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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data communication method and apparatus. The method comprises: a network entity determines a TTI configura
tion parameter, the TTI configuration parameter indicating TTI time parameters, the number of the TTI time parameters indicated by
the TTI configuration parameter being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2, and time intervals indicated by different TTI time parameters being
different; the network entity determines a TTI time parameter among the TTI time parameters as a target TTI time parameter; and the
network entity sends or receives data by using the target TTI time parameter. In the solution, a TTI time parameter among TTI time
parameters i s determined as a target TTI time parameter, the number of the TTI time parameters i s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2 , and a
network entity sends or receives data by using the target TTI time parameter. In this manner, TTI time parameters used when data i s
sent or received are not fixed and are changed as application scenarios change, and accordingly the problems of serious waste of re -
sources and great overheads of physical control channels due to poor flexibility are re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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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续页]



CY, CZ, DE, DK, EE, ES, FI, FR, GB, GR, HR, HU, IE, 本国际公布：
IS, IT, LT, LU, LV, MC, MK, MT, NL, NO, PL, PT, RO,
RS, SE, SI, SK, SM, TR), OAPI (BF, BJ, CF, CG, CI, - 包括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3)) 。
CM, GA, GN, GQ, GW, KM, ML, MR, NE, SN, TD,
TG)。

一种数据通信的方法及装置：网络实体确定 TTI 配置参数，TTI 配置参数指示 TTI 时间参数，TTI 配置参数所
指示的 TTI 时间参数的个数大于或者等于 2，不同 TTI 时间参数所指示的时间间隔不同；从 TTI 时间参数中确
定一个 TTI 时间参数作为目标 TTI 时间参数；采用 目标 TTI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数据，在该方案中，TTI 时
间参数中确定一个 TTI 时间参数作为 目标 TTI 时间参数，TTI 时间参数的个数大于或者等于 2 ; 网络实体采用
目标 TTI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数据，这样，发送或者接收数据时采用的 TTI 时间参数不再是固定的，会随
着应用场景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因此解决了由于灵活性较差导致的资源浪费较严重、物理控制信道开销较大
等问题。



一种数据通信的方法及装置

技 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通信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数据通信的方法及装置。

背景技 术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 ，全球移动通信 网络连接的设备总量将达到千亿规

模 。预计到 2020 年，全球移动终端 （不含物联 网设备 ）数量将超过 100 亿，

其中，中国将超过 20 亿，随着终端数量的增加，降低数据传输过程中的传输

时延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目前，终端在传输数据过程中使用的TTI ( Transmission Time Interval, 传

输时间间隔 ）固定为 lms ，为了降低传输时延，short TTI 技术应用而生，short

TTI 技术其实就是将TTI 的长度设置为小于 lms ，在这种技术中，数据传输过程

中使用的TTI 仍然是 固定的。

在实际应用中，不同信道环境，或者不同QoS ( Quality of Service, 服务

质量 ）要求时，传输数据时所釆用的ΤΉ 的长度也是不同的，但是现有技术中，

无论ΤΉ 长度为 lms ，0.5ms, 数据传输过程 中所釆用的TTI 长度都是 固定不变

的，存在灵活性较差的缺 陷，进而导致资源浪费较严重、物理控制信道开销

较大等问题。

例如，当ΤΉ 长度为 lms 时，如待传输的数据只需要 0.5个物理资源块就可

以了，但如果ΤΉ 长度为 lms ，此时釆用 1个物理资源块来传输该数据，从而导

致0.5个物理资源块浪费。

又例如，当TTI 长度为0.5ms 时，如待传输的数据为大数据 ，此时釆用0.5ms

的TTI 传输该数据 ，存在物理控制信道开销较大的缺陷。

综上所述，目前通信过程 中釆用的TTI 的长度不会随着应用场景的不同而

发生变化 ，存在由于灵活性较差而导致的资源浪费较严重、物理控制信道开

销较大等缺陷。



发明内容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数据通信的方法及装置，用于解决目前存在的

由于灵活性较差而导致的资源浪费较严重、物理控制信道开销较大的缺陷。

第一方面，提供一种网络实体，包括：

确定单元，用于确定传输时间间隔 TTI 配置参数，所述 TTI 配置参数指

示 TTI 时间参数，所述 ΤΉ 配置参数所指示的 ΤΉ 时间参数的个数大于或者

等于 2，不同 TTI 时间参数所指示的时间间隔不同；

所述确定单元还用于，从所述 ΤΉ 时间参数中确定一个 ΤΉ 时间参数作

为目标 ΤΉ 时间参数；

通信单元，用于釆用所述目标 TTI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数据。

结合第一方面，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网络实体为基站或者

用户设备 UE。

结合第一方面，或者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

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网络实体为 UE 时，所述确定单元确定 TTI 配置参数时，

具体为：

接收网络侧设备发送的所述 TTI 配置参数。

结合第一方面，或者第一方面的第一至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 ΤΉ 时间参数以毫秒 ms 为单位，或者以一个正交

频分复用 OFDM 符号所占用的时间为单位，或者以OFDM 符号的个数为单位。

结合第一方面，或者第一方面的第一至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四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确定单元从所述 ΤΉ 时间参数中确定一个 ΤΉ 时

间参数作为目标 TTI 时间参数时，具体为：

确定第一映射规则和第一调度命令，所述第一映射规则包括调度标识与

所述 ΤΉ 时间参数的对应关系；根据所述第一调度命令和所述第一映射关系

确定所述目标 ΤΉ 时间参数。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确定单元根据所述第一调度命令和所述第一映射关系确定所述目标 TTI

时间参数时，具体为：

使用所述第一映射规则中包括的调度标识遍历解扰所述第一调度命令；

并将成功解扰所述第一调度命令的调度标识所对应的 ΤΉ 时间参数，作为所

述目标 ΤΉ 时间参数。

结合第一方面，或者第一方面的第一至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六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确定单元从所述 ΤΉ 时间参数中确定一个 ΤΉ 时

间参数作为目标 TTI 时间参数时，具体为：

确定携带 ΤΉ 时间参数的第一调度命令，并将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携带的

TTI 时间参数，作为所述目标 TTI 时间参数。

结合第一方面，或者第一方面的第一至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七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确定单元从所述 ΤΉ 时间参数中确定一个 ΤΉ 时

间参数作为目标 TTI 时间参数时，具体为：

确定携带与 ΤΉ 时间参数对应的比特位标识的第一调度命令；将与所述

比特位标识对应的 TTI 时间参数，作为所述目标 TTI 时间参数。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四至第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八种可能的实现方

式中，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指示第一物理传输资源；

所述通信单元釆用所述目标 TTI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数据时，具体为：

根据所述第一调度命令确定第一物理传输资源；釆用所述目标 ΤΉ 时间

参数及所述第一物理传输资源发送或者接收所述数据。

结合第一方面，或者第一方面的第一至第八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九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通信单元釆用所述目标 TTI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

收数据时，具体为：

釆用至少两个所述目标 TTI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所述数据。

结合第一方面，或者第一方面的第一至第九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通信单元还用于：

发送或者接收混合 自动重传请求 HARQ 反馈信息。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十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确定单元还用于：

确定第二映射规则，所述第二映射规则包括 TTI 时间参数与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的对应关系；根据所述第二映射规则确定与所述目标 ΤΉ 时间参

数所对应的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十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通信单元发送或者接收 HARQ 反馈信息时，具体为：

釆用确定出的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 HARQ 反馈信息。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十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确定单元还用于：

确定携带 HARQ 反馈 TTI 的第一调度命令。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十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指示第二物理传输资源；

所述通信单元发送或者接收 HARQ 反馈信息时，具体为：

根据所述第一调度命令确定所述第二物理传输资源；釆用所述第一调度

命令携带的 HARQ 反馈 ΤΉ 时间参数，及所述第二物理传输资源，发送或者

接收 HARQ 反馈信息。

结合第一方面，或者第一方面的第一至第十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

十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通信单元还用于：

确定所述数据传输失败时，重传所述数据。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十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确定单元还用于：

确定第三映射规则，所述第三映射规则包括 TTI 时间参数与往返时间RTT

时间参数的对应关系；并从所述第三映射规则中确定出与所述目标 TTI 时间

参数所对应的 RTT 时间参数。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十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通信单元重传所述数据时，具体为：



根据确定的 RTT 时间参数 ，重传所述数据 。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十五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八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确定单元还用于：

确定携带 RTT 时间参数 的第一调度命令 。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十八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九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指示第三物理资源；

所述通信单元重传所述数据 时，具体为：

根据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携带的 RTT 时间参数 ，及所述第三物理资源重传

所述数据 。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十六或者第十八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十种可能

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确定单元还用于：

在与传输数据 的时间间隔所述 RTT 时间参数后 ，接收第二调度命令 ，所

述第二调度命令指示第四物理传输资源；

所述通信单元重传所述数据 时，具体为：

根据所述第二调度命令确定第四物理传输 资源；釆用所述第四物理传输

资源，重传所述数据 。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二十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十一种可能的实现方

式中，通信单元重传所述数据 时，具体为：

使用所述第一映射规则 中包括 的调度标识遍历解扰所述第二调度命令 ；

将成功解扰所述第二调度命令 的调度标识所对应 的 TTI 时间参数 ，作为所述

重传 TTI 时间参数 ；釆用所述重传 TTI 时间参数重传所述数据 。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十五至第二十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十二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确定单元还用于：

