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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Provided are a UE, a network device, and a logged MDT measurement method. The U E comprises: a receiving unit,
used t o receive logged minimization of drive tests (MDT)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a determining unit, used to determine, accord
ing to the logged MDT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received by the receiving unit, a multimedia broadcast multicast service (MBMS)
group used to trigger logged MDT measurement and a measurement parameter used to perform logged MDT measurement; a meas -
urement unit, used to perform logged MDT measure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measurement parameter, when the determining unit de
termines an MBMS currently being received, the MBMS being used t o trigger logged MDT measurement. The MBMS used to trig -
ger the logged MDT measurement belongs t o the MBMS group used to trigger logged MDT measurement. In the present invention,
an MBMS group used to trigger logged MDT measurement and a measurement parameter used to perform logged MDT measure -
ment are determined according t o logged MDT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and logged MDT measurement i s per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 measurement parameter, when an MBMS currently being received i s determined, the MBMS being used t o trigger logged
MDT measurement. Logged MDT measurement i s thereby achieved.

(57) 摘要 : 本 发 明实施例 提 供 U E、 网络 设备 和 日志 MDT 测 量 方法 。该 U E 包 括 ：接 收单元 ，用 于接 收 日志 最 小
化路测 MDT 配置 信 息 ；确 定单元 ，用 于根据 接 收单 元接 收 的 日志 MDT 配置 信 息确 定用 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 的
多媒 体 广 播 多播 业 务 MBMS 集 合 和 用 于进 行 日志 MDT 测 量 的测 量 参 数 ；测 量 单 元 ，用 于在 确 定单 元确 定 正在
接 收用 于触 发 日志 MDT 测 量 的 MBMS 时 ，基 于 测 量 参 数 进 行 日志 MDT 测 量 ，其 中 ，用 于触 发 所 述 日志 MDT
测量 的 MBMS 属 于用 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 的 MBMS 集合 。本发 明实施例 中 ，通过 根 据 日志 MDT 配 置信 息确 定
用 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 的 MBMS 集 合和 用 于进 行 日志 MDT 测 量 的测 量参 数 ，并且在 确 定 正在 接 收用 于触 发 日
志 MDT 测量 的 MBMS 时基 于测 量参数 进 行 日志 MDT 测量 ，从 而 能够 实现 日志 MDT 测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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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设备、网络设备和 日志最小化路测测量方法

本申请要求于 2014 年 0 1 月 17 日提交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申请号为

PCT/CN2014/070811 发明名称为"用户设备、网络设备和 日志最小化路测测

量方法"的 PCT 专利申请的优先权，其全部 内容通过引用结合在本申请 中。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通信领域，并且具体地，涉及用户设备 （User Equipment,

UE )、网络设备和 日志最小化路测 （Minimization of Drive Tests, MDT ) 测

量方法。

背景技术

当代的无线通信 系统中，运营商在 网络规划、部署、优化和维护阶段需

要大量的人工投入。尤其在优化和维护阶段 ，为了保证 网络的覆盖性能，往

往通过人工路测的方式收集网络的各项参数，以便发现网络问题。这种方式

成本辱贵并且效率低下。

3GPP ) 引入 了 MDT 测量技术。在 MDT 技术，通过网络和 UE 自动收集测

量信息来辅助分析 网络问题，减少了人工路测的工作 ，并能够获得普通路测

无法到达的区域的无线测量信息。MDT 测量可以包括 日志 MDT ( Logged

MDT ) 测量，日志 MDT 测量是指 UE 周期性地进行 MDT 测量并收集测量

信息。 日志 MDT 测量使得分析 网络问题更为高效，然而 目前还没有 曰志

MDT 测量的具体机制。

发明内容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 UE、网络设备和 日志 MDT 测量方法，能够实现 日

志 MDT 测量。

第一方面，提供 了一种用户设备 ，包括：接收单元，用于接收 日志最小

化路测 MDT 配置信息；确定单元，用于根据所述接收单元接收的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集合的多媒体广播多播业务 MBMS

和用于进行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参数；测量单元，用于在确定正在接



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基于所述测量参数进行所

述日志 MDT 测量，其中，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属于

所述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

结合第一方面，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用户设备还包括：存
储单元：用于存储公共陆地移动网络 PLMN 列表；所述确定单元具体用于：

根据所述接收单元接收的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和所述存储单元存储的所

述 PLMN 列表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其中，所述

MBMS 集合中每一 MBMS 所在的小区归属的 PLMN 之中的至少一个 PLMN

包含在所述存储单元存储的所述 PLMN 列表之中，或者所述 MBMS 集合中
每一 MBMS 对应的 PLMN 包含在所述存储单元存储的所述 PLMN 列表之

中。
结合第一方面或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测量单元，还用于：在确定尚未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

的 MBMS 时，监测是否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在监测到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
基于所述测量参数进行所述日志 MDT 测量。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测量单元，具体用于：在监测时长内监测到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时，基于所述测量参数进行所述日志 MDT 测量。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

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用户设备还包括：释放单元，用于若所述测量
单元在监测时长内未监测到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则释放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
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监测时长为下列之一：预先配置的监测时长；
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中指示的监测时长。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至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任

一方式，在第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测量单元，具体用于：在所述用
户设备处于空闲态的情况下，在确定尚未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监测是否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结合第一方面或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至第六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任一方式，在第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测量单元，具体用于：

在所述用户设备处于空闲态的情况下，在确定正在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

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基于所述测量参数进行所述 日志 MDT 测量。

结合第一方面 以及 上述实现方式中任一方式，在第八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包括所述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送时间；所

述用户设备还包括：生成单元，用于生成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 日志，

其中，所述测量 日志包括进行所述 日志 MDT 测量时记录的至少一个测量结

果，以及所述至少一个测量结果中每一测量结果对应的相对时间，其中，所

述每一测量结果对应的相对时间为该每一测量结果的记录时间与所述 曰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送时间之间的时间间隔。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至第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任

一 方式，在第九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用户设备还包括：生成单元，用
于生成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 日志，其中，所述测量 日志包括进行所述

日志 MDT 测量时记录的至少一个测量结果，以及所述至少一个测量结果中

每一测量结果对应的相对时间，其中，所述每一测量结果对应的相对时间为

该每一测量结果的记录时间与监测到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时间之间的时间间隔。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九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包括该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送时间；所述测量

日志还包括监测到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MDT 测量的MBMS 的时

间与所述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送时间之间的时间间隔。

结合第一方面或上述实现方式中任一方式，在第十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包括多媒体广播多播业务单频网络 MBSFN 标

识，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包括通过所述 MBSFN

标识所指示的 MBSFN 传送的 MBMS;

所述测量单元，具体用于：确定用于传送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

的 MBMS 的物理多播信道 PMCH; 确定所述 PMCH 所占用的 MBSFN 子帧；

根据所述测量参数测量所述 MBSFN 子帧中传送的 MBSFN 参考信号的参考

信号接收功率 RSRP 或者参考信号接收质量 RSRQ 。

结合第一方面或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至第十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任一方式，在第十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 日志 MDT 配置信

息包括至少一个 PMCH 标识，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包括通过所述至少一个 PMCH 标识所分别指示的PMCH 传送的MBMS ；

所述测量单元，具体用于：确定用于传送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

的 MBMS 的物理多播信道 PMCH;

确定所述 PMCH 所占用的 MBSFN 子帧；

根据所述测量参数测量所述 MBSFN 子帧中传送的 MBSFN 参考信号的

参考信号接收功率 RSRP 或者参考信号接收质量 RSRQ 。

结合第一方面，在第十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若所述 日志 MDT 配置

信息不包括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信息，则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

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包括任一个或者多个 MBMS 。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若所述 日志 MDT 配置信息不包括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信

息，则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包括满足 以下条件的

任一个或者多个 MBMS: MBMS 所在的小区归属的 PLMN 之中的至少一个

包含在所述 PLMN 列表之中；或者 MBMS 对应的 PLMN 包含在所述 PLMN

列表之中。

结合第一方面或上述实现方式中任一实现方式，在第十五种可能的实现

方式中，所述测量单元，具体用于：根据所述测量参数测量所述用于触发所

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丟包率。

第二方面，提供了一种用户设备，包括：接收单元，用于接收日志最小

化路测 MDT 配置信息；确定单元，用于根据所述接收单元接收的日志 MDT

配置信息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MDT 测量的多媒体广播多播业务MBMS 集合和

用于进行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参数；测量单元，用于在确定尚未接收

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监测是否开始接收所述用于

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所述测量单元，用于在监测到开始接收

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基于所述测量参数进行所述

日志 MDT 测量，其中，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属于所

述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

结合第二方面，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用户设备还包括：还

包括：存储单元，用于存储公共陆地移动网络 PLMN 列表；所述确定单元具



体用于：根据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和所述存储单元存储的公共陆地移动
网络 PLMN 列表确定用于触发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其中，所述
MBMS 集合中每一MBMS 所在的小区归属的PLMN 之中的至少一个 PLMN

包含在所述存储单元存储的所述 PLMN 列表之中，或者所述 MBMS 集合中
每一 MBMS 对应的 PLMN 包含在所述存储单元存储的所述 PLMN 列表之

中。
结合第二方面或第二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所述测量单元，具体用于：在监测时长内监测到开始接收所述用
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基于所述测量参数进行所述日志
MDT 测量。

结合第二方面或上述实现方式中任一实现方式，在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

式中，所述用户设备还包括：释放单元，用于若所述测量单元在监测时长内
未监测到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则释放所述
日志 MDT 配置信息。

结合第二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
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监测时长为下列之一：预先配置的监测时长；
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中指示的监测时长。

结合第二方面或上述实现方式中任一方式，在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测量单元，具体用于：在所述用户设备处于空闲态的情况下，在确
定尚未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时，监测是否开始接
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

结合第二方面，在第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若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

息不包括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信息，则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集合包括任一个或者多个 MBMS 。

结合第二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若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不包括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信息，
则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MDT 测量的MBMS 集合包括满足以下条件的任一
个或者多个MBMS ：MBMS 所在的小区归属的PLMN 之中的至少一个PLMN

包含在所述存储单元存储的所述PLMN 列表之中；或者MBMS 对应的PLMN

包含在所述存储单元存储的所述 PLMN 列表之中。
第三方面，提供了一种网络设备，包括：确定单元，用于确定日志最小



化路测 MDT 配置信息；发送单元，用于发送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
结合第三方面，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

包括监测时长，所述监测时长用于用户设备监测是否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多媒体广播多播业务 MBMS 。

结合第三方面或第三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包括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送时

间。
结合第三方面或第三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二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在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包括以下至
少一项：多媒体广播多播业务单频网络 MBSFN 标识，至少一个物理多播信
道 PMCH 标识。

结合第三方面或上述实现方式中任一方式，在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不包括触发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信息。
第四方面，提供了一种日志 MDT 测量方法，包括：用户设备接收日志

MDT 配置信息；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确定用于触发日
志 MDT 测量的多媒体广播多播业务 MBMS 集合和用于进行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参数；所述用户设备在确定正在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时，基于所述测量参数进行所述日志 MDT 测量，其中，
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属于所述用于触发日志 MDT 测
量的MBMS 集合。

结合第四方面，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曰
志 MDT 配置信息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集合包括：所述用
户设备根据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和所述用户设备中存储的公共陆地移动

网絡 PLMN 列表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其中，所述
MBMS 集合中每一MBMS 所在的小区归属的PLMN 之中的至少一个 PLMN

包含在所述 PLMN 列表之中，或者所述 MBMS 集合中每一 MBMS 对应的
PLMN 包含在所述 PLMN 列表之中。

结合第四方面或第四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所述方法还包括：所述用户设备在确定尚未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
述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监测是否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所述用户设备在监测到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



