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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数据处理方法、装置及设备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通信技术领域 ，尤其是涉及一种数据处理方法、装置及设备 。

背景技术

传统的长期演进 （英文：Long Term Evolution, 缩写：LTE ) 通信 系统 中，

用户终端 （英文：user equipment, 缩写：UE ) 之 间的数据传输路径要经过接

入 网实体 （例如基站 （英文：eNodeB ) )、核心网实体 （例如服务 网关 （英文：

Serving Gateway ，缩写：SGW/ 分组数据 网络 网关（英文：Packet Data Network ,

缩写：PDN Gateway ) 等。即使 两个距 离较近的 UE 之 间，若果需要进行数据

传输 时，也需要 经过上述 网络 实体进行数据传输 ，从 而对 网络传输带宽有较

大的需求量 ，并且数据传输效率较低 。基 于此 ，提 出了接近业务。

接近业务是指距 离较近的两个 U E 之 间可以进行相互发现并直接进行通

信 。接近业务数据传输效率较 高，因此具有较 多功能。例如可以通过接近业

务的发现功能，用户可以发现附近的餐厅 、影院、酒吧等提供 的相应 的服务。

接近业务的发现功能在具体 实现时，主动进行监听的一方称之为监听 U E

( 英文 ：monitoring U E ) , 相应地 ，被发现或者被监听的一方称之为被发现

UE 或被监听 U E 或广播 U E ( 英文：announcing UE )、在接近业务 中，同一个

UE 既可以是监听 monitoring UE, 也可以是 announcing U E。其 中，接近业务

的发现功能的处理过程如下述：

首先 ，monitoring UE 向网络侧发送用于获取发现过滤器（英文：discovery

filter ) 的获取请求。并接收 网络侧回复的应答消息，从 而获得 discovery filter 。

其次 , announcing U E 广播接近业务应用码( 英文：r ose application code )。

再次 , monitoring UE 基 于获得 的 discovery filter, 对 announcing U E 广播

prose application code 进行监听 , 从 而 可 以监听，j announcing UE 广播 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



然后 ,在 monitoring U E 监听，j announcing U E 广播 的 r ose application code

时，向网络侧发送用于获得监听到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对应 的业务应用标

识及相 关信 息的 匹配报告 （英文：match report ) 消息。

最后 ，在 网络侧接 收到 匹配报告获取 消息时，向 monitoring U E 发送给

prose application code 对应 的业务应用标识及业务数据 。

在接近业务发现功能的实施过程 中，业务数据有 的是完全保持 不变，但

是有 的业务数据是不断更新的，对于不断更新的业务数据 ，当 monitoring UE

才艮据监听，j announcing UE 广播 的 r ose application code 获得 announcing U E

提供 的业务数据后 ，按照上述数据处理过程 ，则会导致 monitoring UE 无法获

知 announcing UE 提供 的更新后 的业务数据 。

发 明内容

本发 明提供 了一种数据处理方法、装置及设备 ，用于解决在业务数据 更

新时，monitoring UE 无法准确有效获得 announcing UE 提供 的更新后 的业务

数据 的问题 。

第一方面，提供 了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包括：用户终端 UE 发送更新 的元

数据 ；并获取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 UE 广播获取 的所

述元数据 索引值 。

在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在所述 UE 广播获取 的所述元数

据 索引值之前 ，还 包括：获取用于广播 的码字；所述 U E 广播获取 的所述元数

据 索引值 ，包括 ：所述 UE 广播获取 的所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结合第一方面或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二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UE 发送更新 的元数据 ，包括 ：UE 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 更新 ；获取

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码字，包括：所述 U E 接收响应

消息；并在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取所述码 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其 中，所述

码字是与 网络侧 已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其 中一个相 同的码字 ，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



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是 网络侧生成的与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 I

值 。。

结合第一方面至第一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三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UE 发送所述 UE 中业务应用的更新的元数据 ，包括 ：

UE 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

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获取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和

所述码字，包括：所述 UE 接收响应 消息；并在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取所述码字

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为所述 UE 分配的码字，所述

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是 网络侧生成的与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第二方面，提供 了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包括：接收用户终端 UE 发送的更

新 的元数据 ；并生成与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将所述元数

据 索引值发送给所述 UE 。

在第二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在将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发送给

所述 UE 之前 ，还 包括 ：确定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将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发送给所述 UE, 包括：将所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发送给所述 UE 。

结合第二方面或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二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接收 UE 发送的更新的元数据 ，包括：接收所述 UE 发

送的用于元数据 更新 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 的元数

据 ；确定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包括：获取 已存储 的码字；将所述码字和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发送给所述 UE, 包括 ：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

含与所述 已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其 中一个相 同的码字和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

元数据 索引值 。

结合第二方面至第二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三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接收 UE 发送的更新的元数据 ，包括：接收所述 UE 发

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

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确定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包括：为所述 UE



分配码字；将所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发送给所述 UE, 包括：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分配的所述码字和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

据 索引值 。

第三方面，提供 了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包括：用户终端 UE 发送更新 的元

数据 ；并获取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 中包含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并广播获得 的所述码字。

在第三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UE 发送更新 的元数据 ，包括：

UE 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

于元数据 更新；获取用于广播 的码字，包括：所述 UE 接收响应 消息；并在所

述响应 消息中获取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根据接 收到的更

新 的元数据生成元数据 索引值 ，并使用所述生成的所述元数据 索弓)值替换 已

存储 的码字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所生成的。

结合第三方面或第三 方 面 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 方 面 的第二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UE 发送所述更新的元数据 ，包括：UE 发送请求消息，

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

播 的码字；获取所述用于广播 的码字，包括：所述 UE 接收响应 消息；并在所

述响应 消息中获取所述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根据接 收到

的所述更新的元数据生成的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为所述 UE 分配用于广播 的

码字中的临时标识 ，使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临时标识所生成的。

第四方面，提供 了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包括：接收用户终端 UE 发送的更

新 的元数据 ；生成与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并使用所述元

数据 索引值 ，生成用于所述 UE 广播 的码字；发送生成的所述码字。

在第四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接收 UE 发送的更新的元数据 ，

包括：接收所述 UE 发送的用于元数据 更新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

包含所述更新的元数据 ；使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用于所述 UE 广播 的码

字，包括：获取 已存储 的所述 UE 的用于广播 的码字；并使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

值替换获取 的所述码字 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发



送生成的所述码字 ，包括 ：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括生成的所述

码字。

结合第四方面或第四方 面 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四方 面 的第二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接收 UE 发送的更新的元数据 ，包括：接收所述 UE 发

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

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使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用于所述 UE 广播 的

码字，包括：为 UE 分配用于广播 的码字中的临时标识 ，使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

值和所述临时标识生成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发送生成的所述码字，包括：

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括生成的所述码字。

第五方面，提供 了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包括：当用户终端 UE 需要 更新元

数据 时，所述 UE 生成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并发送所述更

新 的元数据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获得用于广播 的码字；并广播获得 的所述

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中包括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在第五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发送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和所述

元数据 索引值 ，包括：所述 UE 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 求消息用于元数据 更新 ；获得用于广

播 的码字，包括：所述 UE 接收响应 消息；并在接 收到的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得

所述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使用所述请求消息中的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替换 已存储 的码字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所生成的。

结合第五方面或第五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五方面的第二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发送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包括 ：

所述 UE 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获得用于广播 的码字 ，包

括：所述 UE 接 收响应 消息；并在接收到的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得所述码字，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为所述 UE 分配用于广播 的码字中的临时标识 , 使用所述

请求消息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临时标识所生成的。

第六方面，提供 了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包括：接收用户终端 UE 发送的更



新 的元数据和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其 中所述元数据 索引

值是所述 UE 中需要 更新元数据 时，所述 UE 生成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

数据 索引值 ；使用接收到的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并

发送生成的所述码字。

在第六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接收 UE 发送的更新的元数据和

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包括：接收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

于元数据 更新；使用接 收到的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

包括：确定存储 的所述 UE 的码字；并使用接收到的元数据 索引值替换所述存

储 的码字 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发送生成的所

述码字，包括：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生成的所述码字。

结合第六方面或第六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六方面的第二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接收 UE 发送的更新的元数据和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包括：接收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使用接 收到的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用于所述 UE 广播 的码字 ，包括：为所述

UE 分配用于广播 的码字 中的临时标识 ，使用所述请求消息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

和所述临时标识生成的用于所述 UE 广播 的码字； 发送生成的所述码字，包

括：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生成的所述码字。

第七方面，提供 了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包括：当用户终端 UE 中需要 更新

元数据 时，所述 UE 发送更新的元数据 ；所述 UE 生成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获得用于广播 的码字；并广播获得 的所述码字及生成的元

数据 索引值 。

第八方面，提供 了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包括：当用户终端 UE 中需要 更新

元数据 时，所述 UE 生成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并发送所述

更新 的元数据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获得用于广播 的码字；并广播获得 的所

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在第八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发送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和所述

元数据 索引值 ，包括：所述 UE 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 求消息用于元数据 更新 ；获得用于广

播 的码字，包括：所述 UE 接收响应 消息；并在接 收到的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得

所述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与 网络侧 已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其 中一个

相 同的码字。

结合第八方面或第八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八方面的第二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发送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包括 ：

所述 UE 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获得用于广播 的码字 ，包

括：所述 UE 接收响应 消息；并在接收到的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得所述用于广播

的码字，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为所述 UE 分配的码字。

第九方面，提供 了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包括：接收用户终端 UE 发送的更

新 的元数据和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其 中所述元数据 索引

值是所述 UE 需要 更新元数据 时，所述 UE 生成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

据 索引值 ；确定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并发送确定 出的所述码字。

结合第九方面，在第九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接收 UE 发送的

更新的元数据和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包括：接收 UE 发送

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确定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包括：获取 已

存储 的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发送确定 出的所述码字，包括：发送响应 消

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与获取 的所述 已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其 中一个相 同的码

字。

结合第九方面或第九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九方面的第二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接收 UE 发送的更新的元数据和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包括：接收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确定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包括 ：为所述 UE 分配码字；发送确定 出的所

述码字，包括：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分配的所述码字。

第十方面，提供 了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包括：UE 监听获得码字和元数据

索引值 ；UE 在确定监听到的码字是 已发现的码字时，判断监听到的元数据 索

引值和存储 的元数据 索引值是否相 同；若所述监听到的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和

所述存储 的元数据 索引值不同时，所述 UE 发送 匹配报告 消息，其 中所述 匹配

报告消息中包括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 UE 接收 匹配报告应答消息；并在所述 匹

配报告应答消息中获得所述元数据 索弓)值对应 的元数据 。

结合第十方面，在第十方面的第一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中，还 包括 ：所述

UE 存储监听到的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第十一方面，提供 了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包括：用户终端 UE 监听获得接

近业务的第一码字；判断是否存储有第二码字 ，其 中第二码字的除元数据 索

引值之外的其他部分与所述第一码字的除元数据 索引值之外的其他部分相 同;

如果判断结果为是 ，删除所述第二码字 ，与所述第二码字对应存储 的业务应

用标识 。

第十二方面，提供 了一种数据处理装置 ，包括 ：发送模块 ，用于发送更

新的元数据 ； 获取模块 ，用于获取所述发送模块传输的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

元数据 索引值 ；广播模块 ，用于广播所述获取模块传输 的获取 的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在第十二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获取模块 ，还用于获取

用于广播 的码字；所述广播模块 ，具体用于广播获取 的所述码字和所述元数

据 索引值 。

结合第十二方面或第十二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二方面

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

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 更新 ；所述获

取模块 ，具体用于接 收响应 消息；并在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取所述码字和所述

元数据 索引值 ，其 中，所述码字是与 网络侧 已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其 中一个相 同



的码字 ，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是 网络侧生成的与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结合第十二方面至第十二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的任一一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二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发送模块 ，

具体用于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

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所述获取模块 ，具体用于接 收响应 消息；

并在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取所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为所述 UE 分配的码字 ，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是 网络

侧生成的与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第十三方面，提供 了一种数据处理装置 ，包括 ：接 收模块 ，用于接 收用

户终端 UE 发送的更新的元数据 ； 生成模块 ，用于获得所述接 收模块传输的

元数据 ，生成与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发送模块 ，用于获

得所述生成模块传输的元数据 索引值 , 将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发送给所述 UE。

结合第十三方面，在第十三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生成

模块 ，还用于确定确定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所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将

所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发送给所述 UE。

结合第十三方面或第十三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三方面

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接收模块 ，具体用于接收所述 UE 发送的用

于元数据 更新 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 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 ；所

述生成模块 ，具体用于获取 已存储 的码 字；所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发送响

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与所述 已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其 中一个相 同的码字

和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结合第十三方面至第十三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的任一一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三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接 收模块 ，

具体用于接收所述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的

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所述生成模块 ，具体用于

为所述 UE 分配码字；所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



中包含分配的所述码字和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第十四方面，提供 了一种数据处理装置 ，包括 ：发送模块 ，用于发送更

新的元数据 ； 获取模块 ，用于获取用于广播 的码字，其 中所述码字中包含所

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广播模块 ，用于广播获得 的所述码字。

在第十四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发

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

数据 更新 ；所述获取模块 ，具体用于接 收响应 消息；并在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

取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根据接 收到的更新 的元数据生成

元数据 索引值 ，并使用所述生成的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替换 已存储 的码字 中的

元数据 索引值所生成的。

结合第十四方 面或第十四方 面 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四 方 面

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

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

码字；所述获取模块 ，具体用于所述 UE 接收响应 消息；并在所述响应 消息中

获取所述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其 中所述码 字是 网络侧根据接 收到的所述更新 的

元数据生成的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为所述 UE 分配用于广播 的码字 中的临时

标识 ，使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临时标识所生成的。

第十五方面，提供 了一种数据处理装置 ，包括 ：接 收模块 ，用于接 收用

户终端 UE 发送的更新的元数据 ；生成模块 ，用于生成与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

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并使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用于所述 UE 广播 的码字；

发送模块 ，用于发送生成的所述码字。

在第十五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接 收模块 ，具体用于接

收所述 UE 发送的用于元数据 更新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

更新的元数据 ；所述生成模块 ，具体用于获取 已存储 的所述 UE 的用于广播 的

码字；并使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替换获取 的所述码字 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 ，生

成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所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

应 消息中包括生成的所述码字。



结合第十五 方 面或第十五 方 面 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五 方 面

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接收模块 ，具体用于接收所述 UE 发送的请

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

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所述生成模块 ，具体用于为 UE 分配用于广播 的码字中的

临时标识 ，使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临时标识生成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

字；所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括生成的所

述码字。

第十六方面，提供 了一种数据处理装置 ，包括 ：生成模块 ，用于若需要

更新元数据 时，生成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发送模块 ，用

于发送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获得模块 ，用于获得用于广

播 的码字； 广播模块 ，用于广播获得 的所述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 中包括所

述元数据 索引值 。

在第十六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发

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所述获得模块 ，具体用于所述 UE 接收响应 消

息；并在接 收到的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得 所述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使

用所述请求消息中的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替换 已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

所生成的。

结合第十六 方 面或第十六 方 面 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六 方 面

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发送发送请求消息，

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

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所述获得模 块 ，具体用于收响应 消息；并在接 收

到的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得所述码字，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为所述 UE 分配用

于广播 的码字 中的临时标识 ，使用所述请求消息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临

时标识所生成的。

第十七方面，提供 了一种数据处理装置 ，包括 ：接 收模块 ，用于接 收用

户终端 UE 发送的更新的元数据和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其



中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是所述 UE 中需要 更新元数据 时，所述 UE 生成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模块 ，用于使用接收到的元数据 索引值 ，

