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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METHOD AND DEVICE FOR DISPLAYING NETWORK NAME

(54) 发明名称：网络名称显示方法和装置

(57) Abstract: Provided in the present invention are a method and device for
displaying a network name. A user equipment (UE) attaches to a first net
work and displays a first network name, where the first network name i s the

L 附右到第一网络， 第一网络名称，其中，所述第
一网络名称为所述第一网络的网络名称；或者，所 network name of the first network; or, the U E executes a joint attachment
执行联合 着流 或联合跟踪区更新流 附着到所述 process or a joint tracking area update process to attach to the first network
一网络和第 ：网络， 所述第一网络名称，其中，所 and to a second network and displays the first network name, where the first
述第 络的网络名称或所述第一 network name i s either the network name of the first network or the network

网络的网络名称 name of the second network. During a process of service execution at the
first network, the U E switches fiOm the first network over to the second net
work or to a third network, and the U E keeps displaying the first network

所述UE在所述笫 -网络执行业务 .十，从所述第 - name. Use of the technical solution ensures that the network name displayed
络变更到所述第-二网络成第三网络，所述 .保打:显 所 by a terminal i s consistent with the network name that i s recorded by a net -

述第一网络名称
work device to have been displayed by the UE.

图 4 Fig. 4
(57) 摘要：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显示网络名称的方法和装
置。用户设备 U E 附着到第一网络，显示第一网络名称，其中，
所述第一网络名称为所述第一网络的网络名称；或者，所述 U E
执行联合附着流程或联合跟踪区更新流程附着到所述第一网络

< 和第二网络，显示所述第一网络名称，其中，所述第一网络名
称为所述第一网络的网络名称或所述第二网络的网络名称。所
述 U E 在所述第一网络执行业务过程中，从所述第一网络变更到
所述第二网络或第三网络，所述 U E 保持显示所述第一网络名
称。通过上述技术方案，保证了终端显示的网络名称与网络设
备所记录的U E 所显示的网络名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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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名称显示方法和装置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无线通信领域，尤其涉及 网络名称显示方法和装置。

背景技术

第三代合作伙伴计 戈' (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3GPP ) 在现有第

二代移动通信 ( 2nd generation, 2G ) 和第三代移动通信 ( 3rd generation, 3G )

网络的基础上推 出了演进分组 系统 （evolved packet system, EPS ) 。 EPS 网络

包括 演 进 通 用 移 动 通 信 系统 陆地 无 线接 入 网 （evolved 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territorial radio access network, E-UTRAN ) 和演进分

组核心网 （evolved packet core network, EPC ) 。在EPS 网络建网初期，运营商

已经有成熟的电路交换 （circuit switch, CS ) 网络，而EPS 网络仅处理分组交

换 （packet switched, PS ) 业务。出于对CS网络投资的保护和EPS 网络的部署

策略，运营商可以釆用原有CS网络设备来提供CS业务。基于此需求，3GPP扩

展 了现有 2G或3G 网络中的移动交换 中心/拜访地位置寄存器 （mobile switching

center/visitor location register, MSC/VLR )与服务GPRS 支持节点（serving GPRS

support node, SGSN ) 之 间的Gs接 口功能，在EPC 网络中定义了MSC/VLR 与移

动性管理实体 （mobility management entity, MME ) 之 间的SGs接 口。基于SGs

接 口功能，3GPP提 出了" 电路交换回落" （CS fallback, CSFB ) 技术与SGs短消

息 ( short message over SGs, SMS over SGs ) 技术。CSFB 技术使E-UTRAN 覆

盖下的用户设备（user equipment, U E )在需要处理CS语音业务时通过E-UTRAN

回落到2G/3G 网络的CS域 ，以完成CS语音业务处理；SMS over SGs技术让驻 留

在E-UTRAN 下的U E重用现有CS域设备来实现在CS域传输短消息。

为 了极 大地减少运营商沉重的无线接入 网络部署成本，3GPP提 出了网络

共享的思想，即多个运营商的公共陆地移动网络 （public land mobile network ,

PLMN ) , 或者一个运营商的多个PLMN, 可以共享同一无线接入 网络来提供

无线通信业务。对于CSFB 技术与SMS over SGs技术，运营商同样提 出了CS域



网络共 享的需求 ，主要有如 下 两种 场景 。

场景 1, 传 统运 营商升级 已有 的CS域 网络 （包括 2G 网络和 3G 网络 ）， 以

支持 CSFB 技 术与 SMS over SGs技 术 ，即运 营商可 以通过共 享 自己运 营的多个

PLMN , 或 者 通 过 签 署 漫 游 协 议 共 享 其 他 运 营 商 的 PLMN , 来 为 驻 留在

E-UTRAN 下 的UE提供 CS业务 。

场景 2 , 新 兴 的纯PS业 务运 营商通 过签 署协议租 用传 统运 营商的CS域 网

络 ，以 支持 CSFB 技 术与 SMS over SGs技 术 。

在上述CS域 网络共 享场景下 ，对驻 留在E-UTRAN 下 的 同一UE, 可 以有 多

个可用 的PLMN 为其提供 CS业务 。在UE发起 的联合 附着流程 或者联合跟踪 区

更新 流程 中，若有 多个可用 的PLMN 为UE提供 CS业务 ，则MME 根据 演进型基

站 （evolved node B , eNB ) 上报 的PLMN, UE 当前所在 的跟踪 区的位 置信 息

以 及 运 营商的CS域 网络选择 策略 ，选择 一个合适 的PLMN 。基 于选择 的PLMN

与UE所在 的跟踪 区的位 置信 息给UE分 配一个对应 的CS域位 置域标识（location

area identification, LAI ) , 并基 于该LAI 选择 关联 的MSC/VLR 。联合 附着流程

完成后 ，UE会接 收到MME 发 送 的附着接 受 （attach accept ) , 该 attach accept

携 带跟踪 区标识 列表 （tracking area identity list, TAI list) , LAI 以 及 VLR 临 时移

动用户识 另l码 ( temporary mobile subscriber identity, TMSI ) 。对 UE而言 , U E

获取 到LAI 和 VLR TMSI 意味 着附着CS域 成功 。

联合 附着流程 完成后 ，UE 即成功注册到运 营商的 网络 ，UE应显示所注册

的 网络名 称 。或者 ，联合跟踪 区更新 流程之后 ，UE应显 示所注册 的 网络名称 。

目前UE显 示 网络名称主要基 于两种 策略 。

策略一 ： 网络侧 不进行 配置 ，UE根据 自身的配置显示 网络名称 。

具体地 ，UE根据 当前所注册 网络 的PLMN 标识 （identification, ID ) 显 示

与PLMN ID对应 的 网络名 称 。

然而，一些场景 下 ，UE不能确定显 示哪一个PLMN ID对应 的 网络名称 。

策略二 ： 由网络侧将要 显示的 网络名 称 下发给UE。

UE在 收到 网络侧 下发 的 网络名称 时 ，可 以用接 收到 的 网络名称 更新UE 自



身所配置的网络名称 ，并显示更新后 的网络名称 。

( 1 ) MME 会 将 通 过 E-UTRAN 移 动 性 管 理 信 息 （E-UTRAN mobil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EMM information ) 消息将要显示的网络名称通知给

U E , U E显示通知 的网络名称 。其 中，MME 所通知的网络名称是MME 根据MME

的归属PLMN ( home PLMN, HPLMN ) 来确定的。

( 2 ) MSC/VLR 通过 SGs接 口给MME 下发所注册的C S域 网络的网络名称。

MME 会将通过EMM Information 消息将要显示的网络名称通知给U E , U E显示

通知 的网络名称 。其 中，MME 通知 的 网络名称为MME 根据MME 的策略 ，确

名称

然而，由网络侧将 网络名称下发给U E 用于显示的策略 中，在一些场景下 ,

U E 无法确定要显示的 网络名称 ，MME 也不知道U E 究竟显示的是哪个 网络名

称。

发 明 内容

有鉴于此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了网络名称显示方法和装置，以解决现有技

第一方面，提供 了一种显示 网络名称的方法，包括：

用户设备 U E 附着到第一 网络 ，显示第一 网络名称 ，其 中，所述第一 网络

名称为所述第一 网络的网络名称；或者 ，所述U E执行联合 附着流程或联合跟

踪 区更新流程 附着到所述第一网络和第二 网络 ，显示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 ，其 中，

所述第一网络名称为所述第一 网络的网络名称或所述第二 网络的网络名称；以

及

所述U E在所述第一网络执行业务过程 中, 从所述第一网络变更到所述第

二 网络或第三 网络 ，所述U E保持显示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 。

在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第一网络为长期演进 网络 ，所述第二 网络和所述第三 网络为电路 交换



域 网络 ，所述业务为 电路 交换 回落CSFB 业务 ；从 所述第一 网络 变更到所述第

二 网络或第三 网络 ，包括 ：所述UE在所述第一 网络执行 所述CSFB 业务过程 中，

所述UE从 所述第一网络 回 落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者 所述第三 网络 。

在第一方 面的第二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

所述业务为语音业务 ，从 所述第一 网络 变更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第三 网络 ，

包括 ：所述UE在 所述第一 网络执行 所述语 音业务过程 中，切换 到所述第二 网

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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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述第一网络为长期演进 网络 ，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 电路 交换

域 网络 ；所述UE在 所述第一 网络执行 所述语 音业务过程 中，切换 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 ，包括 ：所述UE在 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开始所述语 音业务 ，

执行单接入语 音 电话连续性或者执行分组 交换切换 ，所述UE切换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执行所述语音业务 ；或者

所述第一 网络为第一2G网络或第一3G 网络 ，以及 ，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

第三 网络 为第二 3G 网络 ，或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 为第二2G网络 ，或

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4G 网络 ；所述UE在所述第一网络执行所述语

音业务过程 中，所述语音业务切换 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 ，包括 ：所

述UE在 所述第一2G 网络或第一3G 网络开始所述语音业务 ，执行反 向单接入语

音 电话连续性 ，所述UE切换到所述第二 3G 网络或第二 2G 网络或4G 网络执行所

述语音业务；或者

所述第一 网络为第一2G网络或第一3G 网络 ，以及 ，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

第三 网络 为第二 3G网络 ，或者 ，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 为第二2G 网络 ；

