IEEE  802.11ad、WirelessHDTM或IEEE  802.15.3c-2009兼容，并

且可用于携带未压缩的视频数据，并且可根据、可基于或可与WHDITM。另外或此外，所述无线

网络可使用一白色空间频谱，其可由一6MHz、7MHz或8MHz频带组成的一模拟电视频道，并且

在所述54-806MHz频带中分配。所述无线网络可用于信道绑定，并且可使用两个或更多个模

拟电视信道，并且可基于使用OFDMA调制的无线区域网络(WRAN)标准。进一步，所述无线通

信可基于地理的认知无线电，并且可根据、可基于或可与IEEE  802.22或IEEE  802.11af标

准兼容。

[0389] 每个基于图12中所示的所述分析器装置120的一个或多个分析器装置可用于检测

一有线网络中的配置变化，如所述布置80或90所示分别到所述网络在图8或图9中，或者如

图10所示的所述布置100所示，未经授权地替换一装置。

[0390] 所述分析器装置120可在任何点连接到所述媒介16。图13中所示的一布置130描述

单独或组合使用的各种替代方案，用于将所述分析器装置120连接到所述网络媒体16，用于

监视和分析图8中所示的所述布置80。一分析器装置120b在相应的点132a和132b处连接到

所述媒介16的所述导体14a和14b，这些点是所述点对点媒介16的所述端点，并且可以是相

同或相邻，所述端点用于连接所述装置'E'15e通过所述连接器13a。另外或此外，一分析器

装置120a在相应的点131a和131b处连接到所述媒介16的所述导体14a和14b，这些点不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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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点对点媒介16的所述端点，而是沿着所述媒介16的任意点。另外或此外，一分析器装置

120c可集成在通过所述媒介16进行通信的任何装置内，如所述装置'F'15f，形成一分析器/

装置'F'组合装置133。在这种情况下，所述连接器13b被共享用于所述装置'F'15f和所述分

析器120c用于连接到所述媒介16的功能。

[0391] 类似的，所述分析器装置120可在多点拓扑环境中的任何点连接到所述媒介16。图

14中所示的一布置140描述单独或组合使用的各种替代方案，用于将所述分析器装置120连

接到所述网络媒介16，用于监视和分析图9中所示的所述布置90。一分析器装置120c连接到

所述媒介16的所述端部处的所述导体14a和14b，所述导体可与所述端接电阻19a连接的所

述端点相同或相邻。另外或另外，所述分析器装置120c可包括所述终止电阻19a，其与所述

媒介16共享其连接。另外或此外，一分析器装置120a在相应的点131a和131b处连接到所述

媒介16的所述导体14a和14b，这些点不是所述点对点媒介16的所述端点，而是沿所述媒介

16的任意点。另外或此外，一分析器装置120b可集成在通过所述装置16进行通信的任何装

置内，如在所述装置'C'41c中，形成一分析器/总线装置'C'组合装置141。在这种情况下，所

述连接器13c被共享用于所述装置'C'41c和所述分析器120b用于连接到所述媒介16的功

能。所述分析器装置120的所有整合与另一装置，如所述总线装置'C'41c，可通过封闭在相

同的壳体中，共用一电源(如一电池)，使用所述相同的处理器，连接通过相同的连接器，或

任何其他集成功能。

[0392] 图15所示的一流程图150描述所述分析器装置120的所述操作，并且可由所述处理

器125执行，或者可由所述处理器125根据存储在所述存储器部分“指令”121c作为所述存储

器127的一部分。在一“接收信号”步骤151中，从所述网络媒介16通过所述连接器13接收一

信号。所述接收信号的一波形的一部分或全部由所述调节器123调节并采样，优选地使用一

采样率使得所述后者分析，由所述A/D转换器124作为一“样本信号”步骤152的部分。所述波

形样本可存储在所述“当前样本”存储器部分121b中，该存储器部分121b是所述存储器127

的部分。所述波形样本的所述分析作为一子流程的一部分执行-图表“分析”154，其包括一

“聚合器”步骤152a、一“时间分析”步骤154a、一“FFT”步骤154b和一“频率分析“步骤154c。

所述分析作为所述“分析”块154的一部分可仅包括时间分析作为所述“时间分析”步骤154a

的部分，仅作为所述“频率分析”步骤154c的部分的频率分析，或者两者或任何组合它们。一

ANN可用作所述“时间分析”步骤154a的部分或者作为所述“频率分析”步骤154c的部分。一

标准应用于所述“分析”程序154在“比较”步骤155中的所述分析结果。所述比较可使用包含

所述接收信号的数据或信息，并提取作为一“L2/L3分析”步骤158的部分，其可使用所述收

发器43和所述控制器57。根据所述的比较结果，确定在一“疑似？”步骤156，如果所述波形代

表一正常或授权的条件或配置，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所述分析器120恢复继续监视所述媒介

16，作为所述“接收信号”步骤151的部分。在所述适用于所述分析的所述标准表明一异常或

配置改变，如可能或某种侵入所述网络的情况下，可采取各种动作作为“采取动作”步骤157

的部分。作为所述“采取动作”步骤157的部分的所述动作的一部分，关于所述事件的一条记

录可存储在所述存储器中，如所述存储器127，用于记录所述分析器装置120的活动和结果，

作为一“LOG”步骤157a的部分。另外或此外，作为“通知用户”步骤157b的部分，可向一人通

知所述可疑的攻击或入侵，其可以包括由所述处理器125激活或控制所述报警器126。在可

能受到影响或作为一攻击的部分生成的一帧或数据包的情况下，所述分析器装置120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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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地发送到所述接收所述帧或数据包、一信号到所述媒介16，例如帧或数据包，在所述收发

器43中使用所述线路驱动器41，在所述媒介16上形成一碰撞，因而中和所述未授权的效果

或所述帧或数据包的传播，从而导致其他装置在所述网络中忽略所述可疑的帧或数据包。

作为一“发送或阻止”步骤157d的部分，所述一攻击的检测可以导致一消息的传输，或阻止

一消息的传输，使用所述收发器114通过所述端口128到所述网络129。类似的，作为一“通知

装置”步骤157e的部分，所述一攻击的检测可能导致一消息的传输，例如一警告或警告消

息，发送到所述装置，所述装置连接到所述媒介16。

[0393] 所述“L2/L3分析”步骤158可包括任何物理层(PHY)处理、任何第2层处理、任何第3

层处理或其任何组合，并且可由所述收发器43执行，通过所有述控制器57、通过所述处理器

125或其任何组合。在一示例中，所述分析器120可与可疑消息(帧或数据包)的检测集成或

者可包括检测，例如，如图7a所示的所述流程图75中所描述。所述“L2/L3分析”步骤158包括

这种功能的一例子如图15a所示的流程图150a。在一示例中，此外，为了分析所述接收的波

形，所述接收消息的所述第一部分通过解码所述第一位来处理，如所述收发器43通过所述

线接收器42，作为部分所述“解码第一比特”步骤77和所述解码的比特被检查为部分所述

“符合标准？”步骤78。如果确定所述帧不被怀疑，则如果不满足标准，则恢复正常操作作为

所述“正常操作”步骤79的部分，并且所述分析器120继续所述操作而没有任何影响或影响。

然而，如果所述框架被确定为可疑，则可采取一项动作作为所述“采取动作”步骤157的部

分。另外或此外，所述确定一条消息被视为所谓“疑似？”步骤156的部分可作为所谓“疑似？”

的部分来执行，并且可基于所述标准的一致性作为所述“符合标准？”步骤78的部分和所述

比较作为所述“比较”步骤155的部分，由所述流程图150a中的虚线159说明。

[0394] 优选地，所述分析流程图154用于提取或测量至少一特征、属性、参数或特征，此值

在所述“正常”，在所述网络或所述网络媒介中预妥协状态或所述配置之间是不同的(或不

同的)，以及所述网络或所述网络媒介(或其他网络攻击或入侵)的“未授权”或异常状态或

配置，例如由于点击所述媒介(如所示图8所示的布置80或图9所示的布置90，或由于更换一

收发器、一装置或使用恶意软件，如图10所示布置100所示。所述测量值中的所述区别(或差

异)在所述“比较”步骤155中检测，用于确定所述消息或所述网络状态在所述“疑似？”步骤

156中。例如，可使用一阈值(例如，用于一振幅或时间间隔)来区分所述两个网络和媒介状

态，使得在所述阈值下的一值可以指示“正常”/预妥协状态，并且超过所述阈值表示“未授

权”或异常状态。所述提取或测量的特征、属性、参数或特征，以及用于评估它们的所述标

准，可存储在所述存储器部分“规则”121d中。

[0395] 尽管这里关于使用所述原始波形样本，但在分析之前或之后，可对所述样本执行

涉及应用任何功能的任何预处理。在一示例中，可计算和使用所述样品的第二或第三衍生

物，作为所述原始样品值的一种替代或一种添加。

[0396] 在一示例中，一单一边沿(上升或下降)或一单一脉冲(正面或负面)进行分析。另

外或此外，分析多个相同类型的信号，如多个上升沿或下降沿或多个正或负脉冲。分析多个

信号增加了所述分析的准确性，并降低了由于一次感应噪声或干扰引起的错误检测的所述

风险。例如，可使用从一单一帧或数据包提取的一组多个连续边沿或脉冲。另外或此外，可

从多个帧或数据包中提取一组多个连续的边沿或脉冲。在一示例中，所述多个信号在被分

析之前被聚合，作为所述“聚合器”步骤152a的部分，作为所述“分析”功能154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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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97] 在一示例中，各种参数、特征和特性是从在所述“接收信号”步骤151中接收的所述

信号的所述波形的部分或全部的时域分析获得的，作为所述“时间分析”步骤154的部分是

所述“分析”部分154的一部分。

[0398] 所述时间域分析在所述“时间分析”步骤154中涉及在可预先确定的或基于所述信

号分析的不同时间，测量所述分析波形的幅度。可将这些振动值单独地或其任何组合与一

预定阈值或一区域进行比较。另外或此外，在所述“时间分析”步骤154a中的所述分析，可涉

及测量可预先确定的或基于所述信号分析的预设振动值之间的时间。可将这些定时值或其

任何组合与一预定阈值或一区域进行比较。

[0399] 例如，在所述“时间分析”步骤154a中所述信号波形(或其任何部分)的一时域分析

可用于获得很少的电压，指定为VI、V2和V3。在一示例中，在所述“比较”步骤155中，使用一

组最大阈值电压VMAX，并将所述各个电压与该值进行比较，并且在Vl>VMAX、V2>VMAX、V3>

VMAX的情况下(或其任何组合)，一疑似条件导致所述“疑似？”步骤156。另外或此外，可以使

用一组最小阈值电压VMIN，并且将所述电压中的每一个与该值进行比较，并且在Vl<VMIN、

V2<VMIN、V3<VMIN(或其任何组合)的情况下，一怀疑条件导致所述“疑似？”步骤156。进一

步，所述测量电压值中的一个或多个的任何功能或组合可用作所述“比较”步骤155的部分，

包括一差异为V1-V2或V1-V3，或一比例如V1/V2、V3/V2或其任何组合。

[0400] 另外或此外，在所述“时间分析”步骤154中，所述信号波形(或其任何部分)的一时

间域分析可用于获得一个或多个时间点，指定为t1、t2和t3，可以是参考一定义的初始时间

间隔(t＝0)。在一示例中，在所述“比较”步骤155中，使用一组最大阈值时间(或持续时间)

TMAX，并将所述定时点中的每一个与该值进行比较，并且在t1>TMAX的情况下、t2>TMAX、t3>

TMAX(或其任何组合)，一疑似条件导致所述“疑似？”步骤156。另外或此外，可使用一组最小

阈值时间(或持续时间)TMIN，并且将每个所述定时点与此值进行比较，并且在tl<TMIN、t2<

TMIN，t3<TMIN(或任何组合)的情况下其中一项疑似情况导致所述“疑似？”步骤156。进一

步，所述测量的定时点值中的一个或多个的任何函数或组合可用作所述“比较”步骤的部

分，包括一差值为tl-t2或t1-t3，或一比例如t1/t2、t3/t2或其任何组合。

[0401] 在所述网络的“正常”状态下，所述分析器装置120接收的所述信号的所述特征取

决于所述传送装置。每个收发器(或线路驱动器)都是不同的，例如来自一不同的供应商，来

自所述相同供应商的不同模型以及批次之间和一批内固有生产差异。进一步，由于所述不

同的连接点指向所述媒介，在连接点从所述媒介16接收的所述信号可能由于所述媒介16上

的不同传播路径而不同，即使使用相同的线路驱动器也是如此。进一步，不同的控制器可能

涉及不同的时钟速率，并且不同的装置可能由于处理器功率或负载而在不同的延迟中响

应。例如，所述分析器装置120a在所述布置130中示出，其在点131a和13b中连接到所述媒介

16。从所述分析器/装置'F'133接收的信号的波形不同于从所述装置'E'15e接收的信号的

一波形，由于所述相应的线路驱动器11a和11之间的差异，以及作为不同的传播路径，从相

应的连接器13b和13ato所述分析器装置120a连接位置。

[0402] 优选地，为了准确地检测所述装置'Z'15z的所述入侵，所述接收信号的波形的分

析考虑装置的身份，所述装置将所述信号传送到所述媒介16。在一示例中，所述控制器57从

所述收发器43接收所述帧或数据包，并使用所述帧或数据包中的所述源地址，将所述接收

的信号与所述发送装置相关联，如所述'L2/L3分析'步骤158的部分。例如，在图14所示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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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布置140中，所述分析器装置120a接收所述帧或数据包，并将其与所述可能的发送器之一

相关联，即所述总线装置'A'41a、所述总线装置'B'41b或所述分析器/总线装置'C'141。所

述信号的所述分析基于所述源装置的所述身份作为所述“比较”步骤155的部分，使用作为

所述“L2/L3分析”步骤158的部分获得的所述源识别。例如，所述布置140中的所述分析器装

置120a可存储和使用三个不同的阈值，一个用于从从所述总线装置'A'41a接收的帧或数据

包获得的波形，另一个用于与从所述总线装置'B'41b接收的帧或数据包获得的波形，以及

用于从从所述总线装置'C'141接收的帧或数据包获得的波形一起使用的第三阈值。

[0403] 在一示例中，在所述媒介16上携带两个级别的信号(指定为“高”和“低”)，并且所

述分析的所述波形部分是从低到高的一过渡(上升或上升边沿沿)。或者从高到低的过渡

(下降沿或下降边沿)。虽然这里以一上升边沿沿为例，但所述分析同样适用于一下降边沿。

在图1所示的一图170中描述了一临界或过阻尼上升边沿沿173a和一欠阻尼上升边沿沿

173b的分析的例子。使用一振幅轴171(例如，伏特V)与一时间轴172(例如，以秒为单位)示

出所述边沿173a和173b，并且所述边沿从一低压值VL  171h转变(Transitioning)为一高压

值VH  171i。一低阈值V1  171a和一高阈值V2  171b定义一低沉降区域、一高阈值V3  171c和

一高阈值V4  171d定义一高沉降区域。在一示例中，所述测量参数为所述低状态值VL  171h，

与一预设阈值或区域进行比较。另外或此外，所述测量参数是所述高状态值VH  171i，以与

一预设阈值或区域进行比较。

[0404] 另外或此外，所述测量参数可以是所述时间t1  172a，当所述上升边沿沿开始转变

(Transition)时，通过交叉所述低水平较高稳定阈值V2  171b来定义，或者所述测量参数可

以是所述时间t2  172b所述上升边沿沿结束转变，通过交叉所述高水平下沉降阈值V3  171c

来定义。进一步，可以计算一个上升时间参数，由所述上升持续时间t2-t1定义。

[0405] 在所述欠阻上升边沿173b的所述情况下，类似于所述过阻尼上升边沿173a，所述

测量参数可以是所述低状态值VL  171h，以与一预设阈值或区域进行比较。另外或此外，所

述测量参数可以是所述高状态值VH  171i，以与一预设阈值或区域进行比较。进一步，在所

述案例或铃声中，所述振幅的第一次超调V6  171f、所述振幅的回弹V5  171e、所述振幅的第

二次超调V7  171g或任何可以测量它们的组合。另外或此外，当所述上升边沿开始过渡时，

所述测量参数可以是所述时间t3  172c，通过交叉所述低水平较高沉降阈值V2  171b来定

义，或者所述测量参数可以是所述时间t4  172d所述上升边沿结束于过渡，由一第一交叉所

述的高水平下沉降阈值V3  171c定义。类似的，当所述上升边沿到达所述第一最大值(超调

峰值)时，所述测量参数可以是所述时间t5  172e，当所述上升边沿到达所述第一本地最小

值时(回当所述上升边沿达到所述第一本地最小值(回弹最小值)时，所述时间t6  172f或所

述时间t7  172g。进一步，可计算各种上升时间参数，由所述上升边沿持续时间t4-t3、t5-

t4、t6-t5、t7-t6、t5-t3、t6-t3或t7-t3定义。

[0406] 虽然在所述图表170中所述分析使用了时间固定电压阈值和参考电压，但是同样

可使用一时间变化幅度，例如一信号掩模。在图17a所示的一图表170a中描述使用一上升边

沿掩模。对于所述过阻尼的上升边沿173a，一模板(Template)被定义为一'掩模(Mask) '，其

包括在一时变电压174b和一高时变电压174a之间的所述区域。作为所述“比较”步骤155的

部分，检查所述波形与所述定义的掩模，并且在一种情况下，所述上升边沿信号173a在由所

述信号掩模定义的所述区域中，如所述所述图表170a的左侧部分，一般(非怀疑)条件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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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疑似？”步骤156。然而，当所述相同的掩模应用于所述欠阻尼的上升边沿173b时，如所

