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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线通信方法，包括：

连接至第一接入网络的移动站接收控制信息，所述控制信息识别使用不同于第一接入

网络的无线技术的多个相邻小区；

移动站搜索被识别的使用不同无线技术的多个相邻小区的信令；以及

响应于移动站无法检测到所述被识别的多个相邻小区的信令，移动站因所述控制信息

而将信令连续搜索之间的时间间隔增加一时间量，其中所述控制信息包括指示用于增加信

令连续搜索之间的时间间隔的所述时间量的字段，

其中多个相邻小区的所述不同无线技术是相比第一接入网络的所述无线技术后代的

无线技术，并且所述不同无线技术是LTE技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通信方法，其中，搜索所述被识别的多个相邻小区的信令

包括搜索被识别的多个相邻小区的导频信令。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通信方法，进一步包括：

移动站接收指示移动站可以设置的信令搜索之间的最大时间间隔的属性，其中所述时

间间隔的增加不能超过最大时间间隔。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无线通信方法，其中，接收所述属性包括：接收具有可以被设

置成第一数值来使得移动站增加信令连续搜索之间的时间间隔、也可以被设置成第二数值

来使移动站不增加信令连续搜索之间的时间间隔的字段的属性。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无线通信方法，其中，接收所述属性包括接收控制信息中的属

性。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通信方法，其中，接收所述控制信息包括接收由所述第一

接入网络广播的开销信息。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通信方法，其中，多个相邻小区使用演进通用陆地无线接

入(EUTRA)技术。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无线通信方法，其中，第一接入网络是基于高速分组数据

(HRPD)技术。

9.一种移动站，包括：

与使用第一技术的接入网络进行无线通信的接口；以及

至少一个处理器，被配置来：

接收指示使用不同于第一技术的第二技术的多个相邻小区存在的控制信息；

搜索多个相邻小区的信令；以及

响应于无法检测到多个相邻小区的信令，因所述控制信息而将多个相邻小区的信令连

续搜索之间的时间间隔增加一时间量，其中所述控制信息包括指示用于增加信令连续搜索

之间时间间隔的所述时间量的字段，

其中所述多个相邻小区的第二技术是相比所述接入网络的第一技术后代的技术，并且

所述第二技术是LTE技术。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移动站，可以被配置成同时使用第一技术和第二技术。

11.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移动站，其中，要被移动站搜索到的多个相邻小区的信令包

括导频信令。

12.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移动站，其中，至少一个处理器被配置来：进一步接收指示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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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站可以设置的信令搜索之间的最大时间间隔的属性，其中连续搜索之间的时间间隔的增

加不能超过最大时间间隔。

13.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移动站，其中，多个相邻小区使用演进通用陆地无线接入

(EUTRA)技术。

14.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移动站，其中，接入网络基于高速分组数据(HRPD)技术。

15.一种无线通信方法，包括：

发送识别使用与基站使用的无线技术不同的无线技术的多个相邻小区的控制信息，其

中所述控制信息用来使移动站搜索被识别的多个相邻小区的信令，以及使移动站响应于无

法检测到被识别的多个相邻小区的信令而将信令连续搜索之间的时间间隔增加一时间量，

其中所述控制信息包括指示用于增加信令连续搜索之间的时间间隔的所述时间量的字段，

其中多个相邻小区的所述不同的无线技术是相比基站使用的所述无线技术后代的无

线技术，并且所述不同的无线技术是LTE技术。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无线通信方法，其中，信令包括导频信令。

17.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无线通信方法，其中，多个相邻小区使用演进通用陆地无线

接入(EUTRA)技术。

18.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无线通信方法，其中，接入网络基于高速分组数据(HRPD)技