生成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发送模块 ，用于发送生成的所述码字。

在第十七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接 收模块 ，具体用于接

收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 ； 所述生成模块 ，具体用于确定存储

的所述 UE 的码字；并使用接收到的元数据 索引值替换所述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元

数据 索引值 ，生成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所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发送

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生成的所述码字。

结合第十七方面或第十七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七方面

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接收模块 ，具体用于接收 UE 发送的请求消

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

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所述生成模块 ，具体用于为所述 UE 分配用于

广播 的码字 中的临时标识 ，使用所述请 求消息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临时

标识生成的用于所述 UE 广播 的码字； 所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

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生成的所述码字。

第十八方面，提供 了一种数据处理装置 ，包括 ：发送模块 ，用于若需要

更新元数据 时，发送更新 的元数据 ；生成模块 ，用于生成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

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获得模块 ，用于获得用于广播 的码字； 广播模块 ，用

于广播获得 的所述码字及生成的元数据 索引值 。

第十九方面，提供 了一种数据处理装置 ，包括 ：生成模块 ，用于若需要

更新元数据 时，生成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发送模块 ，用

于发送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获得模块 ，用于获得用于广

播 的码字；广播模块 ，用于广播获得 的所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在第十九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发

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 更新 ；所述获得模块 ，具体用于接 收响应 消息；并



在接 收到的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得所述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与 网

络侧 已存储 的码字中的其 中一个相 同的码字。

结合第十九方面或第十九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九方面

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

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

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所述获得模块 ，具体用于接 收响应 消息；并在接 收到

的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得所述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为所述

UE 分配的码字。

第二十方面，提供 了一种数据处理装置 ，包括接 收模块 ，用于接 收用户

终端 UE 发送的更新 的元数据和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其 中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是所述 UE 需要 更新元数据 时，所述 UE 生成所述更新的元

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确定模块 ，用于确定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发

送模块 ，用于发送确定 出的所述码字。

在第二十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接 收模块 ，具体用于接

收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 ； 所述确定模块 ，具体用于获取 已存

储 的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所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

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与获取 的所述 已存储 的码字中的其 中一个相 同的码字。

结合第二十方面或第二十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十方面

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接收模块 ，具体用于接收 UE 发送的请求消

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

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所述确定模块 ，具体用于为所述 UE 分配码字；

所述所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分配的所

述码字。

第二十一方面，提供 了一种数据处理装置 ，包括 ：获得模块 ，用于监听

获得码字和元数据 索引值 ；判断模块 ，用于在确定监听到的码字是 已发现 的

码字时，判断监听到的元数据 索引值和存储 的元数据 索引值是否相 同；发送



模块 ，用于若所述监听到的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存储 的元数据 索引值 不

同时，所述 UE 发送 匹配报告消息，其 中所述 匹配报告消息中包括元数据 索引

值 ； 接收模块 ，接收 匹配报告应答 消息；获得模块 ，用于在所述 匹配报告应

答消息中获得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对应 的元数据 。

结合第二十方面，在第二十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还 包括 ：

存储模块 ，用于存储监听到的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第二十二方面，提供 了一种数据处理装置 ，包括 ：获得模块 ，用于监听

获得接近业务的第一码字；判断模块 ，用于判断是否存储有第二码字 ，其 中

第二码字的除元数据 索引值之外的其他部分与所述第一码字的除元数据 索引

值之外的其他部分相 同；执行模块 ，用于如果判断结果为是 ，删除所述第二

码字，与所述第二码字对应存储 的业务应用标识 。

第二十三方面，提供 了一种数据处理设备 ，包括 ：接 口，用于发送更新

的元数据 ； 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代码 。信号处理器，用于按照所述存储器

中存储 的程序代码 ，获取所述接 口传输 的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所述接 口，还用于广播所述信号处理器传输的获取 的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在第二十三方面的第一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信号处理器，还用于

获取用于广播 的码字；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广播获取 的所述码字和所述元数

据 索引值 。

结合第二十三方面或第二十三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十

三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 更新 ；所述

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接 收响应 消息；并在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取所述码字和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其 中，所述码字是与 网络侧 已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其 中一个

相 同的码字 ，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是 网络侧生成的与所述

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结合第二十三方面至第二十三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十

三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所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接 收响应 消息；并在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

取所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为所述 UE 分配的

码字 ，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弓I值是 网络侧生成的与所述更新 的

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第二十四方面，提供 了一种数据处理设备 ，包括 ：接 口，用于接 收用户

终端 UE 发送的更新的元数据 ； 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代码 。信号处理器，

用于根据所述存储 器中存储 的程序代码 ，获得所述接 口传输 的元数据 ，生成

与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接 口，还用于获得所述信号

处理器传输的元数据 索引值 ，将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发送给所述 UE 。

在第二十四方面的第一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信号处理器，还用于

确定确定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将所述码字和所述元

数据 索引值发送给所述 UE 。

结合第二 十 四 方面或第二十四 方 面 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十

四 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接 收所述 UE 发送的

用于元数据 更新 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 ；

所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获取 已存储 的码字；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响

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与所述 已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其 中一个相 同的码字

和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结合第二十四方面至第二十四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十

四 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接 收所述 UE 发送的

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

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所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为所述 UE 分配码字；所述

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分配的所述码字和所述

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第二十五方面，提供 了一种数据处理设备 ，包括 ：接 口，用于发送更新

的元数据 ； 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指令 ；信号处理器，用于按照所述存储器



中存储 的程序指令 ，获取用于广播 的码 字 ，其 中所述码字 中包含所述更新 的

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所述接 口，还用于广播获得 的所述码字。

在第二十五方面的第一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

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

据 更新 ；所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接 收响应 消息；并在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

取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根据接 收到的更新 的元数据生成

元数据 索引值 ，并使用所述生成的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替换 已存储 的码字 中的

元数据 索引值所生成的。

结合第二十五方面或第二十五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十

五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所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所述 UE 接收响应 消息；并在所述响应 消

息中获取所述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根据接 收到的所述更

新的元数据生成的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为所述 UE 分配用于广播 的码字 中的

临时标识 ，使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临时标识所生成的。

第二十六方面，提供 了一种数据处理设备 ，包括 ：接 口，用于接 收用户

终端 UE 发送的更新 的元数据 ；存储 器，用于存储程序指令 ；信号处理器，用

于按照所述存储 器中存储 的程序指令 ，生成与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

据 索引值 ；并使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用于所述 UE 广播 的码字；所述接

口，还用于发送生成的所述码字。

在第二十六方面的第一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接 收

所述 UE 发送的用于元数据更新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

新的元数据 ；所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获取 已存储 的所述 UE 的用于广播 的

码字；并使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替换获取 的所述码字 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 ，生

成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

息中包括生成的所述码字。

结合第二十六方面或第二十六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十



六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接 收所述 UE 发送的

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

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所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为 UE 分配用于广播 的码字

中的临时标识 ，使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临时标识生成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括生成的所

述码字。

第二十七方面，提供 了一种数据处理设备 ，包括 ：存储 器，用于存储程

序代码 ；信号处理器，用于按照所述存储 器中存储 的城 区代码 ，若需要 更新

元数据 时，生成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接 口，用于发送所

述更新的元数据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所述信号处理器，还用于获得用于广

播 的码字； 所述接 口，还用于广播获得 的所述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 中包括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在第二十七方面的第一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

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

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 更新；所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所述 UE 接收响应 消

息；并在接 收到的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得 所述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使

用所述请求消息中的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替换 已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

所生成的。

结合第二十七方面或第二十七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十

七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发送请求消息，

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

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所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收响应 消息；并在接

收到的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得所述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为所述 UE 分配

用于广播 的码字 中的临时标识 ，使用所述请求消息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

临时标识所生成的。

第二十八方面，提供 了一种数据处理设备 ，包括 ：接 口，用于接 收用户

终端 UE 发送的更新 的元数据和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其 中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是所述 UE 中需要 更新元数据 时，所述 UE 生成所述更新 的

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存储 器，用于存储程序代码 ；信号处理器，用

于按照所述存储 器中存储 的城 区代码 ，使用接 收到的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所

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所述接 口，还用于发送生成的所述码字。

在第二十八方面的第一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接 收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

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 ； 所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确定存储

的所述 UE 的码字；并使用接收到的元数据 索引值替换所述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元

数据 索引值 ，生成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生成的所述码字。

结合第二十八方面或第二十八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十

八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接收 UE 发送的请求

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

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所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为所述 UE 分配

用于广播 的码字 中的临时标识 ，使用所述请求消息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

临时标识生成的用于所述 UE 广播 的码字； 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

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生成的所述码字。

第二十九方面，提供 了一种数据处理设备 ，包括 ：接 口，用于若需要 更

新元数据 时，发送更新的元数据 ；存储 器，用于存储程序代码 ；信号处理器，

用于按照所述存储 器中存储 的程序代码 ，生成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

据 索引值 ；用于获得用于广播 的码字； 所述接 口，还用于广播获得 的所述码

字及生成的元数据 索引值 。

第三十方面，提供 了一种数据处理设备 ，包括 ：存储 器，用于存储程序

代码 ；信号处理器，用于按照所述存储 器中存储 的程序代码 ，若需要 更新元

数据 时，生成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接 口，用于发送所述

更新的元数据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所述信号处理器，还用于获得用于广播

的码字；所述接 口，还用于广播获得 的所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在第三十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请

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

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 更新 ；所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接 收响应 消息；并在

接 收到的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得所述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与 网络

侧 已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其 中一个相 同的码字。

结合第三十方面或第三十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十方面

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

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

获取广播 的码字；所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接 收响应 消息；并在接 收到的

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得所述用于广播 的码字，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为所述 UE

分配的码字。

第三十一方面，提供 了一种数据处理设备 ，包括 ：接 口，用于接 收用户

终端 UE 发送的更新 的元数据和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其 中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是所述 UE 需要 更新元数据 时，所述 UE 生成所述更新的元

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存储 器，用于存储程序代码 ；信号处理器，用于

按照所述存储器中存储 的程序代码 ，确定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所述接

口，还用于发送确定 出的所述码字。

在第三十一方面的第一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接 收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

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 ； 所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获取 已存

储 的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与获取 的所述 已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其 中一个相 同的码字。

结合第三十一方面或第三十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十

一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接收 UE 发送的请求

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

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所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为所述 UE 分配

码字；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分配的所述



码字。

第三十二方面，提供 了一种数据处理设备 ，包括 ：存储 器，用于存储程

序代码 ；信号处理器，用于按照所述存储 器中存储 的程序代码 。监听获得码

字和元数据 索引值 ，在确定监听到的码 字是 已发现 的码字时，判断监听到的

元数据 索引值和存储 的元数据 索引值是 否相 同；接 口，用于若所述监听到的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存储 的元数据 索引值不 同时，所述 UE 发送 匹配报告

消息，其 中所述 匹配报告 消息中包括元数据 索引值 ；接收 匹配报告应答 消息；

所述信号处理器，还用于在所述 匹配报告应答 消息中获得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对应 的元数据 。

在第三十二方面的第一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存储 器，还用于存储

监听到的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第三十三方面，提供 了一种数据处理设备 ，包括 ：存储 器，用于存储程

序代码 ；信号处理器，用于获得所述存储 器中存储 的程序代码 ，并按照所述

程序代码监听获得接近业务的第一码字；用于判断是否存储有第二码字 ，其

中第二码字的除元数据 索引值之外的其他部分与所述第一码字的除元数据 索

引值之外的其他部分相 同；如果判断结果为是 ，删除所述第二码字 ，与所述

第二码字对应存储 的业务应用标识 。

通过釆用上述技术方案 ，在 更新元数据 时，确定该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进一 步 U E 广播该元数据 索 引值 ，用于解 决在 业务数据 更新 时 ，

monitoring UE 无法准确有效获得 announcing U E 提供 的更新后 的业务数据 的

问题 。

附图说 明

图 1 为本发 明实施例一 中，提 出的数据处理方法流程 图；

图 2a 为本发 明实施例 中 ，提 出的一种数据处理装置结构组成示意图；

图 2b 为本发 明实施例 中 ，提 出的一种数据处理设备结构组成示意图;

图 3a 为本发 明实施例 中 ，提 出的一种数据处理装置结构组成示意图；



图 4 为本发 明实施例二 中 ，提 出的一种数据处理方法流程 图；

图 5a 为本发 明实施例三 中 ，提 出的一种数据处理方法流程 图；

图 5b 为本发 明实施例 中，提 出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字段组成示意图；

图 6a 为本发 明实施例三 中，提 出的一种数据处理装置结构组成示意 图；

图 7 为本发 明实施例四中，提 出的一种数据处理方法流程 图；

图 8 为本发 明实施例四中，提 出的一种数据处理装置结构组成示意图；

图 9 为本发 明实施例五 中，提 出的一种数据处理方法流程 图；

图 10 为本发 明实施例五 中，提 出的一种数据处理装置结构组成示意 图；

图 11 为本发 明实施例六 中，提 出的一种数据处理方法流程 图；

图 12 为本发 明实施例六 中，提 出的一种数据处理装置结构组成示意 图；

图 13 为本发 明实施例七 中，提 出的一种数据处理方法流程 图；

图 14 为本发 明实施例七 中，提 出的一种数据处理装置结构组成示意 图。

具体 实施方式

针对通常情况下，对于不断更新的业务数据 ，当 monitoring U E 根据监听

到 announcing UE 广播 的 r ose application code 获得 announcing UE 提供 的业

务数据后 ，会导致 monitoring UE 无法获知 announcing UE 提供 的更新后 的业

务数据 的问题 ，本发 明提 出的技术方案 中，对 于更新 的元数据 ，分配对应 的

元数据 索引值 ，通过 引入元数据 索引值 ，来解决在业务数据更新 时，monitoring

UE 无法准确有效获得 announcing U E 提供 的更新后 的业务数据 的问题 。

下面将结合各个附图对本发 明实施例技 术方案 的主要 实现原理 、具体 实

施方式及其对应 能够达到的有益效果进行详细地 阐述。

为便 于阐述 ，本发 明各 实施例提 出的技 术方案 中，以接近业务 中应用数

据处理为例进行详 细阐述 ，在接近业务数据处理 系统 中，包括终端侧设备和

网络侧设 备 ，其 中终 端侧设 备 包括 至 少一个 announcing U E 和 至 少一个

monitoring UE, 网络侧设备 中包括为 announcing UE 提供服务的家乡接近业务

功能( 英文：home prose function )实体 , 为 monitoring U E 提供月良务的 home prose



function, 为 announcing UE 提供月良务的 home prose function 和为 monitoring U E

提供服务的 home prose function 之 间可以进行通信 。本发 明各 实施例提 出的

home prose function, 是为接近业务提供相应服务功能的网络 实体 ，使得在接

近业务中，两个距 离比较近的 UE 之 间，可以脱 离网络 ，即不需要经过基站 、

网关等 实体 ，仅通过 home prose function 相互发现 ，以及相互通信 。

为 announcing UE 提供月良务的 home prose function 和为 monitoring UE 提

供服务的 home prose function 可 以是 两个独立的网络侧设备 ，也可以是 两个功

能模块 ，集成在 同一个 网络侧设备 中。为便 于阐述 ，本发 明各 实施例提 出的

技 术方案 中 , 将 为 announcing UE 提 供服 务 的 home prose function 和 为

monitoring UE 提供服务的 home prose function 作为两个独立的网络侧设备进

行详 田阐述 , 分另l标 己为 home prose function A 和 home prose function B 。home

prose function A 和 home prose function B 之 间可 以进行通信 。

在接 近业务 中，announcing UE 需要 广播码 字 ，该码 字可具体 为 prose

application code 。其 中，本发 明各 实施例 中给 出的元数据 （英文：metadata ) ,

指 UE 上的业务应用所提供 的信 息，如 电话 、地址等其他信 息。本发 明各 实施

例 中给 出的接近业务应用指终端上使用接近业务功能的具体业务或应用 。本

发 明各 实施例 中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及 metadata 都是终端上某个指定业务

