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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确定用户设备需要进行网络搜素时，根据获得的可支持接
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信息或禁止接入的无线接入类型信息确定

可用无线技术类

根据确定的所述可用无线技术类型，搜索与所述可用无线技
术类型对应的可用网络，所述可用网络用于所述用户设备进

行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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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data processing method for a user equipment. The method comprises: when it i s determined that a user equipment
needs to search for a network, determining an available wireless technology type according to acquired information of wireless tech
nology types allowed to access or information of wireless access types prohibited to access; and searching for an available network
corresponding to the available wireless technology type according to the determined available wireless technology type, the available
network being used by the user equipment for data processing. The method provided by the present invention reduces unnecessary
network signaling load, reduces the network search time of the user equipment, and lowers the power consumption of the user equip -
ment.

(57) 摘要：一种用户设备数据处理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当确定用户设备需要进行网络搜索时，根据获得的可
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信息或禁止接入的无线接入类型信息确定可用无线技术类型；根据确定的所述可用无
线技术类型，搜索与所述可用无线技术类型对应的可用网络，所述可用网络用于所述用户设备进行数据处理。
本发明提供的方法减少了不必要的网络信令负荷，减少了用户设备搜索网络的时间，降低了用户设备的功耗。



一种用户设备数据处理方法和设备

技术领域

本发明实施例涉及通信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用户设备数据处理方法和设

备。

背景技术

在 目前的移动通信技术领域，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 （2G )、第三代移动通

信技术 （3G ) 与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 （4G ) 并存，运营商同时运营多种不同

制式的网络，也出现 了可支持多种网络制式的多模用户设备。例如，多模用户

设备可以支持用户接入 GSM ( 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 ，全球

移动通信 系统 ）网络、UMTS ( 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

通用移动通信系统 ）网络、WCDMA ( Wideband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
宽带码分多址 ）网络、LTE ( Long Term Evolution, 长期演进）网络等。

对于可支持不同网络制式的多模用户设备，其在进行网络注册时，会根据

用户设备支持的网络制式，按照网络制式的优先级分别尝试注册网络。如果用

户设备 当前尝试接入的网络是 LTE 网络，而其并没有获得接入网络的权限，

这时，网络就会反馈拒绝注册消息。当用户设备收到网络侧发送的拒绝注册消

息时，则会尝试接入其他制式的网络。

然而，由于用户设备在进行网络注册时需要进行多次尝试，触发大量的信

令交互，由此带来网络负荷增加，并延长了网络注册时间，导致用户设备的功

耗增力口。

发明内容
有鉴于此，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用户设备数据处理方法和设备，以解决

网络负荷增加、用户设备功耗增加的问题。

为此，本发明实施例釆用如下技术方案：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一方面，公开了一种用户设备，所述设备 包括：



确定单元 ，用于 当确定用户设备需要进行 网络搜 索时，根据获得 的可支持

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确定可用无线技术

类型；

所述可用无线技术类型对应 的可用 网络 ，所述可用 网络用于所述用户设备进行

数据处理 。

在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确定单元具体用于：

当确定用户设备进行 网络注册时，确定所述用户设备需要进行 网络搜 索；

或者

当确定用户设备进行小区测量时，确定所述用户设备需要进行 网络搜 索。

在第一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确定单元获得 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 的用户识别模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和所述用户设

备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

所述确定单元获得 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包括 ：

所述用户设备 的用户识别模块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和所述用户设备

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

在第一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确定单元具体用于：

从用户设备 的用户身份识别模块预先保存 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

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中，获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在第一方面的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用户设备还 包括：

第一接收单元 ，用于接收 网络侧发送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

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则所述确定单元具体用于：

利用所述第一接收单元接 收的所述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

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获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在第一方面的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用户设备还 包括：



发送单元 ，用于向网络侧发送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的请求消息；

第二接收单元 ，用于接收 网络侧反馈 的响应信 息，所述响应 消息包括可支

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则所述确定单元具体用于：

利用所述第二接收单元接 收的所述响应 消息，获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

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在第一方面的第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确定单元通过以下方式获得

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

当用户设备向网络侧设备发送 网络注册请求且接 收到所述 网络侧设备反

馈 的拒绝 网络注册消息时，将与请求注册的网络对应 的无线接入技术类型信 息

作为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保存 。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

述拒绝 网络注册消息中携带标识信 息，所述标识信 息用于表 明所述请求注册的

网络对应 的无线接入技术类型为 网络侧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技术类型。

在第一方面的第八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确定单元具体用于：

更新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根

据更新后 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

确定可用无线技术类型 。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第二方面，公开 了一种用户设备数据处理方法，所述

方法包括：

当确定用户设备需要进行 网络搜 索时，根据获得 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

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确定可用无线技术类型；

根据确定的所述可用无线技术类型 ，搜 索与所述可用无线技术类型对应 的

可用 网络 ，所述可用 网络用于所述用户设备进行数据处理。

在第二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确定用户设备需要进行 网络

搜 索包括：

当确定用户设备进行 网络注册时，确定所述用户设备需要进行 网络搜 索；

或者 ，



当确定用户设备进行小区测量时，确定所述用户设备需要进行 网络搜 索。

在第二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获得 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

术类型信 息包括 ：

所述用户设备 的用户识别模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和所述用户设

备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

所述获得 的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 的用户识别模块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和所述用户设备

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

在第二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获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

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包括：

从用户设备 的用户身份识别模块预先保存 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

信 息或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中，获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

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在第二方面的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方法还 包括 ：

接 收 网络侧发送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

术类型信 息；

则获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包括：

利用接收的所述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

类型信 息，获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在第二方面的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方法还 包括 ：

向 网络侧发送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

信 息的请求消息；

接 收 网络侧反馈 的响应信 息，所述响应 消息包括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

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则获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和/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包括 ：



利用接收的所述响应 消息，获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

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在第二方面的第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

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通过以下方式获得 ：当用户设备向网络侧

设备发送 网络注册请求且接收到所述 网络侧设备反馈 的拒绝 网络注册消息时，

将与请求注册的网络对应 的无线接入技术类型信 息作为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

类型信 息保存 。

结合第二方面的第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

述拒绝 网络注册消息中携 带标识信 息，所述标识信 息用于表 明所述请求注册的

网络对应 的无线接入技术类型为 网络侧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技术类型。

在第二方面的第八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根据获得 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

