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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一神特技教据幀的方法、系統和汝各，屈于通祝領域。咳方法包括以下步蝶 。舀工作隧道中的部分隧道友生

故障吋 >故障部分的上游近端沒各 (401) 收到欽据幀后，眉功分段保扒隧道，分段保扣隧道的起始背庶是上游近

端投各 (401)，鏗鈷市貞是故障部分的下游近端沒各 (402) 將教掘幀通迂分段保拆隧道特友到下游近端段各 (402)

鋒下游近端投各 (402) 通迂工作隧道的元故障部分特友到目的沒各 。核系統包括上游近端汝各 (401) 和下游近端

投各 (402) 。核方法、系統和投各力 PBB TE 隧道提供了分段保押 舀工作隧道岌生故障咐 ，使用分段保折隧道

代替工作隧道故障部分，魅鏤使用工作隧道的元故障部分，有效利用了柯絡璣源 避免了阿藥帶筑的浪興 井力遇

莒商提供了多神故障保折方式。



稅 明 弔
一神竹投教扼恢的方法、系統和投各

技木領域

本投明涉及通爪領域，特別涉及一神枯投教扼恢的方法、系統和投各。

背景技木
以太阿技木作力下一代阿絡的承截阿技木，具有成本低廉，操作筒串，升級方便等仇

月，以太阿技木伙串一阿絡 向若尾坎化和面向連接的方向投展，逐步形成目前分尾以太阿

技木。在投展迂稚中，斤生T pBB TE P ov de Backbone B dge T a c Eng nee 迂

莒向甘干阿流量工稚 ，即 PBT P ov de Backbone T anspo ，迂莒向甘干阿伎輸 技木。

PBB TE 琪耽丁以太阿的面向連接特性，是以太阿林准的衍坐技木，它夫岡丁坐成柯、

伎統以太阿的泛洪帆制和仁播帆制，通迂在甘丁阿中建立隧道未提供各神服各。 PBB TE 是

在 e d a cce s s o n o ，介肢坊同控制 n 技木的基咄上炭展起來的。 n

技木利用迂莒商 地址封裝用 地址，在伎輸教扼迂稚迭到減少和隔萬用

地址的目的。 n 技木琪耽阿絡的尾坎化，例如，將阿絡尾坎化力三尾，分別力用

戶阿絡尾、供庄商阿絡尾和迂接各介供庄商阿絡的甘干阿絡尾。參兄囚 1，力耽有技木提供

的一神 n 阿絡迂接示意圈。 阿絡迂接包括用戶阿絡尾、供庄商阿絡尾和甘干阿絡

尾。具休力山 BN s ome B dge d Ne o k，用戶阿梳互迂阿絡 和 BN 枸成的用

戶阿絡尾，PBBN P ov de Backbone B dged Ne o k，供庄商甘十阿梳九迢阿絡 尾以

及山連接 BN 和 PBBN 的 PBN P ov de B dged Ne o k，供庄商阿梳互連阿絡 和

迂接 BN 和 PBBN 的 PBN 枸成的供庄商阿絡尾。

PBB TE 通迂在 PBBN 阿絡中建立隧道，完成孜尾 C 教扼恢地址的特投 。其中，通迂

B T 林簽 中的 B Backbone e s na on dd es s 甘干阿 目的地址 +B

Backbone a Lo c a ea Ne o k ，甘干阿虛似阿林似 末林似隧道，在 PBB TE

隧迫中只似別 B T ，用戶倍息是透明的。 PBB TE 技木力教抓恢提供面向迂接的服各，通

迂外尾 T B T +B 完成工作隧道和各份隧道的建立，建立各份隧道的介教恨扼琪

阮阿絡配首需要而定，通迂不同的 B 林似末琪耽肘 B Backbone o ce dd es s

甘干阿源地址 ，B D Backbone De s ona on d es s，甘干阿 目的地址 之同的工作隧

道和各份隧道匕分。參兄圈 2，力耽有技木提供的 PB E 的隧道連接示意圈。B 和 B

之同通迂 B 林似的工作隧道特投教扼恢，B 和 B 2 之同通迂 B 林似的工作



隧迫特友教抓幀，井力咳工作隧道配首T B D2 林似的各份隧道，咳各份隧道力 B 和

B 2 之同的工作隧道提供丁端到端的保拍 B 和 B 3 之同通迂 B 林似的工作隧

道竹岌教抓幀。在 PBBN 阿絡中，B 和 B D 之同的工作隧道用 B D +B D 林似 B

和 B D 2 的工作隧道用 B D 2+B D 林似，各份隧道用 B D 2+B D2 林似 B 和 B D 3

之同的隧道用 B 3+B 林似。 P B E 隧道什肘不同的 B B 可以豆用，但是要

保征細合 B D + B D 在 PBBN 全阿唯一，PBB T E 力阿絡的折展提供丁 良好的基咄。

正常惜況下，B 及迭的教抓流量，即教抓幀，通迂工作隧道及迭到 B D ，舀工作隧

道中投叱故障吋，后用預先配首好的各份隧道，將 B 投迭的教扼流量切換到各份隧道上，

教抓流量鋒迂各份隧道投迭到 B D ，完成故障保拍倒換 。 咳故障保拍倒換力 B 和 B D

之同提供咆倍級端到端的保拍。參兄圈 3 ，力耽有技木提供的 P P E 端到端保拍的示意圈。

尚迂接 B 和 B 2 的 B 林似的工作隧道炭叱故障吋，B 將炭出的教扼恢切換到

配首好的 B D2 林似的各份隧道中，在 PBBN 阿中，咳各份隧道使用 B D 2+B D2 林似，

教抓幀鋒迂咳各份隧道投迭到 B D 2，完成故障保拍倒換，琪耽 PPB TE 的端到端保拍。

役明人在琪耽本役明的迂租中役耽，里然 PBB TE 技木提供丁咆倍級的端到端保拍，但

是至少存在以下缺月和不足

耽有 PBB TE 中只提供丁端到端的保拍技木，不考慮工作隧道的整休狡源配首惜況。 只

要丁作隧道投生故障，小治是投各故障迂是跆路故障，小治是串一故障迂是多神故障，將

丟弄整介工作隧道，而后用整介各份隧道，早致不能合理利用阿絡狡源，造成阿絡帶筑的

友明內容
力丁合理利用阿絡狡源，本及明琪施例提供丁一神竹及教抓幀的方法、系統和投各。

所述技木方案如下

一神竹投教抓幀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舀工作隧道中的部分隧道投坐故障吋，故障部分的上游近端投各收到教抓幀后，后功

