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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通信中的控制方法，广播

自身的跟踪区标识，所述跟踪区标识未包含在覆

盖区域中终端当前的跟踪区标识列表中；接收终

端发送的位置更新请求，向所述终端发送下行信

息传输信令，使终端根据所述下行信息传输信令

执行断网操作，所述位置更新请求为所述终端识

别到未包含在自身当前的跟踪区标识列表中的

跟踪区标识时发送的。本发明还同时公开了一种

基站、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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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通信中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广播自身的跟踪区标识，所述跟踪区标识未包含在覆盖区域中终端当前的跟踪区标识

列表中；

接收终端发送的位置更新请求，向所述终端发送下行信息传输信令，使终端根据所述

下行信息传输信令执行断网操作，所述位置更新请求为所述终端识别到未包含在自身当前

的跟踪区标识列表中的跟踪区标识时发送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向所述终端发送下行信息传输信令，

包括：

将待发送的下行信息传输信令中的核心网异常拒绝信令取值为脱网标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广播自身的跟踪区标识，包括：

广播寻呼消息，所述寻呼消息包含基站的跟踪区标识。

4.一种通信中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对接收到的跟踪区标识进行识别；

识别到未包含在自身当前的跟踪区标识列表中的跟踪区标识时，向对应于所述跟踪区

标识的基站发送位置更新请求；

接收基站发送的下行信息传输信令，根据所述下行信息传输信令执行断网操作。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所述下行信息传输信令执行断网

操作，包括：

接收基站发送的下行信息传输信令，根据该下行信息传输信令中的核心网异常拒绝信

令的取值为脱网标志，更新自身状态为脱网状态。

6.一种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基站包括：

广播模块，用于广播自身的跟踪区标识，所述跟踪区标识未包含在基站覆盖区域中终

端当前的跟踪区标识列表中；

断网模块，用于接收终端发送的位置更新请求，向所述终端发送下行信息传输信令，使

终端根据所述下行信息传输信令执行断网操作，所述位置更新请求为所述终端识别到未包

含在自身当前的跟踪区标识列表中的跟踪区标识时发送的。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

所述断网模块，具体用于将待发送的下行信息传输信令中的核心网异常拒绝信令取值

为脱网标志。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

所述广播模块，具体用于广播寻呼消息，所述寻呼消息包含基站的跟踪区标识。

9.一种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终端包括：

识别模块，用于对接收到的跟踪区标识进行识别，识别到未包含在自身当前的跟踪区

标识列表中的跟踪区标识时，触发发送模块；

发送模块，用于向对应于所述跟踪区标识的基站发送位置更新请求；其中，所述位置更

新请求指示所述基站向所述终端发送下行信息传输信令；

接收模块，用于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下行信息传输信令，根据所述下行信息传输信令

执行断网操作。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终端，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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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接收模块，具体用于接收基站发送的下行信息传输信令，根据该下行信息传输信

令中的核心网异常拒绝信令的取值为脱网标志，更新终端状态为脱网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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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通信中的控制方法及基站、终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通信安全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通信中的控制方法及基站、终端。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互联网在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新引擎的同时，也逐渐被不法分子当作实施暴

力恐怖犯罪、宣扬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思想的新工具。例如，据不完全统计，联合国安理会

认定的恐怖组织“东伊运”从2010年到2014年共发布了恐怖音视频282部，发布的数量逐年

上升，2013年甚至出现爆炸式增长；同年，中国境内暴恐事件数量也随之激增。网络安全法

草案中提出，“因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秩序，处置重大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需要，国务

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在部分地区对网络通信采取限制等

临时措施。”另外，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情况下也需要对某重点区域内的终端进行通信管控，

例如，重要会议、重要考试等。除社会事件外，自然灾害发生时通信管制也是备选应急管理

手段之一。美国卡特里娜飓风期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在加大通信基础设施抢修力度、恢

复通信的同时，也限制了部分地区的公众通信，以确保警察、消防等救灾安保部门通信顺

畅。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已成为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不可或缺的元素，因此，在实施网络

通信管制时必须采取精细有效的技术手段，实现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区域内进行精准的通信

