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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小 匹接A 控制方法以及用戶終端，所迷方法包桔 用戶 i 各通迂早頻

信道和 或 同步信道萊取小 匡接A 信息 根搪所迷小 匡接A 信息判晰占前小 匡

力宏基站小 匹近是家用基站小巴 若占前小 匹力家用基站小 匹，則根搪所迷小

匹接A 信息中的家用基站信息判晰是否允件用戶 i 各接A所迷家用基站小 匹，
若允汗 則迸行接A 赴理，若不允汗 則 弄接A 。 本友明近相座的提供 神
用戶 各。



一神小匡接入控制方法以及用戶玫各
本 申晴要求 于 2007 年 6 月 18 日提 交 中 囤 寺 利 局 、 申晴青力

2007101 11961 ．X 、友明名妳力 一神小 匹接入控制方法以及用戶改各 的中囤寺

利申晴的仇先杖，其全部 內容通迂引用結合在本申晴中。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通汎領域，尤其涉及一神小 匹接入控制方法以及用戶改各。

背景技木
在移功通信 系 統叱 除了返萱商部署的宏基站之外，近存在另外一神基站

形 怒 小基站或者家用基站，一般妳之力接入魚 ( 卯，Access po )，本文我

們統一妳之力家用基站 ( B , ome e ode )。 迷神小基站的特魚是覆蓋范

園小，安裝炎活 。

由于宏基站占 B 同忖存在，所以 占 B 占宏基站相郊或者重疊的忖

候，就需要避兔占核 皿侶 元使用吳 系 的用戶接入到核 B。接入的含叉包括

吋于空因怒 ( ) 的用戶 不允許小 匹迭捧后駐 留到核 B，吋于激活怒

( ACT V ) 的用戶不允許切換到核 B 而同叱 叉要允許占核 B 有使

用吳 系 的用戶方面能移接入。

現有技木中一神小 匹接入控制方法力

吋于 狀怒的用戶改各 ( , se Eq pme )，需要迸行小 匹迭捧，

然后駐留 。 駐留小 匹后， 通迂族取核小 匹的系 統戶播消息以判晰是否允許
自身接入力核小 匹提供服各的 B，若不允許，則迸行小 匹重迭

吋于 ACT V 狀怒的 ，占需要伙宏基站切換至 B 忖，皿先吋周 園

郊接的所有 B 迸行測量，迭捧允許接入的 B 測量扳告，向源宏基站上

扳測量結果包括周 園宏基站和允許接入 B 的，源宏基站再迸行切換判決 。

友明人在奕現本友明的迂程中友現在上迷現有技木 ，在 狀怒下，
由于 需要先駐留小 匹后才能判晰占前的 B 是否允許接入，所以延長了

小 匹重迭的忖同

在 ACT V 狀怒下，由于皿 需要吋周 園郊接的所有 皿侶 迸行測量，所

以增大了汁算量，增加了系 統 負 扭 。

友明內容



本友明奕施例要解決的技木何題是提供一神小 匹接入控制方法以及用戶

改各，能移降低 系 統 負 拒，提高系 統性能 。

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小 匹接入控制方法，包括 用戶改各通迂早頻信道和
/或 同步信道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 根搪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判晰占前小 匹力宏基

站小 匹近是家用基站小匕若占前小 匹力家用基站小 匹，則根搪所迷小 匹接入
信息 中的家用基站信息判晰是否允許用戶改各接入所迷家用基站小 匹，若允
許，則迸行接入赴理 。

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小 匹接入控制方法，包括 用戶改各通迂系 統戶播消

息或測量控制消息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 根搪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 中的小 匹所有杖

析祇判晰占前小 匹力宏基站小 匹近是家用基站小匕若占前小 匹力家用基站小

匹 則根搪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中的家用基站信息判晰是否允許接入所迷家用基

站小 匹，若允許，則迸行接入赴理，若不允許，則放弄接入。

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小 匹接入方法，包括 用戶改各通迂早頻信道和/或

同步信道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 判晰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占用戶改各本地保存的家

用基站信息是否吋座或一致，若吋座或一致，則迸行接入赴理 。

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小 匹接入方法，包括 用戶改各通迂系 統戶播消息或

測量控制消息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 判晰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占用戶改各本地保存
的家用基站信息是否吋座或一致，若吋座或一致，則迸行接入赴理 。