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基 于所述测量参数进行所述 日志 MDT 测量 。

结合第四方 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用户设备在监测到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基 于所述测量参数进行所述 日志 MDT 测量 ，包括 ：在监测时长 内，所

述用户设备在监测到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基 于所述测量参数进行所述 日志 MDT 测量 。

结合第四方面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四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方法还 包括 ：若所述用户设备在监测时长 内未监

测到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则释放所述 日志

MDT 配置信 息。

结合第四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至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

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监测时长为下列之一：预先配置的监测时长；

所述 日志 MDT 配置信 息中指示的监测时长。

结合 第四 方 面 的第二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五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任

一 方式，在第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用户设备在确定尚未接收所述用

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监测是否开始接 收所述用于触发所

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包括 ：在所述用户设备处于空闲态的情况下，

所述用户设备在确定尚未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监测是否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

结合 第四方面或上述 实现方式 中任一方式 ，在第七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用户设 备在确 定正在接 收所述用 于触发 所述 日志 MDT 测量 的

MBMS 时，基 于所述测量参数进行所述 日志 MDT 测量 ，包括：在所述用户

设备处于空闲态时，所述用户设备在确定正在接 收所述用于触发 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基 于所述测量参数进行所述 日志 MDT 测量 。

结合第四方面或上述 实现方式中任一 实现方式，在第八种可能的实现方

式中，所述 日志 MDT 配置信 息包括所述 日志 MDT 配置信 息的发送时间；

所述方法还 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生成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 日志，其 中，

所述测量 日志 包括进行所述 日志 MDT 测量时记录的至少一个测量结果 ，以

及所述至少一个测量结果 中每一测量结果对应 的相对 时间，其 中，所述每一

测量结果对应 的相对时间为该每一测量结果的记录时间与所述 日志 MDT 配

置信 息的发送时间之 间的时间间隔。



结合第四方面或第四方面的第二种至第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任一方

式，在第九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方法还包括：所述用户设备生成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 日志，其中，所述测量 日志包括进行所述 日志 MDT

测量时记录的至少一个测量结果，以及所述至少一个测量结果中每一测量结

果对应的相对时间，其中，所述每一测量结果对应的相对时间为该每一测量

结果的记录时间与监测到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时间之间的时间间隔。

结合第四方面的第九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包括该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送时间；所述测量

日志还包括监测到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MDT 测量的MBMS 的时

间与所述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送时间之间的时间间隔。

结合第四方面或上述实现方式中任一方式，在第十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包括多媒体广播多播业务单频网络 MBSFN 标

识，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包括通过所述 MBSFN

标识所指示的 MBSFN 传送的 MBMS ；

所述基于所述测量参数进行所述 日志 MDT 测量包括：确定用于传送用

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物理多播信道 PMCH; 确定所述

PMCH 所占用的 MBSFN 子帧；根据所述测量参数测量所述 MBSFN 子帧中

传送的 MBSFN 参考信号的参考信号接收功率 RSRP 或者参考信号接收质量

RSRQ 。

结合第四方面或第四方面的第一种至第十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任一方

式，在第十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包括至少一个

PMCH 标识，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包括通过所

述至少一个 PMCH 标识所分别指示的 PMCH 传送的 MBMS;

确定用于传送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物理多播信道

PMCH;

确定所述 PMCH 所占用的 MBSFN 子帧；

根据所述测量参数测量所述 MBSFN 子帧中传送的 MBSFN 参考信号的

参考信号接收功率 RSRP 或者参考信号接收质量 RSRQ 。

结合第四方面，在第十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若所述 日志 MDT 配置

信息不包括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信息，则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



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 包括任一个或者多个 MBMS 。

结合 第四 方 面 的第一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十四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若所述 日志 MDT 配置信 息不 包括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信

息，则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 包括满足 以下条件 的

任一个或者多个 MBMS: MBMS 所在的小区归属的 PLMN 之 中的至少一个

PLMN 包含在所述 PLMN 列表之 中；或者 MBMS 对应 的 PLMN 包含在所述

PLMN 列表之 中。

结合第四方面或上述 实现方式中任一方式，在第十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基 于所述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 包括：根据所述测量参数测

量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丟 包率。

第五方面，提供 了一种 日志 MDT 测量方法，包括 ：用户设备接收 日志

MDT 配置信 息；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日志 MDT 配置信 息确定用于触发 日

志 MDT 测量的多媒体广播多播业务 MBMS 集合和用于进行所述 日志 MDT

测量 的测量参数 ；所述用户设 备 在确 定 尚未接 收所述用 于触发 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监测是否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

量的 MBMS; 所述用户设备在监测到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基 于所述测量参数进行所述 日志 MDT 测量 ，其 中，所述

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属于所述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 。

结合第五方面，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曰

志 MDT 配置信 息确 定用 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 的多媒 体 广播 多播 业务

MBMS 集合 包括：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日志 MDT 配置信 息和所述用户设

备中存储的公共陆地移动 网络 PLMN 列表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 ，其 中，所述 MBMS 集合 中每一 MBMS 所在的小区归属 的 PLMN

之 中的至少一个 PLMN 包含在所述 PLMN 列表之 中，或者所述 MBMS 集合

中每一 MBMS 对应 的 PLMN 包含在所述 PLMN 列表之 中。

结合第五方面或第五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所述用户设备在监测到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

量的 MBMS 时，基 于所述测量参数进行所述 日志 MDT 测量 ，包括：在监测

时长 内，所述用户设备在监测到开始接 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

的 MBMS 时，基 于所述测量参数进行所述 日志 MDT 测量。



结合第五方面或上述实现方式中任一实现方式，在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
式中，所述方法还包括：若所述用户设备在所述监测时长内未监测到开始接
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则释放所述日志 MDT 配置

信息。
结合第五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

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监测时长为下列之一：预先配置的监测时长；
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中指示的监测时长。

结合第五方面或上述实现方式中任一方式，在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用户设备在确定尚未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监测是否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

包括：在所述用户设备处于空闲态时，所述用户设备在确定尚未接收所述用
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时，监测是否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
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

结合第五方面，在第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若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
息不包括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信息，则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集合包括任一个或者多个 MBMS 。

结合第五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若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不包括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信息，
则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MDT 测量的MBMS 集合包括满足以下条件的任一
个或者多个MBMS ：MBMS 所在的小区归属的PLMN 之中的至少一个PLMN

包含在所述 PLMN 列表之中；或者 MBMS 对应的 PLMN 包含在所述 PLMN

列表之中。
第六方面，提供了一种日志 MDT 测量方法，包括：网络设备确定日志

最小化路测 MDT 配置信息；网络设备发送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
结合第六方面，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

包括监测时长，所述监测时长用于用户设备监测是否开始接收用于触发日志
MDT 测量的多媒体广播多播业务 MBMS 。

结合第六方面或第六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包括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送时
间。

结合第六方面或上述实现方式中任一方式，在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包括以下至少一项：多媒体广播多播业务单频
网络 MBSFN 标识，至少一个物理多播信道 PMCH 标识。

结合第六方面或上述实现方式中任一方式，在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不包括触发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信息。

本发明实施例中，通过根据日志 MDT 配置信息确定用于触发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和用于进行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参数，并且在确定正在

接收属于该集合的 MBMS 时基于测量参数进行日志 MDT 测量，从而能够实
现日志 MDT 测量。

附图说明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
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所描述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

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图 1是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 UE 的示意框图。
图 2a是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 UE 的示意框图。

图 2b 是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网络设备的示意框图。
图 3 是是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 UE 的示意框图。
图 4a是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 UE 的示意框图。
图 4b 是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网络设备的示意框图。
图 5 是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日志 MDT 测量方法的示意性流程图。
图 6a是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日志 MDT 测量方法的示意性流程图。
图 6b 是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日志 MDT 测量方法的示意性流程图。
图 7 是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日志 MDT 测量方法的过程的示意性流

程图。
图 8是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日志 MDT 测量方法的过程的示意性流

程图。
图 9 是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日志 MDT 测量方法的过程的示意性流

程图。
图 10是 居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日志MDT 测量方法的过程的示意性流

程图。



图 11 是 居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 日志 MDT 测量的时间线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

是全部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 出创

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应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可以应用于各种通信 系统，例如：全球移动通信 系

统 ( Global System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GSM )，码分多址 (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 CDMA ) 系统，宽带码分多址 （Wideband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Wireless, WCDMA ) , 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 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 GPRS )，长期演进 （Long Term Evolution, LTE ) , 通用移动

通信 系统 ( 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UMTS ) 等。

本发明实施例中，UE 也可称为移动终端 （Mobile Terminal, M T )、移

动用户设备等，可 以经无线接入 网 （例如，Radio Access Network, RAN ) 与

一 个或多个核心网进行通信，用户设备可以是移动终端，如移动电话 （或称

为"蜂 窝" 电话 ）和具有移动终端的计算机，例如，可以是便携式、袖珍式、

手持式、计算机 内置的或者车载的移动装置。

例如，网络设备可以是基站控制器 （Base Station Controller, BSC ) 无线网

络控制器 （Radio Network Controller, RNC )、LTE 系统 中的演进型基站

( evolved Node B ，eNB 或 e-NodeB ) 或者 WCDMA 系统中的基站 （NodeB )

等。

图 1 是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 UE 的示意框图。图 1 的 UE 100 包括

接收单元 110、确定单元 120 和控制单元 130。

接收单元 110接收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确定单元 120 根据接收单元 110

接收的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多媒体广播多播

业务 ( Multimedia Broadcast Multicast Service, M BM S ) 集合和用于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参数。测量单元 130 在确定正在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

量的 MBMS 时，基于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其中，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属于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



本发明实施例中，通过根据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和用于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参数，并且在确定正在

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MDT 测量的MBMS 时基于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MDT 测量，

从而能够实现 曰志 MDT 测量。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UE 还可以包括存储单元 160。存储单元 160

可以存储公共陆地移动网絡 （Publ c Land M o e Network, PLMN ) 列表。

确定单元 120 具体用于根据接收单元 110 接收的日志 MDT 配置信息和存储

单元 160 存储的 PLMN 列表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

其中，MBMS 集合中每一 MBMS 所在的小区归属的 PLMN 之中的至少一个

PLMN 包含在存储单元 160 存储的 PLMN 列表之中，或者 MBMS 集合中每

一 MBMS 对应的 PLMN 包含在存储单元 160 存储的 PLMN 列表之中。

可选地，作为一个实施例，

测量单元 130 可以在确定尚未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监测是否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

测量单元 130 还可以在监测到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基于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测量单元 130 可以在监测时长内监测到开始

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基于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

量。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UE 还可以包括释放单元 140。若测量单元

130 在监测时长内未监测到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则

释放单元 140 可以释放 日志 MDT 配置信息。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监测时长可以为下列之一：预先配置的监测

时长；日志 MDT 配置信息中指示的监测时长。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确定单元 120 可以在 UE 100 处于空闲态时，

根据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多媒体广播多播业

务 MBMS 集合和用于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参数。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在 UE 100 处于空闲态的情况下，测量单元

120 可以在确定尚未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监测是否开

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在 UE 100 处于空闲态的情况下，测量单元



120 在确定正在接收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基于测量参数

进行 日志 MDT 测量。

可选地，作为另一 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 日志 MDT 配

置信息的发送时间。

UE 还 可 以 包括生成单元 150。

生成单元 150 可以生成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 日志，其中，测量 日志包

括进行 日志 MDT 测量时记录的至少一个测量结果，以及至少一个测量结果

中每一测量结果对应的相对时间，其中，每一测量结果对应的相对时间为该

每一测量结果的记录时间与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送时间之间的时间间

隔。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对于测量单元 130 在监测时长内监测到开始

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基于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

