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按照 利 釣所公 的匡阮

(19) i 界 祺戶枝組鍥
囤 阮 局

(43) 匡阮公布日
2008 年8 月14 日(14.08.2008)

(51) 回阮寺利分癸骨 (71) 申清人 (吋除美 囤外 的所有指定 囤 ) : 杭州半三通
H04L 29/00 (2006.01) 信技木有限公司(HANGZHOU H3C TECHNOLO¬

GIES CO．, LTD.) [CN/CN]; 中回浙江省杭州市高新
(21) 回阮申清骨 PCT/CN2007/002460 技木芒仙升友匡之江科技工仙因六和路 310弓竿力

杭州生芒基地 , Zhejiang 310053 (CN)
(22) 回阮申清日 2007 年8 月15 日(15.08.2007)

(25) 申清晤言 中文
(7乃 友明人

(26) 公布晤言 中文 (75) 友明人 / 申 人 伏吋美 囤 ) : 于洋 (YU, Yan刨
[CN/CN]; 中回浙江省 洲｜市高 木芒仙升友

(30) 伉先杖 匡之江科技工仙因六和路 310弓竿力杭州生芒基
200710006222.4 地 , Zhe iang 310053 (CN) (LI, ho李渭洲 研 山

2007 年2 月7 日(07.02.2007) CN [CN/CN]; 中回浙 -省杭 市高新技 芒木 仙升友匡
200710090420.3 之江科技工仙因六和路 310弓竿力杭 生芒基地

2007 年4 月6 日(06.04.2007) CN Zhejiang 310053 (CN)

[几鎂 3引

(54) Title: A METHOD FOR TRANSMITTING DATA IN COAX NETWORK AND THE TRANSMISSION DEVICE
THEREOF

(54) 友明名林 : 神同軸阿培中數据估輸的方法及其估輸裝置

(57) Abstract: A method for transmitting
data in coax network and the transmission
device thereof are provided. An access
point and the multiple coaxial ends that
connect with the access point through
the corresponding branch devices are
included in the coax distribution network.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data are
transmitted over the same physical path
between the access point and the coaxial
ends in the coax distribution network.
The method includes the following steps:
Sl , the whole time for transmitting the
information over the physical path is divided
into the time slices which constitute the
upstream or downstream data transmission
path respectively; S2, the upstream or
downstream data transmitted between the
Ethernet access point and each coaxial
end are transmitted in different time slices.
Based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Ethernet
physical layer in the coax distribution
network,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data are transmitted over the same physical
path by using the method of time division
multiplex access and for upstream direction,
the communication over the MAC layer
between the Ethernet access point and the
multiple coaxial ends is implemented by
using the MPCP protocol.



(74) 代理人 北京挺立寺利事各所 (BEIJING TINGLI TN, TR, TT, TZ, UA, UG, US, UZ, VC, VN, ZA, ZM,
PATENT AGENCY), 中固北京市西城宣武n西大 ZW

129弓金隅大廈 804-806 室, Beijing 10003 1 (CN)
(84) 指定回 叩 另有指 明 要求每 神可提供的地匹

: ARIPO (BW, GH, GM, KE, LS, MW, MZ, NA,
(81) 指定因 (除另有指 明 , 要求每 神可提供的 回 家

SD, SL, SZ, TZ, UG, ZM, ZW), 歐 (AM, AZ, BY,保打 ) : AE, AG, AL, AM, AT, AU, AZ, BA, BB, BG,
立

KG, KZ, MD, RU, TJ, TM), 歐 (AT, BE, BG, CH,
BH, BR, BW, BY, BZ, CA, CH, CN, CO, CR, CU, CZ,

CY, CZ, DE, DK, EE, ES, FI, FR, GB, GR, HU, IE, IS,
DE, DK, DM, DO, DZ, EC, EE, EG, ES, FI, GB, GD,

IT, LT, LU, LV, MC, MT, NL, PL, PT, RO, SE, SI, SK,
GE, GH, GM, GT, HN, HR, HU, ID, IL, IN, IS, JP, KE,

TR), OAPI (BF, BJ, CF, CG, CI, CM, GA, GN, GQ, GW,
KG, KM, KN, KP, KR, KZ, LA, LC, LK, LR, LS, LT,

ML, MR, NE, SN, TD, TG)LU, LY,MA, MD, ME, MG, MK, MN, MW, MX, MY,
MZ, NA, NG, NI, NO, NZ, OM, PG, PH, PL, PT, RO, 本回阮公布
RS, RU, SC, SD, SE, SG, SK, SL, SM, SV, SY, TJ, TM, 包括 囤 仟栓索扳告

(57) 摘要

神在同軸屯銳岡絡中迸行數搪佑輸的方法及其侍愉裝置 核同軸屯銑

分配同中包括接 魚以及通造各分支設各均其相連的多介同軸終端 ; 同軸屯

銳分配岡絡中的接 魚均各同抽終端 同 , 采用 同 物理通道侍瑜上、下行

方向的敷搪 核方法包括 : 步驟 Sl: 將整介物理通道佑瑜信息的吋間划分

成吋同 分別枸成上、下行數搪侍瑜通道 ; 步驟 S2: 以太岡接 魚均各

同軸終端間的上、下行方向借愉的效搪 分別 占用不同的吋同 迸行侍瑜。

本友明基于吋同柚屯筑分配岡的以太岡物理居改造 采用吋分夏用的方法，

在同- 物理侍瑜通道侍瑜上行和下行方向的數搪 ; 井JL, 在上行方向 采用

MPCP 林 宴現以太岡接 魚均 介同軸終端同的 MAC 居通信。



說 明 半

一神同抽同絡中數搪侍瑜的方法及其估瑜裝置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岡絡通信，尤其涉及一科新型的在同軸屯銳分配岡申