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确定可用无线技术类型 包括：

更新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根

据更新后 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

确定可用无线技术类型 。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当确定用户设备需要进行 网络搜 索时，根据获得 的可

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确定可用无线

技术类型 ，则在用户设备进行 网络搜 索时，搜 索与所述可用无线技术类型对应

的网络 ，以利用所述 网络进行数据处理 。由于本发 明在进行诸如 网络注册等需

要进行 网络搜 索的数据操作 时，仅搜 索可用无线技术类型对应 的可用 网络 ，对

于用户设备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对应 的网络不进行搜 索，由此减少 了不必

要 的网络信令 负荷 ，减少 了用户设备搜 索网络的时间，降低 了用户设备 的功耗 。

附图说 明

为 了更清楚地说 明本发 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 实施

例或现有技术描述 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 简单地介绍 ，显而易见地 ，下面描述

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 明中记载的一些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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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本发明提供的用户设备数据处理方法一实施例示意图；

图 2 为本发明提供的用户设备数据处理方法又一实施例示意图；

图 3 为本发明提供的用户设备数据处理方法另一实施例示意图；

图 4 为本发明提供的用户设备数据处理方法再一实施例示意图；

图 5 本发明提供的用户设备一实施例示意图；

图 6 为本发明提供的用户设备又一实施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在 目前的移动通信技术领域，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 （2G )、第三代移动通

信技术 （3G ) 与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 （4G ) 并存，运营商同时运营多种不同

制式的网络，也出现了可支持多种网络制式的多模用户设备。例如，多模用户

设备可以支持用户接入 GSM 网络、UMTS 网络、WCDMA 网络、LTE 网络等。

对于可支持不同网络制式的多模用户设备，其在进行网络注册时，会根据用户

设备支持的网络制式，按照网络制式的优先级分别尝试注册网络。例如，用户

设备可支持用户接入 GSM 网络、WCDMA 网络、LTE 网络，用户使用的 USIM

卡，其只能够注册 WCDMA 网络和 GSM 网络。但多模用户设备在开机时，如

果多模用户设备未设置无线接入类型 （Radio Access Type, RAT ) 的优先级别，

设备会首先搜索 LTE 网络，并尝试注册 LTE 网络。当接收到网络侧返回的拒

绝注册网络消息时，则会搜索WCDMA 网络，尝试注册 WCDMA 网络。当用

户接入 WCDMA 网络后，在当前所在的位置区将不会再尝试搜索、注册 LTE

网络，但在跨区域时仍然会尝试搜索并注册 LTE 网络，由此浪费了大量的信

令资源，带来网络负荷增加，并延长了网络注册时间，导致用户设备的功耗增

加。此外，用户设备被拒绝注册网络后，会尝试注册其他制式的网络，这时其

他制式的数据业务也无法使用，严重影响用户设备的数据传输。

此外，用户设备在空闲态进行小区重选测量时，也会对优先级别的 RAT

对应的网络下的小区进行测量，例如设备会对 LTE 网络下的小区进行测量，

而小区切换时又无法切换到 LTE 网络下的小区上。因此，导致用户设备进行

了不必要的小区测量，增大了用户设备的功耗并浪费了网络资源。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网络负荷增加 、用户设备功耗增加的技术问题 ，

本发明提供 了一种用户设备数据处理方法和设备 ，以解决网络负荷增加、用户

设备功耗增加的问题，以减少网络负荷以及降低用户设备的功耗。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中的技术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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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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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

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应 当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一个实施例

参见图 1，为本发明提供的用户设备数据处理方法一实施例示意图。

图 1 所示的方法应用于用户设备，所述用户设备可以应用于不同的通信 网

络 系统 。所述用户设备为多模用户设备 ，可以支持多种无线接入技术类型

( RAT ，Radio Access Type ) 对应的网络，所述用户设备可接入的网络包括但

不限于 GSM 网络、UMTS 网络、CDMA 网络、TDCDMA 网络、WCDMA 网

络、SAE/LTE 网络等。

S101 , 当确定用户设备需要进行网络搜索时，根据获得的可支持接入的无

线技术类型信息或禁止接入的无线接入类型信息确定可用无线技术类型。

在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确定用户设备需要进行 网络搜索包括：当确定

用户设备进行网络注册时，确定所述用户设备需要进行网络搜索。用户设备在

开机或者从盲区进入覆盖区时，需要搜索网络以进行网络注册，并选择合适的

小区驻留，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小区选择 。当用户设备从关机状态转换为开机

状态，或者从盲区进入覆盖区时，则会进行网络注册，这时确定用户设备需要

进行网络搜索。

在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确定用户设备需要进行 网络搜索包括：当

确定用户设备进行小区测量时，确定所述用户设备需要进行网络搜索。其中，

确定用户设备进行小区测量又 可 以 包括：确定处于空闲状态的用户设备进行小

区重选测量；或者，确定处于专用连接状态的用户设备进行小区测量。用户设

备通常具有连接态 （Connected ) 和空闲态 （Idle ) 两种状态。在用户设备处于

专用连接态时，其可以与网络侧进行数据传输，例如进行通话以及上网、发短



信等其他数据业务。当用户设备处于空闲状态 （Idle ) 时，会进行小区重选测
量。即用户设备会监测其当前服务小区的信号质量以及其邻小区的信号质量，
以决定是否触发小区重选，从而将用户设备从当前服务小区切换到重选后的小
区。当处于空闲状态的用户设备进行小区测量时，首先也会进行网络搜索，因
此当确定处于空闲状态的用户设备进行小区重选测量时，则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需要进行网络搜索。当用户设备处于专用连接状态时，为了保证数据业务的正
常进行，其会根据网络侧下发的测量控制消息进行小区测量。而处于专用连接
状态的用户设备进行小区测量时，首先也会进行网络搜索，因此当确定处于专
用连接状态的用户设备进行小区测量时，则确定所述用户设备需要进行网络搜
索。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介绍了几种用户设备需要进行网络搜索的典型应用情
形，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的是其他用户设备需要进行网络搜索的场景或实
现也可以应用于本发明的方法中，在此不进行限制。本领域技术人员在不付出