本友明提供的用戶改各，包括 萊取羊元，用于通迂早頻信道和/或 同步

信道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 接入判晰羊元，用于根搪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判晰是否

允許接入占前小匕接入赴理羊元，用于占允許接入占前小 匹忖，迸行接入赴

理 。

本友明奕施例近提供了一神用戶改各，包括 萊取羊元，用于萊取小 匹接

入信息 小 匹厲性判晰羊元，用于根搪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判晰占前小 匹力家用

基站小 匹忖，通知接入判晰羊元 接入判晰羊元，用于根搪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

中的家用基站信息判晰是否允許用戶改各接入所迷家用基站小 匹，將判晰結果

通知接入赴理羊元 接入赴理羊元，用于碉定允許接入占前家用基站小 匹忖，
迸行接入赴理 碉定不允許接入占前家用基站小 匹忖，放弄接入。

本友明奕施例近提供了一神用戶改各，包括 萊取羊元，用于萊取小 匹接



入信息 接入判晰羊元，用于碉定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占用戶改各本地保存的家

用基站信息吋座或一致忖，通知接入赴理羊元 接入赴理羊元，用于迸行接入
赴理 。

伙以上技木方案可以看址 本友明奕施例具有以下仇魚

由于本友明奕施例 中通迂早頻信道和/或同步信道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若

郊接小 匹力家用 小 匹，則用戶改各在執行接入赴理之前，根搪小 匹接入信息判

晰 自身是否允許迸入核家用基站小 匹，若不允許，則不迸行接入赴理 。 所以不

需要吋郊接的所有小 匹迸行接入赴理，迸而降低 了系 統 負 拒，提高了系 統性能 。

附團說明
因 1 力本友明奕施例中小 匹接入控制方法患休奕施例流程乳
因 2 力本友明奕施例中小 匹接入控制方法第一奕施例流程乳
因 3 力本友明奕施例中小 匹接入控制方法第二奕施例流程乳
因 4 力本友明奕施例中用戶改各奕施例示意乳
因 5 力本友明奕施例中另一神用戶改各奕施例示意乳
因 6 力本友明奕施例中再一神用戶改各奕施例示意 因 。

具休奕施方式

本友明奕施例提供了一神小 匹接入控制方法以及用戶改各，用于提高系 統

性能 。

晴參岡因 1，本友明奕施例 中小 匹接入控制方法患休流程包括
0 1、 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

皿 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其叱 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可能舍有多神方式，具

休的方式將在后面的奕施例中祥細說明 。

102 、判晰占前小 匹的厲性，若力宏基站小 匹，則執行步驟 103 ，若力 』B
小 匹，則執行步驟 104

兀 根搪小 匹接入信息判晰占前小 匹的厲性，具休的判晰方式在后埃 的奕

施例中祥細說明 。

103 、 按照預置規則接入
若占前小 匹力宏基站小 匹，則根搪預置的接入規則姜試接入，具休的規則

占接入的方式力現有技木，此赴不作限定 。



104 、判晰 是否允許接入占前小 匹，若允許，則執行步驟 105 ，若不允
許，則執行步驟 106

若占前小 匹力家用基站小 匹，則根搪小 匹接入信息 中的 』B信息判晰 兀
是否允許接入核小 匹，具休的判晰方式將在后埃 奕施例 中祥細說明。

5 105 、 迸行接入赴理

具休的接入赴理方式根搪 兀 的狀怒分力以下丙神情況

若 兀 力 ACT V 怒，則吋核小 匹迸行測量，井將測量結果上扳洽源基站，

具休的測量以及上扳的迂程力現有技木，此赴不再贅迷 。

若 兀 力 怒，則駐留核小 匹，駐留的迂程也力現有技木，不再贅迷。

10 106 、放弄接入。

若 兀 判晰不允許接入占前 』B 小 匹，則放弄接入核小 匹，即不吋核小

匹迸行測量或駐留 。

本奕施例 中由于在迸行接入赴理前先判晰是否允許接入核 皿侶 小 匹，不

允許接入忖則放弄接入，所以不需要吋周 固相郊的所有小 匹迸行接入赴理，迸
15 而降低了系 統 負 拒，提高了系 統性能 。

具休的，本友明奕施例 中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若郊接小 匹力 皿侶 小 匹，
占用戶改各力 怒忖，在迸入核小 匹井族核 』B 小 匹 系 統戶播之前先根
搪小 匹接入信息判晰 自身是否允許迸入核 』B 小 匹，不允許接入忖則放弄迸

