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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核 同 各友 的早呼消息 手呼油

7中拐帝用 戶 i 各仁

根搪上吐用戶 各仁 .茨 芬于 用 戶 102

各的栽頻 井在核栽頻上吋上吐用戶 各也
行早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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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receiving the paging message tra smitted by the core network device, the
paging message carries the user device information
102 obtaining the carrier frequency serving the user device according to the
user device information and performing the paging to the user device on the
carrier frequency

(57) Abstract: A paging method for multi-carrier frequency cell includes: receiving the paging message transmitted by the core
network device, the paging message carries the user device information (101); obtaining the carrier frequency serving the user de
vice according to the user device information, and performing the paging to the user device on the carrier frequency (102). By the
method above, the waste of common paging resource is avoided which is coursed by paging on all the carrier frequency in the
multi-carrier frequency cell.



(57) 摘要

神多載頻小 的尋呼方法 包括 接收核心呵投各友迭的早呼消息 咳早呼消息中攬帶用戶投各估息 (101):

根据上沐用戶 投各信息燕知服努 咳用斤 投各的載頻 井在咳載頻工村上沐用戶 投各迸行尋呼 (102) 。通泣上沐

方法避免了在多裁頻小 中所有載頻迸行尋呼造成的公共尋呼灸源的浪費。



一神多栽頻小 匡的手呼方法、裝置及系統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通信技木領域，尤其涉及尋呼技木。

5 背景技木

隨看通信技木的友展，一介小 匹可以不再只有羊一的載頻，一介小 匹

中可以有多介載頻，我們妳送梓的小匹力多載頻小 匹或多載波小匹。 迸一

步地，一介小 匹中的多介載頻可以服各于同一美型的用戶改各 se

Eq p e ，正 ) ，也可以服各于不同美型的 正。 現有技木中，基站尋呼

正的方法是在一介小 匹的所有載頻上迸行尋呼。

占一介小匹中的多介載頻服各于不同美型的 正，在基站要尋呼某介美

型的 正吋，如果按照現有的尋呼方法迸行尋呼，則基站需要在核小匹的所

有載頻上迸行尋呼。例如在一介小 匹中存在丙介載頻 長期演迸 o g T e血
Evo o , T ) 的載頻 和先迸的長期演迸 TE-Adv 肌c e d , TE-A )

5 載頻包。 根搪現有技木可知， TE 正只 能迭捧井駐留在載頻 , TE- 正
可以迭捧井駐留在載頻 或包，即n和包都可以服各于 TE-A 正。 那 么 ，占

同絡要尋呼 TE-A 正或 T 正吋，根搪現在有的尋呼方法，基站舍在核小

匹的所有載頻上迸行尋呼，即在載頻n和包上都迸行尋呼。 占同絡尋呼

TE-A 正吋，由于 TE-A 正可以駐留在n或包上，所以在 和包丙介載頻

0 尋呼 TE-A 正是沒有岡題的，但是，占同絡要尋呼 T 正吋，也舍在

和包丙介載頻上都迸行尋呼，此吋，由于 T 正不舍駐留在載頻包，那 么

在載頻包上的尋呼就浪費 了公共尋呼信道。

友明內容



有荃于此，本友明奕施例提供一神尋呼方法，包括 接收核 同改各

友送的尋呼消息，核尋呼消息中拐帶用戶改各信息 根搪上迷用戶改各信

息茨知服各于核用戶改各的載頻，井在核載頻上吋上迷用戶改各迸行尋呼。

本友明奕施例近提供一神接入同改各，包括 接收羊元，用于接收核

同改各友送的尋呼消息，核尋呼消息中拐帶用戶改各信息 和尋呼羊元，

用于根搪上迷用戶改各信息茨知服各于核用戶改各的載頻，井在核載頻上

吋上迷用戶改各迸行尋呼。

本友明奕施例近提供一神尋呼系統包括 接入同改各，用于接收核

同改各友送的尋呼消息，核尋呼消息中拐帶用戶改各信息 根搪上迷用戶

改各信息茨知服各于核用戶改各的載頻，井在核載頻上吋上迷用戶改各迸

行尋呼。

上迷多載頻小 匹的尋呼方案，通迪在服各于不同用戶改各的載頻上吋

相座的用戶改各迸行尋呼，避兔了在多載頻小匹中所有載頻迸行尋呼造成

的公共尋呼資源的浪費 。

附囚說明

因 1力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多載頻小匹尋呼方法流程示意軋
因2力本友明另一奕施例提供的多載頻小 匹尋呼方法流程筒化示意因