管控。

[0003] 目前，传统的网络通信管控模式采用关闭区域基站等粗放式手段来实现，这种方

式下该基站覆盖区域的通信会全部中断，并且基站的覆盖区域相对较广(在城市中一般是

1-2公里)，管控粒度不够细化，不利于相关部门应对紧急突发事件工作的快速开展，同时运

营商也要承担由于断网带来的巨额话费损失。另外，还有部分场景下通过加装信号屏蔽系

统来中断通信，但因运营商网络不断建设升级，物理设备不能及时更新，导致出现部分通信

制式的管控缺失，存在大量的盲点、死角，许多区域仍然可通信，存在管控不到位的风险。相

关军工等部门有使用伪基站技术进行重点区域的通信管制和监测，重点人员的通信监控和

追踪的系统。但是现有的伪基站都是针对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SM，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网络，当终端发生位置更新请求后接入伪基站，由于伪基站的业务

类型有限，造成终端信号的屏蔽，终端通过小区重选有可能再次接入原有网络，因此，终端

断网不彻底；而且，GSM网络中的伪基站对码分多址(CDMA，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手机和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3G，The  Third  Generation)、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

(4G，The  Fourth  Generation)网络不适用，这是因为，当基于4G网络中的音视频通话技术

(VoLTE，Voice  over  LTE)商用后，音视频通话不再走传统的2G信道，此管控手段将会失效。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实施例期望提供一种通信中的控制方法及基站、终端，不仅能精

准管控终端的通信，还能在管控终端断网的情况下不对现有网络造成影响。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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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通信中的控制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0007] 广播自身的跟踪区标识，所述跟踪区标识未包含在覆盖区域中终端当前的跟踪区

标识列表中；

[0008] 接收终端发送的位置更新请求，向所述终端发送下行信息传输信令，使终端根据

所述下行信息传输信令执行断网操作，所述位置更新请求为所述终端识别到未包含在自身

当前的跟踪区标识列表中的跟踪区标识时发送的。

[0009] 上述方案中，所述向所述终端发送下行信息传输信令，包括：

[0010] 将待发送的下行信息传输信令中的核心网异常拒绝信令取值为脱网标志。

[0011] 上述方案中，所述广播自身的跟踪区标识，包括：

[0012] 广播寻呼消息，所述寻呼消息包含基站的跟踪区标识。

[0013]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通信中的控制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0014] 对接收到的跟踪区标识进行识别；

[0015] 识别到未包含在自身当前的跟踪区标识列表中的跟踪区标识时，向对应于所述跟

踪区标识的基站发送位置更新请求；

[0016] 接收基站发送的下行信息传输信令，根据所述下行信息传输信令执行断网操作。

[0017] 上述方案中，所述根据所述下行信息传输信令执行断网操作，包括：

[0018] 接收基站发送的下行信息传输信令，根据该下行信息传输信令中的核心网异常拒

绝信令的取值为脱网标志，更新自身状态为脱网状态。

[0019]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基站，所述基站包括：

[0020] 广播模块，用于广播自身的跟踪区标识，所述跟踪区标识未包含在基站覆盖区域

中终端当前的跟踪区标识列表中；

[0021] 断网模块，用于接收终端发送的位置更新请求，向所述终端发送下行信息传输信

令，使终端根据所述下行信息传输信令执行断网操作，所述位置更新请求为所述终端识别

到未包含在自身当前的跟踪区标识列表中的跟踪区标识时发送的。

[0022] 上述方案中，所述断网模块，具体用于将待发送的下行信息传输信令中的核心网

异常拒绝信令取值为脱网标志。

[0023] 上述方案中，所述广播模块，具体用于广播寻呼消息，所述寻呼消息包含基站的跟

踪区标识。

[0024]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终端，所述终端包括：

[0025] 识别模块，用于对接收到的跟踪区标识进行识别，识别到未包含在自身当前的跟

踪区标识列表中的跟踪区标识时，触发发送模块；

[0026] 发送模块，用于向对应于所述跟踪区标识的基站发送位置更新请求；

[0027] 所述接收模块，用于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下行信息传输信令，根据所述下行信息

