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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MSYSTEM AND METHOD FOR IMPROVING THE COMMUNICATION SECURITY

(54) 友明名林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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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可 性的系統和 73 法

(57) Abstract: A system and method for improving the communica
tion security mainly includes: the information being interacted via the
main link between the access layer apparatus and the user terminal ap

paratus in the normal work state, when a failure being detected in the
main link between the access layer apparatus and the user terminal ap

paratus, a backup work link being established by said AMDF apparatus
and the work link being switched to said backup link. It can realize the
function of the backup of the user board port and the user board card so
that the outage time of the system service is decreased and the security
is increased. In addition, the con guration of the invention is clear and
easily to be realized.

。 。 (57) 摘要

本友明涉及 神提高通信可靠性的系統和方法 其核心是 正常工作狀悉下 通迂接入侯投各

均用戶終端沒各同的主工作罐路迸行信息交互，舀盟洲到接入侯投各勻用戶終端投各向的主工作撻

路出現故障肘，通迂所迷 AMDF 投各建立各份工作能路，井將工作罐路切換到所述各份工作髓路上。

通迂本友明 能膨突現用戶板端口的各份以及用戶板卡的各份功能 伙而減小系統服各申晰的吋河

逃而提高系統的可靠性。另外本岌明的枸架比較拮晰，宴聊比較筒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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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通信可靠，性的系統和方法