术。

19.一种基站，包括：

与移动站进行无线通信的接口；以及

至少一个处理器来：

发送识别使用与基站使用的无线技术不同的无线技术的多个相邻小区的控制信息，其

中控制信息用来使移动站搜索被识别的多个相邻小区的信令，以及使移动站响应于无法检

测到被识别的多个相邻小区的信令而将信令连续搜索之间的时间间隔增加一时间量，其中

控制信息包括指示用于增加信令连续搜索之间的时间间隔的所述时间量的字段，

其中多个相邻小区的所述不同的无线技术是相比基站使用的所述无线技术后代的无

线技术，并且所述不同的无线技术是LTE技术。

20.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基站，其中，多个相邻小区使用演进通用陆地无线接入

(EUTRA)技术，基站基于高速分组数据(HRPD)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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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使用不同无线技术的相邻小区的信令连续搜索之间的时

间间隔

背景技术

[0001] 各种无线接入技术已经被提出或实施用于使得移动站能够与其它的移动站进行

通信或者与连接至有线网络的有线终端进行通信。无线接入技术的实例包括：由第三代合

作伙伴项目(3GPP)定义的GSM(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和UMTS(通用移动通信系统)技术；以及

由3GPP2定义的CDMA  2000(码分多址2000)技术。CDMA  2000定义了一种类型的分组交换无

线接入网络，被称为HRPD(高速分组数据)无线接入网络。

[0002] 另外一种更新的提供分组交换无线接入网络的标准是3GPP提出的长期演进(LTE)

标准，这种标准旨在增强UMTS技术。LTE标准也被称为EUTRA(演进通用陆地无线接入)标准。

EUTRA技术被认为是第四代(4G)技术，针对于这种技术，无线网络操作员正转而提供更完善

的服务。

发明内容

[0003] 总的来说，根据一些实施例，连接至接入网络的移动站可以接收识别使用与该接

入网络不同的无线技术的相邻小区的控制信息。移动站搜索使用该不同无线技术的相邻小

区的信令，并且移动站在响应无法检测到相邻小区的信令时会增加信令的连续搜索之间的

时间间隔。

[0004] 下面的描述、附图和权利要求使得其它或另外的特征变得明显。

附图说明

[0005] 一些实施例是参考下列附图来描述的：

[0006] 图1是包含不同类型的无线接入网络的示例配置的简图，其中包括一些实施例；

[0007] 图2是根据一些实施例的进程的信息流程图；和

[0008] 图3是根据一些实施例的无线站点的简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09] 无线网络操作员正向第四代(4G)无线网络转换。一种类型的4G无线网络就是由第

三代合作伙伴项目(3GPP)定义的长期演进(LTE)无线网络。LTE标准也被称为EUTRA(演进通

用陆地无线接入)标准。

[0010] 作为这种转换的一部分，无线网络操作员可以对不同技术的接入网络进行部署，

这样移动站就可以与使用不同技术的两种接入网络中的任何一种接入网络无缝地协作。例

如，移动站可以从使用第一技术的接入网络转换为使用不同的第二技术的接入网络。或者，

移动站在从使用不同技术的接入网络中初次启动时可以进行小区选择。在一些实例中，无

线网络操作员可以启动HRPD(高速分组数据)接入网络和EUTRA接入网络。HRPD由3GPP2制定

的CDMA(码分多址)2000标准定义。

[0011] 在一些实施中，从HRPD到EUTRA的转换涉及演进HRPD(eHRPD)技术的使用。eHRPD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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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网络能够与EUTRA无线接入网络互通。支持eHRPD技术的移动站可以在eHRPD接入网络和