述图表170a的右侧所示，所述超调使所述信号在一时间点t8  172h超过所述更高的掩模阈

值174a，并且由于所述回弹在一时间点t9  172i中再次交叉所述下掩模阈值174b。在这种情

况下，一疑似条件可能导致所述“疑似？”步骤156。

[0407] 所述要分析的边沿可以是所述帧或数据包中的任意边沿。另外或此外，要捕获和

分析的所述边沿可在一帧或数据包中的一特定位置，由于符号间干扰(Intersymbol 

Interference,ISI)而提供更好的准确性和可重复性，这是一信号的一种失真的一种形式，

其中一符号干扰后续符号。这是一种不想要的现象，因为所述先前的符号具有与噪声类似

的效果，因此使得所述通信不太可靠。所述脉冲超出其分配的时间间隔会导致其干扰相邻

脉冲。ISI通常由多径传播或一通道的所述固有非线性频率响应引起，导致连续符号一起

“模糊”。

[0408] 在一示例中，所述捕获边沿是所述帧或数据包的所述开始的一部分，如所述开始

比特的部分或所述帧或数据包的所述结束的部分，如的”停止比特”部分。另外或此外，所述

捕获的边沿可以是所述帧中所述边沿的序列中的一特定成员，如所述第二、第三或第四边

沿，等等。另外或此外，所述捕获的边沿可由一相关比特的所述位置定义，如所述第二、第三

或第四比特或符号的边沿，等等。

[0409] 在一示例中，其中在所述媒介16上承载两个级别的信号(指定为“高”和“低”)，所

述分析的波形部分可包括在所述相同级别开始和结束的一波形，如从一从低到高的转变

(上升或正边沿)到所述下一从高到低的转变(下降或负边沿)，称为正脉冲。在某些调制方

案中，这种持续时间可表示一单一比特或几比特。虽然本文中关于一正脉冲示例，但所述分

析同样适用于一负脉冲，包括所述持续时间从一从高到低转变(上升或正边沿)到所述下一

从低到高转变(下降或者负边沿)。

[0410] 图18中所示的一图180中所示的一正冲脉181的一分析的一例子。所述脉冲181在

时间点t10  172j和一较低水平VL  171h处开始，在时间点t12  1721处上升到一峰值VH 

171i，并在一时间点t14  172n返回到所述低电平VL  171h。当上升时，所述脉冲181可在一时

间点t11  172k处穿过一参考电压VREF  171j，并且当落入一时间点t13  172m时可以再次穿

过它。所述测量参数可包括所述最小电压VL  171h或所述峰值VH  171i。另外或此外，当所述

上升边沿开始过渡时所述测量参数可以是所述时间tl0  172j，当所述下边缘沿结束时过渡

到tl4  172n，所述时间所述峰tl2  1721，或者所有所述VREF  171j的所述交叉的时间点，即

所述时间点tl1  172k和所述时间点tl3  172m。所述差异t14-t10或t13-t11可用作所述脉冲

持续时间或“宽度”的一种表示。

[0411] 类似于图17中的所述图表170a，可使用一掩模来评估所述正脉冲181，如图18a所

示的图表180a。所述掩模由所述低阈值174d和所述高阈值174c组成。由于所述脉冲181被显

示为满足所述掩模定义区域，因此在所述“疑似？”步骤156中产生一正常(非怀疑)条件。在

一示例中，所述测量参数是所述脉冲181所携带的所述总能量。

[0412] 虽然所述分析在图表180中关于一单一脉冲进行了示例，但是可将多个脉冲聚合

并分析为一群组，例如通过形成和分析它们的眼图案(Eye  Pattern)。所述多个读数的群

组，如来自多个帧(或数据包)的所述相同帧(或数据包)的多个脉冲被执行作为所述“聚合

器”步骤152a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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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3] 一眼图案，也称为一眼图(Eye  Diagram)，是一示波器显示器，其中来自一接收器

的一数字信号被重复采样并应用于所述垂直输入，而所述数据速率用于触发所述水平扫

描。对于几种类型的编码，所述模式看起来像一对轨道之间的一序列的眼睛。它是所述评估

所述信道噪声和码间干扰对所述基带脉冲传输系统所述性能的综合影响的实验工具。所述

在一特定信令间隔内观察的所述感兴趣信号的所有可能实现的所述同步叠加。几个系统性

能测量可通过分析所述显示来导出。如果所述信号太长、太短、与所述系统时钟的同步性太

差、太高、太低、太嘈杂或太慢而无法改变，或者有太多的下冲或过冲，这可从所述眼图观察

到。一开眼图对应于最小信号失真。由于符号间干扰和噪声引起的所述信号波形的失真表

现为所述眼图的闭合。眼图方案是在2015年6月的题为：“理解用于分析高速数字信号的数

据眼图方法论”的ON 公开号AND9075/D中进一步被描述，其全部内容用

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414] 在图18b所示的图表180b中描述由正脉冲181和多个负脉冲181a形成的一眼图案

的例子。所述平均交叉电压值定义为VCROSS  171k，且平均所述脉冲在时间点t15  172o和

t16  172p处越过该水平。

[0415] 有一些测量值可从一眼图获得。振幅测量包括眼振幅(Eye  Amplitudes)(如VL 

171h和VH  171i)、眼交叉振幅(Eye  Crossing  Amplitude)(如VREF  171k)、眼交叉百分比

(Eye  Crossing  Percentage)、眼高度(Eye  Height)、视平线(Eye  Level)、眼信号噪音比

(Eye  Signal-to-Noise  Ratio,)、品质因数(Quality  Factor)和垂直开眼(Vertical  Eye 

Opening)。时间测量包括确定性抖动(Deterministic  Jitter)、眼交叉时间间隔(Eye 

Crossing  Time)(如t15  172o或t16  172p)、眼睛延迟(Eye  Delay)、落眼时间(Eye  Fall 

Time)、眼睛上升时间(Eye  Rise  Time)、眼睛宽度(Eye  Width)、水平眼图开度(Horizontal 

Eye  Opening)、峰对峰值抖动(Peak-to-Peak  Jitter)、随机抖动(Random  Jitter)、RMS抖

动、CRC抖动和总抖动(Total  Jitter)。眼开口(Eye  Opening)(高度、峰对峰)通常测量所述

信号中的所述加性噪声，眼睛过冲/下冲通常与由于所述信号路径中断引起的峰值失真有

关，眼睛宽度通常与定时同步和抖动效应有关，以及闭眼通常表示所述级别的符号间干扰

和加性噪声。

[0416] 所述脉冲待分析可以是所述帧或数据包中的任意脉冲。另外或此外，所捕获和分

析的所述脉冲可在一帧或数据包中的一特定位置，由于符号间干扰(Intersymbol 

Interference,ISI)而提供更好的准确性和可重复性，这是一信号的一种失真的一种形式，

其中一符号干扰后续符号。这是一种不想要的现象，因先前的符号具有与噪声类似的效果，

因此使得所述通信不太可靠。所述脉冲超出其分配的时间间隔会导致其干扰相邻脉冲。ISI

通常由多径传播或一通道的所述固有非线性频率响应引起，导致连续符号一起“模糊”。

[0417] 在一示例中，所述捕获脉冲是所述帧或数据包的所述开始处的一比特或符号的部

分，例如一“开始比特”，或所述帧或数据包的结束，作为一'停比特'。另外或此外，所述捕获

脉冲可以是所述帧中所述脉冲序列中的一特定成员，如所述第二、第三或第四脉冲，等等。

另外或此外，所述捕获的脉冲可以由一相关比特的所述位置定义，如所述脉冲与所述第二、

第三或第四比特或符号相关联，等等。

[0418] 在所述基于帧或数据包的网络的情况下，所述待分析的波形可包括一整帧(或数

据包)，或多帧(或数据包)。基于帧的接收信号的一示例被描述为图19中所示的一图表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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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示出三个连续的第一191a、第二191b和第三191c帧。所述第二帧191b在一时间点t175 

172q处开始，并在一时间点t176  172r结束，因此所述帧持续时间(或长度或宽度)可被计算

为t16-t15。类似的，所述第三帧191c在一时间点t177  172s处开始，并在一时间点t178 

172t结束，因此所述帧持续时间(或长度或宽度)可被计算为t18-t17。所述帧间间隙可计算

为t17-t16。所述一帧的长度、起始时间、结束时间或其任何组合可用作要分析的一测量参

数。

[0419] 在一示例中，所述帧(或数据包)波形的所述能量(或功率)被测量或计算，并用作

所述测量参数。例如，所述波形能量(或功率)可通过对所述波形样本值的所述平方的积分

或求和来计算。

[0420] 在一示例中，所述“时间分析”步骤154a包括时钟恢复或提取电路，其可基于一

PLL。可测量所述提取的时钟速率，并且可将其用作一个值，用于比较作为所述“比较”步骤

155的部分。

[0421] 在一示例中，所述时域分析使用或基于一ANN，作为本文所述的任何其他分析的替

代或此类。使用一ANN的一例子是图16中所示的一流程图160。所述波形样本提供给所述前

馈ANN  70通过所述三个输入IN#1  72a、IN#2  72b和IN#3  72c。虽然关于三个输入的示例，是

可使用任何数量的输入。所述输入表示要分析的所述波形样本，如上升或下降边沿、正或负

脉冲、一帧，或所述帧或数据包的任何其他部分或整体，或任何其他信号。所述ANN  70被训

练为将所述输入波形样本分类到所述特定的发送装置。在图13所示的所述布置130中，所述

分析器装置120a的所述ANN  70可以被训练以识别在所述OUT#l  73a中从所述装置'E'15e接

收的一信号，并识别一信号从所述分析器/装置'F'133在所述OUT#2  73b中收到。在通过所

述网络媒介16进行通信涉及多于两个装置的情况下，可使用相应数量的输出。例如，在图14

所示的所述布置140中，可使用三个输出，对应于所述总线装置'A'41a、所述总线装置'B'

41b以及所述分析器/总线装置'C'141。所述输出值可假设在[0,1]的所述范围内，其中一输

出中的值0表示所述分析的信号由所述相应装置产生的概率为零，并且值1确定所述分析的

信号是由所述相应的装置发起的。

[0422] 所述流程图150中所示的“比较”步骤155可使用所述流程图160中所示的所述比较

器功能163，其中检查所述ANN  70的输出。理想地，只有对应于发送所述分析波形的所述装

置的所述输出表示一个1的值，而所有其他输出表示一个0的值。实际上，由于系统限制和误

差、噪声和变化的环境，所述相应的输出小于1，并且所述非对应的输出高于0。在一示例中，

所述比较器163使用一预设的最小阈值如0.8和一个最大阈值如0.2。在正常的非入侵场景

条件下，所述输出之一应高于所述最小阈值，而所有其他输出应低于所述最大阈值。这种情

况可解释为所谓的“疑似？”步骤156为正常、不妥协、不怀疑状态。在所述情况中，所述输出

都不超过所述最小阈值，或者当多于一输出超过所述最大阈值时，可以将“疑似”状态声明

为所述“可疑”状态156的部分。

[0423] 可使用预处理步骤161以便将所述ANN  70的所述输入适当地拟合到要分析的所述

波形部分，以验证所述ANN  70根据所述训练的波形类型和位置进行分类。例如，在所述情况

中，选择所述波形的一上升边沿部分作为所述分析部分，所述预处理步骤161提供所述上升

边沿173a的所述适当样本，指定为164a、164b以及164c，分别对所述ANN70输入IN#1  72a、

IN#2  72b和IN#3  72c，如图16a所示的所述流程图160a中所示。为了改善所述系统精度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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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信噪比(Signal-to-Noise  Ratio,SNR)，可以使用一聚合器162来操纵所述ANN  70输出结

果。将所有源自所述相同发送装置的多个接收波形馈送到所述ANN  70，并且对所述输出结

果进行聚合和平均，从而提供对所述分类的更好估计。

[0424] 优选地，为了准确地检测所述装置'Z'15z的所述入侵，所述接收信号的所述波形

的分析考虑了所述装置的身份，所述装置将所述信号发送到所述媒介16。在一示例中，所述

控制器57从所述收发器43接收所述帧或数据包，并使用所述帧或数据包中的所述源地址，

将所述接收的信号与所述发送装置相关联，如所述'L2/L3分析'步骤158的部分。例如，在图

14所示的所述布置140中，所述分析器装置120a接收所述帧或数据包，并将其与可能的发送

器之一相关联，即所述总线装置'A'41a、所述总线装置'B'41b或所述分析器/总线装置'C'

141。所述信号的所述分析是基于所述源装置的身份作为所述'比较'步骤155的部分，使用

所有作为所述'L2/L3分析'步骤158的部分获得的源识别。在一示例中，从所述帧或数据包

内容获得的所述发送装置的所述身份，作为所述比较器步骤163的部分与所述相应的ANN 

70输出进行比较。在所述不存在匹配的情况下，如所述ANN  70指示所述样本源自一装置，而

所述帧内容指示另一装置地址，则可建议冒充装置，如所述布置100中所述如图10所示，并

且所述系统表示一疑似状态作为所述“疑似”步骤156的部分。

[0425] 虽然图16a中的所述流程图160a解释了关于一单一上升边沿，但是通过使用多个

信号可提高所述分类精度和置信度。例如，可分析多个上升或下降边沿或多个正或负脉冲。

分析多个信号增加了所述分析的准确性，并降低了由于一次感应噪声或干扰引起的错误检

测的所述风险。可从多个帧或数据包中提取一组多个连续(或非连续)边沿或脉冲。所述多

个连续边沿或脉冲的集合可从一单一帧或数据包中提取，或者从多个(连续或非连续)帧或

数据包中提取。

[0426] 图16b中示出了多个上升边沿基于ANN  70的分析160b的一示例。指定为上升边沿

173al、173a2、173a3...173aN的N倍上升边沿是通过所述输入IN#1  72a、IN#2  72b和IN#3 

72c的所述ANN  70的循环地输入。所述ANN  70  OUT#l  73a和OUT#2  73b的所述输出中的每一

个与第一预设阈值进行比较，作为所述阈值块165a部分用于所述OUT#l  73a，以及所述阈值

块165b用于所述OUT#2  73b。例如，(0.6)60％的一阈值可以用于[0,1]的输出范围，并且只

有分析超过该阈值的边沿样本可被进行使用，而具有一较低值的边沿被丢弃并且是未进一

步使用。因此，在一单一上升边沿(例如所述上升边沿173a3)表示过度噪声信号或与任何其

他诱导误差相关联的情况下，将从所述分析中省略。与满足所述阈值标准的那些边沿相关

的所述输出值被进一步概括为所述聚集步骤162的一部分，通过与OUT#l  73a相关联的积积

器或加法函数162a，以及与OUT#2  73b相关联的积分器或夏季162b。

[0427] 另外或此外对于所述时域分析，可从一频域分析获得各种参数，特征和特性。所述

频率的所述接收信号的表示可以通过频率分析获得，例如通过使用FFT作为所述'FFT'步骤

154b的部分。这种分析可提供所述功率谱密度201与所述频率202的所述相关性，如图20中

的一图表200中的一变量203所述。优选地，所述“窗口”用于所述频率分析，可包括一帧或一

数据包的部分或全部。所述FFT可用硬件或软件进行。所述FFT的硬件实现可使用多个BPFs，

每个BPF通过一不同的频带，允许在所述相应的频率带中测量所述平均功率。关于所述分析

器装置120 '的一例子被示出，其包括分别连接到所述两个A/D转换器124a和124b的两个

BPFs  123a和123b。所述A/D转换器样本由所述各个BPFs定义的所述频率带中的每个所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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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功率。在图20a所示的一图表200a中的所述谱密度203的一示例中，所述BPF  123a可被定

义为在所述较低频率值f8  202h和所述较高频率值f9  202i之间传递所述频率带，因此定义

所述频率带[f8，f9]和所述相应的A/D转换器124a因而测量所述相应的平均功率值Al  201a

在此频带中。类似的，所述BPF  123b可被定义为在所述较低频率值f10  202j和所述较高频

率值fll  202k之间传递所述频率带，从而定义所述频率带[fl0，fll]，并且所述相应的A/D

转换器124b因而在此频带中测量所述相应的平均功率值A4  201d。虽然这里示例了两个

BPFs，但是同样可使用任何数量的BPFs。进一步，任何所述BPF可以包括一LPF或一HPF，或者

可由一LPF或一HPF组成。

[0428] 在所述“频率分析”中的所述频率域分析步骤154c可涉及测量所述分析波形的频

谱功率密度，其可预先确定或基于所述信号分析。这些功率值，可单独地或其任何组合与一

预定阈值或一区域进行比较。另外或此外，所述分析可涉及测量，可预先确定的或基于所述

信号分析的预设功率值之间的频率点或频率范围。可将这些频率值单独地或其任何组合与

一预定阈值或一区域进行比较。

[0429] 类似于所述时间域分析，在所述“频率分析”步骤154c中对所述信号波形(或其任

何部分)的一频率域分析可用于获得很少的功率电平，被指定为PI、P2和P3。在一示例中，在

所述“比较”步骤155中，使用一组最大阈值功率PMAX，并将所述每个所述电压与此值进行比

较，并且在P1>PMAX、P2>PMAX、P3>PMAX的情况下(或其任何组合)，一疑似条件导致所述“疑

似？”步骤156。另外或此外，可以使用一组最小阈值功率PMIN，并且将所述功率值中的每一

个与此值进行比较，并且在P1<PMIN、P2<PMIN、P3<PMIN(或其任何组合)的情况下，疑似情况

导致所述“疑似？”步骤156。进一步，所述测量功率值中的一个或多个的任何功能或组合可

用作所述“比较”步骤155的部分，包括一差异为P1-P2或P1-P3，或一比例如P1/P2、P3/P2或

其任何其他组合。

[0430] 另外或此外，在所述“频率分析”步骤154c中对所述信号波形(或其任何部分)的一

频率域分析，可用于获得一个或多个频率点，被表示为f1、f2和f3。在一示例中，在所述“比

较”步骤155中，使用一组最大阈值频率FMAX，并将所述每个所述频率点与该值进行比较，并

且在f1>TMAX、f2>FMAX、f3>FMAX(或其任何组合)的情况下，一疑似条件导致所述“疑似？”步

骤156。另外或此外，可使用一组最小阈值频率FMIN，并将所述每个所述频率点与该值进行

比较，并且在f1<FMIN、f2<FMIN、f3<FMIN(或其任意组合)的情况下，一疑似条件导致所述

“疑似？”步骤156。进一步，所述测量的频率值中的一个或多个的任何函数或组合可用作所

述“比较”步骤155的部分，包括一差异如fl-f2或fl-f3，或一比例如fl/f2、f3/f2或其任何

其他组合。

[0431] 在所述网络的“正常”状态下，所述分析器装置120接收的所述信号的所述特征取

决于所述传送装置。每个收发器(或线路驱动器)都是不同的，例如来自一不同的供应商，来

自所述相同供应商的不同模型，以及批次之间和批次之间的固有生产差异。进一步，由于所

述不同的连接点指向所述媒介，在所述连接点从所述媒介16接收的所述信号，可能由于所

述媒介16上的不同传播路径而不同，即使使用相同的线路驱动器也是如此。进一步，不同的

控制器可能涉及不同的时钟速率，并且不同的装置可能由于处理器功率或负载而在不同的

延迟中响应。例如，所述分析器装置120a在所述布置130中示出，其在点131a和13b中连接到

所述媒介16。从所述装置'F'133接收的一信号的一波形的一频率分析，与从所述装置'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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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接收的一信号的一波形的频率分析不同，由于所述相应的线路驱动器11a和11之间的差