分段保折隧道，所述分段保折隧道的起始市貞是所述上游近端役各，終鈷市貞是所述故障

部分的下游近端投各

將所述教抓幀通迂所述分段保拍隧道竹及到所述下游近端投各

鋒所述下油 T啊攻衍旭泣所述工作隧道的元故障部分特投到目的投各。

本投明琪施例述提供丁一神竹投教抓幀的系統，所述系統包括

上游近端投各，舀工作隧道岌坐故障吋，位于故障的上游近端，用于后功分段保拍隧



道，向所述分段保拍隧道投迭教抓幀，所述上游近端投各是所述分段保拍隧道的起始市月

下游近端投各，舀工作隧道投叱故障吋，位于故障的下游近端，用于接收所述分段保

拍隧迫枯岌的教抓幀，將所述教抓幀通迂所述工作隧道的元故障部分竹岌到目的投各，所

述下游近端投各是所述分段保拍隧道的終鈷市月。

本投明琪施例述提供丁一神上游近端投各，所述上游近端投各包括

接收模映，用于接收教抓幀

后功模映，用于舀工作隧道及坐故障吋，后功分段保拍隧道

竹投模映，用于向所述后功模映后功的分段保拍隧道竹投所述接收模映接收到的教扼

幀。

本投明琪施例述提供丁一神下游近端投各，所述下游近端投各包括

接收模映，用于接收教扼恢

修改模映，用于舀工作隧道投坐故障吋，修改所述接收模映接收到的教抓幀

竹投模映，用于將所述修改模映修改后的教抓幀通迂所述工作隧道的兀故障部分竹投

到目的投各。

本投明琪施例提供的技木方案的有益效果是

通迂力工作隧道提供分段保拍隧道，舀工作隧道中部分隧道投坐故障吋，使用分段保

拍隧道代符丁作隧道中的故障部分，在教抓恢投迭迂租中繞兀丁作隧道的故障部分，拙坡

使用工作隧道的元故障部分，迸而有效合理地利用丁阿絡狡源，避免丁阿絡帶筑的浪鞍，

力迂莒商提供丁多神故障保拍方式。

圈 1 是耽有技木提供的一神 n 阿絡連接示意圈

目2 是耽有技木提供的 P TE 的隧道迂接示惹目
圈 3 是耽有技木提供的 PPB TE 端到端保拍的示意圈

圈 4 是本投明琪施例 1 提供的竹投教抓幀的阿絡示意圈

圈 5 是本投明琪施例 1 提供的竹投致抓幀的方法流稚圈

圈 6 是本投明琪施 提供的竹投教抓幀的阿絡示意圈

圈 7 是本及明琪施 提供的竹及教抓幀的方法流稚圈

圈 8 是本投明琪施例 3 提供的竹投致抓幀的阿絡示意圈

圈 9 是本投明琪施例 3 提供的竹投教抓幀的方法流稚圈

圈 10 是本岌明琪施例 4 提供的竹岌教抓幀的系統示意圈



圈 11 是本投明琪施例 4 提供的竹投教抓幀的系統第一汗細示意圈

圈 12 是本投明琪施例 4 提供的枯投教扼恢的系統第二汗細示意圈

圈 13 是本岌明琪施例 4 提供的竹岌教抓幀的系統第二汗細示意圈

圈 14 是本及明琪施例 4 提供的竹及教抓幀的系統另一示意圈

圈 15 是本投明琪施例 5 提供的上游近端投各示怠圈

圈 16 是本投明琪施例 5 提供的上游近端投各第一汗細示意圈

圈 17 是本及明琪施例 5 提供的上游近端投各第二汗細示意圈

圈 18 是本投明琪施例 5 提供的上游近端投各第三汗絀示怠圈

圈 19 是本投明琪施 提供的下游近端投各示意圈。

具休安施方式
力使本投明的目的、技木方案和仇貞史加浦楚，下面將鈷合附圈肘本投明琪施方式作

迸一步地汗細拙述。

本役明琪施例提供丁一神竹役致扼恢的方法，方法包括

舀工作隧道中的部分隧道技坐故障吋，故障部分的上游近端投各收到教抓幀后，后功

分段保拍隧道 其中，咳分段保拍隧道的起始市月是上游近端投各，終鈷市月是故障部分

的 「游近端投各 將教抓恢通泣分段保拍隧道特投到 「游近端投各 鋒 「游皿端攻街坦泣

工作隧道的元故障部分竹投到目的投各。

琪施例 1

本投明琪施例提供丁一神竹投教抓幀的方法，參兄圈 4 提供的阿絡鈷枸示意圈，其中，

源投各 向目的投各 D 及迭教掘幀，咳教抓幀中撈帶 B D 林似，咳林似表示教抓幀要通

泣 B D 林似的工作隧道迸行竹投，以役各 和役各 之河 出耽故障 其中，所述故障如

跆路故障，或投各 勻投各 之同的竹投投各出耽故障等 力例迸行塊明，參兄圈 5 ，本琪

施例以故障部分的上游近端投各后用分段保拍竹投表，哲停使用元故障竹投表的方式，通

泣故障部分肘庄的分段保折隧道特投致抓幀，具休包括以下步驟

步驟 101 舀 B D 林似的工作隧道投坐故障吋，通知故障部分的上游近端投各 和

下游近端投各 。

舀出耽故障吋，PBBN 阿絡使用 F onnec v y Fau anagement ，連通性性故障

管理 pe a on dm n s a on and a n enance 迂行、管理和堆拍 投迭故障

扳文，通知上游近端投各 和下游近端投各 。其中，本琪施例中仗以一貞跆路故障力例，



但是，本領域的普通技木人貝可以抉知，本投明琪施例的庄用井不限制于投各故障或佛路

故障，井且故障可以是一月故障，也可以是多月故障。

步驟 102 上游近端投各 收到通知后，后用分段保拍竹岌表，智停使用元故障竹岌表。

在工作隧道元故障吋，參兄表 1，力上游近端投各 的元故障竹及表，元故障竹及表力

已有技木，不冉贅述。參兄表 2，力上游近端投各 中的分段保拍竹投表。在 P N 阿絡中，

PBB TE 根抓 阿絡棚划的需要或倍令肘阿絡狡源的收集惜況，通迂靜恣配首或倍令汁算力隧

道中容易出耽故障的部分佛路或投各預投分段保拍隧道，井力工作隧道中的故障部分的上

游近端投各建立用于林似分段保拍隧道的分段保拍竹投表。

其中，靜恣配首可以通迂阿管迸行靜恣配首或通迂 P E Pa h ompu a on E emen

路往汁算串元 汁算出的路往迸行靜恣配首，或通迂耽有技木中其他能膨完成隧道靜恣配

首功能的琪耽 倍令汁算可以通泄 PL e ne a zed u p o oco Labe ch ng

通用多切汲林志交換切汲 ) 迸行倍令汁算或通迂 F Fa s ou e e cove y，快速垂路 山技

木 迸行倍令汁算，或通迂耽有技木中其他能膨完成各份隧道建立的倍令技木琪耽。

在建立咳分段保拍竹役表吋，表中投首的字段勻亢故障竹役表中的字段相同，包括 目