迸行數搪汲向侍瑜的方法及其侍瑜裝置。

背景技木
在現有的有域 屯視光坪 同軸岡塔 ( yb d F be C o眩 a 筒妳

FC ) 叱 屯視育 目由前端鋒光仟侍送到屯祝岡絡靠近用戶的光市魚

( 一般情況下，一介光布魚覆蓋周述的 3 0 0 ~ 5 0 0 介用「)，在光市魚

赴將光信考特換力屯信考后，再通迂同軸屯銳分配岡絡將屯視信子鋒

居民棲估送到各介居民家中。

清參岡園 1，圍 1 力現有的有域屯視同軸屯銳分配岡絡中棲接入
魚到各同抽終端的岡塔結枸示意囤 如因 1 所示，核 系統包拮以太岡

接入魚，3 6 介分支器 ( 例如 # 1 、 # 6 1 )，以及 72 介同軸終端 例

如 # 11 1 # 612 。 以太同接入魚愉出的信寺鋒褸共放大器吋屯祝信

考迸行放大后，首先努迂一介 6 分配器，將屯祝信青能量平均分配到

6 介羊元，然后，通迪在每介羊元內的每屋棲上的二分支器，再將屯

視信于分到每居棲的丙戶居民家 ( 同軸終端 ) 中。

隨看人們吋及向佑諭新止券 例如，交互數字屯視、在有域屯視
岡上奕現數搪、禧音、囤像等多媒休通信等寬帝止券 ) 需求的增長，

只能羊向估瑜的有域屯視岡要牙展汲向並券，所遇到的首要岡題就是
要村現有岡絡迸行數搪汲向侍偷的改造。數搪汲向侍瑜的岡絡改造是
有域屯視同伙羊功能向多功能友展，八戶播屯祝岡向信息岡友展的第

一道門檻。

目前較典型的座用力通迪汲向改造的及向皿C 岡絡，其及向宴

現采用 了上、下行不卅妳的頻率分割方式。在前端，各神並各信青如



模抽屯視信考、數字視頻信青、汁算枕數搪信青、屯祐信青和各神控

制信考等通迪副載波夏用 ( S C )方式稠制到下行頻段的不同頻道申，
飪屯光特換后用光坪侍送到光背魚，在光市魚迭行光屯特換后鋒 同軸
屯銳用戶播方式侍送至用戶 。 用戶的上行信考采用多址技木 ( 如 頻

分多址 F eq e cy v s o p e Access 筒妳 F A』 夏用到上
行物理估輸通道，由同軸屯銳侍送到光市魚迸行屯光特換，然后鋒光
仟侍至前端 。但患的未說，迷吳汲向改造的成本逛是校高，每戶改造
的平均費用大約力 300 元左右。井且，主要成本休現在靠近最終用戶