应用对应 的 r ose application code 及 metadata 。

实施例一

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如 图 1 所示，其具体处理流程

如下述：

步骤 101 , announcing UE 需要 更新接 近 业务应 用 的元数据 时 ，向为

announcing U E 提供月良务的 home prose function A 发送接近业务更新的元数据 。

一种 实施方式中，announcing UE 可以通过发送第一请求消息，第一请求

消息中包含更新 的元数据 ，第一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 。

一种 实施方式中，announcing UE 可以通过发送第二请求消息，其 中第二

请求消息中包括更新的元数据 ，第二请求用于获取广播 的码字。



其 中，可以第一请求消息和第二请求消息可以通过相 同的消息实现 ，也

可以通过不同的消息实现 。

具体 实施 中，在接 近 业务 中，第一请 求 消息和第二请 求 消息可 以通过

discovery request 实现 。

若第一请求消息通过 discovery request 实现时 , 即 discovery request 用于

元 数 据 更新 时 ，可 以 设 置 discovery request 中的 command 命 令 字段 为

metadata—update 或为空，用于表示第一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 。

若第二请求消息通过 discovery request 实现时 , 即 discovery request 用于

请求广播 的码字 ( 钕口prose application code ) 时 , 可 以设置 discovery request

中的 command 命令字段为 announce , 用 以表示第二请求消息为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 钕口prose application code )。

Discovery request 中还可 以 包含接近业务应用标识( 英文： r ose application

ID )、 announcing UE 的标识 ，以及触发该接近业务应用的业务应用标识 （英

文：application ID ) 等。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 出的技术方案 中，广播 的码字可

以是接近业务中的 r ose application code 。

步骤 102, home prose function A 接 announcing UE 发送的接近业务应用

更新的元数据 。

home prose function A 可 以通过接收第一请求消息，在接 收到的第一请求

消息中获得更新 的元数据 。

home prose function A 可 以通过接收第二请求消息，在接 收到的第一请求

消息中获得更新 的元数据 。

其 中，第一请求消息和第二请求消息请参见上述步骤 101 中的详细阐述 ，

本步骤 中不再赘述。

具体地 , home prose function A 接 收 announcing U E 发送的 discovery

request „

步骤 103 , home prose function A 存储接 收到的元数据 。

步骤 104 , home prose function A 生成与接收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



引值 ( 英文：metadata index )。

其中 , home prose function A 生成与接收到的元数据对应的 metadata index,

具体如下述流程：

步骤一 , home prose function A 确定是否存 诸有 metadata index 。钕口果判

断结果为是，则执行步骤二，否则，如果判断结果为否，则执行步骤 三 。

步骤二 ，更新 已有的 metadata index, 例如加上指定数值 ，生成与接收

到的元数据对应的 metadata index 。

该指定数值可以依次加 1, 或者是其它数值 2、 3 等。也可以是随机生成

的数值或者是设定的数值。

步骤 三 , 口果判断结果为否 , home prose function A 生成 metadata index „

步骤 105 , home prose function A 确定接近业务应用对应的 rose application

cods 。

一种 实施方式中，第一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 ，可通过第一请求消息

中包含元数据更新的指示信息表明第一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home prose

function A 获取该 U E 上下文中存储的该接近业务应用对应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为 U E 分配与获取的存储的该接近业务应用对应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目同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

该种 方式 中 , home prose function A 接 收 discovery request 根据该

discovery request 中的 command 字段值确定该请求消息是用于元数据更新，即

若 command metadata-update 或 command 置为空代表元数据更新指示 , 用以

表示第一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home prose function A 获取存储的该接近

业务应用对应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为 UE 分配与存储的该接近业务应用

一种 实施方式中，接收 announcing UE 发送的第二请求消息，其中第二请

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的码字 （如本发明实施例一提 出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 home prose function A 根据第二请求消息，为该业务应用分配对应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



若第二请求消息通过 discovery request 实现 , 则该种方式中 , home prose

function A 才艮据接 ， 令discovery request 为请求获取广播 令 rose application

code, home prose function A 为该接近业务应用分西己新 令 rose application code 。

具体的，可 以根据该 discovery request 中的 command 字段值 ，确定该请

求消息用于获取广播的 r ose application code, 即若 command=announce 用于

表示第二请求消息用于获取广播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 home prose function

A 为该接近业务应用生成新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

步骤 106, home prose function A 将 r ose application code 和 metadata

index 发送给 announcing UE 。

一种 实施方式中，home prose function A 发送第一响应消息，第一响应消

息 中包含接 近业务应 用 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和 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

metadata index 。

一种 实施方式中，home prose function A 发送第二响应消息，第二响应消

息 中包含接 近业务应 用 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和 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

metadata index 。

其中，第一响应消息和第二响应消息可以用相 同的消息实现 ，也可以用

不同的消息实现。第一响应消息与上述文中第一请求消息对应 ，第二响应消

息与上述文中第二请求消息对应。

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 出的技术方案 中，第一响应消息或第二响应消息可以

通过 discovery response 实现。具体 实施 中 , home prose function A 发送发现应

答消息 ( 英文：discovery response ) ，在 discovery response 中包含接近业务应

用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更新的元数据对应的 metadata index, 以及 prose

application code 对应的有效期定时器 （英文：validity timer )。

步骤 107 , announcing UE 获取接近业务应用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和更

新的元数据对应的 metadata index 。

一种 实施方式中，announcing UE 接收第一响应消息，在第一响应消息中

获取接近业务应用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和更新的元数据对应的 metadata



iridex 。

该种方式中，接近业务应用的 r ose application code 是 home prose function

A 为 announcing UE 分 西己的 与 已存 诸的 r ose application code 目同的 r ose

application code 。

一种 实施方式中，announcing UE 接 收第二响应 消息，在接收到的第二响

应 消息中获取接近业务应用的 r ose application code, 其 中 , prose application

code 是 home prose function A 为 announcing UE 接々 近业务应用分西己令。

步骤 108 , announcing U E 广播获得 的 r ose application code 和 metadata

iridex 。

具体 的 , announcing UE 广播 的消息中包含获得 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和 metadata index 。

相应地 ，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方法，该数据处理方法可以

应用于业务应用数据处理 ，例如可以是上文提 出的接近业务 中的业务应用数

据处理 ，该数据处理方法中提及 的码字 ，可以是业务应用对应 的普通码字 ，

也可 以 是接近业务应用对应 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该数据处理方法具体处

理流程如下述：

步骤一：U E 发送更新的元数据 。

UE 需要 更新业务应用的元数据 时，发送更新的元数据 。

步骤二：获取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步骤三：U E 广播获取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其 中，在步骤三 UE 广播获取 的元数据 索引值之前 ，还 包括：获取用于广

播 的码字。

则 UE 广播获取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包括 ：UE 广播获取 的码字和元数据 索

引值 。

其 中，UE 发送更新的元数据 ，可 以 通过下述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为：UE 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的元数据 ，请

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 。



一种方式为：UE 发送请求消息，其中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的元数据 ，该

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的码字。

上述两种方式中，U E 可 以发送用于元数据更新的请求消息和用于请求获

取广播的码字的请求消息可以是通过相 同的消息实现 ，例如上文中所阐述的

discovery request , 也可以是通过两个相互独立的消息实现。本发明实施例一

提 出的技术方案 中，对此不做限定。

相应地 ，获取更新的元数据对应的元数据索引值和码字，可以包括下述

两种 实施方式：

一种方式为：UE 接收响应消息，并在响应消息中获取码字和元数据索引

值。

其中，码字是与网络侧 已存储的码字中的其中一个相 同的码字，更新的

元数据对应的元数据索引值是 网络侧生成的与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的元数

据索引值 。

一种方式为：UE 接收响应消息；并在响应消息中获取码字和元数据索引

值。

其中，码字是 网络侧为 UE 分配的码字，更新的元数据对应的元数据索引

上述两种方式中，UE 接收到的响应消息，在响应消息中获取码字，和/

或元数据索引值 ，可以是通过独立的响应消息实现 ，也可以是通过 同一条响

应消息实现 , 如上文所阐述的 discovery response 可以在 discovery response

获取码字和元数据索引值。

相应地，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装置，如 图 2a 所示，包括：

发送模块 201 , 用于发送更新的元数据 。

获取模块 202 , 用于获取所述发送模块 201 传输的更新的元数据对应的元

数据索引值。

广播模块 203 , 用于广播所述获取模块 202 传输的获取的所述元数据索引

值。



可选地，所述获取模块 202 , 还用于获取用于广播的码字。

所述广播模块 203 , 具体用于广播获取的所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索引值。

具体地，上述发送模块 201 , 具体用于发送请求消息，其中所述请求消息

中包含更新的元数据，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

上述获取模块 202 , 具体用于接收响应消息；并在所述响应消息中获取所

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索引值 ，其中，所述码字是与网络侧 已存储的码字中的

其中一个相 同的码字，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的元数据索引值是 网络侧生成

的与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的元数据索引值。

具体地，上述发送模块 201 , 具体用于发送请求消息，其中所述请求消息

中包含所述更新的元数据，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的码字；

具体地，上述获取模块 202, 具体用于接收响应消息；并在所述响应消息

中获取所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索引值。其中，所述码字是网络侧为所述 UE 分

配的码字，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的元数据索引值是 网络侧生成的与所述更

新的元数据对应的元数据索引值。

相应地，本发明实施例一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设备 ，如图 2b 所示，包括：

接 口 2 1 , 用于发送更新的元数据。

接 口可 以为 以下一种或多种：提供有线接 口的网络接 口控制器 （英文 ：

network interface controller , 缩写：NIC ) , 例如以太网 NIC , 该以太网 NIC 可

以提供铜线和/或光纤接 口；提供无线接 口的 NIC, 例如无线局域网 （英文：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缩写：WLAN ) NIC 。

存储器 22, 用于存储程序代码。

存储器可以是易失性存储器 （英文：volatile memory ) , 例如随机存取存

储器 （英文：random-access memory, 缩写：RAM ) ; 或者非易失性存储器 （英

文 ：non- volatile memory ) , 例钕口快闪存 诸器 ( 英文 ：flash memory ) , 硬盘 ( 英

文：hard disk drive, 缩写：HDD ) 或固态硬盘 （英文：solid-state drive, 缩写：

SSD ) ; 或者上述种类的存储器的组合

信号处理器 23 , 用于按照存储器 22 中存储的程序代码 ，获取接 口 2 1传



输的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信号处理器 23 可 以是 中央处理器 （英文：central processing unit, 缩写：

CPU ) , 或者是 CPU 和硬件 芯片的组合 。信号处理器还可以是 网络处理器 （英

文：network processor, 缩写： P )。或者是 CPU 和 的组合 ，或者是 P

和硬件 芯片的组合 。

上述硬件 芯片可 以是 以下一种 或 多种 的组合 ：专用 集成 电路 （英文 ：

application-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 缩写：ASIC ) , 现 场可编程逻辑 门阵列 （英

文： 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 缩写：FPGA ) , 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 （英

文：complex 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 缩写：CPLD )„

上述接 口 2 1 , 还用于广播所述信号处理器传输的获取 的所述元数据 索引

值 。

可选地 ，上述信号处理器 23 , 还用于获取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具体地 ，上述接 口 2 1 , 具体用于广播获取 的所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

值 。

具体地 ，上述接 口 2 1 , 具体用于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

含更新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 ；

具体地 ，上述信号处理器 23 , 具体用于接收响应 消息；并在所述响应 消

息中获取所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其 中，所述码字是与 网络侧 已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其 中一个相 同的码字 ，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是

具体地 ，上述接 口 2 1 , 具体用于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

含所述更新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具体地 ，上述信号处理器 23 , 具体用于接收响应 消息；并在所述响应 消

息中获取所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为所述 U E

分配的码字 ，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是 网络侧生成的与所述

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相应地 ，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其具体处理流程如下



述：

步骤一：接收 UE 发送的更新 的元数据 。

步骤二：生成与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步骤三：将元数据 索引值发送给所述 UE 。

可选地 ，在上述步骤三将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发送给所述 UE 之前 ，还 包括：

确定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则：

将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发送给所述 UE, 包括：

将所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发送给所述 UE 。

其 中，接收 UE 发送的更新的元数据 ，一种方式可以为：接收所述 UE 发

送的用于元数据 更新 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 的元数

据 ；则，确定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包括：获取 已存储 的码字；将所述码

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发送给所述 UE, 包括：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

中包含与所述 已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其 中一个相 同的码字和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

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接收 UE 发送的更新 的元数据 ，一种方式可以为： 接收所述 UE 发送的

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

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则 ，确定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包括 ：为所述 UE

分配码字；将所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发送给所述 UE, 包括：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分配的所述码字和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

据 索引值 。

相应地 ，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装置 ，如 图 3a 所示 ，包括 ：

接收模块 301 , 用于接收用户终端 UE 发送的更新的元数据 。

生成模块 302 , 用于获得所述接收模块传输的元数据 ，生成与所述更新的

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发送模块 303 , 用于获得所述生成模块传输的元数据 索引值 ，将所述元数

据 索引值发送给所述 UE 。

可选地 ，上述生成模块 302 , 还用于确定确定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 字；



具体地 ，上述发送模块 303 , 具体用于将所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发

送给所述 UE 。

具体地 ，上述接收模块 301 , 具体用于接收所述 UE 发送的用于元数据更

新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的元数据 ；

具体地 ，上述生成模块 302 , 具体用于获取 已存储 的码字；

具体地 ，上述发送模块 303 , 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

含与所述 已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其 中一个相 同的码字和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

元数据 索引值 。

具体地 ，上述接收模块 301 , 具体用于接收所述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具体地 ，上述生成模块 302 , 具体用于为所述 UE 分配码字；

具体地 ，上述发送模块 303 , 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

含分配的所述码字和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相应地 ，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设备 ，其结构组成示意 图如

上述 图 2b 相 同，包括：

接 口，用于接收用户终端 UE 发送的更新的元数据 。

接 口可 以为以下一种或多种 ：提供有线接 口的 NIC, 例如 以太 网 NIC,

该 以太 网 NIC 可 以提供铜 线和/或光纤接 口；提供 无线接 口的 NIC , 例如

WLA IC

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代码 。

存 储 器可 以是 volatile memory , 例 如 ： random-access memory , 或 者

non-volatile memory, 例如 flash memory, hard disk drive 或 solid-state drive;

或者上述种类的存储器的组合 。

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代码 。

信号处理器，用于根据存储 器中存储 的程序代码获得所述接 口传输 的元

数据 ，生成与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所述接 口，还用于获得所述信号处理器传输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将所述元

数据 索引值发送给所述 UE 。

信号处理器 23 可以是 CPU, 或者是 CPU 和硬件 芯片的组合 。信号处理

器还可以是 network processor 或者是 CPU 和 的组合 ，或者是 和硬件

芯片的组合 。

上述硬件 芯片可以是以下一种或多种 的组合 ： ASIC, FPGA, CPLD 。

可选地 ，所述信号处理器，还用于确定确定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具体地 ，上述接 口，具体用于将所述码 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发送给所

述 UE 。

具体地 ，上述接 口，具体用于接收所述 UE 发送的用于元数据更新 的请求

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的元数据 ；

上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获取 已存储 的码字；

上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与所述 已存储

的码字中的其 中一个相 同的码字和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具体地 ，上述接 口，具体用于接收所述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