量的情况，生成单元 150 可以生成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 日志，其中，测量

日志包括进行 日志 MDT 测量时记录的至少一个测量结果，以及至少一个测

量结果中每一测量结果对应的相对时间，其中，每一测量结果对应的相对时

间为该每一测量结果的记录时间与监测到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

的 MBMS 的时间之间的时间间隔。

例如，监测到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时间可以是

测量单元 130 通过持续监测确定的。或者，接收单元 110 在开始接收用于触

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向测量单元 130 通知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时间，也就是，监测到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时间可以是接收单元 110 向测量单元 130 通知的。

可选地，作为另一 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该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送时间。测量 日志还可以包括监测到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时间与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送时间之间的时间间

隔。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包括多媒体广播多播业

务单 频 网络 ( Multimedia Broadcast Multicast Service Single Frequency

Network, MBSFN ) 标识，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包括通

过 MBSFN 标识所指示的 MBSFN 传送的 MBMS 。

测量单元 130 可 以确定用于传送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的物



理多播信道 ( Physical Multicast Channel, PMCH ) , 确定 PMCH 所占用的

MBSFN 子帧，并根据测量参数测量 MBSFN 子帧中传送的 MBSFN 参考信

号的参考信号接收功率 （Reference Signal Received Power, RSRP ) 或者参考

信号接收质量 （Reference Signal Received Quality, RSRQ )。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至少一个 PMCH

标识，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包括通过至少一个 PMCH 标

识所分别指示的 PMCH 传送的 MBMS 。

测量单元 130 可以确定用于传送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的物

理多播信道 PMCH; 确定 PMCH 所占用的 MBSFN 子帧；根据测量参数测

量所述 MBSFN 子帧中传送的 MBSFN 参考信号的参考信号接收功率 RSRP

或者参考信号接收质量 RSRQ 。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至少一个 MBMS

标识。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可以包括至少一个 MBMS 标

识所分别指示的 MBMS 。测量单元 130 可以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所在的 MBSFN 子帧，可以根据测量参数测量该 MBSFN 子帧中传送

的 MBSFN 参考信号的 RSRP 或者 RSRQ 。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 以不 包括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信息。相应地，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

可以包括任一个或者多个 MBMS ，此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可以为 UE 接收的任一 MBMS 。

例如，在 日志 MDT 配置信息不包括 MBSFN 标识、PMCH 标识和 MBMS

标识的情况下，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可以为 UE 接收的任一

MBM S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不包括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信息，则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包括满

足以下条件的任一个或者多个 MBMS: MBMS 所在的小区归属的 PLMN 之

中的至少一个包含在存储单元 160 存储的 PLMN 列表之中；或者 MBMS 对

应的 PLMN 包含在存储单元 160 存储的 PLMN 列表之中。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测量单元 130 可 以才艮据测量参数测量用于触

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丟包率。

UE 100 可以执行图 5 的方法实施例的过程，因此 UE 100 的具体功能和



操作可以参照图 5 的过程，不再赘述。

图 2a是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 UE 的示意框图。图 2a 的 UE 200a 包

括接收单元 210a、确定单元 220a 和测量单元 230a 。

接收单元 210a 接收 日志最小化路测 MDT 配置信息。确定单元 220a 根

据接收单元 210a 接收的日志 MDT 配置信息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和用于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参数。测量单元 230a 在确定

尚未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监测是否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测量单元 230a 还在监测到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

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基于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其中，用于

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属于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

本发明实施例中，通过根据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和用于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参数，并且在监测到开

始接收属于该集合 MBMS 时，基于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从而能够

实现 日志 MDT 测量。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UE 还 可 以 包括存储单元 250a。存储单元 250a

用于存储公共陆地移动网络 PLMN 列表。确定单元 220a 具体用于根据接收

单元 210a 接收的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和存储单元 250a 存储的 PLMN 列表确

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其中，MBMS 集合中每一 MBMS

所在的小区归属的 PLMN 之中的至少一个 PLMN 包含在存储单元 250a 存储

的 PLMN 列表之中，或者 MBMS 集合中每一 MBMS 对应的 PLMN 包含在

存储单元 250a 存储的 PLMN 列表之中。

可选地，作为一个实施例，测量单元 230a 可以在监测时长内监测到开

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基于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UE 还可以包括释放单元 240a 。

若测量单元 230a 在监测时长内未监测到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

量的 MBMS ，则释放单元 240a 可以释放 日志 MDT 配置信息。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监测时长可以为下列之一：预先配置的监测

时长；日志 MDT 配置信息中指示的监测时长。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确定单元 220a 可以在 UE 处于空闲态时，根

据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和用于进



行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参数 。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在 UE 200a 处于空闲态的情况下，测量单元

230a 可以在确定尚未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监测是否

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

可选地 ，作为另一实施例 ， 日志 MDT 配置信 息可 以不 包括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信息，则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 包括任

一个或者多个 MBMS 。此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可以为 UE

接收的任一 MBMS

可选地 ，作为另一 实施例， 日志 MDT 配置信 息可 以不 包括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信息，则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 包括满

足以下条件的任一个或者多个 MBMS: MBMS 所在的小区归属的 PLMN 之

中的至少一个 PLMN 包含在存储单元 250a 存储的 PLMN 列表之 中；或者

MBMS 对应的 PLMN 包含在存储单元 250a 存储的 PLMN 列表之 中。

UE 200a 可以执行 图 6a 的方法实施例的过程 ，因此 UE 200a 的具体功能

和操作可以参照图 6a 的过程 ，不再赘述。

图 2b 是根据本发 明一个实施例的网络设备的示意框 图。图 2b 的网络设

备 200b 包括确定单元 210b 和发送单元 220b 。

确定单元 210b 确定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发送单元 220 发送 日志 MDT

配置信息。

本发明实施例中，通过发送 日志 MDT 配置信息，使得 UE 能够根据 日

志 MDT 配置信息进行 日志 MDT 测量，从而能够实现 日志 MDT 测量。

可选地，作为一个实施例，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监测时长，监

测时长用于 UE 监测是否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

可选地，作为另一 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 日志 MDT 配

置信息的发送时间。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以下至少一项：

MBSFN 标识，至少一个 PMCH 标识。

可选地 ，作为另一 实施例 ，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 以不 包括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信息。这意味着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可 以

为 UE 接收的任一 MBMS , 或者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可以为

满足以下条件的任一 MBMS: MBMS 所在的小区归属的 PLMN 之 中的至少



一个 PLMN 包含在 UE 存储的 PLMN 列表之中，或者 MBMS 集合中每一

MBMS 对应的 PLMN 包含在 UE 存储的 PLMN 列表之中。

网络设备 200b 可以执行图 6b 的方法实施例的过程，因此网络设备 200b

的具体功能和操作可以参照图 6b 的过程，不再赘述。

图 3 是是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 UE 的示意框图。UE 300 包括接收器

310 和处理器 320。

接收器 310 接收日志 MDT 配置信息。处理器 320 根据接收器 310 接收

的日志 MDT 配置信息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和用于进

行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参数，并在确定正在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

的 MBMS 时基于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其中，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属于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

本发明实施例中，通过根据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和用于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参数，并且在确定正在

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MDT 测量的MBMS 时基于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MDT 测量，

从 而能够实现 曰志 MDT 测量。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UE 300 还可以包括存储器 330。存储器 330

存储公共陆地移动网络 PLMN 列表。处理器 320 具体用于根据接收器 310

接收的日志 MDT 配置信息和存储器 330 存储的 PLMN 列表确定用于触发 日

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其中，MBMS 集合中每一 MBMS 所在的小区

归属的 PLMN 之中的至少一个 PLMN 包含在存储器 330 存储的 PLMN 列表

之中，或者 MBMS 集合中每一 MBMS 对应的 PLMN 包含在存储器 330 存储

的 PLMN 列表之中。

可选地，作为一个实施例，处理器 320 可 以在确定尚未接收用于触发 日

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监测是否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处理器 320 可以在监测到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基于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处理器 320 可 以在监测时长内监测到开始接

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基于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若处理器 320 在监测时长内未监测到开始接

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则处理器 320 可以释放 日志 MDT 配

置信息。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监测时长可以为下列之一：预先配置的监测
时长；日志 MDT 配置信息中指示的监测时长。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处理器 320 可以在 UE 300 处于空闲态时，
根据日志 MDT 配置信息确定用于触发日志 MDT 测量的多媒体广播多播业
务 MBMS 集合和用于进行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参数。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在 UE 300 处于空闲态的情况下，处理器 320

可以在确定尚未接收用于触发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监测是否开始接
收用于触发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在 UE 300 处于空闲态的情况下，处理器 320

可以在确定正在接收用于触发日志MDT 测量的MBMS 时基于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日志 MDT 配

置信息的发送时间。
处理器 320 可以生成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日志，其中，测量日志包括

进行日志 MDT 测量时记录的至少一个测量结果，以及至少一个测量结果中
每一测量结果对应的相对时间，其中，每一测量结果对应的相对时间为该每

一测量结果的记录时间与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送时间之间的时间间隔。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对于处理器 320 在监测时长内监测到开始接
收用于触发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时基于测量参数进行日志 MDT 测量的
情况，处理器 320 可以生成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日志，其中，测量日志包
括进行日志 MDT 测量时记录的至少一个测量结果，以及至少一个测量结果

中每一测量结果对应的相对时间，其中，每一测量结果对应的相对时间为该
每一测量结果的记录时间与监测到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时间之间的时间间隔。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该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送时间。测量日志还可以包括监测到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时间与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送时间之间的时间间

隔。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包括 MBSFN 标识，用

于触发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为通过 MBSFN 标识所指示的MBSFN 传送
的 MBMS 。



处理器 320 可以确定用于传送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

PMCH, 确定 PMCH 所占用的 MBSFN 子帧，根据测量参数测量 MBSFN 子

帧中传送的 MBSFN 参考信号的参考信号接收功率 RSRP 或者参考信号接收

质量 SRQ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至少一个 PMCH

标识，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包括通过该至少一个 PMCH

标识所分别指示的 PMCH 传送的 MBMS 。

处理器 320 可以确定用于传送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物理多播信道 PMCH; 确定 PMCH 所占用的 MBSFN 子帧；才艮据测量参

数测量所述 MBSFN 子帧中传送的 MBSFN 参考信号的参考信号接收功率

RSRP 或者参考信号接收质量 RSRQ 。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不包括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信息，则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可以包

括任一或者多个 MBMS 。此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可以为 UE

接收的任一 MBMS 。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不包括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信息，则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可以包

括满足以下条件的任一或多个 MBMS: MBMS 所在的小区归属的 PLMN 之

中的至少一个 PLMN 包含在存储器 330 存储的 PLMN 列表之中，或者 MBMS

集合中每一 MBMS 对应的PLMN 包含在存储器 330 存储的PLMN 列表之中。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处理器 320 可以根据测量参数测量用于触发

曰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丟包率。

UE 300 可以执行图 5 的方法实施例的过程，因此 UE 300 的具体功能和

操作可以参照图 5 的过程，不再赘述。

图 4a是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 UE 的示意框图。图 4a 的 UE 400a 包

括接收器 410a 和处理器 420a 。

接收器 410a 接收 日志最小化路测 MDT 配置信息。处理器 420a 根据接

收器 410a 接收的日志 MDT 配置信息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和用于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参数。处理器 420a 在确定尚未接收用

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监测是否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处理器 420a 在监测到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基于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

本发明实施例中，通过根据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和用于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参数，并且在监测到开

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基于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从而能够实现 曰志 MDT 测量。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UE 400a 还可以包括存储器 430a。存储器 430a

可以保存 PLMN 列表。处理器 420a 具体用于根据接收器 410a 接收的日志

MDT 配置信息和存储器 430a 存储的 PLMN 列表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

