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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执行网络注册方法以及设

备和系统。该用户数据设备包括：接收单元，用于

接收从第一移动管理设备发送的位置更新请求，

以获取第一用户信息，并存储所述第一用户信息

进行网络注册；所述接收单元，还用于接收从第

二移动管理设备发送的位置更新请求，以获取第

二用户信息；处理单元，当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中

的IMSI与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中的IMSI不一致时，

保留已经注册的所述第一用户信息，并存储所述

第二用户信息实现网络注册。通过本发明可以实

现用户设备采用不同的无线接入技术同时注册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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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执行网络注册的通信系统，包括第一移动管理设备、第二移动管理设备以及用

户数据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移动管理设备从用户设备接收附着请求；

所述第二移动管理设备从所述用户设备接收附着请求；

所述用户数据设备接收从所述第一移动管理设备发送的位置更新请求，以获取第一用

户信息，并存储所述第一用户信息进行网络注册；

所述用户数据设备接收从所述第二移动管理设备发送的位置更新请求，以获取第二用

户信息；

所述用户数据设备在判断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中的国际移动用户识别码IMSI与所述第

一用户信息中的IMSI不一致时，保留已经注册的所述第一用户信息，并存储所述第二用户

信息实现网络注册；及

所述用户数据设备在判断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中的IMSI与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中的IMSI

一致时，更新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为所述第二用户信息进行网络注册，其中，所述第二用户信

息中的位置信息与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中的位置信息不一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移动管理设备为移动交换中心MSC，

所述第二移动管理设备为移动管理实体MME，所述用户数据设备为归属位置寄存器HLR/归

属网络服务器HSS。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设备为多模单卡双待终端设备或具

有两个射频收发器的多模终端设备。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设备的SIM卡包括两个IMSI。

5.一种执行网络注册的方法，应用于用户数据设备中，所述用户数据设备与第一移动

管理设备、第二移动管理设备及至少一个用户设备通信连接，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

在所述用户设备发送附着请求至第一移动管理设备后，所述用户数据设备接收从所述

第一移动管理设备发送的位置更新请求，以获取第一用户信息，并存储所述第一用户信息

进行网络注册；

在所述用户设备发送附着请求至第二移动管理设备后，所述用户数据设备接收从所述

第二移动管理设备发送的所述位置更新请求，以获取第二用户信息；

所述用户数据设备判断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中的IMSI与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中的IMSI是

否一致；

当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中的IMSI与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中的IMSI不一致时，保留已经注册

的所述第一用户信息，并存储所述第二用户信息实现网络注册；及

当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中的IMSI与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中的IMSI一致时，更新所述第一用

户信息为所述第二用户信息进行网络注册，其中，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中的位置信息与所述

第一用户信息中的位置信息不一致。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移动管理设备为MSC，所述第二移动

管理设备为MME，所述用户数据设备为HLR/HSS。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设备为多模单卡双待终端设备或具

有两个射频收发器的多模终端设备。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设备的SIM卡包括两个IM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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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种执行网络注册的用户数据设备，所述用户数据设备与第一移动管理设备和第二

移动管理设备通信连接，其特征在于，该用户数据设备包括：

接收单元，用于接收从所述第一移动管理设备发送的位置更新请求，以获取第一用户

信息，并存储所述第一用户信息进行网络注册；

所述接收单元，还用于接收从所述第二移动管理设备发送的位置更新请求，以获取第

二用户信息；

判断单元，用于判断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中的IMSI与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中的IMSI是否一

致；

处理单元，用于当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中的IMSI与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中的IMSI不一致

时，保留已经注册的所述第一用户信息，并存储所述第二用户信息实现网络注册；

所述处理单元还用于当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中的IMSI与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中的IMSI一

致时，更新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为所述第二用户信息进行网络注册，其中，所述第二用户信息

中的位置信息与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中的位置信息不一致。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用户数据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移动管理设备为MSC，所

述第二移动管理设备为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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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网络注册的方法、设备和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通讯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执行网络注册的方法、设备和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3GPP长期演进网络(Long  Term  Evolution，LTE)产业化的不断深入推进，终

端设备作为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业界的关注。在LTE、3G和2G多种网络共存的

