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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线设备可以符合基于位置(例如国

家)的规则。因此，无线设备可能需要识别针对其

当前位置的规则。可以使用包括针对不同位置的

规则的查找表或数据库，来识别针对无线设备的

当前位置的规则。查找表可以本地地存储在无线

设备上，或者可以通过网络获得。识别的规则可

以被用于：修改无线设备的特定操作参数以遵守

本地规则，以及确定是否与未被正确地配置的接

入点相关联。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7页  附图3页

CN 105519143 B

2019.06.18

CN
 1
05
51
91
43
 B



1.一种移动设备中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识别移动设备的地理位置；

基于所述移动设备的地理位置访问查找表，所述查找表包括本地电信规则，所述本地

电信规则由电信监管实体建立以对所述移动设备在所述地理位置处操作进行认证，其中所

述电信监管实体是与所述地理位置相关联的政府当局；

从所述查找表识别与所述移动设备的所述地理位置相关联的所述本地电信规则；

确定接入点是否遵守所识别的本地电信规则中的至少一个；以及

响应于确定所述接入点不遵守所识别的本地电信规则中的至少一个，拒绝与所述接入

点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查找表被本地地存储在所述移动设备中。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查找表从服务器下载到所述移动设备，并被

本地地存储在所述移动设备中。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识别所述地理位置包括：从服务器接收识别所述

地理位置的信息。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查找表未被本地地存储在所述移动设备中，

而是通过网络从服务器访问所述查找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

基于所识别的本地电信规则中的所述至少一个，修改用于所述移动设备的操作参数。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操作参数包括带、信道、功率或传输掩码。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移动设备包括无线局域网WLAN设备，并且所

述操作参数包括针对所述WLAN设备在其中进行操作的多个带中的至少一个带的本地电信

规则。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识别所述地理位置包括：基于卫星定位技术、移动

国家码、接入点国家码、间接接入点位置或蜂窝定位技术中的至少一个来确定所述地理位

置。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当所述接入点遵守所识别的本地电信规则中

的所述至少一个时，连接到所述接入点。

11.一种无线设备，所述设备包括：

处理器，被配置为：

确定所述无线设备的地理位置；

访问包括本地电信规则的查找表，所述本地电信规则由电信监管实体建立以对所述无

线设备在所述地理位置处操作进行认证，其中所述电信监管实体是与所述地理位置相关联

的政府当局；

从所述查找表识别针对所述无线设备的所述地理位置的所述本地电信规则；

确定一个或多个接入点是否遵守所识别的本地电信规则中的至少一个；以及

响应于确定一个接入点不遵守所识别的本地电信规则中的至少一个，拒绝与所述接入

点连接。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无线设备，其中，所述查找表从服务器下载到所述无线设

备，并被本地地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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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无线设备，其中，从服务器通过网络访问所述查找表。

14.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无线设备，其中，所述本地电信规则包括针对所述无线设备

的操作参数，所述操作参数基于所识别的本地电信规则中的所述至少一个而被修改。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无线设备，其中，所述操作参数包括带、信道、功率或传输掩

码。

16.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无线设备，其中，所述无线设备包括无线局域网WLAN设备，

并且所述操作参数包括针对所述WLAN设备在其中进行操作的多个带中的至少一个带的本

地电信规则。

17.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无线设备，其中，基于卫星定位技术、移动国家码、接入点国

家码、间接接入点位置或蜂窝定位技术中的至少一个来确定所述地理位置。

18.一种无线局域网WLAN设备，所述设备包括：

处理器，被配置为：

接收存储在所述WLAN设备中的查找表，其中所述查找表包括本地电信规则，所述本地

电信规则由电信监管实体建立以对所述WLAN设备在地理位置处操作进行认证，其中所述电

信监管实体是与所述地理位置相关联的政府当局；

基于所述WLAN设备的所述地理位置，从所述查找表识别所述本地电信规则；

确定接入点是否遵守所识别的本地电信规则中的至少一个；以及

响应于确定所述接入点不遵守所识别的本地电信规则中的至少一个，拒绝与所述接入

点连接。

19.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WLAN设备，其中，所述处理器还被配置为：

修改所述WLAN设备的操作以符合所识别的本地电信规则中的所述至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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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无线设备的规则遵守

