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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

本 发 明实施例 公开 了机器类型通讯设备 的业务控制方法和相 关装置及 系统 ，其 中 ，一种

机器类型通讯设 备 的业务控制方法 ，可包括 ：接入 网网元接 收来 自核心 网网元 的业务请

求消息 , 所述 业务请 求消息 中携 带用 户设备UE的设备类型指 示信息 , 所 述 UE的设 备类型

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 出所述UE是否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 ：根据所述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

确定所 述UE的设 备类型 ；若所述接 入 网网元 当前负载超过设定 的阈值 ，则根据所 述UE的

设 备类型决定是否执行所述 业务请 求消 息对应 的业务操作 。



说 明书

发明名称 : 机器类型通讯设备的业务控制方法和相关装置及系统

[1] 本 申请要求于 2010 年 0 8月 2 6 日提交中国专利局、申请号为 201010268618.8 、发

明名称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的业务控制方法和相关装置及系统" 的中国专利 申请

的优先权 ，其全部内容通过引用结合在本 申请中。

[2] 技术领域

[3] 本发明涉及通信领域 ，尤其涉及机器类型通讯设备的业务控制方法和相关装置

及系统。

[4] 背景技术

[5] 机器类型通讯 （MTC， 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s) 应用指的是一个或者多

个网元之间在不需要人为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网络通讯 ，如交通控制与管理、

远程抄表、远程监控、移动支付、定位跟踪、医疗监护等应用。像远程监控这

样的业务 ，一个典型的场景是传感器节点获取环境的信息 ，然后通过无线通信

把环境数据发送给对应的控制节点 ，控制节点再根据环境数据进行不同的处理

[6] 在实际应用中，通常将用户设备 （UE， User Equipment) 分为两种主要类型 ，

即MTC 设备和人对人 (H2H ， Human to Human) 通讯设备。

[7] 在系统架构演进 （SAE， System Architecture Evolution) 通信系统中，H2H 通讯

设备或MTC 设备通过接入网的演进基站 （eNB ， E-UTRAN NodeB) 接入到核心

网的移动性管理实体 (MME, Mobility Management

Entity) 以及服务网关 （S-GW, Serving Gateway) ，并且经过 S-GW 连接到分组

数据网络网关 (P-GW ， Packet Data Network Gateway) 。

[8] 在下行业务控制中，现有的无线网络在为U E (MTC 设备或H2H 通讯设备）月艮

务吋 ，网络侧通常是按照相同的业务处理逻辑对MTC 设备和H2H 通讯设备进行

服务 ，而 由于无线资源限制 ，MTC 设备的大量部署会对H2H 业务造成较大影响

，例如可能限制H2H 设备的接入或业务进行。

[9] 发明内容



[10] 本 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机器类型通讯设备的业务控制方法和相关装置及系统 ，

用于限制MTC 设备的业务进行 ，以减小其对H2H 业务 的影响。

[11] 为解决上述技术 问题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 以下技术方案：

[12] 一种机器类型通讯设备的业务控制方法 ，包括 ：

[13] 接入 网网元接收来 自核心 网网元的业务请求消息 ，上述业务请求消息中携带用

户设备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 ，上述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用于指示 出上述U

E是否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 ；

[14] 根据上述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确定上述UE的设备类型 ；

[15] 若上述接入 网网元当前负载超过设定 的阈值 ，则根据上述UE的设备类型决定

是否执行上述业务请求消息对应 的业务操作。

[16] 一种机器类型通讯设备的业务控制方法 ，包括 ：

[17] 目标接入 网网元接收来 自源接入 网网元的切换请求消息 ，上述切换请求消息中

携带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 ，上述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用于指示 出上述UE

是否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 ；

[18] 根据上述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确定上述UE的设备类型 ；

[19] 若上述 目标接入 网网元当前负载超过设定 的阈值 ，则根据上述UE的设备类型

决定是否执行上述切换请求消息对应 的切换操作。

[20] 一种接入 网网元 ，包括 ：

[21] 第一接收单元 ，用于接收来 自核心 网网元的业务请求消息 ，上述业务请求消息

中携带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 ，上述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用于指示 出上述U

E是否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 ；

[22] 第一确定模块 ，用于根据上述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确定上述UE的设备类型

[23] 第一业务控制单元 ，用于当上述接入 网网元当前负载超过设定 的阈值吋 ，根据

上述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执行上述业务请求消息对应 的业务操作。

[24] 一种接入 网网元 ，包括 ：

[25] 第二接收单元 ，用于接收来 自源接入 网网元的切换请求消息 ，上述切换请求消

息中携带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 ，上述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用于指示 出上述



UE是否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 ；

[26] 第二确定模块 ，用于根据上述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确定上述UE的设备类型

[27] 第二业务控制单元 ，用于当上述接入 网网元当前负载超过设定 的阈值吋 ，根据

上述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执行上述切换请求消息对应 的切换操作。

[28] 一种业务控制系统 ，包括 ：

[29] 核心 网网元和接入 网网元 ，

[30] 上述接入 网网元 ，用于接收来 自上述核心 网网元的业务请求消息 ，上述业务请

求消息中携带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 ，其中，上述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用于

指示 出上述UE是否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 ；根据上述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确定

上述UE的设备类型 ；若上述接入 网网元当前负载超过设定 的阈值 ，则根据上述

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执行上述业务请求消息对应 的业务操作。

[31] 一种业务控制系统 ，包括 ：

[32] 目标接入 网网元和源接入 网网元 ，

[33] 其 中，上述 目标接入 网网元 ，用于接收来 自上述源接入 网网元的切换请求消息

，上述切换请求消息中携带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 ，上述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 出上述UE是否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 ；若上述 目标接入 网网元当前负

载超过设定 的阈值 ，则根据上述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执行上述切换请求消息

对应 的切换操作。

[34] 由上可见 ，本发明实施例 中核心 网网元或其它接入 网网元在 向接入 网网元下发

的业务请求消息中携带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 ，该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用于

指示 出该UE是否为MTC 设备 ，使得接入 网网元可在接收到该业务请求消息后 ，

根据UE的类型指示确定该UE是否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 ，若接入 网网元当前的负

载超过设定 的阈值 ，则可 以根据该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执行该业务请求消息

对应 的业务操作 ，该机制可 以针对MTC 设备进行控制 ，有利于限制核心 网网元

或其它接入 网网元触发的MTC 业务 的进行 ，从而可减小MTC 业务对H2H 业务 的

影响。

[35] 附 图说明



[36] 图 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机器类型通讯设备的业务控制方法的流程示意

图；

[37]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另一种机器类型通讯设备的业务控制方法的流程示

意 图；

[38]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另一种机器类型通讯设备的业务控制方法的流程示

意 图；

[39]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另一种机器类型通讯设备的业务控制方法的流程示

意 图；

[40]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另一种机器类型通讯设备的业务控制方法的流程示

意 图；

[41]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另一种机器类型通讯设备的业务控制方法的流程示

意 图；

[42]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另一种机器类型通讯设备的业务控制方法的流程示

意 图；

[43]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接入网网元的结构示意 图；

[44] 图9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另一种接入网网元的结构示意 图；

[45] 图 10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业务控制系统的结构示意 图；

[46] 图 1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另一种业务控制系统的结构示意 图。

[47] 具体实施方式

[48]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机器类型通讯设备的业务控制方法 ，用于限制MTC 设

备的业务进行 ，以减小其对H2H 业务的影响。

[49] 首先说明的是 ，本发明实施例所指接入网网元是可实现终端无线接入管理的实

体 ，在不同的网络中可能具有不同的名称、位置和产品形态 ，本发明实施例的

接入网网元例如可指：演进通用移动通信系统 （UMTS, 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 陆地无线接入网 (E-UTRAN, Evolved UMTS

Territorial Radio Access Network) 中的演进基站 (eNodeB) 、家庭基站 (HeNB

) 或其它类型的基站 ；或 ，UMTS 陆地无线接入网 （UTRAN, UMTS Territorial

Radio Access Network) / GSM EDGE 无线接入网 (GERAN, GSM EDGE Radio



Access Network) 中的基站控制器、或无线网络控制器 （RNC，Radio Network

Controller) 等；非3GPP 网络中接入网网元可指：无线局域网 （WLAN,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中具有演进分组数据网关 (ePDG, Evolved Packet Data

Gateway) 接入网逻辑功能的实体、微波存取全球互通 （WiMAX, Worldwide

Interoperability for Microwave Access) 网络中的接入服务网络基站 (ASN

B S ，Access Service Network Base Station) 、或宽带码分多址 (CDMA,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网络中具有高速率分组数据接入网 (HRPD AN, High

Rate Packet Data Access Network) 接入网逻辑功能的实体；或其它网络中实现终

端无线接入管理的实体。

[50] 本发明实施例所指移动性管理网元是可实现终端移动性管理逻辑功能的实体 ，

在不同的网络中可能具有不同的名称、位置和产品形态，本发明实施例的移动

性管理网元例如可指：与E-UTRAN 连接的MME 、与UTRAN/ GERAN 连接的通

用分组无线业务的服务节点 （SGSN, Serving GPRS (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 Support Node) ；非3GPP 网络中的接入网关 (AGW ，Access