确定第四映射规则，所述第四映射规则 包括 TTI 时间参数与重传次数 的

对应 关系；从所述第四映射规则中确定 出与所述 目标 ΤΉ 时间参数所对应 的

重传次数 ；确定针对所述数据 已经重传次数 小于确定的重传次数 。

结合第一方面，或者第一方面的第一至第二十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



第二十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确定单元还用于：

确定第五映射规则，所述第五映射规则包括 TTI 时间参数与承载类型的

对应关系；从所述第五映射规则中确定出与所述目标 ΤΉ 时间参数所对应的

承载类型；确定所述发送或者接收的数据属于确定出的承载类型。

第二方面，提供一种基站，包括：

确定单元，用于确定传输时间间隔 ΤΉ 配置参数，所述 TTI 配置参数指

示 TTI 时间参数，所述 ΤΉ 配置参数所指示的 ΤΉ 时间参数的个数大于或者

等于 2，不同ΤΉ 时间参数所指示的时间间隔不同；

发送单元，用于将所述 TTI 配置参数发送给用户设备 UE。

结合第二方面，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 TTI 时间参数以毫秒

ms为单位，或者以一个正交频分复用 OFDM 符号所占用的时间为单位，或者

以 OFDM 符号的个数为单位。

结合第二方面，或者第二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

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发送单元还用于：

向所述 UE 发送第一调度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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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携带 ΤΉ 时间参数，或者与 ΤΉ 时间参数对应的比特位标

识；

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指示第一物理传输资源。

结合第二方面的第二至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

式中，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携带 HARQ 反馈 TTI;

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指示第二物理传输资源。

结合第二方面的第二至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

式中，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携带往返时间 RTT 时间参数；

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指示第三物理资源。

结合第二方面，或者第二方面的第一至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六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发送单元还用于：



向所述 UE 发送第二调度命令，所述第二调度命令指示第四物理传输资

源。

第三方面，提供一种数据通信的方法，包括：

网络实体确定传输时间间隔 TTI 配置参数，所述 TTI 配置参数指示 TTI

时间参数，所述 ΤΉ 配置参数所指示的 TTI 时间参数的个数大于或者等于 2，

不同 TTI 时间参数所指示的时间间隔不同；

所述网络实体从所述 TTI 时间参数中确定一个 TTI 时间参数作为目标 TTI

时间参数；

所述网络实体釆用所述目标 ΤΉ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数据。

结合第三方面，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网络实体为基站或者

用户设备 UE。

结合第三方面，或者第三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

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网络实体为 UE 时，所述网络实体确定 TTI 配置参数，包

括：

所述网络实体接收网络侧设备发送的所述 TTI 配置参数。

结合第三方面，或者第三方面的第一至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 ΤΉ 时间参数以毫秒 ms 为单位，或者以一个正交

频分复用 OFDM 符号所占用的时间为单位，或者以OFDM 符号的个数为单位。

结合第三方面，或者第三方面的第一至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四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网络实体从所述 TTI 时间参数中确定一个 TTI 时间参

数作为目标 TTI 时间参数，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确定第一映射规则和第一调度命令，所述第一映射规则包

括调度标识与所述 ΤΉ 时间参数的对应关系；

所述网络实体根据所述第一调度命令和所述第一映射关系确定所述目标

TTI 时间参数。

结合第三方面的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网络实体根据所述第一调度命令和所述第一映射关系确定所述目标 TTI



时间参数 ，包括：

所述 网络 实体使用所述第一映射规则 中包括 的调度标识遍历解扰所述第

一调度命令 ；

所述 网络 实体将成功解扰所述第一调度命令 的调度标识所对应 的 ΤΉ 时

间参数 ，作为所述 目标 ΤΉ 时间参数 。

结合第三方面，或者第三方面的第一至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六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网络 实体从所述 TTI 时间参数 中确定一个 TTI 时间参

数作为 目标 TTI 时间参数 ，包括 ：

所述 网络 实体确定携带 TTI 时间参数 的第一调度命令 ；

所述 网络 实体将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携带的 ΤΉ 时间参数 ，作 为所述 目标

TTI 时间参数 。

结合第三方面，或者第三方面的第一至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七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网络 实体从所述 TTI 时间参数 中确定一个 TTI 时间参

数作为 目标 TTI 时间参数 ，包括 ：

所述 网络 实体确定携 带与 TTI 时间参数对应 的比特位标识的第一调度命

令 ；

所述 网络 实体将与所述比特位标识对应 的 ΤΉ 时间参数 ，作 为所述 目标

TTI 时间参数 。

结合第三方面的第四至第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八种可能的实现方

式中，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指示第一物理传输资源；

所述 网络 实体釆用所述 目标 ΤΉ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数据 ，包括：

所述 网络 实体根据所述第一调度命令确定第一物理传输资源；

所述 网络 实体釆用所述 目标 TTI 时间参数及所述第一物理传输资源发送

或者接收所述数据 。

结合第三方面，或者第三 方 面 的第一至第八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九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 网络 实体釆用所述 目标 TTI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

收数据 ，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釆用至少两个所述目标 TTI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所述数

据。

结合第三方面，或者第三方面的第一至第九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网络实体釆用所述目标 TTI 时间参数接收数据之

后，还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发送混合 自动重传请求 HARQ 反馈信息；

所述网络实体釆用所述目标 ΤΉ 时间参数发送数据之后，还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接收 HARQ 反馈信息。

结合第三方面的第十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网络实体发送或者接收 HARQ 反馈信息之前，还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确定第二映射规则，所述第二映射规则包括 ΤΉ 时间参数

与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的对应关系；

所述网络实体根据所述第二映射规则确定与所述目标 TTI 时间参数所对

应的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

结合第三方面的第十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网络实体发送 HARQ 反馈信息，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釆用确定出的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发送 HARQ 反馈

信息；

所述网络实体接收 HARQ 反馈信息，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釆用确定出的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接收 HARQ 反馈

信息。

结合第三方面的第十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网络实体发送或者接收 HARQ 反馈信息之前，还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确定携带 HARQ 反馈 TTI 的第一调度命令。

结合第三方面的第十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指示第二物理传输资源；

所述网络实体发送 HARQ 反馈信息，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根据所述第一调度命令确定所述第二物理传输资源；

所述网络实体釆用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携带的 HARQ 反馈 ΤΉ 时间参数，

及所述第二物理传输资源发送 HARQ 反馈信息；

所述网络实体接收 HARQ 反馈信息，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根据所述第一调度命令确定所述第二物理传输资源；

所述网络实体釆用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携带的 HARQ 反馈 ΤΉ 时间参数，

及所述第二物理传输资源接收 HARQ 反馈信息。

结合第三方面，或者第三方面的第一至第十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

十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网络实体釆用所述目标 ΤΉ 时间参数发送或

者接收数据之后，还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确定所述数据传输失败时，重传所述数据。

结合第三方面的第十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网络实体重传所述数据之前，还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确定第三映射规则，所述第三映射规则包括 ΤΉ 时间参数

与往返时间 RTT 时间参数的对应关系；

所述网络实体从所述第三映射规则中确定出与所述目标 ΤΉ 时间参数所

对应的 RTT 时间参数。

结合第三方面的第十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网络实体重传所述数据，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根据确定的 RTT 时间参数，重传所述数据。

结合第三方面的第十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八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网络实体重传所述数据之前，还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确定携带 RTT 时间参数的第一调度命令。

结合第三方面的第十八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九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指示第三物理资源；

所述网络实体重传所述数据，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根据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携带的 RTT 时间参数，及所述第三



物理资源重传所述数据 。

结合第三方面的第十五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十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 网络 实体重传所述数据之前 ，还 包括：

在与传输数据 的时间间隔所述 RTT 时间参数后 ，接收第二调度命令 ，所

述第二调度命令指示第四物理传输资源；

所述 网络 实体重传所述数据 时，具体为：

根据所述第二调度命令确定第四物理传输 资源；釆用所述第四物理传输

资源，重传所述数据 。

结合第三方面的第二十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十一种可能的实现方

式中，所述 网络 实体重传所述数据 ，包括 ：

所述 网络 实体使用所述第一映射规则 中包括 的调度标识遍历解扰所述第

二调度命令 ；

所述 网络 实体将成功解扰所述第二调度命令 的调度标识所对应 的 ΤΉ 时

间参数 ，作为重传 ΤΉ 时间参数 ；

所述 网络 实体釆用所述重传 ΤΉ 时间参数重传所述数据 。

结合第三方面的第十五至第二十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十二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 网络 实体重传所述数据之前 ，还 包括：

所述 网络 实体确定第四映射规则，所述第四映射规则 包括 ΤΉ 时间参数

与重传次数 的对应 关系；

所述 网络 实体从所述第四映射规则中确定 出与所述 目标 ΤΉ 时间参数所

对应 的重传次数 ；

所述 网络 实体确定针对所述数据 已经重传次数 小于确定的重传次数 。

结合第三方面，及第三方面的第一至第二十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

二十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 网络 实体釆用所述 目标 TTI 时间参数发送

或者接收数据之前 ，还 包括 ：

所述 网络 实体确定第五映射规则，所述第五映射规则 包括 ΤΉ 时间参数

与承载类型的对应 关系；



所述网络实体从所述第五映射规则中确定出与所述目标 ΤΉ 时间参数所

对应的承载类型；

所述网络实体确定所述发送或者接收的数据属于确定出的承载类型。

第四方面，提供一种数据通信的方法，包括：

基站确定传输时间间隔 ΤΉ 配置参数，所述 TTI 配置参数指示 ΤΉ 时间

参数，所述 ΤΉ 配置参数所指示的 TTI 时间参数的个数大于或者等于 2，不同

TTI 时间参数所指示的时间间隔不同；

所述基站将所述 TTI 配置参数发送给用户设备 UE。

结合第四方面，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 TTI 时间参数以毫秒

ms为单位，或者以一个正交频分复用 OFDM 符号所占用的时间为单位，或者

以 OFDM 符号的个数为单位。

结合第四方面，或者第四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

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方法还包括：

所述基站向所述 UE 发送第一调度命令。

结合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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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携带 ΤΉ 时间参数，或者与 ΤΉ 时间参数对应的比特位标