创造性劳动下获得的其他实现方式，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当确定用户设备需要进行网络搜索时，获得可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息。其中，所述可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信息
包括：所述用户设备的用户识别模块可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和所述用户设
备可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所述禁止接入的无线接入类型信息包括：所述
用户设备的用户识别模块禁止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和所述用户设备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需要说明的是，用户设备的用户识别模块可支持接入的无线
技术类型例如可以包括用户设备的 SIM 卡、USIM 卡 （在此不限定 ) 可支持接
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信息。在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用户设备的用户识别模块
可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还可以进一步为用户设备与网络侧签约的网络对
应的无线技术类型。用户设备可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可以是用户设备 自身
所支持的无线技术类型。举例进行说明，用户设备可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
可以是 GSM 、WCDMA 、LTE, 用户设备的用户识别模块可支持接入的无线技
术类型为WCDMA 和 GSM，则根据用户设备可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和用
户设备的用户识别模块可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确定出所述可支持接入的
无线技术类型为WCDMA 和 GSM 。又如，用户设备可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



型可以是 GSM ，用户设备的用户设备可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为 WCDMA ，

则确定出所述可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为 GSM 。对应地，所述用户设备的

用户识别模块禁止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例如 可 以 包括用户设备的 SIM 卡、

USIM 卡 （在此不限定 ）禁止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信息。用户设备禁止接入的

无线技术类型可以是用户设备 自身不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例如可以包

括：用户设备本身可支持 3G，用户设备 自身禁止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为 LTE ，

用户设备的用户识别模块例如可以是支持 2G 的 SIM 卡，则用户设备的用户识

别模块禁止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是 WCDMA 、TDCDMA 、LTE, 则这时确定

的禁止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可以是 WCDMA 、TDCDMA 、LTE 。以上仅为示

例性说明，并不视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其中，在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在用户设备的用户身份识别模块中，预

先存储了可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信息或者禁止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信息。

所述用户身份识别模块可以是 SIM 卡、USIM 卡或者其他类型的用于进行用户

身份识别的模块或卡。则获得可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信息或禁止接入的无

线技术类型信息包括从用户设备的用户身份识别模块预先保存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息或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息中，获得可支持接入的无线

技术类型信息或禁止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信息。其中，所述禁止接入的无线技

术类型信息包括了禁止用户设备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例如，用户设备可支持

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 （RAT ，Radio Access Type ) 包括 LTE 、WCDMA, GSM

等。用户设备的 SIM 卡中存储的禁止接入类型为 WCDMA 。需要说明的是，

当用户设备从用户身份识别模块中读取了可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信息或

禁止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信息后，也可以将所述可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信息存储到其他存储位置，例如保存在接入信息

数据库中。之后，再需要获得所述可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信息或禁止接入

无线技术类型信息时，则可以直接从所述接入信息数据库中读取相应的信息，

而无需读取 SIM 卡或 USIM 卡。

在另外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网络侧可以主动向用户设备推送可支持接

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信息或禁止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信息，用户设备接收网络侧

发送的可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信息或禁止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信息，并利



用接收的所述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获得与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例如在一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用户设备 U E 在进行 网络注册或者与 网络侧建立链路 时，U E 可 以

向网络侧上报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所述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可以包括用户设备 的

用户识别模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和/或所述用户设备可支持接入 的无

线技术类型。也就是说 ，U E 在向网络侧上报 时可以结合 U E 自身支持 的能力

以 及 SIM 支持 的能力，确定 出可以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 ，然后上报给 网络侧 。

此外 ，网络侧还可以保存与 U E 对应 的签 约信 息，从 而确定 U E 可 以 支持 的无

线技术类型或者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 （例如通过签 约信 息确定 ）。 网络侧

可以保存与 U E 对应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网络侧还可以向 U E 主动推送所述

信 息。或者 ，在接收到 U E 的请求时，向网络侧发送所述信 息。

在另外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用户设备也可以向网络侧请求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具体 实现 时，用户设备

向网络侧发送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请求消息；用户设备接 收 网络侧反馈 的响应信 息，所述响应 消息包括可支持

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用户设备利用接收的

所述响应 消息，获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

信 息。

在另外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用户设备可 以将 网络侧拒绝用户设备注册

的网络对应 的无线接入技术类型信 息作 为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保存 。在

获得与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时，则利用保存 的所述

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获得相应 的信 息。具体 实现时，当用户设备向网络

侧设备发送 网络注册请求且接收到所述 网络侧设备反馈 的拒绝 网络注册消息

时，将与请求注册的网络对应 的无线接入技术类型信 息作 为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

术类型信 息保存 。。例如 ，当用户设备首次搜 索网络时，当用户设备未保存可

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者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如果尝试注

册 网络失败接收到所述 网络侧设备反馈 的拒绝 网络注册消息时，则可 以将与请

求注册的网络对应 的无线接入技术类型信 息作 为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保存 。又 如 ，当更新 了用户设备 的签约信 息或者 出现其他 更新无线技术类型



信 息的情形时，原本可用的网络变为不可用 ，这时也会导致 U E 尝试注册 网络

失败，这时，将与请求注册的网络对应 的无线接入技术类型信 息作 为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保存 。其 中，网络侧设备反馈 的拒绝 网络注册消息中携 带

标识信 息，所述标识信 息用于表 明所述请求注册的网络对应 的无线接入技术类

型为网络侧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技术类型。

以上介绍 了四种获得与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的方式，本领域技术人 员可以理解的是 ，上述方式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组合

适用 ，在此不限定。

S102, 根据确定的所述可用无线技术类型 ，搜 索与所述可用无线技术类型

对应 的可用 网络 ，所述可用 网络用于所述用户设备进行数据处理 。

当用户设备进行 网络搜 索时，则与所述可用无线技术类型对应 的可用 网

络。举例进行说 明，用户设备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 包括 LTE 、WCDMA 、

GSM, 与用户设备对应 的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为 LTE ，则用户设备进行 网

络搜 索时，仅搜 索 WCDMA 网络和 GSM 网络 。又如 ，根据用户设备 的可支持

接入无线技术类型 （例如 LTE 、WCDMA, GSM ) 和用户设备 的用户识别模块

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 （GSM ) 确定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为 GSM 。

在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用户设备还可以更新所述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

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根据更新后 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

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确定可用无线技术类型。。例如可

以包括 ：所述 当确定用户设备需要进行 网络搜 索时，根据获得 的可支持接入 的

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确定可用无线技术类型具

体为：当确定用户设备需要进行 网络搜 索时，更新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

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根据更新后 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