异，以及从相应的连接器13b和13a至所述分析器装置120a连接位置的不同的传播路径。

[0432] 优选地，为了准确检测所述装置'Z'15z的所述入侵，所述接收信号的所述波形的

分析考虑了所述装置的身份，所述装置将所述信号发送到所述媒介16。在一示例中，所述控

制器57从所述收发器43接收所述帧或数据包，并使用所述帧或数据包中的所述源地址，将

所述接收的信号与所述发送装置相关联，如部分所述'L2/L3分析'步骤158。例如，在图14所

示的所述布置140中，所述分析器装置120a接收所述帧或数据包，并将其与所述可能的发送

器之一相关联，即所述总线装置'A'41a、所述总线装置'B'41b或所述分析器/总线装置'C'

141。所述信号的所述分析基于所述源装置的所述身份作为所述“比较”步骤155的部分，使

用作为所述“L2/L3分析”步骤158的部分获得所述源识别。例如，所述布置140中的所述分析

器装置120a可存储和使用三个不同的阈值，一个用于从所述总线装置'A'41a接收的帧或数

据包获得波形的频谱分析，另一个用于从所述总线装置'B'41b接收的帧或数据包获得波形

的频谱分析，以及用于从所述分析器/总线接收的帧或数据包获得波形的频谱分析的一个

第三阈值装置'C'141。

[0433] 可作为所述“频率分析”步骤154c的部分测量的参数包括一峰值A1  201a、一次谐

波失真A2  201b的一峰值以及一假信号A3  201c的一峰值。所述功率水平可相对于所述'

floor'功率级A4  201d进行测量。进一步，各种频率可被测量如所述主能量f7  202a(通常与

所述发射机时钟频率相关联)的所述峰值的一频率点、所述第一次谐波信号f5  202e的所述

峰值的一频率点、以及所述假信号f3  202c的所述峰值的一频率点。进一步，可测量最小功

率点，例如与所述主信号能量f2  202b相关联的所述较高最小功率级的一频率点，以及与所

述假信号能量f4相关联的所述较高最小功率级的一频率点202D。在一示例中，所述主信号

能量的所述“宽度”可以在-3dB的一功率级或所述峰值水平的-6dB处测量，例如一功率级A2 

201b，其中所述'宽度'被计算从一频率点f6  202f到所述高频率点f1  202g，定义所述频率

带[f6，fl]。

[0434] 优选地，所述参数或特征进行分析，在所述分析中使用的阈值，以及所述ANN训练，

最适合于一种网络配置的具体实施。在一示例中，所述网络配置，包括所述媒介类型和拓

扑，以及所述连接装置的类型，可以是已知的，例如，其中产生一相同配置的多个副本。例

如，如果所述网络是一车载网络，则所述相同型号和配置的所有所述运输载具都应使用所

述相同的网络配置。在这种情况下，可根据或基于一次计算或一次模拟来学习或训练所述

检测标准，或者可基于所述网络配置的一个或多个样本的实际测量。

[0435] 另外或此外，所述实际的待监测网络可使用实际的实时间训练或学习。在一示例

中，所述网络可与两种操作模式相关联：学习/训练和检测。在所述学习/训练模式期间，所

述网络在受控或监督的条件和环境下操作正常情况下，并且由所述分析器装置120收集的

所述数据用于学习或训练。然后,作为所述检测模式的部分，所述分析器装置120用于检测

一异常或入侵，使用所述参数或特征，计算的所述阈值，或在操作学习/训练模式中进行的

ANN训练。

[0436] 在一示例中，一个'字典'数据库可用于所述分析器装置120，其包括检测关于各种

网络类型和拓扑的信息，以及各种收发器，如每线路驱动器或收发器类型。所述分析器装置

120可使用这样的一数据库来提取与一特定配置相关的数据，并相应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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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7] 在一示例中，所述训练方案使用一训练集和一验证集。所述ANN使用所述训练集训

练，而所述验证集用于通过将所述训练集的所述分类结果与所述验证集标签进行比较，以

识别所述训练数据的过度拟合。在所述训练集提供比所述验证集更好的结果的情况下，可

指示所述训练的过度拟合。

[0438] 在图5所示的一基于CAN总线的网络50的所述示例中，CAN消息由连接到所述CAN总

线媒介16b的所有各种ECUs发送和接收。每个CAN消息通常与一唯一识别码(消息ID)相关

联，通常根据所述消息类型。所述由一ECU发送的CAN消息可与多个IDs相关联。例如，所述

ECU'A'56a可发起IDs为1、2和5的CAN消息，而所述ECU'B'56b可发起IDs为3、4和6的CAN消

息。几个网络，每个使用一不同的CAN总线媒介，可使用一CAN网关连接。

[0439] 在一示例中，所述训练使用一种监督学习方案，其中测量的波形样本用于向一对

消息识别(ID)和所述始发ECU进行分类。在所述ECUs中对消息IDs的映射未知的情况下，所

述ECUs的所述标签可能无法在一监督学习方案中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可使用一种非监督

学习方案，例如通过使用聚类。在这种情况下，所述训练可涉及仅使用所述消息ID，或者使

用包括所述消息ID和所述消息内容的一对。消息IDs是被用于训练而不是用于ECU标签。

[0440] 源自所述相同ECU但与不同IDs相关联的消息，由所述相同收发器(如所述相同线

路驱动器和所述相同总线耦合部件)创建，并从所述发送ECU的相同传输路径承载，以及所

述分析器(或一接收器)。因此，预期在具有由所述相同ECU产生的不同IDs的消息之间不会

发生错误。所述错误可通过验证或测试群组来减少，例如通过滤波器过度拟合元件，然后根

据所述始发ECU聚类消息IDs。优选地，一算法可用于训练所述ANN，使得每个标签(或类)与

一单一ECU相关联，并且识别消息IDs和ECUs之间的一映射。

[0441] 这种算法的一例子可包括根据所述消息IDs设置训练和验证数据的标签的所述步

骤，并且执行所述训练直到所述训练集被验证，例如通过满足一错误标准、超过一验证集、

或任何其他已知的训练质量测量。然后识别在所述验证集上具有最可能交叉错误的所述标

签(如具有标签1的消息被错误地标识为标签2)，并且合并为一单一标签。对于多个标签重

复该过程，直到在所述合并标签中未有发现分类错误，所述合并标签的所述数量适合所述

所述ECUs的数量(如果已知)，达到最大合并数量，或者任何组合。所述包括训练和合并标签

的过程可使用所述训练集重复，直到所述标签之间的错误率与一正确的分类相比较小，或

者所述合并之后的所述减少的错误是低于一阈值。另外或此外，包括训练和合并标签的所

述过程可重复观察，如果没有观察到过度拟合，因为没有观察到过度拟合，因为所述验证集

的所述标签被正确识别，或者直到所述标签的数量是根据所述假设这样的数字是已知的

ECUs的数量。

[0442] 一训练算法的另一个例子，可包括根据所述消息IDs设置训练和验证数据的标签

的所述步骤，并且执行所述训练直到所述训练集合甚至在所述分类正确的情况下优于所述

验证集合，或者根据任何预先设定的标准。然后创建一加权图，其中每个顶点是一标签，并

且每个边沿重量接收所述验证集的所述交叉错误。例如，顶点1和顶点2之间的所述权重与

所述顶点1到2与顶点2和1之间的错误率之和有关。对于所述验证数据集，定义了顶点1和2

之间的所述错误率，对于所有所述消息数据(内容)和标签1，所述速率被分类为标签2。所述

更高率、所述更接近于所述顶点。然后执行所述加权图的聚类，如在Kathy  Macropol的CS 

595D演讲(2016年12月下载)中描述的马尔可夫聚类算法，其标题为：“图形上的聚类：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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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可夫聚类算法”，其全部包含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所述算法可以通过

上述停止条件停止，或者在作为所述聚类算法的部分的任何停止条件下停止。

[0443] 进一步，可通过对所述边沿误差率使用一阈值来创建一连通图(非加权)。可基于

所述顶点之间的单向误差率来创建一定向/非加权图。在这两种情况下，可应用一种聚类算

法。当执行一加权图聚类时，在ECUs之间共享很少消息IDs的一种特殊情况下，不应形成两

个ECUs之间的共享标签，并且可排除或单独标记这样的一个消息。

[0444] 为了允许稍后的附加波形分析或用于统计分析，可在一存储器中记录关于作为

“疑似？”步骤156的部分检测到的可疑波形的一事件的信息，如在所述'参考样本'存储器部

分121a中。例如，一记录可在检测到一可疑信号时形成，作为所述“疑似？”步骤156的部分，

其可以包括所述可疑帧或数据包的所述内容，以及所述发送装置的所述地址或标识，根据

所述内容，通过所述线接收器42接收，即部分所述收发器43和所述控制器57。进一步，用于

将所述信号声明为“疑似”的所述标准和推理也可包括在所述传送的消息中。进一步，所述

消息可包括所分析的所述实际波形样本，允许进行额外的远程处理或分析。所述记录可使

用作为所述分析器装置120的部分的一RTC加时间戳。

[0445] 为了通知一人的用户状态或以其他方式警告任何检测到或识别的攻击，作为所述

“通知用户”步骤157b的部分，所述分析器装置120可包括所述报警器126，其可以由所述处

理器125。所述报警器126可包括一个或多个视觉或听觉信令部件，或任何其他装置，其向所

述人员指示一种状态。所述报警器包括一视觉信令装置。在一示例中，所述装置照亮一可见

光，例如一发光二极管(LED)，或者使用一液晶显示器(LCD)，其在所施加的电场中使用所述

反射率的变化。所述LED可以是一种多色LED，如LED部件号08L5015RGBC，可从美国新泽西州

的RSR电子产品公司获得，在数据表多色LED部件号08L5015RGBC中被描述，其全部包含于所

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446] 然而，可使用任何类型的可见光发射器，例如一手电筒、一白炽灯和紧凑型荧光

灯。可使用多个光发射器，并且所述照明可以是稳定的、闪烁的或闪烁的。进一步，一单状态

视觉指示器可用于提供多种指示，例如通过使用不同的颜色(所述相同的视觉指示器)、不

同的强度水平、变量占空比等等。进一步，所述视觉信令可与所述分析器装置120功能相关

联。这种概念关系可包括，例如，所述光发射器的亮度、外观、位置、类型、颜色和稳定性受所

述估计值的影响。

[0447] 在一示例中，所述报警器操作基于一数字数字显示器，此数字数字显示器以所述

形式的所得任何估计值提供读数。例如，所述报警器可使用所述四段数字、七段、LED显示器

部件号：LTC-3610G，可从光宝电子有限公司获得，并在光宝电子有限公司出版BNS-OD-

C131/A4于2011年3月的下载中被描述。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类似的，所述报警器可基于一字母数字数字显示器，其以所述形式的字符提供读数，包括数

字、字母或符号。例如，所述报警器可使用所述四段数字、七段、LED显示器部件号：LTM-

8647AC，可从光宝电子有限公司获得，并在光宝电子有限公司出版BNS-OD-C131/A4于2011

年3月的下载中被描述。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448] 所述方案可以是类似的，用于以各种时尚和格式显示单词信息，如滚动、静态、粗

体和闪烁。所述装置可进一步显示超出文字和字符的视觉显示材料，如箭头、符号、ASCII和

非ASCII字符，静止图像如图片和视频。所述报警器可使用任何电子显示器或用于所述视觉

说　明　书 93/117 页

137

CN 110325929 A

137



信息的呈现的任何其他输出装置。所述显示器可以是一数字或模拟视频显示器，并且可使

用如LCD(液晶显示器)、TFT(薄膜晶体管)、FED(场发射显示器)、CRT(阴极射线管)或任何其

他电子屏幕的技术。可视化显示信息的技术，如图形或文本。在许多情况下，为了将一模拟

显示器连接到所述数字数据，需要一适配器(未示出)。例如，所述适配器可转换为复合视频

(PAL，NTSC)或S-Video或HDTV信号。模拟显示器通常使用如复合视频的接口，如NTSC、PAL或

SECAM格式。可使用类似的，模拟RGB、VGA(视频图形阵列)、SVGA(超级视频图形阵列)、

SCART、S-video和其他标准模拟接口。可同样使用个人计算机监视器、等离子体或平板显示

器、CRT、DLP显示器或一视频投影仪。可使用标准数字接口，例如一IEEE1394接口，也称为

FireWireTM。可使用的其他数字接口是USB、SDI(串行数字接口)、FireWire、HDMI(高清多媒

体接口)、DVI(数字视频接口)、UDI(统一显示接口)、DisplayPort、数字部件视频和DVB(数

字视频广播)。

[0449] 在一示例中，所述报警器126可能影响声音或声音的产生。所述估计值可与一音乐

曲调(或一音调)或任何其他单一声音相关联，其在激活所述信号器时播放。所述报警器126

可包括一声音信号装置(发声器)，其发出可由一人听到的可听声音(在所述20-20,000Hz频

带中具有频率部件)。在一示例中，所述装置是一蜂鸣器(或蜂鸣器)、一声、一哨声或一铃

声。蜂鸣器在所述技术中是已知的，并且是基于机电或陶瓷的压电发声器，其产生一种高音

噪声。所述发声器可发出一个或多个音调，并且可连续或间歇操作。在另一例子中，所述发

声器通过使用具有用于存储所述声音(例如，点击、锣、音乐、歌曲、语音消息等)的一电子电

路模拟一人的所述声音，通常模拟转换器，用于重建所述声音和驱动器的所述电子表示，用

于驱动一扬声器，这是一将电信号转换为声音的电声换能器。提供音乐和机械运动的一张

贺卡的一例子公开在Segan的题为：“用户互动贺卡”的美国专利申请2007/0256337中，其全

部内容结合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一'Gong'声音可使用西门子的SAE  800生

成，在数据表“可编程单倍-/双倍-/三倍-音调Gong，SAE  800，西门子半导体群组，02.05”中

有所描述，其全部内容结合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450] 在一示例中，一人类语音说话被所述报警器126播放。所述声音可以是一音节、一

单词、一短语、一句子、一短篇小说或一长篇小说，并且可基于语音合成或预录。可使用男性

或女性的声音，无论年轻还是年老。所述文字听起来是优选地与所述形状或主题相关。例

如，可听到所述系统的一估计值或其质量相关值，例如“警报”、“附着检测”和“报警”。一音

调、语音、旋律或歌曲发声器，通常包含一存储器存储所述预录音机或同义所述大小的语音

或音乐的数字表示，一数字模拟(D/A)转换器用于创建一模拟信号、一扬声器以及一个驱动

器供给所述扬声器。一信号器包括一发声器，可基于Holtek  HT3834  CMOS  VLSI集成电路

(IC)，名为'36旋律音乐发生器'，可从总部位于台湾新竹的Holtek半导体公司获得，并在一

数据表中以应用电路描述2006年11月2日的修订版1.00，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

此完全阐述一样。

[0451] 类似的，所述发声器可基于EPSON  7910序列'多旋律IC'可从精工爱普生公司获

得，位于日本东京的电子装置营销部，并且在1998年的数据表PF226-04中以应用电路描述，

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一人类语音合成器可基于Magnevation 

LLC提供的Magnevation  SpeakJet芯片，并且在2004年7月27日的用户手册修订版1.0中描

述'自然语言&复杂的声音合成器'中描述，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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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般音频控制器可基于1997年8月1日公布的数据手册912-3000-035修订版：2.1中描述

的OPTi  82C931“即插即用集成音频控制器”，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

一样。类似的，一音乐合成器可基于YMF721OPL4-ML2FM+波表合成器LSI，可从Yamah公司获

得，在YMF721目录号LSI-4MF721A20中描述，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