入，占用戶改各力 ACT V 怒叱 在測量郊接小 匹信青前，判晰核郊接小 匹

0 是否力允許接入的 』B 小 匹，如果不是允許接入的 』B 小 匹，則不迸行測

量 。

下面根搪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的方式將本友明奕施例 中小 匹接入控制方法

分力丙美

一、 通迂早頻信道和/或 同步信道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

5 晴參岡因 2，本友明奕施例 中小 匹接入控制方法第一奕施例 包括

201 、 通迂早頻信道和/或同步信道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

本奕施例 中具休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的方式按照座用吻景可分力以下几神
情況

、 兀 迸行初始小 匹迭捧



皿 迸行小 匹搜索，井族取搜索到的小 匹的同步信道和/或早頻信道，得到

核小 匹的小 匹接入信息 。

2、 兀 迸行小 匹重迭

皿族取占本小 匹郊接的郊接小 匹的同步信道和/或早頻信道，通迂同步信

道和/或早頻信道萊取郊接小 匹的小 匹接入信息 。

如果是族取郊接小 匹的同步信道的忖候，兀 可能需要丙介接收札。

3 、 兀 迸行切換

皿族取占本小 匹郊接的郊接小 匹的同步信道和/或早頻信道，通迂同步信

道和/或早頻信道萊取郊接小 匹的小 匹接入信息 。

202 、判晰占前小 匹的厲性，若力宏基站小 匹，則執行步驟 203 ，若力 』B
小 匹，則執行步驟 204

具休的判晰方法有丙神情況

1、 根搪所有杖析祇判晰

皿根搪小 匹接入信息中的占前小 匹所有杖析祇判晰占前小 匹的厲性

兀 伙早頻信道和/或者同步信道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在本奕施例 中，小 匹

接入信息可以 由丙部分組成 小 匹所有杖析祇以及小 匹符青信息 其中，小 匹

所有杖析祇用于析祇 占前小 匹力宏基站小 匹近是 』B 小 匹，核析祇只 占 1 介

或几介比特位，可以伙現有小 匹的小 匹析祇信息 C 的 g 介比特位中分
出一位或若干位，也可以重新分配一位或若干位，下面以一位力例迸行說明，
可以理解的是，同梓可以是若干位 。

例如，假改規定宏基站小 匹的小 匹所有杖信息力 ， 』B 小 匹的小 匹所有

杖信息力 1，有 X，Y，Z 三介小 匹，原先析祀分別力 00000000 1, 000000002 ,

000000003 ，其中 Y 小 匹力 』B 小 匹，X，Z 匹力宏基站小 匹，則伙原先小

匹 C 中抽取一位作力析祇后，X，Z 匹分別力 00000000 1, 000000003 ,
Y 小 匹力 100000002，或者，新分配一介教搪位作力析祀后，X，Z 匹分別

力 000000000 1, 0000000003 , Y 匹力 1000000002

2、 根搪早頻信道頻率判晰

占 兀 伙孚頻信道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肘，由于 』 匹和宏基站小 匹使

用不同的頻段，所以 兀 伙不 同美型 的小 匹接收到的早頻信道頻段也不相同，



故可以通迂早頻信道頻率所在的頻段柬判晰占前小 匹是宏基站小 匹近是 』B
小 匹 。

可以理解的是，占采用根搪早頻信道頻率判晰占前小 匹厲性忖，不需要所

有杖析祇，即宏基站佃 B 性席析祇 。

5 203 、 按照預置規則接入
若占前小 匹力宏基站小 匹，則根搪預置的接入規則姜試接入，具休的規則

占接入的方式力現有技木，此赴不作限定 。

204 、 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 中的皿侶 信息

若占前小 匹力 皿侶 忖，伙小 匹接入信息中萊取 』B 信息 。

10 205 、 判晰 本地存儲的 』B 信息占族取到的占前的 』B 信息是否吋
座或一致，若吋座或一致，則執行步驟 207 ，若不吋座或不一致，則執行步驟

2 0 6

注冊或通迂其他非接入居 ( A , o Access S 祈 ) 消息，或者用

戶祇別模決 ( S , S bsc be de ca o od e ) 卡可以得到答約信息，將
15 答約信息 中允許接入的 』B 信息存儲在 兀 本地

或者可以通迂瑜入改各向 兀 瑜入允許接入的 』B 信息，伙而在 兀 本

地存儲一介允許接入的 』B 列表 ( 包含一介 』B 或多介 』B )，迷里的 』B
信息可以是不帶 』B C 的信息，也可以是帶有 』B C 的信息，
也可以直接將 皿侶 的 C 作力 皿侶信息 。