Gateway) WLAN 中具有 ePDG 移动性管理逻辑功能的实体、Wimax 网络中的接入

月艮务网络网关 (ASN GW, Access Service Network Gateway) 、 CDMA 网络中具

有HRPD A N移动性管理逻辑功能的实体、或其它网络中实现移动性管理逻辑功

能的实体。

[51] 下面对本发明实施例中机器类型通讯设备的业务控制方法进行描述。

[52] 本发明实施例中机器类型通讯设备的业务控制方法的一个实施例 ，可以包括：

接入网网元接收来 自核心网网元的业务请求消息，该业务请求消息中携带用户

设备U E 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该U E 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用于指示出该U E是否

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根据U E 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确定该U E 的设备类型；若接

入网网元当前负载超过设定的阈值 ，则根据该U E 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执行上述

业务请求消息对应的业务操作。

[53] 请参阅图 1，具体步骤可以包括：

[54] 101 、接入网网元接收来 自核心网网元的业务请求消息；

[55] 在实际应用中，如在需要寻呼U E (如MTC 设备或H2H 通讯设备）、需要建立



对应UE的初始上下文、需要进行UE的接入网网元切换或其它应用场景下，核心

网网元 （如移动性管理网元）可以向接入网网元发送业务请求消息，以触发接

入网网元执行该业务请求消息对应的业务操作。

[56] 举例来说，移动性管理网元可向接入网网元发送触发寻呼UE的寻呼请求消息

，触发接入网网元寻呼UE; 或，移动性管理网元可向接入网网元发送初始上下

文建立请求消息，触发接入网网元建立对应UE的初始上下文；或，移动性管理

网元可向接入网网元发送切换请求消息，触发接入网网元执行对应UE的接入网

网元切换操作等。

[57] 核心网网元可在业务请求消息中携带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该UE的设备类

型指示信息用于指示出该UE是否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接入网网元在接收到该

业务请求消息吋，可根据业务请求消息中携带的UE设备类型指示信息，获知该

业务请求消息对应的UE的设备类型是否为MTC 设备，该UE的设备类型可以为M

TC设备或H2H 设备。

[58] 可以理解的是，核心网网元在业务请求消息中携带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的

方式有很多，如可以在现有标准的业务请求消息中增加新的参数来指示UE的设

备类型，也可以通过扩展请求消息中现有参数的意义对UE的设备类型进行指示

，如在现有参数中增加某些位来指示UE的设备类型，同样的，也可以不在现有

参数中增加指示位，而使用现有参数的某些位来进行指示，此处不作限定。

[59] 进一步的，核心网网元还可在业务请求消息中携带用于指示该业务的优先级的

业务指示信息。其中，用于指示业务的优先级的业务指示信息例如可指示出该

业务的优先级序号，也可指示出业务属性如吋间容忍 （例如允许延迟或不允许

延迟，或允许延迟吋长等）信息 （在实际应用中，可以认为吋间容忍度越低，

即允许延迟的吋间越短，其对应的优先级也就越高），或是其它能直接或者间

接指示出该业务的优先级的信息，此处不作限定。同样的，核心网网元在业务

请求消息中携带业务指示信息的方式也有很多，如指示业务的优先级可以通过

在业务请求消息中增加参数优先级指示 （可以是高优先级、低优先级或一组数

字如0至 13等方式），也可以使用现有参数来表示，此处不作限定。

[60] 可以理解的是，核心网网元还可以在业务请求消息中携带其它信息，例如UE



的标 识 ，承 载 标 识 等 ，此 处 不 作 限定 。

[61] 102 、接 入 网 网元根 据 UE的设 备 类型 指 示 信 息确 定 该 UE 的设 备 类型 ；

[62] 103 、接 入 网 网元根 据 该 UE的设 备 类型 决 定 是 否执 行 该 业务 请 求消 息对 应 的业

务 操 作 ；

[63] 其 中 ，若 接 入 网 网元 当前 负载 超过 设 定 的 阈值 ，则 接 入 网 网元 可根 据 UE的设

备 类型 决 定 是 否执 行 该 业务 请 求消 息对 应 的业务 操 作 ，若 是 ，则 执 行 步骤 104;

若 否 ，则 执 行 步骤 105 。

[64] 在 一种 应 用 场 景 下 ，若 接 入 网 网元 当前 负载 超过 设 定 的 阈值 ，则 可根 据 UE的

设 备 类型 决 定 是 否执 行 上 述 业务 请 求消 息对 应 的业务 操 作 ，具体 可 以包 括 ：如

果 UE 的设 备 类型 为MTC 设 备 ，可拒 绝 执 行 该 业务 请 求消 息对 应 的业务 操 作 ，并

可 发送 拒 绝 执 行 业务 请 求消 息对 应 的业务 操 作 的消 息 ，当然 ，若 满足预 定 的条

件 ，接 入 网 网元亦 可执 行 该 业务 请 求消 息对 应 的业务 操 作 ；如 果 UE 的设 备 类型

为H2H 设 备 ，则 接 入 网 网元 可执 行 该 业务 请 求消 息对 应 的业务 操 作 。

[65] 在 另一 个 实施 例 中 ，在 接 入 网 网元 当前 负载 超过 设 定 的 阈值 吋 ，若 业务 请 求消

息 中还 携 带用 于指 示 该 业务 的优 先 级 的业务 指 示 信 息 ，接 入 网 网元 可根 据 UE 的

设 备 类型 和 业务 优 先 级 决 定 是 否执 行 该 业务 请 求消 息对 应 的业务 操 作 ，具体 可

以包 括 ：如 果 UE 的设 备 类型 为MTC 设 备 ，且 业务 优 先 级 小 于预 定 值 ，则 拒 绝 执

行 该 业务 请 求消 息对 应 的业务 操 作 ，可 发送 拒 绝 执 行 业务 请 求消 息对 应 的业务

操 作 的消 息 ；如 果 UE 的设 备 类型 为MTC 设 备 ，且 业务 优 先 级 大 于预 定 值 ，则 执

行 该 业务 请 求消 息对 应 的业务 操 作 ；如 果 UE 的设 备 类型 为H2H 设 备 ，则 可执 行

该 业务 请 求消 息对 应 的业务 操 作 。

[66] 在 实 际应 用 中 ，接 入 网 网元 可 以拒 绝 所 有 对 应 MTC 设 备 的业务 请 求 ，或者 ，或

者 ，在 获知 该 业务 的优 先 级 的前提 下 ，依 据 接 入 网 网元 的当前 负载 程 度 ，只接

受对 应 MTC 设 备 的具有 一定 优 先 级 的业务 的请 求 ，或者 ，也 可 以依 据 接 入 网 网

元 当前 负载 程 度 ，根 据 业务 的优 先 级 ，接 受 一定 比例 的对 应 MTC 设 备 的业务 请

求 。

[67] 104 、接 入 网 网元执 行 该 业务 请 求消 息对 应 的业务 操 作 ；

[68] 在 一种 应 用 场 景 下 ，接 入 网 网元若 决 定 可执 行 该 业务 请 求消 息对 应 的业务 操 作



，则执行该业务请求消息对应的业务操作。

[69] 举例来说，若业务请求消息为寻呼请求消息，则接入网网元可向核心网网元所

要寻呼的MTC 设备发起寻呼，或者，若业务请求消息为初始上下文建立请求消

息，接入网网元可建立对应MTC 设备的初始上下文和相应的空口承载，并可向

对应的核心网网元发送初始上下文建立接受消息；若业务请求消息为切换请求

消息，则接入网网元执行对应MTC 设备的接入网网元切换操作，并可向核心网

网元发送切换请求响应消息。

[70] 进一步的，接入网网元在接收到初始上下文建立请求消息，建立对应MTC 设备

的初始上下文和相应的空口承载后，还可接收来自核心网网元的承载建立请求

消息或承载修改请求消息，此吋，若接入网网元决定可执行该承载建立请求消

息或承载修改请求消息对应的承载处理操作，接入网网元可建立或修改相应的

空口承载，并可向对应的核心网网元发送承载建立或修改接受消息等。

[71] 105、拒绝业务请求；

[72] 在一种应用场景下，接入网网元在拒绝该业务请求吋，可以向核心网网元发送

业务拒绝消息，并且可以在业务拒绝消息中携带拒绝请求原因，如接入网网元

当前负载过载，接入网网络繁忙等，也可在业务拒绝消息中携带吋间参数，以

便于核心网网元可以根据该吋间参数，延迟相应吋间重新发起业务请求。当然

，也可不在业务拒绝消息中携带拒绝请求原因和吋间参数，或者不向核心网网

元发送业务拒绝消息，此处不作限定。

[73] 本发明实施例的机器类型通讯设备的业务控制方法可运用于例如宽带码分多址

接入 (WCDMA, Wideband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全球互联微波接入

(WIMAX, Worldwide Interoperability for Microwave Access) 、全球移动通信系

统 (GSM, 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 、SAE通信系统、长期演

进 (LTE ，Long Term Evolution) 通信系统等场景下。

[74] 由上可见，本实施例中核心网网元 （如移动性管理网元）在向接入网网元下发

的业务请求消息中携带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使得接入网网元可在接收到该

业务请求消息后，可根据UE的类型指示确定该UE的设备类型，若确定出该UE

为MTC 设备且接入网网元当前的负载超过设定的阈值，则可以按照预置的关于



MTC 设备的业务控制策略决定是否执行该业务请求消息对应的业务操作，该机

制可以针对MTC 设备进行控制，有利于限制核心网网元触发的MTC 业务的进行

，从而可减小MTC 业务对H2H 业务的影响。

[75] 为便于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以在LTE 通信系统下，MME 向eNB

