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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Disclosed are a wireless resource scheduling method and a relevant device. The method comprises: a terminal, ac
cording to at least one piece of first state information about a channel indicated by a secondary evolved nodeB and second state in -
formation about the channel obtained by the terminal, determines a channel state of the channel, and sends a first notification mes -
sage for indicating the channel state to a primary evolved nodeB, so that the primary evolved nodeB schedules a wireless resource
for the terminal according to the first notification message. B y means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when a secondary evolved nodeB
does not schedule a terminal, a primary evolved nodeB allocates more wireless resources for the terminal, and can obtain more
chances for allocating wireless resources, which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the wireless resources to a certain extent.

(57) 摘要 : 本发 明实施例 公开 了一种无 线资源调度 的方法 及相关 设备 ，所 述方法包 括 ：终端根据 辅基站所 指示
的信道 的第 一状 态信 息和所述 终端获取 的所述信道 的第二状态信 息 中的至少 一个 ，确 定所述信道 的信道状态 ，
将用 于指示所述 信道状态 的第 一通知 消 息发送至主基站 ， 以使所述主基站根据所述第 一通知 消息对 所述 终端进
行无 线资源 的调度 。使得主基站在 辅基站未调度 终端 时 ，为上述终端分配更 多的无 线资源 ，可 以得 到更 多 的分
配无线资源 的机会 ，一定程度 上 ，有效提 高无线资源 的利用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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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线资源调度 的方法及相关设备

本 申请 要 求 于 2015 年 8 月 10 日提 交 中 国 专 利 局 、 申请 号 为

20 048655 .6、发 明名称为"一种无线资源调度的方法及相 关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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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无线通信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无线资源调度 的方法及相关

设备 。

背景技术

随着分组业务和智能终端的迅速发展 ，高速 、大数据量业务对频谱的需求

不断增加 ，需要达到更高的频谱效率，高级长期演进 （L TE A , Long Term E

valuation Advanced ) 系统 中授权频率辅助的接入 ( LAA, licensed assisted ac

cess ) 将 LTE- A蜂 窝通信技术应用在非授权频谱 ，以提 高非授权频谱资源的利

用率，及提 高LTE 用户的可用频谱带宽。其中，未；受权频谱 包括用于工业、科

学和 医疗等设备的频段 。LAA 为基于授权频傳与非授权频谱进行载波聚合 （C

A , carrier aggregation ) 的场景，其 中授权频谱上的载波作 为主服 务小区 ( PCel

1，primary cel ) , 非 受权频-谱上的载波作为辅小区 （SCell ，secondary cell ) 。

PCell 是用户设备 （UE，user equipment ) 执行随机接入过程时初始接入 系统时

的小区 （cell ) 或者执行切换过程 时接入到 目标基站时的小区。PCell 可以提供

安全性和非接入层 ( NAS, Non-Access Stratum ) 信令传输。SCell 主要提供额

外的无线資源用于数据传输。

现有技术 中引进 LTE- A 双连接 ( DC, dual connectivity ) 技术，实现不同

的基站为 UE 提供进行 CA 时所需的载波，以使 UE 能够 同时或分时与两个基

站进行通信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 高小区边缘的峰值速率和吞吐量。

但现有技术并不支持在 LTE-A D C 场景 中辅基站（SeNB , Secondary Evoled

NodeB ) 上的主辅小区 （PSCell, Primary Secondary Cell ) 为非授权频谱上的

载波。

发 明内容

本发 明提供一种无线资源调度的方法及相 关设备 ，能够解决在 LTE-A D C

场景中 SeNB 上的 PSCell 为非授权频谱上的载波时，无法进行无线资源调度



的问题 。

本发 明第一方面提供一种无线资源调度 的方法，所述方法应用于非授权频

谱无线通信 ，所述方法包括：

终端根据辅基站所指示的信道 的第一状 态信 息和所述终端所获取到的所

述信道的第二状 态信 息中的至少一个 ，确定所述信道的信道状态，将用于指示

所述信道状态的第一通知消息发送至主基站 ，以使所述主基站根据所述第一通

知消息对所述终端进行无线资源的调度 。

结合第一方面，本发 明第一方面的第一种 实现方式中，所述第一通知 消息

还用于指示 占用所述信道的第一时长和/或释放 所述信道的第二 时长 ，以使所

述主基站根据所述第一时长和/或所述第二时长，在所述第一时长 内和/或所述

第二时长 内为所述终端分配无线资源；

或者 ，所述第一通知消息还用于指示所述信道是否被 占用和所述信道是否

被释放 ，以使所述主基站在接收到所述终端发送的下一个通知消息之前 ，按照

所述第一通知消息的指示为所述终端分配无线资源。

结合第一方面或第一方面的第一种 实现方式，本发 明第一方面的第二种 实

现方式中，所述方法还 包括：

所述终端根据第一功率向所述主基站发送第一上行数据 ，所述第一功率为

所述主基站为所述终端配置的发送所述第一上行数据 的限制功率；和/或 ，所

述终端根据第二功率向所述辅基站发送第二上行数据 ，所述第二功率为所述辅

基站为所述终端配置的发送所述第二上行数据 的限制功率；所述第一功率与所

述第二功率之和不大于所述终端的最大发射功率；

所述方法还 包括：

所述终端第三功率发送第三上行数据或根据第四 功率发送第四 上 行数据 ，

所述第三功率是根据所述第一功率和所述第二功率确定的剩余功率时，所述终

端根据所述第一功率和部分或全部剩余功率向所述主基 站发送所述第三上行

数据 ，所述第四功率是根据所述第一功率和所述第二功率确定的剩余功率时，

所述终端根据所述第二功率和部分或全部剩余功率向所述辅基站发送第四上

行数据 ；

或者 ，所述终端向所述主基站发送第二通知消息，所述第二通知消息用于

指示主辅 小区所在的信道是否可用 ，以使所述主基站根据所述第二通知消息确



定所述主辅小区所在的信道不可用时，根据所述第一功率、所述第二功率及所

述剩余功率三者之和为所述终端分配无线资源；或者确定所述主辅小区所在的

信道可用时，根据所述第一功率、或第一功率和所述剩余功率为所述终端分配

无线资源。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二种实现方式，本发明第一方面的第三种实现方式中，

所述终端的能力参数包括所述主基站和所述辅基站所分配的单位传输时

间间隔 TTI 内接收的最大下行共享传输信道 DL-SCH 传输块比特数限制信息、

单位传输时间间隔 ΤΉ 内发送的最大上行共享传输信道 UL-SCH 传输块比特

数限制信息；

所述方法还包括如下情况中的一种：

若PSCell 所在的信道被LTE 占用，则所述终端接收所述辅基站根据所述辅

基站所分配的所述限制信息发送的下行数据，和/或所述终端根据所述辅基站

所分配的限制信息向所述辅基站发送上行数据，所述主基站根据所述主基站所

分配的所述限制信息为为所述终端分配无线资源；

若所述主辅小区所在的信道未被LTE 占用，则所述终端不能接收所述辅基

站发送的下行数据，和/或所述终端不能向所述辅基站发送上行数据，所述终

端的能力参数对应的全部能力用于所述主基站调度所述终端。

结合第一方面或第一方面的第一至第三种实现方式中的任一种，本发明第

一方面的第四种实现方式中，所述方法还包括如下步骤中的至少一个：

在确定主辅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不可用时，所述终端向所述主基站发送第

三通知消息，以使所述主基站将所述第三通知消息所携带的内容转发至所述辅

基站，以使所述辅基站对所述终端进行无线资源的调度，所述第三通知消息携

带与所述辅基站相关的緩冲区状态报告 BSR 和功率余量报告 PHR;

或者，在确定主辅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不可用时，所述终端向所述主基站

发送第五通知消息，以使所述主基站将所述第五通知消息所携带的内容转发至

所述辅基站，以使所述辅基站对所述终端进行无线资源的调度，所述第五通知

消息携带所述辅基站上与数据无线承载 DRB 相关的无线链路控制 RLC 状态报



本发 明第二方面提供一种无线资源调度 的方法，所述应用于非授权频谱无

线通信 ，所述方法包括 ：

基站为终端配置用于交叉调度 的至少一个备用辅 小区，所述至少一个备用

辅 小区用于交叉调度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

在所述辅 小区可用时，所述基站通过所述辅 小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或所

述备用辅 小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将所述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分配给所述

终端；

在所述辅 小区不可用且所述备用辅 小区可用时，所述基站通过备用辅 小区

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将所述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分配给所述终端。

结合第二方面，本发 明第二方面的第一种 实现方式中，所述方法还 包括 ：

所述基站分别为每个所述备用辅 小区配置优先级 ，所述辅 小区的优先级 高

于每个所述备用辅 小区的优先级 ，或者所述辅 小区的优先级低于至少一个所述

备用辅 小区的优先级；

所述在所述辅 小区不可用时，所述基站通过备用辅 小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

道 ，将所述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分配给所述终端 ，包括：

在所述辅 小区不可用时，所述基站按照备用辅 小区的优先级从 高至低 的顺

序 ，从 当前无线资源可用的备用辅 小区中选择优先级最 高的 目标备用辅 小区，

并通过所述 目标备用辅 小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将所述辅 小 区的上行无线资

源分配给所述终端。

可选的，所述在辅 小区可用时，所述基站通过所述辅 小区的物理下行控制

信道 ，将所述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分配给所述终端 ，包括：

所述基 站通过所述辅 小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为所述终端分配所述辅 小

制信道发送上行数据 。

结合第二方面的第一种 实现方式，本发 明第二方面的第二种 实现方式中，

所述方法还 包括 ：

所述基站向所述终端发送指示消息，所述指示消息用于指示所述辅 小区的



状态是否可用 ，以使所述终端根据所述指示消息和优先级的顺序 ，在状态可用

的辅 小区监听用于分配所述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

本发 明第三方面提供一种混合 自动重传请求管理的方法，所述方法应用于

非授权频谱无线通信 ，所述方法 包括：

基站为终端在辅基站配置一个主辅 小区和至少一个辅 小区，以使所述终端

对在所述主辅 小区或任一个所述辅 小区接收的下行数据进行解码 ，得到解码结

果，并在确定所述主辅 小区或所述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可用时，通过所述主

辅 小区或所述辅 小区向所述基站发送第一消息，在确定所述主辅 小区或所述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不可用时，通过所述至少一个辅 小区中除所不可用的所述