技木領域

本岌明涉及通信領域，尤其涉及一神提高通信可靠性的系統和方法。

岌明背景

力了提高通信的可靠性，需要提高通信投各的旗量，以及肘通信投各或肘通信數掘迸行各份。

目前，通信接入阿的銅柯錯枸如團1所示，包括 用戶終端投各、接入屋沒各、佑送投各和氾聚

尾汝各。

所迷接入尾投各和所迷江聚屋役各之同通迂所述估送投各遵接。接入侯役各勻用戶終端投各一

般采用如團2所示的遵接方式 在接入尾投各和用戶終端投各同投置配域架 F ，所迷 F仗

仗血責接入投各和用戶錶之同的跳域達接功能。

其中，所述用戶葵端投各，放置在靠近用戶側，比如唱活終端、拔弓 O E A S O E

等。血黃佳送用戶的各神信肯到所述接入居投各。

其中，所迷接入房投各，血責接收用戶饗端佳送宋的各神信肯，非將所迷信弓造配成系統能移

她理的信骨，然后鋒佳輸投各估輸哈阿絡側的氾聚戾投各。

所迷接入居沒各根据功能可以划分力 窄帶接入凌各，筑帶接入投各和綜合接入投各。窄帶接

入汝各是最早岌展起未的沒各形悉，完成POT S 、于速率數据等並各的接入功能。筑帶接入

投各是最近投展起乘的投各形悉，一般表現力 S A 投各，有AT S A P D A 之分，通

迂 接入技木完成用戶到阿絡同的達接，上行接口分別力AT 接口和 P接口。綜合接入投各指

在同一介投各里面同肘完成窄帶和竟帶並各的接入功能，是介于窄帶接入投各和竟帶接入投各之同

的一介形志。

其中，所迷氾聚尾投各，血責各神用戶數据的氾聚，井將所迷數据向核心阿佳迭。

在接入尾的用戶板卡里面，有吋候舍岌生故障，如，板卡一介端口損杯或者整介板卡損杯。舀

板卡的一介端口損杯吋，其它端口仍然可以使用。針肘迭神故障模式，投各「商提出了端口 + 各

份的概念和板件 + 各份的概念。

其申，所迷端口 + 各份是舀用戶板卡一介端口岌生故障的肘候，將咳端口的用戶此各切換到

核板卡的其它各份端口上面，錐鍥工作，保征並各的不中斷。

所迷板件 + 各份是圭系統里面某介板件岌生故障不能服努的肘候，系統將迭介板件上面所有

的用戶切換到系統里面一介各份的板件上面，切換用戶找和用戶數据，使用戶能夥雛鏤享受並各。

現有技木一是圭分萬框 S P 框 外置的肘候，在分萬框的板卡S P 板上面集成雛屯器矩陣，宴

珮板件 + 各份功能，其宴施方案力

在背板定又一套各份忠找，將一介板件的所有用戶找接口通迂錐屯器矩陣全部遵接到各份忠錢

上面，通迂一介特定的各份板卡接出，宴現各份功能。

由上迷現有技木一的技木方案可以看出 珮有技木一只能在有S P 框的肘候才能宴現板件 +

各份功能，因而匝用比較受限。

磕臥本



現有技木二是通迂集成在用戶板上面的錐屯器矩陣宴現端口級的 + 各份功能。其寞施方案力，
在用戶板上面利用內外測拭錐屯器矩陣，形成各份通道，宴現端口的 + 各份功能。

由上迷珊有技木的技木方案可以看出，其存在如下缺陷 其只能宴現端口級的 + 各份功能，

如果要宴瑰板卡級別的 + 各份功能，需要把用戶板所有端口的信弓通迂連接器爪背板連接到各份

板卡上面，需要使用大量達接器，同肘背板居數也大量增加，因此雅度很大。

岌明內容

鑒于上迷現有技木所存在的何題，本投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神提高通信可靠性的系統和方法，通