背景技术

[0001] 移动设备(亦称客户端设备或移动计算平台)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操作，但是还是需

要遵守本地规则。例如，移动设备可能操作在不能满足本地规则的无牌照的频谱中。在一个

示例中，IEEE  802.11WLAN(还已知为Wi-FiTM)移动设备可能需要遵循它们所关联的接入点

(“AP”)的引导，从而确保它们在遵守本地规则的情况下操作。这是必须的，因为对于无牌照

频谱的规则还没有全球统一。某些地区仅依靠AP来确保移动设备遵守本地规则。例如，美国

(47CFR  15.202)要求AP(主设备)遵守规则，并承认：如果移动设备所关联的AP没有按规则

操作，则该移动设备可能不遵守规则。

[0002] 移动设备遵循AP的引导的要求假设AP：1)知晓它们自身的位置，2)是固定的，3)它

们被设置为遵守本地规则。移动AP(例如具有无线回传的AP)的出现、以及流氓和/或不正确

配置的无线网络的事实会减小AP以及遵循AP的移动设备确实在遵守本地规则的情况下操

作的确定性。此外，对等连接不依赖任何固定AP，并且可能不知道在当前位置哪些规则是有

效的。

附图说明

[0003] 图1示出了用于规则识别的处理；

[0004] 图2示出了位置确定；

[0005] 图3示出了用于访问查找表的处理；

[0006] 图4示出了通信网络；

[0007] 图5示出了备选的通信网络；以及

[0008] 图6示出了移动设备。

具体实施方式

[0009] 移动设备可以在具有不同规则的不同位置中操作，以确保设备可以在这些不同位

置中使用。然而，用于确保遵守的对这些位置中的AP的依赖可能会不一致。为了确保遵守本

地规则，移动设备可能需要负责其自身的操作，而不是依赖于AP。在一个示例中，当设置(即

配置)在美国中时，巡演摇滚乐队的无线局域网(WLAN)中的AP可以在双带(2.4和5兆赫兹

(GHz))模式下操作。然而，当运送到中国进行演出时，除非将WLAN国家设置改变到中国(这

可能是手动设置)，否则AP将非法地在5GHz带中操作。还存在流氓AP的情况，例如，使用从互

联网下载的固件的AP，其可以使操作者能够关闭动态频率选择(DFS)，即使可能规则要求

DFS保持启用以避免与雷达相干扰，或者避免在被本地规则禁止的信道上操作。可以更新规

则以要求移动设备更适配于(或者知晓)它们的位置，并且将它们的当前操作改变为遵守本

地规则。当移动设备负责其自身的位置确定并且遵守本地规则时，将存在更少的使得移动

设备不遵守规则的遵守错误或者故意的AP设置。

[0010] 公开的设备、系统和方法确保遵守由各个电信监管实体设置的本地电信规则。无

线(移动)设备可以符合与该无线设备所操作于的地理位置(例如，国家)相关联的规则或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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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要求(即，根据该规则或规则要求而操作)。因此，无线设备可能需要识别针对其当前位置