现实情况下，科技人员研发了LTE/3G/2G多模终端通信产品。所述多模终端就是指能够支持

多于一种无线接入技术(Radio  Access  Technology，RAT)，并能够通过这些无线接入技术

系统获得服务的终端。

[0003] 现有的LTE单卡双待多模终端指能同时在两个通信子系统驻留的终端，所述两个

通信子系统分别为LTE通信子系统和2G/3G通信子系统。所述LTE单卡双待多模终端在同时

对不同的无线接入技术做注册(attach)时，会出现位置更新错误的情况，产生乒乓效应，导

致空中资源浪费。

发明内容

[0004] 鉴于以上内容，有必要提供一种执行网络注册的通信系统，可以实现用户设备采

用不同的无线接入技术同时注册网络。

[0005] 此外，还有必要提供一种执行网络注册的方法和设备。

[0006] 一种执行网络注册的通信系统，包括第一移动管理设备、第二移动管理设备以及

用户数据设备，其中，所述第一移动管理设备从用户设备接收附着请求；所述第二移动管理

设备从所述用户设备接收附着请求；所述用户数据设备接收从所述第一移动管理设备发送

的位置更新请求，以获取第一用户信息，并存储所述第一用户信息进行网络注册；所述用户

数据设备接收从所述第二移动管理设备发送的位置更新请求，以获取第二用户信息；所述

用户数据设备判断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中的IMSI与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中的IMSI是否一致；及

当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中的IMSI与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中的IMSI不一致时，保留已经注册的所

述第一用户信息，并存储所述第二用户信息实现网络注册。

[0007] 一种执行网络注册的方法，应用于用户数据设备中，所述用户数据设备与第一移

动管理设备、第二移动管理设备及至少一个用户设备通信连接，该方法包括：在所述用户设

备发送附着请求至第一移动管理设备后，所述用户数据设备接收从所述第一移动管理设备

发送的所述位置更新请求，以获取第一用户信息，并存储所述第一用户信息进行网络注册；

在所述用户设备发送附着请求至第二移动管理设备后，所述用户数据设备接收从所述第二

移动管理设备发送的所述位置更新请求，以获取第二用户信息；所述用户数据设备判断所

述第二用户信息中的IMSI与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中的IMSI是否一致；及当所述第二用户信息

中的IMSI与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中的IMSI不一致时，保留已经注册的所述第一用户信息，并

存储所述第二用户信息实现网络注册。

[0008] 一种用户数据设备，该用户数据设备包括：接收单元，用于接收从第一移动管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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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发送的位置更新请求，以获取第一用户信息，并存储所述第一用户信息进行网络注册；所

述接收单元，还用于接收从第二移动管理设备发送的位置更新请求，以获取第二用户信息；

判断单元，用于判断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中的IMSI与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中的IMSI是否一致；

处理单元，用于当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中的IMSI与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中的IMSI不一致时，保

留已经注册的所述第一用户信息，并存储所述第二用户信息实现网络注册。

[0009] 相较于现有技术，本发明提供的执行网络注册方法以及设备和系统，可以使用户

设备采用不同的无线接入技术同时注册网络，避免出现乒乓效应，有效利用资源。

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本发明执行网络注册的通信系统示意图。

[0011] 图2是本发明用户信息表示意图。

[0012] 图3是本发明网络注册方法较佳实施例的流程图。

[0013] 图4是本发明用户数据设备的较佳实施例的结构图。

[0014] 主要元件符号说明

[0015] 用户设备                          10

[0016] 移动管理设备                      11

[0017] 用户数据设备                      12

[0018] 基站                              13

[0019] 接收单元                          120

[0020] 判断单元                          121

[0021] 处理单元                          122

[0022] 存储器                            123

[0023] 微处理器                          124

[0024] 如下具体实施方式将结合上述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参阅图1所示，是本发明执行网络注册的通信系统示意图。在本实施例中，该通信

系统主要包括用户设备(User  Equipment，UE)10、移动管理设备11、用户数据设备12及基站

13，但该通信系统不仅限于以上网络设备。其中，所述移动管理设备11和用户数据设备12属

于核心网设备。所述基站13与所述移动管理设备11通信连接，所述移动管理设备11与所述

用户数据设备12和所述基站13通信连接。所述用户数据设备12为所述通信系统中实际管理

通话的实体提供支持。如存取用户相关的信息，对用户认证和授权以及提供用户位置IP地

址等相关信息。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用户数据设备12包括归属位置寄存器(Home  Location 