识；

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指示第一物理传输资源。

结合第四方面的第二至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

式中，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携带 HARQ 反馈 TTI;

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指示第二物理传输资源。

结合第四方面的第二至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

式中，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携带往返时间 RTT 时间参数；

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指示第三物理资源。

结合第四方面，或者第四方面的第一至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六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方法还包括：

所述基站向所述 UE 发送第二调度命令，所述第二调度命令指示第四物理



传输资源。

第五方面，提供一种数据通信 的系统 ，包括 ：

如第三方面，或者第三方面的第一至第二十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描

述的为用户设备 的网络 实体 ，及如第四方面，或者第四方面的第一至第六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描述的基站。

本发 明实施例 中提 出一种数据通信 的方法：网络 实体确定传输 时间间隔

TTI 配置参数 ，TTI 配置参数指示 TTI 时间参数 ，TTI 配置参数所指示的 TTI

时间参数 的个数 大于或者等于 2，不 同 TTI 时间参数所指示的时间间隔不同；

网络 实体从 TTI 时间参数 中确定一个 ΤΉ 时间参数作为 目标 ΤΉ 时间参数 ；

网络 实体釆用 目标 TTI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数据 ，在该方案 中，TTI 时间参

数 中确定一个 TTI 时间参数作为 目标 ΤΉ 时间参数 ，TTI 时间参数 的个数 大

于或者等于 2 ; 网络 实体釆用 目标 ΤΉ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数据 ，这样 ，发

送或者接 收数据 时釆用的 TTI 时间参数不再是 固定的，会 随着应用场景的不

同而发生 变化 ，因此解决 了灵活性较差的缺 陷，进而可 以避免 资源浪 费较严

重 、物理控制信道开销较 大等 问题 。

附 图说 明

图 1A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网络 实体 的一种示意图；

图 1B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网络 实体 的另一种示意图

图2A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基站的一种示意 图；

图2B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基站的另一种示意 图；

图3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数据通信 的系统；

图4A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数据通信 的一种 流程 图；

图4B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数据通信 的传输示意图；

图5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数据通信 的另一种流程 图。



具体 实施 方式

为了使本发 明的 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

发 明作进一步地详细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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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实施例 ，都属于本发 明保护的

范围。

下面对釆用不同的 ΤΉ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数据可能带来的效果进行

简要说明。

在实际应用中，釆用不同的TTI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数据时，功率开销

和资源开销都是不一样的。例如，釆用所指示的时间间隔较大的ΤΉ 时间参数

发送或者接收数据 ，功率开销较小，在功率受限的场景下，可以釆用所指示

的时间间隔较大的TTI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数据来保证传输的可靠性；待发

送或者接收的数据较小时，若釆用所指示的时间间隔较大的TTI 时间参数发送

或者接收时，会存在资源浪 费的情况，为了避免资源浪 费，针对待发送或者

接收的数据较小的这种场景，可以釆用所指示的时间间隔较小的ΤΉ 时间参数

发送或者接收数据 。针对不用的应用场景，釆用不同的TTI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

接收数据 ，可以达到提 高传输的可靠性、避免资源浪费等效果。

例如 ，有 0.5ms 和 lms 这两个TTI 时间参数 ，分别釆用 lms 和0.5ms 发送相 同

的数据时，釆用 lms 发送该数据时的功率开销 ，小于釆用0.5ms 发送该数据时

的功率开销 ，因此，当发射功率受限时，可以釆用所指示的时间间隔较 大的

ΤΉ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数据 ，提 高数据发送的成功率，保证数据传输的可

靠性。

又例如，当釆用所指示的时间间隔较 大的ΤΉ 时间参数发送小数据时，资

源开销会 比较 大，存在资源浪费的情况，如待发送的数据只需要 0.5个物理资

源块就可以了，如果釆用 lms 的TTI 时间参数时，将釆用 1个物理资源块来发送

数据 ，浪 费了0.5个物理资源块。



又例如，ΤΉ 时间参数所指示的时间间隔较小时，物理控制信道开销可能

会 比较 大，需要 的导频信号比例更大，会影响物理资源利用率，因此，当发

送大数据时，使用所指示的时间间隔较 大的TTI 时间参数可以减少物理控制信

道开销 ，提升物理资源的利用效率。

又例如，TTI 时间参数所指示的时间间隔不同时，发送或者接收数据时的

时延不同，ΤΉ 时间参数所指示的时间间隔较大时，时延较 大，对时延要求比

较严格的业务，可以优先釆用所指示的时间间隔较小的TTI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

接收数据。

下面结合说 明书附图对本发明优选的实施方式进行详细说 明，应 当理解，

此处所描述的优选 实施例仅用于说 明和解释本发 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 明，

并且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 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组合 。

参阅图 1A 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 网络实体 ，该 网络实体 包括确定

单元 10、通信单元 11，其中：

确定单元 10，用于确定传输时间间隔 TTI 配置参数 ，ΤΉ 配置参数指示

TTI 时间参数 ，ΤΉ 配置参数所指示的 TTI 时间参数的个数 大于或者等于 2，

不同 TTI 时间参数所指示的时间间隔不同；

确定单元 10 还用于，从 TTI 时间参数 中确定一个 TTI 时间参数作为 目标

TTI 时间参数；

通信单元 11，用于釆用 目标 TTI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数据。

本发 明实施例中，可选的，网络实体为基站或者 UE ( User Equipment,

用户设备 ），其中，基站可以为 B S ( Base Station, 基站 ），也可以为 eNode B

( Evolved Node B ，演进型基站 ）。

本发 明实施例中，可选的，网络实体为 UE 时，确定单元 10 确定 TTI 配

置参数时，具体为：

接收网络侧设备发送的 TTI 配置参数。

本发 明实施例中，可选的，ΤΉ 时间参数以毫秒 ms 为单位 ，或者以一个

OFDM (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正交频分复用 ）符号所



占用的时间，或者以 OFDM 符号的个数为单位。

本发明实施例中，可选的，确定单元 10 从 TTI 时间参数中确定一个 TTI

时间参数作为目标 ΤΉ 时间参数时，具体为：

确定第一映射规则和第一调度命令，第一映射规则包括调度标识与 TTI

时间参数的对应关系；根据第一调度命令和第一映射关系确定目标 TTI 时间

参数。

本发明实施例中，可选的，确定单元 10 根据第一调度命令和第一映射关

系确定目标 TTI 时间参数时，具体为：

使用第一映射规则中包括的调度标识遍历解扰第一调度命令；并将成功

解扰第一调度命令的调度标识所对应的 TTI 时间参数，作为目标 TTI 时间参

数。

本发明实施例中，可选的，确定单元 10 从 TTI 时间参数中确定一个 TTI

时间参数作为目标 ΤΉ 时间参数时，具体为：

确定携带 TTI 时间参数的第一调度命令，并将第一调度命令携带的 TTI

时间参数，作为目标 TTI 时间参数。

本发明实施例中，可选的，确定单元 10 从 TTI 时间参数中确定一个 TTI

时间参数作为目标 ΤΉ 时间参数时，具体为：

确定携带与 ΤΉ 时间参数对应的比特位标识的第一调度命令；将与比特

位标识对应的 TTI 时间参数，作为目标 TTI 时间参数。

本发明实施例中，可选的，第一调度命令指示第一物理传输资源；

此时，通信单元 11 釆用目标 TTI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数据时，具体为：

根据第一调度命令确定第一物理传输资源；釆用目标 TTI 时间参数及第

一物理传输资源发送或者接收数据。

本发明实施例中，可选的，通信单元 11 釆用目标 TTI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

接收数据时，具体为：

釆用至少两个目标 TTI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数据。

本发明实施例中，进一步的，通信单元 11 还用于：



发送或者接收 HARQ ( Hybrid Automatic Repeat Request, 混合 自动重传请

求 ）反馈信息。

本发明实施例中，进一步的，确定单元 10 还用于：

确定第二映射规则，第二映射规则包括 ΤΉ 时间参数与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的对应关系；根据第二映射规则确定与目标 ΤΉ 时间参数所对应的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

本发明实施例中，可选的，通信单元 11 发送或者接收 HARQ 反馈信息时，

具体为：

釆用确定出的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 HARQ 反馈信息。

本发明实施例中，进一步的，确定单元 10 还用于：

确定携带 HARQ 反馈 TTI 的第一调度命令。

本发明实施例中，可选的，第一调度命令指示第二物理传输资源；

此时，通信单元 11 发送或者接收 HARQ 反馈信息时，具体为：

根据第一调度命令确定第二物理传输资源；釆用第一调度命令携带的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及第二物理传输资源，发送或者接收 HARQ 反馈