发起寻呼的过程为例，以一具体应用场景对本发明实施例描述的机器类型通讯

设备的业务控制方法进行详细描述，请参阅图2，具体包括：

[76] 201 、 S-GW 向MME 发送下行数据通知消息，以指示有下行数据需要向UE下发

，触发MME 寻呼UE;

[77] 在一种应用场景下，S-GW 可以通过对应某UE (如MTC 设备或H2H 通讯设备）

的承载通道，向MME 发送下行数据通知消息，MME 可根据本地保存对于该UE

的上下文信息和接收下行数据通知消息的承载通道，获知需要下发下行数据的U

E的设备类型是MTC 设备还是H2H 通讯设备。其中，本实施例以SGW 有下行数据

需要下发给MTC 设备为例。

[78] S-GW 可在向MME 发送的下行数据通知消息中携带承载标识，若不同的承载对

应不同的业务优先级，则MME 可根据该承载标识获知将要发起的业务以及该业

务的优先级，当然，也可以不携带承载标识，而通过例如接入点名称 （ΑΡΝ , A

ccess Point Name) 、链路承载标识 (Linked Bearer ID) 等缺省承载标识来指示

将要发起的业务以及该业务的业务优先级。S-GW 也可以在下行数据通知消息中

携带其它用于指示业务的优先级的业务指示信息，其中，用于指示业务的优先

级的业务指示信息例如可指示出该业务的优先级序号，也可指示出业务属性如

吋间容忍 （例如允许延迟或不允许延迟）信息，或是其它能直接或者间接指示

出该业务的优先级的信息，此处不作限定。在下行数据通知消息中携带业务指

示信息的方式有很多，如指示业务的优先级可以通过在业务请求消息中增加参

数优先级指示 （可以是高优先级、低优先级或一组数字如0至 13等方式），也可

以使用现有参数如Qos 中的QCI, 或ARP 中的Priority level 来指示业务的优先级，

此处不作限定。

[79] 可以理解，若此前建立业务吋已经向MME 指示该业务的优先级或已使用现有Q

os中参数对业务的优先级进行指示，则S-GW 不需要另外携带该业务指示信息，



MME 可从保存的上下文信息中获得这个业务的优先级信息。

[80] 202、MME 向eNB发送寻呼请求消息；

[81] 在一种应用场景下，MME 在接收到下行数据通知消息吋，可以通过下行数据

通知消息获知该下行数据通知消息所指向的UE, 并可根据本地存储的上下文信

息获知该UE的类型，例如为MTC 设备或H2H通讯设备。

[82] 若MME 发现该UE处于空闲态，MME 向接入网中的eNB发送寻呼请求消息，寻

呼该UE, 并在寻呼请求消息中携带UE的标识、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以指

示将要寻呼的UE的设备类型，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可用于指示出该UE是否

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

[83] 可以理解的是，MME 在寻呼请求消息中携带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的方式有

很多，如可以在现有标准的寻呼请求消息中增加新的参数如MTC 设备或H2H通

讯设备指示，或使用已有参数的某些位来指示所要寻呼的UE的设备类型，又或

者进行现有参数的扩展如对核心网域进行扩展，寻呼原因扩展来指示所要寻呼

的UE的设备类型等，此处不作限定。

[84] 进一步的，MME 也可以在寻呼请求消息中携带用于指示该业务的优先级的业

务指示信息，以便eNB获知该业务的优先级。其中，用于指示业务的优先级的业

务指示信息例如可指示出该业务的优先级序号，也可指示出业务属性如吋间容

忍 （例如允许延迟或不允许延迟）信息，或是其它能直接或者间接指示出该业

务的优先级的信息，此处不作限定。

[85] 同样的，MME 在寻呼请求消息中携带业务指示信息的方式也有很多，如指示

业务的优先级可以通过在寻呼请求消息中增加参数优先级指示 （可以是高优先

级、低优先级或一组数字如0至13等方式），也可以使用现有参数如Qos中的QCI

，或ARP 中的Priority level来指示，此处不作限定。

[86] 当然，MME 还可以在寻呼请求消息中携带其它信息，此处不作限定。

[87] 需要说明的是，在MME 向eNB寻呼UE之前，若MME 寻呼的UE的设备类型是M

TC设备，则MME 可以根据当前负载情况、业务指示信息所指示的业务的优先级

等信息决定是否向eNB发送寻呼请求消息，或，当MME 获知要寻呼的eNB处于

过载状态，则可不向该eNB发送寻呼请求消息。



[88] 203 、 eNB 根 据 U E 的设 备 类型 决 定 是 否寻 呼该 UE;

[89] 在 一种 应 用 场 景 下 ，eNB 在 接 收到 MME 发送 的寻 呼请 求消 息 吋 ，若 根 据 寻 呼请

求消 息 中携 带 的U E 的设 备 类型 指 示 信 息 获知 U E 的设 备 类型 是 MTC 设 备 ，且 eNB

当前 负载 超过 设 定 的 阈值 吋 ，则 eNB 可根 据 U E 的设 备 类型 决 定 是 否寻 呼该 MTC

设 备 ，例 如 若 寻 呼请 求消 息 中还 携 带用 于指 示 业务 的优 先 级 的业务 指 示 信 息 ，

贝IJeNB 可依 据 业务 指 示 信 息所 指 示 的业务 的优 先 级 和 U E 的设 备 类型 决 定 是 否寻

呼该 UE,

[90] 若 决 定 寻 呼 ，则 执 行 步骤 204;

[91] 若 决 定 不 寻 呼 ，则 执 行 步骤 205 。

[92] 在 实 际应 用 中 ，根 据 应 用 场 景 的不 同 ，eNB 根 据 U E 的设 备 类型 决 定 是 否执 行 业

务 请 求消 息对 应 的业务 操 作 例 如 可 以是 ：不 寻 呼所 有 的MTC 设 备 ，或者 ，只寻

呼该 业务 控 制 策 略 中许 可接 入 的MTC 设 备 ，或者 ，在 获知 该 业务 的优 先 级 的前

提 下 ，依 据 eNB 当前 负载 程 度 ，只寻 呼具有 一定 优 先 级 的业务 对 应 的MTC 设 备

。 当然还 可 以是 其他 的方 案 ，可依 据 实 际 的 网络 状 况 而 设 置 ，此 处 不 作 限定 。

[93] 204 、 eNB 寻 呼 UE;

[94] 例 如 若 U E为 MTC 设 备 ，则 eNB 寻 呼MTC 设 备 的方 式 可 以为 ：

[95] 若 对 于 MTC 设 备有 专 门 的寻 呼 资源 或特 殊 的处 理 ，则 可 以使 用 为 MTC 设 备分

配 的专 门 的寻 呼 资源 ，可 以是 专 门 的寻 呼信 道 （PCH ， PAGING CHANNEL) 或

者 使 用 专 门方 式计 算 MTC 设 备 的寻 呼参数 包 括 寻 呼帧 号和 寻 呼吋机 ，此 处 不 作

限定 。

[96] 若 对 于 MTC 设 备不 分 配 专 门 的资源 或不进 行 特 殊 的处 理 ，则 eNB 通 过 空 口寻 呼

该 MTC 设 备 。

[97] 205 、 eNB 向MME 发送 寻 呼拒 绝 消 息 ；

[98] 若 决 定 不 寻 呼 ，eNB 可 向MME 发送 寻 呼拒 绝 消 息 ，

[99] 进 一步 的 ，eNB 可 以在 寻 呼拒 绝 消 息 中携 带拒 绝 原 因 ，若 U E为 MTC 设 备 ，拒

绝 原 因可 以是 eNB 过 载 ，MTC 业务过 载 等 ，也 可在 寻 呼拒 绝 消 息 中增 加 吋 间参

数 ，MME 在 收到 这 个 吋 间参数 延 迟 相 应 吋 间后 再 发起 寻 呼请 求 ，进 一步 的 ，在

延 迟 吋 间段 内 ，MME 可不 再 对 U E发起 寻 呼 ，其 中U E包 括 MTC 设 备和 非MTC 设



备 （H2H通讯设备） ，或仅对 非MTC 设备发起寻 呼 ，而不再寻 呼MTC 设备 ，此

处不作 限定 。

[100] 上述实施例 的具体应用场景是 以在 LTE 通信系统下 ，当MME 接收到下行数据通

知消息且发现下行数据通知消息对应 的U E处于空 闲模 式吋 ，由MME 向接入 网中

的eNB 下发携带 了U 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 的寻 呼请求消息 ，触 发 eNB 寻 呼该 U E