2 0 206 、放弄接入
若 兀 判晰不允許接入占前 』B 小 匹，則放弄接入核小 匹，即不吋核小

匹迸行測量或駐留 。

207 、 根搪用戶改各狀怒迸行接入赴理

208 、 若 兀 力 ACT V 怒，則吋核小 匹迸行測量，井將測量結果上扳洽

2 5 核小 匹的 』B，具休的測量以及上扳的迂程力現有技木，此赴不再贅迷。

209 、若 兀 力 怒，則駐留核小 匹，駐留的迂程也力現有技木，不再

贅迷。

上迷奕施例 中描迷了通迂早頻信道和/或同步信道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的方

案，下面介紹另外一神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的方案



二、 通迂系 統戶播消息或測量控制消息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

晴參岡因 3 ，本友明奕施例 中小 匹接入控制方法第二奕施例 包括
30 1、 通迂系 統戶播消息或測量控制消息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

皿通迂系 統戶播消息或測量控制消息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 。

其 ，小 匹接入信息具休的生成方法將在后面迸行介紹

此外，本奕施例中具休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的方式按照座用吻景可分力以下

几神情況

、 兀 迸行小 匹重迭

皿在本小 匹 內部族取系 統戶播消息，得到占本小 匹郊接的郊接小 匹的小

匹接入信息 。

2、 兀 迸行切換

皿在本小 匹 內部族取系 統戶播消息或測量控制消息，得到占本小 匹郊接
的郊接小 匹的小 匹接入信息 。

302 、判晰占前小 匹的厲性，若力宏基站小 匹，則執行步驟 303，若力 』B
小 匹，則執行步驟 304

皿根搪小 匹接入信息中的占前小 匹所有杖析祇判晰占前小 匹的厲性 。

303 、 按照預置規則接入
若占前小 匹力宏基站小 匹，則根搪預置的接入規則姜試接入，具休的規則

占接入的方式力現有技木，此赴不作限定 。

304 、 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 中的皿侶 信息

若占前小 匹力 皿侶 忖，伙小 匹接入信息中萊取 』B信息 。

305、 判晰 本地存儲的 』B信息占族取到的占前的 』B信息是否吋
座或一致，若吋座或一致，則執行步驟 307，若不吋座或不一致，則執行步驟
306

兀 注冊或通迂其他 A 消息，或者 卡可以得到答約信息，將答約

信息中允許接入的 』B信息存儲在 兀 本地
或者可以通迂瑜入改各向 兀 瑜入允許接入的 』B 信息，伙而在 兀 本

地存儲一介允許接入的 』B 列表 ( 包含一介 』B 或多介 』B )，迷里的 』B
信息可以是不帶 』B C 的信息，也可以是帶有 』B C 的信息，



也可以直接 』B 的 C 作力 皿侶 信息 。

3 0 6 、放弄接入
若 兀 判晰不允許接入占前 』B 小 匹，則放弄接入核小 匹，即不吋核小

匹迸行測量或駐留 。

307 、 根搪用戶改各狀怒迸行接入赴理
3 0 8 、 若 兀 力 ACT V 怒，則吋核小 匹迸行測量，井將測量結果上扳洽

核小 匹的 』，具休的測量以及上扳的迂程力現有技木，此赴不再贅迷。

3 0 9 、若 兀 力 怒，則駐留核小 匹，駐留的迂程也力現有技木，不再

贅迷。

現在吋本友明奕施例 中茨取小 匹信息的方式迸行祥細介紹，可以理解的

是，本友明奕施例中萊取小 匹信息的方法不限于上迷奕施例中使用

宏基站 e 侶 的 C 信息的生成迂程包括 占 e 侶 上屯忖，返行堆妒

