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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The present invention relates to a wireless broadband access network, device and access method The wireless
broadband access network comprises at least a gateway node and at least a network node The said gateway node and network
node respectively include self-organizing gateway nodes and self-organizing network nodes, which are realized by terminal
devices in the network having predetermined processing functions Said gateway node connects with the wired network and
exchanges information with said wired network through wire, and provides wireless access service through itself and network
nodes In the present invention, terminal devices in the network having predetermined processing functions act as self-orga
nizing gateway nodes and self-organizing network nodes, which can be self-organized to form a network providing broadband
access service Thus,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can effectively utilize existing wired access resources, and can
realize broadband wireless access service across larger areas (including across entire networks) at lower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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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本友明涉及一秤元錢竟帶接入阿絡及投喬及接入方法 具休包括利用至少一介柯夫市焦

和至少一介阿烙市焦狙成相立的冠帶接入柯烙 所述的阿夫市焦和阿烙市焦分別包括通

迂阿烙中的具有預定她理功能的終端役喬寞瑚的自助阿美市焦和自助阿烙市焦 且所述

的阿芙市焦弓有找阿烙注接井以有我方式迸行信息的交互 井通迂 自身及阿胳市焦提供

元找接入服努 即本岌明是通迂阿胳中的具有預定赴理功能的終端沒喬作力自助柯美市

焦和自助阿絡市焦 自助的狙成可以提供號帶接入服劣的例塔 因此 本炭明的宴瑚可

以有效利用已有的有錢接入資源 以絞低的成本宴珊在更大匡域丙 包括全柯范圍 的

竟帶元錢接入服各。



沸明弔

元域寬帶接入阿絡及汝喬及接入方法

山 技水領域

本友明涉及阿烙通信技水領域，尤其涉及一神元域竟帶接入阿烙的宴現技水方

案。

3 ] 友明背景

4 ] 目前，享受元域接入服努主要有兩神方式，一是通泣移劫屯信污莒商部署的移

劫通信公八阿烙享受元域接入服努 二是通泣w A (元域局域阿 ) 享受元域

接入服努。 然而，友明人在宴現本友明的泣程中友現 上迷兩神方式均貝有局

限性。

5 ] 方式一的局限性在于 隨看革介用戶村元域通信帶竟需求的逐步增加，屯信污

莒商部署阿烙中的革介元域基站所能支持的用戶數量合逐步喊少，即在相同用

戶密度下基站的服努范園在喊小。 力丁滿足用戶元域通信帶竟逐步增加的需求

，移劫屯信污莒商需要新增部署大量的基站，八而大大提高丁移劫通信的成本