EUTRA接入网络之间切换。另外，支持eHRPD的移动站可以对EUTRA或者eHRPD接入网络进行

小区重新选择。

[0012] 因此网络可以包括HRPD小区和EUTRA小区，在这样的网络中，HRPD小区包括HRPD接

入网络或者eHRPD接入网络，EUTRA小区包括EUTRA接入网络。一些HRPD小区可能会与EUTRA

小区重叠。“小区”可以指整个小区，小区的区块，或者小区的任何其它部分。

[0013] HRPD小区内的移动站可以由相邻的EUTRA小区告知。一旦移动站识别到EUTRA小区

的存在，移动站就可以尝试获取相邻EUTRA小区的信令。例如，移动站可以尝试搜索EUTRA小

区的导频信令来确定其是否可以转移至EUTRA小区中的一个小区。这种转移是从较早一代

(例如，第三代或者3G)小区转换为更高一代(例如，第四代或4G)小区的一种形式。导频信令

包括从特定小区内的基站连续发出的用来允许移动站检测这个基站存在的信令。对导频信

号做出的测量可以使得移动站来确定是否可以与基站建立无线连接。

[0014] 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已告知移动站存在一个或者更多EUTRA小区的HRPD小区不具

有完全的EUTRA覆盖或不具有任何EUTRA覆盖。在HRPD小区(可以是HRPD小区的一个子集或

者整个HRPD小区)内会有无任何EUTRA覆盖的区域。当移动站处在这样的区域内时，移动站

会尝试搜索相邻EUTRA小区的导频信号，即使处在这样的区域内的移动站并不能找到任何

相邻的EUTRA小区。当移动站处在没有EUTRA覆盖的HRPD小区的区域内时产生的重复对

EUTRA导频信号进行搜索，会导致移动站电池能量的浪费。

[0015] 根据一些实施例，提出一些技术或者方法用来在移动站处在无任何EUTRA覆盖的

HRPD小区的区域内时节约移动站的能量。这种技术和方法可以这样来实现：在响应移动站

无法检测到任何相邻EUTRA小区的导频信号时，允许移动站增大相邻EUTRA小区导频信令搜

索之间的时间间隔，即使在移动站已经在HRPD小区内收到了有关相邻EUTRA小区存在的控

制消息。

[0016] 尽管这里只引入了HRPD和EUTRA技术，应该注意到的是，另外的实施例可以使用其

它的无线协议。更通常地说，当移动站连接至使用第一无线技术的第一接入网络时，该移动

站可以接收指示使用不同的无线技术的相邻小区的控制信息。移动站搜索该使用不同无线

技术的相邻小区的信令。在响应移动站无法检测到相邻小区的该信令时，该移动站会增加

对该信令进行连续搜索之间的时间间隔来节约移动站的电池能量。

[0017] 接下来的讨论针对HRPD和EUTRA技术-应该注意的是，下面讨论的相似的技术可以

应用在其它类型的无线协议中。

[0018] 图1阐述了包含不同类型的接入网络的示例配置，包括EUTRA接入网络102，HRPD接

入网络104，和eHRPD接入网络106。EUTRA接入网络102是EUTRA小区的一部分，而HRPD接入网

络104和eHRPD接入网络106是它们各自的HRPD小区的一部分。

[0019] 尽管图1中只示出了一个EUTRA接入网络102，一个HRPD接入网络104和一个eHRPD

接入网络106，应该注意的是，通常会有多个EUTRA接入网络，多个HRPD接入网络和多个

eHRPD接入网络。在此处，术语“接入网络”或者“无线接入网络”是指用来使移动站能够通过

接入网络无线连接以获取目标网络提供的服务(分组数据网络116)的设备。

[0020] 基于EUTRA技术，EUTRA接入网络102包含增强型节点B(eNode  B)，该节点是一种类

型的基站。HRPD接入网络104包含HRPD基站，eHRPD接入网络106包含eHRPD基站。基站能够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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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以下一项或多项任务：无线资源管理，管理移动站移动性的移动性管理功能，流量的路由