信息。

本发明实施例中，进一步的，通信单元 11 还用于：

确定数据传输失败时，重传数据。

本发明实施例中，进一步的，确定单元 10 还用于：

确定第三映射规则，第三映射规则包括 ΤΉ 时间参数与往返时间 RTT 时

间参数的对应关系；并从第三映射规则中确定出与 目标 ΤΉ 时间参数所对应

的 RTT 时间参数。

本发明实施例中，可选的，通信单元 11 重传数据时，具体为：

根据确定的 RTT 时间参数，重传数据。

本发明实施例中，进一步的，确定单元 10 还用于：

确定携带 RTT 时间参数的第一调度命令。

本发明实施例中，可选的，第一调度命令指示第三物理资源；



通信单元 11 重传数据 时，具体为：

根据第一调度命令携 带的 RTT 时间参数 ，及第三物理资源重传数据 。

本发 明实施例 中，进一步的，确定单元 10 还用于：

在与传输数据 的时间间隔 RTT 时间参数后 ，接 收第二调度命令 ，第二调

度命令指示第四物理传输 资源；

通信单元 10 重传数据 时，具体为：

根据第二调度命令确定第四物理传输 资源；釆用第四物理传输 资源，重

传数据 。

本发 明实施例 中，可选的，通信单元 10 重传数据 时，具体为：

使用第一映射规则 中包括 的调度标识遍历解扰第二调度命令 ；将成功解

扰第二调度命令 的调度标识所对应 的 TTI 时间参数 ，作为重传 TTI 时间参数 ；

釆用重传 ΤΉ 时间参数重传数据 。

本发 明实施例 中，进一步的，确定单元 10 还用于：

确定第四映射规则，第四映射规则 包括 TTI 时间参数与重传次数 的对应

关系；从第四映射规则中确定 出与 目标 ΤΉ 时间参数所对应 的重传次数 ；确

定针对数据 已经重传次数 小于确定的重传次数 。

需要说 明的是 ，此处所说 的重传次数指 的是最大重传次数 ，因此 ，上述

确定单元 10 所执行的操作还可以描述如下：

确定第四映射规则，第四映射规则 包括 TTI 时间参数与最大重传次数 的

对应 关系；从第四映射规则中确定 出与 目标 TTI 时间参数所对应 的最大重传

次数 ；确定针对数据 已经重传次数 小于确定的最大重传次数

需要说 明的是 ，上述重传次数也可以为传输次数 ，此时所说 的传输次数

为重传次数与 1之和。

本发 明实施例 中，可选的，当初传数据 时所使用的 TTI 时间参数和重传

数据 时所使用的 TTI 时间参数 不同时，重传次数可以是跟初传所釆用的 TTI

时间参数相对应 的，也可以是跟重传 时所釆用的 TTI 时间参数相对应 。

本发 明实施例 中，进一步的，确定单元 10 还用于：



确定第五映射规则，第五映射规则包括 TTI 时间参数与承载类型的对应

关系；从第五映射规则中确定出与目标 ΤΉ 时间参数所对应的承载类型；确

定发送或者接收的数据属于确定出的承载类型。

参阅图 1B 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网络实体，该网络实体包括处理

器 100、收发器 110，其中：

处理器 100，用于确定传输时间间隔 ΤΉ 配置参数，TTI 配置参数指示

TTI 时间参数，ΤΉ 配置参数所指示的 TTI 时间参数的个数大于或者等于 2，

不同 TTI 时间参数所指示的时间间隔不同；

处理器 100 还用于，从 TTI 时间参数中确定一个 TTI 时间参数作为目标

TTI 时间参数；

收发器 110，用于釆用目标 TTI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数据。

需要说明的是，处理器 100 还可以执行图 1A 中所示的确定单元 10 所执

行的其他操作，收发器 110 还可以执行图 1A 中所示的通信单元 11 所执行的

其他操作。

参阅图 2A 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基站，该基站包括确定单元 20、

发送单元 2 1，其中：

确定单元 20，用于确定传输时间间隔 TTI 配置参数，ΤΉ 配置参数指示

TTI 时间参数，ΤΉ 配置参数所指示的 TTI 时间参数的个数大于或者等于 2，

不同 TTI 时间参数所指示的时间间隔不同；

发送单元 21，用于将 TTI 配置参数发送给用户设备 UE。

本发明实施例中，可选的，ΤΉ 时间参数以毫秒 ms 为单位，或者以一个

正交频分复用 OFDM 符号所占用的时间为单位，或者以 OFDM 符号的个数为

单位。

本发明实施例中，进一步的，发送单元 21还用于：

向 UE 发送第一调度命令。

本发明实施例中，可选的，第一调度命令携带 TTI 时间参数，或者与 TTI

时间参数对应的比特位标识；



第一调度命令指示第一物理传输资源。

本发明实施例中，可选的，第一调度命令携带 HARQ 反馈 TTI;

第一调度命令指示第二物理传输资源。

本发明实施例中，可选的，第一调度命令携带往返时间 RTT 时间参数；

第一调度命令指示第三物理资源。

本发明实施例中，进一步的，发送单元 21还用于：

向 UE 发送第二调度命令，第二调度命令指示第四物理传输资源。

参阅图 2B 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基站，该基站包括处理器 200、

发射器 210，其中：

处理器 200，用于确定传输时间间隔 ΤΉ 配置参数，TTI 配置参数指示

TTI 时间参数，ΤΉ 配置参数所指示的 TTI 时间参数的个数大于或者等于 2，

不同 TTI 时间参数所指示的时间间隔不同；

发射器 210，用于将 TTI 配置参数发送给用户设备 UE。

需要说明的是，处理器 200 还 可以执行图 2A 中的确定单元 20 所执行的

其他操作，发射器 210 还可 以执行图 2A 中的发送单元 21 所执行的其他操作。

基于上述方案，参阅图 3 所示，本发明实施例中，还提出一种数据通信

的系统，该系统包括如图 1A 或者图 1B 所示的为用户设备时的网络实体，及

如图 2A 或者图 2B 所示的基站。

基于上述方案，参阅图 4A 所示，本发明实施例中，数据通信的一种流程

口下：

步骤 400: 网络实体确定 TTI 配置参数，TTI 配置参数指示 TTI 时间参数，

TTI 配置参数所指示的 TTI 时间参数的个数大于或者等于 2，不同 ΤΉ 时间参

数所指示的时间间隔不同；

步骤 410: 网络实体从 TTI 时间参数中确定一个 ΤΉ 时间参数作为目标

TTI 时间参数；

步骤 420: 网络实体釆用 目标 TTI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数据。

本发明实施例中，可选的，网络实体可以为基站，或者也可以为 UE，在



此不做具体限定，其中，当网络实体为基站时，基站可以为 BS、也可以为

Node B , 还可以为 eNode B，上述描述的是 目前通信系统架构下的基站，当然，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 ，基站还可以为其他通信 系统架构下的形式，在此不再