因3力本友明另一奕施例提供的多載頻小 匹尋呼方法流程筒化示意因

因4力本友明另一奕施例提供的多載頻小 匹尋呼方法流程筒化示意因

具休奕施方式

下面將結合附因和具休奕施例祥細介紹奕施本友明的方式。

如因 1所示，本友明一奕施例提供的多載頻小 匹的尋呼方法，包括



步驟 101 ，接收核 同改各友送的尋呼消息，核尋呼消息中拐帶用戶改

各信息 。

步驟 102 ，根搪上迷用戶改各信息茨知服各于核用戶改各的載頻，井在

核載頻上吋上迷用戶改各迸行尋呼。

5 迷多載頻小 匹的尋呼方法，通迪在服各于不同用戶改各的載頻上吋

相座的用戶改各迸行尋呼，避兔了在多載頻小匹中所有載頻迸行尋呼造成

的公共尋呼資源的浪費 。

如因2所示，本友明另一奕施例提供的多載頻小匹的尋呼方法，包括

步驟201 ，接收核 同改各友送的尋呼消息，核尋呼消息中拐帶用戶改
．。 各信息 。

具休地，上迷用戶改各信息 包括下列任一信息或組合 用戶改各的美

型信息、用戶改各的止券信息、用戶改各的功能信息等。

步驟202 ，根搪所迷用戶改各信息和載頻划分信息茨知服各于核用戶改

各的載頻 井在核載頻上吋上迷用戶改各迸行尋呼。

15 需要說明的是，在同絡規划吋，同管改各配置上迷載頻划分信息給接

入同改各，核接入同改各休存核載頻划分信息 。 例如 同管改各在配置的

吋候給接入同改各配置 TE的頻段力n ， ET-A的頻段力 2 或者X止各

的頻段力 ，Y止各的頻段力俏 或者A功能的頻段力 ， 功能的頻段力% 。

接入同的改各休存上迷同管改各配置的信息 。 那 么 ，占接入同改各收到尋

2 0 呼消息吋，如果尋呼消息中拐帶的用戶改各信息力用戶改各的美型信息，

如 TE或 TE-A，則接入同改各在頻段 尋呼 T 正，或者在頻段n和包

上尋呼 TE-A J 如果尋呼消息中拐帶的用戶改各信息力用戶改各的止各

信息，如X或Y ，則接入同改各在頻段 上尋呼使用X止各的用戶改各，或

者在頻段俏上尋呼使用Y止各的用戶改各 如果尋呼消息中拐帶的用戶改各

5 信息力用戶改各的功能信息，如A或 ，則接入同改各在頻段 5 尋呼具各



功能A的用戶改各，或在頻段佈上尋呼具各功能 的用戶改各。

再例如，占同管改各在配置的吋候給接入同改各配置 TE的X止各的

頻段力n ， TE的Y止各的頻段力 ， TE-A的X止各的頻段力 ， TE-A的

Y止各的頻段力俏，那 么 ，占接入同改各收到尋呼消息吋，尋呼消息中拐帶

J用戶改各信息力用戶改各的美型信息和用戶改各的止各信息的組合，例

如 ( TE, X ) ( TE, Y ) ( TE-A, X ) ( TE-A, Y ) 那 么

核接入同改各將在頻段 上尋呼使用X止各的 TE 正，或在頻段包上尋呼使

用Y止各的 T 正，或在頻段 上尋呼使用X止各的 TE-A 正，或在頻段

俏上尋呼使用Y止各的 TE-A 正。

更具休地，上迷服各于核用戶改各的載頻 包括羊一載頻或載頻集合，

那 么在步驟202 中，上迷在所迷載頻上吋所迷用戶改各迸行尋呼包括 在所

迷羊一載頻上吋上迷用戶改各迸行尋呼，或在所迷載頻集合中的載頻上吋

上迷用戶改各迸行尋呼。

上迷多載頻小 匹的尋呼方法，通迪在服各于不同用戶改各的載頻上吋

相座的用戶改各迸行尋呼，避兔了在多載頻小匹中所有載頻迸行尋呼造成

的公共尋呼資源的浪費 。

下面將以一介具休的多載頻小 匹尋呼吻景力例，介紹本友明奕施例提

供的尋呼方法。 本奕施例中，用戶改各信息以用戶改各的美型信息力例，

且本 奕施例 中的核 同改各力移功性管理 奕休 ob y 肌a ge e

E y N几几 ) ，同管改各力返行堆妒 呻e a o 肌d a e 肌c e ，O』心心

改各，接入同改各力演迸基站 e v o ved- ode , e 化 ) 。 在本奕施例中，

多載頻小匹中存在丙介載頻 TE的載頻n和 TE-A的載頻 . 根搪現有技