的最后 100 米同軸屯銳分配岡絡的數搪及向借愉的改造方案上。

太所周知，以太岡具有筒羊、低成本和易妒展的伉勢，如果能移

在現有的同軸屯筑分配岡絡上，直接座用 舀前成熟的以太岡汲向數搪

侍愉技木，元疑可以大幅降低同抽咆銳分配岡絡數搪及向侍偷的改造
成本。然而，由于同軸屯銳分配岡絡是一神魚到多魚的物理和還輯拓

朴皓枸，而侍統的以太岡是魚到魚的林杖，井且采用基帶的方式侍諭，

如果使用以太岡吋現有 旺C 岡絡的最后 100 米迸行及向改造，就必

須要解決以下三介方面的技木岡題
1 ) 吋現有物理居作技木改迸，即在不改奕現有的有域 屯祝同軸

咆銳分配岡絡的組岡架枸下，使以太岡接入魚的信考源占各同柚終端

之間相通，各同軸終端占接入魚的信青源也相通，而各介同軸終端之
岡是不相通的。

2 用以太岡技木如何在魚到多焦的同軸屯銳分配岡絡中侍送魚

到魚的以太岡切吠。

3 采用同一物理通道借偷上、下行方向的數掘。

針卅上迷第 2 介同題，如果能移將以太岡元源光岡絡 ( E he血e

絡中，則在魚到多魚的物理和逆輯拓朴同抽屯銳分配岡塔申估送魚到

魚的以太岡林圾的技木同題將可以得到成功的解決 。

以太同元源光岡絡 系統是一神采用魚吋多魚 P o o o而
筒妳 P ， 小仰 結枸的汲坪汲向光接入岡絡，由局端的光域路終端



( O p ca e Te血面a 筒妳 叮 )、用戶側的光岡塔羊元 ( p c a

e wo吹 筒妳 O J ) 和光分配岡絡 ( p ca s b o e wo伙

筒妳 O )組成 EP 位于並券岡絡端 口 ( e v ce e wo k 祝e ace

筒妳 S ) 占用戶 岡絡端 口 ( s e e wo山 e ace 筒妳 之間，
通迪 均用戶設各相連。

清參岡圈 2 ，因 2 力 EPO 系統的枸成示意軋 如囤 2 所示，一
介典型的 EPO 系統由 O T、多介 O F J ( J # 、 O N #2 、

O J # 和元源分光器 ( ass v e Op ca S p e 筒妳 O S ) 匆成。

叮位于局方的中 札房 ( C e垃 a 伍c e 筒妳 C O ) , O
、 位于棲道

或者用戶 家中，它們之坷用 O S 迸行連接。 POS 功能是分友下行
數搪井集中上行數搪。

EPO 技木在下行方向是采用戶播方式的，上行方向是分時夏用

的。上行和下行是分屬于不同的光坪物理估愉通道，彼此之間可以 同

時迸行。 在下行方向 ( O T 到 O N )， 友送的信孝通迂一介

的元源分光器 或几介分光器的級瑕 到迭各介 O J 。 在上行方

向 O J 到 O T ，一介 八丁友送的信考只舍到迷 O T，而不舍迷

到其他的 小叮。

在物理 ( P Y ) 房，EPO 使用 10 BASE 的以太 P YY ，同忖

在 P O 的侍瑜祝制上，通迪新增加的媒介接入控 ed a Access

C o血 ，筒妳 AC 命令未控制和仇化各 O N 占 O叮之坷 突友性

數搪通信和奕 吋的吋分夏用和夏用 ( T m e v s o p ex 如d

p exe 筒妳 T ) 通信，在切汶的第二居、EPO 采用成熟的

全汲工以太技木，使用 T ，由于 O N 在 自己的吋隙內友送數搪扳，

因此沒有碰撞，不需 C D 付C 載波監呀多路坊何 /沖突栓測 )，伙

而充分利用帶寬 。

具休地說，占侍統的以太岡相比，P O 主要增加了兩部分功能

位于 AC 居之下的仿具子居和被作力 AC 居一部分的多魚控制切

汶 ( -Po C o o P o oco 妳 CP
晴參岡囤 3 ，團 3 力 EPO 林汶分居和 S 參考模型同的吳系 。



仿具子居使得下面的魚到多魚 同絡在林汶上居看柬像是多介魚到魚

健路，迭一魚是通迂在每一介分組的升始加上逆輯健路析志 ( D

以取代 2 介字市的前尋采宴現的。在一介 PO 中，不需任何夏染的

切臥，光信青就能精硝地估送到最終用戶 ，未 自最終用戶的數搪也能

被集中佑送到中 岡塔八仟 控制切吠作力 AC 控制子居的折展，
以便支持 N 系統中 盯和多介 O J 之河 的正常通信逗特山dAAC

地址由他們的 T T 杯祺， T 在 O小W 的注冊迪程中功怨分配。

P 控制仿吠規定了三介赴理迂程

友現迪程

清參岡囤 4，囤 4 力 叭佇 P 控制切吠中的友現 O 井完成 O N

注冊的赴理流程。 如團 4 所示，在系統剛升始上咆的情況下，O T

友送一介戶播消息，所有已努上屯的 O T 都舍收到迷介消息 。 收到

消息的 b T 就舍給 皿友送一介消息，告拆 自己的一些 信息等。

叮收到所有上屯工作的 友送的注冊消息以后， 就舍知道
系統內有哪些 X 是在上屯工作狀怒。

扳告赴理

告信息的收集和生成。 具休地說，每介 J 都扳告 自己有哪些並券

在等待友送，迭祥 盯 就舍知道所有 J 的等待止券友送情況，

T 綜合考慮和碉度后，舍通迂下面的門限赴理消息分配相座的友送

吋隙給相座的 O N ，井保征多介 仍之間的友送吋隙互相不沖突，

送祥多介 OF呵就可以共享同一介上行物理通道，而彼此之間不戶生

沖突。

3 n限赴理

核赴理流程通迪多路夏用器的多路友送才可以完成管理門限信

息的生成均收集。具休地說，盯分配給多介 ON 不同的友送忖隙，

每介 ON 在 O T 分配給 自己的指定忖隙 P ，將需要友送給 叮 的

並參數搪友送出去。速祥，多介 ON 可以共享同一介上行物理通道，

伙而彼此之同沒有沖突。



綜上所述，在上迷的 EPO CP 林汶中，叨丁給 叮友送 (

行 ) 的吋候，使用的是一介物理通道 而 O N 拾 O T 友送 ( 上行 )