进行 详述。

本发明实施例中，TTI 配置参数可以直接就是 TTI 时间参数所指示的时间

间隔，此时，TTI 配置参数就是 TTI 时间参数，例如，TTI 配置参数为 0.1ms 、

0.5ms, 0.8ms, lms, 或者，TTI 配置参数也可以是与 TTI 时间参数所指示的

时间间隔相对应的比特位标识，例如，TTI 配置参数为 00、0 1、 10、 11，其

中，00 与 0.1ms 相对应、0 1 与 0.5ms 相对应、10 与 0.8ms 相对应、11 与 lms

相对应。

本发明实施例中，当网络实体为 UE 时，网络实体确定 TTI 配置参数时，

可选的，可以釆用如下方式：

网络实体接收网络侧设备发送的 TTI 配置参数。

也就是说，UE 在确定 TTI 配置参数时，可 以将网络侧设备发送的 TTI 配

置参数，作为确定的 TTI 配置参数，当然，还可以有其他确定方式，在此不

再进行 详述。

本发明实施例中，TTI 时间参数可以以毫秒 ms 为单位，例如，0.1ms,

0.2ms, 0.5ms ， lms 等。

或者，也可以以一个 OFDM 符号所占用的时间为单位，例如，10FDM

符号，20FDM 符号，70FDM 符号，140FDM 符号。

当然，也可 以 以其他为单位，在此不做具体限定。

本发明实施例中，TTI 时间参数所指示的时间间隔可以为协议规定的时间

间隔，也可以是协议规定之前的时间间隔，例如，TTI 配置参数为 {0.3ms ，

0.5ms ， lms} , 其中， lms 可以为协议规定的 TTI 时间参数。

本发明实施例中网络实体釆用 目标 TTI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数据时，

不是说间隔了目标 TTI 时间参数所指示的时间间隔所对应的时长后，才发送

或者接收数据，而是说在 目标 ΤΉ 时间参数所指示的时间间隔对应的时长上



发送或者接收数据 。

例如 ，目标 TTI 时间参数所指示的时间间隔为 0.5ms ，不是说 间隔 0.5ms

后发送或者接收数据 ，而是在 0.5ms 这个时长发送或者接收数据 。

本发 明实施例中，网络实体从 TTI 时间参数 中确定一个 TTI 时间参数作

为 目标 ΤΉ 时间参数时，可选的，可以釆用如下方式：

网络 实体确定第一映射规则和第一调度命令 ，第一映射规则 包括调度标

识 与 TTI 时间参数的对应关系；

网络 实体根据第一调度命令和第一映射关系确定 目标 TTI 时间参数 。

其中，在 网络实体根据第一调度命令和第一映射关系确定 目标 ΤΉ 时间

参数时，可选的，可以釆用如下方式：

网络 实体使用第一映射规则中包括的调度标识遍历解扰第一调度命令；

网络 实体将成功解扰第一调度命令的调度标识所对应 的 ΤΉ 时间参数 ，

作为 目标 ΤΉ 时间参数 。

例如：第一映射规则中包括调度标识 1 ( 1001 ) 与 0.1ms 的对应关系、调

度标识 2 ( 1002 ) 与 0.2ms 的对应关系、调度标识 3 ( 1003 ) 与 0.5ms 的对应

关系、调度标识 4 ( 1004 ) 与 0.8ms 的对应 关系，及调度标识 5 ( 1005 ) 与 1ms

的对应关系，接收到第一调度命令后 ，釆用调度标识 1、调度标识 2、调度标

识 3、调度标识 4、调度标识 5 解扰第一调度命令 ，如果调度标识 1 成功解扰

第一调度命令 ，则将 0.1ms 作为 目标 TTI 时间参数；如果调度标识 5 成功解

扰第一调度命令 ，则将 1ms 作为 目标 TTI 时间参数 。

本发 明实施例中，不同调度标识 可 以 与同一 TTI 时间参数对应 ，在此不

做具体限定。

本发 明实施例 中，可选 的，调度标识可以为 Scheduling ( 调度 ） RNTI

( Radio Network Temporary Identity ，无线网络临时标识 ）。

上述讲述的是 ，根据第一调度命令和第一映射规则来确定 目标 ΤΉ 时间

参数 ，当然，为了提 高确定 目标 TTI 时间参数的效率，第一调度命令 中也可

以 直接携带 TTI 时间参数 ，因此，本发 明实施例中，网络 实体从 TTI 时间参



数 中确定一个 ΤΉ 时间参数作为 目标 ΤΉ 时间参数时，可选的，可 以釆用如

下方式：

网络实体确定携带 ΤΉ 时间参数的第一调度命令；

网络实体将第一调度命令携带的 ΤΉ 时间参数 ，作为 目标 ΤΤΙ 时间参数。

例如 ，第一调度命令 中携带了 0.1ms ，则将 0.1ms 作为 目标 TTI 时间参数；

第一调度命令 中携带了 0.5ms ，则将 0.5ms 作为 目标 ΤΉ 时间参数；第一调度

命令 中携带了 lms ，则将 lms 作为 目标 ΤΉ 时间参数。

上述描述的是，第一调度命令 中直接携带的是 TTI 时间参数 ，当然，为

了降低第一调度命令携带的信息量，第一调度命令 中也可 以携带与 TTI 时间

参数对应的比特位标识，因此，本发明实施例中，网络实体在从 TTI 时间参

数 中确定一个 ΤΉ 时间参数作为 目标 ΤΉ 时间参数时，可选的，可 以釆用如

下方式：

网络实体确定携带与 TTI 时间参数对应的比特位标识的第一调度命令；

网络实体将与比特位标识对应的 ΤΉ 时间参数 ，作为 目标 TTI 时间参数。

例如：00 与 0.1ms 相对应 、0 1 与 0.2ms 相对应 、10 与 0.5ms 相对应 ，11

与 lms 相对应 ，第一调度命令 中可以携带 11，也可以携带 00，或者也可以携

带 10 或者 0 1。

本发 明实施例中，可选的，第一调度命令指示第一物理传输资源；

此时，网络实体在釆用 目标 ΤΉ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数据时，可选的，

可以釆用如下方式：

网络实体根据第一调度命令确定第一 物理传输资源；

具体 的，第一物理传输资源可以为一个或多个 PRB ( Physical Resource

Block, 物理资源块 ），或者 ，也可以为一个或多个子载波。

进一步的，第一物理传输资源还 可 以 包括调制编码方式，或者冗余版本。

网络实体釆用 目标 TTI 时间参数及第一物理传输资源发送或者接收数据。

本发 明实施例中，为了提 高数据的可靠性，网络实体可以釆用捆绑的方

式发送或者接收数据 ，因此，网络实体釆用 目标 TTI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



数据时，可选的，可以釆用如下方式：

网络实体釆用至少两个 目标 ΤΉ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数据。

需要说明的是，网络实体釆用至少两个 目标 TTI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

数据时，在至少两个 目标 TTI 时间参数中的每一个 目标 ΤΉ 时间参数所指示

的时间间隔上重复发送或者接收数据。

如图 4B 所示，目标 TTI 时间参数所指示的时间间隔为 0.5ms ，网络实体

可以釆用 0.5ms 发送数据，但是为了提高传输数据的可靠性，釆用 2 个 目标

TTI 时间参数发送数据，即釆用一个 0.5ms 发送数据后，再釆用一个 0.5ms 发

送数据。

上述是以 2 个 目标 ΤΉ 时间参数为例进行说明，当然，为了更进一步的

提高传输数据的可靠性，可以釆用 个以上的目标 TTI 时间参数发送数据。

本发明实施例中，网络实体釆用 目标 TTI 时间参数接收数据之后，还包

括如下操作：

网络实体发送 HARQ 反馈信息；

网络实体釆用 目标 TTI 时间参数发送数据之后，还 包括如下操作：

网络实体接收 HARQ 反馈信息。

由于网络实体发送或者接收 HARQ 反馈信息时，釆用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 HARQ 反馈信息，因此，网络实体发送或者接收 HARQ

反馈信息之前，还 包括如下操作：

网络实体确定第二映射规则，第二映射规则包括 ΤΉ 时间参数与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的对应关系；

网络实体根据第二映射规则确定与 目标 TTI 时间参数所对应的 HARQ 反

馈 ΤΉ 时间参数。

例如：TTI 时间参数 0 .1ms 与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 0.2ms 对应，TTI

时间参数 0.2ms 与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 0.2ms 对应，TTI 时间参数 0.5ms

与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 0.5ms 对应，ΤΉ 时间参数 lms 与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 lms 对应，如果 目标 TTI 时间参数为 0 .lms ，则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 0.5ms 。

本发明实施例中，不同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可以与同一 TTI 时间参

数对应，在此不做具体限定。

其中，网络实体发送 HARQ 反馈信息时，可选的，可以釆用如下方式：

网络实体釆用确定出的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发送 HARQ 反馈信息；

网络实体接收 HARQ 反馈信息时，可选的，可以釆用如下方式：

网络实体釆用确定出的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接收 HARQ 反馈信息。

上述描述的是根据第二映射规则来确定 HARQ 反馈 TTI ，当然，HARQ

反馈 TTI 也可以携带在第一调度命令中，因此，本发明实施例中，网络实体

发送或者接收 HARQ 反馈信息之前，还包括如下操作：

网络实体确定携带 HARQ 反馈 TTI 的第一调度命令。

此时，第一调度命令指示第二物理传输资源；

本发明实施例中，可选的，第一调度命令指示第二物理传输资源时，可

以在第一调度命令中直接携带第二物理传输资源，或者，第一调度命令所使

用的资源位置隐式指示第二物理传输资源。

其中，第一调度命令所使用的资源位置隐式指示第二物理传输资源时，

具体的，可以通过第一调度命令使用的 CCE ( Control Channel Element, 控制

信道单元 ）位置索引，指示第二物理传输资源。

本发明实施例中，可选的，如果第一调度命令针对的是上行数据的调度，

则第二物理传输资源也可以根据上行数据所使用的物理传输资源 （即前面提

到的第一物理传输资源 ）的位置获得。本发明实施例中，可选的，第二物理

传输资源可以为 PUCCH ( Physical Uplink Control Channel, 物理上行控制信

道 ），作 为下行数据 的上行反馈 资源；或者也可 以为 PHICH ( Physical

Hybrid-ARQ Indicator Channel, 物理 HARQ 指示信道 ），作为上行数据的下行

反馈资源。当然，具体是什么信道本发明不作限制。

网络实体发送 HARQ 反馈信息时，可选的，可以釆用如下方式：

网络实体根据第一调度命令确定第二物理传输资源；



网络实体釆用第一调度命令携带的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及第二物

理传输资源发送 HARQ 反馈信息；

网络实体接收 HARQ 反馈信息时，可选的，可以釆用如下方式：

网络实体根据第一调度命令确定第二物理传输资源；

网络实体釆用第一调度命令携带的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及第二物

理传输资源接收 HARQ 反馈信息。

现有技术中，网络实体在反馈 HARQ 时使用的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

与数据发送或接收使用的 TTI 时间参数通常是相同的，灵活性较差。如果网

络实体在发送数据时使用的 TTI 时间参数所指示的时间间隔较小时，由于 UE

功率受限，可能反馈失败；如果网络实体在发送数据时使用的 ΤΉ 时间参数

所指示的时间间隔较大时，由于 HARQ 反馈的信息量小，一般只有 1 比特或

2 比特信息，如果 UE 功率不受限，釆用与 TTI 时间参数相同的 HARQ 反馈

ΤΉ 时间参数进行 HARQ 反馈时，存在资源浪费的情况，因此，为了避免上

述情况，配置了不同的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在不同的场景下，网络实

体可以釆用不同的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 HARQ 反馈信息。

本发明实施例中，网络实体针对发送到的不同数据的反馈在时间上可能

发生冲突。例如，网络实体发送数据所使用的目标 TTI 时间参数为 0.5ms ，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为 1ms。假设在第 0ms 开始初传，釆用第一个 0.5ms