一样。

[0452] 另外或此外，可使用触觉(或触觉)刺激，其中所述报警器126可被配置为产生一种

触感，优选地所述装置包括一电动机，例如，一振动电动机如一薄饼振动电动机或线性执行

器或偏心电机。所述电动机可以，例如，被配置为产生一单一类型的振动或脉动，或者产生

多种类型的振动和/或脉动，这些振动和/或脉动基于图案和/或强度或其他参数或特征而

变化。所述信号组装可被配置为产生的其他类型的触觉刺激，包含但不限于通过使一钝器

或其他元件在被激活时延伸通过所述壳体而产生的压力。

[0453] 一旦发现一次攻击，可能需要立即做出反应，以尽量减少潜在的伤害，从所述未经

授权的装置提供存取到所述数据流量超过所述媒介16，通过所述线接收器12z的所述入侵

装置15z(或由所述线接收器52z的所述未经授权的装置56z) ,或者由所述未授权装置15z

(或所述未授权装置56z的所述线路驱动器51z)的所述线路驱动器11z，发送到所述媒介的

一恶意软件发起的信息，如虚假或阻碍数据。在一示例中，所述分析器装置120可通过所述

线路驱动器41将信号或能量连续地传输到所述媒介16。一连续比特流(Bit-Stream)可包括

一连续的'0'比特、'1'比特、交替的'1'和'0'比特，或任何其他模式或比特序列。这种传输

使得所述媒介16不起作用，以携带任何附加信号或数据，使得所述有线网络可操作。进一

步，所述比特流或所述特定比特序列(Bit-Sequence)可用作对所述其他装置连接到所述媒

介的一警报，警告它们关于所述检测到的攻击。可发送这种连续比特流直到所述攻击被纠

正或所述系统被重置。

[0454] 另外或此外，所述分析器装置120可使用所述控制器57和所述收发器43，根据所使

用的所述协议连续地向所述媒介16发送帧或数据包，再次使所述媒介16不起作用通过连接

到所述媒介16的任何其他装置的通信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所发送的所述名称或消息可包

括关于所述攻击的信息，如所述可疑帧或数据包的内容，以及根据所接收的内容的所述发

送装置的所述地址或标识。通过所述线接收器42，即所述收发器43和所述控制器57的部分。

此内容允许所述其他连接装置忽略，丢弃或以其他方式处理怀疑为非合法或未授权的先前

接收的消息、帧或数据包。进一步，所述内容可包括所分析的所述波形样本，允许进行额外

的远程处理或分析。所述消息可使用一RTC加时间戳，其是所述分析器装置120的部分，通知

所述攻击检测的所述时间。可发送这种连续传输，直到消除所述攻击或重置所述系统。

[0455] 在一示例中，所述分析波形是所述开始或所述一帧或数据包的开始的部分，并且

在所述接收其余所述帧或数据包期间可检测所述攻击。在这种情况下，响应于所述攻击检

测作为“损坏”步骤157c的部分，所述分析器装置120，使用所述线路驱动器41，可将信号或

能量发送到所述媒介16，直到所述结束所述帧或数据包，因而分裂所述可疑帧或数据包不

可能由其他装置连接到所述媒介16。另外或此外，一单一比特只是受损，例如一CRC比特。可

同样地使用或应用在本文所附的PCT申请PCT/IB2016/054363中描述的用于破坏一传输帧

或数据包的任何所述方法。作为所述“损坏”步骤157c的部分的功能或动作可包括本文中的

任何损坏功能，并且可包括作为所述“损坏框架”步骤79a的部分描述的任何活动，作为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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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a中所示的流程图75的部分。另外或此外，所述损坏信号或能量可使用提供并连接到所

述总线通过连接器13的一专用信号发生器，作为使用所述线路驱动器41发送所述损坏信号

的一替代或一补充。

[0456] 所述消息(帧或数据包)损坏作为所述“损坏”步骤157c的部分，可包括将所述信号

(如所述线路驱动器41或一专用信号发生器)发送到所述通信媒介(例如一运输载具总线)，

用于在连接到所述通信媒介(如ECUs)的装置接收时，在所述序列的比特中改变一单一比特

或多个(连续或非连续)比特，用于干扰和损坏一个或多个传输的帧到所述通讯媒介。例如，

可改变或影响2、4、6、8个或更多个连续或非连续的比特。在一示例中，所述改变比特或比特

渲染所述消息CRC无效。在一示例中，所述通信媒介是一运输载具总线，其携带数据为显性

('0')或隐性('1')比特，并且所述分析器是进一步操作，以将所述信号传送到所用于引导

高电压或高电流脉冲，以将一个或多个从显性改变为隐性比特，使得所述多个ECUs所接收

的所述序列的比特中的所述一个或多个比特被改变。在一示例中，一特定比特或比特被改

变，根据所使用的协议呈现所述消息(帧或数据包)一错误消息。在所述CAN协议的例子中，

所述帧(如标记)中的特定比特总是被定义为隐性的，如所述所述帧的最后比特。将这些比

特中的一个或多个改为显性比特使得所述帧被定义为一“错误帧”。类似的，所述CAN协议将

具有6个或更多连续显性比特的一帧定义为一'错误帧'，因此强制6个连续显性比特呈现所

述帧也被定义为一'错误帧'。

[0457] 另外或此外，作为所述“通知装置”步骤157e的部分，在检测到一攻击时，将一警报

消息发送到连接到媒体16的一个或多个装置。所发送的所述消息可包括关于所述攻击的信

息，如所述可疑帧或数据包的所述内容，所述发送装置的所述地址或标识，以及检测所述攻

击的时间间隔。所述消息可由所述控制器57根据所述协议形成，并由所述线路驱动器41发

送到所述网络媒介16。

[0458] 作为所述“发送或阻止”步骤157d的部分，响应于疑似入侵或攻击，使用所述收发

器114通过所述端口128将一消息发送到所述网络129。所述发送的消息可包括所述发送分

析器模块120的标识，如其IP地址或CAN  ID、所述时间发送所述消息以及所述状态。通知消

息可定期发送，如每1、2、5或10秒，每1、2、5或10分钟，每1、2、5或10小时，或每1、2、5或10天。

另外或此外，可通过使用一事件驱动的消息来通知所述用户。例如，在检测到一相似信号作

为所述“疑似？”步骤156的部分时，可以发送一条消息。所述消息可进一步包括所述内容的

所述内容或数据包，并且所述发送装置的所述地址或标识根据所述内容，接收通过所述线

接收器42即部分所述收发器43和所述控制器57。进一步，用于将所述信号声明为“疑似”的

所述标准和推理，也可包括在所述传送的消息中。进一步，所述消息可包括所分析的所述波

形样本，允许进行额外的远程处理或分析。所述消息可使用作为所述分析器装置120的部分

的一RTC加时间戳。

[0459] 所述消息可以使用XMPP、SIMPLE、Apple推送通知服务(Apple  Push  Notification 

Service,APNs)或IMPS发送。所述消息可以是一基于文本的消息，如通过使用SMS或Twitter

服务，以及如Facebook的社交营销服务。另外或另外，所述消息可包括一音频或视频消息，

并且使用MMS或增强消息服务(Enhanced  Messaging  Service,EMS)发送。可使用其他服务，

如电子邮件(e-mail)，Viber或Whatsapp。

[0460] 进一步，所述分析器装置120向一用户发送所述消息，所述消息可以是一通知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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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对所述用户装置的通知可以是基于文本的，例如一电子邮件(e-mail)、网站内容、传

真或一短消息服务(Short  Message  Service,SMS)。另外或此外，所述通知或对所述用户装

置的警报可以是基于语音的，例如一语音邮件、一语音消息到一电话装置。另外或此外，对

所述用户装置的所述通知或所述警报可激活一振动器，引起人体触摸感受到的振动，或者

可基于一多媒体消息服务(Multimedia  Message  Service ,MMS)或即时消息(Instant 

Messaging ,IM)。所述消息传递、警报和通知可基于McKibben等人的美国专利申请第2009/

0024759号，包括其部分或者可根据McKibben等人的美国专利申请第2009/0024759号题为：

“用于提供警报服务的系统和方法”，Hayes，Jr.等人的美国专利第7,653,573号题为：“客户

消息服务”，Langseth等人的美国专利第6,694,316号题为：“用于个人信息和交易数据的自

动，实时传送的基于主题的信道分配的系统和方法”，Eichstaedt等人的美国专利第7,334,

001号题为：“用于警报传送的数据收集的方法和系统”，Wille的美国专利第7,136,482号题

为：“一般通信装置中的渐进式警报指示”，Adams等人的美国专利申请第2007/0214095号题

为：“监测和通知系统和方法”，Busey的美国专利申请第2008/0258913号题为：“电子个人警

报系统”，或Seddigh等人的美国专利第7,557,689号题为：“客户消息服务”，全部为了所有

目的而全部合并，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461] 在一示例中，所述分析器装置120进一步用作连接所述网络129和所述媒介16的有

线网络的一交换机、桥接器、路由器或网关，并且因而传输或中继消息、数据包、帧、信息或

任何所述内容。另外或此外，所述分析器装置120可与交换机、桥接器、路由器或网关集成。

例如，两个网络可基于IP或以太网络的网络，并且所述分析器装置120进一步提供以太网络

(或IP)交换机、桥接器、路由器或网关的功能。另外或此外，基于所述网络129和所述媒介16

的网络都是车载网络(如基于CAN的网络)，并且所述分析器装置120进一步实现一车载的功

能或与之集成(例如CAN)交换机、桥接器、路由器或网关。在这种情况下，在检测到一攻击

时，作为所述“发送或阻止”步骤157d的部分，所述分析器装置120阻止从所述媒介16到所述

网络129的消息(如帧或数据包)的转移。在一示例中，从所述媒介16接收的所有消息都被认

为是疑似的，并且因此来自所述媒介16的所有消息被阻止，并且没有消息被传送到所述网

络129。另外或此外，仅阻止消息，如特定帧或数据包，被阻止并且不被传输到所述网络129。

类似的，在检测到一攻击时，作为所述“发送或阻止”步骤157d的部分，所述分析器装置120

阻止从所述网络129到所述媒介16的消息(如帧或数据包)的转移。在一示例中，所有到所述

媒介16的消息被阻止，并且没有消息从所述网络129传送。另外或此外，仅阻止特定消息，例

如寻址到特定装置的特定帧或数据包，并且不将其传送到所述网络129。

[0462] 在此示例中，当检测一有线网络中的一入侵时，所述装置、系统和方法同样可用于

一无线网络。

[0463] 在此示例中，当检测一有线网络中的一入侵时，所述装置、系统和方法同样可用于

识别收发器、线路驱动器或任何发送电路。通过将所述分析器装置120直接或通过一预定义

的媒介连接到任何发送装置，并通过与已知或以前捕获和存储的标准进行比较，检测所述

发送电路是否有一变化并建议所述检查装置与所述数据存储的不同。

[0464] 实验1.一CAN总线网络，以500Kbps运行，在一实验室中形成，其中一CAN装置被连

接，编程为传输一第一组消息。在一第一场景中，具有一CAN接口的一运输载具信息娱乐装

置连接到所述总线。在一第二场景中，所述相同类型的另一CAN装置与所述其他CAN装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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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在所述相同的连接点处连接到所述总线。使用示波器型号DS2250捕获并记录所述信号

在所述CAN总线媒体上传播，以25MSps的一采样率、一模拟速率为10Mhz、分辨率为8比特以

及单端连接。所述捕获的样本围绕一事件(上升/下降边沿)并且在根据所述事件预处理，以

对准所述输入数据之后附加输入是输入到一ANN。对于每个事件，所述ANN在一事件之前使

用所述比特数训练，在所述事件之后所述比特数，确定这是所述第一或最后事件。由于所述

系统的所述线性特性，使用不同事件之间的输入分离。大约80％的样品在一上升边沿的事

件之前和之后，并且80％的样品在一下降边沿的事件之前和之后被使用。所述前馈ANN使用

具有3层(输入、隐藏以及输出)，其中所述隐藏层包括20个神经元。所述输出层包含2个神经

元，每个神经元在[-1,1]的所述范围内训练输出。所述训练集使用大约20条消息，每条消息

包含数十个样本，用于连接到所述CAN总线的每个装置/收发器。所述每条消息的每个事件

的结果总结为一代表所述整个消息的总和。消息的分类是手动执行的(通过从所述帧中提

取所述ID)。所述第一场景的ANN输出结果显示，对于所述正确的收发器进行分类，800条消

息(没有未命中)100％成功，并且在所述第二场景中，900条消息实现了99.9％的成功率(1

次未命中)。

[0465] 实验2.在一第一场景中，一CAN总线，在每个所述端具有相同的120欧姆的终端阻

抗(60欧姆线路阻抗)，用于连接两CAN收发器之间的通信。在一第二场情景中，一第三CAN收

发器被分配到所述CAN总线，仅用于接收，模拟一监听到的监听装置。所述通信CAN装置之一

被编程为重复传输 5 0 0 K b / s的 C A N 消息 ，每个消息由 8字节的 'O x a a '数据

(Ob10101O10......)组成。所述信号通过所述CAN总线媒体传播由Rigol的示波器型号DS 

1102D捕获，工作在500MSPS，模拟带宽为100MHz，每个样本为8比特深。所述第一场景的所述

捕获波形如一图表110a所示，并且所述第二场景的所述捕获波形如图11中的一图表110b所

示。所述过渡捕获，如所述图表110a所示的所述圆圈111a和所述图表110b所示的所述圆圈

111b所示，表示所述场景之间的区别。在没有涉及所述图表110a的所述CAN总线媒介(第一

场景)的情况下，所述振铃振幅(从超调/下冲到回铃的峰到峰)被测量为4.33比特(平均

值)，而带有轻敲声(Tapping)(第二种情况)，较高的振铃振幅范围从6.5比特(在下降)到

5.66比特(在上升)。

[0466] 在一些通信协议中，如所述以太网络，其中的每个节点使用一单一唯一数字词(数

字地址)唯一地寻址。所述数字地址，如媒体存取控制(MAC)地址，可用于识别一消息(例如

一数据包或帧)，如识别所述消息源、消息目的地或两者。在一些协议中，如CAN，每个节点

(例如一ECU)可与多个标识符(IDs)相关联。这样的例子在图21所示的一布置210中示例，其

中包括两个导体14a和14b的所述总线(其为一CAN总线)用于三个装置(可以是ECUs)之间的

通信：装置'A'41a(连接通过所述连接器13a)、装置'B'41b(连接通过所述连接器13b)以及

装置'C'41c(通过所述连接器13c连接)，类似于图14所示的布置140。所述共享总线上的所

述消息可携带所述发送装置的标识。例如，由所述装置'A'41a发起的消息使用一单一标识

符ID3  210a识别，由所述装置'B'41b发起的消息使用所述标识符ID1和ID4识别，作为所述

标识符群组210b的部分，以及由所述装置'C'41c发起的消息，使用所述标识符ID2、ID5和

ID6来识别，作为所述标识符群组210c的部分。在一些情况下，可能需要通过使用所述分析

器120将所述不同的标识符聚类到所述始发装置。所述标识符可通过一收发器43和一控制

器57从所述接收的消息中提取，如图12a中的所述分析器12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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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7] 由于来自一特定装置的所有消息都是使用相同的收发器发送的，并且由于所述拓

扑和媒介从所述发送装置到所述分析器120通常不随时间改变，所述消息通常来自一特定

的装置，其可被所述分析器120检测到共同或相同的特征，并且可用于聚集由所述相同装置

产生的所述各种标识符。在图21中的所述布置210中的所述示例中，期望来自所述装置'B'

41b的所述消息，在由所述分析器120c(或所述分析器120a)接收时共享共同特征，因为所述

装置中的相同收发器'B'41b用于所述消息的传输，并且因为所述媒介从所述连接器13b传

递功能到所述分析器120c(或所述分析器120a)在传输期间是静止的。

[0468] 图22示出使用一分析器将标识符聚类到装置的一流程图220的一例子。所述方法

可存储在所述存储器127中，并由图12所示的分析器框图120中所示的处理器125执行。所述

方法基于使用所述ANN  70的分析来检查所接收的与两不同标识符相关联的消息的特征的

相似性。在作为“开始”步骤228的部分启动之后，所述方法开始以”选择一对IDx，IDy“步骤

221，其中选择了一已知或一未知集合中的两标识符。所述选择可以是随机的，可根据所述

标识符的数值，或者可根据所述第一消息由所述分析器120接收。例如，作为此步骤的部分

的所述选择的标识符可以是图21中所示的所述布置210的ID1和ID2。作为一步骤“训练IDx”