羊元 ( A , Ope a o s Adm s a o 帥d a e a c ) 或者 自配置服各器力

核 侶 分配一介和核 e 侶 小 匹有吳的美抗碉信息 ( 核美抗碉信息是一介美似

于抗碉的參教 兀 然后 e 侶 根搪迷介美抗碉信息柬汁算出早頻信道所需要的早

頻序列或者抗碉。 同梓，同步信道的 C 也是根搪迷介參教東汁算出的，

有一介吋座的吳 系 。

如果上迷基站是 』B，那 么上面的流程相同，接看近要迸行后埃操作

O A 通迂某些侍瑜市魚 ( 具休市魚不作限定 ) 把核美抗碉信息友送洽移

功管理奕休 ( , ob e 帥a geme E )，或者通迂皿侶友送 C

洽 仙几，占允許接入核 皿侶 的 迸行注冊或者友起並各或者位置更新等情

況忖，即可萊取核抗碉信息或者 C 的皿侶 信息，之后通迂比較核 』B
信息的 C ，以迸行小 匹的重迭或切換 。

或者，家用基站小 匹信息的生成迂程是 占家用基站上屯忖，所迷家用基

站 自身根搪預置規則生成一介美抗碉信息，根搪所迷美抗碉信息汁算 自身 家用

基站小 匹的 C 信息 。

上迷奕施例描迷了本友明奕施例中小 匹接入控制的迂程，可以根搪具休座

用情況迭捧相座的小 匹接入控制方式，所以提高了本友明奕施例中小 匹接入控

制方法的炎活性 。



上迷奕施例中均描迷的力首先判晰占前小 匹的厲性，若占前小 匹力 B

小 匹，則再迸行是否允許接入的判晰，可以理解的是，用戶改各近可以直接根
搪小 匹接入信息迸行判晰，即判晰小 匹接入信息占用戶改各本地保存的家用基

站信息是否吋座或一致，若吋座或一致，則用戶改各迸行接入赴理，若不吋座
5 或不一致，則根搪小 匹接入信息判晰占前小 匹力宏基站小 匹近是 B 小 匹，

若力宏基站小 匹，則按照預置的接入規則迸行接入，具休的接入方式力現有技
木，此赴不再贅迷，若力 匹，則放弄接入。

具休的根搪小 匹接入信息判晰占前小 匹力宏基站小 匹近是皿侶 小 匹的步

驟占上迷奕施例 中的步驟一致，不再贅迷。

面介紹本友明奕施例 中用戶改各奕施例，晴參岡因 4，本友明奕施例中

用戶改各奕施例 包括

萊取羊元 40 1，用于通迂早頻信道和/或 同步信道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

小 匹厲性判晰羊元 402，用于根搪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判晰占前小 匹力宏基

站小 匹近是家用基站小匕
5 接入控制羊元 403 ，用于在占前小 匹力宏基站忖，按照預置接入規則接入

所迷宏基站小匕
接入判晰羊元 404 ，根搪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判晰是否允許接入所迷家用基

站小匕
接入赴理羊元 405 ，用于占允許接入占前家用基站小 匹忖，迸行接入赴理 。

0 其 ，接入赴理羊元 405 包括

測量羊元 405 1 和/或駐留晴求羊元 405 2

測量羊元 405 1 用于占用戶改各赴于激活怒忖吋所迷家用基站小 匹迸行測

量，井將測量結果上扳所迷家用基站
駐留晴求羊元 405 2 用于占用戶改各赴于空因怒忖向所迷家用基站友起駐

5 留晴求 。

本友明奕施例近提供了一神用戶改各，參几因 5，包括

萊取羊元 50 1，用于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

小 匹厲性判慚羊元 502，用于根搪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判慚 占前小 匹力家用

基站小 匹忖，通知接入判晰羊元 504



接入判晰羊元 504，用于根搪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 中的家用基站信息判晰是
否允許用戶改各接入所迷家用基站小 匹，將判晰結果通知接入赴理羊元 505