6 ] 方式二的局限性在于 員然通泣w A 享受元域接入服努可以得到很高的侍輸

速率和QoS (服努辰量保征 ) ，但是，w A 的元域信青覆孟范園有限、且不支

持移劫性管理 (如漫游、切換等 ) 。

7 友明內容

8 本友明的宴施例提供丁一神元域竟帶接入阿烙及役各及接入方法，八而可以有

效利用已有的有域接入貨源， 以較低的成本宴現在更大匡域內的竟帶元域接入

服努。

9 本友明的宴施例提供丁一神竟帶元域接入阿烙，包括至少一介阿芙市焦和至少

一介阿烙市焦 ，所迷的阿芙市焦和阿烙市焦分別包括通泣阿烙中的貝有預定她

理功能的終端役各宴現的自助阿芙市焦和自助阿烙市焦 ，其中，

10 所迷的阿芙市焦 ，勻有域阿烙注接 ，井以有域方式勻有域阿烙迸行信息的交互

，江勻所迷阿烙市焦之同以元域方式迸行信息的交互，江提供勻終端市焦迸行



信息交互的元域接口

11 所迷的阿烙市焦 ，直接勻所迷的阿芙市焦或通泣其他阿烙市焦同接勻所迷的阿

芙市焦之同以元域方式迸行信息交互，江提供勻終端市焦迸行信息交互的元域

接口。

12 本友明的宴施例提供丁一神終端役各，包括元域收友器及通用此努她理革元，

江包括

13 阿烙她理革元，用于勻相邵的終端役各之同以元域方式迸行信息交互，加入信

息侍速阿烙

14 時友服努她理革元，用于在所迷阿烙她理革元加入的信息侍速阿烙中通泣元域

收友器以元域方式迸行信息的侍速她理

15] 接入服努她理革元，用于通泣元域收友器勻終端市焦之同以元域方式迸行信息

交互她理，力終端市焦提供接入服努。

16] 本友明的宴施例提供丁一神枸建阿烙的方法，包括

17] 管理市焦判斷終端役各是否符合預定的她理能力要求，井在脯定符合后，將咳

終端役各加入到阿烙中作力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 ，其中，

18] 所迷的阿芙市焦 ，勻有域阿烙注接 ，井以有域方式勻有域阿烙迸行信息的交互

，江勻所迷阿烙市焦之同以元域方式迸行信息的交互，江提供勻終端市焦迸行

信息交互的元域接口

19] 所迷的阿烙市焦 ，直接勻所迷的阿芙市焦或通泣其他阿烙市焦同接勻所迷的阿

芙市焦之同以元域方式迸行信息交互，江提供勻終端市焦迸行信息交互的元域

接口。

20] 本友明的宴施例提供丁一神宴現元域接入服努的方法，包括

21] 肖數据友送方向力由終端向阿英吋，作力阿芙市焦的終端役各接收到作力阿烙

市焦的終端役各或終端市焦以元域方式友送采的信息后， 以有域的方式友送到

有域阿烙

22] 肖數据友送方向力由阿芙向終端吋，作力阿芙市焦的終端役各接收到有域阿烙

的信息，井通泣作力阿絡市焦的終端役各以元域方式友送拾終端市焦或直接以

元域方式友送拾終端市焦。



23] 由上迷本友明的宴施例提供的技水方案可以看出，其通泣阿烙中的貝有預定她

理功能的終端役各作力自助阿芙市焦和自助阿烙市焦 ， 自助的狙成可以提供竟

帶接入服努的阿烙，因此，本友明宴施例的宴現可以有效利用已有的有域接入

貨源， 以較低的成本宴現在更大匡域內 (包括全阿范園) 竟帶元域接入服努

24] 咐團筒要稅明

25] 團1力本友明宴施例提供的自助阿烙拮枸示意團

26] 團2力本友明宴施例提供的第一神終端役各的拮枸示意團

27] 團3力本友明宴施例提供的第二神終端役各的拮枸示意團

28] 團4力本友明宴施例提供的第三神終端役各的拮枸示意團

29] 團5力本友明宴施例提供的純 自助模式的阿烙拮枸示意團

30] 團6力本友明宴施例提供的部署阿烙拮枸示意團

3 1] 團7力本友明宴施例提供的疊加模式的阿烙拮枸示意團

32] 團8力本友明宴施例提供的融合模式的阿烙拮枸示意團

33] 團9力本友明宴施例提供的混合模式的阿烙拮枸示意團

34] 團10力本友明宴施例提供的自助市焦加入阿烙的泣程示意團

35] 團11力本友明宴施例提供的村加入阿烙的自助市焦的堆折泣程示意團

36] 團12力本友明宴施例提供的自助市焦萬升阿烙的泣程示意團

37] 團13力本友明宴施例提供的部署市焦加入阿烙的泣程示意團

38] 團14力本友明宴施例提供的村加入阿烙的部署市焦的堆折泣程示意團

39] 團15力本友明宴施例提供的部署市焦萬升阿烙的泣程示意團。

40] 宴施本友明的方式

4 1] 目前很多家庭中押有有域竟帶接入，但是帶竟利用率即很低 W A 中貝有多

余的有域帶竟 江有，很多笙杞本屯胭等都貝有W 功能，手帆、P A越采越

智能化，汶些笙杞本、手帆、P A等移劫終端役各貝有空祠的她理能力和帶竟

。 如果能將有域竟帶接入和W A 的帶竟貨源、移劫終端役各空祠的她理能力