的忖候，使用的是另外一介物理通道。比如說，上行通道是一根光坪，
下行通道是另外一根光仟，兩介物理通道是兩介狼立的物理光坪，彼
此之間沒有干枕，可以 同吋使用 。

然而，均采用魚汁多魚結枸的汲坪汲向光接入閃絡 EPO 系統相

比，同軸同絡杯境中的接入魚和同抽終端之間的魚到多魚的物理和逆

輯拓朴，是采用 同一物理通道佑瑜上、下行方向的數搪。 因此，如果

要求 CP 枋汶在同軸杯境座用吋，仍然必須解決上、下行物理通

道共享的問題。

友明內容
本友明的目的在于，基于支持魚吋多魚的同軸屯銳分配同的以太

岡物理居改造，用吋分夏用的方法，在同一物理佑愉通道佑偷上行和

下行方向的數搪 井且，在上行方向采用吳似于多焦控制林吠的以太

岡媒介接入控制屋忱汶，宴現以太岡接入魚均多介同軸麥端之間的

AA C 居通信。

基于上述 目的，本友明提供一神在同軸岡絡中迸行數搪侍愉的方

法，核方法宴現了在所迷同軸屯銳分配岡中的接入魚七各同軸終端之
同，采用同一物理通道侍瑜上、下行方向的數搪，核方法包括

步驟 S 將整介物理通道佑愉信息的時河 划分成吋同片 ，分別

枸成上、下行數搪侍瑜通道。

步驟 S 2 接入魚占各同抽終端問上、下行方向佑瑜的數搪，分

別 占用不同的吋間片 迭行佑輸。

根搪所述的在同抽岡塔申迭行數搪估瑜的方法，所迷的步驟 S

具休包括

步驟 S - 將整介物理通道侍偷信息的吋間片 划分成供上行數搪

侍愉和下行數搪佑瑜使用的丙介忖晚
步驟 - 2 將上行方向侍瑜數搪 占用的時隙划分力多介子忖隙，



行敖搪。

才闆厝所迷的在同軸岡絡中迸行數搪佑瑜的方法，所述子吋隙的長
度小于或等于同軸終端保持吋舛的衣度。

根搪所迷的在同抽岡絡申迸行數搪侍瑜的方法，所述供下行數搪

侍瑜的時隙長度包括一介以上的所迷忖件衣度。

根搪所述的在同抽岡絡中迸行數搪佑瑜的方法，所迷的步驟 S2

具休包括

步驟 S2-1 接入魚采用戶播的方式，占用下行估瑜吋隙，向各同

抽終端侍瑜數搪

步驟 S2-2 需上行侍瑜數搪的各同軸終端，分別 占用不同的上行
侍瑜子忖隙，佑瑜需接入魚接收的數搪。

才財厝所迷的在同軸岡絡中迸行數搪佑瑜的方法，所述的步驟 S2-2

具休包括

步驟 S2-2-1 友現井完成各同抽終端上屯注冊

步驟 S2-2-2 根搪各同軸終端友送柬的上行帝寬晴求，收集所有

的同軸終端等待並芬友送的情況，將不同的上行侍愉子吋隙，分配洽

需友送上行數搪的各同軸終端使用

步驟 S2-2-3 每介同軸終端在分配給 自己的上行侍瑜子吋隙P ，

將需要友送拾接入魚的數搪友送出去。

根搪所述的在同軸岡絡中迸行數搪佑瑜的方法，所迷的同軸終端

向接入魚侍諭上行數搪忖，其媒介接入控制居采用 CP 忱汶控制

上行數搪的侍瑜。

本友明逐提供一神在同軸岡絡中迸行數搪估瑜的裝置，核同軸屯

端 同軸屯銳分配岡絡申的接入魚占各同軸終端之間，采用 同一物理

通道佑瑜上、下行方向的數搪 咳裝置包括
岡絡帶寬分配模坡，均 同抽屯銳分配岡中的接入魚和多介同抽終

端分別相連，其采用時分夏用的方法，分配在同一物理侍偷通道中上



行和下行方向的佑瑜數搪帶寬。

根搪所迷的估瑜裝置，所迷的岡絡帶寬分配模坡包拮 配置模坡

搪侍偷使用的多介吋隙，枸成上、下行佑瑜通道 佑瑜控制模決，均

所述的配置模泱相連，井且連接在接入魚和多介同軸終端之間，控制

接入魚占各同軸終端岡上、下行方向佑愉的數搪，分別 占用不同的時

同片迸行佑愉 。

根搪所述的侍諭裝置，所述的配置模泱包括 上下行吋隙分配模

坡 將整介物理通道侍瑜信息的吋同片 划分成供上行數搪侍愉和下行

數搪侍瑜使用的丙介吋隙，以枸成上行佑瑜通道和下行佑瑜通道 上

行子忖隙分配模坡 將上行方向侍瑜數搪 占用的吋隙划分力多介子吋

隙，供需上行借諭數搪的各同軸終端分別 占用不同的所述子時隙佑瑜

上行數搪。

根搪所迷的估偷裝置，所迷的侍偷控制模決包括 下行佑偷控制

模決 使接入魚改各占用下行數搪佑偷的吋隙，采用戶樁的方式，向

各同抽終端侍瑜數搪 上行佑瑜控制模坡 控制需上行侍瑜數搪的各
同抽終端，分別 占用不同的上行侍愉子時隙，侍瑜需接入魚接收的數

搪。

根搪所迷的佑瑜裝置，所迷的上行佑愉控制模坡包括 注丹模坎

友現井完成各同軸終端上屯注冊 扳告赴理模坡 根搪各同軸終端友
送柬的上行帶寬清求，收集所有的同軸終端等待並各友送的情況，將
不同的上行侍瑜子吋隙，分配給需友送上行數搪的同軸終瀚 友送赴

理模決 使每介同軸終端在接入焦改各分配給 自己的上行侍偷子時隙

中，將需要友送給接入魚的數搪友送出去。

根搪所迷的侍瑜裝置，所迷的上行佑愉控制模決位于接入魚和
或各同軸咚端的 AC 居思 片 中，用 以控制媒介接入控制居采用

CP林伏侍瑜同抽終端向接入魚侍愉上行數搪。

本友明逐提供一神同抽岡絡，所迷同抽岡絡包插接入魚以及通迂

各分支改各占其相連的多介同軸終端 井且，同軸岡絡中的接入魚占



各同軸終端之同，采用 同一物理通道佑愉上、下行方向的數搪 核 同

絡近包括一數搪侍愉裝置，所迷數搪侍愉裝置迸一步包括
囚絡帶寬分配模坡，占同軸同絡中的接入魚和多介同軸終端分別

相連，其采用時分夏用的方法，分配在同一物理借偷通道申上行和下

行方向的侍瑜數搪帶寬。

根搪所述的同軸同絡，所迷岡絡帝寬分配模決包括

配置模泱 將整介物理通道佑愉信息的吋同片 划分成供上行數搪

侍偷和下行數搪侍愉使用的多介吋隙，枸成上、 下行佑瑜通道

侍偷控制模坡 均所迷的配置模坡相連，井且連接在接入魚和多

介同軸終端之坷 ，控制接入魚均各同軸終端同上、下行方向侍瑜的數
搪，分別 占用不同的忖同片迭行佑偷。

本友明近提供一神同軸終端，通迂岡絡帶寬分配模泱均接入魚相

連接枸成同軸岡絡，井且，同軸岡絡中的接入魚占各同軸終端之同，

采用同一物理通道佑偷上、下行方向的數搪，所迷同軸終端 包括

上行侍諭子吋隙接收模坡 接收所述岡絡寬帝分配模坡友送的上
行佑偷子時悅

上行數搪友送模決 在所述上行侍瑜子吋隙 ，將需要友送的上
行數搪友送給所迷岡塔寬帶分配模決。

根搪所迷的同軸終端，所迷同抽終端近包括注冊信息友送模坡

向阿絡帝寬分配模坡友送注丹信息。

根搪所述的同軸終端，所迷同軸終端近包括帶寬清求友送模坡

向岡絡帶究分配模坡友送帶寬晴求。

叭上述技木方菜可以看九 本友明基于吋同軸屯銳分配同絡的以

太同物理居改造，采用時分夏用的方法，在同一物理估瑜通道佑瑜上

行和下行方向的數搪 井且，在上行方向，采用 P 林伙突現以

太岡接入魚均多介同柚終端河的 AC 居通信 。 速祥可以做到借用現

有的同軸村狀岡絡估愉以太岡的基帶屯信青。力戶屯增值並各的升拓

和現有岡絡資源的增值劍造了戶周的祝舍，特別是速神及向改造的成

本 &/氏。



團 1 力現有技木中有域屯視同軸屯銳分配岡絡中褸接入魚到各
同抽終端的岡絡結枸示意軋

囤 2 力現有技木中 EP 系統的枸成示意軋
囤 3 力現有技木中 PO 林汶分居和 S 參考模型間的芙 系示

6 力本友明奕施例的岡絡帶寬分配模坡的結枸示意軋
刀□

囤 8 力本友明另一宴施例的流程囤。

具休奕施方式

本友明的宴現基拙力，在不改雯現有的有域 屯視同軸屯銳分配岡

絡的組岡情況下，通迂吋以太岡物理居迸行改造，使以太岡接入魚的

信青源占各同軸終端之同相通，各同軸終端均接入魚的信昔源也相
通，而各介同軸終端之同不相通，以支持以太岡林畝在現有同軸屯銳

分配阿絡上迸行魚吋多魚的侍瑜。

以太同侍瑜方法及其佑瑜裝置迸行祥細說明。

首先，靖參岡囤 5，囤 5 是本友明奕施例在同軸屯銳分配岡中的

以太岡侍瑜 系統的錯枸示意因。

如囤 5 所示，其力本友明奕施例在同軸屯銳分配岡申以太岡佑愉
系統的局部結枸示意團。 包括一介以太岡接入魚，6 介分支器 (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以及 12 介同軸終端 ( # 111 #