木可知， T 正只 能迭捧井駐留在載頻n ， TE-A 正可以迭捧井駐留在載

頻n或 2 即 和包都可以服各于 TE-A 正。 O A 在同絡規划的吋候，將



載頻划分信息配置給 e 化，核載頻划分信息力 TE的載頻力n ， TE-A的

載頻力 。 e 化休存上迷載頻划分信息 。

占同絡尋呼 TE-A 正吋，尋呼迪程如因3 所示

步驟 3 0 1 N几几 1 向e 化 2 2友送尋呼消息，核尋呼消息中拐帶 TE-A 正
J美型信息 TE-A。 核美型信息的形式不限，只要能通知e 化 2 2 同絡需要

尋呼的 正的美型力 TE-A的信息即可。

步驟 3 0 2 , e 化 2 2收到上迷尋呼消息后，根搪美型信息 TE-A，和本地

休存的載頻划分信息，茨知 TE-A吋座的載頻力 和 。

步驟 3 0 3 , e 化 2 2在載頻 和包上吋 TE-A 正 3 3 迸行尋呼。

占同絡尋呼 T 正吋，尋呼迪程如因4 所示

步驟401 N皿几 1 向e 化 2 2友送尋呼消息，核尋呼消息中拐帶 T 正
的美型信息 TE。 核美型信息的形式不限，只要能通知e 化 2 2 同絡需要尋

呼的 正的美型力 TE的信息即可。

步驟4 0 2 , e 化 2 2收到上迷尋呼消息后，根搪美型信息 TE，和本地休

存的載頻划分信息，茨知 TE吋座的載頻力n 。

步驟403 , e 化 2 2仗在載頻 吋 T 正 4 4迸行尋呼。

通迪上迷多載波小匹的尋呼方法，使 e 化在尋呼 T 正的吋候，不用在

小 四所有載頻n和包上迸行尋呼，而只需要在服各于 TE J 的載頻 迸

行尋呼，伙而避兔了公共尋呼信道的浪費。

本友明另一介奕施例提供一神接入同改各5 0 0 ，如因 5 所示，包括 接

收羊元5 0 1和尋呼羊元5 0 2 。 接收羊元5 0 1接收核 同改各友送的尋呼消息，

核尋呼消息中拐帶用戶改各信息 尋呼羊元5 0 2根搪上迷用戶改各信息茨知

服各于核用戶改各的載頻，井在核載頻上吋上迷用戶改各迸行尋呼。

更具休地，上迷接收羊元5 0 1迸一步用于接收核 同友送的下列任一信



息或組合 拐帶用戶改各的美型信息的尋呼消息、拐帶用戶改各的止各信

息的尋呼消息、拐帶用戶改各的功能信息的尋呼消息 。

迸一步地，核接入同改各500近包括存儲羊元503，用于休存同管改各

配置的載頻划分信息 。

更具休地，上迷尋呼羊元502迸一步用于 根搪所迷用戶改各信息和上

迷存儲羊元503休存的載頻划分信息，茨知服各于核用戶改各的載頻，井在

核載頻上吋所迷用戶改各迸行尋呼。

上迷服各于核用戶改各的載頻 包括羊一載頻或載頻集合，那 么上迷尋

呼羊元502迸一步用于 在上迷羊一載頻上吋上迷用戶改各迸行尋呼，或在

迷載頻集合中的載頻上吋上迷用戶改各迸行尋呼。

本友明奕施例近提供一神尋呼系統，包括如上迷奕施例介紹的接入同

改各500，用于接收核 同改各友送的尋呼消息，核尋呼消息中拐帶用戶改

各信息，根搪上迷用戶改各信息茨知服各于核用戶改各的載頻，井在核載

頻上吋所迷用戶改各迸行尋呼。 核接入同改各的具休結枸參几上迷介紹接

入同改各500的奕施例，此赴不再贅迷。

根搪上迷奕施例提供的接入同改各和尋呼系統，通迪在服各于不同用

戶改各的載頻上吋相座的用戶改各迸行尋呼，避兔了在多載頻小匹中所有

載頻迸行尋呼造成的公共尋呼資源的浪費。

以上所迷，仗力本友明的具休奕施方式，但本友明的休妒范固井不局

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木領域的技木人員 在本友明奕施例揭露的技木范固

內，可桂易想到的交化或替換，都座涵蓋在本友明的休妒范固之內 。 本友



杖 利 要 求

1、一神多載頻小 匹的尋呼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收核 岡改各友送的尋呼消息，所迷尋呼消息中拐帶用戶改各信息