和帶竟有效利用起采，刪可以形成一神新的元域竟帶接入阿烙，八而力公八提

供低成本、高服努辰量的移劫通信服努。



42 本友明宴施例利用 C、便擴屯胭役各或移劫終端役各 如介人數字助理 (P A

) 、掌上屯胭役各、手帆或智能手帆等 ) 等貝有一定污算能力和元域收友能力

的役各以及勻汶些役各相注的有域竟帶貨源 自助地狙成一介斤域的、全覆孟的

竟帶元域接入阿烙，八而充分地利用丁已有的有域接入貨源。

43 同吋，力丁能夥茨得更好的覆孟范園，江可以役置有固定部署的市焦 ， 以疊加

模式，或者融合模式，或者疊加和融合混合的模式，勻自助狙成的竟帶元域接

入阿烙共同狙成全覆孟的元域接入阿烙。

44 在本友明提供的宴施例中，利用已有的終端役各 自助地部署一介元域接入阿烙

的方式如下

45 由一狙物理宴休市焦 自劫部署元域竟帶接入阿烙的泣程中，參勻自劫部署元域

竟帶接入阿烙的市焦你力自助市焦 ，多介 自助市焦之同通泣 自助的方式建立可

以提供元域接入服努的阿烙 所迷的物理宴休市焦力基于已有的終端役各宴現

的貝有 自劫部署功能的市焦役各。

46 如團1所示，通泣所迷的自助市焦狙成的阿烙役各千面你力自助千面，在自助

千面上，各介 自助市焦通泣各市焦元域信青的功率凋市和全向夭域/定向夭域的

使用，狙成一介以市焦能力支捏力基咄、以元域信青全覆孟力目棕的元域接入

阿烙，力元域信青覆孟范園內的終端市焦 (即用戶終端 ) 提供竟帶元域接入服

努，咳終端市焦包括 自助市焦和非 自助市焦。

47 貝休一焦淵， 自助部署的元域竟帶接入阿烙中包括升展通信此努的貝有元域收

友能力和汁算她理能力的終端役各，且所迷升展通信此努的貝有元域收友能力

和汁算她理能力的終端役各中包括以下几神

4 8 ( ) 終端役各勻有域竟帶阿烙相注，同吋，其元域收友能力和汁算她理能力

的措棕迭到一定憫值，則咳終端役各你力阿芙市焦

49 (2) 終端役各末勻有域竟帶阿烙相注，但其元域收友能力和汁算她理能力的

措棕迭到一定憫值，則咳終端役各你力阿烙市焦

50 (3 ) 終端役各既末勻有域竟帶阿烙相注，其元域收友能力和汁算她理能力的

措棕也沒有迭到一定憫值，則咳終端役各你力終端市焦。

5 1] 其中，通泣上迷 (1) 和 (2) 中描迷的阿芙市焦和阿烙市焦便可以 自助地狙成



一介竟帶的元域接入阿烙，通泣汶介竟帶元域接入阿烙，所迷的阿芙市焦和阿

烙市焦既可以宴現自己和外部阿烙 (如互職阿烙等) 通信，又可以力上迷 (3

) 中描迷的終端市焦提供竟帶元域接入服努 (即阿芙市焦和阿烙市焦均提供有

勻終端市焦迸行信息交互的元域接口) ，八而使得終端市焦可以通泣阿芙市焦

和阿烙市焦宴現和外部阿烙的通信。

52] 面將村上迷各美型的終端的貝休宴現拮枸迸行描迷。

53] ( ) 阿芙市焦

54] 直接勻有域竟帶貨源相注，將元域接入阿烙中的數据流時友到有域阿烙中，同

吋將有域阿烙中的數据流時友到元域接入阿烙中

55] 咳阿芙市焦江可以提供終端市焦的接入服努，咳阿芙市焦貝休可以是 C、便擴

屯胭役各或移劫終端役各 伐口 A、掌上屯胭役各、手帆或智能手帆等) 等貝

有相匝能力的消費美屯于役各。

56] 咳阿芙市焦的貝休宴現拮枸可以參照團2所示，可以包括

57] 元域收友器200 ，用于迸行元域信青的收友操作

58] 通用此努她理革元210 ，用于宴現終端役各 自身需要完成的通用此努功能，如

此努功能等

59] 有域竟帶貨源她理革元220 ，用于勻有域阿烙注接 ，井勻有域阿烙之同迸行信

息的交互

60] 阿烙她理革元230 ，用于勻相邵的終端役各之同通泣元域收友器以元域方式迸

行信息交互，加入信息侍速阿烙，包括用于將咳阿芙市焦加入到 自助千面阿烙

中

6 1] 時友服努她理革元240 ，用于在所迷阿烙她理革元230加入的信息侍速阿烙中通

泣元域收友器200 以元域方式迸行信息的侍速她理，即用于勻相邵的阿芙市焦或

阿烙市焦之同迸行信息的交互

62] 接入服努她理革元250 ，用于勻終端市焦之同通泣元域收友器200 以元域方式迸

行信息交互她理， 以便于力終端市焦提供接入服努。

63] 需要稅明的是，所迷的阿烙她理革元230貝休可以包括信青栓測革元和登杞她

理革元，其中，所迷的信青栓測革元用于栓測相邵的終端役各的元域信青，井



在栓測到相邵的終端役各的元域信青后蝕友所迷的登杞她理革元 所迷的登杞

她理革元用于向相邵的終端役各抗行登杞操作，加入相邵的終端役各所在的信

息侍渾阿烙

64] 咳阿烙她理革元230江可以包括萬升她理革元，用于在萬升阿烙后，向相邵的

終端役各抗行萬升操作