步骤222a的部分，所述分析器120接收的所述消息的波形被识别(例如，由所述控制器57通

过所述收发器43)，以携带所述标识符IDx用于训练所述ANN  70，以将这些波形分类为一群

组'A'。类似的，作为一步骤“训练IDy”步骤222b的部分，由所述分析器120接收的所述消息

的波形并且被识别(例如，由所述控制器57通过所述收发器43)，以进行所述标识符IDy用于

训练所述ANN  70，以将这些波形分类为一不同的群组'B'。在所述ID1和ID2的示例中，由所

述装置'B'41b提供的所述消息携带所述标识符ID1，并且被分类为所述群组'A'，以及由所

述来源的所述消息述装置'C'41c携带所述标识符ID2，并归类为所述群组'B'。此时，尚不清

楚所述群组A和B是否代表所述相同的装置或不同的装置，并且假设所述相应的装置是不同

的。所述训练步骤“训练IDx”步骤222a和“训练IDy”步骤222b可同时或循环地被执行。进一

步，所述训练可在系统初始化时进行，作为系统的一诊断模式的部分，或作为正常系统操作

的部分。

[0469] 在完成所述训练之后，所述分析器120恢复一正常操作，并且具有IDx或IDy的所述

接收消息的波形，分别被分类为所述群组A和B，作为“操作和分类”步骤223的部分。与标识

符IDx相关联的所述消息被期望分类为群组A，以作为经过训练，并且与标识符IDy相关联的

所述消息被期望分类为群组B，以作为经过训练。所述分类失败统计数据被累积和计算以作

为“检查错误”步骤224的部分。例如，所述消息的计数具有ID1或ID2，均未分别被分类为群

组A和B，并且是根据接收到的消息总数计算的。例如，假设接收到100个总消息(具有ID1或

ID2的标识符)，并且在其中33个中发现分类失败，其中具有标识符ID1的消息被分类为群组

B，或具有标识符ID2的消息被分类为A，所述失败率可计算为33％，并且所述成功率可计算

为100％-33％＝67％。一较低的成功率表明，与不同标识符(如ID1和ID2)相关的波形相似

的特征，因而更可能源于所述装置。为了量化所述相似性，并确定所述相同装置来源消息，

可将所述成功率与一最大阈值进行比较，作为“高于阈值？”步骤225的部分。例如，可使用一

最大值65％，并且可使用小于该阈值的成功率来确定与所述对IDs(如所述示例中的ID1和

ID2)相关联的所述消息源自所述相同的装置，作为“确定相同”步骤226b的部分。一个高于

该阈值的成功率可用于确定与所述对IDs(如所述示例中的ID1和ID2)相关联的所述消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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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不同的装置，作为“确定不同”步骤226a的一部分。在所述示例中，由于与ID1相关联的所

述消息由装置'B'41b发起，并且与ID2相关联的所述消息由装置'C'41c发起，因此预期所述

成功率将高于所述阈值。将所述标识符呈现为源自不同装置，作为所述“确定不同”步骤

226a的部分。例如，所述最大阈值可高于40％，45％，50％，55％，60％，65％，70％，75％，

80％，85％，90％或95％。另外或此外，所述最大阈值可低于45％，50％，55％，60％，65％，

70％，75％，80％，85％，90％，95％，96％，97％，98％或99％。

[0470] 在一示例中，检查每一对可能的标识符的成功率，以确定所述总系统的所述聚类。

在所述N个标识符的情况下，需要检查总共N*(N-1)/2对。在所述布置210的所述示例中，其

中使用六个标识符，需要检查总共15个可能的标识符对，即所述对(ID1，ID2)、(ID1，ID3)、

(ID1，ID4)、(ID1，ID5)、(ID1，ID6)、(ID2，ID3)、(ID2，ID4)、(ID2，ID5)、(ID2，ID6)、(ID3，

ID4)、(ID3，ID5)、(ID3，ID6)、(ID4，ID5)、(ID4，ID6)和(ID5，ID6)。作为“更多对？”步骤227

的部分，其确认是否检查了所有可能的对。如果检查了所有可能的对，则所述方法停止如

“结束”步骤229的部分，并且假定所述聚类完成。如果没有检查所有可能的标识符对，则通

过重复所述“选择对IDx，IDy”步骤221来选择一对新的。在上述示例中，在检查所述对(ID1，

ID2)之后，所述下一个所选对可以是(ID1，ID3)或来自上述所述可能的其他十四个的任何

一对。

[0471] 一表230的一例子总结具有六个标识符的一系统的所述成功率结果，如图21中所

述布置210所示，如图21所示。所述行中的每一个，如所述表230中的一上行231a所示，涉及

所述标识符之一。类似的，所述列中的每一个，如所述表230中的一左列231b所示，也涉及所

述标识符之一。示出每个所述可能的标识符对的成功率的示例。例如，所述对(ID1，ID3)的

成功率显示为97％，并且所述对(ID3，ID4)的成功率显示为96％。在一示例中，使用一最大

阈值65％，如图23a中的一表230a所示，其中圈出低于65％的成功率。对于此一阈值，所述结

果聚类表明，由于所述对(ID1，ID4)导致50％的成功率低于所述65％阈值，与标识符ID1和

ID4相关联的消息，源自所述相同的装置(装置'B'41b)在所述的例子中。类似的，因所述对

(ID2，ID5)的成功率为60％，低于所述65％的阈值，并且因所述对(ID2，ID6)的成功率为

55％，低于所述65％阈值，与标识符ID2、ID5和ID6相关联的消息，源自所述示例中的相同装

置(装置'C'41c)。由于ID3不与任何其他标识符配对，其一成功率低于所述最大阈值，因此

可假设一单一装置(装置'A'41ain所述示例)使用此标识符ID3。

[0472] 另外或此外，可通过使用前一对的结果来减少要检查的标识符对的数量。一旦确

定一对起源于所述相同装置，作为所述“确定相同”步骤226b的部分，则所述对可被视为一

单一标识符，从而减少所述待检查的可能对的数量。在上述示例中，要检查的第一对是

(ID1，ID2)、(ID1，ID3)、(ID1，ID4)、(ID1，ID5)和(ID1，ID6)，具有所述中间得到图23b中的

一表230b。一旦确定ID1和ID4与所述相同的始发装置相关联，则假设将为两对获得相同结

果，所述其余所述检查可仅使用ID1或ID4，不需要检查例如(ID1，ID5)和(ID4，ID5)对。一表

230c的一例子在图23c中示出，描述在组合ID1和ID4之后要检查的所述对。类似的，标识符

ID2、ID5和ID6可组合用于以后的对检查，进一步减少要检查的标识符对的数量。

[0473] 可使用用于聚类或用于其他数据分析的任何其他算法、技术或方案，作为图22中

所示的流程图220中描述的任何一步、步骤或方法的一替代或一附加。例如，由Charu 

C.Aggarwal和Chandan  K.Reddy编辑的一本书中描述的用于聚类或用于其他数据分析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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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他算法或方案由CRC  Press出版2014年-Taylor&Francis群组，LLC[ISBN-978-1-4665-

5822-9]题为：“数据聚类-算法和应用”，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

样。

[0474] 用于训练的波形作为所述'训练IDx'步骤222a、'训练IDy'步骤222b、以及'操作和

分类'步骤223的部分，可以是所述接收消息的一整体(帧或数据)包括)，或可以是其任何部

分。进一步，分析所述波形作为所述'训练IDx'步骤222a、'训练IDy'步骤222b、以及'操作和

分类'步骤223的部分，可基于时域或一频率域分析所述波形的数字样本。进一步，用于任何

训练或本文任何分类的所述波形的部分，可与从低到高水平的一上升或下降边沿过渡相关

联，且从在低和高水平之间的一正或负脉冲、多个脉冲相关联、或其任何组合。进一步，所使

用的波形可包括所述消息的多个连续或非连续部分。所述波形(或其任何部分)的数字样本

的频域分析，可包括通过快速傅里叶变换(FFT)形成所述频率域表示，来形成所述波形的频

率域表示。另外或此外，所述分析器方法可进一步包括通过使用耦合在所述连接器之间的

两个或更多个带通滤波器(BPFs)，来形成频率域表示，并且每个所述BPFs可被配置为通过

一不同的频率带如本文所述。

[0475] 本文中的任何ANN可基于、可使用或者可被训练或使用，使用所述方案、布置或技

术描述在所述书中，David  Kriesel题为：“一个神经网络简介”(ZETA2-EN) [从

www.dkriesel.com于2015年5月下载]，由Simon  Haykin在培生教育公司2009年出版的书

[ISBN-978-0-13-147139-9]题为：'神经网络和学习机-第三版“，在工程快报的所述文章

中，20：1，EL_20_1_09(在线出版时间：2012年2月27日)由Juan  A.Ramirez-Quintana、Mario 

I.Cacon-Murguia和F.Chacon-Hinojos等人题为：“人工神经图像处理应用：一次调查”，或

在所述题为：“用神经网络进行图像处理-评论”的文章中，以及在Dick  de  Ridder等人的所

述文章中。(乌特勒支大学，乌特勒支，荷兰)题为：“使用人工神经网络的非线性图像处理”。

[0476] 本文中使用ANN的任何对象检测可基于、可使用、或可被训练或使用，使用所述方

案、布置或技术是在Christi-Szegedy、Alexander  Toshev和Dumitru  Erhan(Google公司)

等人文章中描述题为：“用于物体检测的深度神经网络”。在由所述计算机视觉基金会提供

的所述CVPR2014论文中题为：“使用深度神经网络的可伸缩物体检测”，在Shawn  McCann和

Jim  Reesm所述的文章中题为：“使用卷积神经网络的物体检测”，或在此处提到的任何其他

文件中。

[0477] 使用ANN的任何对象识别或分类可基于、可使用、或可被训练或使用，使用所述方

案、布置或技术由Mehdi  Ebady  Manaa、Nawfal  Turki  Obies和Tawfiq  A.Al-Assadi博士等

人在文章中描述题为：“使用具有灰度共生矩阵的神经网络的对象分类(GLCM)”，在所述技

术报告第IDSIA-01-11号中题为：“用于视觉对象分类的高性能神经网络“，在Yuhua  Zheng

等人的所述文章中题为：“使用具有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路径的神经网络的物体识别”，在

Karen  Simonyan，Andrea  Vedaldi和Andrew  Zisserman的所述文章中题为：“深入卷积网

络：可视化图像分类模型和显着性图”，或在此处提及的任何其他文件。

[0478] 使用ANN的任何信号处理可基于、可使用、或可训练或使用，使用所述方案，布置或

技术由罗马实验室的所述最终技术报告第RL-TR-94-150号中描述，空军物资司令部，纽约

格里菲斯空军基地，题为：“神经网络通信信号处理”，或本文提及的任何其他文件。

[0479] 本文中的任何人工神经网络(ANN)可用于分析或分类所述接收的信号波形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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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或全部。所述ANN可以是一动态神经网络，如前馈神经网络(FNN)或递归神经网络

(RNN)，并且可包括至少3,4,5,7,10,15,20,25,30,35，40,45或50层。另外或此外，所述ANN

可包括少于3,4,5,7,10,15,20,25,30,35,40,45或50层。

[0480] 本文的任何有线网络可以是一个人区域网络(PAN)，本文的任何连接器可以是一

PAN连接器，本文的任何收发器可以是一PAN收发器。另外或者此外，本文的任何网络可是一

本地区域网络(LAN)，可以是以太网连接器，本文的任何收发器可以是一LAN连接器，本文的

任何收发器可以是一LAN收发器。所述LAN可根据、可与IEEE  802.3-2008标准兼容、或可基

于IEEE  802.3-2008标准。另外或此外，所述LAN可根据、可基于、或可与10Base-T、100Base-

T、100Base-TX、100Base-T2、100Base-T4、1000Base-T、1000Base-TX兼容；以及所述LAN连接

器可以是一RJ-45型连接器。另外或此外，所述LAN可根据、可基于，或可与IOBase-FX、

10Base-SX、100Base-BX、10Base-LX10、1000Base-CX、1000Base-SX、1000Base-LX、

lOOOBase-LX10、1000Base-ZX、1000Base-BX10、10GBase-SR、10GBase-LR、10GBase-LRM、

10GBase-ER、10GBase-ZR或10GBase-LX4兼容，并且所述LAN连接器可以是一光纤连接器。另

外或此外，本文的任何网络可基于一数据包或基于交换的个人区域网络(WAN)，本文的任何

连接器可以是一WAN连接器，并且本文的任何收发器可以是一WAN收发器。另外或此外，本文

中的任何网络可根据、可基于，或可与串行外围接口(SPI)总线或内部集成电路(PC)总线兼

容。

[0481] 本文描述的任何装置，例如一装置、模块或系统，可与所述运输载具自我诊断和报

告能力集成或通信或连接，通常称为车载诊断(On-Board  Diagnostics,OBD)，一故障指示

灯(Malfunction  Indicator  Light,MIL)，或任何其他运输载具网络、传感器或执行器，可

提供所述运输载具所有者或一维修理技术存取各种运输载具子系统和计算机在运输载具

的健康或状态信息。常见的OBD系统，如所述OBD-II和所述EOBD(European  On-Board 

Diagnostics,欧洲车载诊断)，采用一诊断连接器，允许存储一运输载具参数列表，通常包

括诊断故障码(Diagnostic  Trouble  Codes ,DTCs)和参数标识号(Parameters 

IDentification  numbers,PIDs)。所述OBD-II被描述在题为：“车载诊断简介(II)”的演示

文稿中，于2012年11月从以下网址下载：http://groups .engin .umd .umich .edu/vi/w2_

workshops/OBD_ganesan_w2.pdf，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所述

诊断连接器通常包括插脚(Pins)，其为所述扫描工具从所述运输载具电池提供电力，因此

消除需将扫描工具分别连接到一电源。所述各个子系统的状态和故障存取，通过所述诊断

连接器可包括燃料和空气计量、点火系统、失火、辅助排放控制、运输载具速度和怠速控制、

传输和所述电脑。所述诊断系统可提供关于燃料水平、相对节气门位置、环境空气温度、加

速器踏板位置、空气流速、燃料类型、氧气水平、燃料轨道压力、发动机油温度、燃料喷射正

时的存储和信息、发动机扭矩、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进气温度、排气温度、燃料压力、喷射压

力、涡轮增压器压力、增压压力、排气压力、排气温度、发动机运行时间、NOx传感器、歧管表

面温度和运输载具识别号(Vehicle  Identification  Number,VIN)。所述OBD-II规范定义

所述接口和所述物理诊断连接器，以符合汽车工程师协会(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SAE)J1962标准，所述协议可使用SAEJ1850并可基于或可与SAEJ1939表面运输

载具推荐的做法题为：“一线控制和通信运输载具网络推荐做法”或SAEJ1939-01表面运输

载具标准题为：“公路设备用于控制和通信网络的推荐做法”和所述PIDs在SAE国际表面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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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载具标准J1979中定义，标题为：“E/E诊断测试模式”，为了所有目的而全部并入，如同在

此完全阐述一样。运输载具诊断系统也被描述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9141标准中，标题为：“道运输载具-诊断系统”，

以及所述ISO  15765标准，标题为：“道运输载具-诊断控制器区域网络(CAN)“，为了所有目

的而全部并入，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482] 所述车载网络的物理层可基于、兼容或根据J1939-11表面运输载具推荐实践题

为：“物理层，250K比特/秒，扭曲屏蔽对”或J1939-15表面运输载具推荐实践题为：“减少物

理层，250K比特/秒，非屏蔽双绞线(Un-Shielded  Twisted  Pair,UTP)“，所述数据链接可基

于、兼容或根据J1939-21表面运输载具推荐实践题为：“数据链路层”，所述网络层可基于、

兼容或根据J1939-31表面运输载具推荐实践题为：“网络层”，所述网络管理可基于、兼容或

根据J1939-81表面运输载具推荐实践题为：“网络管理”，并且所述应用层可基于、兼容或根

据J1939-71表面运输载具推荐实践题为：“运输载具应用层(至2004年12月)”，J1939-73表

面运输载具推荐实践题为：“应用层-诊断”，J1939-74表面运输载具推荐实践题为：“应用-

可配置消息”，或J1939-75表面运输载具推荐实践题目：“应用层-发电机组和工业“，为了所

有目的而全部并入，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483] 本文的任何有线网络可以是一本地区域网络(LAN)，以向一兼容的LAN提供一数据

通信连接。例如，可使用基于IEEE802.3标准的以太网络连接，如10/10ObaseT、1000BaseT

(十亿比特以太网络)、10个十亿比特以太网络(10GE或10GBE或10GEGE，根据IEEE标准

802 .3ae-2002asas标准)、40个十亿比特以太网络(40GbE)、或100个十亿比特以太网络

(lOOGbE按照以太网络标准IEEE  P802.3ba)。这些技术被描述在思科系统有限公司公开号

1-587005-001-3(6/99)，“互联网工作技术手册”，第7章：“以太网络技术”，第7-1至7-38页

中，为了所有目的而全部并入，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可使用一LAN收发器

或一调制解调器，如在标准微系统公司(Standard  Microsystems  Corporation ,SMSC)

LAN91C111  10/100，描述在标准微系统公司(Standard  Microsystems  Corporation,SMSC)

数据表”LAW9lClll  10/100非PCI以太网络单一芯片MAC+PHY”数据表，Rev.15(02-20-04)，

为了所有目的而全部并入，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484] 无线(Wireless)。本文的任何实施例可与一种或多种类型的无线通信信号和/或

系统结合使用，例如，射频(Radio  Frequency ,RF)、红外(Infra  Red ,IR)、频分复用

(Frequency-Division  Multiplexing ,FDM)、正交FDM(Orthogonal  FDM,OFDM)、时分复用

(Time-Division  MultiplexingTDM)、时分多存取(Time-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

TDMA)、扩展TDMA(Extended  TDMA,E-TDMA)、通用数据包无线服务(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GPRS)、扩展GPRS、码分多存(Code-Division  Multiple  Access,CDMA)、宽带CDMA

(Wideband  CDMA,WCDMA)、CDMA2000、单载波CDMA、多载波CDMA、多载波调制(Multi-Carrier 

Modulation,MDM)、离散多音(Discrete  Multi-Tone,DMT)、蓝牙(Bluetooth,RTM)、全球定

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Wi-Fi、Wi-Max、ZigBee(TM)、超宽带(Ultra-

Wideband ,UWB)、用于移动通信的全球系统(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

GSM)、2G、2 .5G、3G、3 .5G、GSM演进的增强数据速率(Enhanced  Data  rates  for  GSM 

EvolutionEDGE)或所述类似的。本文的任何无线网络或无线连接可基本上运行在根据现有

的IEEE  802.11、802.11a、802.11b、802.11g、802.11k、802.11n、802.11r、802.16、802.1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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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16e、802.20、802.21前述标准和/或未来版本和/或衍生物的标准。进一步，本文的一网