所述UE在 所述第一 网络执行 所述语 音业务过程 中，所述语 音业务切换 到所述

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 ，包括 ：所述UE在所述第一2G 网络或第一3G 网络开

始所述语音业务 ，执行 电路 交换切换 ，所述UE切换到所述第二 3G 网络或第二

2G 网络执行所述语音业务 。

结合 第一方面或第一方 面的任 一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四种可 能的实现



方式中，所述UE保持显示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 ，包括：

所述UE接 收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的第二 网络名称信 息 , 所述

UE忽略所接 收到 的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信 息或所述UE保持显 示所述第一 网络

名称 ，其 中，第二 网络名称为变更后 的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的网络名

称。

结合第一方面或第一方面的任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五种可能的实现

方式中，所述方法还 包括：

如果所述业务执行完毕 ，所述UE将显示的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改为显示第

二 网络名称 ，其 中，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为变更后 的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

络的网络名称。

第二方面，提供 了一种用户设备UE, 所述UE 包括：

指示模块 ，用于

执行附着流程 附着到第一 网络 ，或者执行联合 附着流程 附着到第一 网

络和第二 网络 ，指示显示模块显示第一 网络名称；以 及 ，

在所述第一网络执行业务过程 中, 从所述第一网络变更到所述第二 网

络或第三 网络 ，并指示所述显示模块显示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以 及

所述显示模块 ，用于显示所述指示模块指示的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

在第二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指示模块具体用于按如下方式在所述第一 网络执行业务过程 中，从所

述第一网络变更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第三 网络 :在所述第一网络执行 电路 交换 回

落CSFB 业务过程 中，从所述第一网络回落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者所述第三 网络 ，

并指示所述显示模块显示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 ，其 中所述第一 网络为所述长期演

进 网络 ，所述第二 网络和所述第三 网络为 电路 交换域 网络 ，所述业务为所述

CSFB 业务。

在第二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指示模块具体用于按如下方式在所述第一 网络执行业务过程 中, 从所



述第一 网络变更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第三 网络 :在所述第一网络执行语音业务过

程 中，切换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 ，指示所述显示模块显示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 ，其 中，所述业务为所述语音业务。

结合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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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述指示模块具体用于按如 下方式在所述第一 网络执行所述语音业务过

程 中，切换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

在长期演进 网络开始所述语音业务，执行单接入语音 电话连续性或者执行

分组交换切换 ，切换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执行所述语音业务；其 中，

所述第一 网络为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 ，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 电路 交换

域 网络；或者

在第一2G 网络或第一 3G 网络开始所述语音业务 ，执行反向单接入语音 电

话连续性 ，切换到4G 网络或第二 3G 网络或第二 2G 网络执行所述语音业务 ，指

示所述显示模块显示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 ，其 中，所述第一 网络为所述第一 2G

网络或所述第一 3G 网络 ，以 及 ，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第二 3G 网络 ，

或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第二 2G 网络 ，或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4G 网络；或者

在第一2G 网络或第一 3G 网络开始所述语音业务 ，执行 电路 交换切换 ，切

换到第二 3G 网络或第二 2G 网络执行所述语音业务，其 中，所述第一 网络为所

述第一2G 网络或所述第一 3G 网络 ，以 及 ，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第

二 3G 网络 ，或者 ，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第二 2G 网络 。

结合第二方面或第一方面的任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四种可能的实现

方式中，所述用户设备还 包括接收模块；

所述接收模块 ，用于接 收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的第二 网络名称；

所述指示模块具体用于按如 下方式指示所述显示模块显示所述第一 网络

名称：获取所述接 收模块接收的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 ，并忽略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

或指示所述显示模块显示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

结合第二方面或第一方面的任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五种可能的实现



方式中，所述指示模块还用于，如果所述业务执行完毕 ，指示所述显示模块显

示第二 网络名称 ，其 中，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为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的

网络名称；

所述显示模块 ，用于显示所述指示模块指示的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

第三方面，通过 了一种用户设备UE, 其特征在于，所述U E 包括：

处理器，用于

执行附着流程 附着到第一 网络 ，或者执行联合 附着流程 附着到第一 网

络和第二 网络 ，指示显示屏显示第一 网络名称；以 及 ，

在所述第一网络执行业务过程 中, 从所述第一网络变更到所述第二 网

络或第三 网络 ，并指示所述显示屏显示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以 及

所述显示屏 ，用于显示所述处理器指示的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

在第三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按如下方式在所述第一 网络执行业务过程 中，从所述

第一 网络变更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第三 网络：在所述第一网络执行 电路 交换 回落

CSFB 业务过程 中，从所述第一 网络回落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者所述第三 网络 ，

其 中所述第一网络为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 ，所述第二 网络和所述第三 网络为 电路

交换域 网络 ，所述业务为所述CSFB 业务。

在第三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按如下方式在所述第一 网络执行业务过程 中，从所述

第一 网络变更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第三 网络：在所述第一 网络执行所述语音业务

过程 中，切换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 ，其 中，所述业务为所述语音业

务。

结合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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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按如下方式在所述第一 网络执行所述语音业务过程

中，切换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

在长期演进 网络开始所述语音业务，执行单接入语音 电话连续性或者执行



分组交换切换 ，切换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执行所述语音业务；其 中，

所述第一 网络为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 ，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 电路 交换

域 网络；或者

在第一2G网络或第一3G网络开始所述语音业务 ，执行反向单接入语音 电

话连续性 ，切换到4G网络或第二3G网络或第二2G网络执行所述语音业务 ，指

示所述显示屏显示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 ，其 中，所述第一 网络为所述第一2G网

络或所述第一3G网络 ，以及 ，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第二3G网络 ，

或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第二2G网络 ，或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4G网络；或者

在第一2G网络或第一3G网络开始所述语音业务 ，执行 电路 交换切换 ，切

换到第二3G网络或第二2G网络执行所述语音业务，其 中，所述第一 网络为所

述第一2G网络或所述第一3G网络 ，以及 ，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第

二3G网络 ，或者 ，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第二2G网络 。

结合第三方面或第三方面的任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四种可能的实现

方式中，所述用户设备还 包括接收器；

所述接收器，用于接收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的第二 网络名称；

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按如下方式指示所述显示屏显示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

获取所述接收器接收的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 ，并忽略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或指示所

述显示屏显示所述第一网络名称。

结合第三方面或第三方面的任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四种可能的实现

方式中，所述处理器还用于，如果所述业务执行完毕 ，指示所述显示屏显示第

二 网络名称 ，其 中，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为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的网络

名称；

所述显示屏还用于，显示所述处理器指示的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 。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 ，保证 了终端显示的网络名称与 网络设备 所记录的UE

所显示的网络名称一致 ，避免 了在执行过程 中，UE显示的网络名称改变发生

改变的问题 ，保证UE显示的网络名称的一致性 ，提升 了用户体验 。



附图说 明

为 了更清楚地说 明本发 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现有技术或 实施例

描述 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 简单地介绍 ，显而易见地 ，下面描述 中的附图仅仅

是一些实施例 ，对 于本领域技术人 员来讲 ，还 可 以利用这些附图获得其他 的附

图。

图1为本发 明一 实施例提供 的网络名称显示方法的流程 图；

图 l a为本发 明另一 实施例提供 的网络名称显示方法的流程 图；

图 l b为本发 明另一 实施例提供 的网络名称显示方法的流程 图；

图2为本发 明另一实施例提供 的网络名称显示方法的流程 图；

图2a为本发 明另一 实施例提供 的网络名称显示方法的流程 图；

图3为本发 明另一实施例提供 的网络名称显示方法的流程 图；

图4为本发 明另一实施例提供 的网络名称显示方法的流程 图；

图5为本发 明一 实施例提供 的用户设备 的结构示意 图；

图6为本发 明一实施例提供 的网络设备 的结构示意 图；

图7为本发 明另一 实施例提供 的用户设备 的结构示意图；

图8为本发 明另一实施例提供 的用户设备 的结构示意图；

图9为本发 明另一实施例提供 的网络设备 的结构示意图；

图10为本发 明另一 实施例提供 的用户设备 的结构示意图；

图11为本发 明应用示例的流程示意图。

具体 实施方式

为使本发 明实施例的 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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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一部分 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 于本发 明中

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在没有作 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 的所有其



他 实施例 ，都属于本发 明保护的范围。

本发 明一 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 网络名称显示方法。

需要说 明的是 ，本发 明所有 实施例 中的相 同概念和相 同场景可以应用的其

他 实施例 中，本发 明实施例不对各个 实施例—— 赘述。

针对上文 中的U E显示 网络名称的策略一 ，由于U E执行联合附着流程或者

联合跟踪域更新流程 中，或U E执行联合 附着流程或者联合跟踪域更新流程后 ，

UE获取到LTE 网络的PLMN ID 以 及 MME 选择 的CS域 网络的PLMN ID, 然而，

LTE 网络的PLMN ID和CS域 网络的PLMN ID可能不相 同, 此时UE不知道是根

网络和CS域 网络属于不同运营商时，U E不知道是根据 LTE 网络的PLMN ID还

是CS域 网络的PLMN ID来显示网络名称；或者 ，LTE 网络的PLMN ID和CS域

网络的PLMN ID 不相 同，但 LTE 网络和CS域 网络属于同一运营商时，U E需要

根据PLMN ID显示是 LTE 网络还是CS域 网络。

网络或者码分多址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 CDMA ) 网络的 lxRTT 网络。

在联合附着流程 中，UE通过接收MME 发送的附着接受 （attach accept) 获

取位置区标识列表 （tracking area identity list, TAI List) 、位置 区标识 (location

area identity, LAI), 以及全 求统一 i|m时UE标 只 (globally unique temporary U E

identity, GUTI), 其 中TAI list 和GUTI 包括UE注册的LTE 网络的PLMN ID, LAI

包括UE注册的CS域 网络的PLMN ID, 从 而UE获取到LTE 网络的PLMN ID 以 及

CS与网络的PLMN ID 。

在联合跟踪 区更新 （combined tracking area update ) 流程 中，UE通过接收

MME 发送的跟踪 区更新接 受 （tracking area update accept, TAU accept) 获取 TAI

list, LAI 和GUTI, 其 中TAI list 和GUTI 包括U E注册的LTE 网络的PLMN ID,

LAI 包括U E注册的CS域 网络的PLMN ID, 从而U E获取到LTE 网络的PLMN ID

以及CS域 网络的PLMN ID 。



名称。

针对上述情况，本实施例的方法如 图1所示，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 110, UE通过联合附着流程或者联合跟踪 区更新流程 ，注册到LTE 网