发送数据，反馈时间间隔 2ms，在 0.5+2=2.5ms 时刻进行反馈，反馈使用的

HARQ 反馈 TTI 为 lms ，即在 2.5ms 到 3.5ms 之间针对第一次发送的数据进行

HARQ 反馈；然后，第二个 0.5ms 发送数据，对应的反馈时刻为 l+2=3ms ，

反馈使用的 HARQ 反馈 TTI 为 1ms，即在 3ms 到 4ms 之间针对第二次发送的

数据进行 HARQ 反馈，可见针对在第一个 0.5ms 发送的数据对应的 HARQ 反

馈，与针对在第二个 0.5ms 发送的数据对应的 HARQ 反馈在时间上会重叠，

即在第 3ms-3.5ms 这个时间段发生重叠，进而影响反馈的解码性能。

为了解决反馈发生冲突时对解码性能的影响，此时，可 以针对发生冲突

的不同数据设置不同的反馈资源。



通常，进行 HARQ 反馈时釆用的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与 目标 TTI

时间参数的倍数关系，决定了需要几套反馈资源：例如，HARQ 反馈 TTI 时

间参数为 lms ，目标 TTI 时间参数为 0.5ms ，则需要 2 套反馈资源；又例如，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为 1ms，目标 ΤΉ 时间参数为 0 . lms ，则需要 10 套

反馈资源。

在实际应用中，数据可能发送失败，为了提 高传输可靠性，网络实体釆

用 目标 TTI 时间参数发送数据之后，还 包括如下操作：

网络实体确定数据传输失败时，重传数据。

本发明实施例中，网络实体重传数据之前，还 包括如下操作：

网络实体确定第三映射规则，第三映射规则包括 ΤΉ 时间参数与往返时

间 RTT 时间参数的对应关系；

网络实体从第三映射规则中确定出与 目标 TTI 时间参数所对应的 RTT 时

间参数。

例如：TTI 时间参数 0.1ms 与 RTT 时间参数 0.8ms 对应、TTI 时间参数

0.2ms 与 RTT 时间参数 1.6ms 对应、TTI 时间参数 0.5ms 与 RTT 时间参数 4ms

对应，及 TTI 时间参数 lms 与 RTT 时间参数 8ms 对应 ，如果 目标 TTI 时间参

数为 0 . lms ，则从上述对应关系中可以确定出 RTT 时间参数为 0.8ms 。

本发明实施例中，不同 RTT 时间参数可以与同一 TTI 时间参数相对应，

在此不做具体限定。

本发明实施例中，网络实体重传数据时，可选的，可以釆用如下方式：

网络实体根据确定的 RTT 时间参数 ，重传数据。

本发明实施例中，进一步的，网络实体重传数据之前，还 包括如下操作：

网络实体确定携带 RTT 时间参数的第一调度命令。

本发明实施例中，可选的，第一调度命令指示第三物理资源；

可选，第三物理资源与第一物理资源在频域上可 以是相 同的。

此时，网络实体重传数据时，可选的，可以釆用如下方式：

网络实体根据第一调度命令携带的 RTT 时间参数，及第三物理资源重传



数据。

进一步的，网络实体重传数据之前，还包括如下操作：

在与传输数据的时间间隔所述 RTT 时间参数后，接收第二调度命令，所

述第二调度命令指示第四物理传输资源；

所述网络实体重传所述数据时，具体为：

根据所述第二调度命令确定第四物理传输资源；釆用所述第四物理传输

资源，重传所述数据。

其中，所述网络实体重传所述数据时，可选的，可以釆用如下方式：

所述网络实体使用所述第一映射规则中包括的调度标识遍历解扰所述第

二调度命令；

所述网络实体将成功解扰所述第二调度命令的调度标识所对应的 ΤΉ 时

间参数，作为重传 ΤΉ 时间参数；

所述网络实体釆用所述重传 ΤΉ 时间参数重传所述数据。

本发明实施例中需要说明的是，网络实体釆用 RTT 时间参数重传数据时，

是指与上一次传输的时间间隔达到 RTT 时间参数所指示的时间间隔时，开始

重传数据，也可以是指与上一次传输的时间间隔大于 RTT 时间参数所指示的

时间间隔时，开始重传数据。

例如，初传时刻为 T l ，RTT 时间参数为 8ms，则可以在 Tl+8ms 这一时

刻重传数据，可以在 Tl+8ms 以后的时刻重传数据。

本发明实施例中，RTT 时间参数所指示的时间间隔较大时，会影响 HARQ

重传时延，RTT 时间参数所指示的时间间隔较大时，可能会导致数据重传失

败。在数据重传时，釆用不同的 RTT 时间参数，可以提高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同时，由于可以避免再次重传，还可以节省资源开销。

进一步的，网络实体重传数据之前，还包括如下操作：

网络实体确定第四映射规则，第四映射规则包括 ΤΉ 时间参数与重传次

数的对应关系；

网络实体从第四映射规则中确定出与目标 ΤΉ 时间参数所对应的重传次



数；

网络实体确定针对数据 已经重传次数小于确定的重传次数。

例如 ，ΤΉ 时间参数 0 .lms 与重传次数 5 对应 ，ΤΉ 时间参数 0.2ms 与重

传次数 3 对应 ，ΤΉ 时间参数 0.5ms 与重传次数 2 对应 ，T I 时间参数 lms 与

重传次数 1 对应 。

需要说 明的是 ，此处所说的重传次数指的是最大重传次数 ，因此，上述

操作还可以描述如下：

确定第四映射规则，第四映射规则包括 TTI 时间参数与最大重传次数的

对应关系；从第四映射规则中确定 出与 目标 TTI 时间参数所对应的最大重传

次数；确定针对数据 已经重传次数小于确定的最大重传次数。

需要说 明的是 ，上述重传次数也可以为传输次数 ，此时所说的传输次数

为重传次数与 1之和。

本发 明实施例中，可选的，当初传数据时所使用的 TTI 时间参数和重传

数据时所使用的 TTI 时间参数不同时，重传次数可以是跟初传所釆用的 TTI

时间参数相对应的，也可以是跟重传时所釆用的 TTI 时间参数相对应。

本发 明实施例中，不同重传次数可以与同一 TTI 时间参数相对应 ，在此

不做具体限定。

进一步的，网络实体釆用 目标 TTI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数据之前，还

包括如下操作：

网络实体确定第五映射规则，第五映射规则包括 ΤΉ 时间参数与承载类

型的对应关系；

网络实体从第五映射规则中确定出与 目标 ΤΉ 时间参数所对应的承载类

型；

网络实体确定发送或者接收的数据属于确定 出的承载类型。

本发 明实施例中，不同承载类型可以与同一 TTI 时间参数相对应 ，在此

不做具体限定。

本发 明实施例中，当确定 目标 TTI 时间参数时，网络实体只发送或者接



收与目标 TTI 时间参数对应的承载类型的数据，不发送或者接收其他承载类

型的数据。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描述使用的是承载类型，但是，承载类型也可以用

逻辑信道、逻辑信道组、IP 流中的任意一种相替换。

本发明实施例中，可选的，网络实体确定TTI 配置参数、第一映射规则、

第二映射规则、第三映射规则、第四映射规则，及第五映射规则时，可以通

过RRC 消息确定，也可以通过物理控制消息或者MAC ( Media Access Control,

媒体接入控制 ）层控制消息确定，RRC 消息可以为广播消息，也可以为专用

消息，如RRC连接重配置消息。网络实体具体在确定时，可以通过同一消息

确定，也可以通过不同消息确定，在此不做具体限定。

现有技术中，网络实体发送或者接收数据时，由于 TTI 时间参数只有一

个，发送或者接收数据时釆用的 TTI 时间参数不会随着应用场景的不同而发

生变化，存在灵活性较差，以及由于灵活性较差而导致的资源浪费较严重、

物理控制信道开销较大的缺陷，而本发明实施例中，网络实体确定的 TTI 配

置参数指示 TTI 时间参数，TTI 配置参数所指示的 TTI 时间参数的个数大于

或者等于 2，不同 TTI 时间参数所指示的时间间隔不同；从 ΤΉ 时间参数中确

定一个 ΤΉ 时间参数作为目标 ΤΉ 时间参数；釆用 目标 ΤΉ 时间参数发送或

者接收数据，这样，在发送或者接收数据时，可以根据需要先选择 目标 TTI

时间参数，提高了灵活性并，能更好适应数据大小的变化，数据 QoS ( Quality

of Service, 厭务质量 ）要求的变化和信道的变化，进一步提升了数据传输性

能，节省资源开销。

参阅图 5 所示，本发明实施例还提出一种数据通信的方法：

步骤 500: 基站确定 TTI 配置参数，TTI 配置参数指示 TTI 时间参数 TTI

配置参数所指示的 ΤΉ 时间参数的不同 TTI 时间参数所指示的时间间隔不同；

步骤 510: 基站将 TTI 配置参数发送给 UE。

可以理解的，基站在向 UE 发送 TTI 配置参数时，可以只指示部分 TTI

时间参数，其它 TTI 时间参数在协议中固定。比如协议中固定 TTI=lms 的 TTI



时间参数，而向 UE 发送 TTI 配置参数中包含 0.5ms 的 TTI 时间参数，此时，

TTI 配置参数所指示的 TTI 时间参数的个数可能为 1 个，但总的 TTI 时间参

数大于或者等于 2。当然，协议中也可以固定其他几个 ΤΉ 时间参数，在此不

再进行 详述。

本发明实施例中，可选的，ΤΉ 时间参数以 ms为单位，或者以一个 OFDM

符号所占用的时间为单位。

本发明实施例中，进一步的，方法还包括：

基站向 UE 发送第一调度命令。

本发明实施例中，可选的，第一调度命令携带 TTI 时间参数，或者与 TTI

时间参数对应的比特位标识；

第一调度命令指示第一物理传输资源。

本发明实施例中，可选的，第一调度命令携带 HARQ 反馈 TTI;