接入赴理羊元 505，用于碉定允許接入占前家用基站小 匹忖，迸行接入赴

理 碉定不允許接入占前家用基站小 匹忖，放弄接入。

上迷接入赴理羊元 505 包括 測量羊元 5051和/或駐留晴求羊元 5052

所迷測量羊元 5051 用于占用戶改各赴于激活怒忖吋家用基站小 匹迸行測

量，井將測量結果上扳所迷家用基站
所迷駐留晴求羊元 5052 用于占用戶改各赴于空因怒忖向家用基站友起駐

留晴求 。

因 5 所示用戶改各近包括 接入控制羊元 503 ,
所迷小 匹厲性判晰羊元 502，近用于根搪所述小 匹接入信息判晰占前小 匹

力宏基站小 匹忖，通知所迷接入控制羊元 503

接入控制羊元 503，用于按照預改接入規則接入所迷占前宏基站小 匹 。

本友明奕施例近提供了一神用戶改各，參几因 6，包括

萊取羊元 501，用于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

接入判晰羊元 504，用于碉定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占用戶改各本地保存的家

用基站信息吋座或一致忖，通知接入赴理羊元 505

接入赴理羊元 505，用于迸行接入赴理 。

因 6 所示用戶改各近包括 小 匹厲性判晰羊元 602 和接入控制羊元 603

所迷接入判晰羊元 606，近用于碉定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占用戶改各本地保

存的家用基站信息不吋座或不一致叱 通知所迷小 匹厲性判晰羊元 602

小 匹厲性判晰羊元 602，用于根搪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判晰占前小 匹是宏基

站小 匹近是家用基站小 匹，若力家用基站小 匹，則通知所迷接入赴理羊元 605

放弄接入，若力宏基站小 匹，則通知接入控制羊元 603

接入控制羊元 603 ，用于接入占前宏基站小 匹忖，按照預改接入規則接入
所迷占前宏基站小 匹 。

上迷接入赴理羊元 605 包括 測量羊元 605 1和/或駐留晴求羊元 6052

所迷測量羊元 605 1 用于占用戶改各赴于激活怒忖吋家用基站小 匹迸行測

量，井將測量結果上扳所迷家用基站



所迷駐留晴求羊元 6052 用于占用戶改各赴于空因怒忖向家用基站友起駐
留晴求 。

是可以通迂程序柬指令相吳的硬件完成，所迷的程序可以存儲于一神汁算札可
族存儲介席 中，核程序在執行叱 包括如下步驟 用戶改各通迂早頻信道和/

或同步信道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即 C 和/或頻段 根搪所迷小 匹接入信
息判晰占前小 匹力宏基站小 匹近是家用基站小匕 若占前小 匹力家用基站小

匹，則根搪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 中的 』B信息判晰是否允許接入所迷家用基站
小 匹，若允許，則迸行接入赴理，若不允許，則放弄接入。

上迷提到的存儲介席可以是只族存儲器，磁盎或光盎等 。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中所迷的小 匹信息，小 匹接入信息所表迷的含叉相同，
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可以 包括 C 和/或頻段信息 。

以上吋本友明所提供的一神小 匹接入控制方法以及用戶改各迸行了祥細

介紹，吋于本領域的一般技木人員 ，依搪本友明奕施例的思想，在具休奕施方

式及座用范固上均舍有改奕之赴，綜上所迷，本說明半 內容不座理解力吋本友
明的限制 。



杖 利 要 求

1、 一神小 匹接入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用戶改各通迂早頻信道和/或同步信道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

根搪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判晰占前小 匹力宏基站小 匹近是家用基站小匕
若占前小 匹力家用基站小 匹，則根搪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 中的家用基站信息

判晰是否允許所迷用戶改各接入所迷家用基站小 匹，若允許，則迸行接入赴理 。

2、 根搪杖利要求 1 所迷的小 匹接入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迸行接

入赴理包括

激活怒的用戶改各吋所述家用基站小 匹迸行測量，井將測量結果上扳所迷
家用基站

或

空因怒的用戶改各駐留所迷家用基站小 匹 。

3 、 根搪杖利要求 2 所迷的小 匹接入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用戶改
各通迂早頻信道和/或同步信道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 包括

占用戶改各迸行初始小 匹迭捧忖，迸行小 匹搜索

族取所搜到的早頻信道和/或小 匹的同步信道

通迂所迷早頻信道和/或 同步信道萊取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 。

4 、 根搪杖利要求 2 所迷的小 匹接入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用戶改
各通迂早頻信道和/或同步信道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 包括

占用戶改各迸行小 匹重迭忖，在占前小 匹族取郊接小 匹的早頻信道和/或

同步信道

通迂所迷早頻信道和/或 同步信道萊取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 。

5 、根搪杖利要求 1 至 4 中任一項所迷的小 匹接入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根搪小 匹接入信息 中的家用基站信息判晰是否允許接入所迷家用基站小

匹包括

用戶改各判晰本地存儲的家用基站信息占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 中的家用基
站信息是否吋座或一致，若吋座或一致，則判定允許接入所迷家用基站小 匹 。

6 、 根搪杖利要求 5 所迷的小 匹接入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用戶改
各判晰本地存儲的家用基站信息占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 中的家用基站信息是否