的地址、B D 林似、出口等。只有舀上游近端投各 收到故障通知吋，才合后用咳分段保

拍竹投表，后用咳分段保拍竹炭表的同吋，智停使用元故障竹投表，咳分段保拍竹投表后

用后，可以根抓教抓恢中撈帶的目的地址和 B D 林似在分段保拍竹投表中查洵到肘庄的

出口，咳出口肘庄若上游近端役各 預先配首的分段保拍隧道 如表 2 所示，通迂目的地

址 D 和 B D 林似可以查找到出 3。舀在預投的吋河 內收到故障部分恢叟正常的通知吋，

咳分段保折牲投表合哲停使用，而亞新后用元故障牲投表 舀在溯役的吋同始終沒有收到

故障部分恢叟正常的通知吋，分段保拍竹投表合智停使用，合垂新后用元故障竹投表井將

咳元故障竹及表中目的地址 D 和 B D 林似肘庄的出口僻換力分段保拍竹及表中肘庄的出

口，即將表 1 中的出口字段肘戍的 1"，符抉力表 2 中咳字段肘庄的 咒 。

表 1

目的地址 B D 林似 出口

B 1 1

表 2

目的地址 B 林似 出口

B 1



步驟 103 上游近端投各 收到山源投各 投迭的教抓幀，抉取教抓幀中撈帶的工作隧

道的林似即 B ，恨扼 咳工作隧道的林似 B 查找分段保拍竹投表，找到教扼恢肘庄

的竹岌出口，后功竹岌出口肘庄的分段保拍隧道。

分段保拍竹及表中的出口林似肘庄丁預投的分段保拍隧道 。分段保拍隧道中，可以存

在竹投投各 B，其中，咳竹投投各 B 在自身的竹投表中，通迂靜恣配首或倍令汁算建立用于

林似分段保拍隧道的竹投表瑚，咳竹投表瑚用于表示竹投投各 B 收到來 自分段保拍隧道的

教抓幀后，通迂 自身的哪介出口竹及到下游近端投各。

步驟 104 下游近端投各 收到來 自分段保拍隧道的教扼恢后，將教扼恢竹投到目的投

各 D。

迸一步，本投明琪施例述提供丁通迂判晰在預投吋河 內工作隧道故障部分是否恢叟正

常，決定是否形成新的工作隧道，典休步驟力

步驟 105 判晰在預投吋河 內工作隧道故障部分是否恢夏正常，如果是，則扒行步驟

106 否則，扒行步驟 107

上游近端投各 通迂阿絡中的故障愉洲帆制來判晰丁作隧道故障部分是否恢復 止常。

例如，通迂接收故障椅洲帆制定期投迭的椅洲扳文迸行判晰，咳椅洲扳文中撈帶工作隧道

故障部分是否恢夏正常的倍息 。

步驟 106 上游近端投各 后用自身的亢故障竹投表，哲停使用分段保拍竹投表，通迂

查找 自身的元故障竹投表中 B D 肘庄的出口竹投收到的教抓幀。 即恢夏使用修夏好的工

作隧道故障部分迸行教抓幀的竹投，鈷束。

步驟 107 上游近端役各 后用自身的元故障牲投表，哲停使用分段保折牲投表，井將

B D 林似在元故障竹投表中肘庄的出口林似僻換力在分段保拍竹投表中的出口林似即分

段保拍隧道勻 B D 林似的工作隧道元故障部分形成一茶新的工作隧道，鈷束。

本投明琪施例通泣在工作隧道投生故障吋，故障部分的上游近端役各后用分段保折竹

投表，根抓接收到的教抓幀中擴帶的工作隧道的林似通迂查找分段保拍竹投表得到出口，

用咳出口肘庄的分段保拍隧道僻換原工作隧道中投坐故障部分，完成丁分段保拍隧道和工

作隧道元故障部分的銜接，致抓幀在咎泣工作隧道山源役各 向目的役各 D 估輸吋，繞兀

丁工作隧道中出耽故障的部分，可以批坡利用原工作隧道的元故障部分竹投教抓幀。 避免

丁在教抓幀及迭迂稚中，山于工作隧道的部分故障，而丟弄整介工作隧道，琪耽丁隧道的

分段保拍，有效地利用丁阿絡狡源，減少丁肘阿絡帶筑的浪鞍。



琪施

本投明琪施例提供丁一神竹投教扼恢的方法，參兄圈 6 提供的阿絡鈷枸示意圈，其中，

源投各 向目的投各 D 岌迭教抓幀，咳教抓幀中撈帶 B D 林似，咳林似表示教抓幀要通

迂 B D林似的工作隧道迸行竹及，以投各 和投各 之河 出耽故障力例，參兄圈 7，本琪

施例以故障部分的上游近端投各和下游近端投各修改教扼恤中的隧道的林似的方式，通迂

故障部分肘庄的分段保拍隧道竹投教抓幀，具休包括以下步驟

步驟 201 舀 B 林似的工作隧道及坐故障吋，通知故障部分的上游近端投各 和下

游近端投各 。

步驟 202 上游近端投各 收到通知后，根抓教抓幀中撈帶的目的地址，查找咳目的地

址肘庄的分段保拍隧道的林似 P D，將教抓幀中挽帶的工作隧道的林似 B 改力查

找到的分段保拍隧道的林似 P ，通泄 P 林似的分段保拍隧道竹炭。

其中，上游近端投各 投首有竹投表，咳牧投表的字段包括 目的地址、分段保拍隧道

林似以及出口，恨抓教抓幀中挽帶的目的地址和分段保拍隧道的林似 P 查找咳竹投

表可以找到肘庄的出口，即 P B 林似肘庄的分段保拍隧道。

分段保拍隧道中，可以存在竹投投各 B，其中，咳竹投投各 B通迂靜恣配首或倍令汁算

建立用于林似分段保拍隧道的竹投表瑚，咳竹投表瑚用于表示竹投投各 B 收到來自分段保

拍隧道的教抓恢后，通迂自身的哪介出口竹投到 卜游近端投各 。

步驟 203 下游近端投各 收到來 自 P 林似的分段保拍隧道竹投的教抓幀，將教

抓幀中撈帶的 P 林似修改力 B 林似，查找 B 林似的工作隧道，將教抓幀通

泣查找到 B 林似的工作隧迫的元故障部分牲投到目的役各 D。

迸一步，本投明琪施例述提供丁通迂判晰在預投吋河 內工作隧道故障部分是否恢叟正

常，決定是否形成新的工作隧道，具休步驟力

步驟 204 判晰在預役吋河 內工作隧道故障部分是否恢度正常，如果是，則扒行步驟

205 否則，扒行步驟 206

步驟 205 后用修叟好的工作隧道的故障部分，源投各 通迂修叟好的工作隧道投迭教

抓幀到目的役各 D，鈷束。

步驟 206 通迂修改上游近端投各 、下游近端投各 以及分段保拍隧道中的竹投投各

B 的自身竹及表，使分段保拍隧道和工作隧道的元故障部分形成新的工作隧道，鈷束。

其中，分段保拍隧道上投各通泣將竹投未中分段保拍隧道的林似 P 相庄地修改

力工作隧道的林似 B ，伙而，使工作隧道的元故障部分勻分段保拍隧道建立起一茶新的

工作隧道。新的工作隧道可以使用原工作隧道的 B 或其他 B 迸行林似。形成新的



