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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Provided are a terminal discovery, dis

网络侧实休分 指定 I 域 内的无线 资源 ，其 屮，无线资源 为进行
covery processing method and device, the discovery

D2D 发现过程所需 的资源 method comprising: an entity on a network side alloc
ates the radio resources in a designated area, the radio
resources being required for a device to device (D2D)

在指定 冈域 内的第一终端根据无线 资源 发起对相 邻终端 的 发现过柠 ，
discovery process; after a first terminal in a desig

网络侧实体接收朿 丁相邻终端 报 的发现佶号 ，其巾，发现佶号为相 邻终 nated area initiates a D2D discovery process to a
端接收的來 自于第 ·终端的发现信 ·， i . , 发现信 弓弓笫 -终端相对应 neighboring terminal according to the radio resources,

the entity on the network side receives a discovery
signal reported by the neighboring terminal, the dis

网络侧实休根据对笫 ·终端和相邻终端 的鉴权信息 以及 发观信 和笫 终端 covery signal being received fixim the first terminal by
的对应 关系，确定笫一终端发现相邻终端 ，和 成相邻终端发现笫一终端 the neighboring terminal, and the discovery signal

corresponding to the first terminal; the entity on the
network side determines, according to the authentica
tion information of the neighboring terminal and the1 / FIG.1
first terminal and a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covery signal and the first terminal,
that the first terminal discovers the neighboring ter
minal, and/or the neighboring terminal discovers the
first terminal. The technical solution of the present in
vention protects user privacy during the D2D discov
ery process, while realizing control on D2D discovery
by the network side.

(5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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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 SE, SI, SK, SM, TR), OAPI (BF, BJ, CF, CG, CI, 本国际公布.
G ' GN ' G¾ GW ' K M ' M L ' M R ' N E ' SN ' T D ' ― 包括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3)) 。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终端的发现、发现处理方法及装置，其中，上述发现方法包括：网络侧实体分配指定区域
内的无线资源，该无线资源为进行终端对终端 D2D 发现过程所需要的资源；在指定区域内的第一终端根据无
线资源发起对相邻终端的 D2D 发现过程后，网络侧实体接收来自于相邻终端上报的发现信号，该发现信号为
相邻终端接收的来自于第一终端的发现信号，并且，发现信号与第一终端相对应；网络侧实体根据对第一终
端和相邻终端的鉴权信息以及发现信号和第一终端的对应关系，确定第一终端发现相邻终端，和/或相邻终端
发现第一终端。采用本发明提供的上述技术方案，保护了用户在进行 D2D 发现过程中的私密性，同时也实现
了网络侧对 D2D 发现的控制。



终端的发现、发现处理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通信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终端 的发现 （diSC0V ery ) 、发现处理方

法及装置 。

背景技术

无线通信领域，随着智能终端和移动互联网应用 的快速发展 ，对用户体验和数据

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终端对终端 （Device to Device, 简称为 D2D) 技术正是在此背景

下提 出的，D2D 技术打破 了之前长期演进 （Long Term Evolution, 简称为 LTE) 系统

中，两个无线终端设备必须通过基站才能通信 的限制 。D2D 技术包括 D2D 发现和 D2D

通信两部分，D2D 发现是指无线终端设备之 间的，当距离近到无线设备之 间可 以直接

通信时，彼此能发现对方 。D2D 通信指两个无线终端设备，不通过基站 ，直接通信 。

在 D2D 发现技术 中有许多的应用场景，但是，由于 D2D 发现过程 的私密性不是很高

以及运营商不能对 D2D 的发现过程进行控制 ，因此 ，现有 的 D2D 发现方案不适用于

对私密性要求较高的场景 。

针对相关技术中的上述 问题 ， 目前 尚未提 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

发 明内容

针对相关技术中，现有 的 D2D 发现方案不适用于对私密性要求较高的场景 以及运

营商不能对 D2D 的发现过程进行控制等技术 问题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终端 的发

现、发现处理方法及装置，以至少解决上述 问题 。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 ，提供 了一种终端 的发现方法 ，包括：网络侧实体分配

指定区域 内的无线资源 ，其 中，无线资源为进行终端对终端 D2D 发现过程所需要 的资

源；在指定区域 内的第一终端根据无线资源发起对相邻终端 的 D2D 发现过程后 ，网络

侧实体接收来 自于相邻终端上报 的发现信号，其 中，发现信号为相邻终端接收的来 自

于第一终端 的发现信号，并且，发现信号与第一终端相对应 ；网络侧实体根据对第一

终端和相邻终端 的鉴权信息 以及发现信号和第一终端 的对应关系，确定第一终端发现

相邻终端 ，和/或相邻终端发现第一终端 。



在指定区域 内的第一终端根据无线资源发起对相邻终端 的 D2D 发现过程之前 ，包

括：网络侧实体通过无线资源为第一终端分配进行 D2D 发现所使用 的发现信号。

上述 网络侧实体为第一终端分配发现信号之前 ，包括；网络侧实体获取鉴权信息，

其中，鉴权信息中包括：在指定区域 内的终端是否具有进行 D2D 发现 的权 限信息 以及

在指定区域 内，与指定终端可 以进行 D2D 发现过程 的终端信息。

上述 网络侧实体根据对第一终端和相邻终端 的鉴权信息 以及发现信号和第一终端

的对应关系，确定第一终端发现相邻终端 ，和/或相邻终端发现第一终端之后 ，还包括 :

网络侧实体将第一终端 的应用层信息或应用层标识 ID 传送给相邻终端 ；和/或 网络侧

实体将相邻终端 的应用层信息或应用层标识 ID 传送给第一终端 。

上述指定区域为 以下之一：网络侧实体覆盖范围内的区域、网络侧实体与其它网

络侧实体 的联合覆盖区域 。

上述 网络侧实体包括：基站 、移动性管理实体 （Mobile Management Entity, 简称

为 MME ) 。

上述 网络侧实体根据对第一终端和相邻终端 的鉴权信息 以及发现信号和第一终端

的对应关系，确定第一终端发现相邻终端 ，和/或相邻终端发现第一终端 ，包括：MME

实体将对指定区域 内的终端 的鉴权信息发送给基站 ；基站根据鉴权信息对第一终端和

相邻终端进行鉴权 ，并根据鉴权结果和对应关系确定第一终端发现相邻终端，和/或相

邻终端发现第一终端 。

上述 网络侧实体根据对第一终端和相邻终端 的鉴权信息 以及发现信号和第一终端

的对应关系，确定第一终端发现相邻终端 ，和/或相邻终端发现第一终端 ，包括：MME

实体将对指定区域 内的终端 的鉴权结果发送给基站 ；基站根据鉴权结果和对应关系确

定第一终端发现相邻终端 ，和/或相邻终端发现第一终端 。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 ，提供 了一种终端 的发现处理方法 ，包括：第一终端