量的MBMS 集合，其中，MBMS 集合中每一 MBMS 所在的小区归属的 PLMN

之中的至少一个 PLMN 包含在存储器 430a 存储的 PLMN 列表之中，或者

MBMS 集合中每一 MBMS 对应的 PLMN 包含在存储器 430a 存储的 PLMN

列表之中。

可选地，作为一个实施例，处理器 420a 可以在监测时长内监测到开始

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基于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

量。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若处理器 420a 在监测时长内未监测到开始

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则可以释放 日志 MDT 配置信息。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监测时长可以为下列之一：预先配置的监测

时长；日志 MDT 配置信息中指示的监测时长。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处理器 420a 可以在 UE 处于空闲态时，根据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和用于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参数。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在 UE 400a 处于空闲态的情况下，处理器 420a

可以在确定尚未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监测是否开始接

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 以不 包括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信息，则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包括任

一个或者多个 MBMS 。此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可以为 UE

接收的任一 MBMS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 以不 包括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信息，则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包括满



足以下条件的任一个或者多个 MBMS: MBMS 所在的小区归属的 PLMN 之

中的至少一个 PLMN 包含在存储器 430a 存储的 PLMN 列表之中；或者

MBMS 对应的 PLMN 包含在存储器 430a 存储的 PLMN 列表之中。

UE 400a 可以执行图 6a 的方法实施例的过程，因此 UE 400a 的具体功能

和操作可以参照图 6a 的过程，不再赘述。

图 4b 是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网络设备的示意框图。图 4b 的网络设

备 400b 包括处理器 410b 和发送器 420b 。

处理器 410 确定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发送器 420 发送 日志 MDT 配置

信息。

本发明实施例中，通过发送 日志 MDT 配置信息，使得 UE 能够根据 日

志 MDT 配置信息进行 日志 MDT 测量，从而能够实现 日志 MDT 测量。

可选地，作为一个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监测时长，监

测时长用于 UE 监测是否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

可选地，作为另一 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 日志 MDT 配

置信息的发送时间。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以下至少一项：

MBSFN 标识，至少一个 PMCH 标识。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不包括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信息。这意味着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可以为 UE

接收的任一 MBMS ，或者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可以为满足以下条件的

任一 MBMS ：MBMS 所在的小区归属的 PLMN 之中的至少一个 PLMN 包含

在 UE存储的PLMN 列表之中，或者 MBMS 集合中每一 MBMS 对应的PLMN

包含在 UE 存储的 PLMN 列表之中。

网络设备 400b 可以执行图 6b 的方法实施例的过程，因此网络设备 400b

的具体功能和操作可以参照图 6b 的过程，不再赘述。

图 5 是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日志 MDT 测量方法的示意性流程图。

图 5 的方法由 UE 执行。

510 ，UE 接收日志 MDT 配置信息。

520, UE根据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集合和用于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参数。

530 ，UE 在确定正在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基于



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其中，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属于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

在 3GPP 提出的日志 MDT 测量技术中，规定 UE 可以在进入空闲态后

立刻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然而，在 MBSFN 区域中，UE 在离开连接态后，

可能对 MBMS 业务的接收尚未启动，那么并不能立刻开始针对 MBSFN 区

域的日志 MDT 测量，因此需要相应的解决机制。本发明实施例中，UE 根

据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和用于

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参数，并且在确定正在接收属于该 MBMS 集合的

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基于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

从而能够实现 日志 MDT 测量，具体而言，能够实现针对 MBMS 的日志 MDT

测量。

本发明实施例中，通过根据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和用于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参数，并且在确定正在

接收属于该 MBMS 集合的 MBMS 时基于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从

而能够实现 日志 MDT 测量。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在步骤 520 中，UE 可以根据 日志 MDT 配

置信息和用户设备中存储的公共陆地移动网络 PLMN 列表确定用于触发 日

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其中，MBMS 集合中每一 MBMS 所在的小区

归属的PLMN 之中的至少一个 PLMN 包含在该 PLMN 列表之中，或者MBMS

集合中每一 MBMS 对应的 PLMN 包含在该 PLMN 列表之中。

UE 中存储的的 PLMN 列表中包括至少一个 PLMN ，该 PLMN 列表用于

确定 UE 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 PLMN 范围。

通常在非 MBMS MDT 操作中，UE 只需要在进入空闲态后检查当前的

已登录 PLMN ( Registered PLMN, RPLMN ) 是否属于 PLMN 列表来确定当

前是否可以启动 MDT 测量。UE在当前的RPLMN 驻留或者保持连接的同时，

可能会在另外的频点接收MBMS ，而接收的MBMS 所在的小区归属的PLMN

或者所接收的 MBMS 归属的 PLMN 可能和当前的 RPLMN 并不相同，如果

UE 只检查当前的 RPLMN 是否属于 PLMN 列表，可能导致 UE 记录了本来

不必要或者不允许被纪录的 MBMS 。因此，本发明实施例中根据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和 PLMN 列表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能够

避免 UE 记录本来不必要或者不允许被记录的 MBMS 的业务情况。



上述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可以是该 MBMS 集合 中的任一

M BM S

可选地 ，作 为一个 实施例 ，在步骤 510 中，U E 可以从 网络设备接收专

用信令 ，该专用信令 包括 日志 MDT 配置信 息。也就是说 ，U E 可 以 处于连

接 态时接收 日志 MDT 配置信 息。

可选地 ，作为另一 实施例 ，在步骤 510 之前 ，U E 可 以从 网络设备接收

询 问消息，询 问消息可以用于指示如果对 MBMS 业务感兴趣则返 回响应 消

息。U E 可 以根据询 问消息向网络设备发送响应 消息。

具体 而言，网络设备可以 在发送 日志 MDT 配置信 息之前 ，向该 网络设

备服务的 U E 发送询 问消息以请求对 MBMS 业务感兴趣 的 U E 返 回响应 消

息。这样 网络设备可以向返 回响应 消息的 U E 发送 日志 MDT 配置信 息。

可选地 ，作 为另一 实施例 ，U E 可 以在接收到 日志 MDT 配置信 息时，

执行步骤 520 。具体 而言，U E 可 以 在接 收到 日志 MDT 配置信 息后 ，立刻确

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和用于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

参数 。在步骤 530 中，如果 U E 确定正在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那 么 U E 可以在进入 空闲态后进行 日志 MDT 测量。当然，U E 也可

以在连接 态时进行 日志 MDT 测量 ，本发 明实施例对此不做 限定。

可选地 ，作为另一 实施例 ，U E 可以在 U E 处于空闲态时，执行步骤 520 。

具体 而言，U E 在可以进入 空闲态后 ，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和用于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参数 。

可选地 ，作 为另一 实施例 ，在 U E 处于空闲态的情况下，U E 可以执行

步骤 530 。

本发 明实施例 中，U E 进入 空闲态可以指 ，U E 在从 网络设备接收到 RRC

连接释放 消息后进入 空闲态，或者 ，U E 在发生无线链路失败而其发起 的 RRC

连接重建过程也失败后进入 空闲态。

可选地 ，作为另一 实施例 ，U E 可以在确定尚未接 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监测是否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

U E 可 以在监测到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基 于

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 。

由上述可知 ，U E 可以在进入 空闲态后执行步骤 520 。可选地 ，作 为另

一 实施例 ，U E 在处于空闲态的情况下 ，如 果确定 尚未接 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则监测是否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 S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在监测时长内，UE 在监测到开始接收用于

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基于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
具体而言，UE 可以在一定的监测时长内，监测是否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如果在监测时长内，UE 监测到开始接收用于触

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则可以进行 日志 MDT 测量。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如果 UE 在监测时长内未监测到开始接收用

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则可以释放 日志 MDT 配置信息。

例如，此处的监测时长可以是定时器的时长，本发明实施例中，该定时

器可以称为释放定时器。UE 可以在确定尚未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

的 MBMS 时，启动释放定时器。在释放定时器的时长内，监测是否开始接

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如果释放定时器的时长结束时，UE

还未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则可以释放 日志 MDT 配

置信息，从而能够减少对 UE 的存储资源的占用。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该监测时长可以是预先配置的。或者，该监

测时长可以是 日志 MDT 配置信息中指示的监测时长。即，日志 MDT 配置

信息可以包括监测时长。

此外，日志 MDT 测量配置信息可以包括测量对象的标识。例如，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对象可以是 MBSFN 区域，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

MBSFN 标识。

一个 MBSFN 区域可以配置有多个 PMCH ，每个 PMCH 上可以承载一

种或多种 MBMS 业务。因此，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对象也可以是 MBSFN

区域中的一个或多个 PMCH 。其中，PMCH 可以通过 PMCH 标识来指定，

也可以通过 PMCH 使用的调制编码方式来指定。通过 PMCH 标识来可以唯

一指定一个 PMCH ，通过调制编码方式可以同时指定一个或多个具有相同调

制编码方式的 PMCH 。换句话说，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 PMCH 标识

或者 PMCH 使用的调制编码方式信息。

日志 MDT 的测量对象还可以是 MBSFN 区域中传输的至少一种 MBMS

业务。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 MBSFN 标识，



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包括通过 MBSFN 标识所指示的

MBSFN 传送的 MBMS 。

UE 基于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具体过程可以如下：确定用于

传送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 PMCH; 确定 PMCH 所占用的

MBSFN 子帧；根据测量参数测量 MBSFN 子帧中传送的 MBSFN 参考信号

的 RSRP 或者 RSRQ 。

具体地，如果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包括 MBSFN 标识，那么可以表示 日

志 MDT 测量的测量对象为 MBSFN 标识所指示的 MBSFN 区域。UE 可以确

定传送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 PMCH ，针对该 PMCH 所在的

MBSFN 子帧的 MBSFN 参考信号进行测量，从 而获得该 MBSFN 区域中传

输的 MBMS 所在的子帧中的 MBSFN 参考信号的 RSRQ 或 RSRP 。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至少一个 PMCH

标识，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包括通过该至少一个 PMCH

标识所分别指示的 PMCH 传送的 MBMS 。

UE 基于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过程可以如下：确定用于传送

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物理多播信道 PMCH; 确定 PMCH 所

占用的 MBSFN 子帧；根据测量参数测量所述 MBSFN 子帧中传送的 MBSFN

参考信号的 RSRP 或者 RSRQ 。

具体地，如果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包括至少一个 PMCH 标识，那么可 以

表示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对象为至少一个 PMCH 标识分别指示的 PMCH 。

UE可以确定传送用于触发 日志MDT 测量的MBMS 的 PMCH ，针对该 PMCH

所在的 MBSFN 子帧的 MBSFN 参考信号进行测量，从 而获得该 PMCH 中传

输的 MBMS 所在的子帧中的 MBSFN 参考信号的 RSRQ 或 RSRP 。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至少一个 MBMS

标识。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可以包括至少一个 MBMS 标

识所分别指示的 MBMS 。UE 可 以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所

在的 MBSFN 子帧，可 以根据测量参数测量该 MBSFN 子帧中传送的 MBSFN

参考信号的 RSRP 或者 RSRQ 。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UE 可以根据测量参数测量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丟包率。这样，UE 可 以得到测量对象对应的 MBMS

的丟包率。



可选地，作为另一 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不包括任何触发 日

志 MDT 测量的 MBMS 信息，这就意味着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可以包括任一或者多个 MBMS 业务，此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可以为 UE 接收的任一 MBMS 。UE 基于所述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过程可以如下：确定用于传送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

PMCH; 确定 PMCH 所占用的 MBSFN 子帧；根据测量参数测量 MBSFN 子

帧中传送的 MBSFN 参考信号的 RSRP 或者 RSRQ 。

例如，在 日志 MDT 配置信息不包括 MBSFN 标识、PMCH 标识和 MBMS

标识的情况下，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可以为 UE 接收的任一

MBM S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不包括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信息，则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可以包