112 # 121 # 122 # 13 1 # 132 # 141 # 142 # 1 1 # 152

# 6 1 # 162 ) 。 由于在同軸屯銳分配岡絡中的以太岡接入魚均各同

抽終端之間，采用同一物理通道佑愉上、下行方向的數搪，即上行方

向和下行方向使用相同的物理佑瑜通道佑瑜數搪，因此，在同軸屯銳

分配岡中，增加了岡塔帶寬分配模決，核 岡塔帶寬分配模坡七同軸屯

銳分配岡中的接入魚和多介同抽終端分別相連，其采用吋分夏用的方

法，分配在同一物理佑偷通道申上行和下行侍瑜方向的數搪帶寬 。 即

吋需侍瑜的數搪迸行忖分多路夏用通信，使各路以太岡接入魚均各同

柚終端之同佑愉的信青在同一物理侍瑜通道上占有不同吋同同隙迸

行通信。

清參岡囤 6，力本友明奕施例的岡絡帶寬分配模坡的結枸示意 固。

團 6 中所示的岡絡帶寬分配模泱可以作力本友明的一介較佳的奕施

例，即在原有有域屯視同軸屯銳分配岡絡中增加同絡帶寬分配模坡，

咳岡絡帶寬分配模坡迸一步包拮配置模決和侍愉控制模決 配置模決

將整介物理通道估偷信息的吋間片 划分成供上行數搪估瑜和下行數

搪侍瑜使用的多介忖隙，枸成上、下行佑瑜通道 侍愉控制模坡，均

所迷的配置模決相連，井且連接在以太岡接入魚和多介同柚終端之
河 ，控制以太岡接入魚占各同柚終端同的上、下行方向侍瑜的數搪，

分別 占用不同的吋同片迸行佑愉。

在本奕施例中，配置模坡和佑瑜控制模決在以太岡接入魚和同軸

終端之坷規定了一神控制桃制柬切碉數搪的有效友送和接收。 仇迭

地，配置模坡和佑偷控制模坡可以位于以太岡接入魚和 或各同軸終

端的 AC 居忠片 ，用以方便地控制侍諭系統的媒介接入控制居采

具休地，配置模坡迸一步包括上下行吋隙分配模決和上行子時隙

分配模決。上、下行忖隙分配模決將整介物理通道侍瑜信息的吋同片

划分成供上行數搪侍愉和下行敬搪侍愉使用的兩介忖隙，以枸成上行
侍愉通道和下行侍瑜通道 系統在逗行迪程p，某一介忖刻只允井上、

下行方向中的其中之一佑瑜數搪。在下行子吋同片 中，接入魚改各占



用下行數搪估輸的時隙，采用戶樁的方式，向各同軸終端侍偷數搪

在上行的忖間片 P ，上行子吋隙分配模坡將上行方向侍諭數搪占用的

吋隙划分力多介子忖隙，供需上行佑諭數搪的各同軸終端，分別 占用

不同的子時隙估瑜上行數搪。

佑偷控制模決包括下行侍輸控制模泱和上行侍偷控制模決。吋于

下行方向，下行估瑜控制模決使以太岡接入魚改各占用下行數搪佑偷

的忖隙，采用戶播的方式，向各同軸終端侍瑜數搪 卅于上行方向，

上行佑渝控制模坡控制需上行佑愉數搪的各同軸終端，分別 占用不同

的上行侍瑜子吋隙，侍瑜需以太岡接入魚接收的數搪，使在上行吋同
片 的某一介時刻，只允許一介同抽終端向以太岡接入魚友送數搪，送
祥，就可以防止未 自不同同軸終端的信息包相互沖突。

所述的上行侍瑜控制模坡叉迸一步包括注冊模坡、扳告赴理模坡

以及友送赴理模坡。注冊模坡使以太岡接入魚改各友現井完成各同軸

終端上屯注冊 扳告赴理模坡使以太岡接入魚改各根搪各同軸終端友
送柬的上行帶寬清求，收集所有同軸終端的等待並各友送的情況，將
不同的上行佑偷子吋隙，分配給需友送上行數搪的同軸終端 友送赴

理模坡使每介同軸終端在以太岡接入魚改各分配給 自己的上行佑愉

子時隙 P ，將需要友送拾以太岡接入魚的數搪友送出去。村座的，占
核岡絡帶寬分配模坡相違接的同抽終端 包括 注冊信息友送模坡、帶

寬清求友送模坡、上行估瑜子時隙接收模坡和上行數搪友送模坡。注

冊信息友送模決向同絡帶寬分配模坡友送注冊信息 。帶寬清求友送模
坡向岡塔帶寬分配模坡友送帶寬晴求。上行佑瑜子吋隙接收模決接收
同絡寬帶分配模坡友送的上行侍瑜子吋隙。上行數搪友送模坡在核上
行借愉子忖隙中，將需要友送的上行數搪友送給岡絡寬帶分配模坡。

伙上述可以得知 囤 5 所示的在同軸屯銳分配岡絡中的以太岡侍

偷 系統，其基于支持魚吋多 魚的同軸屯筑分配岡的以太岡物理居改
造，以及在以太同接入魚和各同軸終端的 AA C 房思片 中，增加了囤

6 所示的阿絡帶寬分配模泱，其采用時分夏用的方法，在同一物理侍

瑜通道佑瑜上行和下行方向的數搪 井且，在上行方向采用吳似于



CP 劫、畝的以太岡 AA C 房林伏，奕現以太岡接入魚均多介同軸終

端之河 的 AA C 居通信。

下面結合團 5 、團 6 和囤 7 村本友明的在同軸屯筑分配岡中的以

太阿侍輸方法迸行祥細描迷。

清參岡囤 7 ，園 7 力本友明奕施例的在同軸屯銳分配岡中的以太
岡佑愉方法的流程園 。 伙園 7 中可以看也 核方法包括

步驟 S 將整介物理通道侍愉信息的時間划分成吋岡片 ，分別

枸成上、下行敷搪侍瑜通道

步驟 2 以太岡接入魚均各同軸終端 阿的上、下行方向侍愉的

數搪，分別 占用不同的時間片迸行侍瑜。

也就是說，占同軸屯銳分配同絡中的以太同接入魚七各同軸終端

之吼 采用同一物理通道估瑜上、下行方向的數搪忖，如果將提供給

整介物理侍瑜通道侍瑜信息的吋同划分成若干忖同片 吋隙 ) ，井將

送些時隙分配給每一介信青源使用，每一路信青就可以在 自己的時隙

內狹 占物理佑瑜通道迭行數搪估瑜，可以迷到侍喻通道的分升，互不

干抗的 目的。在下行子忖間片 中，接入魚改各占用下行效搪佑偷的吋

隙，采用戶樁的方式，向各同抽終端佑愉數搪 在上行的吋河 片 中，

時隙，供需上行借偷數搪的各同軸終端，分別 占用不同的子吋隙侍輸

上行數搪。

如固 7 所示，所迷的步驟 S 的具休操作流程包括

步驟 S - 將整介物理通道佑瑜信息的忖河 片 划分成供上行敖搪
佑偷和下行數搪佑瑜使用的丙介忖駝

步驟 S - 2 將上行方向侍偷數搪 占用的時隙划分力多介子吋隙，

供需上行估偷數搪的各同軸終端，分別 占用不同的子吋隙估偷上行教
搪 。

扶行完步驟 S 之后，圍 5 中的以太岡接入魚就可以升始使用下

行效搪侍諭通道向同軸終端 ( 例如 # 1 2 、 # 162 ) 友送數搪了 需侍
瑜數搪的同抽終端 ( 例如 # 121 # 162 ) 也可以升始共享上行數搪侍