辅 小区之外的任意辅 小区向所述基站发送所述第一消息；

所述基 站根据所述第一消息确定是 否重传 所述下行数据或者发送新 的下

行数据 。

结合第三方面，本发 明第三方面的第一种 实现方式中，所述备用辅 小区有

多个时，所述方法还 包括：

所述基站分别为所述主辅 小区和每个所述辅 小区配置优先级 ，其 中所述主

辅 小区的优先级最高，以使所述终端按照所述主辅 小区的优先级和每个所述辅

小区的优先级从 高至低 的顺序 ，从 当前无线资源可用的所述主辅 小区或所述辅

小区中选择优先级最高的小区发送所述第一消息。

结合第三方面或第三方面的第一种 实现方式，本发 明第三方面的第二种 实

现方式中，所述方法还 包括如下情况中的一种 ：

所述基站为不同的终端分别配置相 同的主辅 小区和多个辅 小区，且不 同的

终端的辅 小区的优先级配置相 同；

所述基站为不同的终端分别配置相 同的主辅 小区和多个辅 小区，且不 同的

终端的辅 小区的优先级配置不同；

所述基站为不同的终端分别配置不同的主辅 小区和多个辅 小区，且不 同的

终端的辅 小区的优先级配置相 同；

所述基站为不同的终端分别配置不同的主辅 小区和多个辅 小区，且不 同的



终端的辅小区的优先级配置不同。

结合第三方面或第三方面的第一种实现方式或第二种实现方式，本发明第

三方面的第三种实现方式中，所述方法还包括：

所述基站在发送所述下行数据的物理下行共享信道 PDSCH 所对应的物理

上行控制信道 PUCCH 或物理上行共享信道 PUSCH 上接收所述第一消息；

或者，在无线资源上未检测到所述第一消息时，所述基站按照备选辅小区

的优先级从高至低的顺序，依次检测所述第一消息；

或者，所述第一消息为所述终端通过备用辅小区的信道发送的消息时，所

述基站根据载波聚合 CA 的处理方式，检测发送所述第一消息的信道。

本发明第四方面提供一种混合 自动重传请求反馈的方法，所述方法应用于

非授权频谱无线通信，所述方法包括：

终端在主辅小区接收到下行数据并对所述下行数据解码，得到解码结果，

在第一时段根据所述解码结果向基站发送第一消息，以使所述基站根据所述第

一消息确定是否重传所述下行数据或者发送新的下行数据；所述解码结果为成

功时，所述第一消息包括确认 ACK 消息，所述解码结果为失败时，所述第一

消息包括 NACK 消息；所述第一时段包括如下项中的一项：

协议预定义的短间隔、LTE 系统中在接收所述下行数据的第一个未被 占用

的第一上行 OFDM 符号、第一上行子帧或所述第一上行子帧后的第一个未被

占用的第二上行子帧；其中，所述协议预定义的短间隔与所述终端接收下行数

据的子帧位于同一子帧，所述第一上行子帧位于所述终端接收数据的下行子帧

后的第一个上行子帧。

结合第四方面，本发明第四方面的第一种实现方式中，所述第一消息为所

述终端在第一时段通过以下任一项发送给所述基站的信令消息：

所述主辅小区的物理上行控制信道 PUCCH 或所述主辅小区的物理上行共

享信道 PUSCH;

或者，所述第一消息为所述终端按照备用辅小区的优先级从高至低的顺

序，从当前无线资源可用的备用辅小区中选择优先级最高的备用辅小区发送信

令消息；可选的，所述备用辅小区的优先级由所述基站为所述终端配置。



结合第四方面的第一种实现方式，本发明第四方面的第二种实现方式中，

在所述第一时段之前，所述方法还包括：

所述终端向所述基站发送参考信号或包含信道预约时间的 MAC 层数据

包，以占用所述 PUCCH 或所述 PUSCH ，直至达到最大信道占用时长。

结合第四方面或第四方面的第一种实现方式或第二种实现方式，本发明第

四方面的第三种实现方式中，在到达所述最大信道 占用时长后或所述辅小区的

消息至所述基站时，所述方法还包括：

所述终端在重新 占用到所述 PUCCH 或所述 PUSCH 后，根据发送所述第

一消息的最大时长决定是否重新发送所述第一消息。

本发明第五方面提供一种终端，所述终端应用于非授权频谱无线通信，所

述终端包括：

处理模块，用于根据辅基站是否竟争到信道的第一状态信息和所述终端是

否竟争到所述信道的第二状态信息中的至少一个，确定当前信道竟争结果；
传输模块，用于将所述处理模块确定的用于指示所述信道竟争结果的第一

通知消息发送至主基站，以使所述主基站根据所述第一通知消息对所述终端进

行无线资源的调度。

结合第五方面，本发明第五方面的第一种实现方式中，所述第一通知消息

还用于指示占用所述信道的第一时长和/或释放所述信道的第二时长，以使所

述主基站根据所述第一时长和/或所述第二时长，在所述第一时长内和/或所述

第二时长内为所述终端分配无线资源；

或者，所述第一通知消息还用于指示所述信道是否被 占用和所述信道是否

被释放，以使所述主基站在接收到所述终端发送的下一个通知消息之前，按照

所述第一通知消息的指示为所述终端分配无线资源。

结合第五方面或第五方面的第一种实现方式，本发明第五方面的第二种实

现方式中，所述传输模块还用于：

根据第一功率向所述主基站发送第一上行数据，所述第一功率为所述主基

站为所述终端配置的发送所述第一上行数据的限制功率；和/或，根据第二功

率向所述辅基站发送第二上行数据，所述第二功率为所述辅基站为所述终端配



置的发送所述第二上行数据 的限制功率；所述第一功率与所述第二功率之和不

大于所述终端的最大发射功率；

所述传输模块还用于：

根据第三功率发送第三上行数据或根据第四功率发送第四上行数据 ，所述

第三功率是根据所述第一功率和所述第二功率确定的剩余功率时，根据所述第

一功率和部分或全部剩余功率向所述主基站发送所述第三上行数据 ，所述第四

功率是根据所述第一功率和所述第二功率确定的剩余功率时，根据所述第二功

率和部分或全部剩余功率向所述辅基站发送第四 上 行数据 ；

或者 ，向所述主基站发送第二通知消息，所述第二通知消息用于指示主辅

小区所在的信道是否可用，以使所述主基站根据所述第二通知消息确定所述主

辅 小区所在的信道不可用时，根据所述第一功率 、所述第二功率及所述剩余功

率三者之和为所述终端分配无线资源；或者确定所述主辅 小区所在 的信道可用

时，根据所述第一功率 、或第一功率和所述剩余功率为所述终端分配无线资源。

结合第五方面的第二种 实现方式，本发 明第一方面的第三种 实现方式中，

所述终端的能力参数 包括所述主基 站和所述辅基站所分配的单位传输 时

间间隔 TTI 内接收的最大下行共享传输信道 DL-SCH 传输块 比特数 限制信 息、

单位传输时间间隔 ΤΉ 内发送的最大上行共享传输信道 UL-SCH 传输块比特

数 限制信 息；

所述传输模块还执行如下情况中的一种 ：

若PSCell 所在的信道被 LTE 占用 ，则接收所述辅基站根据所述辅基站所分

配的所述限制信 息发送的下行数据 ，和/或所述终端根据所述辅基站所分配的

限制信 息向所述辅基站发送上行数据 ，所述主基站根据所述主基站所分配的所

述限制信 息为为所述终端分配无线资源；

若所述主辅 小区所在的信道未被 LTE 占用 ，则不能接 收所述辅基站发送的

下行数据 ，和/或所述终端不能向所述辅基站发送上行数据 ，所述终端的能力

参数对应 的全部 能力用于所述主基站调度所述终端。

结合第五方面或第五方面的第一至第三种 实现方式，本发 明第五方面的第

四种 实现方式中，所述传输模块还用于执行以下步骤 中的至少一个：

在确定主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不可用时，向所述主基站发送第三通知消



息，以使所述主基站将所述第三通知消息所携带的内容转发至所述辅基站 ，以

使所述辅基站对所述终端进行无线资源的调度 ，所述第三通知消息携带与所述

辅基站相 关的緩 冲区状态报告 BSR 和功率余量报告 PHR;

或者 ，在确定主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不可用时，向所述主基站发送第五

通知消息，以使所述主基站将所述第五通知 消息所携带的 内容转发至所述辅基

站 ，以使所述辅基站对所述终端进行无线资源的调度 ，所述第五通知消息携 带

所述辅基站上与数据无线承载 DRB 相 关的无线链路控制 RLC 状态报告 。

本发 明第六方面提供一种基站 ，所述基站应用于非授权频谱无线通信 ，所

述基站 包括：

处理模块 ，用于为终端配置用于交叉调度 的至少一个备用辅 小区，所述至

少一个备用辅 小区用于交叉调度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

在所述辅 小区可用时，通过所述辅 小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或所述备用辅

小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将所述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分配给所述终端；