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确定可用无线技术类型 。其 中，更新 的

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更新 的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可以

通过以下方式获得 ：当接 收到用户输入 的网络注册消息；根据所述 网络注册信

息向网络侧设备发送 网络注册请求；当接收到 网络侧设备反馈 的网络注册成功

消息且确定预先保存 的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包括所述请求注册的网络



对应 的无线技术类型时，删除与所述无线技术类型对应 的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

型信 息；或者 ，当接 收到 网络侧设备反馈 的网络注册成功消息且确定预先保存

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不包括所述请求注册的网络对应 的无线技

术类型时，将所述无线技术类型作为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保存 。这样 ，

则可以在用户手动选择 注册 网络时，则可以才艮据 网络侧反馈 的注册成功消息或

者拒绝注册消息更新相应 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

线接入类型信 息。当然，本领域技术人 员可以理解 的是 ，更新可支持接入 的无

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的方式可以是灵活多样 的。例

如 可 以 包括：接收 网络侧发送的更新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

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或者 ，向网络侧发送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更新请求 ，

根据 网络侧的响应 消息更新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

线接入类型信 息。又 如 ，利用用户的输入信 息或者 网络侧反馈 的其他类型消息

来更新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本发

明对此不进行 限定。

在本发 明这一 实施例 中，当确定用户设备需要进行 网络搜 索时根据获得 的

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确定可用无

线技术类型 ，则在用户设备进行 网络搜 索时，搜 索与所述可用无线技术类型对

应 的网络 ，以利用所述 网络进行数据处理 。由于本发 明在进行诸如 网络注册等

需要进行 网络搜 索的数据操作 时，仅搜 索可用无线技术类型对应 的可用 网络 ，

对于用户设备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对应 的网络不进行搜 索，由此减少 了不

必要 的网络信令 负荷 ，减少 了用户设备搜 索网络的时间，降低 了用户设备 的功

耗 。

下面结合 图 2-图 4 对本发 明方法的几种具体 实现方式进行介绍，以 下实施

例均是对 图 1 所述方法的改动或变形。本领域技术人 员可以理解的是 ，以下仅

为示例性说 明，不视为对本发 明的限制 。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不付 出创造性劳动

下，对下述 实施例进行改动 、变形和组合获得 的其他 实施例也属于本发 明的保

护范围。需要说 明的是 ，以 下 实施例均以根据获得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确定可用无线技术类型为例进行说 明，本领域技术人 员可以理解的是 ，下述



实施例描述的方法也可以应用到根据获得禁止接入的无线接入类型信息确定

可用无线技术类型的情形。

又一实施例

参见图 2，为本发明提供的用户设备数据处理方法又一实施例示意图。

在这一实施例中，以用户设备进行网络注册为例对本发明提供的方法进行

说明。

5201 , 用户设备开机，进入网络注册模式。

5202, 用户设备判断 SIM 卡是否更换，如果是，进入步骤 S203; 如果否，

进入步骤 S204 。

具体实现时，用户设备是根据 SIM 卡中存储的 IMSI ( 国际移动用户识别

码，International Mobile Subscriber Identification Number ) 确定 SIM 卡是否发

生变化的。其中，IMSI 是区别移动用户的标志，储存在 SIM 卡中，可用于区

别移动用户的有效信息。当 IMSI 发生变化，则确定 SIM 卡更换，这时进入步

骤 S203 ，读取 SIM 中存储的接入禁止 RAT 信息。

S203 ，读取与 SIM 卡中存储的 IMSI 对应的运营 RAT 信息和接入禁止 RAT

信息。

在这一实施例中，SIM 卡中存储 了与用户设备对应的运营 RAT 信息 （即

支持接入的 RAT ) 以及禁止接入的 RAT 信息。其中，禁止接入的 RAT 信息可

以入下表所示：



SIM 时效方式 时
效

ID 禁止接入 RAT
时
间

IMSI1 0: 永久时 正
效(除非手 对
动注册成 针
功,） 对
1 (开机 时
一次） 效

1 PLMN1 LTE
2 方
(Timer ) 式

为 2
的
取
值

2 IMSI1 PLMN1 WCDMA
3 IMSI1 PLMN2 WCDMA

N
N+l

在上表中，存储了每一 SIM 的 IMSI 对应的 PLMN ( Public Land Mobile

Network, 公共陆地移动网络 ）的禁止 RAT 的描述信息。对于非 PLMN 网络，

也可以存储类似的信息，即所述非 PLMN 网络对应的禁止接入 RAT 信息。

具体实现时，还可以设置禁止接入 RAT 的时效（即有效时间或有效类型 ）。

则所述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息的有效类型包括：

( 1 ) 所述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息持续有效；或者

( 2 ) 所述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息在用户设备关机后失效；或者

( 3 ) 所述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息在预设的时间段内有效。

例如，可以设置禁止接入的 RAT 为 LTE ，WCDMA 。其中，LTE 和 WCDMA

的时效均为永久时效，即一直禁止其接入，除非用户手动注册成功，将删除与

所述 RAT 对应的禁止接入信息。也可以设置 LTE 的时效为用户设备关机后失

效，这样，用户设备在重新开机后，LTE 将作为可接入的 RAT ，用户设备在

开机后会尝试注册 LTE 。也可以设置 WCDMA 的有效类型为在预设时间内有



效，超过一定时间则会失效，则 WCDMA 又 可 以 成为可接入的制式，用户设

备在进行 网络搜索时又可以重新搜索 WCDMA 网络。

S204, 获得禁止接入 RAT 列表。

对于更换 SIM 卡的情形，用户设备从 SIM 卡中读取禁止接入 RAT 信息后 ，

将所述信息存储在禁止接入模式信息库 中。对于未更换 SIM 卡的情形，用户

设备则可以 直接从所述禁止接入模式信息库中获得相应的禁止接入 RAT 信

息。其中，用户设备的 IMSI 与禁止接入 RAT 信息之间存在对应关系，用户设

备是利用其 IMSI 信息获得与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禁止接入 RAT 信息的。