的过程为例进行具体描述 的 ，需要说 明的是 ，本 发明实施例 的机器类型通讯设

备 的业务控制方法 同样可 以运用在其他通信系统 中 ，具体地如何运用在其他通

信系统 中 ，可 以参照上述 发明实施例进行类似 网元 的替代 ，此处不在一一赞述

[101] 由上可见 ，本实施例 中MME 通过在寻 呼请求消息 中携带 U E 的设备类型指示信

息 ，该 U E 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用于指示 出该 U E是否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 ，使得

eNB 在接收到该寻 呼请求消息后 ，可根据 U E的类型指示确定该 U E是否为机器类

型通讯设备 ，若 eNB 当前负载超过设定 的阈值 ，eNB 可根据该 U E 的设备类型决

定是否寻 呼该 UE, 该机制可 以针对 MTC 设备进行控制 ，有利于限制核心 网网元

或触 发 的MTC 业务 的进行 ，减小 了其对 H2H 业务 的影响。

[102] 进 一步 的 ，上述实施例 中 ，MME 还 可在寻 呼请求消息 中携带业务指示信息 ，

以便 eNB 获知该业务 的优先级 。在 eNB 当前负载超过设定 的阈值吋 ，eNB 可根据

业务指示信息所指示 的业务 的优先级 ，决定是否寻 呼MTC 设备 ，该方式有利于

限制 非紧急MTC 业务 的进行 ，可相对降低 网络 负载 。

[103] 同吋 ，在 eNB 拒绝 MME 的寻 呼请求吋 ，eNB 向MME 发送寻 呼拒绝消息 ，并在

寻 呼拒绝消息 中携带拒绝原 因和吋 间参数 ，以便于MME 获知被拒绝原 因并根据

吋 间参数延长相应吋 间后重新 发起寻 呼请求。

[104] 为便于更好地理解本 发明的技术方案 ，下面 以在 LTE 通信系统下 ，MME 向eNB

请求建立初始上下文 的过程为例 ，以一具体应用场景对本 发明实施例描述 的机

器类型通讯设备 的业务控制方法进行详细描述 ，请参 阅图 3，具体可 以包括 ：

[105] 301 、 MME 发送初始上下文建立请求消息 ；

[106] 在一种应用场景下 ，当MME 例如接收到 U E发送 的附着请求消息 、业务请求或

位置更新请求消息吋 ，MME 可 以向eNB 发送初始上下文建立请求消息 ，以触 发 e



NB建立对应的该UE的初始上下文，分配承载资源。

[107] MME 向接入网中的eNB 发送初始上下文建立请求消息，并在该初始上下文建立

请求消息中携带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用来指示该初始上下文建立请求消息

对应的UE的设备类型，该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可用于指示出该UE是否为机

器类型通讯设备。

[108] 可以理解的是，MME 在初始上下文建立请求消息中携带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

息的方式有很多，如可以在现有的初始上下文建立请求消息中增加新的参数如M

TC设备或H2H 通讯设备类型指示参数，或使用已有参数的某些位来指示该UE的

设备类型，又或者进行现有参数的扩展对该UE的设备类型进行指示，此处不作

限定。

[109] 进一步的，MME 也可以在初始上下文建立请求消息中携带用于指示该业务的

优先级的业务指示信息，以便eNB 获知该业务的优先级。其中，用于指示业务的

优先级的业务指示信息例如可指示出该业务的优先级序号，也可指示出业务属

性如吋间容忍 （例如允许延迟或不允许延迟）信息，或是其它能直接或者间接

指示出该业务的优先级的信息，此处不作限定。

[110] 同样的，MME 在初始上下文建立请求消息中携带业务指示信息的方式也有很

多，如指示业务的优先级可通过在该请求消息中增加参数优先级指示 （可以是

高优先级、低优先级或一组数字如0至 13等方式），如可以在E-RAB to Be Setup

List 中增加基于承载粒度的业务指示；也可以使用现有参数如E-RAB to Be Setup

List 下，E-RAB Level QoS Parameters 中的QCI ，或ARP 中的Priority level 来指示。

此处不作限定。

[111] 可以理解的是，MME 还可以在初始上下文建立请求消息中携带其它信息，例

如UE的标识，承载标识等，此处不作限定。

[112] 302 、 eNB 根据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接受建立全部或部分承载；

[113] eNB 在接收到MME 发送的初始上下文建立请求消息吋，若根据该初始上下文建

立请求消息中携带的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获知UE的设备类型是MTC 设备，且

eNB 当前负载超过设定的阈值吋，则eNB 可根据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接受建

立全部或部分承载。例如若初始上下文建立请求消息中还携带有用于指示业务



的优先级的业务指示信息，则eNB 可依据业务指示信息所指示的业务的优先级和

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接受建立全部或部分承载，

[114] 若是，则执行步骤303和304;

[115] 若否，则执行步骤305。

[116] 在实际应用中，根据应用场景的不同，eNB 根据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执行该

业务请求消息对应的业务操作例如可以是：拒绝所有对应MTC 设备的初始上下

文建立请求，或者，只接受对应于该业务控制策略中许可接受的MTC 设备的初

始上下文建立请求，或者，根据eNB 当前负载程度只接受部分对应MTC 设备的

初始上下文建立请求，或者，在获知该业务的优先级的前提下，依据eNB 当前负

载程度，只接受对应MTC 设备的具有一定优先级的业务的初始上下文建立请求

，也可以依据eNB 当前负载程度，根据业务的优先级，接受一定比例的对应M T

C设备的初始上下文建立请求。当然还可以是其他的方案，可依据实际的网络状

况来设置，此处不作限定。

[117] 303 、 eNB 建立与UE的相应空口承载；

[118] 当eNB 决定接受建立全部或部分承载吋，建立与UE的相应空口承载。

[119] 304 、 eNB 向MME 发送初始上下文建立接受消息；

[120] 当eNB 决定接受建立全部或部分承载吋，还可向MME 发送初始上下文接受消息

[121] 305 、 eNB 向MME 发送初始上下文建立拒绝消息；

[122] eNB 向MME 发送初始上下文建立拒绝消息，进一步的，可以在初始上下文建立

拒绝消息中携带拒绝原因，若UE为MTC 设备，拒绝原因可以是eNB 过载，MTC

业务过载等，也可以在初始化上下文建立拒绝消息中增加吋间参数，MME 在收

到这个吋间参数延迟相应吋间后再发起初始上下文建立请求，此处不作限定。

[123] 上述实施例的具体应用场景是以在LTE 通信系统下，当UE处于连接态吋，且M

M E需要申请承载资源吋，向接入网中的eNB 下发携带了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

的初始上下文建立请求为例进行具体描述的，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实施例的

机器类型通讯设备的业务控制方法同样可以运用在其他通信系统中，具体地如

何运用在其他通信系统的类似场景中，可以参照上述发明实施例进行类似网元



的替代，此处不在一一赞述。

[124] 由上可见，本实施例MME 通过在初始上下文建立请求消息中携带UE的设备类

型指示信息，该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用于指示出该UE是否为机器类型通讯设

备，使得eNB 在接收到该初始上下文建立请求消息，可根据UE的类型指示确定

该UE是否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若eNB 当前负载超过设定的阈值吋，eNB 可以

根据该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接受建立全部或部分承载，该机制可以针对MTC

设备进行控制，有利于限制核心网网元触发的MTC 业务的进行，减小了其对H2

H业务的影响。

[125] 进一步的，上述实施例中，MME 还在初始上下文建立请求消息中携带业务指

示信息，以便eNB 获知该业务的优先级，若UE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且在eNB 当

前负载超过设定的阈值吋，eNB 可以根据业务指示信息所指示的业务的优先级，

决定是否接受建立全部或部分承载，有利于限制非紧急MTC 业务的进行，可相

对降低网络负载。

[126] 同吋，在eNB拒绝MME 的初始上下文建立请求吋，eNB 向MME 发送初始上下

文建立拒绝消息，并在初始上下文建立拒绝消息中携带拒绝原因和吋间参数，

以便于MME 获知被拒绝原因并根据吋间参数延长相应吋间后重新发起初始上下

文建立请求。

[127] 为便于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以在LTE 通信系统下，MME 向eNB

发起承载建立或修改的过程为例，以一具体应用场景对本发明实施例描述的机

器类型通讯设备的业务控制方法进行详细描述，请参阅图4，具体可以包括：

[128] 401、MME 发送承载建立请求消息或承载修改请求消息；

[129] 在一种应用场景下，在eNB建立对应MTC 设备的初始上下文，并与MTC 设备建

立相应空口承载后，MME 可向接入网中的eNB 发送承载建立请求消息或承载修

改请求消息，要求建立或修改其与MTC 设备之间的空口承载。

[130] 可以理解的是，eNB 可根据已建立的初始上下文，获知该承载建立请求消息或

承载修改请求消息是指向MTC 设备的。

[131] 进一步的，MME 也可以在承载建立请求消息或承载修改请求消息中携带用于

指示业务优先级的业务指示信息，以便eNB 获知该业务的优先级。



[132] 在一种应用场景下，用于指示业务的优先级的业务指示信息例如可指示出该业

务的优先级序号，也可指示出业务属性如吋间容忍 （如允许延迟或不允许延迟

) 信息，或是其它能直接或者间接指示出该业务的优先级的信息，此处不作限

定。

[133] 同样的，MME 在承载建立请求消息或承载修改请求消息中携带用于指示业务

优先级的业务指示信息的方式也有很多，如指示业务的优先级可以通过在该请

求消息中增加参数优先级指示 （可以是高优先级、低优先级或一组数字如0至 13

等方式），如可在E-RAB to Be Setup List 中增加基于承载粒度的业务指示；也可

使用现有参数如E-RAB to Be Setup List 下，E-RAB Level QoS Parameters 中的QCI

，或ARP 中的Priority level 来指示。此处不作限定。

[134] 可以理解的是，MME 还可以在承载建立请求消息或承载修改请求消息携带其

它信息，例如UE的标识，承载标识等，此处不作限定。

[135] 402 、 eNB 根据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接受请求建立或修改的全部或部分承载

[136] 在一种应用场景下，eNB 在接收到MME 发送的承载建立请求消息或承载修改请

求消息吋，若根据该请求消息中携带的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或根据此前已建

立的UE的上下文信息获知该UE的设备类型是MTC 设备或H2H 设备，且eNB 当前

负载超过设定的阈值吋，则eNB 可根据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接受建立或修改

全部或部分承载，若承载建立请求消息或承载修改请求消息中还携带用于指示

该业务的优先级的业务指示信息，则eNB 可依据业务指示信息所指示的业务的优

先级和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接受建立或修改全部或部分承载，

[137] 若是，则执行步骤403和404;