络和第一CS域 网络并获取所述LTE 网络的PLMN ID和所述CS域 网络的PLMN

ID 。

其中 , UE执行联合附着流程 的方法以及UE执行联合跟踪 区更新流程 的方

法同现有技术中相 同，此处不再赘述。需要说 明的是 ，联合 附着流程或者联合

跟踪 区更新流程是所述UE通过与LTE 网络 中的网络设备如MME 以 及 CS域 网

络中的网络设备 ，如MSC server进行 交互完成的，本文中为 了更为明确地说 明

各步骤 中的执行主体 ，简单地将各个步骤描述为是 由单个设备执行的。

本步骤 中，UE在执行联合附着流程 时，能够通过attach accept消息获取到

LTE 网络的PLMN ID 以及CS域 网络的PLMN ID; UE在执行联合跟踪 区更新流

程 时，能够通过TAU accept 消息获取 LTE 网络 的PLMN ID 以 及 CS域 网络 的

PLMN ID

需要说 明的是 ，本发 明所有 实施例均以LTE 网络为例进行说 明，实际上，

本发 明实施例并不限于是LTE 网络 ，还可以是其他的纯PS域的网络。执行的方

法与本发 明实施例相 同。

步骤 120 , 在接 收到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 中的第一 网络设备发送的要显示的

第二 网络名称之前，所述UE显示一个预定的PLMN ID对应 的第一 网络名称 ，

其中，所述预定的PLMN ID为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的PLMN ID或者所述电路交

换域 网络的PLMN ID 中的一个。

例如 ，UE在接收到 网络设备发送的要显示的网络名称之前，UE显示预定

的所述LTE 网络的PLMN ID对应 的网络名称。

或者 ，在接收到 网络设备发送的要显示的网络名称之前 ，UE显示预定的

所述CS域 网络的PLMN ID对应 的网络名称。



也能够根据预先设置的规则显示一个预定PLMN ID对应 的网络名称。

需要说 明的是 ，本步骤 中所述第一网络名称和所述第一网络名称可以是相

同的，也可以是不 同的。此处说 明的是 ，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是所述UE根据 自

身预先的设置所显示的网络名称 ，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是从 网络设备接 收到的网

络名称。

本发 明 实施 例 中 ，UE在 获取 了LTE 网络 的PLMN ID 以及 CS域 网络 的

PLMN ID后 ，如果UE没有接 收到LTE 网络或CS域 网络的网络设备通知 的网络

ID对应 的网络名称，从 而解决 了UE在CSFB联合 附着过程或联合位置更新过程

后 ，不确定显示哪一个 网络名称的问题 ，并规 范了终端如何显示 网络名称的方

法。

其 中，本发 明实施例 中，在接收到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 中的第一 网络设备发

送的要显示的第二 网络名称信 息之前 ，指 的是 ：所述UE还没有接收到 网络设

备发送的要显示的网络名称。

本步骤 中，所述UE显示一个预定的PLMN ID对应 的网络名称是UE根据预

先设置的规则显示 网络名称；

例如 ，如果预先设置的规则为如果UE获取到所述LTE 网络的PLMN ID 以

及所述CS域 网络的PLMN ID , 显示所述LTE 网络的PLMN ID对应 的网络名称；

则本步骤 中，UE根据该预先设置的规则显示所述LTE 网络的PLMN ID对应 的

网络名称；或者 ，

如果预先设置的规则为如果UE获取到所述LTE 网络的PLMN ID 以及所述

CS域 网络的PLMN ID, 显示所述CS域 网络的PLMN ID对应 的网络名称；则本

步骤 中，UE根据该预先设置的规则显示所述CS域 网络的PLMN ID对应 的网络

名称。

可选的，UE根据预先设置的规则显示 网络名称 ，可以包括：

UE分别判 断HPLMN ID 与所述LTE 网络 的PLMN ID和 所述CS域 网络 的

PLMN ID是 否相 同，



如果所述HPLMN ID 与所述LTE 网络的PLMN ID相 同, 则显示所述LTE 网

络的PLMN ID对应 的网络名称；

如果所述HPLMN ID与所述CS域 网络的PLMN ID相 同，则显示CS域 网络

的PLMN ID对应 的网络名称；

如 果所述HPLMN ID 与 所述LTE 网络 的PLMN ID 以 及 所述 CS域 网络 的

PLMN ID都不相 同，则显示所述预定的PLMN ID对应 的网络名称 。

其 中 , UE判断HPLMN ID与LTE 网络的PLMN ID和CS域 网络的PLMN ID

是否相 同时，判断顺序可以是任意的，例如 ，UE可 以 先判断 1 与 £

网络的PLMN ID是否相 同, 然后判断HPLMN ID与CS域 网络的PLMN ID是 否

相 同；也可以先判断HPLMN ID与CS域 网络的PLMN ID是否相 同，然后判断

HPLMN ID 与LTE 网络的PLMN ID是否相 同。本发 明实施例对此并不限定。

可选的，UE可 以预先存储各个PLMN ID和 网络名称的对应 关系。当然，

本发 明实施例并不限于此 , UE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取PLMN ID对应 的网络

名称 ，例如 ，UE在获取PLMN ID后 ，从 网络设备获取该PLMN ID对应 的网络

名称等。

进一步地 ，如 图 l a所示，本发 明实施例还 可 以 包括：

步骤 130 , 如 果接 收到所述LTE 网络 中的所述第一网络设备发送的要显示

的第二 网络名称 , 则所述UE显示所述第一网络设备发送的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

本发 明实施例保证 了终端显示的网络名称与 网络设备 所记录的UE所显示

的网络名称一致 。

进一步地 ，如 图 l b 所示 ，本发 明实施例还 可 以 包括：

步骤 140, 在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执行业务的过程 中，所述UE从所述长期演

进 网络变更到所述第一 电路 交换域 网络或者第二 电路 交换域 网络 ，所述UE接

收到第二 网络设备发送的要显示的第三 网络名称 ，所述UE保持 当前显示的网

络名称不变或者 忽略所述第三 网络名称 ，其 中，所述第一 电路 交换域 网络和所

述第二 电路 交换域 网络属于2G网络 ，所述第二 网络设备 为所述2G网络 中的网

络设备 ；或者 ，所述第一 电路 交换域 网络和所述第二 电路 交换域 网络属于3G



网络 ，所述第二 网络设备为所述3G网络 中的网络设备 。

具体地 ，UE在执行CSFB 业务过程 中回落到CS域 网络或在执行语音业务过

程 中切换到2G网络或3G网络 ，所述UE接 收到所述CS域 网络所属 的所述2G网

络或所述3G网络 中的网络设备发送的要显示的网络名称 ，所述UE保持 当前显

示的网络名称不变或者 忽略所述接收到的要显示的网络名称。具体可参见后续

实施例 中的描述 。

例如 ，如果UE在LTE 网络执行CSFB 业务过程 中回落到CS域 网络 ，接 收到

网络设备发送的要显示的网络名称 ，所述UE忽略接 收到的网络名称 ，并显示

之前显示的网络名称。

又如 ，如果UE在LTE 网络执行语音业务过程 中切换到2G或3G的PS域 网络

或者切换到2G或3G的CS域 网络 ，接收到 网络设备发送的要显示的网络名称 ，

所述UE忽略接 收到的网络名称 ，并显示之前显示的网络名称。

本发 明实施例保证 了终端显示的网络名称与 网络设备 所记录的UE所显示

的网络名称一致 ，避免 了在执行过程 中，UE显示的网络名称改变发生改变的

问题 ，保证UE显示的网络名称的一致性 ，提升 了用户体验 。

相应地 ，本发 明另一 实施例还提供 了针对上述 实施例 中网络设备侧的一种

网络名称显示方法。如 图2所示 ，本 实施例 包括如下步骤 。

步骤210, 网络设备通过联合 附着流程或者联合跟踪 区更新流程 ，将长期

演进 网络的公共 陆地移动 网络标识PLMN ID和 电路 交换域 网络的PLMN ID发

送给用户设备UE, 其 中，所述 网络设备为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 中的网络设备 ，

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和所述 电路 交换域 网络为所述UE通过联合 附着流程或者联

合跟踪 区更新流程联合 注册的两个 网络 。

步骤220, 获取所述 网络设备预存 的配置，其 中，所述配置为第一 网络名

称信 息，所述第一网络名称信 息为所述UE显示的第一 网络名称对应 的PLMN

ID和/或所述UE显示的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 ，所述UE显示的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为

预定的PLMN ID对应 的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 ，所述预定的PLMN ID为所述长期

演进 网络的PLMN ID或所述 电路 交换域 网络的PLMN ID 中的一个 。



为 了使UE显示的 网络名称和 网络设备 所记 录的UE所显示 的 网络名称一

致 ，可以在 网络设备上预先进行设 置，该设置 同UE上的预先设置的规则相 同，

从 而使 网络设备 上记 录的UE所显示的 网络名称与UE 实际显 示的 网络名称一

致 。本发 明实施例保证 了终端显示的网络名称与 网络设备 所记录的UE所显示

的网络名称一致 ，提升 了用户体验 。

本 实施例 中，获取所述 网络设备预存 的配置之前 ，如 图2a所示，所述方法

还可以包括：

步骤211, 所述 网络设备判断所述UE的归属PLMN ID与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