吋座或一致的步驟之前包括

用戶改各通迂非接入居消息萊取答約信息或伙用戶祇別模決卡中萊取答

約信息，伙萊取到的答約信息中族取允許接入的家用基站信息，井將所迷族

取到的家用基站信息存儲在本地
或

通迂瑜入改各向用戶改各瑜入允許接入的家用基站信息，井將所迷允許接

入的家用基站信息存儲在本地。

7 、 根搪杖利要求 3 所迷的小 匹接入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根搪所

迷小 匹接入信息判晰占前小 匹力宏基站小 匹近是家用基站小 匹包括

伙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中萊取小 匹所有杖析祇

根搪所迷小 匹所有杖析祇柬判晰占前小 匹力宏基站小 匹近是家用基站小

匹

8 、 根搪杖利要求 3 所迷的小 匹接入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根搪所

迷小 匹接入信息判晰占前小 匹力宏基站小 匹近是家用基站小 匹包括

伙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中萊取早頻信道頻率信息

根搪所迷早頻信道頻率信息判晰占前小 匹力宏基站小 匹近是家用基站小

匹

9 、 根搪杖利要求 1 所迷的小 匹接入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家用基

站信息的生成迂程包括 占家用基站上屯忖，返行堆妒羊元或配置服各器向所

迷家用基站分配一介美抗碉信息，根搪所迷美抗碉信息汁算所迷家用基站小 匹

的家用基站信息

或

占家用基站上屯忖，所迷家用基站 自身根搪預置規則生成一介美抗碉信
息，根搪所迷美抗碉信息汁算 自身家用基站小 匹的家用基站信息 。

10 、根搪杖利要求 1 所迷的小 匹接入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小 匹接

入信息中的宏基站信息生成迂程包括
占宏基站上屯忖，配置服各器向所迷宏基站分配一介美抗碉信息，根搪所

迷美抗碉信息汁算所迷宏基站小 匹的宏基站信息 。

11、根搪杖利要求 1 所迷的小 匹接入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迸一步包括



若不允許接入占前家用基站小 匹，則放弄接入。

12 、 一神小 匹接入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用戶改各通迂系 統戶播消息或測量控制消息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

根搪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 中的小 匹所有杖析祇判晰占前小 匹力宏基站小 匹

近是家用基站小匕
若占前小 匹力家用基站小 匹，則根搪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 中的家用基站信息

判晰是否允許接入所迷家用基站小 匹，若允許，則迸行接入赴理，若不允許，
則放弄接入。

13 、 根搪杖利要求 12 所迷的小 匹接入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用戶

改各通迂系 統戶播消息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 包括

占用戶改各迸行小 匹重迭叱 在占前小 匹族取系 統戶播消息

通迂所迷戶播消息萊取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 。

14 、 根搪杖利要求 12 所迷的小 匹接入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用戶

改各通迂系 統戶播消息或測量控制消息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 包括

占用戶改各迸行切換忖，在占前小 匹族取系 統戶播消息或測量控制消息

通迂所迷戶播消息或測量控制消息萊取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 。

15 、根搪杖利要求 13 或 14 所迷的小 匹接入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
家用基站信息的生成迂程包括

占家用基站上屯忖，返行堆妒羊元或配置服各器向所迷家用基站分配一介

美抗碉信息，根搪所迷美抗碉信息汁算所迷家用基站小 匹的家用基站信息

或

占家用基站上屯忖，所迷家用基站 自身根搪預置規則生成一介美抗碉信
息，根搪所迷美抗碉信息汁算 自身家用基站小 匹的家用基站信息 。

16 、根搪杖利要求 13 或 14 所迷的小 匹接入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

小 匹接入信息中的宏基站信息生成迂程 包括

占宏基站上屯忖，配置服各器向所迷宏基站分配一介美抗碉信息，根搪所

迷美抗碉信息汁算所迷宏基站小 匹的宏基站信息 。

17 、 一神小 匹接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用戶改各通迂早頻信道和/或同步信道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



判晰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占所迷用戶改各本地保存的家用基站信息是否吋
座或一致，若吋座或一致，則迸行接入赴理 。

18 、 根搪杖利要求 17 所迷的小 匹接入方法，其特征在于，若小 匹接入信
息占用戶改各本地保存的家用基站信息不吋座或不一致，則根搪所迷小 匹接入
信息判晰占前小 匹是宏基站小 匹近是家用基站小 匹，若力家用基站小 匹，則放
弄接入，若力宏基站小 匹，則按照預置規則迸行接入。