瑜通道侍愉數搪。

同上，如囤 7 所示，所迷的步驟 S2 的具休操作流程包括
步驟 S2-1 以太岡接入魚采用亡播的方式，占用下行佑諭吋隙，

向各同軸終端侍愉數搪
步驟 S 2-2 需上行佑偷數搪的各同軸終端，分別 占用不同的上行

佑瑜子時隙，佑瑜以太岡接入魚接收的數搪。

步驟 可以將上行和下行的數搪侍愉分屬于不同的吋間佑愉通
道，使以太岡接入魚均各同軸終端 ( 例如 # 121 # 162 ) 之間可以 同

忖迸行上、下行數搪的佑瑜。

需要說明的是，上、下行數搪侍愉通道所 占用的吋岡片 的大小和
數量可以根搪需要，迸行統一分配 特別是上行數搪侍瑜子通道所 占

用子吋阿 片 的大小和數量，可以根搪同軸終端的介數和它們所需的帶
寬，迸行功怨分配的。 例如，占同抽終端 # 2 1 ) 岡了，或者有
兩介同軸終端 ( # 132 和 # 141 叉注冊上屯 了，岡絡上注冊的同柚
終端的介數友生了交化，直接尋致了所需子忖隙介數的增加或減少 ，

的子吋間片 的大小和數量。

同上，如囤 7 所示所迷的步驟 52-2 具休操作流程 包插步驟
S2-2- 、步驟 S2 2 及步驟 S2-2-3

在步驟 S2-2-1 以太同接入魚改各友現井完成各同抽終端上屯注

冊。具休地祝，在系統剛升始上屯的情況下，以太岡接入魚友送一介

戶播消息，速梓所有上屯注冊的同軸終端都舍收到送介消息 。收到消

息的同抽終端就舍拾以太岡接入魚友送一介消息，告祈 自 己的一些

信息等。 以太同接入魚收到所有的上屯工作的同軸終端友送的注

冊消息以后，以太岡接入魚就舍知道系統內有哪些同軸終端赴于上屯

工作狀怒 。

在步驟 S2-2-2 以太岡接入魚改各根搪各同抽終端友送未的上行

帝寬清求，收集所有的同軸終端等待並各友送的情況，將不同的上行
侍愉子時隙，分配給需友送上行數搪的各同軸終端使用 。 具休地說，



每介同軸終端都扳告 自己有哪些止券在等待友送，迷祥，以太岡接入
魚就舍知道所有同軸終端的等待止券友送情況，以太岡接入魚鋒迪綜

合考慮和碉度后，舍分配相座的友送時隙給相座的同軸終端，井使多

介同軸咚端之岡的友送忖隙互相不沖突，叭而奕現多介同軸終端共享

同一介上行物理通道，而彼此之岡不戶生沖突。

在步驟 S - 每介同軸終端在以太岡接入魚改各分配給 自己的

上行侍喻子忖隙 ，將需要友送給以太岡接入魚的數搪友送出去。具

休地說，以太岡接入魚分配給多今同抽終端不同的友送吋隙，每介同

軸終端在以太岡接入魚分配給 自己的指定吋隙P ，將需要友送拾以太

岡接入魚的止各友送出去。送祥多介同軸終端可以共享同一介上行物

理通道，而彼此之柯沒有沖突。

仇迭地，同軸終端向以太岡接入魚侍瑜上行數搪吋，其媒介接入
控制居可以采用 h仰 P 缽汶控制上行敬掘的佑瑜 CP 涉及的內容
包括同軸終端友送忖隙的分配、同軸終端的 自功友現和加入、向高居