的规则。可以使用包括针对不同位置的规则(或与一个给定位置相关联的至少一个规则)的

查找表或数据库，来识别针对无线设备的当前位置的规则。查找表可以本地地存储在无线

设备上，或者可以通过网络获得。识别的规则可以用于修改无线设备的特定操作参数，从而

使移动设备能够在遵守本地规则的情况下操作。

[0011] 通过使用从多个可能的可用源中的任意源获得的位置信息，移动设备可以确定信

道设置或者其它操作参数不适用于本地位置，并且忽略正在广播使移动设备能够与AP相关

联的信标的AP。由移动设备进行的确定可以例如基于查找表或数据库，该查找表或数据库

将位置或规则区域与相应规则相关联或者与参照图1所述的控制设备的许可操作的参数相

关联。

[0012] 图1示出了用于规则识别的处理。在框102中，在移动设备上执行位置确定。移动设

备可以通过如图2所示的一个或多个其它方法来确定其位置，而不依赖于AP(AP可能被不正

确地配置用于确定移动设备的操作位置)。

[0013] 图2示出了示例性的位置确定。具体地，移动设备确定其当前位置。位置可以是国

家确定，或者当规则在一个国家内的不同区域(例如，县、州、市等)之间不同时，位置可以是

更局部化的识别。

[0014] 在一个示例中，可以基于卫星的定位202来确定移动设备的当前位置。移动设备可

以包括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或者其它基于卫星的定位功能。卫星定位确定可以通过

特定坐标，或者可以在无法确定可靠GNSS坐标的区域中具有可经由对等设备连接获得的

GNSS坐标。GNSS不仅指全球定位系统(GPS)，而是更广泛地指任意基于卫星的定位或导航系

统(例如，Galileo、北斗等)。

[0015] 在另一示例中，可以基于移动国家码(“MCC”)204来确定移动设备的当前位置。具

有蜂窝通信能力的移动设备接收该移动设备所附着到的网络的MCC，以确定移动设备的用

于蜂窝服务的本地监管区。用于蜂窝服务的MCC还可以用于位置确定处理102，以用于遵守

其它无线网络(例如，Wi-Fi网络)的本地规则。

[0016] 在另一示例中，可以基于与AP相关联的国家码206或来自多个AP的位置信息(例

如，图4)来确定移动设备的当前位置。由AP提供的位置信息可以包括包含在信标帧中的关

于国家码的信息，该信标帧还包括最大允许发射功率和/或可以在给定监管区中使用的信

道。基于多个检查的国家码元素，移动设备可以假定(即确定)：由于这些检查的国家码元素

中的大部分包括相同的国家码，因此该国家码代表当前位置的正确国家码。具体地，如果移

动设备从多个AP接收到通信，则多个AP中的每个AP的位置信息(例如国家码)不太可能都不

正确，由此移动设备可以将这些AP的最常见的位置(即，从一组可用AP最频繁地接收到的国

家码)确定为正确位置。换言之，移动设备忽略与从大多数检测到的AP通常接收到的位置信

息不一致的AP的位置信息。在一个实施例中，可以仅在移动设备无法检测到可靠GNSS位置

以及不具有蜂窝网络连接(即，当使用MCC作为位置确定机制)时依赖于AP位置用作移动设

备位置的指示。在另一实施例中，移动设备可以向AP中的提供关于相邻AP的信息的AP(例如

主AP)请求邻居报告。如果相邻AP的国家码不同于主AP的国家码，则邻居报告可以包括表明

国家码之间的差异的指示。例如，邻居报告可以包括仅在由BSSID指示的相邻AP的国家不同

于发送邻居报告的主AP的国家码的情况下存在的浓缩国家字符串(Condensed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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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IEEE  802.11-2012章节8.4.2.39)。基于多个相同浓缩国家字符串元素，移动设备