选择，等等。通常来讲，“基站”这个术语可以指蜂窝式网络基站，或者任何类型无线网络的

接入点，或者与移动站进行通信的任何类型的无线发送器/接收器。“基站”这个术语也可以

包括相关的控制器，比如基站控制器或者无线通信网络控制器。预期的是，“基站”这个术语

也可以指毫微微基站或接入点、微基站或接入点、微微基站或接入点。“基站”可以指手机、

便携式电脑、个人数字助手(PDA)，或者是例如健康监视器或袭击报警器的嵌入式设备，等

等。

[0021] 如图1所示，在EUTRA网络100中，移动站108与EUTRA接入网络102进行无线连接。

EUTRA接入网络102又与其它各组件相连，所述组件包括服务网关110和移动管理实体(MME)

112。MME112是EUTRA接入网络102的一个控制节点。例如，MME112负责空闲状态移动站的追

踪和传呼程序。MME112也负责为处在初始连接状态和转换时期的移动站选择服务网关。

MME112也负责移动站用户的认证。

[0022] 服务网关110为承载数据分组选择路径。服务网关110也作为在不同接入网络间切

换时用户界面的移动性定位器。服务网关110接着连接至分组数据网络(PDN)网关114，分组

数据网络网关114用来连接移动站108和分组数据网络116(例如，互联网，提供各种服务的

网络，等等)。

[0023] 在HRPD网络101中，移动站118与HRPD接入网络104无线连接。HRPD接入网络104接

着连接至分组数据服务节点(PDSN)120，分组数据节点120接着连接至分组数据网络116。

[0024] 并且，为了使HRPD网络101和EUTRA网络100能够互通，提供无线连接至移动站122

的eHRPD接入网络106。eHRPD接入网络106接着连接至HRPD服务网关(HSGW)124。HSGW124是

终止来自eHRPD接入网络106的eHRPD接入网络接口的实体(entity)。HSGW124为以移动站为

起点或者以移动站为终点的分组数据流量选择路径。HSGW124使得移动站与EUTRA网络100

能够互通。该互通功能包括支持移动性、策略控制和计费、接入认证、漫游和其它功能。

HSGW124支持EUTRA网络100和eHRPD接入网络106之间的无缝互联技术移动性转移。

[0025] 引入EUTRA、HRPD和eHRPD标准旨在参考现在的标准以及随着时间演进的标准。预

期的是，从EUTRA、HRPD或eHRPD标准演变而来的未来的标准会以不同的名称引入。预期的

是，引入“EUTRA”、“HRPD”和“eHRPD”还旨在覆盖这些后续演进而来的标准。并且，正如上面

所指出的，根据一些实施例的技术或者方法也同样适用于使用其它类型无线协议的系统。

[0026] 图2是根据一些实施例的进程的流程图。HRPD小区的HRPD接入网络(104或者106)

发送(在202处)在HRPD小区内广播并被HRPD小区内的移动站接收的开销信息。在一些示例

中，开销信息被称作OtherRATNeighbor信息。OtherRATNeighbor信息会识别与HRPD小区相

邻的其它RAT (无线接入技术)相邻小区，其中该其它RAT相邻小区是EUTRA小区。

OtherRATNeighbor信息可以周期性或者间歇性地被发送。在每个指定的时间间隔里，移动

站可以被唤醒(如果移动站处于低能量模式)以接收OtherRATNeighbor信息。

[0027] 在其它的实施中，除了OtherRATNeighbor信息，还可以使用其它类型的控制信息。

这些其它控制信息可以是针对特定移动站的广播信息或单播信息。

[0028] 该OtherRATNeighbor信息也可以包括指定移动站将要进行的导频信令连续搜索

之间的最大时间间隔的属性。在可选的实施中，指定导频信令连续搜索之间的最大时间间

隔的该属性也可以包含在从接入网络发送到移动站的不同控制信息中。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02804642 B