传输信令执行断网操作。

[0028] 上述方案中，所述接收模块，具体用于接收基站发送的下行信息传输信令，根据该

下行信息传输信令中的核心网异常拒绝信令的取值为脱网标志，更新终端状态为脱网状

态。

[0029]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通信中的控制方法及基站、终端，广播自身的跟踪区标识，所

述跟踪区标识未包含在覆盖区域中终端当前的跟踪区标识列表中；接收终端发送的位置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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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请求，向所述终端发送下行信息传输信令，使终端根据所述下行信息传输信令执行断网

操作，所述位置更新请求为所述终端识别到未包含在自身当前的跟踪区标识列表中的跟踪

区标识时发送的。如此，通过广播未包含在覆盖区域中终端当前的跟踪区标识列表中的跟

踪区标识，使得终端发生位置更新，终端通过接收下行信息传输信令执行断网操作，并不再

尝试接入原有网络。这样不仅能实现对终端通信的精准控制，还能在终端断网的情况下不

会对现有网络造成影响。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通信中的控制方法的实现流程示意图一；

[0031]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通信中的控制方法的实现流程示意图二；

[0032]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基站的组成结构示意图；

[0033]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终端的组成结构示意图；

[0034] 图5为实施例空闲态的不设置激活位置更新过程示意图；

[0035] 图6为实施例空闲态的设置激活位置更新过程示意图；

[0036] 图7为实施例连接态的位置更新过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为了能够更加详尽地了解本发明实施例的特点与技术内容，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

明实施例的实现进行详细阐述，所附附图仅供参考说明之用，并非用来限定本发明。

[0038] 实施例一

[0039] 本实施例是以基站侧的相关处理，来详细说明通信中的控制方法的实现过程。

[0040]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通信中的控制方法的实现流程，包括以下步骤：

[0041] 步骤101：广播自身的跟踪区标识，所述跟踪区标识未包含在覆盖区域中终端当前

的跟踪区标识列表中。

[0042] 所述跟踪区标识(TAI，Tracking  Area  Identity)在4G网络中，由移动国家码

(MCC，Mobile  Country  Code)、移动网络码(MNC，Mobile  Network  Code)和跟踪区域码

(TAC，Tracking  Area  Code)组成。终端接入到4G网络后，终端的跟踪区标识列表中最多可

包含16个跟踪区标识。

[0043] 这里，所述广播自身的跟踪区标识，包括：

[0044] 基站广播寻呼消息，该寻呼消息包含自身的跟踪区标识，所述跟踪区标识与网络

规划中为基站覆盖区域分配的跟踪区标识差异较大，由于该寻呼消息中包含的跟踪区标识

未包含在覆盖区域中终端当前的跟踪区标识列表中，从而使接收到该寻呼消息的终端会发

起位置更新。

[0045] 步骤102：接收终端发送的位置更新请求，向所述终端发送下行信息传输信令，使

终端根据所述下行信息传输信令执行断网操作，所述位置更新请求为所述终端识别到未包

含在自身当前的跟踪区标识列表中的跟踪区标识时发送的。

[0046] 这里，所述向所述终端发送下行信息传输信令，包括：

[0047] 基站将待发送的下行信息传输信令中的核心网异常拒绝信令取值为脱网标志，例

如为8，使得终端收到下行信息传输信令后将自身状态更新为脱网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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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其中，本发明实施例可以用于4G网络的通信控制；所述基站可以为eNB或伪基站。