工作隧道后，上游近端投各 和下游近端投各 不冉肘接收到的教抓幀中撈帶的林似迸行

修改。

本岌明琪施例通迂在工作隧道岌坐故障吋，故障部分的上游近端投各肘接收到的教抓

幀撈帶的工作隧道的林似迸行修改，查找分段保拍隧道，用查找到的分段保拍隧道符換原

工作隧道中投叱故障部分。 避免丁在教扼恤投迭迂稚中，山于工作隧道的部分故障，而丟

弄整介工作隧道，琪耽丁隧道的分段保拍，有效地利用丁阿絡狡源，減少丁肘阿絡帶筑的

琪施

本投明琪施例提供丁一神竹投教抓幀的方法，參兄圈 8 提供的阿絡鈷枸示意圈，其中，

源投各 向目的投各 炭迭教抓恢，咳教扼恢中撈帶 B 林似，咳林似表示教扼恢要通

迂 B D林似的工作隧道迸行竹投，以投各 和投各 之河 出耽故障力例，參兄圈 9，本琪

施例以故障部分的上游近端投各和下游近端投各肘教抓幀分別迸行封裝勻解封裝的方式，

通迂故障部分肘庄的分段保拍隧道特役致扼恢，具休包括以下步驟

步驟 301 舀 B 林似的工作隧道投坐故障吋，通知故障部分的上游近端投各 和下

游近端投各 。

步驟 302 上游近端投各 收到通知后，將收到的山源投各 投迭的教抓恢使用封裝林

簽封裝。

其中，源投各 投迭的教掘幀力 幀，教抓幀中撈帶目的地址 B D ，封

裝后得到的教扼恢中撈帶棚避故障部分的地址倍息，咳地址倍息具休力工作隧迫故障部分

的下游近端投各 的目的地址 B

步驟 303 上游近端投各 恨抓刊裝林簽查找分段保拍隧道，后功查找到分段保拍隧道，

將封裝后的致抓恢通泣查找到的分段保折隧道中的役各 B特投到下游近端役各 乙

步驟 304 下游近端投各 收到來自分段保拍隧道的封裝后的教抓幀，肘教抓幀解封裝，

去除教抓幀中撈帶的棚避故障部分的地址倍息，通迂工作隧道元故障部分竹投到目的投各

本投明琪施例提供的竹投教抓幀的方法通迂肘收到教抓幀迸行封裝，井通迂封裝后的

教抓幀查找到的分段保拍隧道符代工作隧道中出耽故障部分，因此，教抓幀在山源投各向

目的投各估輸吋，繞兀丁工作隧道中出耽故障的部分，可以批坡利用原工作隧道的元故障

部分竹投教抓幀。

迸一步，本岌明琪施例述提供丁通迂判晰在預投吋河 內工作隧道故障部分是否恢叟正



常，決定是否形成新的工作隧道迂稚。 具休步驟力

步驟 305 判晰在預投吋河 內工作隧道故障部分是否恢夏正常，如果是，則扒行步驟

306 否則，扒行步驟 307

步驟 306 后用修叟好的工作隧道的故障部分，源投各 5 通迂修叟好的工作隧道及迭教

扼做到目的投各 ，結束。

步驟 307 上游近端投各 和分段保拍隧道中的竹投投各 B通迂地址半月，修改自身竹

及表，使分段保拍隧道和工作隧道的元故障部分形成新的工作隧道，結束。

分段保拍隧道上的投各具休包括上游近端投各 和分段保拍隧道中的竹投投各 B，通迂

地址半月，修改自身竹投表。在上游近端投各 中增加到注目的投各 D 的表瑚，咳表瑚中

的出口勻用于通迂分段保拍隧道到迭投各 的表取出口一致，刪除上游近端投各 中原來

到注目的投各 的表取，井在竹炭投各 B 中增加到注目的投各 的表取，咳表取中的出口

日用于通迂分段保拍隧道到迭投各 的表取出口一致。伙而，使分段保拍隧道和工作隧道

的兀故障部分形成新的工作隧道。

其中，形成新的丁作隧道后，山于用于分段保拍隧道上的投各 自身的竹役表鋒迂丁修

改，上游近端投各 不冉肘接收到的教抓幀迸行封裝，工作隧道的元故障部分勻分段保拍

隧道建立起一茶新的工作隧道，新的工作隧道可以使用原工作隧道的 B D 林似，或使用

其他 B D迸行林似。

本投明琪施例通迂在工作隧道投坐故障吋，故障部分的上游近端投各肘接收到的教抓

幀迸行棚避故障部分的目的地址的封裝，查找分段保拍隧道，用查找到的分段保拍隧道符

換原工作隧道中投生故障部分。 避免丁在教扼恢投迭泣稚中，山于工作隧道的部分故障，

而去弄整介工作隧道，琪耽丁隧道的分段保拍，有效地利用了阿絡狡源，減少丁肘阿絡帶

筑的浪鞍。

琪施例 4

參兄圈 10，力本投明琪施例提供的一神竹及教抓幀的系統示意圈。本投明琪施例提供

丁 ．神竹投致抓幀的系統，包括

上游近端投各 401，舀工作隧道投坐故障吋，位于故障的上游近端，用于后功分段保拍

隧道，向分段保拍隧道及迭教抓幀，上游近端投各 401是分段保拍隧道的起始市貞

下游近端投各 402，舀工作隧道投坐故障吋，位于故障的下游近端，用于接收分段保拍

隧道竹投的教抓幀，將教抓幀通迂工作隧道的元故障部分竹投到目的投各，下游近端投各

402 是分段保拍隧道的終結市貞 。



舀工作隧道出耽故障吋，P N 阿絡使用 投迭故障扳文，通知故障部分的上游

近端投各 401和下游近端投各 402

舀工作隧道岌坐故障吋，勻方法琪施例相肘庄，本岌明琪施例中的系統力琪耽肘工作

隧道的分段保拍提供丁如下几神方式

1 通迂后用分段保拍枯投表，迸而抉取分段保拍隧道，琪耽分段保拍隧道竹換工作

隧道的故障部分，此吋，參兄圈 11，系統中上游近端投各 401具休包括

接收模映 4011，用于接收教抓幀

切換模映 4012，用于舀工作隧道中的部分隧道投叱故障吋，后用自身的分段保拍特投

表，智停使用元故障竹投表

抉取模映 40 13，用于抉取接收模映 4011接收的教抓幀中的工作隧道的林似

查找勻后劫模映 4014，用于根扼抉取模映 40 13 抉取的工作隧道的林似，在切換模映

4012 后用的分段保拍竹投表中查找工作隧道的林似肘庄的出口林似，后功出口林似肘庄的

分段保拍隧道

特役模映 4015 ，用于通迂查找勻后劫模映 4014 所后劫的分段保拍隧道特役致扼恢。

2 通迂用教抓幀中撈帶的目的地址查找竹投表，找到肘庄的分段保拍隧道的林似，

以及肘庄的出口，即找到分段保拍隧道的林似肘庄的分段保拍隧道，井將教抓幀中撈帶的

丁作隧道的林似修改力分段保拍隧道的林似，琪耽分段保拍隧道符換丁作隧道的故障部分，

此吋，參兄圈 12，系統中上游近端投各 401可以具休包括