S205 ，从用户设备支持的可接入 RAT 范围内按照优先级别选取一个 RAT ，

根据禁止接入 RAT 列表判断当前 RAT 是否是禁止接入的 RAT ，如果是 ，进入

步骤 S206; 如果否，进入步骤 S209 。

5206, 判断用户是否是手动选择 网络并选择 了该 RAT 。如果是，进入步

骤 S207 。如果否，进入步骤 S208 。

5207, 尝试搜索、注册该 RAT ，如果注册成功，删除与所述 RAT 对应的

禁止接入信息。如果注册失败，则等待用户手动选择其他 网络，否则返回步骤

S205 。

5208, 禁止注册该 RAT ，返回步骤 S205 。

5209, 尝试注册该 RAT ，进入步骤 S210 。

5210, 判断是否被 网络拒绝，如果是 ，进入步骤 S211 。

S211 , 将该 RAT 对应的信息写入禁止接入 RAT 信息中，设置有效类型。

默认该禁止接入 RAT 信息为关机后失效，也可以配置为永久有效，或者一定

Timer 超时后失效。然后 ，进入步骤 S205 ，重新选择下一个 RAT 尝试搜索网

络。

需要说明的是，用户设备存储的禁止接入 RAT 信息的来源可以是来 自用

户设备的用户身份识别模块 （例如 SIM 、 UICC 、 USIM 卡等 ）中预先保存的

禁止接入 RAT 信息，也可以是来 自网络侧发送的更新禁止接入 RAT 信息，用

户设备在接收到 网络侧推送过来的信息后 ，更新 自身存储的禁止接入 RAT 信

息。在另一种 实现方式中，用户设备可以定期向网络服务器请求禁止接入 RAT

信息，利用请求到的信息更新 自身存储的禁止接入 RAT 信息。在另一种可能



的实现方式中，用户设备也可以将于被 网络侧拒绝注册的 RAT 对应 的信 息，

更新到禁止接入 RAT 信 息中。

在这一 实施例 中，用户设备 的用户识别模块 （SIM ) 中预先保存 了与用户

设备对应 的禁止接入 RAT 信 息，当用户设备尝试 网络注册时，根据所述禁止

接入 RAT 信 息，仅搜 索除禁止接入 RAT 之外的 RAT 对应 的网络 ，对禁止接

入 RAT 不进行 网络搜 索和/或 网络注册 ，从 而减少 了用户设备注册 网络进行的

信令 交互，减少 了网络 负荷 ，同时减少 了用户注册 网络的时间，降低 了用户设

备 的功耗 。此外 ，对于被 网络侧拒绝注册的 RAT ，则会 更新到禁止接入 RAT

信 息中，当用户设备再次尝试搜 索网络时 （不限于注册 网络 ，还可以包括 小区

重选 、小区测量等 ），对所述拒绝注册的 RAT 不进行 网络搜 索，由此也减少 了

用户搜 索网络的时间，降低 了用户设备 的功耗 。

本领域技术人 员可以理解 的是 ，在 图 2 所示 实施例 中是以用户设备 的用户

识别模块 （SIM ) 中预先保存 了禁止接入 RAT 信 息为例进行说 明的，类似地 ，

当用户设备 的用户识别模块 （SIM ) 中预先保存 了可支持接入 的 RAT 信 息时，

也可以类似地 实施本方法。例如可以包括 ，当用户设备开机 ，进入 网络注册模

式，如果判断 SIM 卡更换 ，则从 SIM 卡 中读取可支持接入 的 RAT 信 息；如果

判断未更换 ，则获得可支持接入 的 RAT 信 息，而后 ，利用获得 的可支持接入

的 RAT 信 息进行 网络搜 索和注册。当用户手动选择进行 网络注册失败时，且

请求注册的网络对应 的 RAT 为可支持接入 的 RAT 时，则从预先保存 的可支持

接入 的 RAT 中删除所述 RAT 信 息。当用户手动选择进行 网络注册且接收到 网

络侧设备反馈 的网络注册成功消息且确定预先保存 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

类型信 息不包括所述请求注册的网络对应 的无线技术类型时，将所述无线技术

类型作为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保存 。具体 实现 时，可参照图 2 所示的实

施例进行 实现 。

另一 实施例

参见 图 3，为本发 明提供 的用户设备数据处理的方法又一 实施例示意图。

在这一 实施例 中，以用户设备在 空闲状 态时进行小区重选测量为例对本发

明提供 的方法进行说 明。



S301 , 当用户设备处于空闲状态 （Idle ) 状态时，用户设备触发 小区重选

测量。

S302 ，用户设备获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者禁止接入无线技

术类型信 息。

其 中，所述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包括：所述用户设备 的用户识

别模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和所述用户设备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

型。

所述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包括：所述用户设备 的用户识别模块禁

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和所述用户设备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 。

S303 , 用户设备在进行 小区重选测量时，对禁止接入 RAT 对应 的网络不

进行小区测量，仅对除禁止接入 RAT 之外的 RAT 对应 的网络进行 网络搜 索和

小区测量 。或者 ，当用户设备在进行小区重选测量时，仅对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

技术类型对应 的网络进行 网络搜 索和小区测量。具体 实现时，为 了避免进行 小

区重选后 ，用户设备注册 网络不成功，因此 ，对于禁止接入 RAT 对应 的网络

不进行 小区测量 ，或者 ，当用户设备在进行小区重选测量时，仅对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对应 的网络进行 网络搜 索和小区测量 ，以降低测量所消耗 的网

络资源和用户设备功耗 ，并提 高小区重选后用户设备 的注册成功几率。

S304, 根据测量结果，决定是否进行小区重选 。

具体可以根据现有技术提供 的方法实现 。

在这一 实施例 中，当处于 Idle 状 态的用户设备进行小区重选测量时，首先

获取禁止接入 RAT 信 息，然后根据所述禁止接入 RAT 信 息，仅搜 索除禁止接

入 RAT 之外的 RAT 对应 的网络 ，对禁止接入 RAT 不进行 网络搜 索和/或 、区

测量 ，从 而减少 了用户设备进行小区测量时进行的信令 交互，减少 了网络 负荷 ，

同时提 高小区重选后用户设备 的网络注册成功几率 ，降低 了用户设备 的功耗 。

又一实施例

参见 图 4，为本发 明提供 的用户设备数据处理的方法又一 实施例示意图。

在这一 实施例 中，以用户设备在专用连接状态时进行小区测量为例对本发

明提供 的方法进行说 明。



S401 , 当用户设备处于专用连接状态时，用户设备接收测量控制消息，触

发 小区测量。

用户设备处于专用连接状 态时，其可以处于通话模 式或者数据业务模 式

( 例如上 网、短信 息等 ）。用户设备处于专用连接状态触发 小区测量 ，可以是

在接收到 网络侧发送的测量控制消息后触发 ，也可以是其他触发方式，在此不

限定。

S402 ，用户设备获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或者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