可以假定所述多个元素代表正确的浓缩国家字符串以确定移动设备的位置。

[0017] 在另一示例中，可以基于间接AP位置信息208来确定移动设备的当前位置。移动设

备还可以使用来自第三方(例如AP所连接到的网络服务器)的信息来确定AP的位置。具体

地，IEEE  802.11(例如，IEEE  802.11u和IEEE  802.11v)可以允许移动设备接收包括AP的坐

标在内的位置信息。例如，移动设备可以使用接入网查询协议(“ANQP”)元素“AP位置公共标

识符URI”来请求和接收可以提供AP的位置信息的实体(例如AP所连接到的网络服务器)的

URI(例如，互联网地址http://example.com/company/AP-locations.html)。因此，可以从

由该实体(例如，AP位置.html)向移动设备提供的信息确定AP的位置，而不需要直接依赖AP

本身。在备选实施例中，可以创建新ANQP元素，该新ANQP元素允许移动设备的位置(例如使

用GNSS坐标)包括在从移动设备向网络发送的ANQP查询中。这允许从该网络发送响应，该响

应向移动设备提供更详细/精确的位置以及规则信息。如果响应提供可由移动设备用于规

则信息的合适信息，则移动设备可以继续附着到Wi-Fi网络。换言之，当确定是否加入特定

Wi-Fi网络时，移动设备可以使用包括更详细/精确的位置信息在内的发现通信。在另一实

施例中，间接AP位置确定可以要求移动设备在位置数据库中查询AP的MAC地址。可以响应于

该查询而接收到位置信息，该位置信息随后可以被移动设备用于在查找数据库中进行第二

查找。在备选实施例中，可以组合两个数据库(即，位置数据库和查找数据库)，这样移动设

备只需要执行一次查找。

[0018] 在另一示例中，可以基于蜂窝定位技术210来确定移动设备的当前位置。例如，移

动设备可以基于(上行链路或下行链路方向中的任一方向的)蜂窝无线电信号来确定位置。

可以分析这些信号的特性(例如，到达时间、到达角度或信号强度)来确定移动设备的坐标。

移动设备可以接收蜂窝无线电信号并(例如通过使用下行链路蜂窝信号)分析这些蜂窝无

线电信号的特性以确定其自身的位置。备选地，可以在移动设备所连接到的网络(诸如蜂窝

网络内的一个或多个实体)内确定移动设备的位置，并且随后可以经由任意合适的通信方

式从所述网络向移动设备发送位置。在另一实施例中，蜂窝定位技术210可以使用与基站的

位置相关联的用户信息来确定移动设备的位置。还存在其它机制可由移动设备用来确定移

动设备的位置，包括使用加速度计或罗盘传感器。

[0019] 在一个实施例中，一旦识别出位置不同于其试图关联的AP位置，则移动设备可以

向AP和/或网络返回错误消息。该错误消息可以是AP未被正确配置的通知。可以经由任意合

适的通信技术发送该通知(即，错误消息)。此外，可以在与另一AP或其它通信系统进行有效

关联之前或之后发送通知。

[0020] 参照回图1，在确定了移动设备的当前位置之后(如参照图2的描述)，在框104访问

查找表或数据库。查找表可以包括分别与不同移动设备位置相关联的不同规则。在一个实

施例中，查找表列出了多个位置，并且针对这些位置中的每个包括针对该位置的规则。查找

表可以是用于识别针对特定位置的规则的任意机制。查找表可以提供用于移动设备识别并

遵守规则的机制，而不是仅单独地依赖于从移动设备所位于的AP识别的位置/规则。如图3

所示，查找表或数据库可以被预配置和存储在移动设备中，可以被下载(即从网络下载)并

本地地存储在移动设备上，和/或可以存储在网络服务器或任意其它节点、设备或实体上并

由移动设备经由任意合适的通信技术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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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3示出了用于访问查找表的处理。查找表可以被本地地存储302在移动设备中。