的PLMN ID和所述 电路 交换域 网络的PLMN ID是否相 同 ,

获取所述 网络设备预存 的配置 ，包括：如果所述归属PLMN ID和所述长期

演进 网络的PLMN ID 以及所述 电路 交换域 网络的PLMN ID都不相 同，则获取

所述 网络设备预存 的所述配置。

进一步地 ，如 图2a所示，本 实施例的方法还可以包括：

步骤230 , 如 果所述 网络设备判断需要 向所述UE发送所述UE要显示的第

二 网络名称信 息，所述 网络设备 向所述UE发送第二 网络名称信 息，以使所述

UE显示所述 网络名称信 息对应 的第二 网络名称。

其 中，所述 网络设备判断是否需要 向所述UE发送所述UE要显示的网络名

称的信 息，可 以 包括：

营商和所述 电路 交换域 网络的PLMN ID所属的运 营商是否相 同，如果不相 同，

则所述 网络设备 需要 向所述UE发送 网络名称。

以通过接 收 网络设备发送的EMM information 来接收所述要显示的网络名称 。

这种情况下，如果MME 没有发送EMM information 给UE, 则MME 也具有与UE

相 同的预 先设 置 的规 则 ，从 而MME 能够获知UE显 示 的 网络名 称 所对应 的

PLMN ID为LTE 网络的PLMN ID和CS域 网络的PLMN ID 中的哪一个。

本发 明另一 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 网络名称显示方法。



针对上文 中的策略二 ，MME 发 送 的EMM Information 消息为可选 消息 ，即

MME 可 能不发 送EMM Information 消 息给UE 。然 而 ，如 果MME 不发 送EMM

Information 消息给UE, MME 不知道UE显示的是LTE 网络 的PLMN ID对应 的 网

络名称还是CS PLMN ID对应 的 网络名 称 。

另一方面 ，当UE在 3G 网络 ( 比如 高速 上行分组接入 ( High Speed Uplink

Packet Access, HSPA ) 网络 ）进行VoIP 业务时 ，切换 到LTE 网络 。此 时 ，由

于用户在拨 打 或者接 受或者触发 VoIP 业 务 时 ，UE显 示 的是 3G 网络 的 网络名

称 ，用户根据 当前UE所显 示的 网络名 称 而判断 当前驻扎或者服 务的 网络是 3G

网络 。然而，如果在执行所述VoIP 业务过程 中UE执行 PS切换 （handover, HO )

而切换到LTE 网络 , UE在 LTE 网络执行联合跟踪 区更新 流程 （combined tracking

area update ) , UE接 收到LTE 网络 的MME 发送 的EMM information 消息，UE会

显 示EMM information 消 息通知 的 网络名 称 。如 果3G 网络 的 网络名 称和EMM

Information 消息通知 的 网络名称 不 同，则可 能会 降低用户感 受 ，引起投 诉 。所

以 ，为 了避免这一 问题 ，在此 VoIP 业务过程 中，应避免 因执行PS HO而导致

UE显示 的 网络名称改变。

或者 ， 当UE在 2G 网络或 3G 网络执行 CS域 的语 音业务 ，UE所显 示 的 网络

名称可 以是2G 网络或3G 网络 的 网络名 称 。但是 ，当在执行语音业务连续过程

中需要 执 行 反 向 单 接 入 语 音 电话 连 续 性 (Reverse Single Radio Voice Call

Continuity, rSRVCC), 并切换 到LTE 网络或者 3G 网络 ，此 时UE会根据 当前所

接 收到LTE 网络或者 3G 网络 的SGSN 或MME 发 送 的GMM information 或 EMM

information 消息 ，UE显示GMM Information, EMM information 消息通知 的 网络

名称 。这种 情况下 ，UE在触发 CS域 的语 音业务时显示的 网络名 称和UE切换 到

LTE 或者 3G 网络 时显示 的 网络名称可 能不一致 。

为 了解 决上述 问题 ，本 实施例 的方法如 图3所示 ，包括如 下步骤 ：

步骤 310, 执行联合 附着流程或者联合跟踪域位 置更新 流程 中，或执行联

合 附着流程或者联合跟踪域位 置更新 流程后 ，网络设备 判断是 否需要 向用户设

备发送 网络名称 ，如果需要 ，执行 步骤 320;



本步骤具体 包括：网络设备判断LTE 网络的PLMN ID所属 的运 营商和CS

域 网络的PLMN ID所属的运 营商是否相 同，如果LTE 网络的PLMN ID所属 的运

营商和CS域 网络的PLMN ID所属 的运 营商不相 同，则所述 网络设备需要 向所

述UE发送 网络名称 ，执行步骤320; 或者 ，

本步骤具体 包括 ： 网络设备 判断是 否在执行语音过程 中切换到 了LTE 网

络 ，如果是 ，所述 网络设备需要 向所述UE发送 网络名称 ，执行步骤320 。

步骤320 , 所述 网络设备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 网络名称。

本步骤 中，如果 网络设备判断所述UE是在语音业务过程 中切换到 了LTE

网络或3G网络 ，本步骤 中，所述 网络设备 向所述UE发送 网络名称 ，其 中，所

述 网络名称是所述UE在开始语音业务时所在的3G网络的网络名称。

这样 ，UE能够根据接 收到的网络名称进行显示 ，而接 收到的网络名称与

UE在开始语音业务时的网络名称一致 ，从 而避免 了显示的网络名称发生变化 。

另夕卜，如果LTE 网络的PLMN ID所属的运 营商和CS域 网络的PLMN ID所

属 的运 营商不相 同，所述 网络设备 向UE发送 网络名称 ，所述 网络名称可以是

所述 网络设备 的归属PLMN ID对应 的网络名称 , 也可以是LTE 网络的PLMN ID

对应 的网络名称 ，还可以是CS域 网络的PLMN ID对应 的网络名称 。

具体 的，所述 网络设备可以是MME, 所述MME 可以通过EMM information

消息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 网络名称。当然，网络设备也可以通过其他 消息向设

备发送 网络名称 。

与现有技术中不 同的是 ，本 实施例 中, 如果MME 确定LTE 网络的PLMN ID

所属的运 营商和CS域 网络PLMN ID所属 的运 营商不相 同 , EMM information 消

息是必须发送的消息，而并非是可选 消息。

进一步的，本 实施例 中，如果LTE 网络的PLMN ID所属 的运 营商和CS域

网络的PLMN ID所属的运 营商相 同，MME 可以向UE发送EMM information 消

息，也可以不向UE发送EMM information 消息。即，如果LTE 网络的PLMN ID

所属的运 营商和CS域 网络的PLMN 所属 的运 营商相 同，EMM information 消息

为可选的消息。



本发 明实施例 中，如果MME 判断LTE 网络的PLMN ID 所属 的运 营商和CS

域 网络的PLMN ID 所属 的运 营商不相 同时，MME 向UE发 送EMM Information

消息 ，且该 消息为必须发送的消息，从 而避免 了在CSFB 联合 附着和联合跟踪

区更新流程执行过程 中或执行过程后 ，UE无法确定显示哪个 网络名称的问题 ，

而且保证 了终端显示的 网络名称与 网络设备 所记 录的UE所显示的网络名称一

致 ，避免 了在执行过程 中，UE显示的网络名称改变发生改变的问题 ，保证UE

显示的网络名称 的一致性 ，提升 了用户体验 。

本发 明另一 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 网络名称显示方法。

现有技术 中，当UE附着到LTE 网络后 ，UE显示的是LTE 网络的网络名称 。

但是 ，当CSFB 业务触发UE回落到2G 网络或3G网络 ，UE会显示UE 当前所驻扎

的2G 网络或3G 网络 的 网络名称 。或者 ，如果UE回落到2G 网络或3G 网络 ，并

且UE接 收到 2G 网络或 3G 网络 的SGSN 发 送 的GPRS 移 动性 管理信 息 （GPRS

mobil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GMM information ) 消息 , 或者如果UE接 收到

2G 网络 或 3G 网络 的MSC/VLR 发 送 的移 动 性 管理信 息 （mobil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 M M Information ) 消 息 ，UE显 示 GMM information 消 息或M M