获取进行终端对终端 D2D 发现过程所需要 的无线资源 ，其 中，无线资源为 由网络侧实

体分配 的指定区域 内的资源且为进行终端对终端 D2D 发现过程所需要 的资源 ；第一终

端根据获取 的无线资源发起对相邻终端 的 D2D 发现过程 ；第一终端 向相邻终端发送发

现信号，其 中，发现信号与第一终端相对应 ，其 中，发现信号和第一终端 的对应关系，

与网络侧实体对第一终端和相邻终端 的鉴权信息共 同作为网络侧实体确定第一终端发

现相邻终端 ，和/或相邻终端发现第一终端 的依据 。



根据本发明的又一个实施例 ，提供 了一种终端 的发现装置，位于网络侧实体 中，

包括：分配模块 ，设置为分配指定区域 内的无线资源 ，其 中，无线资源为进行终端对

终端 D2D 发现过程所需要 的资源 ；接收模块 ，设置为在指定区域 内的第一终端根据无

线资源发起对相邻终端 的 D2D 发现过程后 ，网络侧实体接收来 自于相邻终端上报 的发

现信号，其 中，发现信号为相邻终端接收的来 自于第一终端 的发现信号，并且，发现

信号与第一终端相对应 ；确定模块 ，设置为根据对第一终端和相邻终端 的鉴权信息 以

及发现信号和第一终端 的对应关系，确定第一终端发现相邻终端 ，和/或相邻终端发现

第一终端 。

上述分配模块 ，还设置为通过无线资源为第一终端分配进行 D2D 发现所使用 的发

现信号，其 中，发现信号与第一终端相对应 。

上述装置还包括：传送模块 ，设置为将第一终端 的应用层信息或应用层标识 ID 传

送给相邻终端 ；和/或将相邻终端 的应用层信息或应用层标识 ID 传送给第一终端 。

根据本发明的再一个实施例 ，提供 了一种终端 的发现处理装置，位于第一终端 中，

包括：获取模块 ，设置为获取进行 D2D 发现过程所需要 的无线资源 ，其 中，无线资源

为 由网络侧实体分配 的指定区域 内的资源且为进行终端对终端 D2D 发现过程所需要

的资源 ；发起模块 ，设置为根据获取 的无线资源发起对相邻终端 的发现过程 ；发送模

块 ，设置为 向相邻终端发送发现信号，其 中，发现信号与第一终端相对应 ，其 中，发

现信号和第一终端 的对应关系，与网络侧实体对第一终端和相邻终端 的鉴权信息共 同

作为网络侧实体确定第一终端发现相邻终端 ，和/或相邻终端发现第一终端 的依据 。

根据本发明的再一个实施例 ，提供 了一种终端 的发现装置，位于 MME 中，包括 :