括满足以下条件的任一个或者多个 MBMS: MBMS 所在的小区归属的 PLMN

之中的至少一个 PLMN 包含在该 PLMN 列表之中；或者 MBMS 对应的PLMN

包含在该 PLMN 列表之中。

上述的测量参数可以包括 MDT 测量时长和测量间隔。可选地，作为另

一实施例，UE 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具体过程可以如下：UE 可以确定 MDT

测量时长，并确定测量间隔。UE 可以在 MDT 测量时长内，按照测量间隔

进行 日志 MDT 测量。

具体而言，UE 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周期性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因

此，UE 可以确定测量的时间段，也即上述 MDT 测量时长。同时 UE 可以确

定测量间隔，也可以理解为 MDT 测量周期。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 MDT 测量时

长。UE 可以从 日志 MDT 配置信息中获取 MDT 测量时长。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测量间隔。UE

可以从 日志 MDT 配置信息中获取测量间隔。

例如，MDT 测量时长可以是由网络设备在 日志 MDT 配置信息中指定

的。测量间隔可以是由网络设备在 日志 MDT 配置信息中指定的，也可以是

预先设定的。再例如，MDT 测量时长可以是预先设定的，而测量间隔可以

是由网络设备在 日志 MDT 配置信息中指定的，也可以是预先设定的。

可选地，作为另一 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 日志 MDT 配



置信息的发送时间。

UE 可以生成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 日志。其中，测量 日志可以包括进

行 曰志 MDT 测量时记录的至少一个测量结果，以及至少一个测量结果中每

一测量结果对应的相对时间。其中，每一测量结果对应的相对时间为该每一

测量结果的记录时间与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送时间之间的时间间隔。

具体地，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送时间也可以称为绝对时间。UE 在

MDT 测量时长内，按照一定的测量间隔进行 日志 MDT 测量，可以得到至少

一个测量结果。在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包括绝对时间的情况下，UE 可以保

存每个测量结果的记录时间与绝对时间之间的时间间隔，以便网络设备可以

确定每个测量结果的记录时间更好地分析网络问题。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UE 可以生成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 日志。

其中，测量 日志可以包括进行 日志 MDT 测量时记录的至少一个测量结果，

以及至少一个测量结果中每一测量结果对应的相对时间。其中，每一测量结

果对应的相对时间为该每一测量结果的记录时间与监测到开始接收用于触

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时间之间的时间间隔。

例如，在 UE 在监测时长内监测到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情况下，UE 可 以记 录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时间，然后可以保存每个测量结果的记录时间与上述接收时间之间的时间

间隔。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该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送时间。测量 日志还可以包括监测到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时间与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送时间之间的时间间

隔。

例如，UE 还可以同时记录开始接收 MBMS 的时间与绝对时间之间的相

对时间，这样，网络设备可以根据这些时间确定各个测量结果的记录时间，

从而能够更好地分析网络问题。

如上所述，UE 可以针对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测量以下

中至少一种参数：MBSFN 参考信号的 RSRP 或者 RSRQ ，丟包率。可选地，

作为另一实施例，每个测量结果可以包括以下至少一项：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所在的子帧中的 MBSFN 参考信号的 RSRP ，上述 MBSFN 参

考信号的 RSRQ ，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丟包率。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每个测量结果还可以包括以下至少一项：用

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所在的 MBSFN 区域的标识，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所在的 PMCH 的标识。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每个测量结果还可以包括以下至少一项：该

UE 的服务小区的CRS 对应的RSRP ，该 UE 的服务小区的CRS 对应的RSRQ ，

该 UE 的服务小区的小区标识。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在 UE 得到测量 日志之后，UE 可 以在与当

前提供服务的网络设备建立 RRC 连接时，向当前提供服务的网络设备发送

指示信息，该指示信息可以用于指示 UE 存储有测量 日志。UE 可以从 当前

提供服务的网络设备接收请求消息，请求消息用于指示上报测量 日志。UE

可 以根据该请求消息向当前提供服务的网络设备发送测量 曰志。

例如，当前提供服务的网络设备可以是向 UE 发送 日志 MDT 配置信息

的网络设备，也可以是其它网络设备。由于 UE 可能处于移动状态，可能从

某一网络设备的覆盖区域移动到其它网络设备的覆盖区域，那么 UE 在发起

RRC 连接时，可以向当前提供服务的网络设备指示存储有测量 曰志。

此外， UE 可以在向当前提供服务的网络设备发送测量 日志之后，释放

日志 MDT 配置信息以及测量 日志。

或者，UE 可 以在保存测量 日志超过 48 小时后，释放 日志 MDT 配置信

息以及测量 日志。

或者，UE 可以在 MDT 测量时长结束后，释放 日志 MDT 配置信息。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在 UE 与当前提供服务的网络设备建立 RRC

连接时，如果 UE 存储有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并且没有监测到开始接收用

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则 UE 可以向当前提供服务的网络设备发

送指示信息，指示信息用于指示 UE 存储有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并且没有监

测到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这样，如果当前提供服务

的网络设备需要 UE 进行 日志 MDT 测量，则无需再为 UE 下发 日志 MDT 配

置信息，能够节省信令开销。

例如，在 UE 根据前述释放定时器释放 日志 MDT 配置信息之前，UE 发

起与当前提供服务的网络设备的 RRC 连接，这时 UE 可以向该网络设备指

示 UE 存储有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并且没有监测到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



再例如，如果 UE 在进入空闲态后，在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

量的 MBMS 之前，发起与当前提供服务的网络设备的 RRC 连接，这时 UE

也可以向该网络设备指示 UE 存储有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并且没有监测到开

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

图 6a是才艮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日志 MDT 测量方法的示意性流程图。

图 6a 的方法由 UE 执行。

610a, UE 接收 日志 MDT 配置信息。

620a, UE 才艮据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和用于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参数。

630a, UE 在确定尚未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监测

是否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

640a, UE 在监测到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基

于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

本发明实施例中，通过根据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和用于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参数，并且在监测到开

始接收属于该 MBMS 集合的 MBMS 时，基于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

从而能够实现 曰志 MDT 测量。具体而言，能够实现针对 MBMS 的曰志 MDT

测量。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在步骤 620a 中，用户设备可以根据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和 UE 中存储的公共陆地移动网络 PLMN 列表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其中，MBMS 集合中每一 MBMS 所在的小区归

属的 PLMN 之中的至少一个 PLMN 包含在该 PLMN 列表之中，或者 MBMS

集合中每一 MBMS 对应的 PLMN 包含在该 PLMN 列表之中。

可选地，作为一个实施例，UE 可以在接收到 日志 MDT 配置信息时，

执行步骤 620a。具体而言，UE 可以在接收到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后，立刻

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和用于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测

量参数。相应地，步骤 630a 和步骤 640a 可以是 UE 在连接态执行的。

可选地，作为另一 实施例，UE 可以在 UE 处于空闲态时，执行步骤 620a。

具体而言，UE 在可以进入空闲态后，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和用于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参数。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UE 在处于空闲态的情况下，可以执行步骤



630a 。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在监测时长内，UE 可以在监测到开始接收

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基于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如果 UE 在监测时长内未监测到开始接收用

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则可以释放 日志 MDT 配置信息。

例如，此处的监测时长可以是定时器的时长，本发明实施例中，该定时

器可以称为释放定时器。UE 可以在确定尚未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

的 MBMS 时，启动释放定时器。在释放定时器的时长内，监测是否开始接

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如果释放定时器的时长结束时，UE

还未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则可以释放 日志 MDT 配

置信息，从而能够减少对 UE 的存储资源的占用。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上述监测时长为下列之一：预先配置的监测

时长；日志 MDT 配置信息中指示的监测时长。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 MBSFN 标识，

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包括通过 MBSFN 标识所指示的

MBSFN 传送的 MBMS 。

UE 基于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具体过程可以如下：确定用于

传送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 PMCH; 确定 PMCH 所占用的

MBSFN 子帧；根据测量参数测量 MBSFN 子帧中传送的 MBSFN 参考信号

的 RSRP 或者 RSRQ 。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至少一个 PMCH

标识，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包括通过该至少一个 PMCH

标识所分别指示的 PMCH 传送的 MBMS 。

UE 基于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过程可以如下：确定用于传送

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物理多播信道 PMCH; 确定 PMCH 所

占用的 MBSFN 子帧；根据测量参数测量 MBSFN 子帧中传送的 MBSFN 参

考信号的 RSRP 或者 RSRQ 。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至少一个 MBMS

标识。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可以包括至少一个 MBMS 标

识所分别指示的 MBMS 。UE 可以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所

在的 MBSFN 子帧，可以根据测量参数测量 MBSFN 子帧中传送的 MBSFN



参考信号的 RSRP 或者 RSRQ 。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UE 可以根据测量参数测量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丟包率。这样，UE 可 以得到测量对象对应的 MBMS

的丟包率。

可选地，作为另一 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不包括任何触发 日

志 MDT 测量的 MBMS 信息，这就意味着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可以包括任一或者多个 MBMS 业务，此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可以为 UE 接收的任一 MBMS 。UE 基于所述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过程可以如下：确定用于传送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

PMCH; 确定 PMCH 所占用的 MBSFN 子帧；根据测量参数测量 MBSFN 子

帧中传送的 MBSFN 参考信号的 RSRP 或者 RSRQ 。例如，在 日志 MDT 配

置信息不包括 MBSFN 标识、PMCH 标识和 MBMS 标识的情况下，用于触

发 曰志 MDT 测量的 MBMS 可以为 UE 接收的任一 MBMS 。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不包括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信息，则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包

括满足以下条件的任一个或者多个 MBMS: MBMS 所在的小区归属的 PLMN

之中的至少一个 PLMN 包含在 UE 存储的 PLMN 列表之中；或者 MBMS 对

应的 PLMN 包含在 UE 存储的 PLMN 列表之中。

上述的测量参数可以包括 MDT 测量时长和测量间隔。可选地，作为另

一实施例，UE 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具体过程可以如下：UE 可以确定 MDT

测量时长，并确定测量间隔。UE 可以在 MDT 测量时长内，按照测量间隔

进行 日志 MDT 测量。

可选地，作为另一 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 日志 MDT 配

置信息的发送时间。

UE 可以生成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 日志。其中，测量 日志可以包括进

行 曰志 MDT 测量时记录的至少一个测量结果，以及至少一个测量结果中每

一测量结果对应的相对时间。其中，每一测量结果对应的相对时间为该每一

测量结果的记录时间与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送时间之间的时间间隔。

对于在监测时长内监测到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情况，UE 可以执行 日志 MDT 测量，从而可以生成测量 日志。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UE 可以生成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 日志。



其中，测量 日志可以包括进行 日志 MDT 测量时记录的至少一个测量结果，

以及至少一个测量结果中每一测量结果对应的相对时间。其中，每一测量结

果对应的相对时间为该每一测量结果的记录时间与监测到开始接收用于触

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时间之间的时间间隔。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该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送时间。测量 日志还可以包括监测到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时间与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送时间之间的时间间

隔。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每个测量结果可以包括以下至少一项：用于

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所在的子帧中的 MBSFN 参考信号的 RSRP，
上述 MBSFN 参考信号的 RSRQ ，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丟包

率。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每个测量结果还可以包括以下至少一项：用

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所在的 MBSFN 区域的标识，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所在的 PMCH 的标识。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每个测量结果还可以包括以下至少一项：该

UE 的服务小区的 CRS 对应的RSRP ，该 UE 的服务小区的 CRS 对应的RSRQ ，
该 UE 的服务小区的小区标识。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在 UE 得到测量 日志之后，UE 可 以在与当