迂本岌明，能夥宴現用戶板端口的各份以及用戶板卡的各份功能，爪而減小系統服各終端的肘回，

邀而提高系統的可靠性。

本岌明的目的是通迂以下技木方案突現的

本岌明提供的一神提高通信可靠性的方法，包括

A、在正常工作狀悉下，接入屋投各勻用戶終端役各之同通迂主工作鏈路迸行信息交互

B、舀檻洲到接入尾投各占用戶燊端役各同的主工作罐路出現故障肘，將所迷主工作罐路切換到

自劫配我樊A F投各建立的接入屋投各勻用戶燊端投各之同的各份工作髓路上。

下面描迷的方法的技木方案力可迭的技木方案。

所迷步驟A具休包括

A 、在接入戾汝各勻用戶葵端投各同役置A M F投各，并通迂所迷A F投各在接入尾沒各勻

用戶饗端投各同建立主工作罐路

A2、在正常工作狀志下，在接入尾役各占用戶終輛茂爸凹週池主工作罐路迸行信息交互。

所迷步驟A 具休包括

A 、將接入尾投各中的用戶板的主工作端口和各份工作端口遴接 A F役各的一側，特用戶

燊端投各遵接到A DF役各的另一側

A 2、所迷主工作端口勻所迷用戶終端沒各通迂所迷A F役各建立主工作罐路 和/或，

A13、將接入尾投各中的用戶板的工作板卡和各份板卡達接到A M 沒各的一側，將用戶終端投

各達接到A F投各的另一側

A14、所迷主工作板卡占所迷用戶終端沒各通迂所迷A F投各建立主工作罐路 。

所迷步驟B具休包括

舀檻測到接入居投各勻用戶終端投各間的主工作髓路出現故障吋，通迪所迷接入屋役各直接控

制，或通迂阿夫中心控制所迷A F投各將工作罐路切換到各份工作縫路上。

所迷步驟B具休包括

B 、舀盟洲到接入侯投各勻用戶終端投各同的主工作鍵路出珮故障肘，通迂所迷A F投各拆

除所迷主工作能路

B2、通迂所迷自功配找架A F投各建立各份工作罐路的連接

B3、通迂所迷A F投各榴工作罐路切換到各份工作罐路



B4、將主工作髓路的配置數据配置到各份工作髓路上，非后功各份工作罐路工作。

所迷步驟B 具休包括，
B 、接入侯投各 自功迸行故障盟洲

B 2、圭盟測到接入侯投各勻用戶終端役各同的主工作罐路出現故障肘，通迂所迷A 仍F投各拆

除所迷主工作罐路 或，

B13 、人工盟洲到故障后，通迂操作系統的A DF投各拆除所迷主工作罐路。

所迷步驟B3具休包括

B3 、將工作端口上的配置數据配實到各份端口上，井后功各份端口工作 或，

B32、將工作板卡上的配置數据配置到各份板卡上，并后劫各份板卡工作。

所迷接入尾投各包括 窄帶接入沒各、竟帶接入汝各和綜合接入投各。

本岌明提供的一神提高通信可靠性的系統，包括 接入侯投各、自功配域架A 沒各和用戶

終端役各

在正常工作狀悉下，接入屋投各勻用戶終端役各回通迂主工作罐路避行信息交互

在接入居投各勻用戶終端沒各間的主工作罐路出現故障肘，接入戾技各占用戶饗端投各同的主

工作鍵路切換到所迷A F投各建立的接入尾役各馬用戶終端投各同的各份工作鮭路上。

所迷主工作鏈路包括

通迂A M F沒各建立的接入居投各的用戶板卡的主工作端口占用戶婆端沒各間的主工作髓路

和/或，

通泣A F投各建立的接入侯投各的主用戶板卡弓用戶燊端沒各同的主工作罐路

所迷各份工作罐路包括

通迂A 役各建立的接入居投各的用戶板卡的各份工作端口勻用戶終端投各同的各份工作罐

路 和/或，

通迂A F投各建立的接入尾投各的各份用戶板卡勻用戶終端投各同的各份工作罐路。

所迷接入尾投各和所迷A M F投各合投，或者接入尾投各和所迷A 投各在物理上狙立投置。

由上迷本岌明提供的技木方案可以看出，本友明在正常工作狀恭下，在接入房汝各勻用戶終端

投各同通迂主工作罐路迸行信息交互，舀檻測到接入尾役各勻用戶終端投各同的主工作罐路出現故

障肘，通迂所迷A F汝各建立各份工作鏈路，井將工作髓路切換到所迷各份工作驊路上。通迂本

岌明，能移突現用戶板端口的各份以及用戶板卡的各份功能，伙而臧小系統服各申晰的吋間，迸而

提高系統的可靠性。另外本岌明的枸架比較清晰，寞現比較筒草。

附圈筒要惋明

團1力通信接入阿的坦柯結枸

圍2力接入投各到用戶終端的遵接示意團

圍3力本岌明第一宴施例的拮枸示意圍

團4力本岌明中A F投各的宴珮示意團