[138] 若否，则执行步骤405 。

[139] 在实际应用中，根据应用场景的不同，eNB 根据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执行该

承载建立或修改请求消息对应的承载处理操作例如为：拒绝所有对应MTC 设备

的承载建立或修改请求，或者，只接受对应于该业务控制策略中许可以接受的M

TC设备的承载建立或修改请求，或，根据eNB 当前负载程度只接受部分对应M T

C设备的承载建立或修改请求，或，在获知该业务的优先级的前提下，依据eNB



当前负载程度 ，只接受对应MTC 设备的具有一定优先级 的业务 的承载建立或修

改请求 ，也可 以依据eNB 当前负载程度 ，根据业务 的优先级 ，接受一定 比例 的对

应MTC 设备的承载建立或修改请求。当然还可 以是其他 的方案 ，可依据实际的

网络状况来设置 ，此处不作限定。

[140] 403、 eNB 建立或修改与UE的相应空 口承载 ；

[141] 例如若UE为MTC 设备 ，则当eNB 决定接受建立或修改全部或部分承载吋 ，建

立或修改与MTC 设备的相应空 口承载。

[142] 404、 eNB 向MME 发送承载建立或修改接受消息 ；

[143] 当eNB 决定接受建立或修改全部或部分承载吋 ，向MME 发送承载建立或修改接

受消息。

[144] 405、 eNB 向MME 发送承载建立或修改拒绝消息 ；

[145] eNB 向MME 发送承载建立或修改拒绝消息 ，进一步 的，可 以在承载建立或修改

拒绝消息中携带拒绝原 因，若UE为MTC 设备 ，拒绝原 因可 以是eNB 过载 ，MTC

业务过载等 ，也还可 以在承载建立或修改拒绝消息中增加吋间参数 ，MME 可在

接收到这个吋间参数延迟相应吋间后再发起承载建立或修改请求 ，此处不作限

定。

[146] 上述实施例 的具体应用场景是 以在LTE 通信系统下 ，当建立UE (如MTC 设备

) 的初始上下文后 ，MME 向eNB 下发对应该UE的承载建立或修改请求消息 ，要

求建立或修改MTC 设备的承载为例进行具体描述 的，需要说明的是 ，本发明实

施例 的机器类型通讯设备的业务控制方法 同样可 以运用在其他通信系统 中，具

体地如何运用在其他通信系统 的类似场景中，可 以参照上述发明实施例进行类

似 网元的替代 ，此处不在一一赞述。

[147] 由上可见 ，本实施例 中MME 通过在承载建立请求消息或承载修改请求消息中

携带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 ，该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用于指示 出该UE是否

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 ，使得eNB 在接收到该请求消息 ，可根据UE的类型指示确

定该UE是否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 ，若eNB 当前负载超过设定 的阈值吋 ， eNB 可

以根据该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接受全部或部分承载 ，该机制可 以针对MTC 设

备进行控制 ，有利于限制核心 网网元触发的MTC 业务 的进行 ，减小了其对H2H



业务的影响。

[148] 进一步的，上述实施例中，MME 还可在承载建立请求消息或承载修改请求消

息中携带业务指示信息，以便eNB 获知该业务的优先级，并且在eNB 当前负载超

过设定的阈值吋，eNB 可根据业务指示所指示的业务的优先级，决定是否接受建

立或修改与MTC 设备的全部或部分承载，有利于限制非紧急MTC 业务的进行，

可相对降低网络负载。

[149] 同吋，在eNB拒绝MME 发送的承载建立或修改请求吋，eNB 向MME 发送承载

建立或修改拒绝消息，并在承载建立或修改拒绝消息中携带拒绝原因和吋间参

数，以便于MME 获知被拒绝原因并根据吋间参数延长相应吋间后重新发起承载

建立或修改请求。

[150] 为便于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以在LTE 通信系统下进行小区切换

为例，以一具体应用场景对本发明实施例描述的机器类型通讯设备的业务控制

方法进行详细描述，请参阅图5，具体可包括：

[151] 501、目标MME 向目标eNB 发送切换请求消息；

[152] 在一种应用场景下，在UE处于连接态，需要进行小区切换吋，目标MME 向目

标eNB 发送切换请求消息，并在该请求消息中携带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用

来指示该切换请求消息对应的UE的设备类型，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可用于指

示出该UE是否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

[153] 可以理解的是，在切换请求消息中携带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的方式有很多

，如可以在现有的切换请求消息中增加新的参数如MTC 设备或H2H 通讯设备指

示，或使用已有参数的某些位标识指示该UE的设备类型，又或者进行现有参数

的扩展对该UE的设备类型进行指示，此处不作限定。

[154] 进一步的，目标MME 也可以在切换请求消息中携带用于指示该业务的优先级

的业务指示信息，以便于目标eNB 获知该业务的优先级。其中，用于指示业务的

优先级的业务指示信息例如可指示出该业务的优先级序号，也可指示出业务属

性如吋间容忍 （例如允许延迟或不允许延迟）信息，或是其它能直接或者间接

指示出该业务的优先级的信息，此处不作限定。

[155] 同样的，目标MME 在切换请求消息中携带业务指示信息的方式也有很多，例



如指示业务的优先级可以通过在该切换请求消息中增加参数指示优先级 （可以

指示高优先级、低优先级或一组数字如0至 13等方式），如可以在E-RAB to Be

Setup List 中增加基于承载粒度的业务指示；也可以使用现有参数如E-RAB to Be

Setup List 下，E-RAB Level QoS Parameters 中的QCI ，或ARP 中的Priority level 来

指示。此处不作限定。

[156] 可以理解的是，目标MME 还可以在切换请求消息中携带其它信息，例如UE的

标识，承载标识等，此处不作限定。

[157] 502、目标eNB 根据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执行该切换请求消息对应的切换操

作；

[158] 在一种应用场景下，目标eNB 在接收到 目标MME 发送的切换请求消息吋，若根

据该切换请求消息中携带的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获知UE的设备类型是MTC 设

备，且 目标eNB 当前负载超过设定的阈值吋，则 目标eNB 可根据UE的设备类型

决定是否执行该切换请求消息对应的切换操作，若切换请求消息中还携带用于

指示业务的优先级的业务指示信息，则 目标eNB 可以依据业务指示信息所指示的

业务的优先级和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执行该切换请求消息对应的切换操作

[159] 若是，则执行步骤 503和504;

[160] 若否，则执行步骤 505 。

[161] 在实际应用中，根据应用场景的不同，目标eNB 根据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执

行该切换请求消息对应的切换操作例如可以是：拒绝所有对应MTC 设备的切换

请求，或者，只接受对应于该业务控制策略中许可接受的MTC 设备的切换请求

，或者，根据 目标eNB 当前负载程度只接受部分对应MTC 设备的切换请求，或

者，在获知该业务的优先级的前提下，依据 目标eNB 当前负载程度，只接受对应

MTC 设备的具有一定优先级的业务的切换请求，也可以依据 目标eNB 当前负载

程度，并根据业务的优先级，接受一定比例的对应MTC 设备的切换请求。当然

还可以是其他的方案，可依据实际的网络状况来设置，此处不作限定。

[162] 503、目标eNB 建立与UE相应空口承载；

[163] 若UE为MTC 设备，当目标eNB 决定执行该切换请求消息对应的切换操作吋，



建立该MTC 设备的相应空 口承载。

[164] 504 、 目标eNB 向 目标MME 发送切换请求响应消息 ；

[165] 当 目标eNB 决定执行该切换请求消息对应 的切换操作吋 ，向 目标MME 发送切换

请求响应消息。

[166] 505 、 目标eNB 向 目标MME 发送切换拒绝消息 ；

[167] 目标eNB 向 目标MME 发送切换拒绝消息 ，进一步 的，可在切换拒绝消息中携带

拒绝原 因，若UE为MTC 设备 ，拒绝原 因可是 目标eNB 过载 ，MTC 业务过载等 ，

也可 以在切换拒绝消息中增加吋间参数 ，目标MME 在收到这个吋间参数延迟相

应吋间后再发起切换请求 ，此处不作限定。

[168] 上述实施例 的具体应用场景是 以在LTE 通信系统下进行小 区切换为例进行具体

描述 的，需要说明的是 ，本发明实施例 的机器类型通讯设备的业务控制方法 同

样可 以运用在其他通信系统 中，具体地如何运用在其他通信系统 的类似场景中

，可 以参照上述发明实施例进行类似 网元的替代 ，此处不在一一赞述。

[169] 由上可见 ，本实施例MME 通过在切换请求消息中携带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

，该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用于指示 出该UE是否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 ，使得 目

标eNB 在接收到该切换请求消息 ，可 以根据UE的类型指示确定该UE是否为MTC

设备 ，若 目标eNB 当前负载超过设定 的阈值吋 ，目标eNB 可 以根据该UE的设备

类型决定是否执行该切换请求消息对应 的切换操作 ，该机制可 以针对MTC 设备

进行控制 ，有利于限制核心 网网元触发的MTC 业务 的进行 ，减小了其对H2H 业

务 的影响。

[170] 进 一步 的，上述实施例 中，目标MME 还在切换请求消息中携带业务指示信息

，以便 目标eNB 获知该业务 的优先级 ，若UE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且在 目标eNB