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具体地 ，上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为所述 UE 分配码字。具体地 ，上述

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分配的所述码字和所述

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本发 明实施例一上述提 出的技术方案 中，在 UE 向网络侧发送业务更新的

元数据 时，网络侧根据接 收到的更新 的元数据 ，生成与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

元数据 索引值 ，并确定业务对应 的码字 ，将元数据 索引值和码字一并发送给

UE , 能够用 于解 决在 业务数据 更新 时 ，monitoring UE 无 法准确有 效获得

announcing UE 提供 的更新后 的业务数据 的问题 。

实施例二

本发 明实施例二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方法中，在 announcing UE 广播 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中，增加一个业务信 息索引值字段 ，该业务信 息索引值称之为



元数据 索引值 。，metadata index 可以是 2~3bit 。如 图 4 所示，其具体处理流程

如下述：

步骤 401 , announcing UE 需要 更新接 近 业务应 用 的元数据 时 ，向为

announcing U E 提供月良务的 home prose function A 发送接近业务更新的元数据 。

一种 实施方式中，announcing UE 可以通过发送第一请求消息，第一请求

消息中包含更新 的元数据 ，第一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 。

一种 实施方式中，announcing UE 可以通过发送第二请求消息，其 中第二

请求消息中包括更新的元数据 ，获取用于广播 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其 中，

可以第一请求消息和第二请求消息可以通过相 同的消息实现 ，也可以通过不

同的消息实现 。

具体 实施 中，在接 近 业务 中，第一请 求 消息和第二请 求 消息可 以通过

discovery request 实现 。

若第一请求消息通过 discovery request 实现时 , 即 discovery request 用于

元 数 据 更新 时 ，可 以设 置 discovery request 中 的命 令 字段 command 为

metadata—update 或为空，用于表示第一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 。

若第二请求消息通过 discovery request 实现时 , 即 discovery request 用于

请求广播 的码字 ( 钕口prose application code ) 时 , 可 以设置 discovery request

中的命令字段 command 为 announce, 用以表示第二请求消息为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 钕口prose application code )。

Discovery request 中还可 以 包含接近业务应用标识( 英文： r ose application

ID )、announcing UE 的标识 ，以及触发该接近业务应用的业务应用标识 （英

文：application ID ) 等。本发 明实施例二提 出的技术方案 中，广播 的码字可以

是接近业务中的 r ose application code 。

步骤 402, home prose function A 接 announcing UE 发送的接近业务应用

更新的元数据 。

home prose function A 可 以通过接收第一请求消息，在接 收到的第一请求

消息中获得更新 的元数据 。



home prose function A 可 以通过接收第二请求消息，在接收到的第一请求

消息中获得更新的元数据。

其中，第一请求消息和第二请求消息请参见上述步骤 101 中的详细阐述，

本步骤 中不再赘述。

具体地 , home prose function A 接收 announcing U E 发送的 discovery

request „

步骤 403 , home prose function A 存储接收到的元数据。

步骤 404, home prose function A 生成与接收到的元数据对应的 metadata

iridex 。

步骤一 , home prose function A 确定是否存 诸有 metadata index 。钕口果

断结果为是，则执行步骤二，否则，如果判断结果为否，则执行步骤 三 。

步骤二 ，更新 已有的 metadata index, 例如加上指定数值 ，生成与接收

到的元数据对应的 metadata index 。

该指定数值可以依次加 1, 或者是其它数值 2、 3 等。也可以是随机生成

的数值或者是设定的数值。

步骤 三 , 口果判断结果为否 , home prose function A 生成 metadata index „

步骤 405 , home prose function A 才艮据生成的 metadata index, 确定接近

业务应用对应的 r ose application code„

一种 实施方式中，第一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 ，可通过第一请求消息

中包含元数据更新的指示信息表明第一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home prose

function A 获取该 U E 上下文中存储的该接近业务应用对应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 使用生成的 metadata index 替换存储 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中的

metadata index 字段 , 从而为 announcing UE 生成新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

该种 方式 中 , home prose function A 接 收 discovery request 根据该

discovery request 中的 command 字段值确定该请求消息是用于元数据更新，即

若 command metadata-update 或 command 置为空代表元数据更新指示 , 用以

表示第一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home prose function A 获取存储的该接近



业务应用对应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 使用生成的 metadata index 替换 已存

储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中的 metadata index, 得到接近业务应用对应的新

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

该种 方 式 中 , home prose function A 为该接 近 业 务生 成新 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时 , 是基 于 已经存 诸 々 rose application code 和新生成 令

metadata index 生成的。

另一 种方式中，接收 announcing U E 发送的第二请求消息，第二请求消息

用于请求获取广播的码字 （如本发明实施例一提 出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

home prose function A 才艮据第二请求消息 , 为该业务应用分配 prose application

cods 。

若第二请求消息通过 discovery request 实现 , 则该种方式中 , home prose

function A 根据接收到的 discovery request 确定该 discovery request 中的

command 字段值 , 若 command=announce, home prose function A 为该接近业

务生成新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

具体 实施 中 , home prose function A 为该接近业务分配 prose application

code 中的临时标识部分，并使用分配的临时标识和生成的 metadata index 生成

新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即新生成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中至少包含分配

的临时标识和生成的 metadata index 以及移动设备 国家码 、移动设备 网络码。

其中, 临时标识指的是 r ose application code 中除 metadata index 及移动设备

国家码 、移动设备 网络码外的其他部分，是对应于业务标识名称的码字。

步骤 406 , home prose function A 将 为该接 近业务应用分配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发送给 announcing UE 。

一种 实施方式中，home prose function A 发送第一响应消息，第一响应消

息中包含接近业务应用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

一种 实施方式中，home prose function A 发送第二响应消息，第二响应消

息中包含接近业务应用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

其中，第一响应消息和第二响应消息可以是相 同的消息，也可以是不同



的消息。并且 ，若第一响应消息和第二响应消息是不同的消息时，第一响应

消息和第二响应消息中包含的接近业务应用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是根据

不同的方式为接近业务应用分配的。第一响应消息与上述文中第一请求消息

对应 ，第二响应消息与上述文中第二请求消息对应。

本发 明实施例二提 出的技术方案 中，第一响应消息或第二响应消息可以

通过 discovery response 实现。具体 实施 中 , home prose function A 发送 discovery

response, 在 discovery response 中包含接近业务应用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以及 rose application code 对应的 validity timer 。

步骤 407 , announcing UE 获取接近业务应用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

一种 实施方式中，announcing UE 接收第一响应消息，在第一响应消息中

获取接近业务应用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

该种方式中，接近业务应用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是 home prose function

A 接收到第一请求消息时，将存储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中元数据索引值字

段替换为新生成的元数据索引值 ，从而生成新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 然后

将新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发送给 announcing UE 。

一种 实施方式中，在接收到的第二响应消息中获取接近业务应用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其中 , prose application code 是 home prose function A 接收到

的第二请求消息时，为 announcing U E 上的接近业务分配的。具体 实施 中，prose

application code 中的临时标识部分，并使用分配的临时标识和生成的 metadata

index 生成新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

步骤 408, announcing UE 广播获得的 r ose application code 。

其中 , announcing UE 广播的消息中包含获得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

相应地 ，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其具体处理流程如下

述：

步骤一：U E 发送更新的元数据 。

步骤二：获取用于广播的码字，其中所述码字中包含所述更新的元数据

对应的元数据索引值。



步骤三：广播获得 的所述码字。

其 中， UE 发送更新的元数据 ，一种方式可以为：UE 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 更新 ；则获

取用于广播 的码字，包括：所述 UE 接 收响应 消息；并在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取

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根据接 收到的更新 的元数据生成元

数据 索引值 ，并使用所述生成的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替换 已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元

数据 索引值所生成的。

一种方式可以为：UE 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 广播 的码字；则获取所述用于广播 的

码字，包括：所述 UE 接 收响应 消息；并在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取所述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根据接 收到的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生成的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为所述 UE 分配用于广播 的码字中的临时标识 ，使用所述元

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临时标识所生成的。

相应地 ，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装置 ，其结构组成与上文 图

2a —致 ，包括 ：

发送模块 ，用于发送更新的元数据 。

获取模块 ，用于获取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 中包含所述更新 的

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广播模块 ，用于广播获得 的所述码字。

具体地 ，上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

包含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

具体地 ，上述获取模块 ，具体用于接 收响应 消息；并在所述响应 消息中

获取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根据接 收到的更新 的元数据生

成元数据 索引值 ，并使用所述生成的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替换 已存储 的码字 中

的元数据 索引值所生成的。

具体地 ，上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

包含所述更新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具体地 ，上述获取模块 ，具体用于所述 UE 接收响应 消息；并在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取所述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根据接 收到的所述

更新的元数据生成的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为所述 UE 分配用于广播 的码字中

的临时标识 ，使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临时标识所生成的。

相应地 ，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设备 ，其结构组成和 图 2b 所

示相 同，包括：

接 口，用于发送更新的元数据 。

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指令 。

信号处理器，用于按照所述存储 器中存储 的程序指令 ，获取用于广播 的

所述接 口，还用于广播获得 的所述码字。

具体地 ，上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 。

具体地 ，上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接 收响应 消息；并在所述响应 消息

中获取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根据接 收到的更新 的元数据

生成元数据 索引值 ，并使用所述生成的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替换 已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所生成的。

具体地 ，上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所述信号处理

器，具体用于所述 UE 接 收响应 消息；并在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取所述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根据接 收到的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生成的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为所述 UE 分配用于广播 的码字中的临时标识 ，使用所述元

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临时标识所生成的。

相应地 ，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其具体处理流程如下

述：

步骤一：接收用户终端 UE 发送的更新 的元数据 。

步骤二：生成与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步骤 三 ：使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用于所述 UE 广播 的码字。

步骤 四 ：发送生成的所述码字。

其 中，接收 UE 发送的更新的元数据 ，一种方式可以为接收所述 UE 发送

的用于元数据更新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的元数据 ；

则使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用于所述 UE 广播 的码字，包括：获取 已存储

的所述 UE 的用于广播 的码字；并使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替换获取 的所述码字

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发送生成的所述码字，包

括：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括生成的所述码字。

接收 UE 发送的更新 的元数据 ，一种方式可以为接收所述 UE 发送的请求

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

获取广播 的码字；使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用于所述 UE 广播 的码字，包

括：为 UE 分配用于广播 的码字 中的临时标识 ，使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

临时标识生成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发送生成的所述码字，包括：发送响

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括生成的所述码字。

相应地 ，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装置 ，其结构组成和上述 图

3a相 同，包括 ：

接收模块 ，用于接收用户终端 UE 发送的更新的元数据 。

生成模块 ，用于生成与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并使用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用于所述 UE 广播 的码字。

发送模块 ，用于发送生成的所述码字。

具体地 ，上述接收模块 ，具体用于接 收所述 UE 发送的用于元数据更新的

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的元数据 。

具体地 ，上述生成模块 ，具体用于获取 已存储 的所述 UE 的用于广播 的码

字；并使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替换获取 的所述码字 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

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具体地 ，上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括

生成的所述码字。



具体地 ，上述接收模块 ，具体用于接收所述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

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

字。

具体地 ，上述生成模块 ，具体用于为 UE 分配用于广播 的码字中的临时标

识 ，使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临时标识生成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具体地 ，上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括

生成的所述码字。

相应地 ，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设备 ，其结构组成和上述 图

2b 相 同，包括：

接 口，用于接收用户终端 UE 发送的更新的元数据 。

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指令 。

信号处理器，用于按照所述存储 器中存储 的程序指令 ，生成与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并使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用于所述 UE

广播 的码字。

所述接 口，还用于发送生成的所述码字。

具体地 ，上述接 口，具体用于接收所述 UE 发送的用于元数据更新 的请求

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的元数据 。

具体地 ，上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获取 已存储 的所述 UE 的用于广播 的

码字；并使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替换获取 的所述码字 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 ，生

成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具体地 ，上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括生成

的所述码字。

具体地 ，上述接 口，具体用于接收所述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

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具体地 ，上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为 UE 分配用于广播 的码字中的临时

标识 ，使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临时标识生成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

具体地 ，上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括生成



的所述码字。

本发 明实施例二上述提 出的技术方案 中，在 UE 向网络侧发送业务更新的

元数据 时，网络侧根据接 收到的更新 的元数据 ，生成与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

元数据 索引值 ，并确定业务对应 的码字 ，将新生成的码字发送给 UE, 能够用

于解决在业务数据更新 时，monitoring UE 无法准确有效获得 announcing UE

提供 的更新后 的业务数据 的问题 。

实施例三

本发 明实施例三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如 图 5a 所示，其具体处理流程

如下述：

步骤 701 , announcing UE 需要 上传 更新接 近 业务应 用 的元数据 时 ，

announcing UE 生成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本发 明实施例三 中提 出的技术方案 中，在 announcing U E 广播 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中，增加一个业务信 息索引值字段 ，该业务信 息索引值称之为

元数据 索引值 。具体如 图 5b 所示，metadata index 可以是 2~3bit 。

其 中，announcing U E 生成与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 metadata index, 具体如

下述流程 ：

步骤 一 , announcing U E 确定 r ose application code 中是否有 metadata

index 。如果判断结果为是 ，则执行步骤二 ，否则，如果判断结果为否，则执

行步骤三 。

步骤二 ，更新 已有 的 metadata index 。例如加上指定数值 ，生成与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 metadata index 。

该指定数值可以依次加 1 , 或者时其它数值 2 、 3 等。也可以是随机生成

的数值或者是设 定的数值 。

步骤三 ，如果判断结果为否，announcing UE 生成 metadata index 。

步骤 702, announcing UE 向为 announcing UE 提供月良务的 home prose

function A 发送接近业务应用更新的元数据和生成的 metadata index „

一种 实施方式中，announcing UE 可以通过发送第一请求消息，第一请求



消息用于元数据 更新 。第一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生成的 metadata

iridex 。

一种 实施方式中，announcing UE 可以通过发送第二请求消息，第二请求

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其 中第二请求消息中包括更新 的元数据 、生

成的 metadata index 。

其 中，可以第一请求消息和第二请求消息可 以通 过相 同的消息实现 ，也

可以通过不同的消息实现 。

具体 实施 中，在接 近 业务 中，第一请 求 消息和第二请 求 消息可 以通过

discovery request 实现 。

若第一请求消息通过 discovery request 实现时 , 即 discovery request 用于

元 数 据 更新 时 ，可 以设 置 discovery request 中 的命 令 字段 command 为

metadata—update 或为空，用于表示第一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 。

若第二请求消息通过 discovery request 实现时 , 即 discovery request 用于

请求广播 的码字 ( 钕口prose application code ) 时 , 可 以设置 discovery request

中的命令字段 command 为 announce, 用以表示第二请求消息为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 钕口prose application code )。

Discovery request 中还可 以 包含接近业务应用标识( 英文： r ose application

ID )、announcing UE 的标识 ，以及触发该接近业务应用的业务应用标识 （英

文：application ID 。本发 明实施例三提 出的技术方案 中，广播 的码字可以是接

近业务中的 r ose application code 。

步骤 703 , home prose function A 接 announcing UE 发送的接近业务应用

更新的元数据和生成的 metadata index „

一种 实施方式中，home prose function A 可 以通过接收第一请求消息，在

接收到的第一请求消息中获得 更新的元数据和 metadata index 。

一种 实施方式中，home prose function A 可 以通过接收第二请求消息，在

接收到的第一请求消息中获得 更新的元数据和 metadata index 。

其 中，第一请求消息和第二请求消息请参见上述步骤 中的详 细阐述 ，本



步骤 中不再赘述。

具体 实施 中 , home prose function A 接收 announcing UE 发送的 discovery

request 。 discovery request 中包含更新的元数据 、生成的 metadata index 。

步骤 704, home prose function A 存储接收到的元数据和 metadata index 。

步骤 705 , home prose function A 根据接收的 metadata index, 确定接近业

务应用对应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

一种 实施方式中，第一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 ，可以通过第一请求消

息中包含元数据 更新的指示信 息表 明第一 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 更新 ，home

prose function A 获取该 UE 上下文 中存储 的该接近业务应用对应 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 使 用接 > 到 的 metadata index , 替 换 已存 诸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中的 metadata index, 生成该接近业务应用对应的新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