6



[0029] 在一些实施中，OtherRATNeighbor信息(或另外的控制信息)可以包含被设置成预

设定值的选择字段，用来指示移动站在无法检测到其它RAT小区的导频信令时不增加搜索

之间的时间间隔。这个选择字段，如果被设置成不同的值，可以允许移动站在无法检测到其

它RAT小区的导频信令时增加搜索之间的时间间隔。在一些实例中，选择字段可以是指示搜

索之间的最大时间间隔的属性的一部分。或者，这个选择字段也可以是其它属性的一部分。

[0030] 在响应该OtherRATNeighbor信息时，移动站搜索(在204处)由OtherRATNeighbor

信息识别的其它RAT相邻小区的导频信令。下一步，移动站判断(在206处)是否检测到被识

别的RAT相邻小区的导频信令。如果没有检测到导频信令，则增加其它RAT相邻小区的导频

信令连续搜索之间的时间间隔(在208处)，并且该进程返回到204处并以增加的时间间隔来

重复搜索其它RAT相邻小区的导频信令。时间间隔的增量可以用指示增加时间量的

OtherRATNeighbor信息的属性来指定。应该注意的是，在208处进行的导频信令连续搜索之

间的时间间隔的增加不能超过在OtherRATNeighbor信息(或者其它控制信息)的属性中指

定的搜索之间的最大时间间隔。

[0031] 如果在206处，移动站判定其它RAT相邻小区的导频信令被检测到，如果情况允许

的话，移动站可以减小(在210处)导频信令连续搜索之间的时间间隔。例如，如果导频信令

连续搜索之间的时间间隔之前被增加，那么该时间间隔就可以被减小。下一步，控制返回至

任务204处，使用更新的搜索之间的时间间隔来进行其它RAT相邻小区导频信号的搜索。

[0032] 如上所指，接入网络也可以指定移动站在无法找到其它RAT相邻小区的导频信令

时不增加导频信令搜索之间的时间间隔。例如，OtherRATNeighbor信息可以包括被设置成

预设定的值的选择字段，用来指示移动站在无法检测到其它RAT相邻小区的导频信令时不

增加搜索之间的时间间隔。这种选择性地控制移动站是否增加搜索之间的时间间隔的功能

使得接入网络的控制更加灵活。

[0033] 图3是无线站点300的简图。无线站点可以是移动站(例如，图1中的移动站108、

118，或者122)，或者基站(例如，图1中的eNodeB、HRPD基站，或者eHRPD基站)。无线站点300

包括连接至存储介质304的处理器(或多个处理器)302。机器可读的指令306在处理器302上

被执行来完成与无线站点300相关的各项任务，例如图2或3中所描述的任务。无线站点300

也包括通过无线链路进行通信的接口308，例如射频(RF)链路。

[0034] 机器可读的指令306被加载以便在处理器302上被执行。处理器可以包括微处理

器、微控制器、处理器模块或子系统、可编程集成电路、可编程门阵列，或者其它控制或计算

设备。

[0035] 数据和指令被存储在各自的存储设备中，这些存储设备作为一个或者多个计算机

可读或者机器可读的存储介质来执行。存储介质包括不同形式的存储器，该存储器包括半

导体存储设备，例如动态或静态随机存储器(DRAM或者SRAM)、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EPROM)、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EPROM)和闪存；磁盘，例如硬盘、软盘和移动硬盘；其

他包括磁带的磁性介质；光学介质，例如压缩磁盘(CD)或者数字视频光盘(DVD)；或者其它

类型的存储设备。应该注意的是，可以在计算机可读或者机器可读的存储介质上提供上述

指令，或者，也可以在分布于大型系统中的多个计算机可读或者机器可读的存储介质上提

供上述指令，该大型系统可能具有多个节点。此类计算机可读或者机器可读的存储介质被

认为是物品(或者制品)的一部分。这种物品或者制品可以指任何被制造的单个组件或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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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0036] 在前面提到的描述中，设置了许多细节来提供对这里公开的主题的理解。但是，一

些实施可以不需要这些细节中的一些或全部来进行。其它实施可以包含对上述细节进行的

修改和变化。预期的是，附加的权利要求包含这些修改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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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9

CN 102804642 B

9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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