information 消息通知 的网络名称 。

或者

现有技术 中，当UE在 3G网络进行 网络语音 （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 ,

VoIP ) 业务 时 ，切换到LTE 网络 。此 时 ，由于用户在拨打或者接 受或者触发

VoIP 业务时，UE显 示的是3G网络 的网络名称 ，用户才艮据 当前UE所显示的网络

名称判断 当前驻扎 的网络或者为UE服 务的网络是3G 网络 。然而，如果在执行

所述VoIP 业务过程 中UE执行PS切换 （PS handover ) 而切换到LTE 网络 ，并在

LTE 网络执行联合跟踪 区更新 流程 , UE会显示接 收到的EMM information 通知

的网络名称 ，或者 ，如果UE没有接 收到 的EMM information, 则UE会显示 当前

所在 的网络的网络名称 。

然而，如果UE附着到LTE 网络后显示的 网络名称和UE回落到2G网络或3G

网络 时显示的 网络名称不一致 ，或者UE在VoIP 业务执行过程 中显示的网络名

称不一致 ，会导致用户体验很 差 ，容 易引起用户投诉 。



例如 ，在执行CSFB 业务过程 中，用户在拨打或者接 受或者触发CSFB 业务

时， UE所显示的网络名称可以是LTE 网络的网络名称。但是 ，当UE回落到2G

网络 ，UE会根据 当前所使用的2G网络的PLMN ID显示相应 的网络名称 ，或者 ，

当UE回落到3G网络 ，UE会根据 当前所使用的3G网络的PLMN ID显示相应 的

网络 名 称 。或 者 ，如 果UE接 收 到 2G 网络 或 3G 网络 的 SGSN 发 送 的GMM

information 消 息 ，或 者 UE接 收到 2G 网络 或 3G 网络 的MSC/VLR 发 送 的MM

information 消息 , UE显示GMM information 消息或MM information 消息通知 的

网络名称 。这种情况下，UE在拨打或者接 受或者触发CSFB 业务时显示的网络

名称和UE回落到2G网络或3G网络时显示的网络名称可能不一致 。

又如 ，当UE在LTE 网络触发VoIP 业务后 ，用户根据 当前UE所显示的网络

名称而判断UE 当前驻扎 的网络或者 当前为UE服 务的网络 ，此时，UE所显示的

网络名称可以是LTE 网络的网络名称 。但是 ，当在执行VoIP 语音业务过程 中需

要执行单接入语音 电话连续性 (single radio voice call continuity, SRVCC), UE

切换 到 2G 网络或 3G 网络 ，此 时UE会根据 当前所使 用 的2G 网络或 3G 网络 的

PLMN ID显示相应 的网络名称 ，或者 ，如果UE接 收到2G网络或3G网络的SGSN

发 送 的 GMM information 消 息 ，或 者 如 果 UE 接 收 到 2G 网络 或 3G 网络 的

MSC/VLR 发 送 的MM information 消息 ，UE显 示GMM information 消息或MM

information 消息通知 的网络名称 。这种 情况下，UE在触发 VoIP 业务 时显示的

网络名称和UE回落到2G网络或3G网络时显示的网络名称可能不一致 。

又如 ，当UE在2G 网络或3G网络执行CS域 的语音业务 ，UE所显示的网络

名称可以是2G或3G 网络的网络名称 。但是 ，当在执行语音业务连续过程 中需

要执行反 向单接入语音 电话连续 '1生(reverse single radio voice call continuity,

rSRVCC), UE切换到LTE 网络或者3G(如HSPA) 网络 ，此时UE会根据 当前所使

收到LTE 网络 或者 3G 网络 的SGSN 发 送 的GMM information 消 息或者接 收到

MME 发送的EMM information 消息 , 或者如果UE接 收到3G网络的MSC/VLR 发

送的MM information 消息，UE显示GMM information, EMM information 消息或

MM information 消息通知 的网络名称。这种情况下，UE在触发CS域 的语音业



务时显示的网络名称和UE切换到LTE 或者3G网络时显示的网络名称可能不一

致。

又如 ，当UE在执行2G网络或3G网络CS域的语音业务时，UE所显示的网

络名称可以是2G网络或3G网络的网络名称。但是 ，当在执行语音业务连续过

程 中UE需要执行CS 切换 (CS handover, CS HO), 从 而切换到另外一个2G网络

或3G网络，此时UE会根据切换后所使用的2G网络或3G网络的PLMN ID显示相

应的网络名称，或者 ，如果UE接 收到该2G网络或3G网络的SGSN/MME 发送的

GMM information 消息 , 或者如果UE接 收到该2G网络或3G网络的MSC/VLR 发

送的MM information 消息，UE显示GMM information 消息或MM information 消

息通知的网络名称。这种情况下，UE在触发CS域的语音业务时显示的网络名

称和UE切换到另外一个2G网络或3G网络时显示的网络名称可能不一致。

针对上述情况，本实施例的方法如 图4所示，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410, UE附着到第一 网络，显示第一 网络名称，其中，所述第一 网络

名称为所述第一 网络的网络名称；或者 ，所述UE执行联合 附着流程或联合跟

踪 区更新流程附着到所述第一网络和第二 网络，显示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其中，

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为所述第一 网络的网络名称或所述第二 网络的网络名称。

本步骤 中，第一 网络和第二 网络可以是LTE 网络或CS域 网络中的一种 ，其

中，CS域 网络属于2G网络或3G网络。UE如何 附着到LTE 网络 、2G网络或3G

网络 ，以及UE如何执行联合 附着以附着到第一 网络和第二 网络可参考现有技

术中的方法，本发 明实施例对此不再赘述。如果UE只附着到第一 网络 ，所述

第一 网络名称是所述第一网络的网络名称；如果所述UE联合 附着到第一 网络

和第二 网络，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可以是所述第一 网络的网络名称，也可以是所

述第二 网络的网络名称。

例如 ，如果UE只附着到LTE 网络 ，所述第一 网络为LTE 网络 ，UE显示的

第一 网络名称为LTE 网络的网络名称；如果UE只附着到2G网络或3G网络中的

一种 ，所述第一 网络为所述UE附着的2G网络或3G网络，UE显示的第一 网络名

称为相应 的2G网络或3G网络的网络名称；如果UE联合附着到LTE 网络和CS域

网络 ，第一 网络为LTE 网络和CS域 网络 中的一种 ，第二 网络为LTE 网络和CS



域 网络 中的另一种 ，UE显示的第一 网络名称可以为LTE 网络的网络名称 ，也

可以为CS域 网络的网络名称；如果UE联合 附着到2G网络和3G网络 ，第一 网络

为2G网络和3G网络 中的一种 ，第二 网络为2G网络和3G网络 中的另一种 ，UE

显示的第一 网络名称可以为2G网络的网络名称 , 也可以为3G网络的网络名称。

步骤420, 所述UE在所述第一 网络执行业务过程 中，从所述第一 网络变更

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第三 网络 ，所述UE保持显示所述第一网络名称。

其 中，所述第三 网络可以是LTE 网络和CS域 网络 中的一种 ，且与所述第一

网络不同。

本步骤 中，例如 ，如果第一 网络为LTE 网络 ，所述UE在执行业务过程 中，

从第一 网络切换或者回落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 ，比如执行CSFB 业

务回落到第三 网络或者执行语音业务时执行 SRVCC 切换或者PS HO切换过程

切换到第三 网络 ，UE显示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 。因此 ，本 实施例 中，UE从LTE

网络回落或者切换到2G网络或3G网络 ，切换或者 回落后UE仍然保持显示所述

第一 网络名称 ，而不显示第二 网络名称 。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为所述第三 网络或

所述第二 网络的网络名称。

例如 ，UE联合 附着到LTE 网络和第一CS域 网络后 ，显示的第一 网络名称

可能是LTE 网络的网络名称或者是第一CS域 网络的网络名称 ，此时，在拨打或

者接 受或者触发CSFB 业务时，用户根据 当前UE所显示的网络名称判断 当前驻

扎 的网络或者 当前为UE服务的网络 ，此时，UE显示的是第一 网络名称。当UE

回落到第二CS域 网络 ，在CSFB 业务期 间，应避免 因执行CSFB 业务而导致UE

显示的网络名称改变，因此 ，UE保持显示第一 网络名称 ，从 而提升 了用户体

验 。其 中，所述第一CS域 网络与所述第二CS域 网络可以是相 同的，也可以是

不同的。

又如 ，当UE在LTE 网络触发VoIP 业务时所显示的是LTE 网络的网络名称。

如果需要执行SRVCC, 例如VoIP 业务的信号中断时需要执行SRVCC, UE切换

到2G网络或3G网络 ，此时，应避免 因执行SRVCC 而导致UE显示的网络名称改

变，因此 ，UE保持显示的LTE 网络的网络名称 ，以便提升用户体验 。



又如 ， 当UE在 LTE 网络触发 VoIP 业务 时所显 示 的是 LTE 网络 的 网络名 称 。

如 果需要 执行PS handover, U E切换 到 3G( 如 HSPA) 网络 ，此 时 ，应避 免 因执 行

PS handover 而导致UE显 示 的 网络名 称 改 变 ，因此 ，UE保持显 示 的LTE 网络 的

网络名 称 ，以便提升用户体验 。

具体 的 ，UE在 附着到LTE 网络后 ，如 果UE 回落或切换 到2G或 3G 网络 ，并

接 收到2G 网络或 3G 网络 的SGSN 发 送 的GMM information 消息 ，或者UE接 收到

MSC/VLR 发 送 的M M information 消息 , UE不改 变之 前显 示 的 网络名 称 , 即UE

忽略 GMM information 或M M information 所通知 的 网络名 称 。或者 ，如 果UE 回

落或切换 到2G或 3G 网络 ，UE不根据 所驻扎 的2G 网络或 3G 网络 的PLMN ID 来

显 示 网络名 称 。

其 中，CSFB 业 务 包括语 音业务 、定位 业务 （location service, LCS) 以 及

呼 叫无 关补充业务 (call independent supplementary service CISS) 。

再如 ， 当UE在 3G 网络进行 VoIP 业务 时 ，切换 到LTE 网络 。此 时 ，由于用

户在拨打 或者接 受或者触发 VoIP 业 务 时 ，UE显 示 的是 3G 网络 的 网络名 称 。如

果UE在执 行 所述 VoIP 业 务过程 中UE执 行PS切 换 （handover, H O ) 而切 换 到

LTE 网络 ，UE会保持显 示LTE 网络 的 网络名 称 ，以便提 升用户体验 。

又如 ， 当UE在 2G或 3G 网络执 行 CS域 的语 音业务过程 中需要执 行 rSRVCC

切换 到LTE 或者 3G 网络 ，或者 ，UE在 2G或 3G 网络执行 CS域 的语 音业务过程 中

需要执行 CS handover 切换 到 另外一个 2G或 3G 网络 ，这种 情况下 ，应避免 因执

行 rSRVCC 或 CS handover 而导致UE显 示 的 网络名 称 改变 。 因此 ，UE保持显 示

的初始触发语 音 业务 的 网络 的 网络名 称 ，以便提 升用户体验 。

具体 的 ，UE在 切 换 到 LTE 网络后 ，接 收到 LTE 网络 的MME 发 送 的EMM

information 消 息 时 ，或者UE切换 到2G或 3G 网络后 ，接 收到 SGSN 或MSC/VLR

发 送 的GMM information 或M M information 消息时 ，UE 不改变之 前显 示 的 网络

的 网络名 称 。或者 ，UE在切换 到LTE 网络或CS域 网络后 ，不根据 当前所驻扎

的LTE 网络或CS域 网络 的PLMN ID 来显 示 网络名 称 。



本发 明实施例 中，如果UE回落和切换到2G网络或3G网络 ，或从第一 网络

切换到第三 网络 ，UE显示回落或切换前显示的网络名称 ，而不改变显示的网

络名称 ，从 而避免 了在执行CSFB 业务以及语音业务等业务过程 中，UE显示的

网络名称改变的问题 ，保证UE显示的网络名称的一致性 ，提升 了用户体验 。

可选的，本 实施例 中，当步骤420 中所执行的业务结束 ，UE可以改变所显

示的网络名称 ，即UE可以将显示的第一 网络名称改为显示第二 网络名称 。例

如 ，此时UE可以显示EMM information, GMM information 或MM information 消

息所通知 的第二 网络名称 ，也可以根据 当前所在的网络的PLMN ID显示第二 网

络名称等 。

基 于上述 实施例提供 的方法，本 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用户设备 ，该用户设

备可以执行本发 明上述 实施例的显示 网络名称的方法，本 实施例只对该用户设

备 的结构进行 简单说 明，具体原理 可 以 结合参见方法实施例所述。如 图5所示，

所述用户设备 包括：

接收模块 501 , 用 于通过执行联合 附着流程或者联合跟踪 区更新流程 ，接

收长期演进 网络的公共 陆地移动 网络标识PLMN ID和第一 电路 交换域 网络的

PLMN ID, 其 中，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和所述第一 电路 交换域 网络为所述UE通

过所述联合 附着流程或者联合跟踪 区更新流程注册的两个 网络；

所述指示模块502, 用于获取所述接收模块 501接收的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的

PLMN ID和所述第一 电路 交换域 网络的PLMN ID; 以 及 ，在获取到所述长期

演进 网络 中的第一 网络设备发送的要显示的第二 网络名称之前 ，获取一个预定

的PLMN ID对应 的第一 网络名称 ，并指示显示模块 503显示所述第一网络名称 ，

其 中，所述预定的PLMN ID为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的PLMN ID或者所述第一 电