该种 方 式 中 , home prose function A 为该接 近 业 务生 成新 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是基于已经存 诸 令 rose application code 和接 ！丈 1 metadata

index 生成的。

具体 ,々 home prose function Α 接 discovery request, 才艮据该 discovery

request 中的 command 字段值确 定该请 求 消息是用 于元数据 更新 ，即若

command metadata-update 或 command 置为空代表元数据更新指示 , 用以表

示第一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home prose function A 获取存储的该接近业

务应用对应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确定存储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中的

metadata index, 使用接收到的 announcing U E 发送的 metadata index 替换

掉存储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中的 metadata index, 得到接近业务应用对应

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

一种 实施方式中，接收 announcing UE 发送的第二请求消息，其中第二请

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如本发 明实施例提 出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 。 home prose function A 根据第二请求消息，使用接收到的 metadata

index, 为该业务应用分西己新 令 rose application code„



若第二请求消息通过 discovery request 实现，则该种方式中， 可 以根据该

discovery request 中的 command 字段值 ，确定该请求消息用于获取广播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 即若 command=announce 用于表示第二请求消息用于获取广

播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home prose function A 为该接近业务应用生成新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具体 实施 中 , home prose function A 为该接近业务分配

prose application code 中的临时标识部分，并使用分配的临时标识和接收到的

metadata index 生成新 令 rose application code, 新生成 令 r ose application

code 中至少包含分配的临时标识和接收到的 metadata index 以及移动设备 国家

码 、移动设备 网络码 。其 中，临时标识指 的是 rose application code 中除

metadata index 及移动设备 国家码 、移动设备 网络码外的其他部分，是对应于

业务标识名称的码字。

步骤 706 , home prose function A 将 rose application code 发 送给

announcing UE 。

一种 实施方式中，home prose function A 发送第一响应消息，第一响应消

息中包含接近业务应用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

一种 实施方式中，home prose function A 发送第二响应消息，第二响应消

息中包含接近业务应用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

其中，第一响应消息和第二响应消息可以用相 同的消息实现 ，也可以用

不同的消息实现。第一响应消息与上述文中第一请求消息对应 ，第二响应消

息与上述文中第二请求消息对应。

本发 明实施例提 出的技术方案 中，第一响应消息或第二响应消息可以通

过 discovery response 实现。具体 实施 中 , home prose function A 发送 discovery

response, 在 discovery response 中包含接近业务应用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以及 rose application code 对应的 validity timer 。

步骤 707 , announcing UE 获取接近业务应用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一种 实施方式中，announcing UE 接收第一响应消息，在第一响应消息中

获取接近业务应用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



该种方式中，接近业务应用的 r ose application code 是 home prose function

A 根据接收到的第一请求消息，将存储 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中元数据 索弓I

值字段替换为 announcing U E 新生成的元数据 索引值 ，然后将替换后 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发送给 announcing UE 。

一种 实施方式中，在接收到的第二响应 消息中获取接近业务应用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 其 中 , prose application code 是 home prose function A 根据接

收到的第二请求消息，为接近业务应用分配的。

具体 实施 中, home prose function A 为该接近业务分配 prose application

code 中的临时标识部分 ，并使用分配的临时标识和接收到的 metadata index 生

成新的 r ose application code 。

该步骤可能的另一种 实现方式还可以是 ，announcing UE 根据生成的元数

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新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该种方式下不需要

执行步骤 705 、 706 。一种具体 的实现方式为，announcing UE 使用生成的元数

据 索引值替换 已保存 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字段 ，从 而获

取到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另一种具体 的实现方式为 announcing UE 从 网

络获取 r ose application code 并用生成 的元数据 索 引值 替换 获取 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字段 ,从 而获取到的 r ose application code 。

步骤 708, announcing UE 广播获得 的 r ose application code 。

其 中, announcing UE 广播 的消息中包含获得 的 r ose application code 。

相应地 ，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其具体处理流程如下

述：

步骤一：当 UE 需要 更新元数据 时，所述 UE 生成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步骤二：发送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步骤三：获得用于广播 的码字。

步骤四：广播获得 的所述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中包括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其 中，发送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一种方式为：所述



UE 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

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 ；则获得用于广播 的码字 ，包括 ：所述 UE

接 收响应 消息；并在接 收到的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得所述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

是 网络侧使用所述请求消息中的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替换 已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元

数据 索引值所生成的。

发送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一种方式为：所述 UE 发送

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

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则获得用于广播 的码字 ，包括 ：所述

UE 接 收响应 消息；并在接 收到的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得所述码字，其 中所述码

字是 网络侧为所述 UE 分配用于广播 的码字中的临时标识 ，使用所述请求消息

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临时标识所生成的。

相应地 ，本发 明实施例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装置，如 图 6a 所示 ，包括：

生成模块 601 , 用 于若需要 更新元数据 时，生成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

元数据 索引值 。

发送模块 602 , 用于发送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获得模块 603 , 用于获得用于广播 的码字。

广播模块 604, 用 于广播获得 的所述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中包括所述元

数据 索引值 。

具体地 ，上述发送模块 602, 具体用于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

中包含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 .所

述获得模块 83 , 具体用于所述 UE 接 收响应 消息；并在接收到的所述响应 消

息中获得所述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使用所述请求消息中的所述元数

据 索引值替换 已存储 的码字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所生成的。

具体地 ，上述发送模块 602, 具体用于发送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

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

广播 的码字；所述获得模块 603 , 具体用于收响应 消息；并在接收到的所述响

应 消息中获得所述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为所述 UE 分配用于广播 的码



字 中的临时标识 ，使用所述请求消息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临时标识所生

成的。

相应地 ，本发 明实施例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设备 ，其结构组成与图 2b 相 同，

包括：

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代码 ；

信号处理器，用于按照所述存储 器中存储 的城 区代码 ，若需要 更新元数

据 时，生成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接 口，用于发送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所述信号处理器，还用于获得用于广播 的码字。

所述接 口，还用于广播获得 的所述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中包括所述元数

据 索引值 。

具体地 ，上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 更新 ；所述信

号处理器，具体用于所述 UE 接 收响应 消息；并在接收到的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

得所述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使用所述请求消息中的所述元数据 索引

值替换 已存储 的码字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所生成的。

具体地 ，上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

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

码字；所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收响应 消息；并在接 收到的所述响应 消息

中获得所述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为所述 UE 分配用于广播 的码字中的

临时标识 ，使用所述请求消息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临时标识所生成的。

相应地 ，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其具体处理流程如下

述：

步骤一：接收 UE 发送的更新的元数据和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其 中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是所述 UE 中需要 更新元数据 时，所述 UE 生

成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步骤二：使用接 收到的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步骤三：发送生成的所述码字。

其 中，接收 UE 发送的更新 的元数据和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

引值 ，一种方式可以为：接收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 更新 ；则 ，使

用接收到的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包括：确定存储 的

所述 UE 的码字；并使用接 收到的元数据 索引值替换所述存储 的码字中的元数

据 索引值 ，生成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发送生成的所述码字，包括：发

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生成的所述码字。

接收 UE 发送的更新的元数据和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一种方式可以为：接收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的

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则 ，

使用接 收到的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用于所述 UE 广播 的码字 ，包括：为所述

UE 分配用于广播 的码字 中的临时标识 ，使用所述请求消息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

和所述临时标识生成的用于所述 E 广播 的码字；发送生成的所述码字，包括：

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生成的所述码字。

相应地 ，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装置 ，其结构组成如上文 图

中 3a相 同，包括：

接收模块 ，用于接收用户终端 UE 发送的更新的元数据和所述更新的元数

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其 中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是所述 UE 中需要 更新元数据

时，所述 UE 生成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生成模块 ，用于使用接收到的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

字。

发送模块 ，用于发送生成的所述码字。

具体地 ，上述接收模块 ，具体用于接收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

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

更新 。

具体地 ，上述生成模块 ，具体用于确定存储 的所述 UE 的码字；并使用接



收到的元数据 索引值替换所述存储 的码字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所述 UE 用

于广播 的码字。

具体地 ，上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

生成的所述码字。

具体地 ，上述接收模块 ，具体用于接收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

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

取广播 的码字。

具体地 ，上述生成模块 ，具体用于为所述 UE 分配用于广播 的码字中的临

时标识 ，使用所述请求消息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临时标识生成的用于所

述 UE 广播 的码字；

具体地 ，上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

生成的所述码字。

相应地 ，本发 明实施例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设备 ，其结构组成如上文 图中

2b —致 ，包括：

接 口，用于接收用户终端 UE 发送的更新 的元数据和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

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其 中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是所述 UE 中需要 更新元数据 时，

所述 UE 生成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代码 。

信号处理器，用于按照所述存储 器中存储 的城 区代码 ，使用接 收到 的元

数据 索引值 ，生成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所述接 口，还用于发送生成的所述码字。

具体地 ，上述接 口，具体用于接收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

息中包含 更新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 更新 ；

具体地 ，上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确定存储 的所述 UE 的码字；并使用

接收到的元数据 索引值替换所述存储 的码字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具体地 ，上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生成



的所述码字。

具体地 ，上述接 口，具体用于接收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

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

播 的码字。

具体地 ，上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为所述 UE 分配用于广播 的码字 中的

临时标识 ，使用所述请求消息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临时标识生成的用于

所述 UE 广播 的码字；

具体地 ，上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生成

的所述码字。

本发 明实施例三 上述提 出的技术方案 中，在 UE 需要 向网络侧发送业务更

新的元数据 时，UE 生成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并将更新的元数

据和生成的元数据 索？)值发送给 网络侧 ，网络侧根据接收到的元数据 索引值 ，

并确定业务对应 的码字，将新生成的码字发送给 UE, 能够用于解决在业务数

据更新时，monitoring UE 无 法准确有效获得 announcing UE 提供 的更新后 的

业务数据 的问题 。

实施例 四

本发 明实施例四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如 图 7 所示，其具体处理流程

如下述：

步骤 1001 , announcing U E 需要 上传 更新接 近业务应 用 的元数据 时，

announcing UE 生成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其 中，announcing U E 生成与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 metadata index, 具体如

下述流程 ：

步骤一 , announcing U E 确定 r ose application code 中是否有 metadata

index 。如果判断结果为是 ，则执行步骤二 ，否则，如果判断结果为否，则执

行步骤 三 。

步骤 二 ，更新 已有 的 metadata index 。例如加上指定数值 ，生成与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 metadata index 。



该指定数值可以依次加 1 , 或者时其它数值 2 、 3 等。也可以是随机生成

的数值或者是设 定的数值 。

步骤 三 ，如果判断结果为否，announcing UE 生成 metadata index 。

步骤 1002, announcing UE 向为 announcing UE 提供月良务的 home prose

function A 发送接近业务应用更新的元数据和生成的 metadata index „

一种 实施方式中，announcing UE 可以通过发送第一请求消息，第一请求

消息用于元数据 更新 。第一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生成的 metadata

iridex 。

一种 实施方式中，announcing UE 可以通过发送第二请求消息，第二请求

消息用户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其 中第二请求消息中包括更新 的元数据 、生

成的 metadata index 。

其 中，可以第一请求消息和第二请求消息可以通过相 同的消息实现 ，也

可以不同的消息实现 。

具体 实施 中，在接 近 业务 中，第一请 求 消息和第二请 求 消息可 以通过

discovery request 实现 。

若第一请求消息通过 discovery request 实现时 , 即 discovery request 用于

元 数 据 更新 时 ，可 以设 置 discovery request 中 的命 令 字段 command 为

metadata—update 或为空，用于表示第一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 。

若第二请求消息通过 discovery request 实现时 , 即 discovery request 用于

请求广播 的码字 ( 钕口prose application code ) 时 , 可 以设置 discovery request

中的命令字段 command 为 announce, 用以表示第二请求消息为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 钕口prose application code )。

Discovery request 中还可 以 包含接近业务应用标识( 英文： r ose application

ID )、announcing UE 的标识 ，以及触发该接近业务应用的业务应用标识 （英

文：application ID 等。本发 明实施例三提 出的技术方案 中，广播 的码字可以

是接近业务中的 r ose application code 。

步骤 1003 , home prose function A 接收 announcing UE 发送的接近业务应



用更新的元数据和生成的 metadata index 。

一 种 实施方式中 , home prose function A 可 以通过接收 announcing UE 发

送 的第一请 求消息，第一请 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生成 的 metadata

index 。

一 种 实施方式中 , home prose function A 可以通过接收 announcing UE 发

送的第二请 求消息，第二请 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生成的 metadata

index 。

其 中，第一请求消息和第二请求消息请参见上述步骤 中的详细阐述 ，本

步骤 中不再赘述。

具体 实施 中 , home prose function A 接收 announcing UE 发送的 discovery

request discovery request 中包含更新的元数据 、生成的 metadata index 。

步骤 1004, home prose function A 存储接收到的元数据和 metadata index 。

步骤 1005 , home prose function A , 确 定接 近业务应 用对应 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

一种 实施方式中，第一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 更新 ，可以通过第一请求消

息中包含元数据 更新的指 示信 息表 明第一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 更新 ，home

prose function A 获取该 UE 上下文 中存储 的该接近业务应用对应 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为 UE 分配与存 诸的该接近业务应用对应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目同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

该种 方式 中 , home prose function A 接 收 discovery request 根据 该

discovery request 中的 command 字段值确定该请求消息是用于元数据 更新，即

若 command metadata-update 或 command 置为空代表元数据 更新指示，用 以

表示第一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 ，home prose function A 获取存储的该接近

业务应用对应的 r ose application code, 为 UE 分配与存储 的该接近业务应用

只十应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目同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

一种 实施方式中，接收 announcing UE 发送的第二请求消息，其中第二请

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 广播 的码 字 （如本发 明实施例提 出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 home prose function A 根据第二请求消息，为该业务应用分配对应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

若第二请求消息通过 discovery request 实现 , 则该种方式中 , home prose

function A 可 以根据该 discovery request 中的 command 字段值 , 确定该请求消

息用于获取广播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即若 command=announce 用于表示

第二请求消息用于获取广播的 r ose application code, home prose function A 为

该接近业务应用生成新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

步骤 1006 , home prose function A 将 rose application code 发 送给

announcing UE 。

一种 实施方式中，home prose function A 发送第一响应消息，第一响应消

息中包含接近业务应用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

一种 实施方式中，home prose function A 发送第二响应消息，第二响应消

息中包含接近业务应用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

其 中，第一响应 消息和第二响应 消息可以用相 同的消息实现 ，也可以用

不同的消息实现 。第一响应 消息与上述文 中第一请求消息对应 ，第二响应 消

息与上述文中第二请求消息对应 。

本发 明实施例提 出的技术方案 中，第一响应 消息或第二响应 消息可 以通

过 discovery response 实现。具体 实施 中 , home prose function A 发送 discovery

response, 在 discovery response 中包含接近业务应用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以及 rose application code 对应的 validity timer 。

步骤 1007 , announcing UE 获取接近业务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

一种 实施方式中，announcing UE 接收第一响应消息，在第一响应消息中

获取接近业务应用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

该种方式中，接近业务应用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是 home prose function