型信 息。

S403 ，用户设备在进行 小区测量时，对禁止接入 RAT 对应 的网络不进行

小区测量，仅对除禁止接入 RAT 之外的 RAT 对应 的网络进行 网络搜 索和小区

测量；或者 ，当用户设备在进行 小区测量时，仅对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

对应 的网络进行 网络搜 索和小区测量。

具体 实现 时，为 了避免进行 小区重选后 ，用户设备注册 网络不成功，因此 ，

对于禁止接入 RAT 对应 的网络不进行小区测量 ，当用户设备在进行小区测量

时，仅对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对应 的网络进行 网络搜 索和小区测量 ，以

降低测量所消耗 的网络资源和用户设备功耗 ，并提 高小区重选后用户设备 的注

册成功几率。

S404, 上报测量结果。

在这一 实施例 中，当处于专用连接状态 （例如通话 ）的用户设备进行 小区

测量时，首先获取禁止接入 RAT 信 息，然后根据所述禁止接入 RAT 信 息，仅

搜 索除禁止接入 AT 之外的 RAT 对应 的网络 ，对禁止接入 RAT 不进行 网络

搜 索和/或 小区测量 ，从 而减少 了用户设备进行 小区测量时进行 的信令 交互 ，

减少 了网络 负荷 ，同时提 高小区重选后用户设备 的网络注册成功几率 ，降低 了

用户设备 的功耗 。

需要说 明的是 ，本发 明上述 实施例的各个步骤并不是必需的，仅为示例性

说 明。上述 实施例也可以通过改动 、变形 、组合 的方式得到其他 实施例 ，均属

于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本发 明上述 实施例的步骤之 间也并没有必然的先后执行

进行限定。



参见图 5，为本发明提供的用户设备一实施例示意图。其中，图 5 所示的

用户设备是为了实施下述图 1-图 4 所示实施例中的方法。

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提供的用户设备可以应用于不同的通信网络系统，

所述用户设备为多模用户设备，可以支持多种无线接入技术类型对应的网络，

所述用户设备可接入的网络包括但不限于 GSM 网络、UMTS 网络、CDMA

( Code Division Mutiple Access ，码 分 多 址 ）网络 、 TDCDMA ( Time

Division-Synchronous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 时分同步码分多址 ) ) 网

络、WCDMA 网络、SAE ( System Architecture Evolved, 系统架构演进网络 ）

/LTE ( Long Term Evolved ，长期演进网络 ）网络等。

其中，所述用户设备包括：

确定单元 501，用于当确定用户设备需要进行网络搜索时，根据获得的可

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信息或禁止接入的无线接入类型信息确定可用无线

技术类型；

索与所述可用无线技术类型对应的可用网络，所述可用网络用于所述用户设备

进行数据处理。

其中，所述确定单元具体用于：当确定用户设备进行网络注册时，确定所

述用户设备需要进行网络搜索；或者，当确定用户设备进行小区测量时，确定

所述用户设备需要进行网络搜索。进一步的，所述确定单元具体用于：当确定

处于空闲状态的用户设备进行小区重选测量时，确定所述用户设备需要进行网

络搜索；或者，当确定处于专用连接状态的用户设备进行小区测量，确定所述

用户设备需要进行网络搜索。

在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确定单元具体用于当确定用户设备进行网

络注册时，确定所述用户设备需要进行网络搜索。用户设备在开机或者从盲区

进入覆盖区时，需要搜索网络以进行网络注册，并选择合适的小区驻留，这一

过程通常被称为小区选择。当用户设备从关机状态转换为开机状态，或者从盲

区进入覆盖区时，则会进行网络注册，这时确定用户设备需要进行网络搜索。

在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确定单元具体用于当确定用户设备进行小

区测量时，确定所述用户设备需要进行网络搜索。其中，确定用户设备进行小



区测量又可以包括：确定处于空闲状态的用户设备进行小区重选测量；或者，

确定处于专用连接状态的用户设备进行小区测量。用户设备通常具有连接态

( Connected ) 和空闲态 （Idle ) 两种状态。在用户设备处于连接态时，其可以

与网络侧进行数据传输，例如进行通话以及上网、发短信等其他数据业务。当

用户设备处于空闲状态 （Idle ) 时，会进行小区重选测量。即用户设备会监测

其当前服务小区的信号质量以及其邻小区的信号质量，以决定是否触发小区重

选，从而将用户设备从当前服务小区切换到重选后的小区。当处于空闲状态的

用户设备进行小区测量时，首先也会进行网络搜索，因此当确定处于空闲状态

的用户设备进行小区重选测量时，则确定所述用户设备需要进行网络搜索。当

用户设备处于专用连接状态时，为了保证数据业务的正常进行，其会根据网络

侧下发的测量控制消息进行小区测量。而处于专用连接状态的用户设备进行小

区测量时，首先也会进行网络搜索，因此当确定处于专用连接状态的用户设备

进行小区测量时，则确定所述用户设备需要进行网络搜索。

其中，所述确定单元获得的可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信息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的用户识别模块可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和所述用户设

备可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

所述确定单元获得的可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信息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的用户识别模块禁止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和所述用户设备

禁止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

其中，所述确定单元具体用于：从用户设备的用户身份识别模块预先保存

的可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信息或禁止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信息中，获得可

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信息或禁止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信息。在这种可能的

实现方式中，在用户设备的用户身份识别模块中，预先存储了可支持接入的无

线技术类型信息或禁止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信息。所述用户身份识别模块可以

是 SIM 卡、USIM 卡或者其他类型的用于进行用户身份识别的模块或卡。所述

禁止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信息包括了禁止用户设备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例

如，用户设备可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RAT ，Radio Access Type ) 包括 LTE 、

WCDMA 、GSM 等。用户设备的 SIM 卡中存储的禁止接入类型为 WCDMA 。

则所述确定单元获得与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息包括：



从用户设备 的用户身份识别模块预先保存 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中，获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