[0049] 实施例二

[0050] 本实施例是以终端侧的相关处理，来详细说明通信中的控制方法的实现过程。

[0051]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通信中的控制方法的实现流程，包括以下步骤：

[0052] 步骤201：对接收到的跟踪区标识进行识别。

[0053] 这里，终端按照设定的非连续接收(DRX，Discontinuous  Reception)周期中的设

定时刻，在物理下行控制信道(PDCCH，Physical  Downlink  Control  Channel)监听基站广

播的寻呼消息，对该寻呼消息中包含的的跟踪区标识进行识别。

[0054] 其中，所述终端当前的跟踪区标识列表中最多包含16个TAI。

[0055] 步骤202：识别到未包含在自身当前的跟踪区标识列表中的跟踪区标识时，向对应

于所述跟踪区标识的基站发送位置更新请求。

[0056] 终端的跟踪区标识列表中最多可包含16个跟踪区标识。

[0057] 具体地，终端向对应于所述跟踪区标识的基站发送位置更新请求之后，还包括以

下两种情况：

[0058] 情况一：终端处于空闲态时，即终端与通信网络之间当前没有数据传输，进行小区

重选处理；

[0059] 情况二：终端处于连接态时，即终端与通信网络之间当前存在数据传输，进行无线

资源控制(RRC，Radio  Resource  Control)连接和附着处理。

[0060] 步骤203：接收基站发送的下行信息传输信令，根据所述下行信息传输信令执行断

网操作。

[0061] 这里，所述根据所述下行信息传输信令执行断网操作，包括：

[0062] 终端接收基站发送的下行信息传输信令，根据该下行信息传输信令中的核心网异

常拒绝信令的取值为脱网标志、如8，更新自身状态为脱网状态。

[0063] 具体地，基站发送给终端的下行信息传输信令中的核心网异常拒绝信令取值为脱

网标志、如8，代表“LTE  and  non-LTE  services  not  alllowed”；终端接收所述下行信息传

输信令中的核心网异常拒绝信令，将自身的长期演进(LTE，Long  Term  Evolution)状态更

新为“EU3ROAMING  NOT  ALLOWED”，默认自身的全球用户识别卡(USIM，Universal 

Subscriber  Identity  Module)卡不合法，在重启或者将终端的USIM卡重新拔插之前，不会

再尝试接入基站，从而实现终端的断网。

[0064] 实施例三

[0065] 为实现实施例一的方法，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基站，如图3所示，所述基站包括：广

播模块31、断网模块32；其中，

[0066] 所述广播模块31，用于广播自身的跟踪区标识，所述跟踪区标识未包含在基站覆

盖区域中终端当前的跟踪区标识列表中；

[0067] 所述断网模块32，用于接收终端发送的位置更新请求，向所述终端发送下行信息

传输信令，使终端根据所述下行信息传输信令执行断网操作，所述位置更新请求为所述终

端识别到未包含在自身当前的跟踪区标识列表中的跟踪区标识时发送的。

[0068] 这里，所述广播模块31，具体用于广播寻呼消息，该寻呼消息包含基站的跟踪区标

识，所述跟踪区标识与网络规划中为基站覆盖区域分配的跟踪区标识差异较大，由于该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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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消息中包含的跟踪区标识未包含在覆盖区域中终端当前的跟踪区标识列表中，从而使接

收到该寻呼消息的终端会发起位置更新。

[0069] 所述断网模块32，具体用于将待发送的下行信息传输信令中的核心网异常拒绝信

令取值为脱网标志，例如为8，使得终端收到下行信息传输信令后将自身状态更新为脱网状

态。

[0070] 这里，所述基站可以是普通基站，也可以是伪基站。

[0071] 这里，伪基站可以通过现有的软件系统和收发设备进行搭建。

[0072] 在实际应用中，所述广播模块31、断网模块32均可由位于基站中的中央处理器

(CPU，Central  Processing  Unit)、微处理器(MPU，Micro  Processor  Unit)、数字信号处理

器(DSP，Digital  Signal  Processor)、或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等实现。

[0073] 实施例四

[0074] 为实现实施例二的方法，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终端，如图4所示，所述终端包括：识

别模块41、发送模块42、接收模块43；其中，

[0075] 所述识别模块41，用于对接收到的跟踪区标识进行识别，识别到未包含在自身当

前的跟踪区标识列表中的跟踪区标识时，触发发送模块42；

[0076] 所述发送模块42，用于向对应于所述跟踪区标识的基站发送位置更新请求；

[0077] 所述接收模块43，用于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下行信息传输信令，根据所述下行信