路 交换域 网络的PLMN ID 中的一个；以 及

所述显示模块 503 , 用于显示所述指示模块502指示的网络名称。

其 中，所述指示模块502具体可以用于按如下方式获取所述预定的PLMN

ID对应 的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判断归属PLMN ID与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的PLMN

ID和所述第一 电路 交换域 网络的PLMN ID是否相 同，如果所述 归属PLMN ID



和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的PLMN ID以及 所述第一电路交换域 网络的PLMN ID都

不相 同，则获取所述预定的PLMN ID对应的所述第一网络名称。

进一步地 ，所述用户设备还 可 以 包括：

存储模块504, 用于存储PLMN ID和对应的网络名称，并存储所述预定的

PLMN ID;

所述指示模块 502具体用于按如下方式获取一个预定的PLMN ID对应的第

一 网络名称 ：从 所述存储模 块 504获取 所述预 定的PLMN ID及 所述预 定的

PLMN ID所对应的所述第一网络名称。

进一步的，所述接收模块 501还 可 以用于，接收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中的第

一网络设备发送的要显示的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

所述指示模块 502还用于，获取所述接收模块 501接收的所述第二 网络名

称，指示所述显示模块显示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

进一步地 ，所述接收模块 501还用于，在从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变更到所述

第一电路交换域 网络或者第二 电路交换域 网络中，接收第三网络名称，其中，

所述第一电路交换域 网络和所述第二 电路交换域 网络属于2G网络或3G网络，

所述第三 网络名称是从所述2G或所述3G网络中的第二 网络设备接收的；

所述指示模块502还用于，在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执行业务过程 中，从所述

长期演进 网络变更到所述第一电路交换域 网或者所述第二电路交换域 网络，获

取所述接收模块 501接收到的所述第三 网络名称，并保持 当前显示的网络名称

不变或者忽略所述所述第三网络名称。

所述业务为电路交换回落CSFB 业务，所述指示模块具体用于按如下方式

在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执行业务过程 中，从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变更到所述第一电

路交换域 网络或者第二 电路交换域 网络：执行所述CSFB 业务，从所述长期演

进网络 回落到所述第一电路交换域 网络或所述第二电路交换域 网络，或者

所述业务为语音业务，所述指示模块具体用于按如下方式在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执行业务过程 中, 从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变更到所述第一电路交换域 网或者

第二 电路交换域 网络：执行所述语音业务时，切换到所述2G网络或所述3G网



络执行所述语音业务。

本 实施例的用户设备可以执行上述 实施例的方法，具体可参照上述 实施例

中的描述。且该用户设备 能够获得 的技术效果与上述 实施例相 同，此处不再赘

述。

基 于上述 实施例提供 的方法，本 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 网络设备 ，该 网络设

例只对该 网络设备 的结构进行 简单说 明，具体原理可以结合参见方法实施例所

述。如 图6所示，所述 网络设备 包括：

发送模块602, 用于通过联合 附着流程或者联合跟踪 区更新流程 ，将长期

演进 网络的公共 陆地移动 网络标识PLMN ID和 电路 交换域 网络的PLMN ID发

送给用户设备UE, 其 中，所述 网络设备为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 中的网络设备 ，

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和所述 电路 交换域 网络为所述UE通过联合 附着流程或者联

合跟踪 区更新流程联合 注册的两个 网络；

存储模块603 , 用于存储第一配置，其 中，所述第一配置为第一 网络名称

信 息，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信 息为预定的PLMN ID和/或所述预定的PLMN ID对

应 的第一 网络名称 ，所述第一网络名称为所述UE根据所述UE中的第二配置显

示的网络名称 ，所述第一配置与所述第二配置相 同，所述预定的PLMN ID为所

述长期演进 网络的PLMN ID或所述 电路 交换域 网络的PLMN ID 中的一个；

所述 网络名称处理模块 601 , 用于在所述发送模块将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的

PLMN ID和所述 电路 交换域 网络的PLMN ID发送给所述UE后 ，获取所述存储

模块 603存储 的所述第一配置。

其 中，所述 网络名称处理模块 601具体用于获取所述存储模块存储 的所述

第一配置：判断所述UE的归属PLMN ID与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的PLMN ID和所

述 电路 交换域 网络的PLMN ID是 否相 同，如果所述归属PLMN ID和所述长期

演进 网络的PLMN ID 以及所述 电路 交换域 网络的PLMN ID都不相 同，则获取

所述存储模块 603存储 的所述第一配置。

进一步地 ，所述 网络名称处理模块 601还可以用于，判断所述长期演进 网



络的PLMN ID所属的运 营商和所述 电路 交换域 网络的PLMN ID所属的运 营商

是否相 同，如果不相 同，则指示所述发送模块602发送第二 网络名称信 息；

所述发送模块602还用于，向所述UE发送所述 网络名称处理模块 601指示

的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信 息。

若所述 网络设备 为移动管理 实体MME, 所述发送模块具体用于通过通用

移动通信 系统 陆地无线接入 网E-UTRAN 移动管理信 息EMM information 消息

向所述UE发送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信 息。

中的描述。且该 网络设备 能够获得 的技术效果与上述 实施例相 同，此处不再赘

述。

基 于上述 实施例提供 的方法，本 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用户设备 ，该 网络设

备可以执行本发 明上述第三个 实施例的显示 网络名称的方法，本 实施例只对该

用户设备 的结构进行 简单说 明，具体原理可以结合参见上述方法实施例 中的描

述。如 图7所示，所述 网络设备 包括：

指示模块 701 , 用 于

执行附着流程 附着到第一 网络 ，或者执行联合 附着流程 附着到第一 网

络和第二 网络 ，指示显示模块显示第一 网络名称；以及 ，

在所述第一网络执行业务过程 中, 从所述第一网络变更到所述第二 网

络或第三 网络 ，并指示所述显示模块702显示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

所述显示模块702 , 用于显示所述指示模块 701指示的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

可选 的，所述指示模块 701具体用于，在所述第一 网络执行 电路 交换 回落

CSFB 业务过程 中 , 从 所述第一网络 回 落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者所述第三 网络 ，

并指示所述显示模块显示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 ，其 中所述第一 网络为所述长期演

进 网络 ，所述第二 网络和所述第三 网络为 电路 交换域 网络 ，所述业务为所述

CSFB 业务。

可选 的，所述指示模块 701具体用于，在所述第一 网络执行所述语音业务

过程 中，切换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 ，指示所述显示模块显示所述第



一 网络名称 ，其 中，所述业务为所述语音业务。

可选 的，所述指示模块 701 具体用于按如下方式在所述第一 网络执行所述

语音业务过程 中，切换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

在长期演进 网络开始所述语音业务，执行单接入语音 电话连续性或者执行

分组交换切换 ，切换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执行所述语音业务；其 中，

所述第一 网络为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 ，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 电路 交换

域 网络；或者

在第一2G 网络或第一 3G 网络开始所述语音业务 ，执行反向单接入语音 电

话连续性 ，切换到4G 网络或第二 3G 网络或第二 2G 网络执行所述语音业务 ，指

示所述显示模块显示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 ，其 中，所述第一 网络为所述第一 2G

网络或所述第一 3G 网络 ，以及 ，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第二 3G 网络 ，

或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第二 2G 网络 ，或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4G 网络；或者

在第一2G 网络或第一 3G 网络开始所述语音业务 ，执行 电路 交换切换 ，切

换到第二 3G 网络或第二 2G 网络执行所述语音业务，其 中，所述第一 网络为所

述第一2G 网络或所述第一 3G 网络 ，以及 ，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第

二 3G 网络 ，或者 ，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第二 2G 网络 。

所述用户设备还 可 以 包括接收模块 703 ;

所述接收模块 703 ，用于接 收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的第二 网络名

称；

所述指示模块 701 具体用于，按如下方式指示所述显示模块 702显示所述第

一 网络名称：获取所述接收模块接 收703 的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 ，并忽略所述第

二 网络名称或指示所述显示模块 702显示所述第一网络名称。

可选 的，所述指示模块 701还用于，如果所述业务执行完毕 ，指示所述显

示模块 702显示第二 网络名称 ，其 中，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为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

述第三 网络的网络名称；

所述显示模块 702 , 用于显示所述指示模块 701指示的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



本 实施例的用户设备可以执行上述 实施例的方法，具体可参照上述 实施例

中的描述。且该用户设备 能够获得 的技术效果与上述 实施例相 同，此处不再赘

述。

此外 ，本发 明一 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通信 系统 ，包括上述 实施例 中所述的

用户设备和 网络设备 。用户设备和 网络设备 的具体结构和功能可参照上述 实施

例 ，此处不再赘述。

本发 明另一 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用户设备 ，该用户设备可以执行本发 明上

述 实施例的显示 网络名称的方法，本 实施例只对该用户设备 的结构进行 简单说

明，具体原理可以结合参见上述方法实施例 中的描述 。如 图8所示 ，所述用户

设备UE 包括接 收器810, 处理器820以 及 显示屏830 。

接收器810 , 用于通过执行联合 附着流程或者联合跟踪 区更新流程 ，接收

长期演进 网络 的公共 陆地移动 网络标识PLMN ID 和 第一 电路 交换域 网络 的

PLMN ID, 其 中，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和所述第一 电路 交换域 网络为所述UE通

过所述联合 附着流程或者联合跟踪 区更新流程注册的两个 网络；

所述处理 器820 , 用 于获取 所述接 收 器810接 收 的所述 长期演进 网络 的

PLMN ID和所述 电路 交换域 网络的PLMN ID; 以 及 ，在获取到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 中的第一 网络设备发送 的要显示的第二 网络名称之前 ，获取一个预 定的

PLMN ID对应 的第一 网络名称 ，并指示显示屏显示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 ，其 中，

所述预定的PLMN ID为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的PLMN ID或者所述 电路 交换域 网

络的PLMN ID 中的一个；

所述显示屏830, 用于显示所述处理器820指示的网络名称 。

由于本 实施例的用户设备可以执行上述 实施例的方法，因此 ，该用户设备

能够获得 的技术效果与上述 实施例相 同，此处不再赘述 。

进一步地 ，所述处理器820具体用于按如下方式获取所述预定的PLMN ID

对应 的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判断归属PLMN ID与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的PLMN