当前负载超过设定 的阈值吋 ，eNB 可 以根据业务指示所指示 的业务 的优先级 ，决

定是否执行该切换请求消息对应 的切换操作 ，有利于限制非紧急MTC 业务 的进

行 ，可相对降低 网络负载。

[171] 同吋 ，在 目标eNB 拒绝 目标MME 的切换请求吋 ，目标eNB 向 目标MME 发送切

换拒绝消息 ，并在切换拒绝消息中携带拒绝原 因和吋间参数 ，以便于 目标MME

获知被拒绝原 因并根据吋间参数延长相应吋间后重新发起切换请求。



[172] 上述实施例是核心网网元触发目标接入网网元执行切换的过程为例进行描述的

，下面以源接入网网元触发目标接入网网元执行切换的过程为例，对本发明的

机器类型通讯设备的业务控制方法进行描述，请参阅图6，本发明实施例中机器

类型通讯设备的业务控制方法另一个实施例包括：

[173] 601、目标接入网网元接收来 自源接入网网元的切换请求消息；

[174] 在一种应用场景下，当需要进行接入网网元切换吋，源接入网网元可向目标接

入网网元发送切换请求消息。

[175] 源接入网网元在切换请求消息中携带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目标接入网网

元在接收到该切换请求消息吋，可根据切换请求消息中携带的UE的设备类型指

示信息，获知该切换请求消息对应的UE的设备类型，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可

用于指示出该UE是否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

[176] 可以理解的是，源接入网网元在切换请求消息中携带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

的方式有很多，如可以在现有的切换请求消息中增加新的参数来指示UE的设备

类型，也可以通过扩展请求消息中现有参数的意义对UE的设备类型进行指示，

如在现有参数中增加某些位来指示UE的设备类型，同样的，也可以不在现有参

数中增加指示位，而使用现有参数的某些位来进行指示，此处不作限定。

[177] 进一步的，源接入网网元还可在切换请求消息中携带用于指示该业务的优先级

的业务指示信息。其中，用于指示业务的优先级的业务指示信息例如可指示出

该业务的优先级序号，也可指示出业务属性如吋间容忍 （例如允许延迟或不允

许延迟）信息，或是其它能直接或者间接指示出该业务的优先级的信息，此处

不作限定。

[178] 同样的，源接入网网元在切换请求消息中携带业务指示信息的方式也有很多，

如指示业务的优先级可以通过在该切换请求消息中增加参数优先级指示 （可以

是高优先级、低优先级或一组数字如0至 13等方式），也可以使用现有参数来表

示，此处不作限定。

[179] 可以理解的是，源接入网网元还可在切换请求消息中携带其它信息，例如UE

的标识等，此处不作限定。

[180] 602、目标接入网网元根据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确定UE的设备类型；



[181] 603、目标接入网网元根据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执行该切换请求消息对应的

切换操作；

[182] 在一种应用场景下，若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指示该UE的设备类型是MTC 设

备，且目标接入网网元当前负载超过了设定的阈值，则 目标接入网网元可根据U

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执行该切换请求消息对应的切换操作，若是，则执行步骤

604；若否，则执行步骤605。

[183] 在实际应用中，根据应用场景的不同，目标接入网网元根据UE的设备类型决

定是否执行该切换请求消息对应的切换操作例如可以是：拒绝所有对应MTC 设

备的切换请求，或，只接受对应于该业务控制策略中许可接受的MTC 设备的切

换请求，或者，根据 目标接入网网元当前负载程度只接受对应MTC 设备的切换

请求，或者，在获知该业务的优先级的前提下，依据 目标接入网网元当前负载

程度，只接受对应MTC 设备的具有一定优先级的业务的切换请求，也可以依据

目标接入网网元当前负载程度，根据业务的优先级，接受一定比例的对应MTC

设备的切换请求。可以理解的是，除了上述列举的方案之外，目标接入网网元

可依据实际的网络状况来设置是否执行对应MTC 设备的切换请求，此处不作限

定。

[184] 进一步的，在 目标接入网网元当前负载超过设定的阈值吋，若UE为MTC 设备

，切换请求消息携带用于指示该业务的优先级的业务指示信息，则 目标接入网

网元可以根据业务指示信息指示的业务的优先级来决定是否执行该切换请求消

息对应的切换操作。

[185] 604、目标接入网网元执行该切换请求消息对应的切换操作；

[186] 在一种应用场景下，目标接入网网元若决定可执行该切换请求消息对应的切换

操作，则，执行该切换请求消息对应的切换操作。

[187] 605、拒绝切换请求；

[188] 在一种应用场景下，目标接入网网元若拒绝该切换请求吋，可以向源接入网网

元发送切换拒绝消息，并且可以在切换拒绝消息中携带拒绝请求原因，如 目标

接入网网元当前负载过载，目标接入网网络繁忙等，也可以在切换拒绝消息中

携带吋间参数，以便于源接入网网元可以根据该吋间参数，延迟相应吋间重新



发起切换请求。当然，目标接入网网元也可以不在切换拒绝消息中携带拒绝请

求原因和吋间参数，或者也可不向源接入网网元发送切换拒绝消息，此处不作

限定。

[189] 本发明实施例的机器类型通讯设备的业务控制方法可运用于SAE通信系统、W

CDMAs WIMAXs GSM 等场景下。

[190] 由上可见，本发明实施例中通过在切换请求消息中携带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

息，该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用于指示出该UE是否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使得

目标接入网网元在接收到该切换请求消息后，可根据UE的设备类型指示确定该

UE是否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目标接入网网元当前负载超过设定的阈值吋，目

标接入网网元可根据该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执行该切换请求对应的操作，该

机制可以针对MTC 设备进行控制，有利于限制其它接入网网元触发的MTC 业务

的进行，减小了其对H2H 业务的影响。

[191] 为便于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以在LTE 通信系统下进行eNB切换

为例，以一具体应用场景对本发明实施例描述的机器类型通讯设备的业务控制

方法进行详细描述，请参阅图7，具体的：

[192] 701、源eNB 向目标eNB 发送切换请求消息；

[193] 在一种应用场景下，在UE处于连接态，需要进行eNB切换吋，源eNB 向目标eN

B发送切换请求消息，并在该切换请求消息中携带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用

来指示该切换请求消息对应的UE的设备类型，该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可用于

指示出该UE是否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

[194] 可以理解的是，在切换请求消息中携带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的方式有很多

，如可以在现有的请求消息中增加新的参数如MTC 设备或H2H 通讯设备指示，

或使用已有参数的某些位标识指示该UE的设备类型，又或者进行现有参数的扩

展对该UE的设备类型进行指示，此处不作限定。

[195] 进一步的，源eNB也可以在切换请求消息中携带用于指示该业务的优先级的业

务指示信息，以便于目标eNB获知该业务的优先级。其中，用于指示业务的优先

级的业务指示信息例如可指示出该业务的优先级序号，也可指示出业务属性如

吋间容忍 （例如允许延迟或不允许延迟）信息，或是其它能直接或者间接指示



出该业务的优先级的信息，此处不作限定。

[196] 同样的，源eNB 在切换请求消息中携带业务指示信息的方式也有很多，如指示

业务的优先级可以通过在该切换请求消息中增加参数优先级指示 （可以是高优

先级、低优先级或一组数字如0至 13等方式），如可以在E-RAB to Be Setup List

中增加基于承载粒度的业务指示；也可以使用现有参数如E-RAB to Be Setup List

下，E-RAB Level QoS Parameters 中的QCI ，或ARP 中的Priority level 来指示。此

处不作限定。

[197] 可以理解的是，源eNB还可以在切换请求消息中携带携带其它信息，例如UE的

标识，承载标识等，此处不作限定。

[198] 702 、目标eNB 根据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执行该切换请求消息对应的切换操

作；

[199] 目标eNB 在接收到源eNB 发送的切换请求消息吋，若根据该切换请求消息中携

带的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获知UE的设备类型是MTC 设备，且 目标eNB 当前负

载超过设定的阈值吋，则 目标eNB 可根据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执行该切换请

求消息对应的切换操作，例如若切换请求消息中还携带用于指示该业务的优先

级的业务指示信息，则 目标eNB 可以依据业务指示信息所指示的业务的优先级和

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执行该切换请求消息对应的切换操作。

[200] 若是，则执行步骤703和704;

[201] 若否，则执行步骤705 。

[202] 在实际应用中，根据应用场景的不同，目标eNB 根据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执

行该切换请求消息对应的切换操作例如可以是：拒绝所有对应MTC 设备的切换

请求，或者，只接受对应于该业务控制策略中许可接受的MTC 设备的切换请求

，或者，根据 目标eNB 当前负载程度只接受部分对应MTC 设备的切换请求，或

者，在获知该业务的优先级的前提下，依据 目标eNB 当前负载程度，只接受对应

MTC 设备的具有一定优先级的业务对应的切换请求，也可依据 目标eNB 当前负

载程度，根据业务的优先级，接受一定比例的对应MTC 设备的切换请求。当然

还可以是其他的方案，可依据实际的网络状况来设置，此处不作限定。

[203] 703 、目标eNB 建立与UE相应空口承载；



[204] 例如若UE为MTC 设备，当目标eNB决定执行该切换请求消息对应的切换操作

吋，可建立与该MTC 设备的相应空口承载。

[205] 704、目标eNB 向源eNB 发送切换请求响应消息；

[206] 当目标eNB决定执行该切换请求消息对应的切换操作吋，向源eNB 发送切换请

求响应消息。

[207] 705、目标eNB 向源eNB 发送切换拒绝消息；

[208] 目标eNB 向源eNB 发送切换拒绝消息，进一步的，可以在切换拒绝消息中携带

拒绝原因，若UE为MTC 设备，拒绝原因可以是 目标eNB过载，MTC 业务过载等

，也可以在切换拒绝消息中增加吋间参数，源eNB 在收到这个吋间参数延迟相应

吋间后再发起切换请求，此处不作限定。

[209] 上述实施例的具体应用场景是以在LTE 通信系统下进行eNB 切换为例进行具体

描述的，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机器类型通讯设备的业务控制方法同

样可以运用在其他通信系统中，具体地如何运用在其他通信系统中，可以参照

上述发明实施例进行类似网元的替代，此处不在一一赞述。

[210] 由上可见，本实施例源接入网网元通过在切换请求消息中携带UE的设备类型

指示信息，该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用于指示出该UE是否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