接收模映 40 16，用于接收教抓幀

修改模映 4017 ，用于舀工作隧迫中的部分隧迫投生故障吋，抉取接收模映 4016 接收的

教抓幀中撈帶的目的地址肘庄的分段保拍隧道的林似，將教抓幀中的工作隧道的林似修改

力分段保拍隧道的林似

查找勻后功模映 4018 ，用于根抓修改模映 4017 修改后的致抓恢中的目的地址和分段保

拍隧道的林似在竹投表中查找肘庄的分段保拍隧道，后功分段保拍隧道

竹投模映 4019，用于通迂查找勻后功模映 40 18 所后功的分段保拍隧道竹投修改模映

401 改后的致抓幀

相庄地，下游近端投各 402 具休包括

接收模映 402 1，用于接收教抓幀

修改模映 4022，用于將接收模映 402 1接收的致抓幀中的分段保拍隧道的林似修改力工

作隧道的林似

竹岌模映 4023 ，用于將修改模映 4022 改后的教抓幀通迂工作隧道元故障部分竹岌到



目的投各。

3 通迂使用棚避故障部分的地址倍息封裝教扼恢，迸而抉取分段保拍隧道，琪耽分

段保拍隧道符換工作隧道的故障部分，此吋，參兄圈 13，系統中上游近端投各 401 可以具

休包括

接收模映 40110，用于接收教扼恤

封裝模映 40111，用于舀工作隧道中的部分隧道投坐故障吋，封裝接收模映 40110 接收

的教抓幀，封裝后的教抓幀中撈帶棚避工作隧道中的故障部分的地址倍息

查找勻后功模映 40112，用于恨扼封裝模映 40111封裝后的教扼恢中撈帶的棚避故障部

分的地址倍息查找分段保拍隧道，后功查找到的分段保拍隧道

竹投模映 40113，用于通迂查找勻后功模映 40112 所后功的分段保拍隧道竹投封裝模映

40111封裝后的教扼恢

相庄地，下游近端投各 402 具休包括

接收模映 4024，用于接收教抓幀

解封裝模映 4025 ，用于肘接收模映 4024 接收到的致扼恢解封裝，去除致扼恢中撈帶的

棚避故障部分的地址倍息

竹投模映 4026，用于將解封裝模映 4025 解封裝后的教抓幀通迂工作隧道元故障部分竹

投到目的投各 。

迸一步地，參兄圈 14，本投明琪施例提供的竹投教抓幀的系統述包括

中同投各 403，舀工作隧道投坐故障吋，位于分段保拍隧道中，用于接收上游近端投各

401 投迭的教扼恢，井將教扼恢牲投到下游近端役各 402 。其中，中同役各 403 可以力多台，

相庄地，咳分段保拍隧道具休力山多台中同投各 403 以及各中同投各 403 之同的通倍跆路

枸成。

本投明琪施例通泣在工作隧道投生故障吋，用分段保折隧道符抉原工作隧道中投生故

障部分。 避免丁在教抓幀投迭迂稚中，山于工作隧道的部分故障，而丟弄整介工作隧道，

琪耽丁隧道的分段保拍，有效地利用丁阿絡狡源，減少丁肘阿絡帶筑的浪鞍，井力迂莒商

提供丁多神故障保折的方式。

琪施例 5

參皿圈 15，本投明琪施例提供丁 ．神上游近端投各，咳投各包括

接收模映 501，用于接收教抓幀

后功模映 502，用于舀工作隧道岌坐故障吋，后功分段保拍隧道



竹投模映 503，用于向后功模映 502 后功的分段保拍隧道竹投接收模映 501接收到的教

扼恢。

舀工作隧道岌坐故障吋，勻方法琪施例相肘庄，本岌明琪施例中的系統力琪耽肘工作

隧道的分段保拍提供丁如下几神方式

1 通迂后用分段保拍竹投表，迸而抉取分段保拍隧道，琪耽分段保拍隧道竹換工作

隧道的故障部分，此吋，參兄圈 16，上游近端投各中后功模映 502 具休包括

切換串元 502 1，用于舀工作隧道中的部分隧道及坐故障吋，后用自身的分段保拍竹及

表，智停使用元故障竹投表

抉取串元 5022，用于抉取接收模映 501接收的教抓幀中的工作隧道的林似

查找勻后功串元 5023，用于恨抓抉取 5022 串元抉取的工作隧道的林似，在切換串元

502 1 后用的分段保拍竹炭表中查找工作隧道的林似肘庄的出口林似，后劫出口林似肘庄的

分段保拍隧道。

迸一步，本投明琪施例提供的上游近端投各的竹投模映 503，述包括

判晰串元 503 1，用于判晰在預投吋河 內故障部分是否恢復 止常

第一竹投表切換串元 5032，用于舀判晰串元 503 1判晰鈷果力故障部分恢夏正常吋，后

用自身的元故障竹投表，智停使用分段保拍竹投表

第二竹投表切換串 C 033，用十舀判晰串兀 503 1判晰鈷果力故障部分未恢叟正常吋，

后用元故障竹投表，智停使用分段保拍竹投表，井將后用的元故障竹投表中工作隧道的林

似肘庄的出口林似僻換力分段保拍竹投表中肘庄的出口林似。

咳方式下，舀工作隧迫投生故障吋，上游近端役各后用分段保折牲投表，根扼接收到

的教抓幀中撈帶的工作隧道的林似通迂查找分段保拍竹投表得到出口，用咳出口肘庄的分

段保拍隧道僻換原工作隧道中及坐故障部分，完成丁分段保拍隧道和工作隧道元故障部分

的銜接，避免丁在致抓恢投迭泣稚中，山于工作隧道的部分故障，而丟弄整介工作隧道，

琪耽丁隧道的分段保拍，有效地利用丁阿絡狡源，減少丁肘阿絡帶筑的浪鞍 。

2 通迂用教抓幀中撈帶的目的地址查找竹投表，找到肘庄的分段保拍隧道的林似，

以及肘庄的出口，即找到分段保折隧道的林似肘庄的分段保折隧道，井將致抓幀中撈帶的

工作隧道的林似修改力分段保拍隧道的林似，琪耽分段保拍隧道僻換工作隧道的故障部分，

此吋，參兄圈 17，上游近端投各中后功模映 502 具休包括

修改串元 5024，用于舀工作隧道中的部分隧道投坐故障吋，抉取接收模映 501接收的

教抓幀中撈帶的目的地址肘庄的分段保拍隧道的林似，將教抓幀中的工作隧道的林似修改

力分段保拍隧道的林似



查找勻后功串元 5025，用于恨抓修改串元 5024 改后的教抓幀中的目的地址和分段保

拍隧道的林似在竹投表中查找肘庄的分段保拍隧道，后功分段保拍隧道。

迸 ．步地，本岌明琪施例提供的上游近端投各的竹岌模映 503 述可以包括

判晰串元 5034，用于判晰在預投吋河 內故障部分是否恢叟正常

第一竹投串元 5035，用于舀判晰串元 5034 判晰鈷果力故障部分恢夏正常吋，通迂恢夏