Register，HLR)和归属网络服务器(Home  Subscriber  Server，HSS)。

[0026]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UE  10用于向所述移动管理设备11发送至少一个附着

(attach)请求。所述移动管理设备11包括第一移动管理设备(在本实施例为Mobile 

Switching  Center，MSC)和第二移动管理设备(在本实施例为Mobile  Management  Entity，

MME)，用于负责控制面的移动性管理，包括用户上下文和移动状态管理，与分配用户临时身

份标识等。所述MSC和MME可以为一个或多个，所述MSC和MME范围内可以有一个或多个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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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在图1中，所述MSC示出两个，如MSC_1和MSC_2。所述MME仅示出一个，如MME_1。

[0027]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HLR可以和所述HSS合设于同一个物理实体中，即整合式HLR/

HSS；也可以分设于不同的物理实体中，即非整合式HLR/HSS。所述HLR负责移动用户管理的

数据库，储存所管辖移动用户的签约数据及移动用户的位置信息，为呼叫或会话提供支持。

所述HLR可以认为是所述HSS的子集，为传统的电路交换(Circuit  Switching，CS)域和分组

交换(Packet  Switching，PS)域服务。所述CS域能够为用户提供基本的语音业务，以及基于

语音业务的补充业务。例如，语音电话、短消息和补充业务等。所述UE  10的CS域驻留在2G/

3G网络中，用于语音业务。所述PS域承载的业务包括数据业务和会话业务等。所述UE  10的

PS域驻留在LTE(4G)网络中，用于数据业务。

[0028] 在本实施例中，当所述UE  10使用不同的无线接入技术(如，3G和4G)同时注册网络

时，所述移动管理设备11从所述用户设备10接收附着请求，所述附着请求至少携带国际移

动用户识别码(International  Mobile  Subscriber  Identification  Number，IMSI)。所述

用户数据设备12从所述MSC接收位置更新请求，以获取第一用户信息，并存储所述第一用户

信息进行网络注册。如图2所示的用户信息表，所述用户信息包括用户身份认证号码、IMSI、

位置信息、MME号码、MSC号码、接入点名称(Access  Point  Name，APN)等信息。所述用户数据

设备12还从所述MME接收位置更新请求，以获取第二用户信息。如图2所示，在本实施例中，

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中的用户身份认证号码与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中的用户身份认证号码一

致。

[0029] 所述用户数据设备12判断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中的IMSI与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中的

IMSI是否一致。当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中的IMSI与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中的IMSI一致时，更新

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为所述第二用户信息；当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中的IMSI与所述第一用户信

息中的IMSI不一致时，保留已经注册的所述第一用户信息，并存储所述第二用户信息而实

现采用两种无线接入技术注册网络。

[0030] 具体而言，在整合式HLR/HSS的系统架构中，所述MSC_1从所述UE  10接收附着请求

进行3G网络注册，同时所述MME_1从所述UE  10接收附着请求进行4G网络注册。在本实施例

中，所述附着请求至少包括了UE  10的IMSI。所述整合式HLR/HSS接收从所述MSC_1发送的位

置更新请求，以获取第一用户信息，并存储所述第一用户信息进行网络注册。所述整合式

HLR/HSS接收从所述MME_1发送的位置更新请求，以获取第二用户信息。所述整合式HLR/HSS

判断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中的IMSI与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中的IMSI是否一致。

[0031] 当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中的IMSI与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中的IMSI一致时，更新所述第

一用户信息为所述第二用户信息进行网络注册。在本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当所述UE  10从

所述MSC_1的服务范围移动至MSC_2的服务范围时，尽管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中的IMSI与所述

第一用户信息中的IMSI一致，但是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中的位置信息与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中

的位置信息不一致，因此，需要更新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为所述第二用户信息进行网络注册。

具体而言，所述用户数据设备12将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中的IMSI去附着(de-attach)，并使用

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中的IMSI进行网络注册。

[0032] 当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中的IMSI与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中的IMSI不一致时，所述用户

数据设备12保留已经注册网络的所述第一用户信息，并存储所述第二用户信息而实现同时

采用两种无线接入技术注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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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同理，在非整合式HLR/HSS的系统架构中，利用上述技术方案可以实现UE  10同时