在所述辅 小区不可用且所述备用辅 小区可用时，通过所述备用辅 小区的物

理下行控制信道 ，将所述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分配给所述终端 。

结合本发 明第六方面，本发 明第六方面的第一种 实现方式中，所述处理模

块还用于：

分别为每个所述备用辅 小区配置优先级 ，所述辅 小区的优先级 高于每个所

述备用辅 小区的优先级 ，或者所述辅 小区的优先级低于至少一个所述备用辅 小

区的优先级；

所述处理模块具体用于：

在所述辅 小区不可用时，按照备用辅 小区的优先级从 高至低 的顺序 ，从 当

前无线资源可用的备用辅 小区中选择优先级最 高的 目标备用辅 小区，并通过所

述 目标备用辅 小 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将所述辅 小 区的上行无线资源分配给

所述终端 。

结合本发 明第六方面的第一种 实现方式，本发 明第六方面的第二种 实现方



式中，所述基站还 包括 ：

传输模块 ，用于向所述终端发送指示消息，所述指示消息用于指示所述辅

小区的状态是否可用 ，以使所述终端根据所述指示消息和优先级的顺序 ，在状

态可用的辅 小区监听用于分配所述辅 小 区的上行无线资源的物理下行控制信

道。

本发 明第七方面提供一种基站 ，所述基站应用于非授权频谱无线通信 ，所

述基站 包括：

处理模块 ，用于为终端在辅基站配置一个主辅 小区和至少一个辅 小区，以

使所述终端对在所述主辅 小区或任一个所述辅 小区接收的下行数据进行解码 ，

得到解码结果，并在确定所述主辅 小区或所述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可用时，

通过所述主辅 小区或所述辅 小区向所述基站发送第一消息，在确定所述主辅 小

区或所述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不可用时，通过所述至少一个辅 小区中除所不

可用的所述辅 小区之外的任意辅 小区向所述基站发送所述第一消息；

并根据所述第一消息确定是否重传所述下行数据或者发送新的下行数据 。

结合第七方面，本发 明第七方面的第一种 实现方式中，所述备用辅 小区有

多个时，所述处理模块还用于：

分别为所述主辅 小区和每个所述辅 小区配置优先级 ，其 中所述主辅 小区的

优先级最高，以使所述终端按照所述主辅 小区的优先级和每个所述辅 小区的优

先级从 高至低 的顺序 ，从 当前无线资源可用的所述主辅 小区或所述辅 小区中选

择优先级最高的小区发送所述第一消息。

结合第七方面的或第七方面的第一种 实现方式，本发 明第七方面的第二种

实现方式中，所述处理模块为终端的备用辅 小区配置的优先级满足如下情况中

的一种 ：

所述处理模块为不 同的终端分别配置相 同的主辅 小区和多个辅 小区，且不

同的终端的辅 小区的优先级配置相 同；

所述处理模块为不 同的终端分别配置相 同的主辅 小区和多个辅 小区，且不

同的终端的辅 小区的优先级配置不同；



所述处理模块为不同的终端分别配置不同的主辅小区和多个辅小区，且不

同的终端的辅小区的优先级配置相同；

所述处理模块为不同的终端分别配置不同的主辅小区和多个辅小区，且不

同的终端的辅小区的优先级配置不同。

结合第七方面的或第七方面的第一或第二种实现方式，本发明第七方面的

第三种实现方式中，所述基站还包括：

传输模块，用于在发送所述下行数据的物理下行共享信道 PDSCH 所对应

的物理上行控制信道 PUCCH 或物理上行共享信道 PUSCH 上接收所述第一消

息；

或者，在无线资源上未检测到所述第一消息时，按照备选辅小区的优先级

从高至低的顺序，依次检测所述第一消息；

或者，所述第一消息为所述传输模块通过备用辅小区的信道发送的消息

时，根据载波聚合 CA 的处理方式，检测发送所述第一消息的信道。

本发明第八方面提供一种终端，所述终端应用于非授权频谱无线通信，所

述终端包括：

处理模块，用于在主辅小区接收到下行数据并对所述下行数据解码，得到

解码结果；
传输模块，用于在第一时段根据所述处理模块得到的所述解码结果向基站

发送第一消息，以使所述基站根据所述第一消息确定是否重传所述下行数据或

者发送新的下行数据；所述解码结果为成功时，所述第一消息包括确认 ACK

消息，所述解码结果为失败时，所述第一消息包括 NACK 消息；所述第一时

段包括如下项中的一项：

协议预定义的短间隔、LTE 系统中在接收所述下行数据的第一个未被 占用

的第一上行 OFDM 符号、第一上行子帧或所述第一上行子帧后的第一个未被
占用的第二上行子帧；其中，所述协议预定义的短间隔与所述终端接收下行数

据的子帧位于同一子帧，所述第一上行子帧位于所述终端接收数据的下行子帧

后的第一个上行子帧。



结合第八方面，本发明第八方面的第一种实现方式中，所述第一消息为所

述传输模块在第一时段通过以下任一项发送给所述基站的信令消息：

所述主辅小区的物理上行控制信道 PUCCH 或所述主辅小区的物理上行共

享信道 PUSCH;

或者，所述第一消息为所述传输模块按照备用辅小区的优先级从高至低的

顺序，从当前无线资源可用的备用辅小区中选择优先级最高的备用辅小区发送

信令消息。

结合第八方面或第八方面的第一种实现方式，本发明第八方面的第二种实

现方式中，所述传输模块在所述第一时段之前，还用于：

向所述基站发送参考信号或包含信道预约时间的 MAC 层数据包，以占用

所述 PUCCH 或所述 PUSCH ，直至达到最大信道 占用时长。

从 以上技术方案可以看出，本发明中，终端将 自身和辅基站竟争信道的信道竟

争结果上报给主基站，使得主基站在辅基站未调度终端时，为上述终端分配更

多的无线资源，可以得到更多的分配无线资源的机会，一定程度上，有效提高

无线资源的利用率。

附图说明

图 1 为本实施例中一种无线资源调度的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图 2 为本实施例中一种无线资源调度的方法的另一流程示意图；

图 3 为本实施例中一种无线资源调度的方法的另一流程示意图；

图 4 为本实施例中一种混合 自动重传请求管理的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图 4-1 为本实施例中反馈第一消息所使用的子帧的结构图；

图 4-2 为本实施例中反馈第一消息所使用的子帧的另一结构图；

图 4-3 为本实施例中反馈第一消息所使用的子帧的另一结构图；

图 5 为本实施例中一种终端的结构示意图；

图 6 为本实施例中一种基站的结构示意图；

图 7 为本实施例中一种基站的另一结构示意图；

图 7-1 为本实施例中一种基站的另一结构示意图；

图 8 为本实施例中一种终端的另一结构示意图；

图 9 为本实施例中一种终端的另一结构示意图；



图 10 为本实施例中一种基站的另一结构示意图；

图 11 为本实施例中一种基站的另一结构示意图；

图 12 为本实施例中一种终端的另一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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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本发明的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及上述附图中的术语"第一 " 、"第二"等是用

于区别类似的对象，而不必用于描述特定的顺序或先后次序。应该理解这样使

用的数据在适当情况下可以互换，以便这里描述的实施例能够以除了在这里图

示或描述的内容以外的顺序实施。此外，术语" 包括"和"具有"以及他们的任何

变形，意图在于覆盖不排他的包含，例如，包含 了一系列步骤或模块的过程、

方法、系统、产品或设备不必限于清楚地列出的那些步骤或模块，而是可包括

没有清楚地列出的或对于这些过程、方法、产品或设备 固有的其它步骤或模块，

本文中所出现的模块的划分，仅仅是一种逻辑上的划分，实际应用中实现时可

以有另外的划分方式，例如多个模块可以结合成或集成在另一个系统中，或一

些特征可以忽略，或不执行，另外，所显示的或讨论的相互之间的耦合或直接

耦合或通信连接可以是通过一些接 口，模块之间的间接辆合或通信连接可以是

电性或其他类似的形式，本文中均不作限定。并且，作为分离部件说明的模块

或子模块可以是也可以不是物理上的分离，可以是也可以不是物理模块，或者

可以分不到多个电路模块中，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选择其中的部分或全部模块

来实现本发明实施例方案的目的。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无线资源调度的方法及相关设备，用于非授权频

谱无线通信（例如高级长期演进型网络-双连接 LTE-DC 等 ），能够解决在 LTE-A

DC 场景中 SeNB 上的 PSCell 为非授权频谱上的载波时，无法进行无线资源调

度的问题。

在现有的DC技术中，MeNB 将下述用于SeNB调度UE时的限制信息的两个

UE参数按比例进行分割，得到分割信息，并将分割信息发送给SeNB 。其中，



这两个UE参数为：单位传输时间间隔 ( TTI ，Transmission Time Interval ) 内接

收的最大下行共享传输信道DL-SCH ( Downlink Shared Channel ) 传输块比特

数、TTI 内发送的最大上行共享传输信道 （UL-SCH ，Uplink Shared Channel )