第一调度命令指示第二物理传输资源。

本发明实施例中，可选的，第一调度命令携带往返时间 RTT 时间参数；

第一调度命令指示第三物理资源。

本发明实施例中，进一步的，方法还包括：

基站向 UE 发送第二调度命令，第二调度命令指示第四物理传输资源。

本发明实施例中，基站发送的 TTI 配置参数指示 TTI 时间参数的个数，

TTI 时间参数的个数大于或者等于 2，不同 ΤΉ 时间参数所指示的时间间隔不

同；终端接收到 TTI 配置参数后，从 TTI 时间参数中确定一个 TTI 时间参数

作为目标 TTI 时间参数；釆用 目标 TTI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数据，这样，

在发送或者接收数据时，可 以根据需要先选择 目标 TTI 时间参数，提高了灵

活性并，能更好适应数据大小的变化，数据 QoS 要求的变化和信道的变化，

进一步提升了数据传输性能，节省资源开销。

本领域内的技术人员应明白，本发明的实施例可提供为方法、系统、或

计算机程序产品。因此，本发明可釆用完全硬件实施例、完全软件实施例、

或结合软件和硬件方面的实施例的形式。而且，本发明可釆用在一个或多个



其中包含有计算机可用程序代码的计算机可用存储介质 （包括但不限于磁盘

存储器、CD-ROM 、光学存储器等 ）上实施的计算机程序产品的形式。

本发明是参照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方法、设备 （系统 ）、和计算机程序产

品的流程图和 / 或方框图来描述的。应理解可由计算机程序指令实现流程图

和 / 或方框图中的每一流程和 / 或方框、以及流程图和 / 或方框图中的流程

和 / 或方框的结合。可提供这些计算机程序指令到通用计算机、专用计算机、

嵌入式处理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的处理器以产生一个机器，使得通

过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的处理器执行的指令产生用于实现在流

程图一个流程或多个流程和 / 或方框图一个方框或多个方框中指定的功能的

装置。

这些计算机程序指令也可存储在能引导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

备以特定方式工作的计算机可读存储器中，使得存储在该计算机可读存储器

中的指令产生包括指令装置的制造品，该指令装置实现在流程图一个流程或

多个流程和 / 或方框图一个方框或多个方框中指定的功能。

这些计算机程序指令也可装载到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上，

使得在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设备上执行一系列操作步骤以产生计算机实现的

处理，从而在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设备上执行的指令提供用于实现在流程图

一个流程或多个流程和 / 或方框图一个方框或多个方框中指定的功能的步

骤。

尽管已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但本领域内的技术人员一旦得知了

基本创造性概念，则可对这些实施例做出另外的变更和修改。所以，所附权

利要求意欲解释为包括优选实施例以及落入本发明范围的所有变更和修改。

脱离本发明实施例的精神和范围。这样，倘若本发明实施例的这些修改和变

型属于本发明权利要求及其等同技术的范围之内，则本发明也意图包含这些

改动和变型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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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1、一种网络实体，其特征在于，包括：

确定单元，用于确定传输时间间隔 TTI 配置参数，所述 TTI 配置参数指

示 TTI 时间参数，所述 ΤΉ 配置参数所指示的 ΤΉ 时间参数的个数大于或者

等于 2，不同 ΤΉ 时间参数所指示的时间间隔不同；

所述确定单元还用于，从所述 ΤΉ 时间参数中确定一个 ΤΉ 时间参数作

为目标 ΤΉ 时间参数；

通信单元，用于釆用所述目标 TTI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数据。

2、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网络实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络实体为基站或

者用户设备 UE。

3、如权利要求 1 或 所述的网络实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络实体为

UE 时，所述确定单元确定 ΤΉ 配置参数时，具体为：

接收网络侧设备发送的所述 TTI 配置参数。

4、如权利要求 1-3 任一项所述的网络实体，其特征在于，所述 ΤΉ 时间

参数以毫秒 ms 为单位，或者以一个正交频分复用 OFDM 符号所占用的时间

为单位，或者以 OFDM 符号的个数为单位。

5、如权利要求 1-4 任一项所述的网络实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确定单元

从所述 ΤΉ 时间参数中确定一个 TTI 时间参数作为目标 TTI 时间参数时，具

体为：

确定第一映射规则和第一调度命令，所述第一映射规则包括调度标识与

所述 ΤΉ 时间参数的对应关系；根据所述第一调度命令和所述第一映射关系

确定所述目标 TTI 时间参数。

6、如权利要求 5 所述的网络实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确定单元根据所述

第一调度命令和所述第一映射关系确定所述目标 ΤΉ 时间参数时，具体为：

使用所述第一映射规则中包括的调度标识遍历解扰所述第一调度命令；

并将成功解扰所述第一调度命令的调度标识所对应的 ΤΉ 时间参数，作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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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目标 TTI 时间参数。

7、如权利要求 1-4 任一项所述的网络实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确定单元

从所述 ΤΉ 时间参数中确定一个 ΤΤΙ 时间参数作为目标 ΤΤΙ 时间参数时，具

体为：

确定携带 ΤΉ 时间参数的第一调度命令，并将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携带的

ΤΤΙ 时间参数，作为所述 目标 ΤΤΙ 时间参数。

8、如权利要求 1-4 任一项所述的网络实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确定单元

从所述 ΤΉ 时间参数中确定一个 ΤΤΙ 时间参数作为目标 ΤΤΙ 时间参数时，具

体为：

确定携带与 ΤΉ 时间参数对应的比特位标识的第一调度命令；将与所述

比特位标识对应的 ΤΤΙ 时间参数，作为所述 目标 ΤΤΙ 时间参数。

9、如权利要求 5-8 任一项所述的网络实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调度

命令指示第一物理传输资源；

所述通信单元釆用所述 目标 ΤΤΙ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数据时，具体为：

根据所述第一调度命令确定第一物理传输资源；釆用所述 目标 ΤΤΙ 时间

参数及所述第一物理传输资源发送或者接收所述数据。

10、如权利要求 1-9 任一项所述的网络实体，其特征在于，所述通信单元

釆用所述 目标 ΤΤΙ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数据时，具体为：

釆用至少两个所述 目标 ΤΤΙ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所述数据。

11、如权利要求 1-10 任一项所述的网络实体，其特征在于，所述通信单

元还用于：

发送或者接收混合 自动重传请求 HARQ 反馈信息。

12、如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网络实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确定单元还用于:

确定第二映射规则，所述第二映射规则包括 ΤΤΙ 时间参数与 HARQ 反馈

ΤΤΙ 时间参数的对应关系；根据所述第二映射规则确定与所述 目标 ΤΉ 时间参

数所对应的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

13、如权利要求 12 所述的网络实体，其特征在于，所述通信单元发送或



W O 2017/015855 PCT/CN2015/085309

者接收 HARQ 反馈信息时，具体为：

釆用确定出的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 HARQ 反馈信息。

14、如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网络实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确定单元还用于：

确定携带 HARQ 反馈 TTI 的第一调度命令。

15、如权利要求 14 所述的网络实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指

示第二物理传输资源；

所述通信单元发送或者接收 HARQ 反馈信息时，具体为：

根据所述第一调度命令确定所述第二物理传输资源；釆用所述第一调度

命令携带的 HARQ 反馈 ΤΉ 时间参数，及所述第二物理传输资源，发送或者

接收 HARQ 反馈信息。

16、如权利要求 1-15 任一项所述的网络实体，其特征在于，所述通信单

元还用于：

确定所述数据传输失败时，重传所述数据。

17、如权利要求 16 所述的网络实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确定单元还用于：

确定第三映射规则，所述第三映射规则包括 ΤΉ 时间参数与往返时间 RTT

时间参数的对应关系；并从所述第三映射规则中确定出与所述 目标 TTI 时间

参数所对应的 RTT 时间参数。

18、如权利要求 17 所述的网络实体，其特征在于，所述通信单元重传所

述数据时，具体为：

根据确定的 RTT 时间参数，重传所述数据。

19、如权利要求 16 所述的网络实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确定单元还用于：

确定携带 RTT 时间参数的第一调度命令。

20、如权利要求 19 所述的网络实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指

示第三物理资源；

所述通信单元重传所述数据时，具体为：

根据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携带的 RTT 时间参数，及所述第三物理资源重传

所述数据。



W O 2017/015855 PCT/CN2015/085309

2 1、如权利要求 17 或 19 所述的网络 实体 ，其特征在于，所述确定单元

还用于：

在与传输数据 的时间间隔所述 RTT 时间参数后 ，接收第二调度命令 ，所

述第二调度命令指示第四物理传输资源；

所述通信单元重传所述数据 时，具体为：

根据所述第二调度命令确定第四物理传输 资源；釆用所述第四物理传输

资源，重传所述数据 。

22、如权利要求 2 1 所述的网络 实体 ，其特征在于，所述通信单元重传所

述数据 时，具体为：

使用所述第一映射规则 中包括 的调度标识遍历解扰所述第二调度命令 ；

将成功解扰所述第二调度命令 的调度标识所对应 的 TTI 时间参数 ，作为所述

重传 TTI 时间参数 ；釆用所述重传 TTI 时间参数重传所述数据 。

23、如权利要 求 16-22 任一项所述的网络 实体 ，其特征在于，所述确定单

元还用于：

确定第四映射规则，所述第四映射规则 包括 TTI 时间参数与重传次数 的

对应 关系；从 所述第四映射规则中确定 出与所述 目标 ΤΉ 时间参数所对应 的

重传次数 ；确定针对所述数据 已经重传次数 小于确定的重传次数 。

24、如权利要求 1-23 任一项所述的网络 实体 ，其特征在于，所述确定单

元还用于：

确定第五映射规则，所述第五映射规则 包括 TTI 时间参数与承载类型的

对应 关系；从 所述第五 映射规则中确定 出与所述 目标 ΤΉ 时间参数所对应 的

承载类型；确定所述发送或者接 收的数据属于确定 出的承载类型。

25、一种基站 ，其特征在于，包括：

确定单元 ，用于确定传输时间间隔 ΤΉ 配置参数 ，所述 TTI 配置参数指

示 TTI 时间参数 ，所述 ΤΉ 配置参数所指示的 ΤΉ 时间参数 的个数 大于或者

等于 2，不 同 ΤΉ 时间参数所指示的时间间隔不同；

发送单元 ，用于将所述 TTI 配置参数发送给用户设备 U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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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如权利要求 25 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 ΤΉ 时间参数以毫秒

ms为单位，或者以一个正交频分复用 OFDM 符号所占用的时间为单位，或者

以 OFDM 符号的个数为单位。

27、如权利要求 25 或 26 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送单元还用

于：

向所述 UE 发送第一调度命令。

28、如权利要求 27 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携带 TTI

时间参数，或者与 ΤΉ 时间参数对应的比特位标识；

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指示第一物理传输资源。

29、如权利要求 27 或 28 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调度命令

携带 HARQ 反馈 TTI;