采用两种无线接入技术注册网络。在此不再赘述。

[0034] 需要说明的是，图1仅为通信系统示意图，实际通信系统可能包括更多的网络设

备，每种网络设备也可根据需要设置为多个。

[0035] 参阅图3所示，是本发明网络注册方法较佳实施例的流程图。根据不同需求，该流

程图中步骤的顺序可以改变，某些步骤可以省略或合并。

[0036] 步骤S301，所述UE  10发送附着请求至所述MSC_1。该附着请求中携带IMSI。

[0037]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UE  10可以是多模单卡双待终端设备，或者是具有两个射频收

发器的多模终端设备。所述UE  10包括一张SIM卡或者USIM卡。所述SIM卡包含IMSI、位置区

域识别码、电话号码等信息。在本实施例中，所述SIM卡具有两个IMSI，例如IMSI_1和IMSI_

2。发送至所述MSC_1的附着请求携带IMSI_1。

[0038] 步骤S302，所述UE  10发送附着请求至所述MME_1。在本实施例中，发送至所述MME_

1的附着请求携带IMSI_2。

[0039] 步骤S303，用户数据设备12接收从所述MSC_1发送的携带IMSI_1的位置更新请求，

以获取第一用户信息，并存储所述第一用户信息进行网络注册。所述用户信息包括用户身

份认证号码、IMSI、位置信息、MME号码、MSC号码、APN等信息。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用户数据

设备12为HLR/HSS。

[0040] 步骤S304，所述用户数据设备12接收从所述MME_1发送的携带IMSI_2的位置更新

请求，以获取第二用户信息。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中的用户身份认证号码与所

述第一用户信息中的用户身份认证号码一致。

[0041] 步骤S305，所述用户数据设备12判断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中的IMSI与所述第一用户

信息中的IMSI是否一致。当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中的IMSI与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中的IMSI一致

时，执行步骤S306；当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中的IMSI与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中的IMSI不一致时，

执行步骤S307。

[0042] 步骤S306，所述用户数据设备12更新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为所述第二用户信息进行

网络注册。在本实施例中，当所述UE  10从所述MSC_1的服务范围移动至所述MSC_2的服务范

围时，尽管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中的IMSI与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中的IMSI一致，但是所述第二

用户信息中的位置信息与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中的位置信息不一致。因此，需要更新所述第

一用户信息为所述第二用户信息重新进行网络注册。具体而言，所述用户数据设备12将所

述第一用户信息中的IMSI去附着，并使用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中的IMSI进行网络注册。

[0043] 步骤S307，所述用户数据设备12保留已经注册的所述第一用户信息，并存储所述

第二用户信息而实现同时采用两种无线接入技术注册网络。

[0044] 步骤S308，返回附着成功响应至UE  10。

[0045] 参阅图4所示，是本发明用户数据设备的较佳实施例的结构图。在本实施例中，所

述用户数据设备包括接收单元120、判断单元121、处理单元122、存储器123以及微处理器

124。

[0046] 所述接收单元120用于接收从移动管理设备发送的位置更新请求。具体而言，所述

接收单元120接收从第一移动管理设备发送的位置更新请求，以获取第一用户信息，并存储

所述第一用户信息进行网络注册。所述接收单元120还接收从第二移动管理设备发送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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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更新请求，以获取第二用户信息。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移动管理设备为MSC，所述第二

移动管理设备为MME。所述用户信息包括用户身份认证号码、IMSI、位置信息、MME号码、MSC

号码、APN等信息。

[0047] 所述判断单元121用于判断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中的IMSI与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中的

IMSI是否一致。

[0048] 所述处理单元122用于在判断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中的IMSI与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中

的IMSI一致时，更新所述第一用户信息为所述第二用户信息进行网络注册。例如，将所述第

一用户信息中的IMSI去附着，并使用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中的IMSI进行网络注册。

[0049] 所述处理单元122还用于在判断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中的IMSI与所述第一用户信息

中的IMSI不一致时，保留已经注册网络的所述第一用户信息，并存储所述第二用户信息，以

完成不同无线接入技术的网络注册。

[0050] 所述存储器123用于存储所述用户信息等。所述存储器123可以是所述用户数据设

备12本身的内存，也可以是外部存储设备，如智能媒体卡(Smart  Media  Card)、安全数字卡

(Secure  Digital  Card)、快闪存储器卡(Flash  Card)等。所述微处理器124用于控制所述

接收单元120、判断单元121及处理单元122。

[0051] 最后所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

照以上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

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等同替换都不应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06488427 B

8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9

CN 106488427 B

9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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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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