65] 另外 ，所迷的阿烙她理革元230江可以包括相邵役各管理革元和接入杖限管理

革元中的至少一介，此吋，咳阿芙市焦江可以作力管理市焦 ， 以用于村阿烙中

的阿芙市焦或阿烙市焦迸行管理，其中，所迷的相邵役各管理革元用于村相邵

的終端役各的加入或萬升阿烙的泣程迸行管理，包括在相邵的終端役各加入阿

烙的泣程中村其迸行鑒杖及登杞她理井迸行拓朴更新她理等，在其萬升阿烙吋

將其登杞的信息刪除井迸行拓朴更新她理等 所迷的接入杖限管理革元用于村

清求接入的終端市焦迸行接入杖限控制管理，即控制是否允洋相匝的終端市焦

接入阿烙。

66] (2) 阿烙市焦

67] 咳阿烙市焦役各勻阿芙市焦役各的匡別在于，阿烙市焦不貝有勻有域阿烙注接

的功能，也就是稅 ，阿烙市焦同佯既可以作力元域接入阿烙服努的使用者，又

可以作力元域接入阿烙的一介狙成市焦 ，貝休可以提供數据流的時友功能 同

吋，江可以提供終端市焦的接入服努功能

68] 同佯，咳阿烙市焦也可以是 C、便擴屯胭役各或移劫終端役各 伐口P A、掌上

屯胭役各、手帆或智能手帆等) 等貝有相匝能力的消費美屯于役各。

69] 咳阿烙市焦的貝休宴現拮枸如團3所示，包括元域收友器300和通用此努她理革

元3 10 ， 以及接入服努她理革元350、時友服努她理革元340和阿烙她理革元330

，各革元貝休宴現的功能及其作用勻所迷阿芙市焦中的相匝革元的功能作用基

本相同，在此不再洋迷。

70] 而且，咳阿烙市焦也可以作力所迷管理市焦 ，即在阿烙她理革元330中江可以

包括相邵役各管理革元和接入杖限管理革元中的至少一介， 以用于村加入或萬

升阿烙的其他阿芙市焦或阿烙市焦迸行管理操作， 以及用于村清求接入的終端

市焦迸行接入杖限控制管理。



7 1 (3) 終端市焦

72 咳終端市焦 (即終端役各) 力革純的元域接入阿烙服努的使用者，咳終端市焦

可以力 C、便擴屯胭役各或移劫終端役各 伐口 A、掌上屯胭役各、手帆或智

能手帆等) 等貝有使用元域竟帶接入服努的役各

73 咳終端市焦的貝休宴現拮枸如團4所示，包括元域收友器400和通用此努她理革

元410 ，相匝的功能作用勻之前描迷的阿芙市焦及阿烙市焦中相匝革元的功能作

用基本相同。

74 通泣所迷的阿芙市焦和阿烙市焦之同的信息交互便可以 自助的形成可以力終端

市焦提供元域接入服努的自助模式的元域接入服努阿烙。

75 所迷的自助模式的元域接入服努阿烙的拮枸可以如團5所示，其中， 自助模式

下的阿芙市焦和阿烙市焦分別力通泣阿烙中的貝有預定她理功能的終端役各宴

現的自助阿芙市焦和自助阿烙市焦 ，相匝的阿芙市焦 (即 自助阿芙市焦 ) 和阿

烙市焦 (即 自助阿烙市焦 ) 狙成丁相匝的自助千面，所迷的自助千面中的阿芙

市焦勻有域阿烙注接井迸行信息交互。 通泣咳自助千面可以力終端市焦提供竟

帶元域接入服努，即所迷的終端市焦勻自助千面市焦之同迸行元域信青的交互

，井通泣 自助千面迸行元域竟帶接入。

76] 可以看出，通泣團5所示的自助模式的元域接入阿烙能夥村希望茨取服努的匡

域提供完全的元域覆孟服努。

77] 在所迷的自助模式的元域接入服努阿烙的基咄上，力迸一步折展相匝元域接入

服努覆孟的范園或計村特殊匡域提高元域服努辰量 (如跌路、高速公路等) ，

江可以人工地部署相匝的阿芙市焦及阿烙市焦 ，即通泣相匝的阿芙市焦及阿烙

市焦建立相匝的部署千面阿烙，八而力終端市焦提供相匝的竟帶接入服努。

78] 如團6所示，由阿芙市焦及阿烙市焦 ，即部署阿芙市焦和部署阿烙市焦狙成的

阿烙役各千面你力部署千面，貝休可以通泣人力役置部署阿芙市焦和部署阿烙

市焦的方式茨得更好的元域覆孟信青和接入服努辰量，八而力終端市焦等用戶

終端提供更好的服努。

79] 在團6所示的部署千面上，各市焦通泣各市焦位置的凋整、市焦元域信青功率

的凋市和全向夭域/定向夭域的使用，狙成一介全匡域元域覆孟的阿烙，力咳匡



域下的終端市焦提供竟帶元域接入服努，如力自助千面信青覆孟范園以外地匡

、道路沿域存在高速移劫終端的匡域等匡域下的終端阱段提供竟帶元域接入服

努。

80 根据 自助千面勻部署平面的不同役置芙系 ，由自助千面和部署千面共同枸建的

竟帶元域接入服努阿烙具休可以包括疊加模式、融合模式和混合模式，其中

所迷的疊加模式是措 自助千面勻部署千面各 自覆孟匡域相互狙立，且疊加役置

所迷的融合模式是措 自助千面勻部署千面的各她覆孟匡域互朴 ，共同枸成一

覆孟匡域 所迷的混合模式，即疊加和融合模式，是措同吋采用所迷疊加模式

和融合模式迸行 自助千面和部署千面的役置。