制信息。

当SeNB 的PSCell 为非 受权频谱时，该PSCell 上的无线资源的可用状态由

eNB 和/或UE进行载波侦听（LBT ，Lesten Before Talk )对信道竟争的结果决定：

1、如果PSCell 所在的信道被 LTE 占用，SeNB 可以向UE发送下行数据和/

或UE可以向SeNB 发送上行数据 ，SeNB 将分割信息作为调度UE时的限制信息，

并为UE分配无线资源。

2、如果PSCell 所在的信道未被 LTE 占用， SeNB 不能向UE发送下行数据

和/或UE不能向SeNB 发送上行数据，此时MeNB 不需要将分割信息作为调度UE

时的限制信息，而是可以使用上述两个UE参数的全部能力调度UE。

由1和2两点可知，当SeNB 的PSCell 为非授权频谱时，MeNB 需要根据eNB

和UE对信道竟争的结果来确定是否需要将上述分割信息作为调度UE时的限

制信息，实现充分利用SeNB 无法调度UE时的空闲资源，以使UE尽可能获得更

多的无线资源。

请参照图 1，下面从终端侧上报通知消息至基站的角度对本发明实施例中

一种无限资源调度的方法进行描述，该方法应用于非授权频谱无线通信，本发

明实施例包括：

101、终端根据辅基站所指示的信道的第一状态信息和所述终端所获取到

的所述信道的第二状态信息中的至少一个，确定所述信道的信道状态；

其中，第一状态信息是指辅基站竟争信道或释放信道的结果，该第一状态

信息由辅基站发送给终端的占用信道的指示信息 preamble, 或者是由辅基站直

接发送的 LTE 特征信息，如 CRS 。另外终端还可以根据预先配置的信道 占用

或释放时长信息结合上述第一状态信息所判断的信道状态信息。

第二状态信息是指终端竟争信道或释放信道的结果。终端可以根据辅基站

在无线接 口所发送的信息来判断信道竟争结果，以得到上述信道状态。例如辅

基站再信道竟争成功后在无线接 口发送前导 （Preamble ) 信 息或参考信 号



( Reference Signal )。

102 、终端将用于指示所述信道状 态的第一通知消息发送至主基站 ，以使

所述主基站根据所述第一通知消息对所述终端进行无线资源的调度 。

主基站在接收到终端反馈 的信道状态后 ，可 以根据该第一通知消息决定是

否将分割信 息作 为调度 U E 时的限制信 息，可以在辅基站未调度上述终端时，

最大限度 的为上述终端分配更多的无线资源。

一般情况下，辅基站通过辅基站与主基站之 间的 X 2 接 口传输信道竟争结

果信 息给主基站 ，但 时延较长，故在非理想回程链路条件下时并不适合通过该

X 接 口发送 ，可以优先选择终端与主基站之 间的无线接 口将该第一通知消息

发送给主基站 ，可以有效减少该第一通知消息的传输时延 。

本发 明实施例 中，终端将 自身和辅基站竟争信道的信道竟争结果上报给主

基站 ，使得主基站在辅基站未调度终端时，为上述终端分配更多的无线资源，

可 以得到更多的分配无线资源的机会 ，一定程度上 ，有效提 高无线资源的利用

率。

可选的，在上述 图 1 所对应 的实施例的基础上 ，本发 明实施例的第一个可

选 实施例 中，所述第一通知 消息还用于指示 占用所述信道的第一时长和/或释

放 所述信道的第二 时长 ，以使所述主基站根据所述第一时长和/或所述第二 时

长，在所述第一时长 内和/或所述第二 时长 内为所述终端分配无线资源；

或者 ，所述第一通知 消息还用于指示所述信道是否被 占用和所述信道是否

被释放 ，以使所述主基站在接收到所述终端发送的下一个通知消息之前 ，按照

所述第一通知消息的指示为所述终端分配无线资源。

可以理解的是 ，上述第一时长或第二 时长可以是预 配置的，上述第一时长

还可以是主辅基站通过 X 2 接 口向辅基站所发送的预先配置的 占用信道的最大

时长，上述第二时长还可以是主辅基站通过 X 2 接 口向辅基站所发送的预先配

置的释放信道的最大时长。

可选的，在上述 图 1 所对应 的实施例或上述第一个可选 实施例的基础上 ，

本发 明实施例的第二个可选 实施例 中，所述方法还 包括 ：



所述终端根据第一功率向所述主基站发送第一上行数据，所述第一功率为

所述主基站为所述终端配置的发送所述第一上行数据的限制功率；和/或，所

述终端根据第二功率向所述辅基站发送第二上行数据，所述第二功率为所述辅

基站为所述终端配置的发送所述第二上行数据的限制功率；所述第一功率与所

述第二功率之和不大于所述终端的最大发射功率；其中，所述终端也可以向所

述辅基站发送上行数据，另外，终端向所述主基站或所述辅基站发送上行数据

的功率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

所述方法还包括：

所述终端根据第三功率发送第三上行数据或根据第四功率发送第四上行

数据，所述第三功率是根据所述第一功率和所述第二功率确定的剩余功率时，

所述终端根据所述第一功率和部分或全部剩余功率向所述主基站发送所述第

三上行数据，所述第四功率是根据所述第一功率和所述第二功率确定的剩余功

率时，所述终端根据所述第二功率和部分或全部剩余功率向所述辅基站发送第

四上行数据；

或者，所述终端向所述主基站发送第二通知消息，所述第二通知消息用于

指示主辅小区所在的信道是否可用，以使所述主基站根据所述第二通知消息确

定所述主辅小区所在的信道不可用时，使用所述终端的全部上行功率为所述终

端分配无线资源；或者确定所述主辅小区所在的信道可用时，根据所述第一功

率、或第一功率和所述剩余功率为所述终端分配无线资源。

该第二通知消息可以是通过上述剩余功率发送的。

上述剩余功率在上述终端发送上述第一上行数据或上述第二上行数据时，

可 以仅被上述主基站或上述辅基站利用，也可以是将上述剩余功率进行分割

后，使得主基站或辅基站可以按照所分得的比例使用剩余功率。

可选的，在上述第二个可选实施例的基础上，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三个可选

实施例中，所述终端的能力参数包括所述主基站和所述辅基站所分配的单位传

输时间间隔 ΤΉ 内接收的最大下行共享传输信道 DL-SCH 传输块比特数限制

信息、单位传输时间间隔 ΤΉ 内发送的最大上行共享传输信道 UL-SCH 传输

块比特数限制信息；



所述方法还 包括如下情况中的一种：

若PSCell 所在的信道被 LTE 占用，则所述终端接收所述辅基站根据所述辅

基站所分配的所述限制信息发送的下行数据 ，和/或所述终端根据所述辅基站

所分配的限制信息向所述辅基站发送上行数据，所述主基站根据所述主基站所

分配的所述限制信息为为所述终端分配无线资源；

若所述主辅小区所在的信道未被 LTE 占用，则所述终端不能接收所述辅基

站发送的下行数据 ，和/或所述终端不能向所述辅基站发送上行数据 ，所述终

端的能力参数对应的全部能力用于所述主基站调度所述终端。

可以理解的是，所述主基站所分配的所述限制信息和所述辅基站所分配的

所述限制信息之和等于终端的能力参数。

可选的，在上述图 1 所对应的实施例或上述第一至第三个可选实施例中的

任一个的基础上，本发明实施例的第四个可选实施例中，所述方法还 包括如下

步骤中的至少一个：

在确定主辅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不可用时，所述终端向所述主基站发送第

三通知消息，以使所述主基站将所述第三通知消息所携带的内容转发至所述辅

基站，以使所述辅基站对所述终端进行无线资源的调度，所述第三通知消息携

带与所述辅基站相关的緩冲区状态报告 （BSR ，Buffer Status Report ) 和功率

余量报告 （PHR ，Power Headroom Report ) ; 另夕卜，上述终端可以利用基站的

标识或小区组标识对上述 BSR 和 PHR 进行标识，以指示相应的信息是给 SeNB

的还是 MeNB 的，具体不作限定。

或者，在确定主辅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不可用时，所述终端向所述主基站

发送第五通知消息，以使所述主基站将所述第五通知消息所携带的内容转发至

所述辅基站，以使所述辅基站对所述终端进行无线资源的调度，所述第五通知

消息携带所述辅基站上与数据无线承载 （DRB ，Data Radio Bearers ) 相关的无

线链路控制 （RLC ，Radio Link Control ) 状态 告，上述终端也可以对 RLC

状态报告进行标识，以指示相应的信息是给 SeNB 的还是 MeNB 的，具体不作

限定。

通过本可选实施例，上述终端可以及时的发送上述 BSR/PHR/RLC 至主基



站 ，减小主基站知晓主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不可用的时延 ，使得主基站可以

根据上述三种状 态报告及 时的为终端分配新的可用的上行无线资源，为终端发

送上行数据提供保障，实现为终端提供 更多的分配无线资源的机会 的 目的。

参 阅图 2，以 下 从 基站为终端调度无线资源的角度对本发 明实施例 中一种

无线资源调度 的方法进行举例说 明，所述应用于非授权频谱无线通信 ，本发 明

实施例 包括：

201 、基站为终端配置用于交叉调度 的至少一个备用辅 小区，所述至少一

个备用辅 小区用于交叉调度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

202 、在所述辅 小区可用时，所述基站通过所述辅 小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

道或所述备用辅 小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将所述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分配

给所述终端；

203 、在所述辅 小区不可用且所述备用辅 小区可用时，所述基站通过备用

辅 小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将所述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分配给所述终端 。