A 根据接收到的第一请求消息，为 U E 分配与存储的该接近业务应用对应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目同的 r ose application code 。

一种 实施方式中，在接收到的第二响应 消息中获取接近业务应用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 其 中 , prose application code 是 home prose function A 根据接

收到的第二请求消息，为接近业务应用新分配的 r ose application code 。

步骤 1008, announcing UE 广播获得 的 r ose application code 和生成的元

数据 索引值 。

其 中, announcing UE 广播 的消息中包含获得 的 r ose application code 和

生成的元数据 索引值 。

相应地 ，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其具体处理流程如下

述：

步骤 一 ：当用户终端 UE 中需要 更新元数据 时，所述 UE 生成所述更新 的

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步骤 二 ：发送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步骤 三 ：获得用于广播 的码字。

步骤 四 ：广播获得 的所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其 中，发送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一种 实施方式包括 ：

所述 UE 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 更新 ；则 ，获得用于广播 的码字 ，包括 ：

所述 UE 接收响应 消息；并在接收到的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得所述用于广播 的码

字，其 中所述码字是与 网络侧 已存储 的码字中的其 中一个相 同的码字。

发送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一种 实施方式 包括 ：所述

UE 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

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则 ，获得用于广播 的码字 ，包

括：所述 UE 接收响应 消息；并在接收到的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得所述用于广播

的码字，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为所述 UE 分配的码字。

相应地 ，本发 明实施例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装置，其结构组成与上述 图 6a

一致 ，包括：

生成模块 ，用于若需要 更新元数据 时，生成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

数据 索引值 。



发送模块 ，用于发送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获得模块 ，用于获得用于广播 的码字。

广播模块 , 用于广播获得 的所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具体地 ，上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

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 更新 ；所

述获得模块 ，具体用于接 收响应 消息；并在接 收到的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得所

述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与 网络侧 已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其 中一个相

同的码字。

具体地 ，上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

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

码字；所述获得模块 ，具体用于接 收响应 消息；并在接 收到的所述响应 消息

中获得所述用于广播 的码字，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为所述 UE 分配的码字 。

相应地 ，本发 明实施例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设备 ，其结构组成与上述 图 2b

相 同，包括：

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代码 。

信号处理器，用于若需要 更新元数据 时，生成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

元数据 索引值 。

接 口，用于发送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所述信号处理器，还用于获得用于广播 的码字。

所述接 口，还用于广播获得 的所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具体地 ，上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 更新 。

具体地 ，上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接 收响应 消息；并在接 收到的所述

响应 消息中获得所述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与 网络侧 已存储 的码

字中的其 中一个相 同的码字。

具体地 ，上述 。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

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



码字；具体地 ，上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接 收响应 消息；并在接 收到的所

述响应 消息中获得所述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为所述 UE 分

配的码字。

相应地 ，本发 明实施例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其具体处理流程如下述：

步骤一：接收用户终端 UE 发送的更新的元数据和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其 中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是所述 UE 需要 更新元数据 时，所述

UE 生成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步骤二：确定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步骤三：发送确定 出的所述码字。

其 中，接收 UE 发送的更新 的元数据和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

引值 ，一种方式包括：接收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

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 更新 ；则确定所

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包括：获取 已存储 的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发

送确定 出的所述码字 ，包括 ：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与获取 的

所述 已存储 的码字中的其 中一个相 同的码字。

接收 UE 发送的更新的元数据和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一种方式 包括：接收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 的元

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则确定

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包括：为所述 UE 分配码字；发送确定 出的所述码

字，包括 ：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分配的所述码字。

相应地 ，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装置 ，如 图 8 所示 ，包括 ：

接收模块 801 , 用于接 收用户终端 UE 发送的更新 的元数据和所述更新 的

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其 中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是所述 UE 需要 更新元数

据 时，所述 UE 生成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确定模块 802 , 用于确定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发送模块 803 , 用于发送确定 出的所述码字。

具体地 ，上述接收模块 801 , 具体用于接收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



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

数据更新；所述确定模块 802, 具体用于获取 已存储 的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

字； 所述发送模块 803 , 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与获

取 的所述 已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其 中一个相 同的码字。

具体地 ，上述接收模块 801 , 具体用于接收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

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

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所述确定模块 802 , 具体用于为所述 UE 分配码字；所述

发送模块 803 , 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分配的所述码字。

应地 ，本发 明实施例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设备 ，其结构组成与图 2b 所示相

同，包括 ：

接 口，用于接收用户终端 UE 发送的更新 的元数据和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

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其 中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是所述 UE 需要 更新元数据 时，所

述 UE 生成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代码 。

信号处理器，用于确定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所述接 口，还用于发送确定 出的所述码字。

具体地 ，上述接 口，具体用于接收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

息中包含 更新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 更新 ；

所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获取 已存储 的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所述接 口，

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与获取 的所述 已存储 的码字 中

的其 中一个相 同的码字。

具体地 ，上述接 口，具体用于接收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

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

播 的码字；所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为所述 UE 分配码字；所述接 口，具体

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分配的所述码字。

本发 明实施例四上述提 出的技术方案 中，在 UE 需要 向网络侧发送业务更

新的元数据 时，UE 生成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并将更新的元数



据和生成的元数据 索？)值发送给 网络侧 ，网络侧根据接收到的元数据 索引值 ，

并确定业务对应 的码字 ，将新生成的码字发送给 UE, UE 广播接 收到的码字

和生成的元数据 索引值 ，能够用于解决在业务数据更新 时，monitoring UE 无

法准确有效获得 announcing UE 提供 的更新后 的业务数据 的问题 。

实施例五

本发 明实施例五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如 图 9 所示，其具体处理流程

如下述：

步骤 131 , announcing UE 需要 上传 更新接 近 业务应 用 的元数据 时 ，

announcing UE 生成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其 中，announcing U E 生成与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 metadata index, 具体如

下述流程 ：

步骤 一 , announcing U E 确定 r ose application code 中是否有 metadata

index 。如果判断结果为是 ，则执行步骤二 ，否则，如果判断结果为否，则执

行步骤三 。

步骤二 ，更新 已有 的 metadata index 。例如加上指定数值 ，生成与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 metadata index 。

该指定数值可以依次加 1 , 或者时其它数值 2、 3 等。也可以是随机生成

的数值或者是设 定的数值 。

步骤三 ，如果判断结果为否，announcing UE 生成 metadata index 。

步骤 132, announcing UE 向为 announcing UE 提供月良务的 home prose

function A 发送接近业务应用更新的元数据 。

一种 实施方式中，announcing UE 可以通过发送第一请求消息，第一请求

消息用于元数据 更新 。第一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 的元数据 。

一种 实施方式中，announcing UE 可以通过发送第二请求消息，第二请求

消息用户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其 中第二请求消息中包括更新 的元数据 。

其 中，可以第一请求消息和第二请求消息可以通过相 同的消息实现 ，也

可以不同的消息实现 。



具体 实施 中，在接近业务 中，第一请 求消息和第二请求消息可以通过

discovery request 实现。

若第一请求消息通过 discovery request 实现时 , 即 discovery request 用于

元数 据 更新 时 ，可 以设 置 discovery request 中的命令 字段 command 为

metadata-update 或为空，用于表示第一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

若第二请求消息通过 discovery request 实现时 , 即 discovery request 用于

请求广播的码字 ( 钕口prose application code ) 时 , 可 以设置 discovery request

中的命令字段 command 为 announce, 用以表示第二请求消息为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 钕口prose application code )。

Discovery request 中还可 以 包含接近业务应用标识( 英文：rose application

ID )、announcing UE 的标识，以及触发该接近业务应用的业务应用标识 （英

文：application ID 等。本发明实施例三提 出的技术方案 中，广播的码字可以

是接近业务中的 r ose application code 。

本实施例不限制步骤 131 中 announcing UE 生成元数据索引值和步骤 132

中发送元数据的顺序。Announcing UE 可 以在成功发送元数据至 home prose

function A 后 ，再生成元数据索引值。

步骤 133 , home prose function A 接 announcing UE 发送的接近业务更新

的元数据 。

一 种 实施方式中 , home prose function A 可 以通过接收 announcing UE 发

送的第一请求消息，第一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生成的 metadata

iridex 。

一 种 实施方式中 , home prose function A 可 以通过接收 announcing UE 发

送的第二请求消息，第二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生成的 metadata

iridex 。

其中，第一请求消息和第二请求消息请参见上述步骤 中的详细阐述 ，本

步骤 中不再赘述。

具体 实施 中 , home prose function A 接收 announcing UE 发送的 discovery



request „ discovery request 中包含更新的元数据。

步骤 134 , home prose function A 存储接收到的元数据。

步骤 135 , home prose function A 确定接近业务应用对应的 rose application

cods 。

一种 实施方式中，第一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 ，可通过第一请求消息

中包含元数据更新的指示信息表明第一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home prose

function A 获取该 U E 上下文中存储的该接近业务应用对应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为 U E 分配与获取的存储的该接近业务应用对应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目同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

该种 方式 中 , home prose function A 接 收 discovery request 根据该

discovery request 中的 command 字段值确定该请求消息是用于元数据更新，即

若 command metadata-update 或 command 置为空代表元数据更新指示 , 用 以

表示第一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home prose function A 获取存储的该接近

业务应用对应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为 UE 分配与存储的该接近业务应用

一种 实施方式中，接收 announcing UE 发送的第二请求消息，其中第二请

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的码字 （如本发明实施例一提 出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 home prose function A 根据第二请求消息，为该业务应用分配对应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

若第二请求消息通过 discovery request 实现 , 则该种方式中 , home prose

function A 可 以 根据该 discovery request 中的 command 字段值 , 确定该请求消

息用于获取广播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即若 command=announce 用于表示

第二请求消息用于获取广播的 r ose application code, home prose function A 为

announcing UE 该々接近业务应用分西己新 令 rose application code„

步骤 136 , home prose function A 将 rose application code 发 送给

announcing UE 。

一种 实施方式中，home prose function A 发送第一响应消息，第一响应消



息中包含接近业务应用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

一种 实施方式中，home prose function A 发送第二响应消息，第二响应消

息中包含接近业务应用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

其中，第一响应消息和第二响应消息可以用相 同的消息实现 ，也可以用

不同的消息实现。第一响应消息与上述文中第一请求消息对应 ，第二响应消

息与上述文中第二请求消息对应。

本发 明实施例提 出的技术方案 中，第一响应消息或第二响应消息可以通

过 discovery response 实现。具体 实施 中 , home prose function A 发送 discovery

response, 在 discovery response 中包含接近业务应用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以及 rose application code 对应的 validity timer 。

步骤 137 , announcing UE 获取接近业务应用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一种 实施方式中，announcing UE 接收第一响应消息，在第一响应消息中

获取接近业务应用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

该种方式中，接近业务应用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是 home prose function

A 根据接收到的第一请求消息，将与 已存储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相 同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发送给 announcing UE 。

一种 实施方式中，announcing UE 接收第二响应消息，在接收到的第二响

应消息中获取接近业务应用的 r ose application code, 其中 , prose application

code 是 home prose function A 为接近业务应用新分西己令 rose application code 。

步骤 138, announcing UE 广播获得的 r ose application code 和 announcing

UE 生成的元数据索引值 。

其中 , announcing UE 广播的消息中包含获得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和

announcing UE 生成的元数据索引值。

相应地 ，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其具体处理流程如下

述：

步骤一：当用户终端 UE 中需要更新元数据时，所述 UE 发送更新的元数

据；所述 UE 生成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的元数据索引值。



步骤二：获得用于广播的码字。

步骤三：广播获得的所述码字及生成的元数据索引值。

相应地，本发明实施例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装置，如图 10 所示，包括：

发送模块 11 , 用于若需要更新元数据时，发送更新的元数据；

获得模块 13 , 用于获得用于广播的码字；

广播模块 14 , 用于广播获得的所述码字及生成的元数据索引值 。

相应地，本发明实施例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设备 ，其结构组成如图 2b —致，

包括：

接 口，用于若需要更新元数据时，发送更新的元数据。

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代码。

信号处理器，用于按照所述存储器中存储的程序代码 ，生成所述更新的

元数据对应的元数据索引值；用于获得用于广播的码字。

所述接 口，还用于广播获得的所述码字及生成的元数据索引值 。

本发明实施例五上述提 出的技术方案 中，在 UE 需要向网络侧发送业务更

新的元数据时，UE 生成更新的元数据对应的元数据索引值 ，并将更新的元数

据发送给 网络侧 ，网络侧确定业务对应的码字，将码字发送给 UE, UE 广播

接 收到的码字和生成的元数据 索引值 ，能够用于解决在业务数据 更新 时，

monitoring UE 无法准确有效获得 announcing U E 提供的更新后的业务数据的

问题。

实施例六

本发明实施例六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方法， 如图 11 所示，其具体处理流

程如下述：

步骤 161 , monitoring UE 监听获得 announcing UE 广播 令 rose application

cods 。

步骤 162, monitoring U E 判断是否已经存储监听到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和 prose application ID 的映射关系，如果判断结果为是 ,执行步骤 163 或 162' ,



反之 ，执行步骤 164 。

其中，prose application ID 对应于接近业务应用，可用于标识接近业务应

用信息。

其中，如果判断结果为是，则表示 monitoring UE 通过监听获得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是 已发现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

步骤 162' , monitoring U E 确定期望接收业务应用标识对应的元数据。

其中，步骤 162' 是可选的步骤。附图中仅给 出一种较佳地实现方式。

步骤 163 , 判断监听到的 matadata index 和存储的 matadata index 是否相

同，如果判断结果为否，执行步骤 164 , 反之 ，结束处理。

步骤 164, monitoring U E 发送 匹配才艮告消息到 monitoring UE 的 home

prose function B , 匹 配 才艮告 中包含监听到的 rose application code 。

其中，可选的， 匹 配 艮告 中还 包含与 prose application code 一 同监听到的

元数据索引值。

application code 由其他 home prose function A 分 西己, 则 向 分 西己该 rose

application code 的 home prose function A 发送 匹 配 才艮告消息。

步骤 166 , home prose function A 接收 匹配才艮告消息，并确定与 prose

application code 对应 々 r ose application ID, 并确定 rose application ID 对应

的元数据 。

进一步的，若接收的匹配报告 中包含元数据索引值 ，则该步骤 中 home

prose function A 根据元数据索？|值确定 prose application ID 对应的接近业务应

用的元数据。

步骤 167 , home prose function A 返回匹配才艮告应答消息给 home prose

function B 。

匹配报告应答消息中包含步骤 166 中确定的 prose application ID, 确定的

元数据。

步骤 168, home prose function B 接收匹配应答消息后 ，向 monitoring UE



返回匹配报告应答消息。

其中，匹配应答消息中包含从步骤 167 接收的匹配报告应答消息中所接

收的 rose application ID 及元数据。

步骤 169 , monitoring UE 接收到 home prose function B 发送的匹配才艮告

应答消息，在 匹配报告应答消息中获得元数据。

步骤 170 , monitoring UE 保存监听到的 metadata index 。

本发明实施例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其具体处理流程 图下述：

步骤一：UE 监听获得码字和元数据索引值。

步骤二：UE 在确定监听到的码字是 已发现的码字时，判断监听到的元数

据索引值和存储的元数据索引值是否相 同。

步骤三：若所述监听到的所述元数据索引值和所述存储的元数据索引值

不同时，所述 UE 发送匹配报告消息，其中所述匹配报告消息中包括元数据索

引值。

步骤四：所述 UE 接收匹配报告应答消息，在所述 匹配报告应答消息中获

得所述应用标识对应的元数据。

可选地，上述方法还 包括：所述 UE 存储监听到的所述元数据索引值。

相应地，本发明实施例还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装置，如图 12 所示，包括：

获得模块 121 , 用于监听获得码字和元数据索引值。

判断模块 122 , 用于在确定监听到的码字是 已发现的码字时，判断监听到

的元数据索引值和存储的元数据索引值是否相 同。

发送模块 123 , 用于若所述监听到的所述元数据索引值和所述存储的元数

据索引值不同时，所述 UE 发送 匹配报告消息，其中所述匹配报告消息中包括

元数据索引值。

接收模块 124 , 接收匹配报告应答消息。

所述获得模块 121 , 用于在所述匹配报告应答消息中获得所述元数据索引

值对应的元数据。

可选地，还可以包括：



存储模块，用于存储监听到的所述元数据索引值 。

相应地 ，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设备 ，其结构组成如图 2b —

致，包括：

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代码。

信号处理器，用于用于按照所述存储器中存储的程序代码 。监听获得码

字和元数据索引值 ，在确定监听到的码字是 已发现的码字时，判断监听到的

元数据索引值和存储的元数据索引值是否相 同。

接 口，用于若所述监听到的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存储的元数据 索引

值不同时，所述 UE 发送 匹配报告消息，其中所述 匹配报告消息中包括元数据

索引值；接收匹配报告应答消息。

所述信号处理器，还用于在所述 匹配报告应答消息中获得所述元数据索

引值对应的元数据。

可选地，所述存储器，还用于存储监听到的所述元数据索引值 。

实施例七

本发明实施例七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如图 13 所示，其处理流程具体

如下述：

步骤 171 , monitoring UE 监听获得 announcing UE 广播 令 rose application

cods 。

步骤 172, monitoring U E 判断是否已经存储监听到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和 prose application ID 的映射关系，如果判断结果为否，执行步骤 173 , 反之 ，