分配模块 ，设置为分配指定 eNB 内的用于进行终端对终端 D2D 发现过程所需要 的无

线资源集 ；鉴权模块 ，设置为获取第一终端和第二终端 的鉴权信息。可 以对所述终端

进行鉴权 ，将鉴权结果传给 eNB ，也可 以不做鉴权 ，直接将鉴权信息传给 eNB 。

根据本发明的再一个实施例 ，提供 了一种终端 的发现装置，位于 eNB 中，包括：

分配模块 ，设置为配置第一终端 的发现信号资源 ；接收模块 ，设置为在所述指定 eNB

内的第一终端发起对第二终端 的 D2D 发现过程后 ，所述 网络侧实体接收来 自于所述第

二终端上报 的发现信号信息，其 中，所述发现信号为所述第二终端接收的来 自于所述

第一终端 的发现信号；确定模块 ，设置为根据对所述第一终端和所述第二终端 的鉴权

信息或鉴权结果，确定所述第一终端发现所述第二终端 ，和/或所述第二终端发现所述

第一终端 。



上述装置还包括：传送模块 ，设置为将所述第一终端 的应用层信息或应用层标识

ID 传送给所述第二终端 ；和/或将所述第二终端 的应用层信息或应用层标识 ID 传送给

所述第一终端 。

根据本发明的再一个实施例 ，提供 了一种终端 的发现处理装置，位于第一终端 中，

包括：获取模块 ，设置为获取 eNB 配置的发现信号资源 ；发起模块 ，设置为发送发现

信号。

根据本发明的再一个实施例 ，提供 了一种终端 的发现处理装置，位于第二终端 中，

包括：获取模块 ，设置为获取进行 D2D 发现过程所需要 的无线资源集 的范围；监听模

块 ，设置为在所述无线资源集 的范围内，监 听第一终端发送 的发现信号。上报模块 ，

设置为将监听到的发现信号的相关信息，上报 eNB 。

根据本发明的再一个实施例 ，提供 了一种终端 的发现方法 ，包括：步骤 1: 移动

性管理实体 MME 为演进 的节点 B eNB 分配进行终端对终端 D2D 发现过程所需要 的无

线资源集 ；步骤 2 : eNB 为第一终端配置用于 D2D 发现 的发现信号资源 ；步骤 3: 所

述第一终端发送发现信号；步骤 4 : 第二终端接收到所述发现信号后 向所述 eNB 上报

接收到的发现信号信息；步骤 5: 所述 eNB 接收来 自于所述第二终端上报 的发现信号

信息并据此确定所述第二终端收到来 自所述第一终端 的发现信号；步骤 6: 所述 eNB

根据对所述第一终端和所述第二终端 的鉴权信息或鉴权结果，确定所述第一终端发现

所述第二终端 ，和/或所述第二终端发现所述第一终端 。

所述无线资源集 ，包括：所述无线资源集为时频资源 的组合 ，或时频资源与码资

源的组合 。

所述 eNB 为第一终端配置所述发现信号资源之前 ，包括 ;所述 eNB 广播所述 MME

为其分配 的所述无线资源集 的范围信息。所述第二终端接收所述范围信息，并在所述

范围信息指示的范围内监听所述第一终端发送 的发现信号。

eNB 为第一终端配置用于 D2D 发现 的发现信号资源 ，包括：eNB 在 MME 为 eNB

分配 的所述无线资源集 的范围内，为第一终端配置所述发现信号资源 ，其 中，在 D2D

发现过程 中，所述发现信号唯一标识所述第一终端 。所述发现信号只通过无线资源 区

分；当发现信号所使用 的时频资源相 同时，可 以通过不 同的码进行区分；当发现信号

所使用 的码相 同时，通过所述发现信号所使用 的时频资源 的不 同，区分不 同的发现信

号。



所述 eNB 根据对所述第一终端和所述第二终端 的鉴权信息或鉴权结果，确定所述

第一终端发现所述第二终端 ，和/或所述第二终端发现所述第一终端之前 ，包括；所述

eNB 请求所述 MME 获取鉴权信息，所述 MME 获取鉴权信息；所述 MME 通知 eNB

其获取 的鉴权信息，其 中，获取 的所述鉴权信息包括：在所述指定区域 内的终端是否

具有进行 D2D 发现 的权 限信息；和/或 ，第一终端是否可 以发现第二终端 的权 限信息

以及第二终端是否可 以发现第一终端 的权 限信息。

所述 eNB 根据对所述第一终端和所述第二终端 的鉴权信息或鉴权结果，确定所述

第一终端发现所述第二终端 ，和/或所述第二终端发现所述第一终端之前 ，包括；所述

eNB 请求 MME 获取鉴权信息，MME 获取鉴权信息；其 中，所述鉴权信息包括：在

所述指定区域 内的终端是否具有进行 D2D 发现 的权 限信息；和/或 ，第一终端是否可

以发现第二终端 的权 限信息 以及第二终端是否可 以发现第一终端 的权 限信息。

所述 eNB 根据对所述第一终端和所述第二终端 的鉴权信息或鉴权结果，确定所述

第一终端发现所述第二终端 ，和/或所述第二终端发现所述第一终端 ，包括：所述 eNB

根据所述鉴权信息对所述第一终端和所述第二终端进行鉴权 ，并根据鉴权结果确定所

述第一终端发现所述第二终端 ，和/或所述第二终端发现所述第一终端 。

所述 eNB 根据对所述第一终端和所述第二终端 的鉴权信息或鉴权结果，确定所述

第一终端发现所述第二终端 ，和/或所述第二终端发现所述第一终端 ，包括：所述 eNB

请求所述 MME 对第一终端和第二终端进行鉴权 ，所述 MME 根据鉴权信息对所述第

一终端和所述第二终端进行鉴权 ，所述 MME 将鉴权结果发送给所述 eNB; 所述 eNB

根据所述鉴权结果确定所述第一终端发现所述第二终端 ，和/或所述第二终端发现所述

第一终端 。

所述 eNB 根据对所述第一终端和所述第二终端 的鉴权信息或鉴权结果，确定所述

第一终端发现所述第二终端 ，和/或所述第二终端发现所述第一终端之后 ，还包括：所

述 eNB 将所述第一终端 的应用层信息或应用层标识 ID 传送给所述第二终端 ；和/或所

述 eNB 将所述第二终端 的应用层信息或应用层标识 ID 传送给所述第一终端 。

通过本发明实施例 ，采用在 网络侧实体根据对所述第一终端和所述相邻终端 的鉴

权信息确定所述第一终端和所述相邻终端 已经相互发现 的技术手段 ，解决 了相关技术

中，现有 的 D2D 发现方案不适用于对私密性要求较高的场景等技术 问题 ，从而保护 了

用户在进行 D2D 发现过程 中的私密性 ，同时也实现 了网络侧对 D2D 发现 的控制 。



附图说明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 ，构成本 申请 的一部分 ，本发

明的示意性实施例及其说 明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不 当限定 。在附图

中-

图 1 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1 的终端 的发现方法流程 图；

图 2 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1 的终端 的发现装置的结构框 图；

图 3 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1 的终端 的发现装置的另一结构框 图；

图 4 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2 的终端 的发现处理方法 的流程 图；

图 5 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2 的终端 的发现处理装置的结构框 图；

图 6 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4 的 D2D 发现 的拓扑结构示意 图；

图 7 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4 的 D2D 发现整体流程示意 图；

图 8 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4 的 MME 获取无线终端 的 D2D 鉴权信息的第一流程示

意图；

图 9 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4 的 MME 获取无线终端 的 D2D 鉴权信息的第二流程示

意图；

图 10 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3 的 MME 获取无线终端 的 D2D 鉴权信息的第三流程

示意 图；

图 11 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4 的 MME 获取无线终端 的 D2D 鉴权信息的第 四流程

示意 图；

图 12a 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4 的无线终端完成设备发现 的第一流程示意 图；

图 12b 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4 的无线终端完成设备发现 的第二流程示意 图；

图 12c 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4 的无线终端完成设备发现 的第三流程示意 图；

图 13 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4 的无线终端完成用户发现 的第一流程 图；

图 14 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4 的无线终端完成用户发现 的第二流程 图；



图 15 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4 的无线终端完成用户发现 的第三流程 图；

图 16 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4 的终端获知用户发现结果的第一流程 图；

图 17 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4 的终端获知用户发现结果的第二流程 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下文中将参考附图并结合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发明。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

情况下，本 申请 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 中的特征可 以相互组合 。

考虑到相关技术中，现有 的 D2D 发现方案不适用于对私密性要求较高的场景等技

术问题 ，以下结合实施例提供 了相关的解决方案，现详细说明。

实施例 1

图 1 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1 的终端 的发现方法流程 图。如 图 1所示，该方法包括 :