扳告捆塞情況以便功怒分配帶寬，上迷的內容厲于現有技木，在此不

再贅迷。

另外，力了保祉上迷本友明奕施例中同抽終端和以太岡接入魚之

岡的數搪侍諭正常，必須使得各同柚終端和以太岡接入魚的忖舛保持

同步。 然而，每介同軸終端保持忖件的能力是有限的，通常只 能在

0 毫秒到几百毫秒的長度內休祉 自身忖舛的正碉性，如果同抽終端

那 么 同神咚端保持的忖件就舍戶生唳差，八而使得同軸終端和以太岡

接入魚的汁卸不同步，寺致同抽終端和以太岡接入魚元法迸行正常的

數搪侍偷。

具休采耕，在上迷本友明的宴施例中，以太岡接入魚均各同柚終

端是分吋占用侍輸通道，也就是祝，在上行忖隙內，以太阿接入魚不

能友送任何信息，也即在核上行吋隙 內，同抽終端元法接收到以太岡

接入魚友采的肘鉀信息 。 而另一方面，同軸終端保持時件的能力是有

限的，如果同軸終端未接收到以太岡接入魚友束的忖神信息的時坷弋



度超迪了咳同軸終端保持時針的長度，那 么 同抽終端的吋舛就舍出

錯曰。

針吋上述特魚可知，只要同軸終端未接收到以太囚接入魚友柬的

吋徘信息的吋岡衣度不大于同軸終端保持吋件的未度，那么 ，同軸終

端即能移保祉 自身的肘鉀均以太岡接入魚的時神俸持同步，保征吋卸

的准硝性。 而以太岡接入魚友送的所有下行數搪中均包括時坤信息，

忖同長度不大于同軸終端保持忖舛的未度，只要保征下行時隙在同軸

終端保持時針長度到迭前升始，或者上行吋隙在同軸終端保持忖件長

度到迭前結束即可。

因此，本友明的另一奕施例在改置上下行吋隙吋以每一介同軸終

端保持的時鉀長度力依搪，改置各同軸終端的上行子吋隙小于或等于

每一介同抽終端保持的吋舛衣度，改置下行忖隙包括一介以上的前迷

忖神衣度。改置上下行吋隙，井才財厝改置的吋隙迸行數搪佑愉的迂程，

如因 8 所示，包括以下步驟 步驟 S 1，改置最小吋岡片 ，核最小

忖間片 小于或等于每一介同軸咚端保持時鉀的未度。

步驟 802，划分上行忖隙和下行肘隙，其申下行吋隙包括一介以

上的最小時河 片 。

步驟 803，力每介同柚終端划分上行子時隙，其中各同抽終端的

上行子吋隙的衣度小于或等于各同軸終端保持時針的長度。

速里，划分上行子吋隙的方式可以 包括
方式一、由管理人員根搪每一介同軸終端保持吋件的未度，直接

在每一介同抽終端上划分上行子吋隙。

方式二、由以太同接入魚首先茨取每一介同軸終端保持時神的衣

度，具休茨取的方式可以是由管理人員 直接在以太岡接入魚上瑜入每
一介同軸終端保持忖件的長度，或者是每一今同抽終端蔣 自身保持時

件的長度信息友送至以太同接入魚 然后，以太岡接入魚根搪毅取的

每一介同軸終端保持時徘的衣度划分上行子吋隙。

在方式二叱 近可以預先由每一介同軸終端將要友送的上行各數



搪幀的長度上報給以太岡接入魚 迷祥，以太岡接入魚可以迸一步根
搪每一介同抽終端要友送的上行各數搪幀的長度未沒置上行子忖隙。

也就是說，以太岡接入魚在沒置上行子吋隙吋，同時考慮每一介同軸

終端保持忖件的衣度以及每一介同軸終端要友送的上行各效搪幀的

衣度。

在方式二下，以太岡接入焦逛需要迸一步通迂占同軸終端之同已

有或新增的控制消息將所改置的上行子吋隙的信息友送至每一介同

軸終端。

在本步驟 803 申，具休地，可以通迂設置上行子忖隙等于步驟
80 1 中改置的最小吋坷 片 ，柬奕現上行子吋隙的長度小于或等于每一
介同軸終端俸持吋神的衣度。

需要說明的是，在上迷步驟 80 1至步驟 803 P ，通迂最小忖間片

沒置出下行吋隙和上行子吋隙的赴理，可以使得下行吋隙和上行子吋
隙的吋長成倍數芙乳 井且有利于后埃迪程中通迪最小吋間片 更新下

行時隙和上行子吋隙。 倒如，同軸終端保持時件的長度力 ms，則

步驟 80 中可以改置最小時間片 力 ms，如果下行忖隙和上行子時隙

的忖長比例力 4 1，那 么，步驟 802 中可以改置下行時隙力 2 s

步驟 803 中可以改置上行子吋隙力 5ms

步驟 804 ，以太岡接入魚監測到下行吋隙到柬，在下行吋隙中的

每介最小吋同片升始忖刻判晰是否有待友送數搪幀，若是，則執行步

驟 805 否則，執行步驟 80 .
迷里，最小吋同片 小于等于每一介同軸終端保持吋件的長度，即

反映了每一介同軸終端保持忖件的能力，力了硝保在下行時隙 內，同

的下行敖搪，下行吋隙可以划分力各介最小吋間片柬赴理，即以太岡

接入魚在下行吋隙中的每介最小吋岡片 中需要判晰是否有待友送救
搪幀，如果沒有，則需要扶行后埃友送空閑信青的赴理，八而保征同

的下行數搪，井通迂核下行數搪同步 自身吋針。



步驟 805，以太同接入魚判晰占前待友送數搪幀的侍送吋長是否

超迪最小忖間片 衣度，若是，則扶行步驟 806 ，否則，執行步驟 808

由于以太岡數搪幀是非定衣的，因此每一介數搪幀的佑送忖長是
非定衣的。根搪數搪幀的長度，以太岡接入魚可以汁算出該數搪幀的

估送吋長。若數搪幀的侍送吋長大于最小忖同片 的長度，則友送核數
搪幀就可能舍占用上行友送忖岡，以而年致同軸終端均以太岡接入魚

同吋占用上下行共享的侍愉通道，使得數搪侍愉錯唳。因此，較佳地，

力了迸一步保征在任何情況下，數搪均能移正硝估偷，在本步驟 ，

以太岡接入魚在友送每介數搪幀之前，近可以判慚核數搪幀的侍送吋

長是否超迪預先改定的最小吋同片 ，若是，則不友送核數搪幀，而通

迂向同軸終端友送空閑信寺束郡助同抽終端 同步忖舛。

步驟 806，以太岡接入魚在核最小吋間片 內向每一介同軸終端友
送空岡信青。

步驟 807，每一介同軸終端根搪空因信青中擄帶的吋針信息同步
自身的吋伸，特向步驟 8 10

步驟 808，以太岡接入魚在核最小吋間片 內友送占前待友送的數
搪幀。

步驟 809，每一介同抽終端根搪接收到的數搪幀中攜帶的忖神信
息同步 自身的吋件。

步驟 8 10，每一介同抽終端監測到上行子忖隙到未吋，將上行數
搪友送至以太岡接入魚 。

步驟 8 11，每一介同軸終端監測到上行子吋隙錯柬吋，停止友送

上行數搪。

吋座囤 8 所示本友明奕施例的數搪估偷方法，用柬奕現上迷數搪

侍愉方法的同軸終端包括 吋神管理羊元、數搪交互赴埋羊元和吋卸
同步羊元。其叱 吋件管理羊元，用于保存上行吋隙的信息，在監測

到上行忖隙到柬或錯柬吋，通知數搪交互赴理羊元，其中，上行時隙

的長度小于或等于咳同軸終端保持時件的衣度。 數搪交互赴理羊元，

連接吋卸管理羊元，用于接收到上行忖隙到柬的通知后，將上行數搪



友送至以太岡接入魚，在接收到上行吋隙錯柬的通知后，接收以太岡

接入魚友未的下行敷搪。吋件同步羊元，用于根搪接收到的吋徘信息

同步更新核同柚終端中保存的吋徘信息 。 而核數搪交互赴理羊元，則

在接收到以太岡接入魚友采的下行數搪后，伙核下行數搪中提取時鉀

信息，將所提取的忖件信息友送至忖徘同步羊元迸行吋針信息的同步

更新，井根搪時件同步車元中俸存的吋件信息友送上行數搪和接收下

行數搪。

需要戶明的是，上迷友明內容及具休奕施方式意在征明本友明所

提供技木方案的奕 陡座用，不座解粹力吋本友明保妒范園的限定。本

領域技木人員 在本友明的精神和原理札 作各神修改、等同替換、或

改迸，均在本友明的校利要求的保妒范園 內 。



校利要求

1．一神在同抽同絡申迸行數搪侍瑜的方法，核方法奕現了在同

軸屯筑分配岡的接入魚均各同軸終端之同的同一物理通道侍愉上、下

行方向的數搪，其特征在于，核方法包括

步驟 S 將整介物理通道佑諭信息的吋間划分成吋間片 ，分別

枸成上、下行數搪估瑜通道

步驟 S2 接入魚占各同軸終端問上、下行方向侍瑜的數搪，分
別 占用不同的吋間片迸行侍瑜。

2、根搪枚利要求 1 所迷的在同軸岡絡中迸行數搪佑瑜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迷的步驟 具休包括

步驟 S - 將整介物理通道佑瑜信息的忖同片 划分成供上行數搪

佑愉和下行數搪侍偷使用的丙介忖駝
步驟 S -2 將上行方向佑瑜數搪 占用的吋隙划分力多介子吋隙，

行數搪 。

3、根搪杖利要求 2 所迷的在同軸岡絡申迸行效搪侍諭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迷子時隙的長度小于或等于同抽終端保持忖件的長