，使得 目标eNB 在接收到该切换请求消息后，可根据UE的设备类型指示确定该U

E是否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目标eNB 当前负载超过设定的阈值吋，目标eNB 可

以根据该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执行该切换请求消息对应的切换操作，该机制

可以针对MTC 设备进行控制，有利于限制其它接入网网元触发的MTC 业务的进

行，减小了其对H2H 业务的影响。

[211] 进一步的，上述实施例中，源eNB还在切换请求消息中携带业务指示信息，以

便于目标eNB 获知该业务的优先级，若UE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且在 目标eNB 当

前负载超过设定的阈值吋，目标eNB 可以根据业务指示所指示的业务的优先级，

决定是否执行该切换请求消息对应的切换操作，有利于限制非紧急MTC 业务的

进行，可相对降低网络负载。

[212] 同吋，在 目标eNB拒绝源eNB 的切换请求吋，目标eNB 向源eNB 发送切换拒绝

消息，并在切换拒绝消息中携带拒绝原因和吋间参数，以便于源eNB 获知被拒绝



原因并根据吋间参数延长相应吋间后重新发起切换请求。

[213] 下面对用于与核心网网元进行交互，且基于上述机器类型通讯设备的业务控制

方法的一种接入网网元进行描述，请参阅图8，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接入网

网元，可包括：

[214] 第一接收单元801，用于接收来 自核心网网元的业务请求消息，该业务请求消

息中携带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该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用于指示出该UE

是否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

[215] 在实际应用中，如在需要寻呼UE (如MTC 设备或H2H 通讯设备）、需要建立

对应UE的初始上下文、需要进行UE的接入网网元切换或其它应用场景下，核心

网网元可向接入网网元下发的携带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的业务请求消息；

[216] 进一步的，核心网网元还可以在下发的业务请求消息中携带用于指示该业务的

优先级的业务指示信息。其中，用于指示业务的优先级的业务指示信息例如可

指示出该业务的优先级序号，也可指示出业务属性如吋间容忍 （例如允许延迟

或不允许延迟）信息，或是其它能直接或者间接指示出该业务的优先级的信息

，此处不作限定。

[217] 第一确定模块 802，用于根据上述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确定该UE的设备类型

[218] 第一业务控制单元803，用于当上述接入网网元当前负载超过设定的阈值吋，

根据第一确定模块 802确定出的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执行该业务请求消息对

应的业务操作。

[219] 在一种应用场景下，若业务请求消息中携带用于指示该业务的优先级的业务指

示信息，则第一业务控制单元803可以根据业务指示信息指示的业务的优先级和

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执行该业务请求消息对应的业务操作。

[220] 第一执行单元804，用于当第一业务控制单元803决定执行该业务请求消息对应

的业务操作吋，执行该业务请求消息对应的业务操作。例如，当第一业务控制

单元803决定执行该业务请求消息对应的业务操作吋，且UE为MTC 设备，若该

业务请求消息为寻呼请求消息，则第一执行单元804向核心网网元所要寻呼的M

TC设备发起寻呼，或者，若该业务请求消息为初始上下文建立请求消息，则第



一执行单元804建立对应MTC 设备的初始上下文，或者，若该业务请求消息为切

换请求消息，则第一执行单元804执行该切换请求消息对应的切换操作，又或者

，若该业务请求消息为在初始化上下文建立之后的承载建立请求消息或承载修

改请求消息，则第一执行单元804承载建立或修改对应MTC 设备的承载。

[221] 在一种应用场景下，接入网网元还可进一步包括：

[222] 第一发送单元805，用于当第一业务控制单元803决定不执行该业务请求消息对

应的业务操作吋，向发送该业务请求消息的核心网网元发送业务拒绝消息，其

中，业务拒绝消息中可以携带拒绝请求原因和吋间参数，以便于该核心网网元

获知被拒绝原因，并可根据吋间参数延长相应吋间后重新发起请求。

[223] 需要说明的是，本实施例的接入网网元可以用于实现上述方法实施例一至五中

的全部技术方案，其各个功能模块的功能可以根据上述方法实施例一至五中的

方法具体实现，其具体实现过程可参照上述实施例一至五中的相关描述，此处

不再赞述。

[224] 由上可见，本实施例中的接入网网元在接收到核心网网元发送的携带UE的设

备类型指示信息的业务请求消息吋，可根据该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获知该UE

是否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若接入网网元当前负载超过设定的阈值，则可以根

据该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执行该业务请求消息对应的业务操作，该机制可以

针对MTC 设备进行控制，有利于限制核心网网元触发的MTC 业务的进行，减小

了其对H2H 业务的影响。

[225] 同吋，本实施例接入网网元在决定不执行该业务请求消息对应的业务操作吋，

还可以向核心网网元发送该业务请求消息的核心网网元发送业务拒绝消息，使

其能及吋获取到该业务请求的反馈信息并根据该拒绝消息中携带的吋间参数，

延迟相应的吋间重新发起业务请求。

[226] 下面对用于与源接入网网元进行交互，且基于上述机器类型通讯设备的业务控

制方法的一种接入网网元进行描述，请参阅图9，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接入

网网元，可包括：

[227] 第二接收单元901 ，用于接收源接入网网元发送的携带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

的切换请求消息，该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用于指示出该UE是否为机器类型通



讯设备；

[228] 进一步的，该切换请求消息中还可以携带用于指示业务的优先级的业务指示信

息。

[229] 第二确定模块902 ，用于根据上述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确定该UE的设备类型

[230] 第二业务控制单元903 ，用于当上述接入网网元当前负载超过设定的阈值吋，

根据第二确定模块902确定的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执行该切换请求消息对应

的切换操作。

[231] 在一种应用场景下，若切换请求消息中携带用于指示该业务的优先级的业务指

示信息，则第二业务控制单元903可以根据业务指示信息指示的业务的优先级和

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执行该切换请求消息对应的切换操作。

[232] 第二执行单元904 ，用于当第二业务控制单元903决定执行该切换请求消息对应

的切换操作吋，执行该切换请求消息对应的切换操作。

[233] 在一种应用场景下，接入网网元还可进一步包括：

[234] 第二发送单元905 ，用于当第二业务控制单元903决定不执行该切换请求消息对

应的切换操作吋，向源接入网网元发送切换拒绝消息。

[235] 其中，切换拒绝消息中可以携带拒绝请求原因和吋间参数，以便于源接入网网

元获知被拒绝原因，并可根据吋间参数延长相应吋间后重新发起切换请求。

[236] 需要说明的是，本实施例的接入网网元可以用于实现上述方法的全部技术方案

，其各个功能模块的功能可根据上述方法实施中的方法具体实现，此处不再赞

述。

[237] 由上可见，本实施例中的接入网网元在接收到源接入网网元发送的携带UE的

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的切换请求消息吋，可根据该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获知UE

是否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若接入网网元当前负载超过设定的阈值，则可根据

该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执行该切换请求消息对应的切换操作，该机制可以针

对MTC 设备进行控制，有利于限制其它接入网网元触发的MTC 业务的进行，减

小了其对H2H 业务的影响。

[238] 同吋，本实施例接入网网元在决定不执行该切换请求消息对应的切换操作吋，



向源接入 网网元发送切换拒绝消息 ，使其能及吋获取到该切换请求的反馈信息

，并根据该切换拒绝消息中携带的吋间参数 ，延迟相应 的吋间重新发起切换请

求。

[239]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业务控制系统 ，具体请参阅图 10，该业务控制包括 ：

[240] 核心 网网元 1001 ，用于 向接入 网网元 1002 发送携带U 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的

业务请求消息 ，以指示该业务请求所对应 的U E的设备类型 ，其中，上述U E的设

备类型指示信息用于指示 出U E是否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

[241] 其中，在实际应用 中，核心 网网元 1001如在需要寻呼U E (如MTC 设备或H2H

通讯设备）、需要建立对应U E的初始上下文、需要进行U E的接入 网网元切换或

其它应用场景下 ，向接入 网网元 1002 发送携带U 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的业务请

求消息。

[242] 进一步 的，核心 网网元 1001还可 以发送 的业务请求消息中携带用于指示业务 的

优先级 的业务指示信息。其中，用于指示业务 的优先级 的业务指示信息例如可

指示 出该业务 的优先级序号 ，也可指示 出业务属性如吋间容忍 （例如允许延迟

或不允许延迟）信息 ，或是其它能直接或者间接指示 出该业务 的优先级 的信息

，此处不作限定。

[243] 接入 网网元 1002 ，用于接收核心 网网元 1001 下发的业务请求消息 ；根据上述U

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确定该U E的设备类型 ；接入 网网元 1002 当前负载超过设定