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指示第二物理传输资源。

30、如权利要求 27-29 任一项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调度命

令携带往返时间 RTT 时间参数；

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指示第三物理资源。

31、如权利要求 25-30 任一项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送单元还

用于：

向所述 UE 发送第二调度命令，所述第二调度命令指示第四物理传输资

源。

32、一种数据通信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网络实体确定传输时间间隔 TTI 配置参数，所述 TTI 配置参数指示 TTI

时间参数，所述 ΤΉ 配置参数所指示的 TTI 时间参数的个数大于或者等于 2，

不同 TTI 时间参数所指示的时间间隔不同；

所述网络实体从所述 TTI 时间参数中确定一个 TTI 时间参数作为目标 TTI

时间参数；

所述网络实体釆用所述目标 ΤΉ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数据。

33、如权利要求 3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络实体为基站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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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设备 UE。

34、如权利要求 32 或 3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络实体为 UE

时，所述网络实体确定 ΤΉ 配置参数，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接收网络侧设备发送的所述 TTI 配置参数。

35、如权利要求 32-34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TTI 时间参

数以毫秒 ms 为单位，或者以一个正交频分复用 OFDM 符号所占用的时间为

单位，或者以 OFDM 符号的个数为单位。

36、如权利要求 32-35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网络实体从所述

TTI 时间参数中确定一个 ΤΉ 时间参数作为目标 ΤΉ 时间参数，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确定第一映射规则和第一调度命令，所述第一映射规则包

括调度标识与所述 ΤΉ 时间参数的对应关系；

所述网络实体根据所述第一 调度命令和所述第一映射关系确定所述 目标

TTI 时间参数。

37、如权利要求 3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络实体根据所述第

一调度命令和所述第一映射关系确定所述 目标 TTI 时间参数，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使用所述第一映射规则中包括的调度标识遍历解扰所述第

一调度命令；

所述网络实体将成功解扰所述第一调度命令的调度标识所对应的 ΤΉ 时

间参数，作为所述 目标 ΤΉ 时间参数。

38、如权利要求 32-35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网络实体从所述

TTI 时间参数中确定一个 ΤΉ 时间参数作为目标 ΤΉ 时间参数，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确定携带 TTI 时间参数的第一调度命令；

所述网络实体将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携带的 ΤΉ 时间参数，作为所述 目标

TTI 时间参数。

39、如权利要求 32-35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网络实体从所述

TTI 时间参数中确定一个 ΤΉ 时间参数作为目标 ΤΉ 时间参数，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确定携带与 TTI 时间参数对应的比特位标识的第一调度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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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所述网络实体将与所述比特位标识对应的 ΤΉ 时间参数，作为所述 目标

TTI 时间参数。

40、如权利要求 36-39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调度命

令指示第一物理传输资源；

所述网络实体釆用所述 目标 ΤΉ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数据，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根据所述第一调度命令确定第一物理传输资源；

所述网络实体釆用所述 目标 TTI 时间参数及所述第一物理传输资源发送

或者接收所述数据。

4 1、如权利要求 32-40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络实体釆

用所述 目标 TTI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数据，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釆用至少两个所述 目标 TTI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所述数

据。

42、如权利要求 32-41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络实体釆

用所述 目标 TTI 时间参数接收数据之后，还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发送混合 自动重传请求 HARQ 反馈信息；

所述网络实体釆用所述 目标 ΤΉ 时间参数发送数据之后，还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接收 HARQ 反馈信息。

43、如权利要求 4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络实体发送或者接

收 HARQ 反馈信息之前，还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确定第二映射规则，所述第二映射规则包括 ΤΉ 时间参数

与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的对应关系；

所述网络实体根据所述第二映射规则确定与所述 目标 TTI 时间参数所对

应的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

44、如权利要求 4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络实体发送 HARQ

反馈信息，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釆用确定出的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发送 HARQ 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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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所述网络实体接收 HARQ 反馈信息，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釆用确定出的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接收 HARQ 反馈

息。

45、如权利要求 4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络实体发送或者接

收 HARQ 反馈信息之前，还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确定携带 HARQ 反馈 ΤΉ 的第一调度命令。

46、如权利要求 4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指示第

二物理传输资源；

所述网络实体发送 HARQ 反馈信息，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根据所述第一调度命令确定所述第二物理传输资源；

所述网络实体采用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携带的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

及所述第二物理传输资源发送 HARQ 反馈信息；

所述网络实体接收 HARQ 反馈信息，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根据所述第一调度命令确定所述第二物理传输资源；

所述网络实体采用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携带的 HARQ 反馈 TTI 时间参数，

及所述第二物理传输资源接收 HARQ 反馈信息。

47、如权利要求 32-46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络实体采

用所述目标 TTI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数据之后，还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确定所述数据传输失败时，重传所述数据。

48、如权利要求 47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络实体重传所述数

据之前，还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确定第三映射规则，所述第三映射规则包括 TTI 时间参数

与往返时间 RTT 时间参数的对应关系；

所述网络实体从所述第三映射规则中确定出与所述目标 TTI 时间参数所

对应的 RTT 时间参数。

49、如权利要求 48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络实体重传所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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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根据确定的 RTT 时间参数，重传所述数据。

50、如权利要求 47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络实体重传所述数

据之前，还 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确定携带 RTT 时间参数的第一调度命令。

51、如权利要求 50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指示第

三物理资源；

所述网络实体重传所述数据 ，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根据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携带的 RTT 时间参数，及所述第三

物理资源重传所述数据。

52、如权利要求 47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络实体重传所述数

据之前，还 包括：

在与传输数据的时间间隔所述 RTT 时间参数后 ，接收第二调度命令 ，所

述第二调度命令指示第四物理传输资源；

所述网络实体重传所述数据时，具体为：

根据所述第二调度命令确定第四物理传输资源；釆用所述第四物理传输

资源，重传所述数据。

53、如权利要求 5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络实体重传所述数

据 ，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使用所述第一映射规则中包括的调度标识遍历解扰所述第

二调度命令；

所述网络实体将成功解扰所述第二调度命令的调度标识所对应的 ΤΉ 时

间参数，作为重传 ΤΉ 时间参数；

所述网络实体釆用所述重传 ΤΉ 时间参数重传所述数据。

54、如权利要求 47-53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络实体重

传所述数据之前，还 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确定第四映射规则，所述第四映射规则包括 ΤΉ 时间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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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重传次数的对应关系；

所述网络实体从所述第四映射规则中确定出与所述目标 ΤΉ 时间参数所

对应的重传次数；

所述网络实体确定针对所述数据已经重传次数小于确定的重传次数。

55、如权利要求 32-54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络实体釆

用所述目标 TTI 时间参数发送或者接收数据之前，还包括：

所述网络实体确定第五映射规则，所述第五映射规则包括 ΤΉ 时间参数

与承载类型的对应关系；

所述网络实体从所述第五映射规则中确定出与所述目标 ΤΉ 时间参数所

对应的承载类型；

所述网络实体确定所述发送或者接收的数据属于确定出的承载类型。

56、一种数据通信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基站确定传输时间间隔 ΤΉ 配置参数，所述 TTI 配置参数指示 ΤΉ 时间

参数，所述 ΤΉ 配置参数所指示的 TTI 时间参数的个数大于或者等于 2，不同

TTI 时间参数所指示的时间间隔不同；

所述基站将所述 TTI 配置参数发送给用户设备 UE。

57、如权利要求 5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ΤΉ 时间参数以毫秒

ms为单位，或者以一个正交频分复用 OFDM 符号所占用的时间为单位，或者

以 OFDM 符号的个数为单位。

58、如权利要求 56 或 5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

所述基站向所述 UE 发送第一调度命令。

59、如权利要求 58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携带 TTI

时间参数，或者与 ΤΉ 时间参数对应的比特位标识；

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指示第一物理传输资源。

60、如权利要求 58 或 59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调度命令

携带 HARQ 反馈 TTI;

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指示第二物理传输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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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如权利要求 58-60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调度命

令携带往返时间 RTT 时间参数；

所述第一调度命令指示第三物理资源。

62、如权利要求 56-61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 包括：

所述基站向所述 UE 发送第二调度命令 ，所述第二调度命令指示第四物理

传输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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