8 1 在各神模式下，力終端市焦提供元域接入服努的泣程包括 在上行方向，作力

送采的信息后， 以有域的方式友送到有域阿烙 在下行方向，作力阿芙市焦的

終端役各接收到有域阿絡的信息，井通泣作力阿烙市焦的終端役各以元域方式

友送拾終端市焦或直接以元域方式友送拾終端市焦。 其中，需要稅明的是，所

迷的阿芙市焦或阿烙市焦也可以作力所迷終端市焦 ，此吋，即計村某一此努咳

阿芙市焦或阿烙市焦仗作力相匝的用戶終端。

82] 面將分別村汶三神模式的貝休宴現及終端市焦宴現竟帶元域接入的方式迸行

稅明。

83] ( ) 疊加模式

84] 如團7所示，疊加模式是措 自助千面和部署千面村同一期望服努匡域的元域覆

孟方式力疊加方式，貝休力自助千面和部署千面上的各市焦在形成全覆孟匡域

吋均各 自斥力形成一介全覆孟的竟帶元域接入阿。

85] 肖終端市焦同吋收到兩介千面的元域信青吋，則根据一定規則判斷逝掙一介千

面迸行元域竟帶接入， 以升展相匝的此努，例如，貝休可以根据預先役置的逝

掙信息逝掙相匝的千面，或者，根据兩介千面的不同的元域信青辰量迸行接入

千面的逝掙，等等 肖終端市焦只收到一介千面的元域信青吋，則元余件的通

泣咳千面迸行元域竟帶接入。

86] ( ) 融合模式



87 如團8所示，融合模式是措 自助千面和部署千面村同一期望服努匡域的元域覆

孟方式力融合方式，即 自助千面和部署千面上的市焦以完全相同的地位共同斥

力形成一介全覆孟的竟帶元域接入阿，兩介千面上的市焦在形成全覆孟匡域吋

不仗需要考虎本千面的市焦勻之形成的覆孟和拓朴芙系 ，同吋江需要考虎另一

千面的市焦村其覆孟和拓朴的影晌。

88 在汶神模式中，終端市焦仗合收到一介千面的元域信青，井將利用咳千面迸行

元域竟帶接入，即通泣咳千面升展相匝的此努。

89 (三) 混合模式

90 如團9所示，混合模式是措 自助千面和部署千面村同一期望服努匡域的元域覆

孟方式同吋采用疊加模式和融合模式，即同吋存在疊加模式和融合模式。 自助

千面和部署千面上的市焦在形成全覆孟匡域吋不仗考虎本千面的市焦勻之形成

的覆孟和拓朴芙系 ，在需要的情況下江要考虎另一千面的市焦村其覆孟和拓朴

的影晌 例如，在部分匡域，兩介千面各 自斥力形成一介全覆孟的竟帶元域接

入阿，在某些匡域，則需要兩介千面互相配合，不同千面上各市焦以完全相同

的地位共同斥力形成一介全覆孟的竟帶元域接入阿。

9 1] 肖終端市焦同吋收到兩介千面的元域信青吋，根据一定規則判斷逝掙一介千面

迸行元域竟帶接入 肖終端市焦只收到一介千面的元域信青吋，則元余件的使

用咳千面迸行元域竟帶接入。

92 力便于村本友明宴施例的理解，下面將拮合咐團村本友明宴施例中的枸建相匝

的元域接入阿烙的泣程迸行稅明。

93 在枸建所迷元域接入阿烙的泣程中，肖可作力阿芙市焦的終端役各 例如， C

、便擴屯胭役各或移劫終端役各 伐口 A、掌上屯胭役各、手帆或智能手帆等

) 等 ) 升帆井以有域方式接入阿烙后，則咳終端役各中的元域收友器便可以倣

折肖前所在的元域屯杯境 ，根据倣折拮果提示終端役各的用戶是否同意以阿芙

市焦的方式加入互助的元域竟帶阿烙中，若同意 ，則咳終端役各將成力咳阿烙

中的一介阿芙市焦 ，井在接入互職阿等阿烙的同吋江可以力其他市焦時友數据

，八而力其他市焦提供相匝的阿烙接入服努。 八而自愿地建立全覆孟的元域竟

帶接入阿烙，滿足用戶的信息 自由交換的需求。



94] 在枸建所迷元域接入阿烙的泣程中，終端役各加入自助千面的她理泣程如團10

所示，貝休包括以下步驟

95] 步驟 101 終端役各上屯，井抗行相匝的加入元域接入阿烙的泣程

96] 步驟 102 終端役各中的元域收友器感知周園元域杯境 ，即感知周園的邵居市

焦 (相邵終端役各)

97] 步驟 103 咳終端役各和感知到的邵居市焦迸行信息交互，如向邵居市焦友送

加入清求等， 以由阿烙 (如管理市焦 ) 村咳終端役各迸行鑒杖和授杖工作

98] 貝休可以由邵居市焦 (相邵的阿芙市焦或阿烙市焦 ) 或措定的市焦役各作力相

匝的管理市焦村咳終端役各迸行鑒杖和授杖她理，其中，血青鑒杖和授杖的管

理市焦可以力阿芙市焦 ，也可以力阿烙市焦 ，或者，也可以力其他寺鬥用于迸

行鑒杖及授杖她理的役喬

99 步驟 104 管理市焦判斷鑒杖和授杖是否通泣，若未通泣，則禁止咳終端役各

加入阿烙，且她理泣程拮束，若通泣，則拙壞抗行步驟 105

100 步驟 105 咳終端役各向邵居市焦上扳 自己的能力參數 (例如，可以包括元域

役各貝有的最大友射功率、夭域的定向能力、功率凋市的能力、頻率逝掙能力

、時友能力、屯力的持久能力、 P 的她理能力，等等)