结束处理。

步骤 173 , monitoring UE 在确定出未存储监听到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对应的业务应用标识时 , UE 发送 匹配 艮告消息。

其中，匹 配 才艮告消息中包含监听到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

步骤 174 , home prose function B 接收 匹配才艮告消息，通过分析 r ose

application code , 获冼口prose application code 由其他 home prose function A 分西己,

则向分配该 rose application code 的 home prose function A 发送 匹配才艮告。



步骤 175 , home prose function A 分析 rose application code, 确定与 rose

application code 对应 々 r ose application ID, 并确定 rose application ID 对应

的元数据 。

步骤 176 , home prose functionA 返回匹配才艮告应答消息给 home prose

function B 。

匹配报告应答消息中包含确定的 prose application ID 及确定的元数据 。

步骤 177 , home prose function B 接收匹配才艮告应答消息后 ，向 monitoring

UE 返 回 匹配 艮告应答消息。

其中，匹配应答消息中包含从步骤 176 中所接收的 prose application ID,

及元数据 。

步骤 178, monitoring UE 接收到 home prose function B 发送的匹配才艮告应

答消息，在 匹配报告应答消息中获得元数据。

步骤 179, Monitoring U E 判断上下文信息中所保存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的除元数据索引值之外的其他部分是否与监听到的 prose application code

除元数据索引值之外的其他部分相 同。如果判断结果为是，执行步骤 180, 反

之结束处理。

步骤 180, 删除所保存的该 rose application code, 该 r ose application code

对应存储的业务应用标识。

本发明实施例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包括：

步骤一：U E 监听获得接近业务的第一码字。

步骤二：判断是否存储有第二码字，其 中第二码字的除元数据索引值之

外的其他部分与所述第一码字的除元数据索引值之外的其他部分相 同。

步骤 三 ：如果判断结果为是 ，删除所述第二码字，与所述第二码字对应

存储的业务应用标识。

相应地，本发明实施例还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装置，如 图 14 所示，包括：

获得模块 141 , 用于监听获得接近业务的第一码字。

判断模块 142 , 用于判断是否存储有第二码字，其中第二码字的除元数据



索引值之外的其他部分与所述第一码字的除元数据 索引值之外的其他部分相

同。

执行模块 143 , 用于如果判断结果为是 ，删除所述第二码字，与所述第二

码字对应存储 的业务应用标识 。

相应地 ，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 出一种数据处理设备 ，其结构示意如 图 2b 所

示，包括 ：

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代码 。

信号处理器，用于获得所述存储 器中存储 的程序代码 ，并按照所述程序

代码监听获得接近业务的第一码字；用于判断是否存储有第二码字 ，其 中第

二码字的除元数据 索引值之外的其他部分与所述第一码字的除元数据 索引值

之外的其他部分相 同；如果判断结果为是 ，删除所述第二码字 ，与所述第二

码字对应存储 的业务应用标识 。

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应 明白，本发 明的实施例可提供为方法、装置（设备 )、

或计算机程序产品。因此 ，本发 明可釆用完全硬件 实施例 、完全软件 实施例 、

或结合软件和硬件方面的实施例的形式。而且 ，本发 明可釆用在一个或多个

其 中包含有计算机可用程序代码 的计算机可用存储介质 ( 包括但 不限于磁盘

存储器、只读光盘 、光学存储 器等 ）上 实施 的计算机程序产品的形式。

本发 明是参照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方法 、装置 （设备 ）和计算机程序产

品的流程 图和/或方框 图来描述的。应理解可 由计算机程序指令 实现流程 图和/

或方框 图中的每一流程和/或方框 、流程 图和/或方框 图中的流程和/或方框 的结

合 。可提供这些计算机程序指令到通用计算机 、专用计算机 、嵌入 式处理机

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 的处理器以产生一个机 器，使得通过计算机或其

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 的处理器执行 的指令产生用于实现在流程 图一个流程

或多个流程和/或方框 图一个方框或多个方框 中指定的功能的装置。

这些计算机程序指令也可存储在 能引导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

备 以特定方式工作 的计算机可读存储 器 中，使得存储在该计算机可读存储 器

中的指令产生 包括指令装置的制造 品，该指令装置 实现在流程 图一个流程或



多个流程和/或方框 图一个方框或多个方框 中指定的功能。

这些计算机程序指令也可装载到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 上 ，

使得在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设备上执行一 系列操作 步骤 以产生计算机 实现 的

处理 ，从 而在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设备 上执行 的指令提供用于实现在流程 图

一个流程或多个流程和/或方框 图一个方框或多个方框 中指定的功能的步骤 。

尽管 已描述 了本发 明的优选 实施例 ，但本领域 内的技术人 员一旦得知 了

基本创造性概念 ，则可对这些 实施例作 出另外的变更和修 改。所以，所附权

利要求意欲解释为 包括优选 实施例落入本发 明范围的所有 变更和修改。

发 明的精神和范围。这样 ，倘若本发 明的这些修 改和变型属于本发 明权利要

求及其等 同技术的范围之 内，则本发 明也意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型在 内。



权 利 要 求

1、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用户终端 UE 发送更新的元数据 ；并

获取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所述 UE 广播获取 的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UE 广播获取 的所述

元数据 索引值之前 ，还 包括：

获取用于广播 的码字；

所述 UE 广播获取 的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包括：

所述 UE 广播获取 的所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3、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UE 发送更新的元数据 ，包

括：

UE 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

息用于元数据更新；

获取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码字 ，包括 ：

所述 UE 接收响应 消息；并

在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取所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其 中，所述码字

是与 网络侧 已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其 中一个相 同的码字 ，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是 网络侧生成的与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4、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UE 发送所述 UE 中业务应

用的更新 的元数据 ，包括：

UE 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的元数据 ，所述请

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获取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码字 ，包括 ：

所述 UE 接收响应 消息；并

在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取所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其 中，所述码 字



是 网络侧为所述 UE 分配的码字，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是 网

5、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收用户终端 UE 发送的更新 的元数据 ；并

生成与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将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发送给所述 UE 。

6、如权利要求 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将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发送

给所述 UE 之前 ，还 包括：

确定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将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发送给所述 UE, 包括：

将所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发送给所述 UE 。

7、如权利要求 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接收 UE 发送的更新的元数

据 ，包括 ：

接收所述 UE 发送的用于元数据更新 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

含所述更新的元数据 ；

确定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包括 ：

获取 已存储 的码字；

将所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发送给所述 UE, 包括：

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与所述 已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其 中一个

相 同的码字和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8、如权利要求 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接收 UE 发送的更新的元数

据 ，包括 ：

接收所述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的元数

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确定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包括 ：

为所述 UE 分配码字；

将所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发送给所述 UE, 包括：



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分配的所述码字和所述更新 的元数

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9、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用户终端 UE 发送更新的元数据 ；并

数据 索引值 ；并

广播获得 的所述码字。

10、如权利要求 9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UE 发送更新的元数据 ，包

括：

UE 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

息用于元数据更新；

获取用于广播 的码字，包括：

所述 UE 接收响应 消息；并

在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取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根据接

收到的更新 的元数据生成元数据 索引值 ，并使用所述生成的所述元数据 索弓I

值替换 已存储 的码字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所生成的。

11、如权利要求 9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UE 发送所述更新的元数据 ，

包括：

UE 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的元数据 ，所述请

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获取所述用于广播 的码字，包括：

所述 UE 接收响应 消息；并

在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取所述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根

据接收到的所述更新的元数据生成的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为所述 UE 分配用

于广播 的码字 中的临时标识 ，使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临时标识所生成

的。

12、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收用户终端 UE 发送的更新 的元数据 ；

生成与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并

使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用于所述 UE 广播 的码字；

发送生成的所述码字。

13、如权利要求 1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接收 UE 发送的更新 的元

数据 ，包括：

接收所述 UE 发送的用于元数据更新 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

含所述更新的元数据 ；

使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用于所述 UE 广播 的码字，包括：

获取 已存储 的所述 UE 的用于广播 的码字；并

使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替换获取 的所述码字 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所

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发送生成的所述码字，包括：

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括生成的所述码字。

14、如权利要求 1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接收 UE 发送的更新 的元

数据 ，包括：

接收所述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的元数

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使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用于所述 UE 广播 的码字，包括：

为 UE 分配用于广播 的码字中的临时标识 ，使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

临时标识生成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发送生成的所述码字，包括：

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括生成的所述码字。

15、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当用户终端 UE 需要 更新元数据 时，所述 UE 生成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并

发送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获得用于广播 的码字；并

广播获得 的所述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 中包括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16、如权利要求 1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发送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和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包括：

所述 UE 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

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 更新；

获得用于广播 的码字，包括：

所述 UE 接收响应 消息；并

在接 收到的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得所述码 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使用

所述请求消息中的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替换 已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所

生成的。

17、如权利要求 1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发送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和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包括：

所述 UE 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

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获得用于广播 的码字，包括：

所述 UE 接收响应 消息；并

在接 收到的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得所述码 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为所

述 UE 分配用于广播 的码字中的临时标识 ，使用所述请求消息中的元数据 索引

值和所述临时标识所生成的。

18、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收用户终端 UE 发送的更新 的元数据和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

据 索引值 ，其 中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是所述 UE 中需要 更新元数据 时，所述 UE

生成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使用接收到的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并

发送生成的所述码字。

19、如权利要求 18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接收 UE 发送的更新 的元



数据和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包括：

接收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的元数据 、所述

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

使用接收到的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包括：

确定存储 的所述 UE 的码字；并

使用接 收到的元数据 索引值替换所述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 ，生

成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发送生成的所述码字，包括：

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生成的所述码字。

20、如权利要求 18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接收 UE 发送的更新 的元

数据和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包括：

接收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的元数据 、所述

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使用接收到的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用于所述 UE 广播 的码字 ，包括：

为所述 UE 分配用于广播 的码字中的临时标识 ，使用所述请求消息中的元

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临时标识生成的用于所述 UE 广播 的码字；

发送生成的所述码字，包括：

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生成的所述码字。

2 1、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当用户终端 UE 中需要 更新元数据 时，所述 UE 发送更新的元数据 ；

所述 UE 生成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获得用于广播 的码字；并

广播获得 的所述码字及生成的元数据 索引值 。

22、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当用户终端 UE 中需要 更新元数据 时，所述 UE 生成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

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并

发送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获得用于广播 的码字；并

广播获得 的所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23、如权利要求 2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发送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和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包括：

所述 UE 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

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 更新；

获得用于广播 的码字，包括：

所述 UE 接收响应 消息；并

在接 收到的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得所述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其 中所述码 字是

与 网络侧 已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其 中一个相 同的码字。

24、如权利要求 2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发送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和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包括：

所述 UE 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

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获得用于广播 的码字，包括：

所述 UE 接收响应 消息；并

在接 收到的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得所述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其 中所述码 字是

网络侧为所述 UE 分配的码字。

25、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收用户终端 UE 发送的更新 的元数据和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

据 索引值 ，其 中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是所述 UE 需要 更新元数据 时，所述 UE 生

成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确定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并

发送确定 出的所述码字。

26、如权利要求 2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接收 UE 发送的更新 的元

数据和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包括：

接收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的元数据 、所述



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

确定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包括 ：

获取 已存储 的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发送确定 出的所述码字 ，包括 ：

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与获取 的所述 已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其

中一个相 同的码字。

27、如权利要求 2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接收 UE 发送的更新 的元

数据和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包括：

接收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的元数据 、所述

元数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确定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包括 ：

为所述 UE 分配码字；

发送确定 出的所述码字 ，包括 ：

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分配的所述码字。

28、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UE 监听获得码字和元数据 索引值 ；

UE 在确定监听到的码字是 已发现的码字时，判断监听到的元数据 索引值

和存储 的元数据 索引值是否相 同；

若所述监听到的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存储 的元数据 索引值 不 同时，

所述 UE 发送 匹配 艮告消息，其 中所述 匹配 艮告 消息中包括元数据 索引值 ；

所述 UE 接收 匹配报告应答消息；并

在所述 匹配报告应答消息中获得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对应 的元数据 。

29、如权利要求 28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所述 UE 存储监听到的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30、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用户终端 UE 监听获得接近业务的第一码字；

判断是否存储有第二码字 ，其 中第二码 字的除元数据 索引值之外的其他



部分与所述第一码字的除元数据 索引值之外的其他部分相 同；

如果判断结果为是 ，删除所述第二码字 ，与所述第二码字对应存储 的业

务应用标识 。

3 1、一种数据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包括：

发送模块 ，用于发送更新的元数据 ；

获取模块 ，用于获取所述发送模块传输 的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

引值 ；

广播模块 ，用于广播所述获取模块传输 的获取 的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32、如权利要 求 3 1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获取模块 ，还用于

获取用于广播 的码字；

所述广播模块 ，具体用于广播获取 的所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33、如权利要求 32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

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

元数据更新；

所述获取模块 ，具体用于接 收响应 消息；并在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取 所述

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其 中，所述码字是与 网络侧 已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其

中一个相 同的码字 ，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是 网络侧生成的

与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34、如权利要求 32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

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

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所述获取模块 ，具体用于接 收响应 消息；并在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取 所述

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为所述 UE 分配的码字，

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是 网络侧生成的与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

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35、一种数据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收模块 ，用于接收用户终端 UE 发送的更新的元数据 ；



生成模块 ，用于获得所述接 收模块传输 的元数据 ，生成与所述更新 的元

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发送模块 ，用于获得所述生成模块传输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将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发送给所述 UE 。

36、如权利要求 35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生成模块 ，还用于确

定确定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所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将所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发送给所述 UE 。

37、如权利要求 36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模块 ，具体用于

接收所述 UE 发送的用于元数据更新 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

述更新的元数据 ；

所述生成模块 ，具体用于获取 已存储 的码字；

所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与所述 已

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其 中一个相 同的码字和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

值 。

38、如权利要求 36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模块 ，具体用于

接收所述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的元数据 ，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所述生成模块 ，具体用于为所述 UE 分配码字；