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需要说 明的是 ，当用户设备从用户身份识别模块

中读取 了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后 ，也

可以将所述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存

储到其他存储位置，例如保存在接入信 息数据库 中。之后 ，再需要获得所述可

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时，则可以 直接从

所述接入信 息数据库 中读取相应 的信 息，而 无 需读取 SIM 卡或 USIM 卡。

进一步的，所述用户设备还 包括：第一接 收单元 ，用于接 收 网络侧发送的

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则所述确定

单元具体用于：利用所述第一接收单元接收的所述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

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获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

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在这一种 实现方式中，网络侧可以主动向用户

设备推送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用

户设备 的接收单元接收 网络侧发送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

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所述用户设备 的确定单元利用接收的所述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获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

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进一步的，所述用户设备还 包括：发送单元 ，用于向网络侧发送可支持接

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请求消息；以 及 ，第二接

收单元 ，用于接收 网络侧反馈 的响应信 息，所述响应 消息包括可支持接入 的无

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则所述确定单元具体用于：利

用所述接收单元接收的所述响应 消息，获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

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进一步的，所述确定单元通过以下方式获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

当用户设备 向网络侧设备发送 网络注册请求且接 收到所述 网络侧设备反

馈 的拒绝 网络注册消息时，将与请求注册的网络对应 的无线接入技术类型信 息

作为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保存 。



其 中，所述接收的拒绝 网络注册消息中携带标识信 息，所述拒标识信 息用

于表 明所述请求注册的网络对应 的无线接入技术类型为 网络侧禁止接入 的无

线接入技术类型 。

进一步的，所述确定单元具体用于：

更新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根

据更新后 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

确定可用无线技术类型。具体 实现 时，更新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或更新 的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得 ：当接收到用户

输入 的网络注册消息；根据所述 网络注册信 息向网络侧设备发送 网络注册请

求；当接收到 网络侧设备反馈 的网络注册成功消息且确定预先保存 的禁止接入

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包括所述请求注册的网络对应 的无线技术类型时，删除与所

述无线技术类型对应 的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者 ，当接收到 网络侧设

备反馈 的网络注册成功消息且确定预先保存 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不包括所述请求注册的网络对应 的无线技术类型时，将所述无线技术类型作

为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保存 。这样 ，则可以在用户手动选择 注册 网络时，

则可以根据 网络侧反馈 的注册成功消息或者拒绝注册消息更新相应 的可支持

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当然，本领域技术

人 员可以理解的是 ，更新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

入类型信 息的方式可以是灵活多样 的。例如可以包括：接 收 网络侧发送的更新

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或者 ，向

网络侧发送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更新请求 ，根据 网络侧的响应 消息更新可支持接

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又如 ，利用用户的输

入信 息或者 网络侧反馈 的其他类型消息来更新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本发 明对此不进行限定。

进一步的，所述用户设备还 包括：

注册信 息接 收单元 ，用于接 收用户输入 的网络注册信 息；

第二 网络注册请求发送单元 ，用于根据注册信 息接收单元接 收的所述 网络

注册信 息向网络侧设备发送 网络注册请求；



删除单元，用于当接收到网络侧设备反馈的网络注册成功消息且确定请求

注册的网络对应的无线接入技术类型为预先保存的禁止接入无线接入技术类

型时，删除与所述无线接入类型对应的禁止接入无线接入技术类型信息；

保存单元：当接收到网络侧设备反馈的网络注册成功消息且确定预先保存

的可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信息不包括所述请求注册的网络对应的无线技

术类型时，将所述无线技术类型作为可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保存。

具体实现时，用户设备的搜索单元进行网络搜索时，则搜索与可用无线技

术类型对应的可用网络。举例进行说明，用户设备可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

包括 LTE 、WCDMA 、GSM, 与用户设备对应的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为 LTE ，

则用户设备进行网络搜索时，仅搜索 WCDMA 网络和 GSM 网络。

在本发明这一实施例中，当确定用户设备需要进行网络搜索时，根据获得

的可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信息或禁止接入的无线接入类型信息确定可用

无线技术类型，则在用户设备进行网络搜索时，搜索与所述可用无无线技术类

型对应的网络，以利用所述网络进行数据处理。由于本发明在进行诸如网络注

册等需要进行网络搜索的数据操作时，仅搜索可用无线技术类型对应的可用网

络，对于用户设备禁止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对应的网络不进行搜索，由此减少

了不必要的网络信令负荷，减少了用户设备搜索网络的时间，降低了用户设备

的功耗。

又一实施例

参见图 6，为本发明提供的用户设备又一实施例示意图。其中，图 2 所示

的用户设备是为了实施下述图 1-图 4 所示实施例中的方法。

图 6 描述了本发明另一个实施例提供的用户设备的结构，包括至少一个存

储器 6 1 ( 例如 CPU ), 处理器 602，至少一个通信总线 603，用于实现这些装

置之间的连接通信。处理器 602 用于执行存储器 601 中存储的可执行模块，例

如计算机程序。存储器 601 可能包含高速随机存取存储器 （RAM: Random

Access Memory ), 也可能还包括非不稳、定的存卡者器 （non- volatile memory )，例
如至少一个磁盘存储器。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存储器 601 用于：存储可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



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处理器 602 用于： 当确定用户设备需要进行 网络搜 索时，从所述存储器

601 获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根

据获得 的所述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搜 索与所述可用无线技术类型对应 的可用 网络 ，所述可用 网络用于所述用户设

备进行数据处理 。

其 中，所述存储器 601 存储 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包括：所述

用户设备 的用户识别模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和所述用户设备可支持

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所述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包括：所述用户设备

的用户识别模块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和所述用户设备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

术类型。

其 中，所述处理器 602 还用于：当确定用户设备进行 网络注册时，确定所

述用户设备需要进行 网络搜 索；或者 ，当确定用户设备进行小区测量时，确定

所述用户设备需要进行 网络搜 索。

其 中，所述处理器 602 还用于：当确定处于空闲状态的用户设备进行 小区

重选测量时，确定所述用户设备需要进行 网络搜 索；或者 ，当确定处于专用连

接状态的用户设备进行小区测量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需要进行 网络搜 索。

其 中，所述处理器 602 还用于：从用户设备 的用户身份识别模块预先保存

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中，获得可

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其 中，所述用户设备还 包括接收器 604 ，用于：接 收 网络侧发送的可支持