息传输信令执行断网操作。

[0078] 所述识别模块41，具体用于按照设定的非连续接收(DRX，Discontinuous 

Reception)周期中的设定时刻，在物理下行控制信道(PDCCH，Physical  Downlink  Control 

Channel)监听基站广播的寻呼消息，对该寻呼消息中包含的跟踪区标识进行识别。

[0079] 所述接收模块43，具体用于接收基站发送的下行信息传输信令，根据该下行信息

传输信令中的核心网异常拒绝信令取值为脱网标志、如8，更新终端状态为脱网状态。

[0080] 具体地，基站发送给终端的下行信息传输信令中的核心网异常拒绝信令取值为脱

网标志、如8，代表“LTE  and  non-LTE  services  not  alllowed”；接收模块43接收所述下行

信息传输信令中的核心网异常拒绝信令，将终端的LTE状态更新为“EU3ROAMING  NOT 

ALLOWED”，默认自身的USIM不合法，在重启或者将终端的USIM卡重新拔插之前，不会再尝试

接入基站，从而实现终端的断网。

[0081] 在实际应用中，所述识别模块41、发送模块42、接收模块43均可由位于终端中的

CPU、MPU、DSP、FPGA等实现。

[0082] 下面以具体实施例详细说明本发明在实际应用中的实现过程及原理。

[0083]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空闲态的不设置激活位置更新过程示意图，如图5所示，本实

施例包括终端(UE)、基站(eNB)以及核心网(EPC)，当UE没有和网络建立连接的情况下发生

位置更新过程，并在位置更新后不和网络进行数据传输，也就是不设置激活，包括如下步

骤：

[0084] 步骤501：当UE识别到未包含在TAI列表中的TAI时，UE向eNB发送接入信道前导码

(RA  Preamble)，用于随机接入时识别UE身份。

[0085] 步骤502：eNB收到接入信道前导码后，向UE发送接入信道响应(RA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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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6] 步骤503：UE收到接入信道响应后，向eNB发送RRC连接请求(RRC  Connection 

Request)。

[0087] 步骤504：eNB收到RRC连接请求后，向UE发送RRC连接建立消息(RRC  Connection 

Setup)。

[0088] 步骤505：UE向eNB发送RRC连接建立完成消息(RRC  Connection  Setup 

Complete)，并发送位置更新(TAU，Tracking  Area  Update)请求(TAU  request)。

[0089] 步骤506：eNB收到TAU请求后，向EPC发送初始化UE信息(Initial  UE  message)，并

发送TAU请求。

[0090] 步骤507：EPC收到TAU请求后，完成对UE的安全认证(Authentication/Security)。

[0091] 步骤508：EPC在对UE的安全认证完成后，通知移动性管理实体(MME，Mobility 

Management  Entity)升级UE上下文(UE  Context  Update  between  MMEs)。

[0092] 步骤509：MME升级UE上下文之后，EPC向eNB发送TAU接受消息(TAU  Accept)。

[0093] 步骤510：eNB收到TAU  Accept后，向UE发送下行信息传输信令(DL  Information 

Transfer)，将下行信息传输信令中的核心网异常拒绝信令

[0094] (TRACKING  AREA  UPDATING  REJECT)设置为脱网标志、如8，代表“LTE  and  non-

LTE  services  not  alllowed”。UE接收所述下行信息传输信令中的核心网异常拒绝信令，

将自身的LTE状态更新为“EU3ROAMING  NOT  ALLOWED”，默认自身的USIM卡不合法，在重启或

者将终端USIM卡重新拔插之前，不再尝试接入eNB，从而实现断网。

[0095] 步骤511：UE实现断网之后，UE向eNB发送TAU完成消息。

[0096] 步骤512：eNB收到TAU完成消息后，向EPC发送TAU完成消息。

[0097] 步骤513：EPC收到TAU完成消息后，向eNB发送UE上下文释放命令。

[0098] 步骤514：eNB收到UE上下文释放命令后，向UE发送RRC连接释放消息。

[0099] 步骤515：eNB向EPC发送UE上下文释放完成消息，之后UE再次进入空闲态。

[0100]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空闲态的设置激活位置更新过程示意图，如图6所示，本实施