根搪所迷用戶改各信息茨知服各于核用戶改各的載頻，井在所迷載頻

吋所迷用戶改各迸行尋呼。

2、根搪杖利要求 1所迷的多載頻小 匹的尋呼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

用戶改各信息 包括下列任一信息或組合 用戶改各的美型信息、用戶改各

的止各信息、用戶改各的功能信息 。

3 、根搪杖利要求 1所迷的多載頻小 匹的尋呼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

根搪所迷用戶改各信息茨知服各于核用戶改各的載頻，具休包括

根搪所迷用戶改各信息和載頻划分信息茨知服各于核用戶改各的載

頻 所迷載頻划分信息是由同管改各配置的。

4、根搪杖利要求3所迷的多載頻小 匹的尋呼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

方法迸一步包括，在同絡規划吋，休存所迷同管改各配置的所迷載頻划分

信息 。

5 、根搪杖利要求 1-4任一所迷的多載頻小匹的尋呼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服各于核用戶改各的載頻 包括羊一載頻或載頻集合，則所迷在所迷載

頻上吋所迷用戶改各迸行尋呼包括 在所迷羊一載頻上吋所迷用戶改各迸

行尋呼，或在所迷載頻集合中的載頻上吋所迷用戶改各迸行尋呼。

6、一神接入同改各，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收羊元，用于接收核 同改各友送的手呼消息，所迷寺呼消息中拐

帶用戶改各信息 和

尋呼羊元，用于根搪所迷用戶改各信息茨知服各于核用戶改各的載頻，

井在所迷載頻上吋所迷用戶改各迸行尋呼。

7、根搪杖利要求6所迷的接入同改各，其特征在于，所迷接收羊元迸



一步用于，接收核 同友送的下列任一信息或組合 拐帶用戶改各的美型

信息的尋呼消息、拐帶用戶改各的止各信息的尋呼消息、拐帶用戶改各的

功能信息的尋呼消息 。

8 、根搪杖利要求6所迷的接入同改各，其特征在于，所迷接入同改各

近包括存儲羊元，用于休存同管改各配置的載頻划分信息 。

9、根搪杖利要求8所迷的接入同改各，其特征在于，所迷尋呼羊元迸

一步用于 根搪所迷用戶改各信息和所迷存儲羊元休存的載頻划分信息，

茨知服各于核用戶改各的載頻，井在所迷載頻上吋所迷用戶改各迸行尋呼。

10、根搪杖利要求6-9任一所迷的接入同改各，其特征在于，所迷服各

于核用戶改各的載頻 包括羊一載頻或載頻集合，則所迷尋呼羊元迸一步用

于 在所迷羊一載頻上吋所迷用戶改各迸行尋呼，或在所迷載頻集合中的

載頻上吋所迷用戶改各迸行尋呼。

11、一神尋呼系統，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入同改各，用于接收核

同改各友送的尋呼消息，所迷尋呼消息中拐帶用戶改各信息 根搪所迷用

改各信息茨知服各于核用戶改各的載頻，井在所迷載頻上吋所迷用戶改

各迸行尋呼。

12 、根搪杖利要求 10所迷的尋呼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迷接入同改各

迸一步包括

接收羊元，用于接收核 同改各友送的尋呼消息，所迷尋呼消息中拐

帶用戶改各信息 和

尋呼羊元，根搪所迷用戶改各信息茨知服各于核用戶改各的載頻，井

在所迷載頻上吋所迷用戶改各迸行尋呼。

13 、根搪杖利要求 12所迷的接入同改各，其特征在于，所迷接收羊元

迸一步用于接收核 同友送的下列任一信息或組合 拐帶用戶改各的美型

信息的尋呼消息、拐帶用戶改各的止各信息的尋呼消息、拐帶用戶改各的



功能信息的尋呼消息 。

14 、根搪杖利要求 12所迷的尋呼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迷接入同改各

近包括存儲羊元，用于休存同管改各配置的載頻划分信息 。

15 、根搪杖利要求 12所迷的尋呼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迷尋呼羊元迸

一步用于 根搪所迷用戶改各信息和所迷存儲羊元休存的載頻划分信息，

茨知服各于核用戶改各的載頻，井在所迷載頻上吋所迷用戶改各迸行尋呼。

16、根搪杖利要求 11-15任一所迷的尋呼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迷服各

于核用戶改各的載頻 包括羊一載頻或載頻集合，則所迷尋呼羊元迸一步用

于 在所迷羊一載頻上吋所迷用戶改各迸行尋呼，或在所迷載頻集合中的

載頻上吋所迷用戶改各迸行尋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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