步骤 S102 ，网络侧实体分配指定区域 内的无线资源 ，其 中，无线资源为进行终端

对终端 D2D 发现过程所需要 的资源 ；

步骤 S104 ，在指定区域 内的第一终端根据无线资源发起对相邻终端 的 D2D 发现

过程后 ，网络侧实体接收来 自于相邻终端上报 的发现信号，其 中，发现信号为相邻终

端接收的来 自于第一终端 的发现信号，并且，发现信号与第一终端相对应 ；

步骤 S106 ，网络侧实体根据对第一终端和相邻终端 的鉴权信息 以及发现信号和第

一终端 的对应关系，确定第一终端发现相邻终端 ，和/或相邻终端发现第一终端 。

通过上述处理过程 ，由于可 以通过网络侧实体控制终端进行 D2D 发现 的过程 ，并

通过网络侧实体进行 D2D 发送 的判断，因此 ，保证 了 D2D 发现过程 的私密性 。

在本实施 中，在指定区域 内的第一终端根据无线资源发起对相邻终端 的 D2D 发现

过程之前 ，网络侧实体通过上述无线资源为第一终端分配进行 D2D 发现所使用 的发现

信号。

在本实施例 中，在 网络侧实体为第一终端分配发现信号之前 ，网络侧实体获取鉴

权信息，其 中，鉴权信息中包括：在指定区域 内的终端是否具有进行 D2D 发现 的权 限

信息 以及在指定区域 内，与指定终端可 以进行 D2D 发现过程 的终端信息。



在本实施例 中，网络侧实体根据对第一终端和相邻终端 的鉴权信息 以及发现信号

和第一终端 的对应关系，确定第一终端发现相邻终端 ，和/或相邻终端发现第一终端之

后，网络侧实体将第一终端 的应用层信息或应用层标识 ID 传送给相邻终端 ；和/或 网

络侧实体将相邻终端 的应用层信息或应用层标识 ID 传送给第一终端

在本实施例 中的指定区域可 以为网络侧实体覆盖范围内的区域或者网络侧实体与

其它网络侧实体 的联合覆盖区域 。

在本实施例 中的网络侧实体可 以包括但不限于基站 、移动性管理实体 MME 。

上述 网络侧实体根据对第一终端和相邻终端 的鉴权信息 以及发现信号和第一终端

的对应关系，确定第一终端发现相邻终端 ，和/或相邻终端发现第一终端 ，可 以包括但

不限于 以下处理过程 ：：

MME 实体将对指定区域 内的终端 的鉴权信息发送给基站 ；

基站根据鉴权信息对第一终端和相邻终端进行鉴权 ，并根据鉴权结果和对应关系

确定第一终端发现相邻终端 ，和/或相邻终端发现第一终端 。

网络侧实体根据对第一终端和相邻终端 的鉴权信息 以及发现信号和第一终端 的对

应关系，确定第一终端发现相邻终端 ，和/或相邻终端发现第一终端 ，可 以通过 以下之

一过程实现 ：

( 1) MME 实体将对指定区域 内的终端 的鉴权信息发送给基站 ；基站根据鉴权信

息对第一终端和相邻终端进行鉴权 ，并根据鉴权结果和对应关系确定第一终端发现相

邻终端 ，和/或相邻终端发现第一终端 ；或者

(2) MME 实体将对指定区域 内的终端 的鉴权结果发送给基站 ；基站根据鉴权结

果和对应关系确定第一终端发现相邻终端 ，和/或相邻终端发现第一终端 。

在本实施例 中还提供 了一种终端 的发现装置，该装置位于网络侧实体 中，用于实

现上述实施例及优选实施方式，已经进行过说明的不再赘述 ，下面对该装置中涉及到

的模块进行说明。如 以下所使用 的，术语 " 模块 " 可 以实现预定功能的软件和/或硬件

的组合 。尽管 以下实施例所描述 的装置较佳地 以软件来实现 ，但是硬件 ，或者软件和

硬件 的组合 的实现也是可能并被构想 的。图 2 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1 的终端 的发现装

置的结构框 图。如 图 2 所示，该装置包括：



分配模块 20，连接至接收模块 22，设置为分配指定区域内的无线资源，其中，

无线资源为进行终端对终端 D2D 发现过程所需要的资源；

接收模块 22，连接至确定模块 24，设置为在指定区域内的第一终端根据无线资

源发起对相邻终端的 D2D 发现过程后，网络侧实体接收来 自于相邻终端上报的发现信

号，其中，发现信号为相邻终端接收的来 自于第一终端的发现信号，并且，发现信号

与第一终端相对应；

确定模块 24，设置为根据对第一终端和相邻终端的鉴权信息以及发现信号和第一

终端的对应关系，确定第一终端发现相邻终端，和/或相邻终端发现第一终端。

通过上述各个模块所实现的功能，同样实现了通过网络侧实体控制终端进行 D2D

发现的过程，并通过网络侧实体进行 D2D 发送的判断，因此，也可以保证 D2D 发现

过程的私密性。

在本实施例中，分配模块 20，还设置为通过无线资源为第一终端分配进行 D2D

发现所使用的发现信号，其中，发现信号与第一终端相对应。

优选地，如图 3 所示，上述装置还可以包括：传送模块 26，设置为将第一终端的

应用层信息或应用层标识 ID 传送给相邻终端；和/或将相邻终端的应用层信息或应用

层标识 ID 传送给第一终端。

实施例 2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 1 相对应，在终端侧对 D2D 发现过程进行了相应改进。图 4

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 2 的终端的发现处理方法的流程图。如图 4 所示，该方法包括：

步骤 S402 ，第一终端获取进行 D2D 发现过程所需要的无线资源，其中，无线资

源为由网络侧实体分配的指定区域内的资源且为进行终端对终端 D2D 发现过程所需

要的资源；

步骤 S404 ，第一终端根据获取的无线资源发起对相邻终端的 D2D 发现过程；

步骤 S406 ，第一终端向相邻终端发送发现信号，其中，发现信号与第一终端相对

应，其中，发现信号和第一终端的对应关系，与网络侧实体对第一终端和相邻终端的

鉴权信息共同作为网络侧实体确定第一终端发现相邻终端，和/或相邻终端发现第一终

端的依据。



在本实施例 中还提供 了一种终端 的发现处理装置，该装置位于第一终端 中，用于

实现上述方法 ，如 图 5 所示，该装置包括：

获取模块 50，连接至发起模块 52，设置为获取进行 D2D 发现过程所需要 的无线

资源 ，其 中，无线资源为 由网络侧实体分配 的指定区域 内的资源且为进行终端对终端

D2D 发现过程所需要 的资源 ；

发起模块 52，连接至发送模块 54，设置为根据获取 的无线资源发起对相邻终端

的发现过程 ；

发送模块 54，设置为 向相邻终端发送发现信号，其 中，发现信号与第一终端相对

应 ，其 中，发现信号和第一终端 的对应关系 ，与网络侧实体对第一终端和相邻终端 的

鉴权信息共 同作为网络侧实体确定第一终端发现相邻终端 ，和/或相邻终端发现第一终

端的依据 。

为了更好地理解上述实施例 1 和实施例 2，以下结合实施例 3 和实施例 4 详细说

明。

本实施例提 出一种 D2D 发现技术，可 以发现临近 的 D2D 设备，在 D2D 发现过程

中可 以充分保证用户 的私密性，并可 以实现 网络侧对 D2D 发现 的控制 。

为达到上述 目的，本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 D2D 发现方法包括 以下处理步骤 ：