的阈值吋 ，根据U 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执行该业务请求消息对应 的业务操作。

[244] 在一种应用场景下 ，若业务请求消息中携带用于指示业务 的优先级 的业务指示

信息 ，则接入 网网元 1002 可 以根据业务指示信息指示 的业务 的优先级和U E的设

备类型 ，决定是否执行该业务请求消息对应 的业务操作。

[245] 进一步 的，接入 网网元 1002还可 以在决定不执行该业务请求消息对应 的业务操

作吋 ，向核心 网网元 1001 发送业务拒绝消息 ，其中，业务拒绝消息中可 以携带

拒绝请求原 因和吋间参数 ，以便于核心 网网元 1001 获知被拒绝原 因，并可根据

吋间参数延长相应吋间后重新发起业务请求。

[246] 本实施例 中的接入 网网元 1002 的结构可如 图8所示 的接入 网网元。

[247] 由上可见 ，本实施例 中的业务控制系统 中，核心 网网元通过在业务请求消息中



携带U 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 ，该U 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用于指示 出该U E是否

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 ，可实现在核心 网网元 向接入 网网元进行下行业务请求吋

，接入 网网元对MTC 设备进行选择性接入 的功能 ，该机制可 以针对MTC 设备进

行控制 ，有利于限制核心 网网元触发的MTC 业务 的进行 ，减小了其对H2H 业务

的影响。

[248] 下面 ，对本发明实施例提供 的另一种业务控制系统进行描述 ，具体请参阅图 11

，该业务控制系统包括 ：

[249] 源接入 网网元 1101 ，用于在需要进行接入 网网元切换吋 ，向 目标接入 网网元 11

02发送携带U 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的切换请求消息 ，以指示该切换请求消息对

应 的U E的设备类型 ，上述U 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用于指示 出该U E是否为机器

类型通讯设备。

[250] 进一步 的，源接入 网网元 1101还可在发送 的切换请求消息中携带用于指示业务

的优先级 的业务指示信息。其中，用于指示业务 的优先级 的业务指示信息例如

可指示 出该业务 的优先级序号 ，也可指示 出业务属性如吋间容忍 （例如允许延

迟或不允许延迟）信息 ，或是其它能直接或者间接指示 出该业务 的优先级 的信

息 ，此处不作限定。

[251] 目标接入 网网元 1102 ，用于接收源接入 网网元 1101 发送 的切换请求消息 ，根据

上述U 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确定该U E的设备类型 ，若 目标接入 网当前负载超过

设定 的阈值吋 ，根据U 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执行该切换请求消息对应 的切换操

作。

[252] 在一种应用场景下 ，若切换请求消息中携带用于指示该业务 的优先级 的业务指

示信息 ，贝I」目标接入 网网元 1102 可 以根据业务指示信息指示 的业务 的优先级和U

E的设备类型 ，决定是否执行该切换请求消息对应 的切换操作。

[253] 进一步 的，目标接入 网元 1102还可 以在决定不执行该切换请求消息对应 的切换

操作吋 ，向源接入 网网元 1101 发送切换拒绝消息 ，其中，切换拒绝消息中可 以

携带拒绝请求原 因和吋间参数 ，以便于源接入 网网元 1101 获知被拒绝原 因，并

可根据吋间参数延长相应吋间后重新发起切换请求。

[254] 本实施例 中的 目标接入 网网元 1102 内部结构单元可 以如 图9所示 的接入 网网元



[255] 由上可见，本实施例中的业务控制系统中，源接入网网元通过在切换请求消息

中携带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该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用于指示出该UE是

否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可实现在进行接入网网元切换吋，目标接入网对MTC

设备进行选择性接入的功能，该机制可以针对MTC 设备进行控制，有利于限制

其它接入网网元触发的MTC 业务的进行，减小了其对H2H 业务的影响。

[256]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实现上述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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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所述的程序可以存储于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

介质中，上述提到的存储介质可以是只读存储器，磁盘或光盘等。

[257] 以上对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机器类型通讯设备的业务控制方法和相关装置及系

统进行了详细介绍，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据本发明实施例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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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要求书

一种机器类型通讯设备的业务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 ：

接入 网网元接收来 自核心 网网元的业务请求消息 ，所述业务请求

消息中携带用户设备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 ，所述UE的设备类型

指示信息用于指示 出所述UE是否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 ；

根据所述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确定所述UE的设备类型 ；

若所述接入 网网元当前负载超过设定 的阈值 ，则根据所述UE的设

备类型决定是否执行所述业务请求消息对应 的业务操作。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

所述业务请求消息还携带用于指示业务 的优先级 的业务指示信息

所述根据所述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执行所述业务请求消息对应

的业务操作 ，包括 ：

根据所述业务请求消息携带的业务指示信息所指示 的业务 的优先

级和所述UE的设备类型 ，决定是否执行所述业务请求消息对应 的

业务操作。

根据权利要求 1或2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接收来 自核心

网网元的业务请求消息 ，具体为：

接收来 自核心 网网元的寻呼请求消息 ，或 ，

接收来 自核心 网网元的初始上下文建立请求消息 ，或 ，

接收来 自核心 网网元的切换请求消息。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接收来 自核心 网网

元的初始上下文建立请求消息 ，之后还包括 ：

接收来 自所述核心 网网元的承载建立请求消息或承载修改请求消

息 ，其中，所述承载建立请求消息或承载修改请求消息携带用于

指示业务 的优先级 的业务指示信息 ；

根据所述承载建立请求消息或承载修改请求消息携带的业务指示

信息所指示 的业务 的优先级和所述UE的设备类型 ，决定是否执行



所述承载建立请求消息或承载修改请求消息对应 的承载处理操作

一种机器类型通讯设备的业务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 ：

目标接入 网网元接收来 自源接入 网网元的切换请求消息 ，所述切

换请求消息中携带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 ，所述UE的设备类型指

示信息用于指示 出所述UE是否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 ；

根据所述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确定所述UE的设备类型 ；

若所述 目标接入 网网元当前负载超过设定 的阈值 ，则根据所述UE

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执行所述切换请求消息对应 的切换操作。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

所述切换请求消息还携带用于指示业务 的优先级 的业务指示信息

所述根据所述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执行所述切换请求消息对应

的切换操作 ，具体为：

根据所述切换请求消息携带的业务指示信息所指示 的业务 的优先

级和所述UE的设备类型 ，决定是否执行所述切换请求消息对应 的

切换操作。

一种接入 网网元 ，其特征在于 ，包括 ：

第一接收单元 ，用于接收来 自核心 网网元的业务请求消息 ，所述

业务请求消息中携带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 ，所述UE的设备类型

指示信息用于指示 出所述UE是否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 ；

第一确定模块 ，用于根据所述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确定所述UE

的设备类型 ；

第一业务控制单元 ，用于当所述接入 网网元当前负载超过设定 的

阈值吋 ，根据所述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执行所述业务请求消息

对应 的业务操作。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 的接入 网网元 ，其特征在于 ，

若所述业务请求消息还携带用于指示业务 的优先级 的业务指示信



息 ；

所述第一业务控制单元具体用于 ，当所述接入 网网元当前负载超

过设定 的阈值吋 ，根据所述业务请求消息携带的业务指示信息所

指示 的业务 的优先级和所述UE的设备类型 ，决定是否执行所述业

务请求消息对应 的业务操作。

一种接入 网网元 ，其特征在于 ，包括 ：

第二接收单元 ，用于接收来 自源接入 网网元的切换请求消息 ，所

述切换请求消息中携带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 ，所述UE的设备类

型指示信息用于指示 出所述UE是否为机器类型通讯设备 ；

第二确定模块 ，用于根据所述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确定所述UE

的设备类型 ；

第二业务控制单元 ，用于当所述接入 网网元当前负载超过设定 的

阈值吋 ，根据所述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执行所述切换请求消息

对应 的切换操作。

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 的接入 网网元 ，其特征在于 ，

所述切换请求消息还携带用于指示业务 的优先级 的业务指示信息

所述第二业务控制单元具体用于 ，当所述接入 网网元当前负载超

过设定 的阈值吋 ，根据所述切换请求消息携带的业务指示信息所

指示 的业务 的优先级和所述UE的设备类型 ，决定是否执行所述切

换请求消息对应 的业务操作。

一种业务控制系统 ，其特征在于 ，包括 ：

核 〔、网网元和接入 网网元 ，

所述接入 网网元 ，用于接收来 自所述核心 网网元的业务请求消息

，所述业务请求消息中携带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 ，其中，所述

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用于指示 出所述UE是否为机器类型通讯设

备 ；根据所述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确定所述UE的设备类型 ；若

所述接入 网网元当前负载超过设定 的阈值 ，则根据所述UE的设备



类型决定是否执行所述业务请求消息对应 的业务操作。

[权利要求 12] —种业务控制系统 ，其特征在于 ，包括 ：

目标接入 网网元和源接入 网网元 ，

其中，所述 目标接入 网网元 ，用于接收来 自所述源接入 网网元的

切换请求消息 ，所述切换请求消息中携带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

，所述UE的设备类型指示信息用于指示 出所述UE是否为机器类型

通讯设备 ；若所述 目标接入 网网元当前负载超过设定 的阈值 ，则

根据所述UE的设备类型决定是否执行所述切换请求消息对应 的切

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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