本发 明实施例 中，基站为终端配置用于交叉调度 的至少一个备用辅 小区；

在所述基站所提供 的辅 小区可用时，所述基站通过所述辅 小区的物理下行控制

信道 ，将所述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分配给所述终端；在所述基站所提供 的辅

小区不可用时，所述基站通过备用辅 小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将所述辅 小区

的上行无线资源分配给所述终端 ，为终端提供 更多的分配上行无线资源的机

会 ，能够提 高吞吐量以及无线资源的利用率。

可选的，在上述 图 2 所对应 的实施例的基础上 ，本发 明实施例的第一个可

选 实施例 中，所述方法还 包括 ：

所述基站分别为每个所述备用辅 小区配置优先级 ，所述辅 小区的优先级 高

于每个所述备用辅 小区的优先级 ，或者所述辅 小区的优先级低于至少一个所述

备用辅 小区的优先级；

所述在所述辅 小区不可用时，所述基站通过备用辅 小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

道 ，将所述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分配给所述终端 ，包括：

在所述辅 小区不可用时，所述基站按照备用辅 小区的优先级从 高至低 的顺



序，从当前无线资源可用的备用辅小区中选择优先级最高的目标备用辅小区，

并通过所述 目标备用辅小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将所述辅小区的上行无线资

源分配给所述终端。

可选的，所述在辅小区可用时，所述基站通过所述辅小区的物理下行控制

信道，将所述辅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分配给所述终端，包括：

所述基站通过所述辅小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为所述终端分配所述辅小

制信道发送上行数据。

可选的，在上述第一个可选实施例的基础上，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二个可选

实施例中，所述方法还包括：

所述基站向所述终端发送指示消息，所述指示消息用于指示所述辅小区的

状态是否可用，以使所述终端根据所述指示消息和优先级的顺序，在状态可用

的辅小区监听用于分配所述辅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实际应用中，在非授权频谱上的载波负荷较重时，辅基站容易出现无法竟

争到信道导致无法传输下行数据，且 SGW 无法知晓辅基站提供的主辅小区或

辅小区是否可用。这种情况下，若服务网关 SGW 仍然在持续项辅基站发送数

据，便会导致该辅基站的緩冲区不足而导致数据包丟失，在一定程度上，S1-U

接 口的传输资源未得到充分应用，造成浪费，导致空闲的传输资源充分利用。

为解决这个问题，一般在辅基站和 SGW 之间引入流控信息，辅基站周期性的

向 SGW 发送指示消息，具体的实施方式如下：

辅基站周期性或者根据小区的信道可用状态信息向服务网关 SGW 发送第

一指示消息，以使所述服务网关根据所述第一指示消息确定发送速率，并以所

述发送速率向所述辅基站发送下行数据。

进一步，该实施方式还 可 以 包括：

所述辅基站向所述服务网关发送第二指示消息，以使所述服务网关根据所

述第二指示消息调整发送下行数据的发送速率，所述第二指示消息包括每个终

端的緩冲区分配信息和每个数据无线承载的緩冲区信息中的至少一项。

可选的，可以预先配置发送速率与信道质量的关系，例如，信道条件较差



时，以较高的发送速率发送上述下行数据，反之，则以较高的发送速率发送上

述下行数据，具体发送速率的增减根据实际信道质量而设定，本文不作限定。

通过本实施方式，可以实现 SGW 能够实时知晓辅基站提供的各小区的信

道的可用状态信息，并根据可用状态信息确定项辅基站发送下行数据的发送速

率，可以有效避免信道质量差时，由于辅基站的緩冲区不足而导致数据包丟失

的问题，使得数据正常传输。另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及

无线资源的利用率。

上面通过调度空闲的无线资源来提高无线资源的利用率，以下从如何提高

数据传输的吞吐量的角度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一种混合 自动重传请求管理的

方法进行说明，所述方法应用于非授权频谱无线通信，参阅图 3，本发明实施

例包括：

301、基站为终端在辅基站配置一个主辅小区和至少一个辅小区，以使所

述终端对在所述主辅小区或其中一个所述辅小区接收的下行数据和进行解码，

得到解码结果，并在确定所述主辅小区或所述辅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可用时，

通过所述主辅小区或所述辅小区向所述基站发送第一消息，在确定所述主辅小

区或所述辅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不可用时，通过所述至少一个辅小区中除所不

可用的所述辅小区之外的任意辅小区向所述基站发送所述第一消息；

可以理解的是，上述终端判断上述辅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是否可用，具体

的方式包括：

终端通过 LBT 检测到辅小区所在的 PUCCH 或 PUSCH 未被其他设备 占用

时，或者基站预先占用该 PUCCH 或 PUSCH ，且仍然处于信道占用的有效时

长内时，确定上述辅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为可用，反之不可用。

302、所述基站根据所述第一消息确定是否重传所述下行数据或者发送新

的下行数据。

本发明实施例中，基站为终端配置一个主辅小区和至少一个辅小区，使得

终端对主辅小区接收到的下行数据解码，在所述辅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可用

时，通过所述辅小区向所述基站发送第一消息，在所述辅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

不可用时，通过所述备用辅小区向所述基站发送所述第一消息，可以有效避免



现有技术的非授权频谱下，由于辅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不可用，导致基站长时

未接收到终端的反馈的第一消息，而无法决定重传还是新传数据的问题。

可选的，在上述图 3 所对应的实施例的基础上，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一个可

选实施例中，所述辅小区有多个时，所述方法还 包括：

所述基站分别为所述主辅小区和每个所述辅小区配置优先级，以使所述终

端按照所述主辅小区和所述辅小区的优先级从 高至低的顺序，从 当前无线资源

可用的所述主辅小区或所述辅小区中选择优先级最高的小区发送所述第一消

息。可以理解的是，本文中的主辅小区和辅小区都是只小区，仅仅是 区分主辅。

可选的，在上述图 3 所对应的实施例或上述第一个可选实施例的基础上，

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二个可选实施例中，所述方法还 包括如下情况中的一种：

所述基站为不同的终端分别配置相 同的主辅小区和多个辅小区，且不同的

终端的辅小区的优先级配置相 同；

所述基站为不同的终端分别配置相 同的主辅小区和多个辅小区，且不同的

终端的辅小区的优先级配置不同；

所述基站为不同的终端分别配置不同的主辅小区和多个辅小区，且不同的

终端的辅小区的优先级配置相 同；

所述基站为不同的终端分别配置不同的主辅小区和多个辅小区，且不同的

终端的辅小区的优先级配置不同。

可选的，在上述图 3 所对应的实施例或上述第一个或第二个可选实施例的

基础上，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三个可选实施例中，所述方法还 包括：

所述基站在发送所述下行数据 的物理下行共享信道 （PDSCH ，Physical

Downlink Shared Channel ) 所对应的物理上行控制信道 ( PUCCH, Physical

Uplink Controlled Channel ) 或物理上行共享信道 ( PUSCH, Physical Uplink

Shared Channel ) 上接收所述第一消息；

或者，在所述 PUCCH 或所述 PUSCH 对应的无线资源上未检测到所述第

一消息时，所述基站按照备选辅小区的优先级从 高至低的顺序，依次检测所述



第一消息；

或者 ，所述第一消息为所述终端通过备用辅 小区的信道 （PUCCH 或

PUSCH ) 发送的消息时，所述基站根据载波聚合 CA 的处理方式，检测发送所

述第一消息的信道 ，可以实现准确识别该第一消息是针对哪个辅 小区的

PDSCH 传输的。

以下从终端向基站的反馈消息的角度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一种混合 自动

重传请求反馈的方法进行说明，所述方法应用于非授权频谱无线通信，参阅图

4，本发明实施例包括：

401、终端在主辅小区接收到下行数据并对所述下行数据解码，得到解码

结果，在第一时段根据所述解码结果向基站发送第一消息，以使所述基站根据

所述第一消息确定是否重传所述下行数据或者发送新的下行数据；

其中，所述解码结果为成功时，所述第一消息包括确认 ACK 消息，所述

解码结果为失败时，所述第一消息包括 NACK 消息；所述第一时段包括如下

项中的一项：

协议预定义的短间隔、LTE 系统中在接收所述下行数据的第一个未被 占用

的第一上行正 交频分复用技 术 （OFDM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 符号、第一上行子帧或所述第一上行子帧后的第一个未被 占用

的第二上行子帧；其中，所述协议预定义的短间隔与所述终端接收下行数据的

子帧位于同一子帧，所述第一上行子帧位于所述终端接收数据的下行子帧后的

第一个上行子帧。

其中，协议预定义的短间隔的结构如图 4-1 所示，GP 为保护间隔 （GP，

Guard Period ) ; 第一上行子帧的结构如图 4-2 所示，第二上行子帧的结构如图

4-3 所示。

本发明实施例中，终端对主辅小区接收到的下行数据解码后，在上述第一

时段根据解码结果向基站发送第一消息，可以有效避免现有技术的非授权频谱

下，由于反馈的时段较长且为固定配置，导致上述第一消息无法及时反馈，使

得基站长时未接收到终端的反馈，无法决定重传还是新传数据的问题。



可选的，在上述图 4 所对应的实施例的基础上，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一个可

选实施例中，所述第一消息为所述终端在第一时段通过以下任一项发送给所述

基站的信令消息：

所述主辅小区的 PUCCH 或所述主辅小区的 PUSCH;

或者，所述第一消息为所述终端按照备用辅小区的优先级从高至低的顺

序，从当前无线资源可用的备用辅小区中选择优先级最高的备用辅小区发送信

令消息；可选的，所述备用辅小区的优先级由所述基站为所述终端配置。

可选的，在上述第一个可选实施例的基础上，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二个可选

实施例中，在所述第一时段之前，所述方法还包括：

所述终端向所述基站发送参考信号或包含信道预约时间的 MAC 层数据

包，以占用所述 PUCCH 或所述 PUSCH ，直至达到最大信道占用时长，以避

免所述 PUCCH 或所述 PUSCH 被其它设备 占用，而对所述终端发送该第一消

息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扰。

可选的，在上述图 4 所对应的实施例或上述第一个或第二个可选实施例的

基础上，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三个可选实施例中，在到达所述最大信道占用时长

用时，所述终端未发送所述第一消息至所述基站时，所述方法还包括：

所述终端在重新 占用到所述 PUCCH 或所述 PUSCH 后，根据发送所述第

一消息的最大时长决定是否重新发送所述第一消息。

参阅图 5，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一种终端 50 进行描述，所述终端 50 应用