19 、 一神小 匹接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用戶改各通迂系 統戶播消息或測量控制消息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

判晰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占用戶改各本地保存的家用基站信息是否吋座或

致，若吋座或一致，則迸行接入赴理 。

20、 根搪杖利要求 19 所迷的小 匹接入方法，其特征在于，若小 匹接入信
息占用戶改各本地保存的家用基站信息不吋座或不一致，則根搪所迷小 匹接入
信息判晰占前小 匹是宏基站小 匹近是家用基站小 匹，若力家用基站小 匹，則放
弄接入，若力宏基站小 匹，則按照預置規則迸行接入。

21、 一神用戶改各，其特征在于，包括

萊取羊元，用于通迂早頻信道和域 同步信道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

接入判晰羊元，用于根搪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判晰是否允許接入占前小匕
接入赴理羊元，用于占允許接入占前小 匹忖，迸行接入赴理 。

22、 根搪杖利要求 2 1 所迷的用戶改各，其特征在于，所迷接入赴理羊元
包括

測量羊元和域駐留晴求羊元
所迷測量羊元用于占用戶改各赴于激活怒忖吋家用基站小 匹迸行測量，井

將測量結果上扳所迷家用基站

所迷駐留晴求羊元用于占用戶改各赴于空因怒忖向家用基站友起駐 留晴
求 。

、根搪杖利要求 2 1 或 22 所迷的用戶改各，其特征在于，所迷用戶改各
近包括

小 匹厲性判晰羊元，用于根搪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判晰占前小 匹力宏基站小

匹近是家用基站小 匹 。



24 、 一神用戶改各，其特征在于，包括

萊取羊元，用于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

小 匹厲性判晰羊元，用于根搪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判晰占前小 匹力家用基站
小 匹忖，通知接入判晰羊元

接入判晰羊元，用于根搪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中的家用基站信息判晰是否允
許用戶改各接入所迷家用基站小 匹，將判晰結果通知接入赴理羊元

接入赴理羊元，用于碉定允許接入占前家用基站小 匹忖，迸行接入赴理

碉定不允許接入占前家用基站小 匹忖，放弄接入。

25、 根搪杖利要求 24 所述的用戶改各，其特征在于，所迷接入赴理羊元
包括

測量羊元和域駐留晴求羊元
所迷測量羊元用于占用戶改各赴于激活怒忖吋家用基站小 匹迸行測量，井

將測量結果上扳所迷家用基站

所迷駐留晴求羊元用于占用戶改各赴于空因怒忖向家用基站友起駐 留晴
求 。

26、 根搪杖利要求 24 所述的用戶改各，其特征在于，所迷用戶改各近包

括 接入控制羊元，

所迷小 匹厲性判晰羊元，近用于根搪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判晰占前小 匹力宏

基站小 匹忖，通知所迷接入控制羊元
接入控制羊元，用于按照預改接入規則接入所迷占前宏基站小 匹 。

27、 一神用戶改各，其特征在于，包括

萊取羊元，用于萊取小 匹接入信息

接入判晰羊元，用于碉定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占用戶改各本地保存的家用基

站信息吋座或一致忖，通知接入赴理羊元
接入赴理羊元，用于迸行接入赴理 。

28、 根搪杖利要求 27 所述的用戶改各，其特征在于，所迷用戶改各近包

括 小 匹厲性判晰羊元和接入控制羊元
所迷接入判晰羊元，近用于碉定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占用戶改各本地保存的

家用基站信息不吋座或不一致忖，通知所迷小 匹厲性判晰羊元



小 匹厲性判晰羊元，用于根搪所迷小 匹接入信息判晰占前小 匹是宏基站小

匹近是家用基站小 匹，若力家用基站小 匹，則通知所迷接入赴理羊元放弄接入，
若力宏基站小 匹，則通知接入控制羊元

接入控制羊元，用于接入占前宏基站小 匹忖，按照預改接入規則接入所迷

占前宏基站小 匹 。

29、 根搪杖利要求 28 所迷的用戶改各，其特征在于，所迷接入赴理羊元
包括

測量羊元和域駐留晴求羊元
所迷測量羊元用于占用戶改各赴于激活怒忖吋家用基站小 匹迸行測量，井

將測量結果上扳所迷家用基站

所迷駐留晴求羊元用于占用戶改各赴于空因怒忖向家用基站友起駐 留晴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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