查找表可以较小(例如作为文本文件)，仅指示位置的规则，从而移动设备上的本地存储器

可以不占据大量的存储器。查找表可以存储在移动设备的机载存储器中，或者可以存储在

外部存储机构(例如安全盘(“SD”)卡或其它存储设备)中。备选地，查找表可以被下载304。

移动设备可以确定查找表未被存储在机载存储器或与移动设备连接的外部存储机构的任

何一个中，并且随后可以下载查找表。下载的查找表可以永久地存储在移动设备中(如存储

在本地存储器302中)或者可以被临时地存储(例如，存储在RAM中)。当发现在移动设备最后

一次开启之后或者在挂机休眠或睡眠模式之后，与移动设备相关联的位置信息(例如，GNSS 

202、MCC  204、AP国家码206、间接AP位置208和/或蜂窝定位技术210)改变时，移动设备可以

下载或更新其表(本地存储器302中的或临时下载304的表)。换言之，本地存储的查找表可

以被周期地更新并被重新下载，以维持当前本地规则，并且这些更新可以是周期的或者基

于移动设备活动(例如基于启动)或移动设备的地理位置的改变。在另一实施例中，查找表

可以不被本地地存储，但是可以被从网络服务器306访问。换言之，从网络存储源(诸如本地

服务器、线上站点或云存储器中)获得来自查找表的信息。

[0022] 参照回图1，在框106中，从查找表识别针对确定的位置的规则。一旦针对确定的位

置(即，移动设备的当前位置)识别了规则，则可以修改(或限制)设备以遵守规则。具体地，

可以修改移动设备的操作或者移动设备的操作参数。例如，符合规则的Wi-Fi操作参数可以

包括信道、频率(例如，2.4GHz或5GHz)、许可频谱和/或操作模式。符合规则的其它操作参数

包括信号强度和发射功率(例如最大允许发射功率)。这些操作参数仅仅是示例性的，并且

更多或更少的操作参数可以符合基于位置而不同的规则。如果检测到的AP信标包括操作与

从表中识别和接收的那些规则相冲突的参数，则该信标应该被移动设备忽略以确保遵守本

地规则。移动设备可以继续检查AP信标以寻找具有遵守本地规则的合适参数的AP信标。在

一个实施例中，可以使用规则的识别106来确定移动设备能够/不能加入(即关联)哪些网

络。具体地，移动设备应该自动地拒绝与任何未被正确配置(例如没有根据识别的规则106

配置)的AP相连。

[0023] 图4示出了一种通信网络。图4中的网络可以是示例性的，用于参照图1至图3示出

位置确定和本地规则识别的处理。具体地，移动设备402(参照图6进一步描述)可以通过第

一Wi-Fi网络406与第一AP(AP1  404)或者通过第二网络410与第二AP(AP2  408)相连。移动

设备402可以如参照图2所述的那样确定其位置102。具体地，移动设备可以依赖于GNSS  202

或MCC  204来确定其位置。然而，如果GNSS或MCC中的任何一个不可用，则还可以使用诸如蜂

窝定位技术210或间接AP位置208之类的其它位置信息。如上所述，与多个AP(例如，AP1  404

和AP2  408)相关联的AP国家码206可用于确认移动设备的当前位置。在一个实施例中，如果

两个AP具有相同位置(即，报告相同的AP国家码206)，则移动设备可以确定该位置是正确

的。如果两个AP的位置不同(即，从两个AP接收到的AP国家码206不同)，则移动设备可能需

要来自另一AP的AP国家码206或者其它位置源来确定多数位置，并估计多个AP中的哪个AP

被不正确地配置。

[0024] 在一个实施例中，移动设备402进行的本地规则的识别可以用于选择将要关联到

哪个网络(例如网络406或410)。具体地，如果移动设备402确定特定AP没有根据本地规则被

正确地配置，则移动设备应该拒绝连接/加入到通过该AP可连接到的网络。例如，如果移动

说　明　书 4/7 页

7

CN 105519143 B

7



设备402确定AP1  402根据本地规则被正确地配置，但是AP2  408未根据本地规则正确地配

置，则移动设备402可以拒绝关联到AP2  408的网络410。换言之，可以在确定移动设备将要