于非授权频谱无线通信，所述终端 50 包括：

处理模块 501，用于根据辅基站所指示的信道的第一状态信息和所述终端

50 所获取到的所述信道的第二状态信息中的至少一个，确定所述信道的信道

状态；

传输模块 502，用于将所述处理模块确定的用于指示所述信道状态的第一

通知消息发送至主基站，以使所述主基站根据所述第一通知消息对所述终端进



行无线资源的调度 。

本发 明实施例 中，终端 50 通过传输模块 502 将上述信道状 态上报给主基

站 ，使得主基站在辅基站未调度终端时，为上述终端分配更多的无线资源，可

以得到更多的分配无线资源的机会 ，一定程度上 ，有效提 高无线资源的利用率 。

可选的，在上述 图 5 所对应 的实施例的基础上 ，本发 明实施例的第一个可

选 实施例 中，所述第一通知 消息还用于指示 占用所述信道的第一时长和/或释

放 所述信道的第二 时长 ，以使所述主基站根据所述第一时长和/或所述第二 时

长，在所述第一时长 内和/或所述第二 时长 内为所述终端 50 分配无线资源；

或者 ，所述第一通知 消息还用于指示所述信道是否被 占用和所述信道是否

被释放 ，以使所述主基站在接收到所述终端 50 发送的下一个通知 消息之前 ，

按照所述第一通知消息的指示为所述终端 50 分配无线资源。

可选的，在上述 图 5 所对应 的实施例或上述第一个可选 实施例的基础上 ，

本发 明实施例的第二个可选 实施例 中，所述传输模块 502 还用于：

根据第一功率向所述主基站发送第一上行数据 ，所述第一功率为所述主基

站为所述终端 50 配置的发送所述第一上行数据 的限制功率；和/或 ，根据第二

功率向所述辅基站发送第二上行数据 ，所述第二功率为所述辅基站为所述终端

50 配置的发送所述第二上行数据 的限制功率；所述第一功率与所述第二功率

之和不大于所述终端的最大发射功率；

所述传输模块 502 还用于：

根据第三功率发送第三上行数据或根据第四功率发送第四上行数据 ，所述

第三功率是根据所述第一功率和所述第二功率确定的剩余功率时，根据所述第

一功率和部分或全部剩余功率向所述主基站发送所述第三上行数据 ，所述第四

功率是根据所述第一功率和所述第二功率确定的剩余功率时，根据所述第二功

率和部分或全部剩余功率向所述辅基站发送第四上行数据 ；

或者 ，向所述主基站发送第二通知消息，所述第二通知消息用于指示主辅

小区所在的信道是否可用，以使所述主基站根据所述第二通知消息确定所述主

辅 小区所在的信道不可用时，根据所述第一功率 、所述第二功率及所述剩余功



率三者之和为所述终端分配无线资源；或者确定所述主辅小区所在的信道可用

时，根据所述第一功率、或第一功率和所述剩余功率为所述终端 50 分配无线

资源。

可选的，在上述第二个可选实施例的基础上，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三个可选

实施例中，所述终端的能力参数包括所述主基站和所述辅基站所分配的单位传

输时间间隔 ΤΉ 内接收的最大下行共享传输信道 DL-SCH 传输块比特数限制

信息、单位传输时间间隔 ΤΉ 内发送的最大上行共享传输信道 UL-SCH 传输

块比特数限制信息；

所述传输模块还用于执行如下情况中的一种：

若PSCell 所在的信道被LTE 占用，则所述终端接收所述辅基站根据所述辅基

站所分配的所述限制信息发送的下行数据，和/或所述终端根据所述辅基站所

分配的限制信息向所述辅基站发送上行数据，所述主基站根据所述主基站所分

配的所述限制信息为为所述终端分配无线资源；

若所述主辅小区所在的信道未被LTE 占用，则所述终端不能接收所述辅基站

发送的下行数据，和/或所述终端不能向所述辅基站发送上行数据，所述终端

的能力参数对应的全部能力用于所述主基站调度所述终端。

可选的，在上述图 5 所对应的实施例或上述第一至第三个可选实施例的基

础上，本发明实施例的第四个可选实施例中，所述传输模块 502 还用于执行以

下步骤中的至少一个：

在确定主辅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不可用时，向所述主基站发送第三通知消

息，以使所述主基站将所述第三通知消息所携带的内容转发至所述辅基站，以

使所述辅基站对所述终端进行无线资源的调度，所述第三通知消息携带与所述

辅基站相关的緩冲区状态报告 BSR 和功率余量报告 PHR;

或者，在确定主辅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不可用时，向所述主基站发送第五

通知消息，以使所述主基站将所述第五通知消息所携带的内容转发至所述辅基

站，以使所述辅基站对所述终端 50 进行无线资源的调度，所述第五通知消息

携带所述辅基站上与数据无线承载 DRB 相关的无线链路控制 RLC 状态报告。



参 阅图 6，对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一种基站 60 进行说 明，所述基站 60 应用

于非授权频谱无线通信 ，所述基站 60 包括：

处理模块 601，用于为终端配置用于交叉调度 的至少一个备用辅 小区，所

述至少一个备用辅 小区用于交叉调度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

在所述辅 小区可用时，通过所述辅 小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或所述备用辅

小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将所述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分配给所述终端；

在所述辅 小区不可用且所述备用辅 小区可用时，通过备用辅 小区的物理下

行控制信道 ，将所述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分配给所述终端。

本发 明实施例 中，通过处理模块 601 为终端配置用于交叉调度 的至少一个

备用辅 小区；在所述基站所提供 的辅 小区可用时，所述基站通过所述辅 小区的

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将所述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分配给所述终端；在所述基

站所提供 的辅 小区不可用时，所述基站通过备用辅 小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

将所述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分配给所述终端 ，为终端提供更多的分配上行无

线资源的机会 ，能够提 高吞吐量以及无线资源的利用率。

可选的，在上述 图 6 所对 的实施例的基础上 ，本发 明实施例的第一个可选

实施例 中，所述处理模块 601 还用于：

分别为每个所述备用辅 小区配置优先级 ，所述辅 小区的优先级 高于每个所

述备用辅 小区的优先级 ，或者所述辅 小区的优先级低于至少一个所述备用辅 小

区的优先级；

所述处理模块 601 具体用于：

在所述辅 小区不可用时，按照备用辅 小区的优先级从 高至低 的顺序 ，从 当

前无线资源可用的备用辅 小区中选择优先级最 高的 目标备用辅 小区，并通过所

述 目标备用辅 小 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将所述辅 小 区的上行无线资源分配给

所述终端 。

可选的，在上述第一个可选 实施例的基础上 ，本发 明实施例的第二个可选

实施例 中，所述基站 60 还 包括：



传输模块 602 ，用于向所述终端发送指示消息，所述指示消息用于指示所

述辅 小区的状态是否可用 ，以使所述终端根据所述指示消息和优先级的顺序 ，

在状 态可用 的辅 小区监听用于分配所述辅 小 区的上行无线资源的物理下行控

制信道 。

参 阅图 7，以下对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一种基站 70 进行描述 ，所述基站 70

应用于非授权频谱无线通信 ，所述基站 70 包括：

处理模 块 701，用于为终端在辅基站配置一个主辅 小 区和至少一个辅 小

区，以使所述终端对在所述主辅 小区或任一个所述辅 小区接收的下行数据进行

解码 ，得到解码结果，并在确定所述主辅 小区或所述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可

用时，通过所述主辅 小区或所述辅 小区向所述基站发送第一消息，在确定所述

主辅 小区或所述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不可用时，通过所述至少一个辅 小区中

除所不可用的所述辅 小区之外的任意辅 小区向所述基站发送所述第一消息；

并根据所述第一消息确定是否重传所述下行数据或者发送新的下行数据 。

本发 明实施例 中，通过处理模块 701 为终端配置一个主辅 小区和至少一个

辅 小区，使得终端对主辅 小区接收到的下行数据解码 ，在所述辅 小区的上行无

线资源可用时，通过所述辅 小区向所述基站发送第一消息，在所述辅 小区的上

行无线资源不可用时，通过所述其他可用的辅 小区向所述基站发送所述第一消

息，可以有效避免现有技术的非授权频谱 下，由于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不可

用 ，导致基站长时未接收到终端的反馈 的第一消息，而无法决定重传还是新传

数据 的问题 。

可选的，在上述 图 7 所对应 的实施例的基础上 ，本发 明实施例的第一个可

选 实施例 中，所述辅 小区有多个时，所述处理模块 701 还用于：

分别为所述主辅 小区和每个所述辅 小区配置优先级 ，以使所述终端按照所

述主辅 小区和每个所述辅 小区的优先级从 高至低 的顺序 ，从 当前无线资源可用

的所述主辅 小区或所述辅 小区中选择优先级最 高的小区发送所述第一消息。

可选的，在上述第一个可选 实施例的基础上 ，本发 明实施例的第二个可选



实施例中，所述处理模块 701 为终端的辅小区配置的优先级满足如下情况中的

一种：

所述处理模块 701 为不同的终端分别配置相同的主辅小区和多个辅小区，

且不同的终端的辅小区的优先级配置相同；

所述处理模块 701 为不同的终端分别配置相同的主辅小区和多个辅小区，

且不同的终端的辅小区的优先级配置不同；

所述处理模块 701 为不同的终端分别配置不同的主辅小区和多个辅小区，

且不同的终端的辅小区的优先级配置相同；

所述处理模块 701 为不同的终端分别配置不同的主辅小区和多个辅小区，

且不同的终端的辅小区的优先级配置不同。

可选的，在上述图 7 所对应的实施例或上述第一或第二个可选实施例的基

础上，参阅图 7-1，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三个可选实施例中，所述基站 70 还包括：