正常的故障部分竹投接收模映 501接收到的教抓幀

第二竹及串元 5036 ，用于舀判晰串元 5034 判晰鈷果力故障部分末恢叟正常吋，將竹及

表中的分段保拍隧道的林似修改力工作隧道的林似，竹投接收模映 501 接收到的教扼恢到

目的投各。

咳方式下，舀工作隧道投坐故障吋，上游近端投各肘接收到的教抓幀挽帶的工作隧道

的林似迸行修改，查找分段保拍隧道，用查找到的分段保拍隧道符換原工作隧道中炭叱故

障部分。 避免丁在教抓幀投迭迂稚中，山于工作隧道的部分故障，而丟弄整介工作隧道，

琪耽丁隧道的分段保拍，有效地利用丁阿絡狡源，減少丁肘阿絡帶筑的浪鞍 。

3 通迂使用棚避故障部分的地址倍息封裝致扼恢，迸而抉取分段保拍隧道，琪耽分

段保拍隧道僻換工作隧道的故障部分，此吋，參兄圈 18，上游近端投各中后功模映 502 具

休包括

封裝串兀 5026，用十舀丁作隧道中的部分隧道投生故障吋，封裝接收模映 501接收的

教抓幀，封裝后的教抓幀中楞帶棚避故障部分的地址倍息

查找勻后功串元 5027，用于恨抓封裝串元 5026 封裝后的教抓幀中撈帶的棚避故障部分

的地址倍息查找分段保折隧迫，后劫查找到的分段保折隧迫

迸一步地，本投明琪施例提供的上游近端投各的竹投模映 503 述可以包括

判晰串元 5037 ，用于判晰在預投吋河 內故障部分是否恢叟正常

第 ．竹投串元 5038 ，用于舀判晰串元 5 37 判晰鈷果力故障部分恢度正常吋，通泣恢度

正常的故障部分竹投接收模映 501接收到的教抓幀

第二竹投串元 5039 ，用于舀判晰串元 5037 判晰鈷果力故障部分末恢叟正常吋，在自身

竹投表中增加到迭 目的役各的表瑚，咳表瑚的出口力連接分段保折隧道的出口，刪除竹投

表中原有的到迭 目的投各的表瑚，竹投接收模映 501接收到的教抓幀到目的投各。

咳方式下，舀工作隧道及坐故障吋，上游近端投各肘接收到的教抓幀迸行棚避故障部

分的目的地址的封裝，查找分段保拍隧道，用查找到的分段保拍隧道僻抉原工作隧道中投

坐故障部分。 避免丁在教抓幀投迭迂稚中，山于工作隧道的部分故障，而丟弄整介工作隧

道，琪耽丁隧道的分段保拍，有效地利用丁阿絡狡源，減少丁肘阿絡帶筑的浪鞍



琪施

參兄圈 19，本投明琪施例提供丁一神下游近端投各，咳投各包括

接收模映 601，用于接收教扼幀

修改模映 602，用于舀工作隧道及坐故障吋，修改接收模映 601接收到的教抓幀

枯投模映 603，用于將修改模映 602 修改后的教扼恤通迂工作隧道的元故障部分枯投到

目的投各。

1 舀接收模映接收到的教抓幀是撈帶的是分段保拍隧道的林似吋，修改模映具休力

林似修改串元 602 1，用于舀工作隧道投叱故障吋，將接收模映 601接收的教扼恢中的分段

保拍隧道的林似修改力工作隧道的林似。

迸一步，下游近端投各述包括史新模映 604，用于舀在預投吋河 內故障部分的末恢叟正

常吋，將特炭表中的工作隧道的林似修改力分段保拍隧道的林似，特炭教扼恢到目的投各。

咳方式下，舀工作隧道投山故障吋，下游近端投各將接收的教抓幀中撈帶的分段保拍

隧道的林似修改力工作隧道的林似，通迂工作隧道的兀故障部分將教抓幀竹投到目的投各。

避免丁在致扼恢役迭迂租中，山于丁作隧道的部分故障，而去弄整介丁作隧道，琪耽丁隧

道的分段保拍，有效地利用丁阿絡狡源，減少丁肘阿絡帶筑的浪鞍。

2 舀接收模映接收到的教抓幀撈帶若棚避故障部分地址倍息吋，修改模映 602 具休

力 解封裝串兀 6022，用十舀丁作隧道投生故障吋，肘接收模映 601 接收到的教抓恢解封

裝，去除教抓幀中楞帶的棚避故障部分的地址倍息 。

咳方式下，舀工作隧道投山故障吋，下游近端投各肘接收到的教抓幀解封裝，去除教

扼恢中撈帶的棚避工作隧迫的故障部分的地址倍息，通泣工作隧迫的亢故障部分將教扼恢

竹投到目的投各。 避免丁在教抓幀投迭迂稚中，山于工作隧道的部分故障，而丟弄整介工

作隧道，琪耽丁隧道的分段保拍，有效地利用丁阿絡狡源，減少丁肘阿絡帶筑的浪鞍。

上述本投明琪施例通泣舀工作隧道中部分隧道投生故障吋，力 P TE 隧道提供分段保

拍，舀工作隧道中部分隧道投山故障吋，使用分段保拍隧道代符工作隧道中的故障部分，

在教抓投迭迂稚中繞兀工作隧道的故障部分，批坡使用工作隧道的元故障部分，有效合理

地利用丁阿絡狡源，避免丁阿絡帶筑的浪鞍，力迂莒商提供丁多神故障保折方式。

本投明琪施例中的部分步驟，可以利用軟件琪耽，相庄的軟件稚序可以存儲在可汝取

的存儲介旗中，如光盈或硬盈等。

以上所述仗力本投明的較佳琪施例，井不用以限制本投明，凡在本投明的精神和原則

之內，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符換、改迸等，均庄包含在本投明的保拍范田之內。



杖 利 要 求 弔
1．一神枯投教扼恢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舀工作隧道中的部分隧道岌坐故障吋，故障部分的上游近端投各收到教抓幀后，后功

分段保拍隧道，所述分段保拍隧道的起始市月是所述上游近端投各，終鈷市月是所述故障

部分的下游近端投各

將所述教抓幀通迂所述分段保拍隧道竹岌到所述下游近端投各

鋒所述下油虹啊攻衍旭泣所述工作隧道的元故障部分竹投到目的投各。

2．如杖利要求 1 所述的竹投教扼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后功分段保拍隧道的步

驟具休包括

所述上游近端投各后用白身的分段保拍竹投表，智停使用元故障竹投表

伙所述敬扼恢中抉取工作隧道的林似，在所述分段保拍竹炭表中查找所述工作隧道的

林似肘庄的出口林似，后功所述出口林似肘庄的分段保拍隧道。

3．如杖利要求 1 所述的軸投教扼恢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店功分段保拍隧道的步