所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分配的所

述码字和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39、一种数据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包括：

发送模块 ，用于发送更新的元数据 ；

获取模块 ，用于获取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 中包含所述更新 的

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广播模块 ，用于广播获得 的所述码字。

40、如权利要求 39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

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



元数据更新；

所述获取模块 ，具体用于接 收响应 消息；并在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取用于

广播 的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根据接 收到的更新 的元数据生成元数据

索引值 ，并使用所述生成的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替换 已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所生成的。

4 1、如权利要求 39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发

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

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所述获取模块 ，具体用于所述 UE 接收响应 消息；并在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

取所述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根据接 收到的所述更新 的元

数据生成的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为所述 UE 分配用于广播 的码字中的临时标

识 ，使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临时标识所生成的。

42、一种数据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收模块 ，用于接收用户终端 UE 发送的更新的元数据 ；

生成模块 ，用于生成与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并使用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用于所述 UE 广播 的码字；

发送模块 ，用于发送生成的所述码字。

43、如权利要求 42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模块 ，具体用于

接收所述 UE 发送的用于元数据更新 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

述更新的元数据 ；

所述生成模块 ，具体用于获取 已存储 的所述 UE 的用于广播 的码字；并使

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替换获取 的所述码字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所述 UE 用

于广播 的码字；

所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括生成 的所

述码字。

44、如权利要求 42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模块 ，具体用于

接收所述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的元数据 ，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所述生成模块 ，具体用于为 UE 分配用于广播 的码字中的临时标识 ，使用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临时标识生成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所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括生成 的所

述码字。

45、一种数据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包括：

生成模块 ，用于若需要 更新元数据 时，生成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

数据 索引值 ；

发送模块 ，用于发送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获得模块 ，用于获得用于广播 的码字；

广播模块 ，用于广播获得 的所述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中包括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46、如权利要求 45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

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 ；

所述获得模块 ，具体用于所述 UE 接收响应 消息；并在接收到的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得所述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使用所述请求消息中的所述元

数据 索引值替换 已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所生成的。

47、如权利要求 45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

发送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

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所述获得模块 ，具体用于收响应 消息；并在接 收到的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

得所述码字 ,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为所述 UE 分配用于广播 的码字 中的临时

标识 ，使用所述请求消息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临时标识所生成的。

48、一种数据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收模块 ，用于接收用户终端 UE 发送的更新的元数据和所述更新的元数

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其 中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是所述 UE 中需要 更新元数据



时，所述 UE 生成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生成模块 ，用于使用接收到的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

字；

发送模块 ，用于发送生成的所述码字。

49、如权利要求 48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模块 ，具体用于

接收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

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 更新；

所述生成模块 ，具体用于确定存储 的所述 UE 的码字；并使用接 收到的元

数据 索引值替换所述存储 的码字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

码字；

所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生成 的所

述码字。

50、如权利要求 48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模块 ，具体用于

接收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

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所述生成模块 ，具体用于为所述 UE 分配用于广播 的码字中的临时标识 ，

使用所述请求消息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临时标识生成的用于所述 UE 广

播 的码字；

所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生成 的所

述码字。

5 1、一种数据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包括：

发送模块 ，用于若需要 更新元数据 时，发送更新 的元数据 ；

生成模块 ，用于生成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获得模块 ，用于获得用于广播 的码字；

广播模块 ，用于广播获得 的所述码字及生成的元数据 索引值 。

52、一种数据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包括：

生成模块 ，用于若需要 更新元数据 时，生成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



数据 索引值 ；

发送模块 ，用于发送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获得模块 ，用于获得用于广播 的码字；

广播模块 , 用于广播获得 的所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53、如权利要求 52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

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 ；

所述获得模块 ，具体用于接 收响应 消息；并在接 收到的所述响应 消息中

获得所述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其 中所述码 字是与 网络侧 已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其 中

一个相 同的码字。

54、如权利要求 52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

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所述获得模块 ，具体用于接 收响应 消息；并在接 收到的所述响应 消息中

获得所述用于广播 的码字，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为所述 UE 分配的码字。

55、一种数据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收模块 ，用于接收用户终端 UE 发送的更新的元数据和所述更新的元数

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其 中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是所述 UE 需要 更新元数据 时 ,

所述 UE 生成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确定模块 ，用于确定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发送模块 ，用于发送确定 出的所述码字。

56、如权利要求 55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模块 ，具体用于

接收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

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 更新；

所述确定模块 ，具体用于获取 已存储 的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所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与获取 的

所述 已存储 的码字中的其 中一个相 同的码字。



57、如权利要求 55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模块 ，具体用于

接收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

据 索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所述确定模块 ，具体用于为所述 UE 分配码字；

所述发送模块 ，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分配的所

述码字。

58、一种数据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包括：

获得模块 ，用于监听获得码字和元数据 索引值 ；

判断模块 ，用于在确定监听到的码字是 已发现 的码字时，判断监听到的

元数据 索引值和存储 的元数据 索引值是否相 同；

发送模块 ，用于若所述监听到的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存储 的元数据

索引值不 同时，所述 UE 发送 匹配 艮告 消息，其 中所述 匹配 艮告消息中包括元

数据 索引值 ；

接收模块 ，接收 匹配报告应答 消息；

所述获得模块 ，还用于在所述 匹配报告应答 消息中获得所述元数据 索引

值对应 的元数据 。

59、如权利要求 58 所述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存储模块 ，用于存储监听到的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60、一种数据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包括：

获得模块 ，用于监听获得接近业务的第一码字；

判断模块 ，用于判断是否存储有第二码 字 ，其 中第二码字的除元数据 索

引值之外的其他部分与所述第一码字的除元数据 索引值之外的其他部分相 同;

执行模块 ，用于如果判断结果为是 ，删 除所述第二码字 ，与所述第二码

字对应存储 的业务应用标识 。

6 1、一种数据处理设备 ，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 口，用于发送更新的元数据 ；

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代码 ；



信号处理器，用于按照所述存储 器中存储 的程序代码 ，获取所述接 口传

输的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所述接 口，还用于广播所述信号处理器传输的获取 的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62、如权利要求 6 1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信号处理器，还用于

获取用于广播 的码字；

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广播获取 的所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63、如权利要求 62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

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

据更新；

所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接 收响应 消息；并在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取所

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其 中，所述码字是与 网络侧 已存储 的码字 中的

其 中一个相 同的码字 ，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是 网络侧生成

的与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64、如权利要求 62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

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

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所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接 收响应 消息；并在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取所

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为所述 UE 分配的码字 ，

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是 网络侧生成的与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

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65、一种数据处理设备 ，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 口，用于接收用户终端 UE 发送的更新的元数据 ；

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代码 ；

信号处理器，用于根据所述存储 器中存储 的程序代码 ，获得所述接 口传

输的元数据 ，生成与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所述接 口，还用于获得所述信号处理器传输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将所述元

数据 索引值发送给所述 UE 。



66、如权利要求 65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信号处理器，还用于

确定确定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将所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发送给所述 UE 。

67、如权利要求 66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接收

所述 UE 发送的用于元数据更新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

新的元数据 ；

所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获取 已存储 的码字；

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与所述 已存储

的码字中的其 中一个相 同的码字和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68、如权利要求 66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接收

所述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

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所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为所述 UE 分配码字；

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分配的所述码

字和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69、一种数据处理设备 ，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 口，用于发送更新的元数据 ；

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指令 ；

信号处理器，用于按照所述存储 器中存储 的程序指令 ，获取用于广播 的

所述接 口，还用于广播获得 的所述码字。

70、如权利要求 69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

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

据更新；

所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接 收响应 消息；并在所述响应 消息中获取用

于广播 的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根据接 收到的更新 的元数据生成元数

据 索引值 ，并使用所述生成的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替换 已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元数



据 索引值所生成的。

7 1、如权利要求 69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

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

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所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所述 UE 接 收响应 消息；并在所述响应 消息中

获取所述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其 中所述码 字是 网络侧根据接 收到的所述更新 的

元数据生成的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为所述 UE 分配用于广播 的码字 中的临时

标识 ，使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临时标识所生成的。

72、一种数据处理设备 ，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 口，用于接收用户终端 UE 发送的更新的元数据 ；

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指令 ；

信号处理器，用于按照所述存储 器中存储 的程序指令 ，生成与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并使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用于所述 UE

广播 的码字；

所述接 口，还用于发送生成的所述码字。

73、如权利要求 72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接收

所述 UE 发送的用于元数据更新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

新的元数据 ；

所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获取 已存储 的所述 UE 的用于广播 的码字；并

使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替换获取 的所述码字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括生成的所述码

字。

74、如权利要求 72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接收

所述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

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所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为 UE 分配用于广播 的码字 中的临时标识 ，使



用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临时标识生成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括生成的所述码

字。

75、一种数据处理设备 ，其特征在于，包括：

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代码 ；

信号处理器，用于按照所述存储 器中存储 的城 区代码 ，若需要 更新元数

据 时，生成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接 口，用于发送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所述信号处理器，还用于获得用于广播 的码字；

所述接 口，还用于广播获得 的所述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中包括所述元数

据 索引值 。

76、如权利要求 75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

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

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 更新；

所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所述 UE 接 收响应 消息；并在接 收到的所述响

应 消息中获得所述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使用所述请求消息中的所述

元数据 索引值替换 已存储 的码字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所生成的。

77、如权利要求 75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

发送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所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收响应 消息；并在接 收到的所述响应 消息中

获得所述码字，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为所述 UE 分配用于广播 的码字中的临

时标识 ，使用所述请求消息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临时标识所生成的。

78、一种数据处理设备 ，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 口，用于接收用户终端 UE 发送的更新 的元数据和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

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其 中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是所述 UE 中需要 更新元数据 时，

所述 UE 生成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代码 ；

信号处理器，用于按照所述存储 器中存储 的城 区代码 ，使用接 收到 的元

数据 索引值 ，生成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所述接 口，还用于发送生成的所述码字。

79、如权利要求 78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接收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

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 ；

所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确定存储 的所述 UE 的码字；并使用接收到的

元数据 索引值替换所述存储 的码字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 ，生成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生成的所述码

字。

80、如权利要 78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接 收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

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所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为所述 UE 分配用于广播 的码字中的临时标识 ,

使用所述请求消息中的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临时标识生成的用于所述 UE 广

播 的码字；

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生成的所述码

字。

8 1、一种数据处理设备 ，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 口，用于若需要 更新元数据 时，发送更新的元数据 ；

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代码 ；

信号处理器，用于按照所述存储 器中存储 的程序代码 ，生成所述更新 的

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用于获得用于广播 的码字；

所述接 口，还用于广播获得 的所述码字及生成的元数据 索引值 。

82、一种数据处理设备 ，其特征在于，包括：



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代码 ；

信号处理器，用于按照所述存储 器中存储 的程序代码 ，若需要 更新元数

据 时，生成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接 口，用于发送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所述信号处理器，还用于获得用于广播 的码字；

所述接 口，还用于广播获得 的所述码字和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83、如权利要求 82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

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

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 更新；

所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接 收响应 消息；并在接 收到的所述响应 消息

中获得所述用于广播 的码字 ，其 中所述码字是与 网络侧 已存储 的码字 中的其

中一个相 同的码字。

84、如权利要求 82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

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 更新 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所

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所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接 收响应 消息；并在接 收到的所述响应 消息

中获得所述用于广播 的码字，其 中所述码字是 网络侧为所述 UE 分配的码字 。

85、一种数据处理设备 ，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 口，用于接收用户终端 UE 发送的更新 的元数据和所述更新的元数据对

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其 中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是所述 UE 需要 更新元数据 时，所

述 UE 生成所述更新 的元数据对应 的元数据 索引值 ；

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代码 ；

信号处理器，用于按照所述存储器中存储 的程序代码 ，确定所述 UE 用于

广播 的码字；

所述接 口，还用于发送确定 出的所述码字。

86、如权利要求 85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接收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



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元数据更新 ；

所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获取 已存储 的所述 UE 用于广播 的码字；

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与获取 的所述

已存储 的码字中的其 中一个相 同的码字。

87、如权利要求 85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接收

UE 发送的请求消息，其 中所述请求消息中包含更新的元数据 、所述元数据 索

引值 ，所述请求消息用于请求获取广播 的码字；

所述信号处理器，具体用于为所述 UE 分配码字；

所述接 口，具体用于发送响应 消息，所述响应 消息中包含分配的所述码

字。

88、一种数据处理设备 ，其特征在于，包括：

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代码 ；

信号处理器，用于按照所述存储 器中存储 的程序代码 。监听获得码 字和

元数据 索引值 ，在确定监听到的码字是 已发现 的码字时，判断监听到的元数

据 索引值和存储 的元数据 索引值是否相 同；

接 口，用于若所述监听到的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和所述存储 的元数据 索引

值不同时，所述 UE 发送 匹配报告消息，其 中所述 匹配报告消息中包括元数据

索引值 ；接收 匹配报告应答消息；

所述信号处理器，还用于在所述 匹配报告应答 消息中获得所述元数据 索

引值对应 的元数据 。

89、如权利要求 88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存储器，还用于存储

监听到的所述元数据 索引值 。

90、一种数据处理设备 ，其特征在于，包括：

存储器，用于存储程序代码 ；

信号处理器，用于获得所述存储 器中存储 的程序代码 ，并按照所述程序

代码监听获得接近业务的第一码字；用于判断是否存储有第二码字 ，其 中第

二码字的除元数据 索引值之外的其他部分与所述第一码字的除元数据 索引值



之外的其他部分相 同；如果判断结果为是 ，删除所述第二码字 ，与所述第二

码字对应存储 的业务应用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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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II 栏 缺乏发明单一性的意见(续第1页第3项)

本国际检索单位在该国际申请中发现多项发明，即：

[1] 第一组独立权利□□Ξ要求 1、5、9、 12、 15、 18、 21、22、25、 31、35、39、42、45、48、 51、52、55、 61
、65、69、 72、 75、78、 81、82、85；

[2] 第二组独立权利要求28、58、88；

[3] 第三组独立权利要求30、60、90。

[4] 第一组与第二组独立权利要求之间不存在相同或相应的技术特征，因而也不具有相同或相应的特定技
术特征，不存在技术关联，不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因而不满足单一性的要求，不符合PCT细则 13. 1
的规定。

[5] 第一组与第三组独立权利要求之间不存在相同或相应的技术特征，因而也不具有相同或相应的特定技
术特征，不存在技术关联，不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因而不满足单一性的要求，不符合PCT细则 13. 1
的规定。

[6] 第二组与第三组独立权利要求之间不存在相同或相应的技术特征，因而也不具有相同或相应的特定技
术特征，不存在技术关联，不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因而不满足单一性的要求，不符合PCT细则 13. 1
的规定。

1. 由于申请人按时缴纳了被要求缴纳的全部附加检索费，本国际检索报告涉及全部可作检索的权利要求。

2. □ 由于无需付出有理由要求附加费的劳动即能对全部可检索的权利要求进行检索，本单位未通知缴纳任何加费。

3. □ 由于申请人仅按时缴纳了部分被要求缴纳的附加检索费，本国际检索报告仅涉及已缴费的那些权利要求，具体地
说，是权利要求：

申请人未按时缴纳被要求缴纳的附加检索费。因此，本国际检索报告仅涉及权利要求书中首先提及的发明；包含
该发明的权利要求是：

对异议的意见 申请人缴纳了附加检索费，同时提交了异议书，适用时，缴纳了异议费。
申请人缴纳了附加检索费，同时提交了异议书，但未在通知书规定的时间期限内缴纳异议费。
缴纳附加检索费时未提交异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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