传输模块 702，用于在发送所述下行数据的物理下行共享信道 PDSCH 所

对应的物理上行控制信道 PUCCH 或物理上行共享信道 PUSCH 上接收所述第

一消息；

或者，在无线资源上未检测到所述第一消息时，按照备选辅小区的优先级

从高至低的顺序，依次检测所述第一消息；

或者，所述第一消息为所述传输模块 702 通过备用辅小区的信道发送的消

息时，根据载波聚合 CA 的处理方式，检测发送所述第一消息的信道。

参阅图 8，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一种终端 80 进行说明，所述终端 80 应用

于非授权频谱无线通信，所述终端 80 包括：

处理模块 801，用于在主辅小区接收到下行数据并对所述下行数据解码，

得到解码结果；

传输模块 802，用于在第一时段根据所述处理模块 801 得到的所述解码结

果向基站发送第一消息，以使所述基站根据所述第一消息确定是否重传所述下

行数据或者发送新的下行数据；所述解码结果为成功时，所述第一消息包括确

认 ACK 消息，所述解码结果为失败时，所述第一消息包括 NACK 消息；所述



第一时段包括如下项中的一项：

协议预定义的短间隔、LTE 系统中在接收所述下行数据的第一个未被 占用

的第一上行 OFDM 符号、第一上行子帧或所述第一上行子帧后的第一个未被

占用的第二上行子帧；其中，所述协议预定义的短间隔与所述终端接收下行数

据的子帧位于同一子帧，所述第一上行子帧位于所述终端接收数据的下行子帧

后的第一个上行子帧。

本发明实施例中，通过处理模块 801 对主辅小区接收到的下行数据解码

后，传输模块 802 在上述第一时段根据解码结果向基站发送第一消息，可以有

效避免现有技术的非授权频谱下，由于反馈的时段较长且为固定配置，导致上

述第一消息无法及时反馈，使得基站长时未接收到终端的反馈，无法决定重传

还是新传数据的问题。

可选的，在上述图 8 所对应的实施例的基础上，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一个可

选实施例中，所述第一消息为所述传输模块 802 在第一时段通过以下任一项发

送给所述基站的信令消息：

所述主辅小区的物理上行控制信道 PUCCH 或所述主辅小区的物理上行共

享信道 PUSCH;

或者，所述第一消息为所述传输模块 802 按照备用辅小区的优先级从高至

低的顺序，从当前无线资源可用的备用辅小区中选择优先级最高的备用辅小区

发送信令消息。

可选的，在上述图 8 所对应的实施例或上述第一个可选实施例的基础上，

本发明实施例的第二个可选实施例中，所述传输模块 802 在所述第一时段之

前，还用于：

向所述基站发送参考信号或包含信道预约时间的 MAC 层数据包，以占用

所述 PUCCH 或所述 PUSCH ，直至达到最大信道占用时长。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计算机存储介质，该介质存储有程序，该程序执行时包

括上述无线资源调度的方法中的部分或者全部步骤。



本发 明还提供一种计算机存储介质 ，该介质存储有程序 ，该程序执行时包

括上述基站或终端执行一种无线资源调度 的方法中的部分或者全部步骤 。

图 9 是本发 明实施例终端 90 的另一结构示意图。终端 90 可 包括至少一个

网络接 口或者其它通信接 口、至少一个接收器 901 、至少一个发射器 902 、至

少一个处理器 903 和存储器 904 ，以实现这些装置之 间的连接通信 ，通过至少

一个 网络接 口 （可以是有线或者无线 ）实现该 系统 网关与至少一个其它网元之

间的通信连接 ，可 以使用互联 网，广域 网，本地 网，城域 网等 。

存储器904可以包括只读存储器和随机存取存储器，并向处理器903提供指

令 和数据 ，存储 器 904 的一部 分还 可 以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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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 器

( non-volatile memory )。

存储 器904存储 了如下的元素 ，可执行模块或者数据结构 ，或者它们 的子

集，或者它们 的扩展 集：

操作指令 ：包括各种操作指令 ，用于实现各种操作 。

操作 系统：包括各种 系统程序 ，用于实现各种基础业务以及处理基 于硬件

的任务。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处理器903通过调用存储器904存储 的操作指令 ( 该操

作指令可存储在操作 系统 中 ），执行如下操作 ：

根据辅基站所指示的信道的第一状 态信 息和所述终端 90 所获取到的所述

信道的第二状态信 息中的至少一个 ，确定所述信道的信道状态；

利用发射器 902 将所述处理模块确定的用于指示所述信道状态的第一通

知消息发送至主基站 ，以使所述主基站根据所述第一通知消息对所述终端进行

无线资源的调度 。

可选 的，所述第一通知 消息还用于指示 占用所述信道的第一时长和/或释

放 所述信道的第二 时长 ，以使所述主基站根据所述第一时长和/或所述第二 时

长，在所述第一时长 内和/或所述第二 时长 内为所述终端 90 分配无线资源；

或者 ，所述第一通知消息还用于指示所述信道是否被 占用和所述信道是否

被释放 ，以使所述主基站在接收到所述终端 90 发送的下一个通知 消息之前 ，

按照所述第一通知消息的指示为所述终端 90 分配无线资源。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上述处理器 903 还可以执行以下步骤：

若PSCell 所在的信道被LTE 占用，则所述终端接收所述辅基站根据所述辅基

站所分配的所述限制信息发送的下行数据，和/或所述终端根据所述辅基站所

分配的限制信息向所述辅基站发送上行数据，所述主基站根据所述主基站所分

配的所述限制信息为为所述终端分配无线资源；

若所述主辅小区所在的信道未被LTE 占用，则所述终端不能接收所述辅基站

发送的下行数据，和/或所述终端不能向所述辅基站发送上行数据，所述终端

的能力参数对应的全部能力用于所述主基站调度所述终端。

其中，所述终端的能力参数包括所述主基站和所述辅基站所分配的单位传

输时间间隔 ΤΉ 内接收的最大下行共享传输信道 DL-SCH 传输块比特数限制

信息、单位传输时间间隔 ΤΉ 内发送的最大上行共享传输信道 UL-SCH 传输

块比特数限制信息；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上述处理器 903 还可以执行以下步骤：

根据第一功率，利用发射器 902 向所述主基站发送第一上行数据，所述第

一功率为所述主基站为所述终端 90 配置的发送所述第一上行数据的限制功

率；和/或，根据第二功率向所述辅基站发送第二上行数据，所述第二功率为

所述辅基站为所述终端 90 配置的发送所述第二上行数据的限制功率；所述第
一功率与所述第二功率之和不大于所述终端的最大发射功率；

在发送所述第一上行数据或所述第二上行数据后，且根据所述第一功率和

所述第二功率确定存在剩余功率时，根据所述剩余功率，利用发射器 902 向所

述辅基站发送第三上行数据；

或者，利用发射器 902 向所述主基站发送第二通知消息，所述第二通知消

息用于指示主辅小区所在的信道是否可用，以使所述主基站根据所述第二通知

消息确定所述主辅小区所在的信道不可用时，根据所述第一功率、所述第二功

率及所述剩余功率三者之和为所述终端分配无线资源；或者确定所述主辅小区

所在的信道可用时，根据所述剩余功率为所述终端 90 分配无线资源。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上述处理器 903 还可以执行以下步骤中的至少一个：

在确定主辅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不可用时，利用发射器 902 向所述主基站

发送第三通知消息，以使所述主基站将所述第三通知消息所携带的内容转发至



所述辅基站 ，以使所述辅基站对所述终端进行无线资源的调度 ，所述第三通知

消息携 带与所述辅基站相 关的緩冲区状态报告 BSR 和功率余量报告 PHR;

或者 ，在确定主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不可用时，利用发射器 902 向所述

主基站发送第五通知消息，以使所述主基站将所述第五通知 消息所携带的内容

转发至所述辅基站 ，以使所述辅基站对所述终端 90 进行无线资源的调度 ，所

述第五通知消息携带所述辅基站上与数据无线承载 DRB 相 关的无线链路控制

RLC 状 态报告 。

图 10 是本发 明实施例基站 100 的另一结构示意图。基站 100 可 包括至少

一个 网络接 口或者其它通信接 口、至少一个接 收器 1001 、至少一个发射 器

1002 、至少一个处理器 1003 和存储 器 1004 ，以实现这些装置之 间的连接通信 ，

通过至少一个 网络接 口 （可以是有线或者无线 ）实现该 系统 网关与至少一个其

它网元之 间的通信连接 ，可 以使用互联 网，广域 网，本地 网，城域 网等 。

存储器 1004可以包括只读存储器和随机存取存储 器，并向处理器 1003提供

指令和数据 ，存储 器 1004 的一部分还 可 以 包括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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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 器

( non-volatile memory )。

存储器 1004存储 了如下的元素 ，可执行模块或者数据结构 ，或者它们 的子

集，或者它们 的扩展 集：

操作指令 ：包括各种操作指令 ，用于实现各种操作 。

操作 系统：包括各种 系统程序 ，用于实现各种基础业务以及处理基 于硬件

的任务。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处理器 1003通过调用存储器 1004存储 的操作指令 ( 该

操作指令可存储在操作 系统 中 ），执行如下操作 ：

为终端配置用于交叉调度 的至少一个备用辅 小区，所述至少一个备用辅 小

区用于交叉调度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

在所述辅 小区可用时，通过所述辅 小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或所述备用辅

小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将所述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分配给所述终端；