步骤一，基站分配发现信号相关的无线资源 。基站广播发现信号相关的无线资源 。

发现信号可 以是 LTE 已知的无线信号，也可 以是新设计 的无线信号。

步骤二，想要进行 D2D 发现 的终端设备 （称为源终端设备 ），如果之前没有注册

到网络 ，则注册到网络 ，基站对终端设备进行配置，终端设备根据基站 的配置发送所

使用 的发现信号，发现信号在广播 的无线资源范围之 内。

其 中，终端注册 eNB 时，携带 自己的应用层 id 等信 息。

其 中，在终端设备注册时 eNB ( 或 MME) 可 以获得终端 的 D2D 注册信息，和 eNB

获得终端在 网络 中的唯一标识 。

其 中，终端设备如果没有 D2D 发现权力，则 eNB 不分配发现信号。



步骤三，检查到发现信号的终端设备 （称为 目标终端设备），如果之前没有注册到

网络，则注册到网络，向基站上报所测到的发现信号。基站根据发现信号和终端设备

的注册信息，完成终端设备的 D2D 发现，并通知给终端设备。

其中，终端注册 eNB 时，携带 自己的应用层 id 等信息。

其中，在终端设备注册时 eNB (或 MME) 可以获得终端的 D2D 注册信息，和 eNB

获得终端在网络中的唯一标识。

其中，终端设备如果没有 D2D 发现权力，则停止后面的流程。

其中，eNB 根据发现信号和终端设备的对应关系，获知哪些 目标终端设备，收到

了源终端设备的发现信号。

其中，或者在 目标终端设备，收到了源终端设备的发现信号之后，在获知终端设

备的 D2D 鉴权信息，和 目标设备的全网唯一标识。通过该标识判断 D2D 的权力。

其中，eNB 根据设备终端的鉴权信息，判断哪些 目标终端设备发现了哪些源终端

设备。

其中，可以根据无线信道的对称性，认为如果 目标终端设备能收到源终端设备的

信号，则源终端设备也能收到 目标终端设备的无线信号，eNB 根据设备终端的鉴权信

息，判断哪些源终端设备发现了哪些 目标终端设备。

其中，如果源设备可以发现 目标设备，eNB 将 目标终端设备应用层 id 等信息传给

源终端设备。

其中，如果 目标设备可以发现源设备，eNB 将源终端设备应用层 id 等信息传给 目

标终端设备。

实施例 4

在本实施例中，可以采用如图 6 所示的拓扑结构，在图 6 中各个实体的交互过程

可以参加图 7 中的处理步骤。D2D 发现的整体流程如图 7 所示，包括，

步骤 S702 ，基站分配在无线终端在进行 D2D 发现时所使用的无线资源，并进行

广播。



在本实施例中，可 以一个基站只分配在本基站范围内的无线资源，并广播本基站

范围内的无线资源，也可 以几个基站联合起来，组成一个 D2D 发现区域，几个基站可

以联合起来进行资源分配 。每个基站都广播在该 D2D 发现区域 内所使用的无线资源 。

步骤 S704 ，无线终端和 eNB 共 同完成 D2D 用户的设备发现 。

所谓设备发现就是指 eNB 发现两个无线终端设备在 D2D 发现的范围之 内。即 eNB

发现 目标无线终端收到了源无线终端的发现信号，即完成设备发现，该部分在 图 8-11

部分有具体描述 。

进行设备发现时，如果无线终端处于 idle 态 ，则无线终端附着，注册到网络，进

入连接态，如果无线终端本身就 已经是连接态，则无需此过程

步骤 S706 ，eNB 和 MME 或者 eNB 自身完成 D2D 用户的用户发现 。

所谓用户发现，即为 eNB 根据设备发现的结果，和 D2D 发现的鉴权判断，确定

一个无线终端设备发现 了另一个无线终端设备。该部分在 图 12 (a,b,c) 部分有描述 。

以下结合 图 8-17 详细说明。

MME 获取 D2D 鉴权信息，必须在网络侧判断无线终端是否有权进行 D2D 发现之

前进行 。从发送的节点上，有两种基本的思路，一种是将鉴权信息发到 MME ，一种是

将鉴权信息进一步发到 eNB 。从鉴权的时间点上，也可 以有两种思路，可 以有两种处

理思路，一种是在 UE 进行附着时，MME 获取无线终端的 D2D 鉴权信息，还有一种

是在无线终端进行 D2D 设备发现过程中获取无线终端的 D2D 鉴权信息。

下面是在 UE 附着时获取 D2D 鉴权信息，但鉴权信息并不下发到 eNB ，该情况如

图 8 中所示，其中虚线表示和现有流程相 同，实线表示和现有流程不同的地方。在附

着过程中，MME 在鉴权和获取数据过程中，从 HSS 获取无线终端的 D2D 鉴权信息，

该流程可 以和 目前的 LTE 的鉴权流程相 同，区别在于在获取的鉴权信息中，多了 D2D

的鉴权信息。也可 以通过单独的消息获取 D2D 的鉴权信息。D2D 鉴权信息，必须包

括如下 内容，该无线终端是否有进行 D2D discovery 的权力。D2D 终端发现关系表，

该表包括该无线终端可 以被哪些其他无线终端发现，不能被哪些无线终端发现 。该无

线终端可 以发现哪些其他无线终端，不能发现哪些无线终端 。

下面是在 D2D 设备发现过程中，MME 获取 D2D 鉴权信息，但鉴权信息并不下

发到 eNB ，该情况如图 9 所示，在设备发现过程中，UE 可 以向 MME 发消息，表明



需要 MME 获取 D2D 鉴权信息，之后 MME 向 HSS 发消息，获取无线终端的 D2D 鉴

权信息。该信息包含的内容和上述的相 同。MME 向 UE 回消息，表明已获取鉴权信息。

下面是在 UE 附着时获取 D2D 鉴权信息，鉴权信息进一步下发到 eNB ，该情况如

图 10 示，其中虚线表示和现有流程相 同，实线表示和现有流程不同的地方。MME 获

取 D2D 鉴权消息的流程和 图 8 中的流程相 同，MME 收到 D2D 鉴权信息后，可 以在

之后的现有附着流程中的某一条消息中将 D2D 鉴权信息发给 eNB, 例如，在 目前的初

始上下文建立请求消息中，携带鉴权信息。也可 以用一条专 门的消息，传递鉴权信息，

MME 传给 eNB 的鉴权信息包括，该无线终端是否有进行 D2D discovery 的权力，也

可 以将 D2D 终端发现关系表传给 eNB 。在将鉴权消息传给 eNB 的同时，也可 以将全

网唯一的无线终端标识传给 eNB 。

下面是在 D2D 设备发现过程中，MME 获取 D2D 鉴权信息，并将鉴权信息下发

至|J UE，MME 获取 D2D 鉴权消息的流程和 图 9 中的流程相 同，MME 收到 D2D 鉴权

信息后，如图 11 所示，MME 回鉴权完成消息，同时顺带将鉴权消息传给 eNB ，MME

传给 eNB 的鉴权信息包括，该无线终端是否有进行 D2D discovery 的权力。也可 以将

D2D 终端发现关系表传给 eNB 。在将鉴权消息传给 eNB 的同时，也可 以将全网唯一

的无线终端标识传给 eNB 。

以下说明无线终端完成设备发现过程 。

想要进行 D2D 发现的无线终端，给 eNB 发 D2D 发现请求消息 （或信令 ）（D2D

Discovery request), 如果 eNB 在附着过程中，附着原因为进行 D2D 发现，可 以不用

发请求消息 （或信令 ）。如果 MME 还没有鉴权信息，可 以进行 图 9 所示流程，在 D2D

设备发现过程中，MME 获取 D2D 鉴权信息。MME 或 eNB 根据鉴权信息，判断 UE

是否可 以进行 D2D 发现，如果 UE 不可 以进行 D2D 发现，则终止 D2D 发现流程 ，如

果 UE 可 以进行 D2D 发现 （如果是 MME 鉴权，则要把鉴权结果通知 UE) ，则 eNB