络元件(或一装置)可包括、一部分或由一蜂窝无线电话通信系统、一蜂窝电话、一无线电

话、一个人通信系统(Personal  Communication  Systems,PCS)装置、一PDA装置其中包括一

无线通信装置、或一移动/便携式全球定位系统(GPS)装置所组成。进一步，一无线通信可以

基于思科系统有限公司(7/99)出版号1-587005-001-3的第20章：“无线技术”中描述的无线

技术，题为：“互联网工作技术手册”，其内容全部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无

线技术和网络是由培生教育公司2005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描述，由William  Starlings

[ISBN：0-13-191835-4]题为：“无线通信和网络-第二版”，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

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485] 无线网络通常采用一天线(也被称为空中的天线)，其将电能转换为无线电波的一

电气装置，反之亦然，连接到一无线电收发器。在传输中，一无线电发射器以无线电频率向

所述天线发射一电流，并且所述天线从电流中将能量作为电磁波(无线电波)辐射。在接收

中，一天线拦截电磁波的部分能量，以便在其终端产生低压，并将其施加到要放大的接收机

上。典型的一天线由一组金属导体(元件)组成，并电连接(通常通过传输线)至所述接收机

或发射机。一强制通过所述天线发射器的电子的振荡电流，将在所述天线元件周围产生一

振荡磁场，而所述电子的电荷也沿所述元件产生一振荡电场。这些时变场从所述天线辐射

出来，作为一移动的横向电磁场波。相反，在接收期间，一输入无线电波的振荡电场和磁场，

对所述天线元件中的电子施加力，使它们来回移动，在所述天线中产生振荡电流。天线可被

设计成在所有水平方向上均等地发送和接收无线电波(全向天线)，或者优选地在一特定方

向上发送和接收无线电波(定向或高增益天线)。在所述后一种情况下，一天线还可包括与

所述发射器或接收器没有电连接的附加元件或表面，如寄生元件、抛物面反射器或喇叭，其

用于将所述无线电波引导成一束或其他期望的辐射案。

[0486] ZigBee。ZigBee是一高级通信协议的标准，使用基于一IEEE  802标准的小型低功

耗数字无线电用于个人区域网络(PAN)。应用包括无线灯开关、具家用显示器的电表，以及

其他需要以相对较低的速率进行短程无线数据传输的消费者和工业设备。由所述ZigBee规

范定义的技术旨在比其他WPANs更简单且更便宜，如蓝牙。ZigBee针对需要低数据速率、长

电池寿命和安全网络的射频(RF)应用。ZigBee具有250kbps的定义速率，适用于周期性或间

歇性数据或来自一传感器或输入装置的一单一信号传输。

[0487] ZigBee建立在IEEE标准802.15.4(2003版)中为低速率WPAN定义的物理层和媒介

存取控制的基础上。所述规范进一步公开四个主要部分：网络层、应用层、ZigBee装置对象

(ZigBee  Device  Objects ,ZDOs)和制造商定义的应用对象，其允许定制并有利于完全集

成。所述ZDOs负责一系列任务，其包括保持装置角色、加入网络的请求管理、装置发现和安

全性。由于ZigBee节点可在30毫秒或更短的时间内从一睡眠模式进入活动模式，因此所述

延迟可低并且装置可响应，特别是与通常大约三秒钟的蓝牙唤醒延迟相比。ZigBee节点可

在所述时间的大部分时间内休眠，因此平均功耗可更低，从而延长电池寿命。

[0488] 有三种定义类型的ZigBee装置：ZigBee协调器(ZigBee  Coordinator,ZC)、ZigBee

路由器(ZigBee  Router,ZR)和ZigBee端装置(ZigBee  End  Device ,ZED)。ZigBee协调器

(ZC)是最有能力的装置，形成所述网络树的根，并可桥接到其他网络。每个网络中只有一定

义的ZigBee协调器，定义为最初启动所述网络的装置。ZigBee协调器(ZC)能够存储有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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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网络的信息，包括作为所述信任中心和安全密钥的存储库。ZigBee路由器(ZR)可以运行

一应用功能，也可作为一中间路由器，从其他装置传递数据。ZigBee端装置(ZED)包含与一

父节点(所述协调器或一路由器)通信的功能。这种关系允许所述节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休

眠，从而延长电池寿命。一ZED需要最少量的存储器，并且制造成本比ZR或ZC便宜。

[0489] 所述协议建立在最近的算法研究(Ad-hoc按需距离矢量，neuRFon)上，以自动构建

一个节点的低速ad-hoc网络。在大多数大型网络实例中，所述网络将是一簇集群。也可以形

成一网或一单一簇。所述当前的ZigBee协议支持信标和非信标启用的网络。在非信标使能

的网络中，使用一非时隙的CSMA/CA信道存取机制。在这种类型的网络中，ZigBee路由器通

常使其接收器持续活动，需要更强大的电源。然而，这允许异构网络，其中一些装置连续接

收，而其他装置仅在检测到一外部刺激时发送。

[0490] 在启用信标(Beacon-Enabled)的网络中，所述特殊网络节点被称为ZigBee路由器

发送周期性信标以确认其存在于其他网络节点。节点可在所述信标之间休眠，从而降低其

占空比(Duty  Cycle)并延长其电池寿命。信标间隔取决于所述数据速率；其范围从15.36毫

秒到251.65824秒(250K比特/秒)，从24毫秒到393.216秒(40K比特/秒)，以及从48毫秒到

786.432秒(20K比特/秒)。通常，所述ZigBee协议最小化所述无线电时间以降低功耗。在信

标网络中，节点只需要在发送一信标时处于活动状态。在不支持信标的网络中，功耗显然是

不对称的：一些装置总是处于活动状态，而另一些装置则在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休眠状态。

[0491] 除所述智能能源概览2.0(Smart  Energy  Profile  2.0)外，当前的ZigBee装置符

合所述IEEE  802.15.4-2003低速无线个人区域网络(Low-Rate  Wireless  Personal  Area 

Network,LR-WPAN)标准。所述标准规定了较低协议层-所述物理层(PHYsical  layer,PHY)，

以及所述数据链路层(Data  Link  Layer ,DLL)的所述媒体存取控制(Media  Access 

Control ,MAC)部分。所述基本信道存取模式为“载波侦听(Carrier  Sense)，多存取

(Multiple  Access)/冲突避免(Collision  Avoidance)”(CSMA/CA)，即所述节点以所述方

式与人交谈；在开始之前简要地检查一下是否有人在说话。对于所述CSMA的使用有三个值

得注意的例外。信标是按固定的时间安排发送的，以及不使用CSMA。消息确认也不使用

CSMA。最后，具有低延迟实时间要求的指向信标网络中的装置也可使用保证时隙

(Guaranteed  Time  Slots,GTS)，其通过定义不使用CSMA。

[0492] Z-Wave。Z-Wave是由所述Z-Wave联盟(http://www.z-wave.com)设计的，用于家庭

自动化的一种无线通信协议，专门用于住宅和轻型商业环境中的远程控制应用。所述技术

采用一低功率射频无线电，嵌入或改装成家用电子设备和系统，如照明、家庭存取控制、娱

乐系统和家用电器。Z-Wave使用专为远程控制应用设计的一低功耗无线技术进行通信。Z-

Wave工作在十亿赫兹频率范围内，大约900MHz。此频段与一些无绳电话和其他消费电子设

备竞争，但避免干扰WiFi和在所述拥挤的2.4GHz频带上运行的其他系统。Z-Wave可轻松嵌

入消费类电子产品中，包括电池供电装置，如遥控器、烟雾报警器和安全传感器。

[0493] Z-Wave是一种网状网络技术，其中所述网络上的每个节点或装置都能够通过墙壁

或楼层发送和接收控制命令，并使用中间节点来绕过所述家庭中可能发生的家庭障碍或无

线电死角。Z-Wave装置可单独工作或以群组工作，并可编程到触发(自动或通过远程控制)

多个装置的场景或事件中。所述Z-Wave无线电规范包括9,600比特/秒或40千比特/秒的带

宽，可完全互操作、GFSK调制以及假设“户外(Open  Air)”条件下大约100英尺(或30米)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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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在室内范围内减小所述Z-Wave无线电使用900MHz  ISM频段：908 .42MHz(美国)；

868.42MHz(欧洲)；919.82MHz(香港)；和921.42MHz(澳大利亚/新西兰)。

[0494] Z-Wave使用一源路由网状网络拓扑，并具有一个或多个控制路由和安全性的主控

制器。所述装置可通过使用中间节点主动路由，并绕过可能发生的家庭障碍或无线电死角，

来与另一人进行通信。假设一第三节点B可与节点A和C通信，即使所述两个节点不在范围

内，也可成功地传送消息从节点A到节点C的。如果所述优选路由不可用，则所述消息始发者

将尝试其他路由，直到找到所述“C”节点的路径。因此，Z-Wave网络可比单一的单元的无线

电范围更远；然而，这些跳(Hops)的几次，可在所述控制命令和所述期望结果之间引入一延

迟。为了使Z-Wave单元能够路由未经请求的消息，其不能处于修眠模式。因此，大多数电池

供电的装置不是设计为转发器单元。如果需要更多装置，Z-Wave网络可包括多达232个装置

和桥接网络选项。

[0495] WWAN。本文的任何无线网络可以是一无线广域网络(Wireless  Wide  Area 

Network,WWAN)，例如一无线宽带网络，并且所述WWAN端口可以是一天线，并且所述WWAN收

发器可以是一无线调制解调器。所述无线网络可以是一卫星网络，所述天线可以是一卫星

天线，并且所述无线调制解调器可以是一卫星调制解调器。所述无线网络可以是一WiMAX网

络，如根据、基于或兼容IEEE  802.16-2009，所述天线可以是一WiMAX天线，以及所述无线调

制解调器可以是一WiMAX调制解调器。所述无线网络可以是一蜂窝电话网络，所述天线可以

是一蜂窝天线，并且所述无线调制解调器可以是一蜂窝调制解调器。所述蜂窝电话网络可

以是第三代(3G)网络，并且可使用UMTS  W-CDMA、UMTS  HSPA、UMTS  TDD、CDMA2000  1xRTT、

CDMA2000EV-DO或GSM  EDGE-Evolution。所述蜂窝电话网络可以是第四代(4G)网络，并且可

使用或兼容HSPA+、移动WiMAX、LTE、LTE-Advanced、MBWA，或者可基于或与IEEE  802.20-

2008兼容。

[0496] WLAN。无线本地区域网络(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WLAN)是利用所述工

业、科学和医学(Industrial、Scientific  and  Medical,ISM)频率频谱的一种流行的无线

技术。在美国(US)，所述ISM频谱内的所述频带中的三个是A频带902-928MHz、B频带2.4-

2.484GHz(也被称为2.4GHz)以及C频带5.725-5.875GHz(也被称为5GHz)。在欧洲和日本等

不同地区使用重叠和/或类似的频带。为了允许不同供应商制造的设备之间的互操作性，很

少有WLAN标准已发展作为所述IEEE  802 .11标准群组的一部分，称为WiFi(www .wi-

fi.org)。IEEE  802.11b描述了使用2.4GHz频率频带并支持11Mb/s通信速率的通信，IEEE 

802.11a使用5GHz频率频带承载54MB/s而IEEE  802.11g使用2.4GHz频带来支持54Mb/s。所

述WiFi技术是进一步被描述在2003年7月公布的电信管理局发起的题为：“WiFi技术”的出

版物中，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所述IEEE  802在两个或多个装

置之间定义一个ad-hoc连接而不使用一无线存取点：所述装置在范围内直接通信。一ad 

hoc网络提供点对点布局，并且常用于一快速数据交换或一多人区域网络游戏，因为所述设

置很容易且不需要存取点。

[0497] 一具有WLAN接口的节点/客户端通常被称为STA(无线站/无线客户端)。所述STA功

能可被嵌入作为所述数据单元的部分，或者另外是一专用单元，称为桥接器，耦合到所述数

据单元。虽然STA可在没有任何附加硬件(ad-hoc模式)的情况下进行通信，但是这种网络通

常涉及无线存储点(也称为WAP或AP)作为一中介装置。所述WAP实现所述基站集(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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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ons  Set,BSS)和/或ad-hoc模式基于独立BSS(IBSS)。STA、客户端、桥接器和WAP将在

此统称为WLAN单元。所述美国IEEE  802.11g无线的带宽分配允许多个通信会话同时发生，

其中11个重叠信道被定义为间隔5MHz，跨越2412MHz作为所述中心频率用于信道号1，通过

信道2以2417MHz和2457MHz为中心作为信道的所述中心频率数字10，直到通道11，中心为

2462MHz。每个信道带宽为22MHz，对称(+/-11MHz)位于所述中心频率周围。在所述传输路径

中，第一所述基带信号(IF)被生成基于所述数据被传输，使用256QAM(Quadrature 

Amplitude  Modulation ,正交振幅调制)的OFDM(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正交频分复用)调制技术，得到22MHz(单一频道宽)频带频率信号。将所述信

号向上转换为所述2.4GHz(RF)并置于所述中频频率的所需信道，并通过所述天线发送到空

中。类似的，所述接收路径包括在所述RF频谱中的一接收信道，向下转换为所述基带(IF)，

其中所述数据且被提取。

[0498] 为支持多个装置并使用一永久解决方案，一般使用无线存取点(Wireless  Access 

Point,WAP)。一无线存取点(WAP或存取点-AP)是一个装置，允许无线装置使用Wi-Fi或相关

标准连接到有线网络。所述WAP通常连接到一路由器(通过一有线网络)作为一独立的装置，

但也可以是所述路由器本身的一整体部件。使用无线存取点(AP)允许用户在很少或没有电

缆的情况下添加存取所述网络的装置。一WAP偶常情况下，直接连接到一有线的以太网络连

接，以及所述AP再使用无线电频率链路提供无线连接，以用于其他装置以利用其有线连接。

大多数AP支持多个无线装置的连接到一有线连接。无线存取通常涉及特殊的安全考虑因

素，因为在所述WAP的一范围内的任何装置都可附加到所述网络。所述最常见的解决方案是

无线流量加密。现代存取点带有内置加密如有线等效保密(Wired  Equivalent  Privacy ,

WEP)和Wi-Fi保护存取(Wi-Fi受保护的Access ,WPA)，通常与一密码或一密码短语一起使

用。一般的认证，特别是一种WAP认证，被用作授权的所述基础，其确定是否可向一特定用户

或进程授予一特权，保护信息不被非参与者知晓，并且非拒绝，即所述无法拒绝做出基于所

述认证授权完成的事情。一般认证，特别是WAP认证，可使用提供一网络服务的一认证服务

器，应用程序可使用该服务来提供所有凭证，通常是其用户的帐户名和密码。当一客户端提

交一组有效凭证时，会收到一张加密票据，随后可用于存取各种服务。一身份验证算法包括

密码、Kerberos和公钥加密。

[0499] 用于网络数据的现有技术可基于单一载波调制技术，如AM (Am pl i tud e 

Modulation,振幅调制)、FM(Frequency  Modulation,频率调制)和PM(Phase  Modulation相

位调制)，以及比特编码技术，如QAM(Quadrature  Amplitude  Modulation正交振幅调制)和

QPSK(Quadrature  Phase  Shift  Keying ,正交相移键控)。在所述技术中已知扩频技术，包

括DSSS(Direct  Sequence  Spread  Spectrum,直接序列扩频)和FHSS(Frequency  Hopping 

Spread  Spectrum ,跳频扩频)。扩频通常采用多载波调制(Multi-Carrier  Modulation ,

MCM)如OFDM(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正交频分复用)。OFDM和其

他扩频通常用于无线通信系统中，特别是在WLAN网络中。

[0500] BAN。一无线网络可以是一身体区域网络(Body  Area  Network,BAN)根据、基于或

与IEEE  802.15.6标准兼容，并且通信装置可包括一BAN接口，其可包括一BAN端口和一BAN

收发器。所述BAN可以是一无线BAN(WBAN)，并且所述BAN端口可以是一天线，并且所述BAN收

发器可以是一WBAN调制解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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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1] 蓝牙(Bluetooth)。蓝牙是一种无线技术标准，用于从固定和移动装置短距离交换

数据(在2.4至2.485GHz的ISM频段中使用短波长UHF无线电波)，以及建立个人区域网络

(PAN)。其可以连接几个装置，并克服同步问题。个人区域网络(PAN)可根据、基于或兼容

BluetoothTM或IEEE  802.15.1-2005标准。在授予Huang的美国专利申请第2014/0159877号

中描述一蓝牙控制的电器，题为：“蓝牙可控电器”，并且在Garb等人的美国专利申请第

2014/0070613号中描述一种电力供应，题为：“电源和相关方法”，其全部用于所有目的，如

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任何个人区域网络(PAN)可根据、基于或兼容BluetoothTM或IEEE 

802.15.1-2005标准。在授予Huang的美国专利申请第2014/0159877号中描述蓝牙控制的电

器，题为：“蓝牙可控电器”，并且在Garb等人的美国专利申请第2014/0070613号中描述了一

种电力供应，题为：“电源和相关方法”，其全部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502] 蓝牙运行在2402和2480MHz之间，或2400和2483.5MHz的频率之间，包括在所述底