圍5力本友明中用戶板卡端口各份的宴現示意團

團6力本投明中用戶板卡各份的宴現示意團

團7力本岌明第二宴施例的流程圍

圍 8 力本岌明第三寞施例的流程囤。

宴施本岌明的方式

本岌明提供一神提高通信可靠性的系統和方法，其核心是 首先在正常工作狀恭下，接入居沒

各勻用戶終端歧各通迂主工作罐路迸行信息交互，舀盟測到接入尾投各占用戶饗端役各同的主工作

驊路出現故障肘，通迂所迷A 役各建立各份工作罐路，井將工作髓路切換到所迷各份工作縫路

上。

針肘本岌明所迷系統，提供的第一寞施例，如團3所示，包括 接入侯投各、用戶終端投各、

A F 自劫配絨架，智能配找架 投各 。 所迷接入侯投各和所迷A 投各波置合投，如役置在

同一杭拒內，或在物理上狼立投置。

其中所迷接入侯投各包括 窄帶接入沒各、窕帶接入役各和綜合接入投各。

其申，所迷A M F投各，是基于所迷 F岌展起來的，其原理就是在軟件的控制下，利用一介

可以配置的交叉阿絡宴現原來 F里面外錢模抉內域模映之同的人工配錶部分，減少人工操作，寞

現配置自功化。宴現示意團如團4所示，所迷A 投各的一側達接投各，另一側達接用戶的終端。

在阿管接口通迂軟件控制模抉控制所迷A F沒各，能擄突聊伙投各側到用戶側的快速連接。

圭需要寞現用戶板卡端口的各份肘，如團5所示，將接入尾投各中的用戶板的主工作端口和各份

工作端口達接 A 投各的一側，將用戶燊端投各遵接 A 投各的另一側 所迷主工作端口

勻所迷用戶終端投各通迂所迷A 投各建立主工作縫路，如圍5中端口1肘座用P A A 投各里

面建立端口1到用 的主工作罐路達接。

在正常工作狀恭下，在接入屋投各勻用戶葵端投各同通迂所迷主工作鏈路迸行信息交互。

舀盟測到接入尾沒各勻用戶終端投各間的主工作罐路出珮故障肘，通泣所迷接入侯汝各直接控

制，或通迂柯夫中心控制所迷A F投各，拆除所迷主工作撻路，然后建立端口 勻用戶終端投各同

的各份工作捷路的達接 井榴工作驊路切換到各份工作罐路上，將主工作驊路的配置數据配置到各

份工作罐路上，井眉功各份工作罐路工作。

仍然如圍5中，圭用戶板卡的端口1損杯的肘候，系統通泣控制A 投各，拆掉原未用戶A的髓

路，將A的工作罐路連接到端口 上面，系統同肘將端口1的相夫數据配置到端口 ，寞現端口的各份。

迭梓，用戶A可以錐鍥享受端口 的服各。

舀需要安珮用戶板卡的各份肘，如圈6所示，將接入屋役各申的主用戶板卡和各份用戶板卡連接

到A M F投各的一側，將用戶終端投各遵接到A M F沒各的另一側 所迷主用戶板卡勻所迷用戶終

端校各通迂所迷A F投各建立主工作罐路。

在正常工作狀悉下，在接入尾投各勻用戶終端沒各同通泣所迷主工作驊路迸行信息交互。如圍6

中，正常情況下，在A F里面，系統通迂軟件接口控制板卡1和用戶組A何的主工作罐路遵接，用

戶組A享受板卡1提供的服各。



舀盟洲到接入侯投各勻用戶葵端投各間的主工作罐路出現故障肘，通迂所迷接入屋投各直接控

制，或通迂阿夫中心控制所述A F投各，拆除所迷主工作罐路，然后建立板卡 勻用戶葵端投各同

的各份工作鍵路的遵接 井將工作罐路切換到各份工作罐路上，將主工作鍵路的配置數据配置到各

份工作鏈路上，井后功各份工作鏈路工作。

仍然如團6所示，圭系統盟洲到板卡1出現故障的肘候，退出服各狀恭 。然后控制 F投各，

拆掉原來板卡1和用戶坦A同的工作罐路達接，將用戶坦A遵接到作力各份使用的板卡 上面，即將工

作縫路由原來的主工作鏈路切換到各份工作縫路 井將原來板卡1的數据配置到板卡 面，最后后

劫板卡 的服券。迭梓，用戶坦A就可以錐鍥享受服各。

本岌明所述的方法，是在接入侯投各占用戶饗端投各向投置A F 自劫配域架，智能配找架

投各 井通泣所迷A F役各在接入尾投各均用戶終端役各河建立主工作罐路 。在正常工作狀悉下，

在接入屢投各勻用戶終端沒各間通迂所迷主工作鏈路迸行信息交互。舀盟洲到接入尾役各巧用戶終

端沒各同的主工作罐路出現故障肘，通迂所迷接入房投各直接控制，或通迂阿夫中心控制所迷

投各將工作罐路切換到各份工作罐路上。具休寞現迂程洋几本岌明提供的第二宴施例勻第三宴施例。

本岌明提供的第二宴施例，如團7所示，包括