拒绝关联到的哪个网络/AP时使用本地规则遵守。

[0025] 图4进一步示出了查找表/数据库412被本地地存储或被下载到移动设备402。图5

示出了备选的通信网络。具体地，图5示出移动设备402可以从服务器502获得或访问查找表

412。服务器502可以是线上站点、云存储器或可以经由网络访问的任意其它资源，诸如互联

网。如上所述，可以根据需要(例如，周期地或基于特定移动设备事件，诸如开启、从睡眠/休

眠模式唤醒或移动设备的重新定位)从服务器502访问查找表412。查找表412还可以从服务

器502下载(而不仅仅是访问)并被存储在移动设备402中。

[0026] 图6示出了如图4和图5所示的移动设备402。移动设备402还可以被称为无线设备、

无线局域网(“WLAN”)设备、站(“STA”)或移动计算平台(“MCP”)。移动设备402可以是可操作

为接入无线网络(诸如Wi-Fi网络或移动蜂窝网络)的任何计算设备。在Wi-Fi移动设备的示

例中，要遵守的规则是针对特定位置的Wi-Fi规则。为了简洁，移动设备402在全文中被称为

移动设备。

[0027] 移动设备402包括处理器602，处理器602可以用于控制移动设备402的整体操作。

可以使用控制器、通用处理器、数字信号处理器、专用硬件或其任意组合来实现处理器602。

处理器602可以包括中央处理单元、图形处理单元、数字信号处理器或其他类型的处理设

备。处理器602可以是多种系统中的任意一种系统中的组件。例如，处理器602可以是标准个

人计算机或工作站的一部分。处理器602可以是一个或多个通用处理器、数字信号处理器、

专用集成电路、现场可编程门阵列、服务器、网络、数字电路、模拟电路、其组合或者用于分

析和处理数据的其他现在已知或将来开发的设备。处理器602可以结合软件程序(例如，手

动产生(即，编程)的代码)操作。

[0028] 移动设备402还包括终端消息产生器604和终端数据解析器606。终端消息产生器

604可以产生消息，终端数据解析器606可以用于从存储器(例如随机存取存储器610等)获

取网络信息。例如，终端数据解析器606可以向网络/组请求信息(例如，一个或多个组的持

久状态信息)。

[0029] 在所示的实施例中，终端消息产生器604和终端数据解析器606被示出为与处理器

602相分离和连接到处理器602。在备选的实施例中，终端消息产生器604和终端数据解析器

606可以在处理器602中和/或在无线通信子系统(例如，无线通信子系统618)中实现。可以

使用硬件、固件和/或软件的任意组合来实现终端消息产生器604和终端数据解析器606。例

如，可以使用一个或多个集成电路、分立半导体组件和/或无源电子组件。例如，可以使用一

个或多个电路、可编程处理器、专用集成电路、可编程逻辑设备、现场可编程逻辑设备等来

实现终端消息产生器604和终端数据解析器606或其部分。

[0030] 可以使用存储在机器可访问介质上并且可以由例如处理器(例如，处理器602)执

行的指令、代码和/或其他软件和/或固件来实现终端消息产生器604和终端数据解析器606

或其部分。终端消息产生器604或终端数据解析器606可以存储在有形存储介质或存储器上

或者包括有形存储介质或存储器。例如，可以用存储在存储器上的可由处理器602执行的软

件来实现终端消息产生器604或终端数据解析器606。备选地，可以用具有软件功能的硬件

来实现终端消息产生器604和/或终端数据解析器606。用于存储与终端消息产生器60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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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终端数据解析器606相关联的软件的存储器可以包括但不限于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诸