前提供服务的网络设备建立 RRC 连接时，向当前提供服务的网络设备发送

指示信息，该指示信息可以用于指示 UE 存储有测量 日志。UE 可以从 当前

提供服务的网络设备接收请求消息，请求消息用于指示上报测量 日志。UE

可 以根据该请求消息向当前提供服务的网络设备发送测量 曰志。

上面描述了 UE 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具体过程。下面将描述在 日志

MDT 测量方法中网络设备所执行的具体过程。

图 6b 是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日志 MDT 测量方法的示意性流程图。

图 6b 的方法由网络设备执行。图 6b 的过程与图 5 或图 6a 的过程是相应的，

因此将适当省略相同的描述。

610b, 网络设备确定 日志 MDT 配置信息。

620b, 网络设备发送 日志 MDT 配置信息。

本发明实施例中，通过发送 日志 MDT 配置信息，使得 UE 能够根据 日



志 MDT 配置信息进行 日志 MDT 测量，从而能够实现日志 MDT 测量。

可选地，作为一个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测量对象的标

识。具体地，测量对象可以是 MBSFN 区域，MBSFN 区域可以由 MBSFN

标识指示。一个 MBSFN 区域可以配置有多个 PMCH ，每个 PMCH 上可以
承载一种或多种 MBMS 。因此，日志 MDT 的测量对象也可以是 MBSFN 区

域中的一个或多个 PMCH 。其中，PMCH 可以通过 PMCH 标识来指定，也

可以通过 PMCH 使用的调制编码方式来指定。通过 PMCH 标识来可以唯一

指定一个 PMCH ，通过调制编码方式可以同时指定一个或多个具有相同调制
编码方式的 PMCH 。换句话说，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 PMCH 标识或
者 PMCH 使用的调制编码方式信息。

测量对象还可以是 MBSFN 区域中传输的至少一种 MBMS 。至少一种

MBMS 可以由MBMS 标识指示。
因此，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以下至少一项：MBSFN 标识，至

少一个 PMCH 标识，至少一个 MBMS 标识。

优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以下至少一项：

MBSFN 标识，至少一个 PMCH 标识。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用于 UE 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

合和进行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参数。如果日志 MDT 配置信息包括 MBSFN

标识，则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可以包括 MBSFN 标识所指
示的 MBSFNMBSFN 传送的MBMS 。如果日志 MDT 配置信息包括至少一个
PMCH 标识，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包括通过该至少一个

PMCH 标识所分别指示的 PMCH 传送的 MBMS 。

另外，如果日志 MDT 配置信息包括至少一个 MBMS 标识，则用于触发

日志MDT 测量的MBMS 可以是至少一个MBMS 标识所分别指示的MBMS 。

可选地，作为另一 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监测时长，监

测时长用于 UE 监测是否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

可选地，作为另一 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包括以下至少一项：MDT

测量时长，测量间隔。
MDT 测量时长表示 UE 进行日志 MDT 测量的时长，测量间隔表示 UE

进行日志 MDT 测量的时间间隔。MDT 测量时长和测量间隔为日志 MDT 测

量的测量参数。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在步骤 620b 之后，在网络设备与 UE 建立

RRC 连接时，网络设备可 以从 UE 接收指示信息，指示信息用于指示 UE 存

储有测量 日志。网络设备可以根据指示信息向 UE 发送请求消息，请求消息

用于指示上报测量 日志。网络设备可以接收 UE 根据请求消息发送的测量 日

志，测量 日志是 UE 基于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得到的。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 日志 MDT 配

置信息的发送时间。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不包括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信息。这意味着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可 以

为 UE 接收的任一 MBMS , 或者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可以为

满足以下条件的任一 MBMS: MBMS 所在的小区归属的 PLMN 之中的至少

一个 PLMN 包含在 UE 存储的 PLMN 列表之中，或者 MBMS 集合中每一

MBMS 对应的 PLMN 包含在 UE 存储的 PLMN 列表之中。

可选地，测量 日志可以包括进行 日志 MDT 测量时记录的至少一个测量

结果，以及至少一个测量结果中每一测量结果对应的相对时间，其中，每一

测量结果对应的相对时间为该每一测量结果的记录时间与日志 MDT 配置信

息的发送时间之间的时间间隔。

可选地，测量 日志可以包括进行 日志 MDT 测量时记录的至少一个测量

结果，以及至少一个测量结果中每一测量结果对应的相对时间，其中，每一

测量结果对应的相对时间为该每一测量结果的记录时间与监测到开始接收

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时间之间的时间间隔。

测量 日志还 可 以 包括监测到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的时间与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送时间之间的时间间隔。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每个测量结果包括以下至少一项：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所在的子帧的 MBSFN 参考信号的 RSRP，上述

MBSFN 参考信号的 RSRQ ，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丟包率。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每个测量结果还可以包括以下至少一项：

MBSFN 标识， PMCH 标识。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每个测量结果还可以包括以下至少一项：该

UE 的服务小区的CRS 对应的RSRP，该 UE 的服务小区的CRS 对应的RSRQ ，
该 UE 的服务小区的小区标识。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在网络设备与 UE 建立 RRC 连接时，网络

设备从 UE 接收指示信息，指示信息用于指示 UE 存储有 日志 MDT 配置信

息并且没有监测到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接收。

上面详细描述了日志 MDT 测量的具体过程。下面将结合具体例子，详

细描述本发明实施例。应理解，下面的例子仅是为了帮助本领域技术人员更

好地理解本发明实施例，而非限制本发明实施例的范围。

在下面的图 7 和图 8 中，UE 在接收到日志 MDT 配置信息时，确定用

于触发 日志MDT 测量的MBMS 集合和用于进行 日志MDT 测量的测量参数，

并确定是否正在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MDT 测量的MBMS 以确定是否进行 日志
MDT 测量。而在图 9 和图 10 中，UE 在进入空闲态后，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和用于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参数，并确定是

否正在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以确定是否进行 日志 MDT 测

量。下面将分别对图 7 至图 10 的过程进行描述。

图 7 是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日志 MDT 测量方法的过程的示意性流

程图。在图 7 中，以网络设备为 eNB 为例进行描述。

701，eNB 确定日志 MDT 配置信息。

例如，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以下至少一项：MBSFN 标识，至

少一个 PMCH 标识。

日志 MDT 配置信息还可以包括以下至少一项：MDT 测量时长，测量间

隔。

日志 MDT 配置信息还 可 以 包括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送时间。

702, eNB 向 UE 发送 日志 MDT 配置信息。

703 ，UE根据 日志MDT 配置信息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MDT 测量的MBMS

集合和用于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参数。
UE 可 以在接收到 日志 MDT 配置信息之后，立刻执行步骤 703。例如，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 MBSFN 标识，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包括通过 MBSFN 标识所指示的MBSFN 传送的MBMS 。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至少一个 PMCH 标识，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

量的MBMS 集合包括通过至少一个 PMCH 标识所分别指示的PMCH 传送的

MBM S

测量参数可以 包括上述 MDT 测量时长和测量间隔。



704 ， UE 在确定正在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基于

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

在步骤 703 之后，UE 可以立即执行 704。例如，UE 可以立即启动定时

器 T330 ，并开始 日志 MDT 测量。UE 也可以在进入空闲态时启动定时器

Τ330, 并开始 日志 MDT 测量。

Τ330 的时长即为日志 MDT 测量的时长。在 Τ330 的时长内，UE 可以按

照测量间隔进行 日志 MDT 测量。

如果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包括 MDT 测量时长，则 UE 可以将 Τ330 的时

长设置为该 MDT 测量时长。

如果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包括测量间隔，则 UE 可以按照该测量间隔进

行 日志 MDT 测量。

在 Τ330 的时长内，UE 可以按照测量间隔进行 日志 MDT 测量，从而生

成测量 日志。测量 日志可以包括至少一个测量结果以及每个测量结果对应的

相对时间。每个测量结果对应的相对时间可以用于指示该测量结果的记录时

间与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送时间之间的时间间隔。

每个测量结果可以包括以下至少一项：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所在的子帧中的 MBSFN 参考信号的 RSRP ，上述 MBSFN 参考信号

的 RSRQ ，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丟包率。

可选地，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 MBSFN 标识，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包括通过 MBSFN 标识所指示的 MBSFN 传送的 MBMS 。

UE 基于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具体过程可以如下：确定用于

传送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 PMCH; 确定 PMCH 所占用的

MBSFN 子帧；根据测量参数测量 MBSFN 子帧中传送的 MBSFN 参考信号

的 RSRP 或者 RSRQ 。

可选地，日志 MDT 配置信息包括至少一个 PMCH 标识，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集合包括通过至少一个 PMCH 标识所分别指示的 PMCH

传送的 MBMS 。

UE 基于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具体过程可以如下：确定用于

传送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 PMCH; 确定 PMCH 所占用的

MBSFN 子帧；根据测量参数测量 MBSFN 子帧中传送的 MBSFN 参考信号

的 RSRP 或者 RSRQ 。



可选地，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至少一个 MBMS 标识。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可以包括至少一个 MBMS 标识所分别指示的

MBM S UE 可以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所在的 MBSFN 子

帧，可以根据测量参数测量 MBSFN 子帧中传送的 MBSFN 参考信号的 RSRP

或者 RSRQ 。
可选地，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不包括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信息，则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可以包括 UE 接收的任一个

或者多个 MBMS ，或者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可以包括满

足以下条件的任一个或则多个 MBMS: MBMS 所在的小区归属的 PLMN 之

中的至少一个 PLMN 包含在 UE 存储的 PLMN 列表之中，或者 MBMS 集合

中每一 MBMS 对应的 PLMN 包含在 UE 存储的 PLMN 列表之中。

可选地，UE 可以根据测量参数测量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丟包率。

每个测量结果还可以包括以下至少一项：MBSFN 标识， 至少一个

PMCH 标识。

每个测量结果还可以包括以下至少一项：该 UE 的服务小区的 CRS 对应

的 RSRP，该 UE 的服务小区的 CRS 对应的 RSRQ ，该 UE 的服务小区的小

区标识。

705，UE 在与 eNB 建立 RRC 连接时，向 eNB 发送指示信息，该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 UE 存储有测量 日志。

706，eNB 向 UE 发送请求消息，请求消息用于指示上报测量 曰志。

707，UE 向 eNB 发送测量 日志。

708，UE 释放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和测量 日志。

本发明实施例中，通过根据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和用于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参数，并且在确定正在

接收属于该集合的 MBMS 时基于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从而能够实

现 日志 MDT 测量。

图 8 是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日志 MDT 测量方法的过程的示意性流

程图。在图 8 中，仍以网络设备为 eNB 为例进行描述。

图 8 中的步骤 801 至 803 与图 7 中的步骤 701 至 703 类似，不再赘述。

804，UE 在确定尚未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启动



释放定时器，并监测是否开始接收用于触发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

在步骤 803 之后，UE 可以立即执行步骤 804。

应理解，此处释放定时器的时长即为上述监控时长。释放定时器的时长

可以是预先设定的。或者，步骤 801 中的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释放
定时器的时长。

在释放定时器的时长内，UE 可以监测是否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

805，在释放定时器的时长结束时，UE 未监测到开始接收用于触发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则释放 日志 MDT 配置信息。

806，UE 在与 eNB 建立 RRC 连接时，向 eNB 发送指示信息，该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 UE 存储有日志 MDT 配置信息并且没有监测到开始接收用于触
发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

应理解，如果在释放定时器的时长结束前，UE 监测到开始接收用于触
发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则 UE 可以基于测量参数进行日志 MDT 测量。
日志 MDT 测量的具体过程以及在日志 MDT 测量之后的具体过程可以参见