步驟S 1， 將接入房狡各中的用戶板的主工作端口和各份工作端口達接 A F役各的一側，

將用戶終端投各連接 A DF投各的另一側。

步驟S 102，所迷主工作端口勻所迷用戶葵端投各通迂所迷 F投各建立主工作罐路 。

步驟S 103，在正常工作狀悉下，在接入房沒各勻用戶終端投各間通迂所迷主工作鏈路迸行信息

交互。

步驟 S 104，圭茁測到接入侯凌各勻用戶終端役各同的主工作罐路出珊故障吋，通迂所迷 F

投各拆除所迷主工作健路。

步驟S 104包括丙神情況

第一神情況力 在正常工作狀悉下，接入尾投各自功迸行故障盟測，舀盟測到接入房投各勻用

戶終端沒各同的主工作鍍路出現故障肘，通迪所迷接入屋投各直接控制，或通迂阿夫中心控制所迷

A F沒各拆除所迷主工作罐路。

第二神惰況力 人工盟洲到故障后，通迂所迷接入尾投各直接控制，或通迂阿夫申心控制操作

系統的A F役各拆除所迷主工作罐路 。

步驟S 105 ，通泣所迷A M F投各建立各份端口，如端口 ，勻用戶饗端投各同的各份罐路回的遵

接。

步驟S 106，通迂所迷A DF投各將工作罐路切換到各份工作鏈路。

步驟S 107，將主工作罐路的配置數据配置到各份工作鏈路上，井后功各份工作鏈路工作。也就

是悅，將主工作端口上的配置數据配置到各份端口上，井后劫各份端口工作。

本岌明提供的第三宴施例，如團8所示，包括

步驟 S201 ，將接入居投各申的用戶板的工作板卡和各份板卡達接到 F汝各的一側，將用戶

幾端役各達接到A F投各的另一側。



步驟S202，所迷主工作板卡占所述用戶饗端狡各通迂所迷A 投各建立主工作罐路。

步驟S203，在正常工作狀悉下，在接入屋投各勻用戶終端投各向通泣所迷主工作鏈路迸行信息

交互。

步驟S2 4，舀茁洲到接入尾役各占用戶終端投各向的主工作鏈路出圳故障吋，通泣所迷接入尾

投各直接控制，或通迂柯夫申心控制所迷A F投各拆除所迷主工作鏈路。

步驟S2 4包括丙神情況

第一神情況力 在正常工作狀悉下，接入屋投各 自劫迸行故障盟測，舀盟測到接入侯投各勻用

戶婆端投各同的主工作罐路出現故障吋，通迂所迷接入居投各直接控制，或通迂柯夫中心控制所迷

A F沒各拆除所迷主工作罐路。

第二神情況力 人工檻測到故障后，通迂所迷接入尾投各直接控制，或通迂阿芙中心控制操作

系統的A M F役各拆除所迷主工作鍵路 。

步驟S2 5，通迂所迷A DF投各建立板卡 占用戶終端沒各同的各份罐路同的連接。

步驟S2 6，通迂所迷A F投各將工作罐路切換到各份工作礎路 。

步驟S2 7，將主工作罐路的配置數据配置到各份工作髓路上，井后劫各份工作能路工作，即將

工作板卡上的配置數据配置到各份板卡上，井后劫各份板卡工作。

上迷第二宴施例和第三宴施例不仗可以按照上迷描迷的內容單狙使用，胚可以同肘使用，也就

是槐，本岌明可以力用戶板的端口、用戶板的工作板卡同肘投置 + 各份。在栓洲到主工作端口勻

用戶終端投各同的主工作罐路出現故障肘，按吋上迷第二粟施例描迷的流程迸行鮭路切換 在栓洲

到主工作板卡勻用戶終端投各同的主工作髓路出現故障肘，按照上迷第三寞施例描迷的流程迸行鍵

路切換。

由上迷本友明的具休妥施方案可以看出，本岌明在接入戾投各占用戶終端投各同役置A F投

各后，舀所迷A 和所迷接入居沒各共同工作的肘候，利用A F的端口切換功能，能鵬宴現用

戶板卡端口的各份和用戶板卡的各份功能，伙而減小系統服各中晰的肘同，遴而提高系統的可靠性。

另外本岌明的枸架比較清晰，妥珮比較筒草。

以上所迷，仗力本友明較佳的具休突施方式，但本友明的保折范圃井不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

技木領域的技木人貝在本岌明揭露的技木范囿內，可控易想到的交化或替換，都匝涵蓋在本友明的

保折范圃之內。因此，本友明的保折范囿匝咳以杖利要求的保折范園力准。



杖利要求

1、一神提高通信可靠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A、在正常工作狀悉下，接入尾沒各勻用戶終端波各之向通迂主工作駐路迸行信息交互