发消息 （或信令 ）指示无线终端，按照 eNB 的要求产生 D2D 发现信号。无线终端按

照 eNB 的指示，产生 D2D 发现信号。

在本实施例中，将该终端，即发起 D2D 发现的终端，称为源 UE。发现信号和源

UE 在一定范围内，有确定的一对一关系。支持 D2D 功能的 UE 会一直进行 D2D 发现

信号检测，将检测出 D2D 发现信号的终端称为 目标 UE。目标 UE 检测到 D2D 发现信

号后，如果没有注册到网络，则进行附着操作，其过程如图 8-11 所示。进行完附着和

注册操作之后，目标 UE 上报其检测到的 D2D 发现信号的身份信息，目标 UE 也可 以

同时上报 D2D 发现信号的测量信息。如果该 UE 的鉴权信息为可 以进行 D2D 发现 (鉴



权方法同上)，则 eNB 收到 目标 UE 上报的 D2D 发现信号的身份信息之后，根据该

D2D 发现信号分配给哪个源 UE，即发现信号和源 UE 的对应关系，判断出 目标 UE

收到了哪个源 UE 的发现信号。此过程即为设备发现过程，如果该 UE 的鉴权信息为

不可 以进行 D2D 发现，则 eNB 停止下面的流程。如图 12a 所示，根据无线信道的对

称关系，可 以认为如果 目标 UE 发发现信号的话，源 UE 也能收到 目标 UE 的发现信

号。即源 UE 和 目标 UE 彼此都完成了设备发现，如图 12b 所示，也可 以只认为 目标

UE 发现了源 UE，之后可 以让 目标 UE 发发现信号，源 UE 如果能收到发现信号，则

完成了源 UE 对 目标 UE 的设备发现。如图 12c 所示，只要打开 D2D 功能，无线终端

就发送发现信号。当一个 UE 要发现其他 UE 时，则上报 自己收到的发现信号给 eNB ，

让 eNB 判断该无线终端收到了哪些无线终端发送的发现信号。

以下详细说明无线终端完成用户发现的流程。

eNB 在完成设备发现之后，有两种可能的处理方法，一种是 D2D 是终端发现关

系结果或者是终端发现关系表 已经传给了 eNB ，由 eNB 做用户发现的判断，一种是

终端关系表在 MME 侧 由 MME 做用户发现的判断。下面分别进行论述。

第一种方法，如图 13 所示，终端发现表的内容是该 UE 发现那个 UE，已经该

UE 可 以被那个 UE 发现，例如，UE1 的终端发现关系表包括如下内容，UE1 可 以发

现 UE2, UE1 可 以被 UE2 发现，UE1 可 以发现 UE3, UE1 可 以被 UE3 发现，直至ij

UE1 可 以发现 UEn ，UEn 可 以被 UE1 发现。UE 被一个全网唯一的标识来标注 （例

如 GUTI ) 。该标识可 以在之前的鉴权过程中传给 eNB ，也可 以通过一条专用的消息，

在进行用户发现之前传给 eNB 。在第一种方法中，终端关系表传到 eNB 侧。该表可

以在鉴权时传给 eNB ，也可 以在通过专门的消息传给 eNB 。eNB 根据设备发现结果查

终端关系表，根据终端发现表做如下判断，对 目标 UE，如果源 UE 可 以发现 目标 UE

并且 目标 UE 可 以被源 UE 发现，则源 UE 可 以发现 目标 UE; 如果源 UE 可 以发现 目

标 UE 并且 目标 UE 不可 以被源 UE 发现，则源 UE 不可 以发现 目标 UE; 如果源 UE

不可 以发现 目标 UE 并且 目标 UE 可 以被源 UE 发现，则源 UE 不可 以发现 目标 UE;

如果源 UE 不可 以发现 目标 UE 并且 目标 UE 不可 以被源 UE 发现，则源 UE 不可 以发

现 目标 UE。对源 UE，如果 目标 UE 可 以发现源 UE 并且源 UE 可 以被 目标 UE 发现，

则 目标 UE 可 以发现源 UE; 如果 目标 UE 可 以发现源 UE 并且源 UE 不可 以被 目标

UE 发现，则 目标 UE 不可 以发现源 UE; 如果 目标 UE 不可 以发现源 UE 并且源 UE

可以被 目标 UE 发现，则 目标 UE 不可 以发现源 UE; 如果 目标 UE 不可 以发现源 UE

并且源 UE 不可 以被 目标 UE 发现，则 目标 UE 不可 以发现源 UE。完成用户发现后，

用户发现结果要上报 MME 。eNB 完成用户发现后，在把结果上报给 eNB 。



第二种方法 ，如 图 14 所示，eNB 将设备发现 中两个关联的 UE 的 UE 标识传给

MME, MME 根据终端发现表查出终端发现关系结果，并传给 eNB ，eNB 根据第一种

方法所描述 的方法进行用户发现流程 ，并把结果传给 MME 。

第三种方法 ，如 图 15 所示，终端关系表在 MME 侧 ，MME 完成用户发现 ，此时，

可 以在一个 MME 做判断，也可 以在两个 MME 做判断，判断方法和在 eNB 做判断的

方法相 同所示，如果两个 UE 对应不 同的 MME ，有可能会 出现两个 UE 对应不 同的

MME, 此 时可 以是 MME 在获取鉴权消息时，会获取全部的关系表 ，这样在一个 MME

做鉴权 即可 。也可 以是两个 MME 在鉴权时，只获取部分鉴权信息，此时可 以通过消

息交换，获取用户发现 的判断信息，判断信息可 以是两个 UE 之 间是否可 以发现 ，被

发现 的结果，也可 以是终端关系表 。MME 做完用户发现后 ，可 以将结果传给 eNB 。

以下详细说明终端获知用户发现结果的流程 。

eNB 或 eNB 和 MME 根据用户发现结果建立起相应 的无线承载 。

eNB 在完成用户发现后 ，会根据上层应用协议 的具体设计 ，建立起相应 的无线承

载，例如在源 UE 发起设备发现 的过程 中，可 以进行消息的复用 ，即设备发现消息上

承载着应用层 的消息，该消息可携带应用层 id 。当完成用户发现 ，并确认可 以发现后 ，

即建立源 UE 和 目标 UE 的承载通道 ，把该消息发给 目标 UE。之后 的操作 由应用层完

成 。

在完成用户发现后 ，可 以有多种方法将结果通知终端 。可 以让两个 UE 之 间建立

控制面承载 的方法 ，让应用层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如 图 16 所示，UE1 在发送 D2D 发

现请求时(也可 以是其他消息），可 以携带应用层 的信息，如果确认 UE2 可 以发现 UE1 ，

在 eNB 建立控制面承载 ，将应用层消息，转给 UE2 ，让 UE2 处理 。UE2 在上报 D2D

的身份信息时 （也可 以是其他消息），也会携带应用层 的请求消息，在确认 UE1 可 以

发现 UE2 后 ，可 以将应用层消息，转给 UE1 ，让 UE1 处理 。

也可 以采用如 图 17 所示方法 ，MME 或者 eNB 或者专 门的 D2D 服务器通知 UE

其发现 的 UE 的身份标识，例如应用层 id，或 电话号码通 。应用层 id 可 以在 UE 进行

D2D 发现过程 中通告消息告诉 eNB 。 eNB 将应用层 id 和进行用户发现时使用 的 UE

的全 网唯一标识做关联 。当完成用户发现后 ，将应用层 id 传给对方，例如 UE1 发现

了 UE2 ，则将 UE2 的应用层 id 传给 UE1 。通知 UE1 发现 了 UE2 ，也可 以是一个用

户需要 的全 网唯一标识，例如也可 以将 UE2 的电话号码通知 UE1 。电话号码 (也可 以

是一个通用 的全 网唯一标识 )可 以在 D2D 发现时，由 UE 上报上来 ，也可 以是 MME

或 D2D 用户服务器根据 UE 的信息获取该 电话号码 .