端2MHz宽和在所述顶部3.5MHz宽的保护带。这是全球未经许可(但不是不受管制)的工业、

科学和医疗(ISM)2.4GHz短程无线电频率带。蓝牙使用称为跳频扩频的一种无线电技术。蓝

牙将传输的数据分成数据包，并在79个指定的蓝牙通道之一上传输每个数据包。每个通道

的带宽为1MHz。通常每秒执行800跳(Hops)，启用自适应跳频(Adaptive  Frequency-

Hopping ,AFH)。蓝牙低功耗使用2MHz间隔，可容纳40个通道。蓝牙是基于一数据包的协议，

具有一主从结构。一主装置(或主机)可在一微微网(Piconet)中与多达七个从属装置通信。

所有装置共享所述主装置的时钟。数据包交换基于所述基本时钟，由所述主装置定义，其间

隔为312.5μs。两个时钟节拍构成625μs的时隙，两个时隙构成一1250μs的时隙对。在单插槽

数据包的简单情况下，所述主装置在偶数时隙中发送，并在奇数时隙中接收。相反，所述从

属装置在偶数时隙中接收，并在奇数时隙中发送。数据包可以是1、3或5个槽(Slots)长，但

在所有所述情况下，所述主传输在偶数时隙中开始，所述从属在奇数时隙中开始。

[0503] 一主机蓝牙装置可在一微微网中与最多七个装置进行通信(一使用蓝牙技术的

ad-hoc计算机网络)，并非所有装置达到这个最大值。所述装置可通过协议切换角色，并且

所述从属设备可成为所述主设备(例如，一耳机启动一连接到一电话必须以主装置作为连

接的发起者-但随后可作为从属装置运行)。所述蓝牙核心规范提供两个或多个微微网的连

接，以形成一散射网，其中某些装置同时在一微微网中扮演主角色，而在另一微微网中同时

扮演从属角色。在任何给定时间，数据可在所述主装置和另一装置之间传送(除了所述的很

少使用的广播模式)。主装置选择要寻址的从属装置；通常，以一种循环方式从一装置快速

切换到另一装置。既然是主装置选择要寻址的从属装置，而一从属装置应该在每个接收槽

中听，那么一主装置比一从属装置轻一负担。作为七个从属装置的一主装置是可能的；作为

一个以上的主装置的从属装置是困难的。

[0504] 低功耗蓝牙(Bluetooth  Low  Energy)。蓝牙低功耗(蓝牙LE、BLE、以蓝牙智能为卖

点)是由所述蓝牙特别兴趣群组(Special  Interest  Group,SIG)设计和销售的一种无线个

人区域网络技术，旨在用于所述医疗保健、健身、信标、安全和家庭娱乐业。与传统蓝牙相

比，蓝牙智能旨在提供显着降低的功耗和成本，同时保持相似的通信范围。蓝牙低功耗描述

于蓝牙SIG于2014年12月2日发布的标准涵盖核心封装版本4.2，题为：“主目录和合规性要

求-规范卷0”，以及2012年Carles  Gomez等人发布的传感器[ISSN  1424-8220]中的一篇文

章[Sensors  2012,12,11734-11753；doi：10.3390/s  120211734]题为：“蓝牙低功耗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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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评估：一种新兴的低功耗无线技术”，其全部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505] 蓝牙智能技术在相同频谱范围(2.400GHz-2.4835GHz  ISM频段)中作为传统蓝牙

技术运行，但使用一组不同的信道。蓝牙智能具有40个2-MHz信道，而不是传统蓝牙79  1-

MHz信道。在一个通道内，数据使用高斯频率移调制传输，类似于传统蓝牙的基本速率方案。

所述比特率是1M比特/秒，并且所述最大发射功率是10mW。蓝牙智能使用频率跳频来解决窄

带干扰问题。传统蓝牙也使用频率跳跃，但细节是不同的；结果，虽然FCC和ETSI都将蓝牙技

术归类为一种FHSS方案，但蓝牙智能被分类为使用数字调制技术或一直序扩频的系统。所

有蓝牙智能装置都使用所述通用属性配置文件(Generic  Attribute  Profile,GATT)。所述

应用-编程接口提供由一蓝牙智能感知操作系统通常将基于GATT的概念。

[0506] NFC。这里的任何无线通信可部分或全部根据、兼容或基于短距离通信如近场通信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NFC)，具有20厘米的理论工作距离和约4厘米的实际工作距

离，常用于移动装置，如智能手机。所述NFC通常在ISO/IEC18000-3空中接口中定义的

13.56MHz下工作，数据速率范围为106K比特/秒至424K比特/秒。NFC通常涉及一发起者和一

目标；所述发起者主动产生一可为被动目标供电的射频场。如果两个装置都通电，则NFC对

等通信是可能的。

[0507] 所述NFC通常支持被动和主动操作模式。在被动通信模式中，所述发起者装置通过

调制现有场，提供一载波场和目标装置答案，并且所述目标装置可从所述发起者提供的电

磁场中提取其运行功率，从而制作所述目标装置应答。在主动通信模式中，两个装置通常都

具有电源，并且启动器和目标装置都通过交替地产生自己的场来进行通信，其中一装置在

等待数据时停用其RF场。NFC通常使用幅移键控(ASK)，并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案来传输数据。

在所述数据传输速率为106K比特/秒时，使用一100％调制的改进米勒编码，而在所有其他

情况下，曼彻斯特编码使用调制比为10％。

[0508] 所述NFC通信可部分或全部根据、兼容或基于NFC标准ISO/IEC  18092或ECMA-340

标题为：“近场通信接口和协议-1(NFCIP-1)”，以及ISO/IEC  21481或ECMA-352标准题为：

“近场通信接口和协议-2(NFCIP-2)”。所述NFC技术被描述在ECMA国际白皮书Ecma/TC32-

TG19/2005/012题为：“近场通信-白皮书”，罗德与施瓦茨白皮书lMA182_4e题为：“近场通信

(NFC)技术与测量白皮书”，以及在Jan  Kremer咨询服务(JKCS)白皮书题为：”NFC-近场通

信-白皮书“，这些白皮书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509] 蜂窝(Cellular)。蜂窝电话网络可根据、兼容或可基于第三代(3G)网络使用UMTS 

W-CDMA、UMTS  HSPA、UMTS  TDD、CDMA2000  1xRTT、CDMA2000  EV-DO或GSM  EDGE-Evolution。

所述蜂窝电话网络可以是第四代(4G)网络使用HSPA+、移动WiMAX、LTE、LTE-Advanced、

MBWA，或者可基于或兼容IEEE  802.20-2008。

[0510] 电子电路和部件在维基百科的一本书中描述，其名称为：“电子”，于2015年3月15

日从en.wikibooks .org下载，并在由Owen  Bishop撰写的一本书中题为：“电子-电路与系

统”第四版，已出版2011年由爱思唯尔有限公司[ISBN-978-0-08-096634-2]，其全部内容用

于所有目的，如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511] 本文中任何有线网络的拓扑可基于或可使用点对点、总线、星形、环形或圆形、网

格、树、混合或菊花链拓扑。任何两个节点可以一点对点拓扑连接，并且这里两个节点之间

的任何通信可以是单向、半双工或全双工。本文中的任何媒体介绍可包括一不平衡线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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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由一不平衡线路组成，并且本文中的任何信号可通过采用单端信令的媒介来承载，所

述单端信令可基于、可根据或者可与RS-232或RS-423标准相容。另外或此外，本文中的任何

媒体介绍可包括一平衡线，或可由一平衡线组成，并且本文中的任何信号可通过采用差分

信令的所述媒介来承载，其可基于、可根据或者可与RS-232或RS-423标准兼容。本文中通过

一媒介的任何通信可使用串行或并行传输。

[0512] 本文中的任何运输载具可以是适于在陆地上行驶(和/或旅行)的一地面运输载

具，例如一自行车、一车辆、一摩托车、一火车、一电动滑板车、一地铁、一列车、一无轨电车

以及一电车。另外或此外，所述运输载具可以是一适于在水上或水中行驶的一充气船或一

潜水船，并且所述船只(和/或船舶)可以是一大船、一小船、一气垫船、一帆船、一游艇或一

潜艇。另外或此外，所述运输载具可以是适用于在空中飞行的一航空器，并且所述航空器可

以是一固定翼或一旋翼飞行器，例如一飞机、一航天器、一滑翔机、一无人机或一无人驾驶

飞行运输载具(UAV)。

[0513] 本文中的任何设备或装置可操作以连接到运输载具中的一汽车电子设备，与运输

载具中的一汽车电子设备通信，或者可以是一运输载具中的汽车电子设备的一部分，或者

可与汽车电子设备一体化。一电子控制单元(ECU)可包括或可以是本文任何设备或装置的

一部分。另外或此外，本文中的任何设备或装置可由所述运输载具中的一电子控制单元

(ECU)组成，可以是其一部分，可与一电子控制单元(ECU)集成，可连接或可耦合到电子控制

单元(ECU)，并且所述电子控制单元(ECU)可以是电子/发动机控制模块(Electronic/

engine  Control  Module,ECM)、发动机组控制单元(Engine  Control  Unit,ECU)、动力总成

控制模块(Powertrain  Control  Module,PCM)、变速箱控制模块(Transmission  Control 

Module,TCM)、制动控制模块(Brake  Control  Module,BCM或EBCM)、中央控制模块(Central 

Control  Module ,CCM)、中央计时模块(Central  Timing  Module ,CTM)、通用电子模块

(General  Electronic  Module,GEM)、车身控制模块(Body  Control  Module,BCM)、悬架控

制模块(Suspension  Control  Module,SCM)、车门控制单元(Door  Control  Unit,DCU)、电

动助力转向控制单元(Electric  Power  Steering  Control  Unit ,PSCU)、座椅控制单元

(Seat  Control  Unit)、速度控制单元(Speed  Control  Unit,SCU)、远程信息处理控制单元

(Telematic  Control  Unit,TCU)、一变速箱控制单元(Transmission  Control  Unit,TCU)、

制动控制模块(Brake  Control  Module ,BCM；ABS或ESC)、一电池管理系统(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控制单元(Control  Unit)和控制模块(Control  Module)。另外或此

外，所述电子控制单元(ECU)可包括、可使用、可基于或可执行一软件、一操作系统或一个中

间件，其可包括、可基于、可根据或可使用OSEK/VDX、国际标准化组织(ISO)17356-1、ISO 

17356-2、ISO  17356-3、ISO  17356-4、ISO  17356-5或AUTOSAR标准。本文中的任何软件可包

括、可使用或可基于一操作系统或一中间件，其可包括、可基于、可根据或可使用OSEK/VDX、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17356-1、ISO  17356-2、ISO  17356-3、ISO  17356-4、ISO  17356-5或

AUTOSAR标准。

[0514] 本文的任何网络可以是一运输载具网络，例如一运输载具总线或任何其他车载网

络。一连接元件包括一收发器，用于向所述网络发送和接收。所述物理连接通常涉及一连接

器耦合到所述收发器。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可包括、可兼容、可基于、可使用或可由一控制器

区域网络(CAN)协议、规范、网络或系统所组成。所述总线媒介可由一单线或一双线组成，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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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UTP或一STP。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可采用、可使用、可基于或者可与多主装置、串行协议

兼容，使用确认、仲裁和错误检测方案，以及可进一步使用同步、基于帧的协议。

[0515] 所述网络数据链路和物理层信令可根据、兼容、基于或使用ISO  11898-1：2015。所

述媒介存取可根据、兼容、基于或使用ISO  11898-2：2003。所述运输载具总线通信可进一步

根据、兼容、基于或使用ISO  11898-3：2006、ISO  11898-2：2004、ISO  11898-5：2007、ISO 

11898-6：2013、ISO  11992-1：2003、ISO  11783-2：2012、SAE  J1939/11_201209、SAE  J1939/

15_201508或SAE  J2411_200002标准中的任何一个或全部。所述CAN总线可根据、可兼容、可

基于、可使用或可由具有灵活数据速率(CANFD)协议、规范、网络或系统的CAN所组成。

[0516] 另外或此外，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可包括、可基于、可兼容、可使用或可由一本地互

连网络(LIN)协议、网络或系统所组成，并且可根据、可兼容、可基于或可使用ISO  9141-2：

1994、ISO  9141：1989、ISO  17987-1、ISO  17987-2、ISO  17987-3、ISO  17987-4，ISO  17987-

5，ISO  17987-6或ISO  17987-7标准中的任何一个或全部。所述电池电源线或一单一线可用

作所述网络媒介，并且可使用一个主装置控制所述网络的一串行协议，而所有其他连接元

件用作从属装置。

[0517] 另外或此外，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可包括、可兼容、可基于、可使用或者可由一

FlexRay协议、规范、网络或系统所组成，并且可根据、可兼容、可基于或可使用ISO  17458-

1：2013、ISO  17458-2：2013、ISO  17458-3：2013、ISO  17458-4：2013或ISO  17458-5：2013标

准中的任何一个或全部。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可支持一标称数据速率为lOMb/s，并且可以支

持两个独立的冗余数据通道，以及每个连接元件的独立时钟。

[0518] 另外或此外，本文中的任何运输载具总线可包括、可基于或可由一航空电子数据

总线标准所组成，如航空器数据网络(Aircraft  Data  Network,ADN)、航空电子全双工开关

以太网络(Avionics  Full-Duplex  Switched  Ethernet，AFDX)、航空无线电公司

(Aeronautical  Radio  INC.,ARINC)664、ARINC  629、ARINC  708、ARINC  717、ARINC  825、

MIL-STD-1553、MIL-STD-1760或时间触发协议(Time-Triggered  ProtocolTTP)。

[0519] 另外或此外，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可包括、可兼容、可基于、可使用或可由一种媒体

导向系统系统传输(Media  Oriented  Systems  Transport,MOST)协议、网络或系统所组成，

并且可根据、可兼容、可基于或可使用MOST25、MOST50或MOST150中的任何一个或全部。所述

运输载具总线可采用一环拓扑，其中一连接元件可以是连续发送帧的所述定时主装置(或主

机)，其中每个帧包括用于同步所述其他连接元件的一前导码。所述运输载具总线可支持同步

流数据以及异步数据传输。所述网络媒介可以是导线(如UTP或STP)，也可以是一光学媒介，如

塑料光纤(Plastic  Optical  Fibers,POF)通过一光连接器连接。在一示例中，所述运输载具

总线可包括、可基于或可由汽车以太网络所组成，可仅使用一单一双绞线，并且可采用、使用、

可基于、可兼容或者可由IEEE802.3  100BaseT、IEEE802.3  1000BaseTl、 或

IEEE  802.3bw-2015标准所组成。

[0520] 所述方法和本文所述的步骤可用于检测恶意软件，例如一韧件病毒、一计算机病

毒、间谍软件、DoS(Denial  of  Service,拒绝服务)、提权软件包、勒索软件、广告软件，后门

程序，特洛伊木马或一破坏性软件恶意软件。进一步，通过阻止一恶意软件相关消息来通过

所述系统(如或从，外部设备)，避免了所述恶意软件可能造成的损害。

[0521] 电子电路和部件被描述在维基百科中的一本书题为：“电子”，于2015年3月15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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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wikibooks.org下载，以及由Owen  Bishop撰写题为：“电子-电路与系统”第四版，并由爱

思唯尔有限公司出版的2011年[ISBN-978-0-08-096634-2]，其全部内容用于所有目的，如

同在此完全阐述一样。

[0522] 所述术语“消息”在本文中用于包括任何类型的信息或一个或多个数据报，作为一

单独处理、作为一组或作为数据报的一群组。所述数据报可以是一数据包或一帧，或代表一

信息单元的任何其他类型的数据字节(或比特)群组。

[0523] 在使用专用PCB的情况下，所述电连接可使用一边沿连接器，其涉及一印刷电路板

(PCB)的部分，此部分由通向印刷电路板的边缘的迹线组成，以插入一匹配的插座。所述连

接器在计算机中用于外部卡的扩展槽，如PCI、PCI  Express和AGP卡。边缘连接器插座由一

侧开口的塑料“盒子”组成，在所述较长边缘的一侧或两侧具有销钉、弹簧以推入所述开口

中心的中间。连接器通常用于确保正确的极性，并且可包含用于极性的凸起或凹口，并且确

保未插入错误类型的装置。选择所述插座宽度以适合连接PCB的厚度。

[0524] 本文描述的任何部分或全部方法提供的任何部分可作为一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其被定义为用作所述接口的一中间软件、允

许交互和数据。在一应用软件和应用平台之间共享，其中提供少数或所有服务，并且通常用

于公开或使用一特定的软件功能，同时保护所述其余的所述应用。所述API可基于或根据可

移植操作系统接口(POSIX)标准，定义所述API以及指令线壳和实用程序接口，以便软件与

Unix和其他操作系统的变体兼容，如POSIX.1-2008同时是IEEE  STD.1003.1TM-2008题为：

“信息技术标准-便携式操作系统接口(POSIX(R))描述”，和所述开放群组技术标准基本规

范，第7期，IEEE  STD。1003.1TM，2013版。

[0525] 本文描述的任何部分或全部方法的任何部分可由一处理器实现如处理器125，并

且可进一步与各种装置和系统结合使用，例如一装置可以是一个人计算机(PC)、一台式电

脑、一移动电脑、一膝上型电脑、一笔记本电脑、一平板电脑、一服务器电脑、一手持电脑、一

手持装置、一个人数码助理(PDA)装置、一手机、一手持机PDA装置、一车载装置、一车外装

置、一混合装置、一车辆装置、一非车辆装置、一移动或便携式装置，或一非移动或不便携装

置。

[0526] 所述术语“端口”是指存取于一装置、电路或网络的一地方，其中可提供或撤回能

源或信号。所述术语网络装置的“接口”是指一物理接口、一逻辑接口(例如，一物理接口的

一部分或有时在行业中称为一子接口-例如但不限于与一网络接口相关联的一特定VLAN)，

和/或一虚拟接口(例如，基于某些特性将流量群组合在一起-例如但不限于一隧道接口)。

如本文所使用的所述术语“独立”涉及两个(或更多个)元素、过程或功能，是指一种场景，其

中一个不影响或排除另一个。例如，独立通信如同一对独立数据路由，意味着通过一条数据

路由的通信，不会影响或排除所述其他数据路由上的通信。

[0527] 本文中的任何装置，如所述分析器装置120，可与整个装置的一部分或整体装置集

成。所述器具(即设备或装置)的主要功能可与食物储存、处理或准备相关联，如微波炉、一

电动搅拌器、一窑、一炉或一用于加热食物的电磁炉，或所述器具可以是一冰箱、一冰柜、一

食品处理器、一洗碗机、一食品搅拌机、一饮料制造机、一咖啡机、或一冰茶制造机。另外或

此外，所述装置的主要功能可以与一环境控制如温度控制相关联，并且所述装置可由一

HVAC系统、一空气调节器或一加热器组成，或者可以是其一部分。另外或此外，所述器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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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可与一清洁动作相关联，例如一洗衣机、一所述的用于清洁所述吸尘器的干燥器，