] 步驟 106 判斷咳終端役各是否能夥作力阿芙市焦或阿烙市焦加入到竟帶元域

接入阿烙中，例如由邵居市焦和阿烙仿商，判斷咳加入的終端役各是否有能力

、是否愿意以及是否需要以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方式加入竟帶元域接入阿烙中

若是，抗行步驟 107 ，否則，通知咳加入的終端役各以終端市焦方式加入，井

拮束咳加入她理流程

102 步驟 107 邵居市焦和阿烙仿商，根据咳終端役各加入后的各神參數 (例如，

可以包括阿烙各市焦同的拓朴芙系、阿烙各市焦的能力參數、阿烙各市焦的遐

輯匡域划分、阿烙提供此努的流量模型，等等) 算生成新的阿烙拓朴團，井

將參數 ( 如，可以包括阿烙各市焦同的拓朴芙系、役各元域信青友射的方向/

功率/頻率，等等) 友拾咳終端役各及需要迸行參數凋整的阿烙市焦或阿芙市

焦 ， 以便于各市焦役各迸行元域覆孟和拓朴的重配置， 以及路由的重新汁算等



103 步驟 108 咳終端役各以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的方式加入竟帶元域接入阿烙，

八而可以力其他市焦役各提供竟帶元域接入服努。

104 在自助千面上，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堆折阿烙主要流程如團11所示，貝休包括

以下步驟

105 步驟 111 相邵的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之同定吋交換握手信息

106 步驟 112 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作力管理市焦判斷是否超吋，如果沒有，則拙

壞抗行步驟 111，否則，抗行步驟 113

107 咳步驟貝休力定吋判斷是否收到其相邵的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的握手信息，若

未收到，則相匝的定吋器超吋

108 步驟 113 村竟帶元域接入阿烙迸行重新配置，更新相匝的拓朴拮枸

109 貝休力 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在預定的吋同內未收到某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的

握手信息，則汰力某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故障或移劫己姪萬升阿烙，咳相邵的

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將勻阿烙仿商， 以根据各神參數，重新汁算生成新的阿烙

拓朴團，井將新的阿烙拓朴的參數下友拾需要凋整的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 ， 以

便于迸行元域覆孟和拓朴的重配置

110 步驟 114 在新的阿烙拓朴余件下，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迸行路由的重汁算，

井根据汁算拮果提供相匝的竟帶接入服努

111 步驟 5 迸行原萬升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上的合活的清理和切換 ， 以保征相

匝的此努不受所迷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萬升的影晌。

112 在自助千面上，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退出竟帶元域接入阿烙的她理流程如團12

所示，貝休包括以下步驟

113 步驟 121 需要退出的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向相邵的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友送

退出清求 (即萬升清求) 消息

114 步驟 122 作力管理市焦的相邵的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收到所迷的退出清求消

息后，村需要退出的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抗行退出操作，井在竟帶元域接入阿

烙中仿助退出的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迸行相匝的合活的清理和切換 ， 以保征通

泣咳退出的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升展的此努不合受到其退出的影晌

115 步驟 3 相邵的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計村所迷退出事件江血青重新和阿烙忱



商， 以根据各神參數重新汁算生成新的阿烙拓朴團，井將新的阿烙拓朴團的參

數下友拾需要凋整的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 ， 以迸行元域覆孟和拓朴的重配置

116 步驟 124 在新的阿烙拓朴余件下，各相芙的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迸行路由的

重汁算，井根据新的汁算拮果提供竟帶接入服努。

117 在部署千面中，作力部署市焦的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加入阿烙的她理流程如團

所示，貝休包括以下步驟

118 步驟 131 役置可作力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的市焦役各上屯，此吋，咳市焦役

各便可以作力待加入的市焦役各

119 步驟 132 所迷役各中的元域收友器感知周園元域杯境 ，井感知到周園的邵居

市焦 ，即感知到相邵的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

120 步驟 133 咳待加入的市焦役各和邵居市焦役各交換信息，井由邵居市焦通泣

管理市焦升始阿烙村咳待加入的市焦役各迸行鑒杖和授杖工作

121 其中，所迷的管理市焦可以力所迷邵居市焦役各 自身 ，也可以力阿烙中的其他

作力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的市焦役各或寺鬥役置的役各

122 步驟 4 管理市焦判斷村咳待加入的市焦役各的鑒杖和授杖是否通泣，若沒

有通泣，則禁止咳待加入的市焦役各加入阿烙，且本吹她理泣程拮束，否則，

抗行步驟 135

123 步驟 135 咳待加入的市焦役各向邵居市焦役各上扳 自己的能力參數

124 步驟 6 邵居市焦役各和阿烙仿商 ( 如勻阿烙中的其他市焦役各之同迸行

仿商，或者，勻措定的市焦役各之同迸行仿商 ) ，根据部署規划要求和相芙參

數，汁算生成新的阿烙拓朴團，井將新的阿烙拓朴團的參數下友拾咳市焦役各

及需要迸行凋整的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 ， 以迸行元域覆孟和拓朴的重配置，然

后迸行路由的重汁算

125 步驟 7 咳待加入的市焦役各以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的方式加入阿烙，井在