上述实施例通过基站和核心网控制 UE 进行 D2D 发现 ，并通过基站和核心网进行

最终的 D2D 发现判断，保护 了用户在进行 D2D 发现过程 中的私密性 。同时保证 了网

络侧对 D2D 发现 的控制 。

在另外一个实施例 中，还提供 了一种软件 ，该软件用于执行上述实施例及优选实

施方式中描述 的技术方案 。

在另外一个实施例 中，还提供 了一种存储介质 ，该存储介质 中存储有上述软件 ，

该存储介质包括但不限于：光盘 、软盘 、硬盘 、可擦写存储器等 。

显然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该明白，上述 的本发明的各模块或各步骤可 以用通用

的计算装置来实现 ，它们可 以集 中在单个 的计算装置上，或者分布在多个计算装置所

组成 的网络上，可选地 ，它们可 以用计算装置可执行 的程序代码来实现 ，从而，可 以

将它们存储在存储装置 中由计算装置来执行 ，并且在某些情况下 ，可 以以不 同于此处

的顺序执行所示出或描述 的步骤 ，或者将它们分别制作成各个集成 电路模块 ，或者将

它们 中的多个模块或步骤制作成单个集成 电路模块来实现 。这样 ，本发明不限制于任

何特定的硬件和软件结合 。

以上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 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 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来说，本发明可 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 。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 内，所作的任何

修改、等 同替换、改进等 ，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工业实用性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可 以应用于终端发现 、终端发现处理的过程 中，基于上述技