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则所述处理器 602 还用于：利用接收器 604 接收的所述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

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获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

信 息或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其 中，所述用户设备还 包括发送器 605 ，用于：向 网络侧发送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请求消息；

则所述接 收器 604 还用于：接收 网络侧反馈 的响应信 息，所述响应 消息包

括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则所述处理器 602 还用于：利用接收的所述响应消息，获得可支持接入的
无线技术类型信息或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息。

其中，所述发送器 605 还用于：当搜索到可用网络后，向网络侧设备发送
网络注册请求；

所述接收器 604 还用于：接收网络侧设备反馈的拒绝网络注册消息；其中，
所述拒绝网络注册消息中携带拒绝原因值，所述拒绝原因值用于表明所述请求
注册的网络对应的无线接入技术类型为网络侧禁止接入的无线接入技术类型。

则所述处理器 602 还用于：当所述接收器 604 接收到网络侧设备反馈的拒
绝网络注册消息后，将与请求注册的网络对应的无线接入技术类型信息作为禁
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息保存。

其中，所述处理器 602 还用于：更新可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信息或禁
止接入的无线接入类型信息；根据更新后的可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信息或
禁止接入的无线接入类型信息确定可用无线技术类型。

其中，所述接收器 604 还用于接收用户输入的网络注册信息；
所述发送器 605 还用于：根据所述接收器 604 接收的所述网络注册信息向

网络侧设备发送网络注册请求；
所述接收器 604 还用于接收网络侧设备反馈的网络注册成功消息；
则所述处理器还用于：当所述接收器 604 接收到网络侧设备反馈的网络注

册成功消息且确定请求注册的网络对应的无线接入技术类型为预先保存的禁
止接入无线接入技术类型时，删除与所述无线接入类型对应的禁止接入无线接
入技术类型信息；或者，当接收到网络侧设备反馈的网络注册成功消息且确定
预先保存的可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信息不包括所述请求注册的网络对应
的无线技术类型时，将所述无线技术类型作为可支持接入的无线技术类型保

存。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实现上述实施例的方法的过程可以通过程

序指令相关的硬件来完成，所述的程序可以存储于可读取存储介质中，该程序
在执行时执行上述方法中的对应步骤。所述的存储介质可以如 ：ROM/RAM 、

磁碟、光盘等。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 员来说 ，在不脱 离本发 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 出若干改进和润饰 ，

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 为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



权 利 要 求

1、一种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设备 包括 ：

确定单元 ，用于 当确定用户设备需要进行 网络搜 索时，根据获得 的可支持

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确定可用无线技术

类型；

所述可用无线技术类型对应 的可用 网络 ，所述可用 网络用于所述用户设备进行

数据处理 。

2、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确定单元具体用

于：

当确定用户设备进行 网络注册时，确定所述用户设备需要进行 网络搜 索；

或者

当确定用户设备进行小区测量时，确定所述用户设备需要进行 网络搜 索。

3、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确定单元获得 的

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 的用户识别模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和所述用户设

备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

所述确定单元获得 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包括 ：

所述用户设备 的用户识别模块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和所述用户设备

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

4、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确定单元具体用

于：

从用户设备 的用户身份识别模块预先保存 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

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中，获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5、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设备还 包括 ：

第一接收单元 ，用于接收 网络侧发送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

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则所述确定单元具体用于：

利用所述第一接收单元接收的所述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

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获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6、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设备还 包括 ：

发送单元 ，用于向网络侧发送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的请求消息；

第二接收单元 ，用于接收 网络侧反馈 的响应信 息，所述响应 消息包括可支

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则所述确定单元具体用于：

利用所述第二接收单元接 收的所述响应 消息，获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

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7、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确定单元通过以

下方式获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

当用户设备向网络侧设备发送 网络注册请求且接 收到所述 网络侧设备反

馈 的拒绝 网络注册消息时，将与请求注册的网络对应 的无线接入技术类型信 息

作为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保存 。

8、根据权利要 求 7 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拒绝 网络注册消

息中携 带标识信 息，所述标识信 息用于表 明所述请求注册的网络对应 的无线接

入技术类型为网络侧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技术类型。

9、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确定单元具体用

于：

更新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根

据更新后 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

确定可用无线技术类型 。

10、一种用户设备数据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 包括：

当确定用户设备需要进行 网络搜 索时，根据获得 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

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确定可用无线技术类型；



根据确定的所述可用无线技术类型 ，搜 索与所述可用无线技术类型对应 的

可用 网络 ，所述可用 网络用于所述用户设备进行数据处理。

11、根据权利要 求 10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确定用户设备需要

进行 网络搜 索包括：

当确定用户设备进行 网络注册时，确定所述用户设备需要进行 网络搜 索；

或者 ，

当确定用户设备进行小区测量时，确定所述用户设备需要进行 网络搜 索。

12、根据权利要 求 10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获得 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 的用户识别模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和所述用户设

备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

所述获得 的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 的用户识别模块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和所述用户设备

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

13、根据权利要 求 10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获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

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包括：

从用户设备 的用户身份识别模块预先保存 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

信 息或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中，获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

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14、根据权利要 求 10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 包括：

接 收 网络侧发送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

术类型信 息；

则获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包括：

利用接收的所述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

类型信 息，获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15、根据权利要 求 10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 包括：



向 网络侧发送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

信 息的请求消息；

接 收 网络侧反馈 的响应信 息，所述响应 消息包括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

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则获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包括：

利用接收的所述响应 消息，获得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

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

16、根据权利要 求 10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

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通过以下方式获得 ：当用户设备

向网络侧设备发送 网络注册请求且接收到所述 网络侧设备反馈 的拒绝 网络注

册消息时，将与请求注册的网络对应 的无线接入技术类型信 息作为禁止接入 的

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保存 。

17、根据权利要 求 1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拒绝 网络注册消息

中携带标识信 息，所述标识信 息用于表 明所述请求注册的网络对应 的无线接入

技术类型为网络侧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技术类型。

18、根据权利要 求 10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获得 的可支持

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确定可用无线技术

类型 包括：

更新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根

据更新后 的可支持接入 的无线技术类型信 息或禁止接入 的无线接入类型信 息

确定可用无线技术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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