度。

4、根搪枚利要求 3 所迷的在同軸岡塔中迸行效搪侍瑜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迷供下行效搪侍瑜的吋隙長度包拮一介以上的所述吋

件長度。

5、根搪枚利要求 1 所迷的在同軸岡絡中迸行數搪侍瑜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驟 S2 具休包括

步驟 S2- 1 接入魚采用戶播的方式，占用下行佑瑜時隙，向各同

軸終端估愉數搪

步驟 S2-2 需上行侍瑜數搪的各同軸終端，分別 占用不同的上行

佑愉子忖隙，侍瑜需接入魚接收的數搪。

6、根搪校利要求 5 所迷的在同軸同塔中迸行數搪侍瑜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迷的步驟 S2-2 具休包括
步驟 S2-2- 1 友現井完成各同軸終端上屯注冊

步驟 S2-2-2 根搪所述各同抽終端友送未的上行帶寬清求，收集

所有的同軸終端等待並券友送的情況，將不同的上行侍瑜子吋隙，分
配給需友送上行數搪的所迷各同軸終端使用

步驟 S2-2-3 每介同軸終端在分配給 自己的上行佑瑜子吋隙中，

將需要友送給接入魚的數搪友送出去。

7、根搪枚利要求 5 所迷的在同抽岡絡中迸行敷搪侍瑜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同軸終端向接入魚佑愉上行數搪吋，其媒介接入
控制居采用 h佇 P 林故控制上行數搪的侍瑜。

8、一神在同軸同塔中迸行數搪侍瑜的裝置，所述同抽同絡包括
接入魚以及通迪各分支改各均其相連的多介同抽咚端 井且，同軸同

絡中的接入魚占各同軸終端之同，采用 同一物理通道借輸上、下行方

向的數搪 其特征在于，所述裝置包括

岡塔帝寬分配模決，占同軸岡絡中的接入魚和多介同軸終端分別

相連，其采用時分夏用的方法，分配在同一物理侍瑜通道中上行和下

行方向的借瑜數搪帶寬。

9、根搪枚利要求 8 所述的佑瑜裝置，其特征在于，所迷的岡絡

帶寬分配模坡包括

配置模坡 將整介物理通道侍偷信息的忖間片 划分成供上行數搪

侍瑜和下行數搪佑瑜使用的多介吋隙，枸成上、下行佑瑜通道

佑瑜控制模坡 均所述的配置模坡相達，井且連接在接入魚和多

介同軸終端之同，控制接入魚占各同軸終端同上、下行方向佑偷的數
搪，分別 占用不同的吋間片迸行估瑜。

10、根搪杖利要求 9 所迷的估瑜裝置，其特征在于，所迷的配置

模決包括

上下行吋隙分配模決 將整介物理通道佑瑜信息的時間片 划分成

供上行數搪侍瑜和下行數搪佑瑜使用的丙介忖隙，以枸成上行侍愉通

道和下行侍愉通道



上行子吋隙分配模坡 將上行方向佑瑜數搪 占用的吋隙划分力多

介子忖隙，供需上行佑瑜敷搪的各同軸終端分別 占用不同的子吋隙侍

瑜上行數搪。

1 1 、根搪杖利要求 9 所迷的佑愉裝置，其特征在于，所迷的侍輸

控制模坡包括

下行侍瑜控制模泱 使接入魚改各占用下行數搪佑諭的吋隙，采

用戶樁的方式，向各同軸終端侍諭數搪

上行侍瑜控制模坡 控制需上行佑愉數搪的各同軸終端，分別 占

用不同的上行侍瑜子吋隙，侍愉需接入魚接收的數搪。

1 2 、根搪杖利要求 1 1 所述的侍輸裝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上

行侍愉控制模坡包括

注冊模坡 友現井完成各同軸終端上屯注冊

扳告赴理模坡 根搪各同抽終端友送采的上行帶寬清求，收集所

有的同軸終端等待並券友送的情況，將不同的上行佑瑜子忖隙，分配

給需友送上行數搪的同軸終端

友送赴理模坡 使每介同軸終端在分配拾 自己的上行佑愉子時隙

中，將需要友送給接入魚的數搪友送出去。

1 3 、根搪枚利要求 1 1 或 1 2 所述的侍瑜裝置，其特征在于 所迷

的上行侍瑜控制模坡位于接入魚和 或各同軸終端的 AA C 居忠 片

申，用以控制媒介接入控制屆采用 CP 枋吠佑瑜同軸終端向接入魚

侍瑜上行數搪。

1 4 、一神同軸岡絡，所述同軸岡塔包括接入魚以及通迪各分支改
各占其相連的多介同軸終端 井且，同軸岡絡申的接入魚占各同抽終

端之間，采用同一物理通道佑瑜上、下行方向的數搪 其特征在于，

核 岡絡近包拮一數搪侍瑜裝置，所迷數搪估愉裝置迸一步包括
岡絡帶寬分配模決，均同軸岡塔中的接入魚和多介同軸終端分別

相達，其采用時分夏用的方法，分配在同一物理侍愉通道中上行和下

行方向的侍偷數搪帶寬 。

1 5 、如枚利要求 1 4 所述同軸岡塔，其特征在于，所述岡絡帶寬



分配模決包括

配置模泱 將整介物理通道佑瑜信息的吋間片 划分成供上行數搪
佑愉和下行數搪佑瑜使用的多介吋隙，枸成上、下行估瑜通道

借愉控制模決 均所述的配置模決相連，井且連接在接入魚和多

介同軸終端之岡，控制接入魚均各同抽終端問上、下行方向佑偷的數
搪，分別 占用不同的時間片迸行佑瑜。

16、一神同軸終端，通迂岡塔帶寬分配模泱占接入魚相連接枸成
同抽岡塔，井且，同軸同絡申的接入魚均各同軸終端之間，采用 同一
物理通道佑瑜上、下行方向的數搪，其特征在于，所迷同軸鋒端 包拮

上行佑愉子忖隙接收模坡 接收所迷岡塔寬帶分配模坡友送的上
行侍瑜子吋晚

上行數搪友送模坡 在所迷上行侍輸子吋隙 ，將需要友送的上

行數搪友送給所迷岡絡霓帶分配模坡。

17、如杖利要求 16 所迷同柚終端，其特征在于，所述同抽終端

近包括注舫信息友送模坡 向岡塔帶寬分配模決友送注冊信息 。

18、如枚利要求 16 所迷同軸終端，其特征在于，所迷同抽終端

近包括帶寬清求友送模坡 向岡塔帶寬分配模泱友送帶寬清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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