ID和所述 电路 交换域 网络的PLMN ID是 否相 同，如果所述归属PLMN ID和所

述长期演进 网络的PLMN ID 以及所述 电路 交换域 网络的PLMN ID都不相 同，



则获取所述预定的PLMN ID对应 的所述第一网络名称。

此外，所述用户设备还 可 以 包括：

存储器840 , 用于存储不同PLMN ID和对应的网络名称，并存储所述预定

的PLMN ID;

所述处理器820具体用于按如下方式获取一个预定的PLMN ID对应 的第一

网络名称：从所述存储器获取所述预定的PLMN ID及所述预定的PLMN ID所

对应的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

进一步地 ，所述接收器810还用于，接收所述长期演进网络中的所述第一

网络设备发送的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

所述处理器820还用于，获取所述接收器接收的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指示

所述显示屏显示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

进一步地 ，所述接收器810还用于，在从所述长期演进网络变更到所述第

一电路交换域 网络或者第二电路交换域 网络中，接收第三网络名称，其中，所

述第一电路交换域 网络和第二 电路交换域 网络属于2G网络或3G网络，所述第

三网络名称是从所述2G或所述3G网络的第二 网络设备接收的；

所述处理器820还用于，在所述长期演进网络执行业务过程 中，从所述长

期演进网络变更到所述第一电路交换域 网或者所述第二 电路交换域 网络中，获

取所述接收器接收到的所述第三网络名称，并保持 当前显示的网络名称不变或

者忽略所述第三 网络名称。

所述业务为电路交换回落CSFB 业务，所述处理器820具体用于按如下方式

在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执行业务过程 中，从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变更到所述第一电

路交换域 网络或者第二 电路交换域 网络：执行所述CSFB 业务，从所述长期演

进网络 回落到所述第一电路交换域 网络或所述第二电路交换域 网络，或者

所述业务为语音业务，所述处理器820具体用于按如下方式在所述长期演

进网络执行业务过程 中，从所述长期演进网络变更到所述第一电路交换域 网或

者第二电路交换域 网络：执行所述语音业务时，通过所述长期演进网络的网络

设备切换到所述2G网络或所述3G网络执行所述语音业务。



本发 明另一 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 网络设备 ，该 网络设备可以执行本发 明上

述 实施例的显示 网络名称的方法，本 实施例只对该 网络设备 的结构进行 简单说

明，具体原理可以结合参见上述方法实施例 中的描述 。如 图9所示 ，所述 网络

设备 包括发送器910以及处理器920。

发送器910 , 用于通过联合 附着流程或者联合跟踪 区更新流程 ，将长期演

进 网络的公共 陆地移动 网络标识PLMN ID和 电路 交换域 网络的PLMN ID发送

给用户设备UE, 其 中，所述 网络设备 为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 中的网络设备 ，所

述长期演进 网络和所述 电路 交换域 网络为所述UE通过联合 附着流程或者联合

跟踪 区更新流程联合注册的两个 网络；

存储 器930 , 用于存储第一配置 ，其 中，所述第一配置为第一 网络名称信

的第一 网络名称 ，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为所述UE根据所述UE 中的第二配置显示

的网络名称 ，所述第一配置与所述第二配置相 同，所述预定的PLMN ID为所述

长期演进 网络的PLMN ID或所述 电路 交换域 网络的PLMN ID 中的一个；

所述处理器920, 用于在所述发送器将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的PLMN ID和所

述 电路 交换域 网络的PLMN ID发送给所述UE后 , 获取所述存储器930存储 的所

述第一配置。

其 中，所述处理器920具体用于按如下方式获取所述存储 器930存储 的所述

第一配置：判断所述UE的归属PLMN ID与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的PLMN ID和所

述 电路 交换域 网络的PLMN ID是 否相 同，如果所述归属PLMN ID和所述长期

演进 网络的PLMN ID 以及所述 电路 交换域 网络的PLMN ID都不相 同，则获取

所述存储 器存储 的所述第一配置。

所述处理器920还用于，判断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的PLMN ID所属的运 营商

和所述 电路 交换域 网络的PLMN ID是否相 同，如果不相 同，则指示所述发送器

910发送第二 网络名称信 息；

所述发送器还用于，向所述UE发送所述处理器920指示的所述第二 网络名

称信 息。



进一步地 ，若所述 网络设备 为移动管理 实体MME, 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

通 过 通 用 移 动 通 信 系统 陆 地 无 线 接 入 网E-UTRAN 移 动 管 理 信 息 EMM

information 消息向所述UE发送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信 息。

本发 明另一 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用户设备 ，该用户设备可以执行本发 明上

述 实施例的显示 网络名称的方法，本 实施例只对该用户设备 的结构进行 简单说

明，具体原理可以结合参见上述方法实施例 中的描述。如 图 10所示，所述用户

设备UE 包括处理器1010以 及 显示屏 1020。

处理器1010, 用于

执行附着流程 附着到第一 网络 ，或者执行联合 附着流程 附着到第一 网

络和第二 网络 ，指示显示屏显示第一 网络名称；以 及 ，

在所述第一网络执行业务过程 中, 从所述第一网络变更到所述第二 网

络或第三 网络 ，并指示所述显示屏显示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以 及

所述显示屏 1020 , 用于显示所述处理器1010指示的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

由于本 实施例的用户设备可以执行上述 实施例的方法，因此 ，该用户设备

能够获得 的技术效果与上述方法实施例相 同，此处不再赘述。

进一步地 ，所述处理器 1010具体用于按如下方式在所述第一 网络执行业务

过程 中，从所述第一 网络变更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第三 网络：在所述第一 网络执

行 电路 交换 回落CSFB 业务过程 中，从所述第一网络回落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者

所述第三 网络 ，其 中所述第一 网络为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 ，所述第二 网络和所述

第三 网络为电路 交换域 网络 ，所述业务为所述CSFB 业务。

或者 ，

所述处理器 1010具体用于按如下方式在所述第一 网络执行业务过程 中，从

所述第一网络变更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第三 网络：在所述第一网络执行所述语音

业务过程 中，切换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 ，其 中，所述业务为所述语

音业务。

进一步地 ，所述处理器 1010具体用于按如下方式在所述第一 网络执行所述

语音业务过程 中，切换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



在长期演进 网络开始所述语音业务，执行单接入语音 电话连续性或者执行

分组交换切换 ，切换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执行所述语音业务；其 中，

所述第一 网络为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 ，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 电路 交换

域 网络；或者

在第一 2G 网络或第一 3G 网络开始所述语音业务 ，执行反向单接入语音 电

话连续性 ，切换到 4G 网络或第二 3G 网络或第二 2G 网络执行所述语音业务 ，指

示所述显示屏显示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 ，其 中，所述第一 网络为所述第一 2G 网

络或所述第一 3G 网络 ，以 及 ， 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第二 3G 网络 ，

或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第二 2G 网络 ，或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4G 网络；或者

在第一 2G 网络或第一 3G 网络开始所述语音业务 ，执行 电路 交换切换 ，切

换到第二 3G 网络或第二 2G 网络执行所述语音业务，其 中，所述第一 网络为所

述第一 2G 网络或所述第一 3G 网络 ，以 及 ， 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第

二 3G 网络 ，或者 ，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第二 2G 网络 。

此外 ，所述用户设备还可以包括接收器 1030;

所述接 收器 1030 , 用于接 收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 的第二 网络名

称；

所述处理器 1010 具体用于，接 收所述接 收模块传输的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 ，

并忽略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或指示所述显示屏 1020 显示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

进一步地 ，所述处理器 1010 还用于，如果所述业务执行完毕 ，指示所述显

示屏显示第二 网络名称 ，其 中，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为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的网络名称；