驟具休包括

所述上游近端投各根抓教抓幀中撈帶的目的地址查找肘庄的分段保拍隧道的林似，將

所述教扼恢中撈帶的工作隧道的林似修改力所述分段保拍隧道的林似，恨扼所述 目的地址

和所述分段保拍隧道的林似在竹投表中查找肘庄的分段保拍隧道，后劫所述分段保拍隧道

相庄地，所述將所述教抓幀通迂所述分段保拍隧道竹投到所述下游近端投各的步驟具

休力 將修改后的教扼恢通迂所述分段保拍隧道竹投到所述下游近端投各

相庄地，所述鋒所述下油 師吱衍咀泣所述工作隧道的亢故障部分竹投到目的投各的

步驟具休包括

所述下游近端投各收到末 自所述分段保拍隧道的教扼恢后，將所述教扼恢中撈帶的分

段保折隧迫的林似修改力所述工作隧迫的林似，將修改后的教扼恢通泣所述工作隧迫的亢

故障部分竹投到目的投各。

4．如杖利要求 1 所述的特投教扼恢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后功分段保拍隧道的步

驟具休包括

所述上游近端投各封裝所述教抓幀，封裝后的教抓幀中擴帶棚避所述故障部分的地址

倍息，恨扼所述棚避所述故障部分的地址倍息查找分段保拍隧道，后功查找到的分段保拍

隧道

相庄地，所述將所述教抓幀通迂所述分段保拍隧道竹投到所述下游近端投各的步驟具

休力 將所述封裝后的教扼恢通迂所述查找到的分段保拍隧道竹投到所述下游近端投各



相庄地，所述鋒所述下游近端投各通迂所述工作隧道的元故障部分竹投到目的投各的

步驟具休包括

所述下游近端投各收到來 自所述分段保拍隧道的教抓幀后，肘所述教抓幀解封裝，去

除所述教抓幀中撈帶的棚避所述故障部分的地址倍息，將解封裝后的教抓幀通迂所述工作

隧道的元故障部分竹投到目的投各。

5．如杖利要求 1 4 中任一杖利要求所述的竹投教抓幀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鋒所

述下游近端投各通迂所述工作隧道的元故障部分竹及到目的投各的步驟之后述包括

舀在預投吋河 內所述故障部分恢夏正常吋，將所述故障部分作力所述工作隧道的一部

分

舀在預投吋河 內所述故障部分末恢叟正常吋，將所述分段保拍隧道勻工作隧道元故障

部分形成新的工作隧道。

6．如杖利要求 5 所述的竹岌教抓幀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將所述故障部分作力所

述工作隧道的一部分步驟具休包括

所述上游近端投各后用所述亢故障竹役表，哲停使用所述分段保拍竹役表，通迂所述

元故障竹投表中的出口林似肘庄的出口竹投教抓幀

所述上游近端投各后用所迷亢故障竹投表，哲停使用所述分段保拍竹投表，將所述亢

故障竹投表中所述工作隧道的林似肘庄的出口林似修改力所述分段保拍竹投表中肘庄的出

口林似，通迂修改后的元故障竹投表中的出口林似肘庄的出口竹投教抓幀。

7．如杖利要求 5 所述的牲投教扼恢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將所述故障部分作力所

述工作隧道的一部分步驟具休力 所述上游近端投各通迂恢叟正常的故障部分竹投所述收

到的教抓幀

所述上游近端投各將 自身竹投表中的分段保拍隧道的林似修改力工作隧道的林似，所

述下游近端投各將 自身竹投表中的工作隧道的林似修改力分段保拍隧道的林似，竹投所述

致抓幀到所述 目的役各。

8．如杖利要求 5 所述的竹岌教抓幀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特征在于，所述將所述故

障部分作力所述工作隧道的一部分步驟具休力 所述上游近端投各通迂恢叟正常的故障部

分竹投所述收到的致抓幀

所述將所述分段保拍隧道勻工作隧道元故障部分形成新的工作隧道的步驟具休包括

所述上游近端投各在 自身竹岌表中增加到迭所述 目的投各的表瑚，咳表瑚的出口力連



接所述分段保拍隧道的出口，刪除所述竹投表中原有的到迭所述 目的投各的表瑚，竹投教

扼恢到所述 目的投各。

9．如杖利要求 1所述的竹岌教抓幀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段保拍隧道通迂阿管

迸行靜恣配首琪耽或通迂路往汁算串元汁算出的路往迸行靜恣配首琪耽。

10．如杖利要求 1 所述的竹投教扼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段保拍隧坦吧泣趣

用多切汲林志交換切汲迸行倍令汁算琪耽或通迂快速垂路 山技木迸行倍令汁算琪耽。

11．一神竹及教抓幀的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統包括

上游近端投各 401 ，舀工作隧道投叱故障吋，位于所述故障的上游近端，用于后功

分段保拍隧道，向所述分段保拍隧道投迭教抓幀，所述上游近端投各 401 是所述分段保

拍隧道的起始市月

下游近端投各 402 ，尚工作隧道炭叱故障吋，位于所述故障的下游近端，用于接收

所述分段保拍隧道竹投的教抓幀，將所述教抓幀通迂所述工作隧道的元故障部分竹投到目

的投各，所述下游近端投各 402 是所述介段保拍隧道的終鈷市月。

12．如杖利要求 11所述的竹役致扼恢的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游近端投各 401

包括

接收模映 4011 ，用于接收教抓幀

切換模映 4012 ，用十舀丁作隧道中的部分隧道投生故障吋，后用自身的分段保拍竹

投表，智停使用元故障竹投表

抉取模映 40 13 ，用于抉取所述接收模映 4011 接收的教抓幀中的工作隧道的林似

查找勻后劫模映 4014 ，用于根扼所述抉取模映 4013 抉取的工作隧迫的林似，在

所述切換模映 4012 后用的分段保拍竹投表中查找所述工作隧道的林似肘庄的出口林似，

后功所述出口林似肘庄的分段保拍隧道

竹投模映 4015 ，用于通泣所述查找勻后功模映 4014 所后功的分段保折隧道竹投

所述教抓幀。

13．如杖利要求 11所述的竹投教抓幀的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游近端投各 401

包括

接收模映 40 16 ，用于接收教抓幀

修改模映 40 17 ，用于舀工作隧道中的部分隧道及坐故障吋，抉取所述接收模映 40 16

接收的致抓幀中撈帶的目的地址肘庄的分段保拍隧道的林似，將所述致抓幀中的工作隧道

的林似修改力所述分段保拍隧道的林似

查找勻后功模映 4018 ，用于恨抓所述修改模映 40 17 改后的教抓幀中的目的地



址和分段保拍隧道的林似在竹岌表中查找肘庄的分段保拍隧道，后功所述分段保拍隧道

枯投模映 40 19 ，用于通泣所述查找勻后功模映 40 18 所后功的分段保拍隧道枯投

所述修改模映 40 17 改后的教抓幀

相庄地，所述下游近端投各 402 包括

接收模映 402 1 ，用于接收教扼恤

修改模映 4022 ，用于將所述下游近端投各 402 的接收模映 402 1 接收的教抓

幀中的分段保拍隧道的林似修改力所述工作隧道的林似

竹投模映 4023 ，用于將下游近端投各的修改模映 4022 修改后的教扼恢通迂所述

工作隧道元故障部分竹投到目的投各。

14．如杖利要求 11所述的竹投教抓幀的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游近端投各 401