或者一真空吸尘器。另外或此外，所述器具的主要功能可与水控制或水加热相关联。所述设

备可以是一应答机、一电话机、一家用电影系统、一HiFi系统、一CD或DVD播放器、一电炉、一

垃圾压缩机、一烟雾探测器、一灯具、或一除湿机。所述器具可以是一手持计算装置或一电

池供电的便携式电子装置，如个笔记本或笔记本电脑、一媒体播放器、一手机、一个人数字

助理(PDA)、一图像处理装置、一数码相机、或一录像机。所述设备的集成可涉及在所述相同

的机箱中共享一部件如外壳，共享所述相同的连接器如共享一电源连接器用于连接到一电

源，其中所述集成涉及共享所述相同的连接器由所述相同的电源供电。所述器具的集成可

涉及共享所述相同的电源、共享所述相同的处理器、或安装到所述相同的表面上。

[0528] 本文描述的步骤可以是顺序的，并且以描述的顺序执行。例如，在响应于另一步骤

执行一步骤的一种情况下，或者在完成另一步骤时，在所述其他步骤之后执行所述步骤。然

而，在所述两个或更多个步骤未被明确描述为执行循序地的情况下，这些步骤可以任何顺

序执行或者可同时执行。两个或更多个步骤可由两个不同的网络元件执行，或者在所述相

同的网络元件中执行，并且可使用多处理或多任务并行执行。

[0529] 一有形机器可读媒体(例如一个存储器)可具有一组指令，其详述本文所述的方法

和步骤的部分(或全部)存储在其中，使得当由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执行时，能导致一个或多

个处理器，用于执行本文的方法和步骤的部分或全部。任何网络元件可以是一计算装置，其

包括一处理器和一计算机可读存储器(或任何其他有形机器可读媒体)，并且所述计算机可

读存储器可包括计算机可读指令，使得当由所述处理器读取，所述指令使所述处理器执行

一个或多个本文所述的方法或步骤。任何公开的流程图或方法，或其任何步骤，可实现存储

在一存储器上的软件形式或一计算机可读的非暂时性信息存储介质如一光盘或磁盘，一非

易失性存储器(例如，闪存或ROM)，RAM和其他形式的易失性存储器。所述信息存储媒体可以

是所述计算机的一内部部分、一可拆卸的外部元件耦合到所述计算机或者通过一有线或无

线网络远程存储的单元。

[0530] 本文中利用如“处理”、“运算”、“计算”、“确定”、“建立”、“分析”、“检查”等术语的

讨论可以指操作和/或一计算机、一计算平台、一计算系统或其他电子计算装置的过程，其

操纵和/或转换在所述计算机的寄存器和/或存储器内表示为物理(例如，电子)量的数据。

其他数据类似表示为所述计算机的寄存器和/或存储器或其他信息存储介质中的物理量，

其可存储执行操作和/或过程的指令。

[0531] 在本说明书的所有描述和权利要求中，所述词语“耦合”，以及词的变体如“耦接”、

“耦合的”和“可联结的”，指的是一电连接(例如一铜线或焊接连接)、一逻辑连接(如通过半

导装置的逻辑装置)、一虚连接(如通过随机分配的存储器位置一存储器装置)或任何其他

合适的直接或间接连接(包括组合或序列的连接)，例如用于允许所述电力、信号或数据的

传输，以及通过插入装置或元件形成的连接。

[0532] 所述布置和方法在本文中描述可使用硬件、软件或两者的组合来实现。所述术语

“集成”或“软件集成”或对本文两个程序或过程的集成的任何其他引用(例如，程序、模块、

功能、过程等)是指其(直接或通过另一部件的软件部件)合并，工作或共同运作或整体形

成，通常用于共享一共同目标或一组目标。这种软件集成可采用所述形式的共享相同的程

序代码、交换数据、由所述相同的管理器程序管理、由所述相同的处理器执行、存储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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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媒介上、共享所述相同的GUI或其他用户界面、共享外部硬件(如一显示器、打印机、

键盘和存储器)、共享数据或一数据库、或作为一单包的部分。所述术语“集成”或“硬件集

成”或硬件部件的集成在此指的是(直接或通过另一部件)组合，工作或共同运作或形成一

体的硬件部件，通常用于共享一共同目的或一组目标。这种硬件集成可采用所述形式的共

享相同的电源(或电源)或共享其他资源、交换数据或控制(例如，通过通信)、由所述相同的

管理器管理、物理连接或附加、共享外部硬件连接(如一监视器、打印机、键盘和存储器)、是

一单包的部分或安装在一单一外壳(或任何其他物理配置)、共享一通信端口、或由所述相

同的软件使用或控制或硬件。所述术语“集成”在本文中是指(如适用)一软件集成、硬件集

成或其任何组合。

[0533] 本文的任何网络可基于帧或数据包。可利用任何网络协议在网络(如所述互联网)

内的网络元件(例如，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交换信息。例如，预期可使用TCP/IP执行通信。

通常，HTTP和HTTPS在TCP/IP之上被用作消息系统传输信封。这两个协议可比其他消息管理

技术更好地处理防火墙技术。然而，如果需要更高的通信可靠性，合作伙伴可选择使用一消

息队列系统而不是HTTP和HTTPS。一消息队列系统的非限制性示例是IBM的MQ-序列或所述

Microsoft消息队列(MSMQ)。这里描述的系统适用于HTTP/HTTPS、消息排队系统和其他通信

系统传输协议技术。进一步，根据所述不同的业务和技术要求，所述各个合作伙伴在所述网

络内，所述物理网络可包含和利用多种通信协议技术。

[0534] 一有形机器可读媒体(例如一存储器)可具有一组指令，其详述本文的方法和步骤

的一部分(或全部)存储在其中，使得当由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执行时，可使一个或多个处理

器执行本文的方法和步骤的部分或全部。任何网络元件可以是一计算装置，其包括一处理

器和一计算机可读存储器(或任何其他有形机器可读媒体)，并且所述计算机可读存储器可

包括计算机可读指令，使得当由所述处理器读取，所述指令使所述处理器执行本文的方法

或步骤中的一个或多个。

[0535] 本文中的任何装置或网络元件可包括、包含或由一个人计算机(PC)、一台式计算

机、一移动计算机、一膝上型电脑、一笔记本电脑、一平板电脑、一服务器电脑、一手持电脑、

一手持装置、一个人数字助理(PDA)装置、一手机、一手持PDA装置、一车载装置、一车外装

置、一混合装置、一车辆装置、一非车载装置、一手机或便携式装置、一非移动式或一非便携

式装置所组成。进一步，本文中的任何装置或网络元件可包括、包含或由一个主要器具(白

色物品)，并且可以是一空调、洗碗机、干衣机、干燥柜、冷冻室、冰箱、厨房灶具、热水器、洗

衣机、垃圾压实机、微波炉和电磁炉。所述设备可类似的是一'小型'设备，如电视机、CD或

DVD播放器、摄像机、静态相机、时钟、闹钟、视频游戏机、HiFi或家庭影院、电话或电话答录

机所组成。

[0536] 所述术语“端口”是指存取于一装置、电路或网络的一地方，其中可提供或撤回能

源或信号。所述术语“接口”一网络装置是指一物理接口、一逻辑接口(例如，一物理接口的

一部分或有时在所述行业中称为一子接口-例如但不限于与一网络接口相关联的一特定

VLAN)，和/或一虚拟接口(例如，基于某些特性的流量群组合在一起-例如但不限于，一隧道

接口)。如本文所使用的，涉及两个(或更多个)元素，过程或功能的所述术语“独立”是指一

种场景，其中一个不影响或排除另一个。例如，独立通信如同一对独立数据路由，意味着通

过一条数据路由的通信，不会影响或排除所述其他数据路由上的通信。

说　明　书 114/117 页

158

CN 110325929 A

158



[0537] 如本文所用，所述术语“集成电路”(IC)应包括任何类型的任何功能的集成装置，

其中所述电子电路通过图案化的微量元素扩散到半导体材料的一薄衬底的表面中来制造

(例如，硅)，无论是单一还是多个芯片，或小规模或大规模的集成，并且与工艺或基础材料

(包含但不限于Si、SiGe、CMOS和GAs)无关，包含但不限于专用集成电路(ASIC)、现场可编程

门阵列(FPGAs)、数字处理器(例如，DSPs、CISC微处理器或RISC处理器)，所谓的“单芯片系

统”(System-on-a-Chip,SoC)装置、存储器(例如，DRAM、SRAM、闪存存储器、ROM)、混合信号

装置和模拟ICs。所述IC中的电路通常包含在一硅片或一半导体晶片中，并且通常封装为一

单元。所述固态电路通常包括互连的有源和无源装置，扩散到一单一硅芯片中。集成电路可

分为模拟、数字和混合信号(在所述相同芯片上均为模拟和数字)。数字集成电路通常包含

许多逻辑门、触发器、多路复用器和几平方毫米的其他电路。所述小尺寸的这些电路与板级

集成相比允许高速、低功耗和降低的制造成本。进一步，可使用一多芯片模块(MCM)，其中多

个集成电路(ICs)，所述半导体管芯或其他分立部件被封装到一统一基板上，便于它们用作

一单一部件如同一个更大的IC。

[0538] 所述术语“计算机”在本文中一般被用于描述任何数量的计算机，包含但不限于个

人计算机、嵌入式处理元件和系统、控制逻辑、ASIC、芯片、工作站、大型主机等。本文中的任

何计算机可由手持式计算机、包含任何便携式计算机所组成或者是其一部分，其中计算机

小到足以在用一只手握住的情况下保持和操作或者装入一口袋中。这种一装置，也称为一

移动装置，通常具有一键显示屏和一键输入和/或一微型键盘。这种装置的非限制性示例包

含数字照相机(Digital  Still  Camera ,DSC)、数字视频摄录机(Digital  Video  Camera ,

DVC或数码摄像机)、个人数字助理(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PDA)以及移动电话和智

能电话。

[0539] 所述移动装置可结合视频、音频和高级通信能力，如PAN和WLAN。一移动电话(也称

为手机，移动手机和一手提电话)是一装置，可以通过一无线电连接拨打和接收电话，同时

在一广阔的地理区域移动，通过连接到一移动网络运营商提供的蜂窝网络。所述呼叫是来

自公共电话网络，其包括世界中的其他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所述智能手机可结合一个人

的数字助理(PDA)的所有功能，并可作为便携式媒体播放器和具有高分辨率触摸屏的手机，

可访问或存取的网络浏览器，以及正确显示标准网页而不仅仅是移动优化网站、GPS导航、

Wi-Fi和移动宽带存取。此外，所述智能电话可支持多种其他服务，如短信、彩信、电子邮件、

互联网存取、短程无线通信(红外线，蓝牙)、商业应用、游戏和摄影。

[0540] 如本文所使用，所述术语“程序”、“可编程”和“计算机程序”旨在包括执行一功能

的任何序列或人或机器可认知的步骤。这些程序本身并不与任何特定计算机或其他装置相

关，并且可以几乎任何编程语言或环境呈现，包括例如C/C++、Fortran、COBOL、PASCAL、组装

语言、标记语言(例如，HTML、SGML、XML、VoXML)诸如此类，以及物件导向环境(Object-

Oriented  Environment)如所述公共对象请求代理体系结构(Common  Object  Request 

Broker  Architecture,CORBA)、JavaTM(包括J2ME、Java  Beans等)诸如此类，以及如在韧件

或其他实现中。通常，程序模块包括例程、程序、对象、部件、数据结构等，并执行特定任务或

实现特定抽象数据类型。

[0541] 所述术语“任务”和“过程”在本文中一般被用于描述任何类型的运行程序，包含但

不限于一计算机进程、任务、线程、执行应用程序、操作系统、用户进程、装置驱动程序、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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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机器或其他语言等，并且可以是交互式和/或非交互式、本地和/或远程执行、在前台

和/或后台执行、在所述用户和/或操作系统地址空间中执行、一例程库和/或独立应用程

序，并且不限于任何特定的存储器分区技术。所述步骤，连接，以及图中信号处理和信息说

明，包含但不限于任何方块和流程图以及消息序列图表，可通常以相同或不同的串行或并

行顺序执行和/或由不同的部件和/或过程、线程等，和/或在不同的连接上，并且在其他实

施例中与其他功能组合，除非禁用所述实施例或明确或隐含地要求一序列(例如，对于一读

取所述值，处理所述值-必须在处理之前获得，尽管所述相关处理中的一些可在所述读操作

之前、同时和/或之后执行)。在以特定顺序描述某些处理步骤或者使用字母和/或字母数字

标记来识别某些步骤的情况下，所述发明的所述实施例不限于执行这些步骤的任何特定顺

序。特别地，所述标签仅用于方便地识别步骤，并不意图暗示、指定或要求执行这些步骤的

特定顺序。进一步地，其他实施例可使用比这里讨论的步骤更多或更少的步骤。所述发明也

可在分布式计算环境中实施，其中任务由通过一通信网络链接的远程处理装置执行。在一

分布式计算环境中，程序模块可位于本地和远程存储器存储装置中。

[0542] 本文的任何有线网络可基于一LAN通信，如以太网络，并且可根据所述IEEE802.3

标准部分或全部。例如，可使用十亿比特以太网络(GbE或1GigE)，描述用于以十亿比特每秒

(每秒1,000,000,000比特)的一速率传输以太网络帧的各种技术，如所述IEEE  802.3-2008

标准定义的。有五种物理层标准用于十亿比特以太网络使用光纤(1000BASE-X)、双绞线

(1000BASE-T)或平衡铜缆(1000BASE-CX)。所述IEEE  802.3z标准包含用于通过多模光纤传

输的1000BASE-SX、用于通过单模光纤传输的1000BASE-LX、以及所述几乎过时的1000BASE-

CX用于通过平衡铜缆传输。这些标准使用8b/10b编码，将所述线路速率从1000Mbit/s扩展

到1250Mbit/s，以确保一DC平衡信号。然后使用NRZ发送所述符号。所述IEEE  802.3ab，其定

义了所述广泛使用的1000BASE-T接口类型，使用一种不同的编码方案以使所述符号速率尽

可能低，允许通过双绞线传输。类似的，所述10个十亿比特以太网络(10GE或10GBE或

10GigE)可被使用，这是以太网络的一个版本，其标称数据速率为10Gbit/s(每秒十亿比

特)，比十亿比特以太网络快十倍。所述10个十亿比特以太网络标准仅定义通常由网络交换

机连接的全双工点对点链路。所述10个十亿比特以太网络标准包含一些不同的物理层

(PHY)网络标准。一网络装置可通过可插拔PHY模块支持不同的PHY类型，如那些基于SFP+。

[0543] 如本文所使用，所述术语“网络”、“通信链路”和“通信机制”一般用于描述一个或

多个网络、通信媒体或通信系统，包含但不限于所述互联网、私人或公共电话、蜂窝、无线、

卫星、有线电视、数据网络。数据网络包含但不限于大都市 (或称城)区域网络

(Metropolitan  Area  Networks,MANs)、广域区域网络(Wide  Area  Networks,WANs)、本地

区域网络(Local  Area  Networks,LANs)、个人局域网络(Personal  Area  networks,PANs)、

WLAN(Wireless  LANs,无线LANs)、互联网、因特网、NGN、内联网、混合光纤同轴电缆(Hybrid 

Fiber  Coax,HFC)网络、卫星网络和电信网络。通信媒体包含但不限于线、电连接、总线和内

部通信机制，如消息传递、进程间通信和共享存储器。这样的网络或其部分可利用任何一种

或多种不同的拓扑(例如，环、总线、星形、环路等)，传输媒体(例如，有线/RF电缆、RF无线、

毫米波、光学等)和/或通信或网络协议(例如，SONET、DOCSIS、IEEE标准802.3、ATM、X.25、帧

中继、3GPP、3GPP2、WAP、SIP、UDP、FTP、RTP/RTCP、H.323等)。虽然这里关于一对网络端点装

置(主机到主机)之间的安全通信进行了示例，但是所述描述的方法同样可用于保护一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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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或任何其他网络相关装置(网络到网络)之间、或者一网络装置(例如，安全网关)和一主

机(网络到主机)之间的数据流。

[0544] 以下所述权利要求中的所有装置和功能元件的所述相应结构、材料、动作和等同

物，旨在包含用于结合具体要求保护的其他要求保护的元件执行所述功能的任何结构或材

料。所述本发明的描述是出于说明和描述的目的而给出的，但并非旨在穷举或者限于所公

开的形式。本发明不应被视为局限于上述特定实施例，而应理解为涵盖发明的所有方面，如

所附权利要求中所公开的那样。本发明可适用的各种修改、等同方法以及许多结构，对于在

本发明所涉及的技术领域中的技术人员来说，在审查本发明时将是显而易见的。

[0545] 本说明书中引用的所有出版物、标准、专利和专利申请均通过引用并入本文，如同

每个单独的出版物、专利或专利申请被具体和单独地指出通过引用并入本文，并在本文中

完整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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