图 7 中的步骤 704 至 708，不再赘述。
本发明实施例中，UE在确定尚未接收用于触发日志MDT 测量的MBMS

的情况下，启动释放定时器。在释放定时器的时长结束时，如果仍未监测到
开始接收用于触发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则释放 日志 MDT 配置信息。
这样，能够减少对 UE 的资源占用。

图 9 是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日志 MDT 测量方法的过程的示意性流
程图。在图 9 中，仍以网络设备为 eNB 为例进行描述。

图 9 中的步骤 801 和 802 与图 7 中的步骤 701 和 702 类似，不再赘述。

903，UE 确定用于触发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和用于进行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参数。

例如，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 MBSFN 标识，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集合包括通过 MBSFN 标识所指示的MBSFN 传送
的 MBMS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包括至少一个 PMCH 标识，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包括通过至少一个 PMCH 标识所分别指示的
PMCH 传送的 MBMS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可以不包括触发 日志 MDT 测量

的 MBMS 信息，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包括 UE 接收的任



一个或者多个 MBMS ，或者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包括满

足以下条件的任一个或多个 MBMS: MBMS 所在的小区归属的 PLMN 之中

的至少一个 PLMN 包含在 UE 存储的 PLMN 列表之中，或者 MBMS 集合中

每一 MBMS 对应的 PLMN 包含在 UE 存储的 PLMN 列表之中。测量参数可

以包括 MDT 测量时长和测量间隔。

904，UE 在处于空闲态的情况下，在确定正在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基于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

例如，UE 可以启动定时器 T330 ，并开始 日志 MDT 测量。T330 的时长

即为日志 MDT 测量的时长。在 T330 的时长内，UE 可 以按照测量间隔进行

日志 MDT 测量。

如果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包括 MDT 测量时长，则 UE 可以将 T330 的时

长设置为该 MDT 测量时长。

如果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包括测量间隔，则 UE 可以按照该测量间隔进

行 日志 MDT 测量。

在 T330 的时长内，UE 可以按照测量间隔进行 日志 MDT 测量，从而得

到测量 日志。因此，测量 日志可以包括至少一个测量结果以及每个测量结果

对应的相对时间。每个测量结果对应的相对时间可以用于指示该测量结果的

记录时间与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送时间之间的时间间隔。

每个测量结果可以包括以下至少一项：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所在的子帧中的 MBSFN 参考信号的 RSRP ，上述 MBSFN 参考信号

的 RSRQ ，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业务的丟包率。

每个测量结果还可以包括以下至少一项：MBSFN 标识，至少一个 PMCH

标识。

每个测量结果还可以包括以下至少一项：该 UE 的服务小区的 CRS 对应

的 RSRP ，该 UE 的服务小区的 CRS 对应的 RSRQ ，该 UE 的服务小区的小

区标识。

905，UE 在与 eNB 建立 RRC 连接时，向 eNB 发送指示信息，该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 UE 存储有测量 曰志。

906，eNB 向 UE 发送请求消息，请求消息用于指示上报测量 曰志。

907，UE 向 eNB 发送 MDT 日志信息。

908，UE 释放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和 MDT 日志信息。



本发明实施例中，通过根据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和用于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参数 ，并且在确定正在

接收属于该集合的 MBMS 时基于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从而能够实

现 日志 MDT 测量。

图 10是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 日志 MDT 测量方法的过程的示意性流

程 图。在 图 10 中，仍以网络设备为 eNB 为例进行描述。

步骤 1001 和 1002 与图 7 中的步骤 701 和 702 类似 ，不再赘述。

1003 ，UE 确定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和用于进行 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参数 。

1004 ，UE 在处于空闲态的情况下 ，在确定尚未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启动释放定时器，并监测是否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

步骤 1005 至 1006 与图 8 的步骤 805 至 806 类似 ，不再赘述。

应理解，如果在释放定时器的时长结束前，UE 监测到开始接收用于触

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则 UE 可以基于测量参数进行 日志 MDT 测量。

日志 MDT 测量的具体过程以及在 日志 MDT 测量之后的具体过程可以参见

图 7 中的步骤 704 至 708 ，不再赘述。

本发明实施例中，UE 在确定尚未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情况下 ，启动释放定时器。在释放定时器的时长结束时，如果仍未监测到

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则释放 日志 MDT 配置信息。

这样 ，能够减少对 UE 的资源 占用。

图 11 是 居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 日志 MDT 测量的时间线的示意图。图

11 所示的时间线是针对 UE 而言的。

如 图 11 所示，UE 可以在处于连接 态时，从 网络设备接收 日志 MDT 配

置信息。日志 MDT 配置信息包括该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送时间。此处，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传输时间可以忽略不计 ，因此 网络设备发送该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时间与 UE 接收该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时间可以是相 同

的。

在接收到 日志 MDT 配置信息之后的某个时刻，UE 接收到 RRC 连接释

放消息，这时 UE 可 以进入 空闲态。在 UE 进入 空闲态之后的某个时刻，UE

可以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与此同时，UE 可以启动



定时器 T330 。UE 可以在定时器 T330 的时长内，按照测量间隔进行 日志 MDT

测量。例如，如图 11 所示，叚设在 T330 的时长内，UE 进行了 4 次日志 MDT

测量，得到测量 日志。这样，UE 得到的测量 日志中可以包括 4 个测量结果。

此外，测量 日志还可以包括每个测量结果对应的相对时间，每个测量结

果对应的相对时间可以用于指示该测量结果的记录时间与日志 MDT 配置信

息的发送时间之间的时间间隔。
或者，每个测量结果对应的相对时间可以用于指示该测量结果的记录时

间与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时间之间的时间间隔。这

样，测量 日志还可以包括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时间

与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送时间之间的时间间隔。

在 T330 超时后，UE 可以释放 日志 MDT 配置信息。

在 T300 超时后的某个时间，如果 UE 向网络设备发起 RRC 连接，那么

在 RRC 连接过程中，UE 可以向网络设备发送指示信息，该指示信息可以用

于指示 UE 存储有测量 日志。网络设备可以向 UE 发送请求消息，该请求消

息用于指示上报测量 日志。UE 可以根据请求消息向网络设备发送测量 日志。

在上报测量 日志之后，UE 可以释放测量 日志。

在 T300 超时后，如果 48 小时内 UE 未上报测量 日志，那么在 T330 超

时后的 48 小时后，UE 可以释放测量 日志。

本发明实施例中，UE 进入空闲态后，在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根据 日志 MDT 配置信息进行 日志 MDT 测量，从而能够实

现针对 MBMS 的日志 MDT 测量。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意识到，结合本文中所公开的实施例描述的各
示例的单元及算法步骤，能够以电子硬件、或者计算机软件和电子硬件的结

合来实现。这些功能究竟以硬件还是软件方式来执行，取决于技术方案的特

定应用和设计约束条件。专业技术人员可以对每个特定的应用来使用不同方

法来实现所描述的功能，但是这种实现不应认为超出本发明的范围。

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为描述的方便和简洁，上述描

述的系统、装置和单元的具体工作过程，可以参考前述方法实施例中的对应
过程，在此不再赘述。

在本申请所提供的几个实施例中，应该理解到，所揭露的系统、装置和

方法，可以通过其它的方式实现。例如，以上所描述的装置实施例仅仅是示



意性的，例如，所述单元的划分，仅仅为一种逻辑功能划分，实际实现时可

以有另外的划分方式，例如多个单元或组件可以结合或者可以集成到另一个

系统，或一些特征可以忽略，或不执行。另一点，所显示或讨论的相互之间

的耦合或直接辆合或通信连接可以是通过一些接 口，装置或单元的间接耦合

或通信连接，可以是电性，机械或其它的形式。

为单元显示的部件可以是或者也可以不是物理单元，即可以位于一个地方，

或者也可以分布到多个网络单元上。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选择其中的部分或

者全部单元来实现本实施例方案的目的。

另外，在本发明各个实施例中的各功能单元 可 以 集成在一个处理单元

中，也可以是各个单元单独物理存在，也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单元集成在一

个单元中。

所述功能如果以软件功能单元的形式实现并作为独立的产品销售或使

用时，可以存储在一个计算机可读取存储介质中。基于这样的理解，本发明

的技术方案本质上或者说对现有技术做 出贡献的部分或者该技术方案的部

分可以 以软件产品的形式体现出来，该计算机软件产品存储在一个存储介质

中，包括若干指令用以使得一台计算机设备 （可以是个人计算机，服务器，

或者网络设备等 ）执行本发明各个实施例所述方法的全部或部分步骤。而前

述的存储介质包括：U 盘 、移动硬盘 、只读存储器（ROM, Read-Only Memory )、

随机存取存储器 （RAM, Random Access Memory ) 磁碟或者光盘等各种可

以存储程序代码的介质。

以上 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

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

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应以所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权利要求
1、一种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收单元，用于接收日志最小化路测 MDT 配置信息；
确定单元，用于根据所述接收单元接收的日志 MDT 配置信息确定用于

触发日志MDT 测量的多媒体广播多播业务MBMS 集合和用于进行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参数；

测量单元，用于在确定正在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基于所述测量参数进行所述日志 MDT 测量，其中，所述用于触
发所述日志MDT 测量的MBMS 属于所述用于触发日志MDT 测量的MBMS

集合。
2、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存储单元：用于存储公共陆地移动网络 PLMN 列表；
所述确定单元具体用于：
根据所述接收单元接收的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和所述存储单元存储

的所述 PLMN 列表确定用于触发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其中，所
述 MBMS 集合中每一 MBMS 所在的小区归属的 PLMN 之中的至少一个
PLMN 包含在所述存储单元存储的所述 PLMN 列表之中，或者所述 MBMS

集合中每一MBMS 对应的PLMN 包含在所述存储单元存储的所述 PLMN 列

表之中。
3、如权利要求 1或 2 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测量单元，还用于：
在确定尚未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时，监测是

否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在监测到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时，基于
所述测量参数进行所述日志 MDT 测量。

4、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单元，具体

用于：
在监测时长内监测到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基于所述测量参数进行所述日志 MDT 测量。
5、如权利要求 3 或 4 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设备还

包括：



释放单元，用于若所述测量单元在监测时长内未监测到开始接收所述用
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则释放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

6、如权利要求 4 或 5 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监测时长为

下列之一：
预先配置的监测时长；
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中指示的监测时长。
7、如权利要求 3 至 6 中任一项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测

量单元，具体用于：

在所述用户设备处于空闲态的情况下，在确定尚未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
述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监测是否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

8、如权利要求 1 至 7 中任一项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测
量单元，具体用于：

在所述用户设备处于空闲态的情况下，在确定正在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
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时基于所述测量参数进行所述日志 MDT 测量。

9、如权利要求 1 至 8 中任一项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日
志 MDT 配置信息包括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送时间；

所述用户设备还包括：
生成单元，用于生成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日志，其中，所述测量

日志包括进行所述日志 MDT 测量时记录的至少一个测量结果，以及所述至
少一个测量结果中每一测量结果对应的相对时间，其中，所述每一测量结果
对应的相对时间为该每一测量结果的记录时间与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
发送时间之间的时间间隔。

10、如权利要求 3 至 7 中任一项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用
户设备还包括：

生成单元，用于生成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日志，其中，所述测量
日志包括进行所述日志 MDT 测量时记录的至少一个测量结果，以及所述至
少一个测量结果中每一测量结果对应的相对时间，其中，所述每一测量结果
对应的相对时间为该每一测量结果的记录时间与监测到开始接收所述用于
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的时间之间的时间间隔。

11、如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日志 MDT 配置



信息包括该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送时间；所述测量 日志还包括监测到开

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时间与所述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送时间之间的时间间隔。

12、如权利要求 1 至 11 中任一项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包括多媒体广播多播业务单频网络 MBSFN 标识，所述

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集合包括通过所述 MBSFN 标识所指

示的 MBSFN 传送的 MBMS;