所述显示屏还用于，显示所述处理器指示的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 。

需要说 明的是 ，本发 明上述各个 实施例提供 的用户设备和 网络设备 除 了可

以包括上述模块之外 ，还可以包括射频处理器、功率控制器、以及其他部件 ，

本发 明实施例 中均不限于仅 包含上述模块。

需要说 明的是 ，以上用户设备和 网络设备 的实施例 中，各功能模块的划分



仅是举例说 明，实际应用 中可以根据需要 ，例如相应硬件 的配置要求或者软件

的实现的便利考虑 ，而将上述功能分配由不同的功能模块完成 ，即将所述用户

设备和基站的内部结构划分成不同的功能模块 ，以完成以上描述的全部或者部

分功能。而且 ，实际应用 中，本 实施例 中的相应 的功能模块可 以是 由相应 的硬

件 实现 ，也可 以 由相应 的硬件执行相应 的软件完成 ，例如 ，前述的发送模块 ，

可以是具有执行前述发送模块功能的硬件 ，例如发射器，也可以是 能够执行相

应计算机程序从 而完成前述功能的一般处理器或者其他硬件设备 ；再如前述的

处理模块 ，可以是具有执行处理模块的功能的硬件 ，例如处理器，也可以是 能

够执行相应计算机程序从 而完成前述功能的其他硬件设备 ；又如 ，前述的接收

模块 ，可以是具有执行前述接收模块功能的硬件 ，例如接收器，也可以是能够

执行相应计算机程序从 而完成前述功能的一般处理器或者其他硬件设备 ；（本

说 明书提供 的各个 实施例都可应用上述描述原则 ）。

下文将 以一个应用示例介绍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上述方法与装置的执行过

程 。本应用示例 中，网络设备 以MME 为例进行说 明，但需要说 明的是 ，针对

不同场景可以是不同的网络设备 ，本发 明实施例并不限于此。如 图11所示，该

应用示例具体 包括如下步骤 。

步骤 1110, UE和MME 执行联合 附着过程 ，UE获得LTE 网络的PLMN ID和

CS域 网络的PLMN ID 。

步骤 1120 , UE根据预先设置的规则显示预定PLMN ID对应 的网络名称。

步骤 1130 , MME 向UE发送UE要显示的网络名称 ，UE收到后 ，判断 当前

在LTE 网络执行CSFB 业务时，从所述LTE 网络回落到 电路 交换域 网络 ，如果不

是 ，显示接收到的网络名称 ，如果是 ，忽略接收到的网络名称 。

需要说 明的是 ，本应用示例仅仅是上述 实施例的一个应用场景 ，而事 实上 ，

部分步骤是可选 的，具体可参照上述 实施例的描述。

本领域普通技 术人 员可 以理 解上述 实施例的各种 方法 中的全部或部分步

骤是可以通过程序来指令相 关的硬件来完成 ，该程序可以存储于一计算机可读

存储介质 中，存储介质可以包括：只读存储器 （ROM, Read Only Memory ) 、



随机存取存储器 （RAM, Random Access Memory ) 、磁盘或光盘等。

以上对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方法和用户设备和基站进行了详细介绍，本文

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

人员，依据本发明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

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权 利 要 求

1、一种显 示 网络名称 的方法 ，其特征在 于 ，包括 ：

用户设备UE 附着到第一 网络 ，显示第一 网络名 称 ，其 中，所述第一 网络

名 称为所述第一 网络 的 网络名 称 ；或者 ，所述UE执行联合 附着流程 或联合跟

踪 区更新 流程 附着到所述第一网络和第二 网络 ，显示所述第一 网络名 称 ，其 中，

所述第一网络名 称为所述第一 网络 的 网络名称或所述第二 网络 的 网络名称 ；以

及

所述UE在 所述第一网络执行 业务过程 中 , 从 所述第一网络 变更到所述第

二 网络或第三 网络 ，所述UE保持显 示所述第一网络名称 。

2、如权 利要 求 1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 于 ，

所述第一网络为长期演进 网络 ，所述第二 网络和所述第三 网络为 电路 交换

域 网络 ，所述业务为 电路 交换 回落CSFB 业务 ；从 所述第一 网络 变更到所述第

二 网络或第三 网络 ，包括 ：所述UE在所述第一 网络执行 所述CSFB 业务过程 中，

所述UE从 所述第一网络 回落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者 所述第三 网络 。

3、如权 利要 求 1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 于 ，

所述业务为语音业务 ，从 所述第一 网络 变更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第三 网络 ，

包括 ：所述UE在 所述第一 网络执行 所述语 音业务过程 中，切换 到所述第二 网

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 。

4、如权 利要 求3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 于 ，

所述第一 网络为长期演进 网络 ，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 电路 交换

域 网络 ；所述UE在 所述第一 网络执行 所述语 音业务过程 中，切换 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 ，包括 ：所述UE在 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开始所述语 音业务 ，

执行单接入语 音 电话连续性或者执行分组 交换切换 ，所述UE切换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执行所述语音业务 ；或者

所述第一 网络为第一2G网络或第一3G 网络 ，以及 ，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

第三 网络 为第二 3G 网络 ，或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 为第二2G网络 ，或

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4G 网络 ；所述UE在所述第一网络执行所述语



音业务过程 中，所述语音业务切换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 ，包括：所

述UE在所述第一2G网络或第一3G网络开始所述语音业务，执行反 向单接入语

音 电话连续性 ，所述UE切换到所述第二3G网络或第二2G网络或4G网络执行所

述语音业务；或者

所述第一 网络为第一2G网络或第一3G网络 ，以及 ，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

第三 网络 为第二3G网络 ，或者 ，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 为第二2G网络；

所述UE在所述第一 网络执行所述语音业务过程 中，所述语音业务切换到所述

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 ，包括：所述UE在所述第一2G网络或第一3G网络开

始所述语音业务，执行 电路 交换切换 ，所述UE切换到所述第二3G网络或第二

2G网络执行所述语音业务。

5、如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UE保持显示

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 ，包括：

所述UE接 收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的第二 网络名称信 息 , 所述

UE忽略所接 收到 的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信 息或所述UE保持显 示所述第一 网络

名称 ，其 中，第二 网络名称为变更后 的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的网络名

称。

6、如权利要 求1至5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 包括：

如果所述业务执行完毕 ，所述UE将显示的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改为显示第

二 网络名称 ，其 中，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为变更后 的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

络的网络名称。

7、一种用户设备UE, 其特征在于，所述UE 包括：

指示模块 ，用于

执行附着流程 附着到第一 网络 ，或者执行联合 附着流程 附着到第一 网

络和第二 网络 ，指示显示模块显示第一 网络名称；以及 ，

在所述第一 网络执行业务过程 中，从所述第一 网络变更到所述第二 网

络或第三 网络 ，并指示所述显示模块显示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以及

所述显示模块 ，用于显示所述指示模块指示的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指示模块具体用于按如下方式在所述第一网络执行业务过程中，从所

述第一网络变更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第三网络 :在所述第一网络执行电路交换回

落CSFB 业务过程 中，从所述第一网络 回落到所述第二网络或者所述第三网络，

并指示所述显示模块显示所述第一网络名称，其中所述第一网络为所述长期演

进网络，所述第二 网络和所述第三网络为电路交换域 网络，所述业务为所述

CSFB 业务。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指示模块具体用于按如下方式在所述第一网络执行业务过程中，从所

述第一网络变更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第三网络 :在所述第一网络执行语音业务过

程中，切换到所述第二网络或所述第三网络，指示所述显示模块显示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其中，所述业务为所述语音业务。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指示模块具体用于按如下方式在所述第一网络执行所述语音业务过

程中，切换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网络：

在长期演进网络开始所述语音业务，执行单接入语音电话连续性或者执行

分组交换切换，切换到所述第二网络或所述第三网络执行所述语音业务；其中，

所述第一网络为所述长期演进网络，所述第二网络或所述第三网络为电路交换

域网络；或者

在第一2G网络或第一3G网络开始所述语音业务，执行反向单接入语音电

话连续性，切换到4G网络或第二3G网络或第二2G网络执行所述语音业务，指

示所述显示模块显示所述第一网络名称，其中，所述第一网络为所述第一2G

网络或所述第一3G网络，以及 ，所述第二网络或所述第三网络为第二3G网络，

或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网络为第二 2G网络，或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4G网络；或者

在第一2G网络或第一3G网络开始所述语音业务，执行电路交换切换 ，切

换到第二3G网络或第二2G网络执行所述语音业务，其中，所述第一网络为所



述第一2G 网络或所述第一3G网络 ，以及 ，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第

二3G网络 ，或者 ，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第二2G网络 。

11、如权 利要 求7至 10中任 一项所述 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 于 ，所述用户

设备还 包括接 收模 块 ；

所述接 收模 块 ，用于接 收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 的第二 网络名 称 ；

所述指 示模 块具体 用 于按如 下方 式指 示所述显 示模 块显 示所述 第一 网络

名称 ：获取 所述接 收模 块接 收的所述第二 网络名 称 ，并忽略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

或指示所述显示模 块显 示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 。

12、如权 利要 求7至 11中任一项所述 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 于 ，

所述指示模 块还 用于 ，如 果所述业务执行 完毕 ，指 示所述显示模 块显示第

二 网络名 称 ，其 中，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为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 的 网络

名称 ；

所述显示模 块 ，用于显 示所述指示模 块指示的所述第二 网络名 称 。

13、一种 用户设备UE, 其特征在 于 ，所述UE 包括 ：

处理器 ，用于

执行 附着流程 附着到第一 网络 ，或者执行联合 附着流程 附着到第一 网

络和第二 网络 ，指示显 示屏显 示第一 网络名称 ；以及 ，

在所述第一网络执行业务过程 中 , 从 所述第一网络 变更到所述第二 网

络或第三 网络 ，并指示所述显 示屏显 示所述第一 网络名 称 ；以及

所述显示屏 ，用 于显示所述处理器指 示 的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 。

14、如权 利要 求 13所述 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 于 ，

所述处理 器具体 用于按如 下方式在所述第一 网络执行业务过程 中，从 所述

第一 网络 变更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第三 网络 ：在所述第一网络执行 电路 交换 回落

CSFB 业 务过程 中 , 从 所述第一网络 回 落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者所述第三 网络 ，

其 中所述第一 网络为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 ，所述第二 网络和所述第三 网络为 电路

交换域 网络 ，所述业务为所述CSFB 业务 。



15、如权利要求 13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按如下方式在所述第一 网络执行业务过程 中，从所述

第一 网络变更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第三 网络：在所述第一网络执行所述语音业务

过程 中，切换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 ，其 中，所述业务为所述语音业

务。

16、如权利要求 5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按如下方式在所述第一 网络执行所述语音业务过程

中，切换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

在长期演进 网络开始所述语音业务，执行单接入语音 电话连续性或者执行

分组交换切换 ，切换到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执行所述语音业务；其 中，

所述第一 网络为所述长期演进 网络 ，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 电路 交换

域 网络；或者

在第一2G 网络或第一 3G 网络开始所述语音业务 ，执行反向单接入语音 电

话连续性 ，切换到4G 网络或第二 3G 网络或第二 2G 网络执行所述语音业务 ，指

示所述显示屏显示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 ，其 中，所述第一 网络为所述第一 2G 网

络或所述第一 3G 网络 ，以 及 ， 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第二 3G 网络 ，

或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第二 2G 网络 ，或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4G 网络；或者

在第一2G 网络或第一 3G 网络开始所述语音业务 ，执行 电路 交换切换 ，切

换到第二 3G 网络或第二 2G 网络执行所述语音业务，其 中，所述第一 网络为所

述第一2G 网络或所述第一 3G 网络 ，以及 ，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第

二 3G 网络 ，或者 ，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为第二 2G 网络 。

17、如权利要 求 13至 16中任一项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

设备还 包括接收器；

所述接收器，用于接收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的第二 网络名称；

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按如下方式指示所述显示屏显示所述第一 网络名称：

获取所述接收器接收的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 , 并忽略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或指示所



述显示屏显示所述第一网络名称。

18、如权利要求 13至 17中任一项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处理器还用于，如果所述业务执行完毕 ，指示所述显示屏显示第二 网

络名称 ，其 中，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为所述第二 网络或所述第三 网络的网络名称 ;

所述显示屏还用于，显示所述处理器指示的所述第二 网络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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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可能对优先权要求构成怀疑的文件，或为确定另一篇 发明不是新颖的或不具有创造性

引用文件的公布日而引用的或者因其他特殊理由而引 "Y" 特别相关的文件，当该文件与另一篇或者多篇该类文件

用的文件 （如具体说明的） 结合并且这种结合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为显而易见时，
"O" 涉及口头公开、使用、展览或其他方式公开的文件 要求保护的发明不具有创造性
"P" 公布日先于国际申请日但迟于所要求的优先权日的文件 "&" 同族专利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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