如各种类型的易失性和非易失性存储介质)，包括随机存取存储器、只读存储器、可编程只

读存储器、电可编程只读存储器、电可擦只读存储器、闪存、磁带或磁盘、光介质等。在一个

实施例中，存储器可以包括用于处理器602的随机存取存储器610，或者可以是用于存储数

据的外部存储设备或数据库。示例包括硬盘驱动器、压缩盘(″CD″)、数字视频盘(″DVD″)、存

储卡、存储棒、软盘、通用串行总线(″USB″)存储器设备、或者可操作以存储用户数据的任何

其他设备。存储器可操作以存储可以由处理器602执行的指令。

[0031] 移动设备402可以包括闪存608、随机存取存储器610、和/或与处理器602耦接的可

扩展存储器接口612。闪存608可以存储计算机可读指令和/或数据。处理器602可以与用于

存储可以由处理器602执行的软件指令的存储器(例如，闪存608或RAM  610)耦接。闪存608

或RAM  610可以存储查找表412。查找表412可以被本地地存储或者可以被下载用于临时使

用需要。当被临时使用时，可以从RAM  610使用查找表412。存储器可以包括但不限于计算机

可读存储介质(诸如各种类型的易失性和非易失性存储介质)，包括随机存取存储器、只读

存储器、可编程只读存储器、电可编程只读存储器、电可擦只读存储器、闪存、磁带或磁盘、

光介质等。可以通过编程的处理器602执行存储器中存储的指令来执行附图中所示或者本

文所述的功能、动作或任务。功能、动作或任务可以独立于特定类型的指令集合、存储介质、

处理器或处理策略，并且可以由独立操作或结合操作的软件、硬件、集成电路、固件、微代码

等来执行。同样地，处理策略可以包括多重处理、多任务处理、并行处理等。

[0032] 移动设备402可以包括用于容纳来自无线服务提供商的SIM卡的安全硬件接口

614。SIM卡可以用于通信，包括对移动设备402进行认证以建立与WLAN支持的网络的连接。

移动设备402可以具有外部数据I/O接口616。外部数据I/O接口616可以由用户使用以通过

有线介质向移动设备402传送信息。信息可以包括位置信息。

[0033] 移动设备402可以包括无线通信子系统618来实现与其它设备或对等(“P2P”)组/

网络的无线通信。尽管没有示出，移动设备402还具有长距离通信子系统来从蜂窝无线网络

接收消息并向蜂窝无线网络发送消息。在所示的本文所述的示例中，可以根据

802.11标准来配置无线通信子系统618。在其他示例实方式中，可以使用

无线电台、 设备、无线USB设备、超宽带无线电台、近场通信(″NFC″)设备、ANT+

设备或射频标识符(″RFID″)设备来实现无线通信子系统618。移动设备还可以包括可以作

为无线通信子系统618的一部分或移动设备402的另一组件的GNSS能力。

[0034] 移动设备402可以包括用于与设备通信的用户接口。用户接口可以是单独的组件，

或者用户接口可以包括扬声器620、麦克风622、显示器624和用户输入接口626。显示器624

可以是液晶显示器、有机发光二极管、平板显示器、固态显示器、阴极射线管、投影仪、打印

机或用于输出确定的信息的其他现在已知或者将来开发的显示设备。用户输入接口626可

以包括字母数字键盘和/或电话式键盘、多方向致动器或具有动态按钮按压能力的滚轮、触

摸面板等。在备选实施例中可以省略扬声器620、麦克风622、显示器624、用户输入接口626

和/或其任意组合。在一个实施例中，移动设备402是电池供电的设备，并且包括电池628和

电池接口630。

[0035] 所描述的系统和处理可以编码在信号承载介质、计算机可读介质(例如，存储器)

中、编程在诸如一个或多个集成电路和一个或多个处理器等的设备中、或者由控制器或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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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来处理。如果通过软件来执行方法，则软件可以驻留在存储器中，该存储器驻留到或接

口连接到与发射机进行通信的存储设备、同步器、通信接口、或者非易失性或易失性存储

器。电路或电子设备被设计为向另一位置发送数据。存储器可以包括用于执行逻辑功能的

可执行指令的顺序列表。可以通过光学电路、数字电路、通过源代码、通过模拟电路、通过诸

如模拟电子信号、音频信号或视频信号等的模拟源或者组合来实现所描述的逻辑功能或系

统元件。软件可以实现在计算机可读或信号承载的任意介质中，以由指令可执行系统、装置

或设备使用或者与指令可执行系统、装置或设备结合使用。该系统可以包括基于计算机的

系统、包含处理器的系统、或者可以选择性地从也可以执行指令的指令可执行系统、装置或

设备获得指令的另一系统。

[0036] ″计算机可读介质″、″机器可读介质″、″传播信号″介质和/或″信号承载介质″可以

包括包含、存储、传送、传播、或传输软件以由指令可执行系统、装置或设备使用或者与指令

可执行系统、装置或设备结合使用的任何设备。机器可读介质可以选择性地是但不限于电

子、磁、光、电磁、红外或半导体系统、装置、设备或传播介质。机器可读介质的示例的非穷尽

列表将包括：″电子地″具有一条或多条电线的电连接、便携式磁盘或光盘、易失性存储器

(例如，随机存取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PROM或闪

存))或者光纤。机器可读介质还可以包括印刷软件的有形介质，所述软件可以被电子存储

为图像或者另一格式(例如，通过光学扫描)，之后被编译和/或解释或者以其它方式被处

理。经处理的介质然后可以存储在计算机和/或机器存储器中。

[0037] 在备选实施例中，专用硬件实现方式(例如，专用集成电路)、可编程逻辑阵列和其

他硬件设备可以被构造为执行本文所描述的方法中的一个或多个方法。可以包括各个实施

例的装置和系统的应用可以广泛地包括多种电子系统和计算机系统。本文所描述的一个或

多个实施例可以使用两个或更多个专用互连硬件模块或设备利用可以在模块之间并且通

过模块传送的有关控制信号和数据信号来执行功能，或者本文所描述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

可以使用两个或更多个专用互连硬件模块或设备作为专用集成电路的一部分来执行功能。

因此，本系统涵盖软件、固件和硬件实现方式。

[0038] 本文所描述的实施例的示意旨在提供对各个实施例的结构的一般理解。示意并不

旨在用作使用本文所描述的结构或方法的装置和系统的所有元素和特征的完整描述。本领

域技术人员在阅读本公开之后可以清楚很多其他实施例。其他实施例可被使用或者根据本

公开被导出，使得可以在不偏离本公开的范围的情况下进行结构和逻辑替换和改变。此外，

示意仅是代表性的，并未按比例绘出。示意中的特定部分可以被扩大，而其他部分可以被最

小化。因此，公开和附图应当被看做说明性的而不是限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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