B、圭盟測到接入侯投各勻用戶葵端投各同的主工作罐路出圳故障肘，將所迷主工作罐路切換到

自劫配絨架A F沒各建立的接入尾投各占用戶終端役各之向的各份工作罐路上。

2、根掘杖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步驟A具休包括

A 、在接入尾投各勻用戶饗端投各同投置A F沒各，并通泣所迷A F投各在接入居投各占
用戶終端坡各河建立主工作鏈路

A2、在正常工作狀悉下，在接入尾投各勻用戶終端役各回通池主工作鍍路迸行信息交互。

3、根据杖利要求2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步驟A 具休包括

A 、將接入尾投各中的用戶板的主工作端口和各份工作端口連接到A 投各的一側，將用戶

終端役各達接 A F役各的另一側

A 2、所迷主工作端口勻所迷用戶終端投各通迂所迷A F役各建立主工作罐路 和/或，

A13、將接入屋投各中的用戶板的工作板卡和各份板卡達接 A 投各的一側，將用戶終端投

各達接到A F役各的另一側

A14、所迷主工作板卡勻所迷用戶終端役各通迂所迷A F投各建立主工作罐路 。

4、根据杖利要求1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驟B具休包括

圭盟洲到接入屋投各占用戶終端役各同的主工作鏈路出現故障肘，通迂所述接入尾波各直接控

制，或通迂阿夫中心控制所迷A F投各將工作罐路切換到各份工作罐路上。

5、根据杖利要求1、2、3或4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步驟B具休包括

、舀盟洲到接入尾投各占用戶終端投各間的主工作罐路出現故障肘，通迂所迷A 沒各拆

除所迷主工作罐路

B2、通迂所迷 自功配錢架A F沒各建立各份工作罐路的連接

B3、通迂所迷A F投各將工作罐路切換到各份工作縫路

B4、將主工作鏈路的配實數据配置到各份工作罐路上，井后劫各份工作鏈路工作。

6、根据杖利要求5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步驟B 具休包括

B 、接入尾投各 自功迸行故障盟測

B 2、圭盟洲到接入房投各勻用戶燊端投各間的主工作罐路出現故障肘，通迂所迷A 投各拆

除所迷主工作罐路 或，

B13 人工盟洲到故障后，通迂操作系統的A 投各拆除所迷主工作罐路 。

7、根掘杖利要求5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步驟B3具休包括

B3 1、將工作端口上的配置數掘配置到各份端口上，非后劫各份端口工作 或，

B32、將工作板卡上的配置數据配置到各份板卡上，非后劫各份板卡工作。

8、根据杖利要求1、2、3或4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接入屋沒各包括 窄帶接入投各、

筑帶接入沒各和綜合接入投各。



9、一神捉高通信可靠性的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迷系統包括 接入屋投各、自劫配域架A M F
沒各和用戶終端投各

在正常工作狀悉下，接入侯投各勻用戶終端役各間通泣主工作罐路避行信息交互

在接入房投各占用戶燊端投各同的主工作捷路出現故障吋，接入居投各占用戶饗端投各間的主

工作罐路切換到所迷A F投各建立的接入居投各勻用戶終端投各同的各份工作罐路上。

10、根据杖利要求9所迷的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述主工作罐路包括

通池A DF役各建立的接入尾投各的用戶板卡的主工作端口勻用戶終端投各阿的主工作鏈路

和/或，

通迂A DF沒各建立的接入尾沒各的主用戶板卡占用戶終端沒各同的主工作罐路

所迷各份工作鏈路包括

通迂A DF投各建立的接入侯投各的用戶板卡的各份工作端口占用戶饗端波各間的各份工作罐

路 和/或，

通泣A DF沒各建立的接入尾投各的各份用戶板卡丐用戶終端沒各同的各份工作罐路 。

1 1、根据杖利要求9或 10所迷的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迷接入侯投各和所迷A F投各合投，或

者接入尾凌各和所迷A F役各在物理上狙立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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