例包括终端(UE)、基站(eNB)、以及核心网(EPC)，当UE没有和网络建立连接的情况下发生位

置更新过程，并在位置更新后立即和网络进行数据传输，也就是设置激活，包括如下步骤：

[0101] 步骤601：当UE识别到未包含在TAI列表中的TAI时，UE向eNB发送接入信道前导码

(RA  Preamble)，用于随机接入时识别UE身份。

[0102] 步骤602：eNB收到接入信道前导码后，向UE发送接入信道响应(RA  Response)。

[0103] 步骤603：UE收到接入信道响应后，向eNB发送RRC连接请求(RRC  Connection 

Request)。

[0104] 步骤604：eNB收到RRC连接请求后，向UE发送RRC连接建立消息(RRC  Connection 

Setup)。

[0105] 步骤605：UE向eNB发送RRC连接建立完成消息(RRC  Connection  Setup 

Complete)，并发送位置更新请求(TAU  request)。

[0106] 步骤606：eNB收到TAU请求后，向EPC发送初始化UE信息(Initial  UE  message)，并

发送TAU请求。

[0107] 步骤607：EPC收到TAU请求后，完成对UE的安全认证(Authentication/Security)。

[0108] 步骤608：在对UE的安全认证完成后，通知移动性管理实体(MME，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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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Entity)升级UE上下文(UE  Context  Update  between  MMEs)。

[0109] 步骤609：MME升级UE上下文之后，EPC向eNB发送TAU接受消息(TAU  Accept)。

[0110] 步骤610：eNB收到TAU  Accept后，向UE发送下行信息传输信令(DL  Information 

Transfer)，将下行信息传输信令中的核心网异常拒绝信令(TRACKING  AREA  UPDATING 

REJECT)设置为脱网标志、如8，代表“LTE  and  non-LTE  services  not  alllowed”。UE接收

所述下行信息传输信令中的核心网异常拒绝信令，将自身的LTE状态更新为“EU3ROAMING 

NOT  ALLOWED”，默认自身的USIM卡不合法，在重启或者将终端USIM卡重新拔插之前，不再尝

试接入eNB。

[0111] 步骤611：UE实现断网之后，UE向eNB发送TAU完成消息。

[0112] 步骤612：eNB收到TAU完成消息后，向EPC发送TAU完成消息，之后，UE通过eNB向EPC

发送第一个上行数据，EPC通过eNB向UE发送第一个下行数据。在UE和EPC完成数据传输后，

会再次进入空闲态。

[0113]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连接态的位置更新过程示意图，如图7所示，本实施例包括终

端(UE)、基站(eNB)、以及核心网(EPC)，当UE和eNB建立连接的情况下发生位置更新过程，包

括如下步骤：

[0114] 步骤701：当UE识别到未包含在TAI列表中的TAI时，UE向eNB发送TAU请求(TAU 

request)。

[0115] 步骤702：eNB收到TAU请求后，向EPC发送TAU请求。

[0116] 步骤703：EPC收到TAU请求后，通知MME更新UE上下文(UE  Context  Update 

between  MMEs)。

[0117] 步骤704：MME升级UE上下文之后，EPC向eNB发送TAU接受消息(TAUAccept)。

[0118] 步骤705：eNB收到TAU  Accept后，向UE发送下行信息传输信令(DL  Information 

Transfer)，将下行信息传输信令中的核心网异常拒绝信令(TRACKING  AREA  UPDATING 

REJECT)设置为脱网标志、如8，代表“LTE  and  non-LTE  services  not  alllowed”。UE接收

所述下行信息传输信令中的核心网异常拒绝信令，将自身的LTE状态更新为“EU3ROAMING 

NOT  ALLOWED”，默认自身的USIM卡不合法，在重启或者将终端USIM卡重新拔插之前，不再尝

试接入eNB，从而实现断网。

[0119] 步骤706：UE实现断网之后，向eNB发送TAU完成消息。

[0120] 步骤707：eNB收到TAU完成消息后，向EPC发送TAU完成消息。

[012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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