术方案，采用在 网络侧实体根据对所述第一终端和所述相邻终端 的鉴权信息确定所述

第一终端和所述相邻终端 已经相互发现 的技术手段 ，解决 了相关技术中，现有 的 D2D

发现方案不适用于对私密性要求较高的场景等技术 问题 ，从而保护 了用户在进行 D2D

发现过程 中的私密性，同时也实现 了网络侧对 D2D 发现 的控制 。



权 利 要 求 书

1. 一种终端 的发现方法 ，包括：

网络侧实体分配指定区域 内的无线资源 ，其 中，所述无线资源为进行终端

对终端 D2D 发现过程所需要 的资源 ；

在所述指定区域 内的第一终端根据所述无线资源发起对相邻终端 的 D2D

发现过程后 ，所述 网络侧实体接收来 自于所述相邻终端上报 的发现信号，其 中，

所述发现信号为所述相邻终端接收的来 自于所述第一终端 的发现信号，并且，

所述发现信号与所述第一终端相对应 ；

所述 网络侧实体根据对所述第一终端和所述相邻终端 的鉴权信息 以及所述

发现信号和所述第一终端 的对应关系，确定所述第一终端发现所述相邻终端 ，

和/或所述相邻终端发现所述第一终端 。

2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在所述指定区域 内的第一终端根据所述无

线资源发起对相邻终端 的 D2D 发现过程之前 ，包括：

所述 网络侧实体通过所述无线资源为所述第一终端分配进行 D2D 发现所使用 的所

述发现信号 。

3. 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所述 网络侧实体为所述第一终端分配所述

发现信号之前 ，包括；

所述 网络侧实体获取所述鉴权信息 ，其 中，所述鉴权信息 中包括 ：在所述指定区

域 内的终端是否具有进行 D2D 发现 的权限信息 以及在所述指定区域 内，与指定终端可

以进行 D2D 发现过程 的终端信息 。

4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所述 网络侧实体根据对所述第一终端和所

述相邻终端 的鉴权信息 以及所述发现信号和所述第一终端 的对应关系，确定所

述第一终端发现所述相邻终端 ，和/或所述相邻终端发现所述第一终端之后 ，还

包括：

所述 网络侧实体将所述第一终端 的应用层信息或应用层标识 ID 传送给所述相邻终

端 ；和/或

所述 网络侧实体将所述相邻终端 的应用层信息或应用层标识 ID 传送给所

述第一终端 。



5.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所述指定区域为 以下之一：

所述 网络侧实体覆盖范围内的区域、所述 网络侧实体与其它网络侧实体 的

联合覆盖区域 。

6. 根据权利要求 1 至 5 任一项所述 的方法 ，其 中，所述 网络侧实体包括：

基站 、移动性管理实体 MME 。

7. 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所述 网络侧实体根据对所述第一终端和所

述相邻终端 的鉴权信息 以及所述发现信号和所述第一终端 的对应关系，确定所

述第一终端发现所述相邻终端 ，和/或所述相邻终端发现所述第一终端 ，包括：

所述 MME 实体将对所述指定区域 内的终端 的鉴权信息发送给所述基站 ；

所述基站根据所述鉴权信息对所述第一终端和所述相邻终端进行鉴权 ，并

根据鉴权结果和所述对应关系确定所述第一终端发现所述相邻终端 ，和/或所述

相邻终端发现所述第一终端 。

8. 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所述 网络侧实体根据对所述第一终端和所

述相邻终端 的鉴权信息 以及所述发现信号和所述第一终端 的对应关系，确定所

述第一终端发现所述相邻终端 ，和/或所述相邻终端发现所述第一终端 ，包括：

所述 MME 实体将对所述指定区域 内的终端 的鉴权结果发送给所述基站 ；

所述基站根据所述鉴权结果和所述对应关系确定所述第一终端发现所述相

邻终端 ，和/或所述相邻终端发现所述第一终端 。

9. 一种终端 的发现处理方法 ，包括：

第一终端获取进行终端对终端 D2D 发现过程所需要 的无线资源 ，其 中，所

述无 线 资源 为 由网络侧 实体 分配 的指 定 区域 内的资源 且 为进行 终端对 终端

D2D 发现过程所需要 的资源 ；

所述第一终端根据获取 的所述无线资源发起对相邻终端 的 D2D 发现过程 ；

所述第一终端 向所述相邻终端发送发现信号，其 中，所述发现信号与所述

第一终端相对应 ，其 中，所述发现信号和所述第一终端 的对应关系，与所述 网

络侧实体对所述第一终端和所述相邻终端 的鉴权信息共 同作为所述 网络侧实体

确定所述第一终端发现所述相邻终端 ，和/或所述相邻终端发现所述第一终端 的

依据 。

10. 一种终端 的发现装置，位于 MME 中，包括：



分配模块 ，设置为分配指定 eNB 内的用于进行终端对终端 D2D 发现过程

所需要 的无线资源集 ；

鉴权模块 ，设置为获取第一终端和第二终端 的鉴权信息，并且，根据所述

鉴权信息对所述终端进行鉴权 ，将鉴权结果传给 eNB ，或者，直接将所述鉴权

信息传给 eNB 。

11. 一种终端 的发现装置，位于 eNB 中，包括：

分配模块 ，设置为配置第一终端 的发现信号资源 ；

接收模块 ，设置为在所述指定 eNB 内的第一终端发起对第二终端 的 D2D

发现过程后 ，接收来 自于所述第二终端上报 的发现信号信息，其 中，所述发现

信号为所述第二终端接收的来 自于所述第一终端 的发现信号；

确定模块 ，设置为根据对所述第一终端和所述第二终端 的鉴权信息或鉴权

结果，确定所述第一终端发现所述第二终端 ，和/或所述第二终端发现所述第一

终端 。

12. 根据权利要求 11 所述 的装置，其 中，还包括：

传送模块 ，设置为将所述第一终端 的应用层信息或应用层标识 ID 传送给

所述第二终端 ；和/或将所述第二终端 的应用层信息或应用层标识 ID 传送给所

述第一终端 。

12. 一种终端 的发现处理装置，位于第一终端 中，包括：

获取模块 ，设置为获取 eNB 配置的发现信号资源 ；

发起模块 ，设置为发送发现信号；

13. 一种终端 的发现处理装置，位于第二终端 中，包括：

获取模块 ，设置为获取进行 D2D 发现过程所需要 的无线资源集 的范围；

监听模块 ，设置为在所述无线资源集 的范围内，监听第一终端发送 的发现

信号；

上报模块 ，设置为将监听到的发现信号的相关信息，上报 eNB 。

14. 一种终端 的发现方法 ，包括：

步骤 1: 移动性管理实体 MME 为演进 的节点 B eNB 分配进行终端对终端

D2D 发现过程所需要 的无线资源集 ；



步骤 2 : eNB 为第一终端配置用于 D2D 发现 的发现信号资源 ；

步骤 3: 所述第一终端发送发现信号；

步骤 4 : 第二终端接收到所述发现信号后 向所述 eNB 上报接收到的发现信

号信息；

步骤 5: 所述 eNB 接收来 自于所述第二终端上报 的发现信号信息并据此确

定所述第二终端收到来 自所述第一终端 的发现信号；

步骤 6: 所述 eNB 根据对所述第一终端和所述第二终端 的鉴权信息或鉴权

结果，确定所述第一终端发现所述第二终端 ，和/或所述第二终端发现所述第一

终端 。

15. 根据权利要求 14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所述无线资源集 ，包括：

所述无线资源集为时频资源 的组合 ，或时频资源与码资源 的组合 。

16. 根据权利要求 14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所述 eNB 为第一终端配置所述发现信号

资源之前 ，包括；

所述 eNB 广播所述 MME 为其分配 的所述无线资源集 的范围信息；

所述第二终端接收所述范围信息，并在所述范围信息指示的范围内监听所

述第一终端发送 的发现信号。

17. 根据权利要求 14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eNB 为第一终端配置用于 D2D 发现 的发

现信号资源 ，包括：

eNB 在 MME 为 eNB 分配 的所述无线资源集 的范围内，为第一终端配置所

述发现信号资源 ，其 中，在 D2D 发现过程 中，所述发现信号唯一标识所述第一

终端 ；

所述发现信号只通过无线资源区分；当发现信号所使用 的时频资源相 同时，

可 以通过不 同的码进行区分；当发现信号所使用 的码相 同时，通过所述发现信

号所使用 的时频资源 的不 同，区分不 同的发现信号。

18. 根据权利要求 14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所述 eNB 根据对所述第一终端和所述第

二终端 的鉴权信息或鉴权结果，确定所述第一终端发现所述第二终端 ，和/或所

述第二终端发现所述第一终端之前 ，包括；

所述 eNB 请求所述 MME 获取鉴权信息，所述 MME 获取鉴权信息；



所述 MME 通知 eNB 其获取 的鉴权信息，其 中，获取 的所述鉴权信息包括：

在所述指定区域 内的终端是否具有进行 D2D 发现 的权 限信息；和/或 ，第一终

端是否可 以发现第二终端 的权 限信息 以及第二终端是否可 以发现第一终端 的权

限信息。

19. 根据权利要求 14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所述 eNB 根据对所述第一终端和所述第

二终端 的鉴权信息或鉴权结果，确定所述第一终端发现所述第二终端 ，和/或所

述第二终端发现所述第一终端之前 ，包括；

所述 eNB 请求 MME 获取鉴权信息，MME 获取鉴权信息；

其 中，所述鉴权信息包括：在所述指定区域 内的终端是否具有进行 D2D 发

现 的权 限信息；和/或 ，第一终端是否可 以发现第二终端 的权 限信息 以及第二终

端是否可 以发现第一终端 的权 限信息。

20. 根据权利要求 14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所述 eNB 根据对所述第一终端和所述第

二终端 的鉴权信息或鉴权结果，确定所述第一终端发现所述第二终端 ，和/或所

述第二终端发现所述第一终端 ，包括：

所述 eNB 根据所述鉴权信息对所述第一终端和所述第二终端进行鉴权 ，并

根据鉴权结果确定所述第一终端发现所述第二终端 ，和/或所述第二终端发现所

述第一终端 。

21. 根据权利要求 14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所述 eNB 根据对所述第一终端和所述第

二终端 的鉴权信息或鉴权结果，确定所述第一终端发现所述第二终端 ，和/或所

述第二终端发现所述第一终端 ，包括：

所述 eNB 请求所述 MME 对第一终端和第二终端进行鉴权 ，所述 MME 根

据鉴权信息对所述第一终端和所述第二终端进行鉴权 ，所述 MME 将鉴权结果

发送给所述 eNB;

所述 eNB 根据所述鉴权结果确定所述第一终端发现所述第二终端 ，和/或

所述第二终端发现所述第一终端 。

22. 根据权利要求 14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所述 eNB 根据对所述第一终端和所述第

二终端 的鉴权信息或鉴权结果，确定所述第一终端发现所述第二终端 ，和/或所

述第二终端发现所述第一终端之后 ，还包括：

所述 eNB 将所述第一终端 的应用层信息或应用层标识 ID 传送给所述第二

终端 ；和/或



所述 eNB 将所述第二终端 的应用层信息或应用层标识 ID 传送给所述第

终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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