包括

接收模映 40110 ，用于接收教抓幀

封裝模映 40111 ，用于尚工作隧道中的部分隧道投坐故障吋，封裝所述接收模映

401 10 接收的致扼恢，封裝后的致扼恢中撈帶棚避所述丁作隧道中的故障部分的地址倍

息

查找勻后功模映 40112 ，用于恨抓所述封裝模映 40111 封裝后的教抓幀中撈帶的

棚避所述故障部分的地址倍息查找分段保拍隧道，后劫查找到的分段保拍隧道

竹投模映 40113 ，用于通迂所述查找勻后功模映 40112 所后功的分段保拍隧道竹

投所述封裝模映 40111 封裝后的教抓幀

相庄地，所述下游近端役各 402 包括

接收模映 4024 ，用于接收教抓幀

僻刊裝模映 4025 ，用于肘所述下游近端投各 402 的接收模映 4024 接收到的

致抓恢解封裝，去除所述致抓恢中撈帶的棚避所述故障部分的地址倍息

竹投模映 4026 ，用于將所述解封裝模映 4025 解封裝后的教抓幀通迂所述工作隧

道元故障部分竹投到目的投各。

15．如杖利要求 11 任 ．杖利要求所述的竹投致抓幀的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述系

統包括

中同投各 403 ，舀工作隧道及坐故障吋，位于所述分段保拍隧道中，用于接收所述

上游近端投各 401 投迭的致扼幀，井將所述致抓幀竹投到所述下游近端投各 402

16．一神上游近端投各，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游近端投各包括

接收模映 501 ，用于接收教抓幀



后功模映 502 ，用于舀工作隧道投坐故障吋，后功分段保拍隧道

竹投模映 503 ，用于向所述后功模映 502 后功的分段保拍隧道竹投所述接收模映

501 接收到的教抓幀。

17．如杖利要求 16 所述的上游近端投各，其特征在于，所述后功模映 502 具休包

括

切換串元 502 1 ，用于舀工作隧道中的部分隧道投坐故障吋，后用自身的分段保拍竹

及衷，哲停使用元故障竹及衷

抉取串元 5022 ，用于抉取所述接收模映 501 接收的教扼恢中的工作隧道的林似

查找勻后功串元 5023 ，用于根抓所述抉取串元 5022 抉取的工作隧道的林似，在

所述切換串元 502 1 后用的分段保拍竹投表中查找所述工作隧道的林似肘庄的出口林似，

后劫所述出口林似肘庄的分段保拍隧道。

18．如杖利要求 17 所述的上游近端投各，其特征在于，所述投各的竹投模映 503

述包括

判晰串元 503 1 ，用于判晰在預投吋河 內所述故障部分是否恢復 止常

第一竹投表切換串元 5032 ，用于舀所述判晰串元 503 1 判晰鈷果力所述故障部分

恢夏正常吋，后用自身的元故障竹投表，智停使用所述分段保拍竹投表

第二竹投表切換串兀 5033 ，用十舀所述判晰串兀 503 1 判晰鈷果力所述故障部分

末恢夏正常吋，后用所述元故障竹投表，智停使用所述分段保拍竹投表，井將后用的所述

元故障竹投表中所述工作隧道的林似肘庄的出口林似僻換力所述分段保拍竹投表中肘庄的

出口林似。

19．如杖利要求 16 所述的上游近端投各，其特征在于，所述后功模映 502 具休包

括

修改串元 5024 ，用于舀工作隧道中的部分隧道投生故障吋，抉取所述接收模映 501

接收的教抓幀中擴帶的目的地址肘庄的分段保拍隧道的林似，將所述教抓幀中的工作隧道

的林似修改力所述分段保拍隧道的林似

查找勻后劫串元 5025 ，用于根抓所述修改串元 5024 改后的致抓幀中的目的地

址和分段保拍隧道的林似在竹投表中查找肘庄的分段保拍隧道，后功所述分段保拍隧道。

20．如杖利要求 19 所述的上游近端投各，其特征在于，所述投各的竹及模映 503

近包括

晰串元 5034 ，用于判晰在預投吋河 內所述故障部分是否恢夏正常

第一竹岌串元 5035 ，用于舀所述判晰串元 5034 判晰鈷果力所述故障部分恢叟正



常吋，通迂恢叟正常的故障部分竹投所述接收模映 501 接收到的教抓幀

第二枯投串元 5036 ，用于舀所述判晰串元 5034 判晰鈷果力所述故障部分末恢夏

正常吋，將所述竹岌表中的分段保拍隧道的林似修改力工作隧道的林似，竹岌所述接收模

映 501 教抓幀到所述 目的投各。

2 1．如杖利要求 16 所述的上游近端投各，其特征在于，所述后功模映 502 具休包

括

封裝串元 5026 ，用于舀工作隧道中的部分隧道及坐故障吋，封裝所述接收模映 501

接收的教扼恢，封裝后的教扼恢中撈帶棚避所述故障部分的地址倍息

查找勻后功串元 5027 ，用于根抓所述封裝串元 5026 封裝后的教抓幀中撈帶的棚

避所述故障部分的地址倍息查找分段保拍隧道，后功查找到的分段保拍隧道。

22．如杖利要求 2 1 所述的上游近端投各，其特征在于，所述投各的特炭模映 503

述包括

判晰串元 5037 ，用于判晰在預投吋河 內所述故障部分是否恢叟正常

第一特役串元 5038 ，用于舀所述判晰串元 5037 判晰鈷果力所述故障部分恢復 止

常吋，通迂恢夏正常的故障部分竹投所述接收模映 501 接收到的教抓幀

第二竹投串元 5039 ，用于舀所述判晰串元 5037 判晰鈷果力所述故障部分末恢夏

正常吋，在 自身特投表中增加到迭 目的投各的表瑚，核表瑚的出口力迢接所述分段保拍隧

道的出口，刪除所述竹投表中原有的到迭所述 目的投各的表瑚，竹投所述接收模映 501

接收的教抓幀到所述 目的投各。

23． ．神下游近端役各，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游近端役各包括

接收模映 601 ，用于接收教抓幀

修改模映 602 ，用于舀工作隧道及坐故障吋，修改所述接收模映 601 接收到的教

抓恢

竹投模映 603 ，用于將所述修改模映 602 改后的教抓幀通迂所述工作隧道的元

故障部分竹投到目的投各。

24．如杖利要求 23 所述的下游近端役各，其特征在于，所述修改模映 602 具休力

林似修改串元 6021 ，用于舀工作隧道投坐故障吋，將所述接收模映 601 接收的教抓

幀中的分段保拍隧道的林似修改力所述工作隧道的林似。

25．如杖利要求 24 所述的下游近端投各，其特征在于，所述投各近包括

史新模映 604 ，用于舀在預投吋 河 內故障部分的末恢夏正常吋，將竹投表中的工作

隧道的林似修改力分段保拍隧道的林似，竹岌所述教抓幀到所述 目的投各。



26．如杖利要求 23 所述的下游近端投各，其特征在于，所述修改模映 602 具休力

解封裝串元 6022 ，用于舀工作隧道投叱故障吋，肘所述接收模映 601 接收到的教扼

幀解封裝，去除所述教抓幀中撈帶的棚避所述故障部分的地址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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