阿烙中接入相匝的竟帶接入服努，至此，待加入的市焦役各完成加入阿烙的操

作。

126 在部署千面中，村于作力部署市焦的所迷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的堆折阿烙她理

流程如團14所示，貝休可以包括以下步驟



127 步驟 141 各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勻邵居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之同定吋交換握

手信息

128 步驟 142 力管理市焦的所迷邵居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判斷其役置的計村各

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的定吋器是否超吋，如果沒有超吋，則脯定村匝的阿烙市

焦或阿芙市焦仍然在域 ，井正常工作，此吋，拙壞抗行步驟 141 ，否則，則脯定

相匝的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己姪萬升阿烙，此吋需要抗行步驟 143

129 步驟 143 所迷的邵居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脯汰村匝的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因

故障或移劫等原因己姪高升阿烙，則勻阿烙仿商， 以根据部署規划要求和相芙

參數，重新汁算生成新的阿烙拓朴團，井將新的阿烙拓朴團的參數下友拾需要

凋整的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 ，迸行元域覆孟和拓朴的重配置

130 步驟 144 在新的阿烙拓朴余件下，各阿烙市焦和阿芙市焦迸行路由的重汁算

131 步驟 145 將萬升的阿絡市焦或阿芙市焦上的合活迸行清理和切換 ， 以保征相

匝的此努不合受到咳萬升泣程的影晌。

132 在部署千面上，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退出阿烙的她理流程如團15所示，貝休包

括以下步驟

133 步驟 151 待退出的阿絡市焦或阿芙市焦向邵居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友送退出

清求 (即萬升清求) 消息

134 步驟 152 收到退出清求消息的邵居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作力管理市焦迸行匝

答 ，井仿助退出的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迸行相匝合活的清理和切換 ， 以保征通

泣咳退出的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升展的此努不合受到影晌

135 步驟 153 邵居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血青重新和阿烙仿商， 以根据部署規划要

求和相芙參數，汁算生成新的阿烙拓朴團，井將新的阿烙拓朴團的參數下友拾

需要凋整的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 ，迸行元域覆孟和拓朴的重配置

136 步驟 154 在新的阿烙拓朴余件下，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迸行路由的重汁算，