所述测量单元，具体用于：

确定用于传送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物理多播信道

PMCH;

确定所述 PMCH 所占用的 MBSFN 子帧；

根据所述测量参数测量所述 MBSFN 子帧中传送的 MBSFN 参考信号的

参考信号接收功率 RSRP 或者参考信号接收质量 RSRQ 。

13、如权利要求 1 至 11 中任一项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包括至少一个 PMCH 标识，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包括通过所述至少一个 PMCH 标识所分别指示的 PMCH

传送的 MBMS;

所述测量单元，具体用于：

确定用于传送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物理多播信道

PMCH;

确定所述 PMCH 所占用的 MBSFN 子帧；

根据所述测量参数测量所述 MBSFN 子帧中传送的 MBSFN 参考信号的

参考信号接收功率 RSRP 或者参考信号接收质量 RSRQ 。

14、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若所述 日志 MDT 配

置信息不包括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信息，则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曰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包括任一个或者多个 MBMS 。

15、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若所述 日志 MDT 配

置信息不包括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信息，则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集合包括满足 以下条件的任一个或者多个 MBMS:

MBMS 所在的小区归属的 PLMN 之中的至少一个 PLMN 包含在所述存

储单元存储的所述 PLMN 列表之中；或者



16、如权利要求 1 至 15 中任一项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
测量单元，具体用于：

根据所述测量参数测量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MDT 测量的MBMS 的丟
包率。

17、一种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收单元，用于接收日志最小化路测 MDT 配置信息；
确定单元，用于根据所述接收单元接收的日志 MDT 配置信息确定用于

触发日志MDT 测量的多媒体广播多播业务MBMS 集合和用于进行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参数；

测量单元，用于在确定尚未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监测是否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所述测量单元，还用于在监测到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时，基于所述测量参数进行所述日志 MDT 测量，其中，所述
用于触发所述日志MDT 测量的MBMS 属于所述用于触发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

18、如权利要求 17 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存储单元，用于存储公共陆地移动网絡 PLMN 列表；
所述确定单元具体用于：根据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和所述存储单元

集合，其中，所述 MBMS 集合中每一 MBMS 所在的小区归属的 PLMN 之中

的至少一个 PLMN 包含在所述存储单元存储的所述 PLMN 列表之中，或者
所述MBMS 集合中每一MBMS 对应的PLMN 包含在所述存储单元存储的所
述 PLMN 列表之中。

19、如权利要求 17 或 18 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单元，
具体用于：在监测时长内监测到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
的MBMS 时，基于所述测量参数进行所述日志 MDT 测量。

20、如权利要求 17 至 19 中任一项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
用户设备还包括：

释放单元，用于若所述测量单元在所述监测时长内未监测到开始接收所
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则释放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



2 1、如权利要求 19 或 20 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监测时长
为下列之一：

预先配置的监测时长；
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中指示的监测时长。
22、如权利要求 17 至 21 中任一项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

测量单元，具体用于：
在所述用户设备处于空闲态的情况下，在确定尚未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

述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监测是否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

23、如权利要求 17 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若所述日志 MDT 配

置信息不包括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信息，则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曰志 MDT 测量的MBMS 集合包括任一个或者多个 MBMS 。

24、如权利要求 18 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若所述日志 MDT 配
置信息不包括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信息，则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MDT 测量的MBMS 集合包括满足以下条件的任一个或者多个 MBMS:

MBMS 所在的小区归属的 PLMN 之中的至少一个 PLMN 包含在所述存
储单元存储的所述 PLMN 列表之中；或者

25、 一 种网络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
确定单元，用于确定日志最小化路测 MDT 配置信息；
发送单元，用于发送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
26、如权利要求 25 所述的网络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日志 MDT 配置

信息包括监测时长，所述监测时长用于用户设备监测是否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曰志 MDT 测量的多媒体广播多播业务 MBMS 。

27、如权利要求 25 或 26 所述的网络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包括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送时间。
28、如权利要求 25 至 27 中任一项所述的网络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

曰志 MDT 配置信息包括以下至少一项：多媒体广播多播业务单频网络
MBSFN 标识，至少一个物理多播信道 PMCH 标识。

29、如权利要求 25 至 28 中任一项所述的网络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
日志 MDT 配置信息不包括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信息。



30、一种日志最小化路测 MDT 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用户设备接收日志 MDT 配置信息；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确定用于触发日志 MDT 测

量的多媒体广播多播业务MBMS 集合和用于进行所述日志MDT 测量的测量
参数；

所述用户设备在确定正在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基于所述测量参数进行所述日志 MDT 测量，其中，所述用于触
发所述日志MDT 测量的MBMS 属于所述用于触发日志MDT 测量的MBMS

集合。
3 1、如权利要求 30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确定用于触发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集合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和所述用户设备中存储的公

共陆地移动网络 PLMN 列表确定用于触发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
其中，所述 MBMS 集合中每一 MBMS 所在的小区归属的 PLMN 之中的至少
一个 PLMN 包含在所述 PLMN 列表之中，或者所述 MBMS 集合中每一
MBMS 对应的 PLMN 包含在所述 PLMN 列表之中。

32、如权利要求 30 或 3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在确定尚未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监测是否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所述用户设备在监测到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基于所述测量参数进行所述日志 MDT 测量。

33、如权利要求 3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设备在监测到
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时，基于所述测量参数
进行所述日志 MDT 测量，包括：

在监测时长内，所述用户设备在监测到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时，基于所述测量参数进行所述日志 MDT 测量。

34、如权利要求 32 或 3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

若所述用户设备在监测时长内未监测到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
志 MDT 测量的MBMS ，则释放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

35、如权利要求 33 或 34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监测时长为下

列之一：



预先配置的监测时长；
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中指示的监测时长。
36、如权利要求 32 至 35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

设备在确定尚未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时，监测是
否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包括：

在所述用户设备处于空闲态的情况下，所述用户设备在确定尚未接收所
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时，监测是否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
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

37、如权利要求 30 至 36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
设备在确定正在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时，基于所
述测量参数进行所述日志 MDT 测量，包括：

在所述用户设备处于空闲态时，所述用户设备在确定正在接收所述用于
触发所述日志MDT 测量的MBMS 时，基于所述测量参数进行所述日志MDT

测量。
38、如权利要求 30 至 37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包括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送时间；
所述方法还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生成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日志，其中，所述测量日

志包括进行所述日志 MDT 测量时记录的至少一个测量结果，以及所述至少
一个测量结果中每一测量结果对应的相对时间，其中，所述每一测量结果对
应的相对时间为该每一测量结果的记录时间与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
送时间之间的时间间隔。

39、如权利要求 32 至 36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
还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生成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测量日志，其中，所述测量日
志包括进行所述日志 MDT 测量时记录的至少一个测量结果，以及所述至少
一个测量结果中每一测量结果对应的相对时间，其中，所述每一测量结果对
应的相对时间为该每一测量结果的记录时间与监测到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
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的时间之间的时间间隔。

40、如权利要求 39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
包括该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送时间；所述测量日志还包括监测到开始接



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时间与所述 日志 MDT 配置

信息的发送时间之间的时间间隔。

4 1、如权利要求 30 至 40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包括多媒体广播多播业务单频网络 MBSFN 标识，所述用于

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集合包括通过所述 MBSFN 标识所指示的

MBSFN 传送的 MBMS;

所述基于所述测量参数进行所述 日志 MDT 测量包括：

确定用于传送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物理多播信道

PMCH;

确定所述 PMCH 所占用的 MBSFN 子帧；

根据所述测量参数测量所述 MBSFN 子帧中传送的 MBSFN 参考信号的

参考信号接收功率 RSRP 或者参考信号接收质量 RSRQ 。

42、如权利要求 30 至 40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日志

MDT 配置信息包括至少一个 PMCH 标识，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

量的MBMS 集合包括通过所述至少一个 PMCH 标识所分别指示的 PMCH 传

送的 MBMS;

所述基于所述测量参数进行所述 日志 MDT 测量包括：

确定用于传送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的物理多播信道

PMCH;

确定所述 PMCH 所占用的 MBSFN 子帧；

根据所述测量参数测量所述 MBSFN 子帧中传送的 MBSFN 参考信号的

参考信号接收功率 RSRP 或者参考信号接收质量 RSRQ 。

43、如权利要求 30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若所述 日志 MDT 配置信

息不包括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信息，则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包括任一个或者多个 MBMS 。

44、如权利要求 3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若所述 日志 MDT 配置信

息不包括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信息，则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包括满足以下条件的任一个或者多个 MBMS:

MBMS 所在的小区归属的 PLMN 之中的至少一个 PLMN 包含在所述

PLMN 列表之中；或者

MBMS 对应的 PLMN 包含在所述 PLMN 列表之中。



45、如权利要求 30 至 44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基于
所述测量参数进行日志 MDT 测量包括：

根据所述测量参数测量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MDT 测量的MBMS 的丟

包率。
46、一种日志 MDT 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用户设备接收日志 MDT 配置信息；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确定用于触发日志 MDT 测

量的多媒体广播多播业务MBMS 集合和用于进行所述日志MDT 测量的测量

参数；
所述用户设备在确定尚未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监测是否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所述用户设备在监测到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时，基于所述测量参数进行所述日志 MDT 测量，其中，所述用于触
发所述日志MDT 测量的MBMS 属于所述用于触发日志MDT 测量的MBMS

集合。
47、如权利要求 4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日志 MDT 配置信息确定用于触发日志 MDT 测量的多媒体广播多播业务
MBMS 集合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和所述用户设备中存储的公
共陆地移动网絡 PLMN 列表确定用于触发日志 MDT 测量的 MBMS 集合，
其中，所述 MBMS 集合中每一 MBMS 所在的小区归属的 PLMN 之中的至少
一个 PLMN 包含在所述 PLMN 列表之中，或者所述 MBMS 集合中每一
MBMS 对应的 PLMN 包含在所述 PLMN 列表之中。

48、如权利要求 46 或 47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设备在监
测到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时，基于所述测量
参数进行所述日志 MDT 测量，包括：

在监测时长内，所述用户设备在监测到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时，基于所述测量参数进行所述日志 MDT 测量。

49、如权利要求 46 至 48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
还包括：

若所述用户设备在监测时长内未监测到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



志 MDT 测量的MBMS ，则释放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
50、如权利要求 48 或 49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监测时长为下

列之一：
预先配置的监测时长；
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中指示的监测时长。

5 1、如权利要求 46 至 50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
设备在确定尚未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时，监测是
否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包括：

在所述用户设备处于空闲态时，所述用户设备在确定尚未接收所述用于
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时，监测是否开始接收所述用于触发所述
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

52、如权利要求 4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若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

息不包括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信息，则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集合包括任一个或者多个 MBMS 。

53、如权利要求 47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若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

息不包括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信息，则所述用于触发所述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集合包括满足以下条件的任一个或者多个 MBMS:

MBMS 所在的小区归属的 PLMN 之中的至少一个 PLMN 包含在所述
PLMN 列表之中；或者

MBMS 对应的 PLMN 包含在所述 PLMN 列表之中。
54、 一 种 日志 MDT 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网络设备确定日志最小化路测 MDT 配置信息；
网络设备发送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
55、如权利要求 54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

包括监测时长，所述监测时长用于用户设备监测是否开始接收用于触发 日志
MDT 测量的多媒体广播多播业务 MBMS 。

56、如权利要求 54 或 5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日志 MDT 配
置信息包括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的发送时间。

57、如权利要求 54 至 56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包括以下至少一项：多媒体广播多播业务单频网络 MBSFN

标识，至少一个物理多播信道 PMCH 标识。



58、如权利要求 54 至 57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日志
MDT 配置信息不包括触发日志 MDT 测量的MBMS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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