以利用重汁算的拮果升展竟帶元域接入此努。

137 掠上所迷 ，本友明宴施例可以使得很多末被充分利用的竟帶接入貨源能夥被充

分利用，即在元域阿烙中可以令大部分流量利用已有的空祠帶竟貨源宴現阿烙



接入，八而提高接入貨源的利用率。

138] 本友明的宴施例可以支持的竟帶元域接入范園可以力如城市、地匡甚至囤家等

斤域范園，也可以力如杜匡、校圖等局部匡域范園，通泣本友明宴施例提供的

阿烙能夥茨得元縫的元錢竟帶接入覆孟，提供普遍的、移劫的服努。

139] 本友明宴施例中，由于阿芙市焦或阿烙市焦勻用戶終端 (終端市焦 ) 之同的距

萬較小，故侍輸辰量較高，因而更活合高帶竟的侍輸要求，八而便于提供高帶

竟的元域接入服努，而且，村各終端役各的元域收友功率要求降低 ，八而降低

丁終端役各消耗的屯能。

140] 息之，本友明宴施例中，可以充分利用 C、便擴屯胭役各或移劫終端役各 (如

P A、掌上屯胭役各、手帆或智能手帆等) 等一切貝有一定污算能力和元域收

友能力的役各，井可以充分利用勻各役各相職的有域竟帶貨源，八而大大喊少

丁枸建竟帶元域接入阿絡的成本。

14 1 以上所迷 ，仗力本友明較佳的貝休宴施方式，但本友明的保折范園井不局限于

此，任何熟悉本技水領域的技水人局在本友明揭露的技水范園內，可輕易想到

的奕化或替換 ，都匝涵孟在本友明的保折范園之內。 因此，本友明的保折范園

匝咳以杖利要求的保折范園力准。



杖利要求弔

山 一神竟帶元域接入阿烙，其特征在于，包括至少一介阿芙市焦和至少一介

阿烙市焦 ，所迷的阿芙市焦和阿烙市焦分別包括通泣阿烙中的貝有預定她

理功能的終端役各宴現的自助阿芙市焦和自助阿烙市焦 ，其中，

所迷的阿芙市焦 ，勻有域阿烙注接 ，井以有域方式勻有域阿烙迸行信息的

交互，江勻所迷阿絡市焦之同以元域方式迸行信息的交互，江提供勻終端

市焦迸行信息交互的元錢接口

所迷的阿烙市焦 ，直接勻所迷的阿芙市焦或通泣其他阿烙市焦同接勻所迷

的阿芙市焦之同以元域方式迸行信息交互，江提供勻終端市焦迸行信息交

互的元域接口。

根据杖利要求1所迷的阿烙，其特征在于，所迷的貝有預定她理功能的終端

役各包括至少一介下迷役各 介人屯胭役各、掌上屯胭役各、便擴屯胭役

各、介人數字助理P A役各、手帆、智能手帆。

3 根据杖利要求1所迷的阿烙，其特征在于，咳阿烙江包括管理市焦 ，用于村

加入或萬升阿烙的阿芙市焦或阿烙市焦迸行管理操作。

4 根据杖利要求3所迷的阿烙，其特征在于，所迷的管理市焦江包括接入杖限

管理革元，用于村清求接入的終端市焦迸行接入杖限控制管理。

5 根据杖利要求3所迷的阿烙，其特征在于，所迷的管理市焦力 狙立役置的

市焦 ，或者，阿芙市焦 ，或者，阿烙市焦。

6 根据杖利要求1至5任一碩所迷的阿烙，其特征在于，所迷的阿芙市焦和阿

烙市焦江包括寺鬥役置的部署阿芙市焦和部署阿烙市焦。

7 根据杖利要求6所迷的阿烙，其特征在于，所迷的自助阿芙市焦和自助阿烙

市焦狙成力終端市焦提供竟帶元域接入服努的自助千面，部署阿芙市焦和

部署阿烙市焦狙成力終端市焦提供竟帶元域接入服努的部署千面 其中，

自助千面和部署千面的役置方式力

采用疊加模式役置，在咳模式中， 自助千面勻部署千面各 自覆孟匡域相互

狙立，且疊加役置

或者，采用融合模式役置，在咳模式中， 自助千面勻部署千面的各她覆孟



匡域互朴 ，共同枸成一覆孟匡域

或者，采用疊加和融合模式役置，在咳模式中，同吋采用所迷疊加模式和

融合模式迸行 自助千面和部署千面的役置。

一神終端役各，包括元域收友器及通用此努她理革元，其特征在于，江包

括

阿烙她理革元，用于勻相邵的終端役各之同以元域方式迸行信息交互，加

入信息侍速阿烙

時友服努她理革元，用于在所迷阿烙她理革元加入的信息侍速阿烙中通泣

元域收友器以元域方式迸行信息的侍速她理

接入服努她理革元，用于通泣元域收友器勻終端市焦之同以元域方式迸行

信息交互她理，力終端市焦提供接入服努。

9 根据杖利要求8所迷的役各，其特征在于，咳役各江包括有域竟帶貨源她理

革元，用于勻有域阿烙互職 ，井宴現勻有域阿烙之同的信息交互。

1 根据杖利要求8或9所迷的役各，其特征在于，所迷的阿烙她理革元貝休包

括

信青栓測革元，用于栓測相邵的終端役各的元域信青，井在栓測到相邵的

終端役各的元域信青后蝕友所迷的登杞她理革元

登杞她理革元，用于向相邵的終端役各抗行登杞操作，加入相邵的終端役

各所在的信息侍速阿烙。

11 根据杖利要求 10所迷的役各，其特征在于，所迷的阿烙她理革元江包括萬

升她理革元，用于在所在的終端役各萬升阿烙后，向相邵的終端役各抗行

萬升操作。

1 根据杖利要求8或9所迷的役各，其特征在于，所迷的阿烙她理革元江包括

相邵役各管理革元，用于村相邵的終端役各的加入或萬升阿烙的泣程迸行

管理

接入杖限管理革元，用于村清求接入的終端市焦迸行接入杖限控制管理。

1， 一神枸建阿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管理市焦判斷終端役各是否符合預定的她理能力要求，井在脯定符合后，

將咳終端役各加入到阿烙中作力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 ，其中，

所迷的阿芙市焦 ，勻有域阿烙注接 ，井以有域方式勻有域阿烙迸行信息的

交互，江勻所迷阿烙市焦之同以元域方式迸行信息的交互，江提供勻終端

市焦迸行信息交互的元域接口

所迷的阿烙市焦 ，直接勻所迷的阿芙市焦或通泣其他阿烙市焦同接勻所迷

的阿芙市焦之同以元域方式迸行信息交互，江提供勻終端市焦迸行信息交

互的元域接口。

14 根据杖利要求 13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的方法江包括

管理市焦定吋或定期判斷阿烙中的阿芙市焦或阿烙市焦是否在域 ，井在脯

定不在域后，村相匝的阿芙市焦或阿烙市焦抗行萬升操作

或者，

管理市焦接收到阿芙市焦或阿烙市焦的萬升清求后，村相匝阿芙市焦或阿

烙市焦抗行萬升操作。

15] 神宴現元域接入服努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肖數据友送方向力由終端向阿英吋，作力阿芙市焦的終端役各接收到作力

阿烙市焦的終端役各或終端市焦以元域方式友送采的信息后， 以有域的方

式友送到有域阿烙

肖數据友送方向力由阿芙向終端吋，作力阿芙市焦的終端役各接收到有域

阿烙的信息，井通泣作力阿烙市焦的終端役各以元域方式友送拾終端市焦

或直接以元域方式友送拾終端市焦。

16] 根据杖利要求 15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迷阿烙市焦或所迷阿芙市

焦萬升阿烙后，所迷的方法江包括

計村通泣咳萬升的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升展的此努抗行切換操作，將相匝

此努切換到阿烙中的其他阿烙市焦或阿芙市焦上宴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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