在所述辅 小区不可用且所述备用辅 小区可用时，通过备用辅 小区的物理下



行控制信道 ，将所述辅 小 区的上行无线资源分配给所述终端 。

在一些 实施方式中，上述处理器 1003 还可以执行 以下步骤 ：

分别为每个所述备用辅 小 区配置优先级 ，所述辅 小区的优先级 高于每个所

述备用辅 小区的优先级 ，或者所述辅 小区的优先级低 于至少一个所述备用辅 小

区的优先级；

在所述辅 小 区不可用时，按照备用辅 小区的优先级从 高至低 的顺序 ，从 当

前无线资源可用 的备用辅 小区中选择优先级最 高的 目标备用辅 小区，并通过所

述 目标备用辅 小 区的物理下行控 制信道将所述辅 小 区的上行无线资源分 配给

所述终端 。

在一些 实施方式中，上述处理器 1003 还可以执行 以下步骤 ：

通过发射 器 1002 向所述终端发送指示消息，所述指示消息用于指示所述

辅 小区的状 态是 否可用 ，以 使所述终端根据所述指示消息和优先级的顺序 ，在

状 态可用 的辅 小 区监 听用于分配所述辅 小 区的上行无线 资源的物理 下行控制

信道 。

图 11 是本发 明实施例基站 110 的另一结构示意 图。基 站 110 可 包括至少

一个 网络接 口或者 其 它通信接 口、至少一个接 收 器 1101 、至 少一个发射 器

1102 、至少一个处理器 1103 和存储 器 1104 ，以实现这些装置之 间的连接通信 ，

通过至少一个 网络接 口 （可以是有 线或者无线 ）实现该 系统 网关与至少一个其

它 网元之 间的通信连接 ，可以使用互联 网，广域 网，本地 网，城域 网等 。

存储 器 1104 可 以 包括只读存储 器和随机存取存储 器，并向处理器 1103提供

指令 和数据 ，存储 器 1104 的一部分还 可 以 包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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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 器

( non-volatile memory )。

存储 器 1104存储 了如下的元素 ，可执行模 块或者数据结构 ，或者它们 的子

集，或者它们 的扩展 集：

操作指令 ：包括各种操作指令 ，用于实现各种操作 。

操作 系统：包括各种 系统程序 ，用于实现各种基础业务以及处理基 于硬件

的任务 。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处理 器 1103通过调用存储 器 1104存储 的操作指令 ( 该

操作指令可存储在操作 系统 中 ），执行如 下操作 ：

为终端在辅基 站配置一个主辅 小 区和至少一个辅 小 区，以使 所述终端对在

所述主辅 小 区或任一个所述辅 小 区接 收 的下行数据进行解码 ，得 到解码 结果 ，

并在确 定所述主辅 小 区或所述辅 小 区的上行无线资源可用 时，通过所述主辅 小

区或所述辅 小 区向所述基 站发送第一 消息，在确定所述主辅 小 区或所述辅 小 区

的上行无线资源不可用 时，通过所述至少一个辅 小 区中除所不可用 的所述辅 小

区之外 的任 意辅 小 区向所述基 站发送所述第一 消息；

并根据 所述第一 消息确定是 否重传 所述下行数据 或者发 送新 的下行数据 。

在一些 实施 方式 中，上述处理器 1103 还 可 以执行 以下步骤 ：

分别为所述主辅 小 区和每 个所述辅 小 区配置优先级 ，其 中所述主辅 小 区的

优先级最 高，以使 所述终端按 照所述主辅 小 区的优 先级和每 个所述辅 小 区的优

先级从 高至低 的顺序 ，从 当前无线 资源可用 的所述主辅 小 区或所述辅 小 区中选

择优先级最 高的小 区发 送所述第一 消息。

在一些 实施 方式 中，上述处理器 1103 还可 以执行 以下步骤 中的一个 ：

为不 同的终端分别配置相 同的主辅 小 区和 多个辅 小 区，且 不 同的终端 的辅

小 区的优先级配置相 同；

为不 同的终端分别配置相 同的主辅 小 区和 多个辅 小 区，且 不 同的终端 的辅

小 区的优先级配置不 同；

为不 同的终端分别配置不 同的主辅 小 区和 多个辅 小 区，且 不 同的终端 的辅

小 区的优先级配置相 同；

为不 同的终端分别配置不 同的主辅 小 区和 多个辅 小 区，且 不 同的终端 的辅

小 区的优先级配置不 同。

在一些 实施 方式 中，上述处理器 1103 还可 以执行 以下步骤 中的一个 ：

利用接 收器 1101 在发 送所述下行数据 的物理 下行共 享信道 PDSCH 所对

应 的物理上行控 制信道 PUCCH 或物理上行共 享信道 PUSCH 上接 收所述第一

消息；

或者 ，利用接 收器 1101 在无线资源上未检 测到所述第一 消息时，按 照备

选辅 小 区的优先级从 高至低 的顺序 ，依 次检 测所述第一 消息；



或者 ，所述第一消息为所述传输模块 702 通过备用辅 小区的信道发送的消

息时，利用接收器 1101 根据载波聚合 CA 的处理方式，检测发送所述第一消

息的信道 。

图 12 是本发 明实施例终端 120 的另一结构示意图。终端 120 可 包括至少

一个 网络接 口或者其它通信接 口、至少一个接 收器 1201 、至少一个发射 器

1202 、至少一个处理器 1203 和存储 器 1204 ，以实现这些装置之 间的连接通信 ，

通过至少一个 网络接 口 （可以是有线或者无线 ）实现该 系统 网关与至少一个其

它网元之 间的通信连接 ，可以使用互联 网，广域 网，本地 网，城域 网等 。

存储器 1204 可 以 包括只读存储器和随机存取存储 器，并向处理器 1203提供

指令和数据 ，存储 器 1204 的一部分还 可 以 包括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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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 器

( non-volatile memory )。

存储器 1204存储 了如下的元素 ，可执行模块或者数据结构 ，或者它们 的子

集，或者它们 的扩展 集：

操作指令 ：包括各种操作指令 ，用于实现各种操作 。

操作 系统：包括各种 系统程序 ，用于实现各种基础业务以及处理基 于硬件

的任务。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处理器 1203通过调用存储器 1204存储 的操作指令 ( 该

操作指令可存储在操作 系统 中 ），执行如下操作 ：

在主辅 小区接收到下行数据并对所述下行数据解码 ，得到解码结果；

利用发射器 1202 在第一时段根据所述处理模块 801 得到的所述解码结果

向基站发送第一消息，以使所述基站根据所述第一消息确定是否重传所述下行

数据或者发送新 的下行数据 ；所述解码结果为成功时，所述第一消息包括确认

ACK 消息，所述解码结果为失败时，所述第一消息包括 NACK 消息；所述第

一时段 包括如下项中的一项：

协议预定义的短 间隔、LTE 系统 中在接收所述下行数据 的第一个未被 占用

的第一上行 OFDM 符号 、第一上行子帧或所述第一上行子帧后 的第一个未被

占用的第二上行子帧；其 中，所述协议预定义的短 间隔与所述终端接收下行数



据的子帧位于同一子帧，所述第一上行子帧位于所述终端接收数据的下行子帧

后的第一个上行子帧。

可选的，所述第一消息为所述传输模块 802 在第一时段通过以下任一项发

送给所述基站的信令消息：

所述主辅小区的物理上行控制信道 PUCCH 或所述主辅小区的物理上行共

享信道 PUSCH;

或者，所述第一消息为所述传输模块 802 按照备用辅小区的优先级从 高至

低的顺序 ，从 当前无线资源可用的备用辅小区中选择优先级最高的备用辅小区

发送信令消息。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上述处理器 1203 在所述第一时段之前还 可 以执行以

下步骤：

利用发射器 1202 向所述基站发送参考信号或包含信道预约时间的 MAC

层数据 包，以占用所述 PUCCH 或所述 PUSCH, 直至达到最大信道 占用时长。

在上述实施例中，对各个实施例的描述都各有侧重，某个实施例中没有详

述的部分，可以参见其他 实施例的相关描述。

所属领域的技术人 员可以清楚地 了解到，为描述的方便和简洁，上述描述

的系统，装置和单元的具体工作过程 ，可以参考前述方法实施例中的对应过程 ，

在此不再赘述。

在本申请所提供的几个实施例中，应该理解到，所揭露的系统，装置和方

法，可以通过其它的方式实现。例如，以 上 所描述的装置实施例仅仅是示意性

的，例如，所述单元的划分，仅仅为一种逻辑功能划分，实际实现时可以有另

外的划分方式，例如多个单元或组件可以结合或者可以集成到另一个系统，或

一些特征可以忽略，或不执行。另一点，所显示或讨论的相互之间的耦合或直

接辆合或通信连接可以是通过一些接 口，装置或单元的间接辆合或通信连接 ，

可以是 电性，机械或其它的形式。

单元显示的部件可以是或者也可以不是物理单元 ，即可以位于一个地方，或者

也可以 分布到多个网络单元上。可以根据 实际的需要选择其中的部分或者全部

单元来实现本实施例方案的 目的。



另外，在本发明各个实施例中的各功能单元可以集成在一个处理单元中，

也可以是各个单元单独物理存在，也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单元集成在一个单元

中。上述集成的单元既可以釆用硬件的形式实现，也可以釆用软件功能单元的

形式实现。

所述集成的单元如果以软件功能单元的形式实现并作为独立的产品销售

或使用时，可以存储在一个计算机可读取存储介质中。基于这样的理解，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本质上或者说对现有技术做 出贡献的部分或者该技术方案的全

部或部分可以以软件产品的形式体现出来，该计算机软件产品存储在一个存储

介质中，包括若干指令用以使得一台计算机设备 （可以是个人计算机，服务器，

或者网络设备等 ）执行本发明各个实施例所述方法的全部或部分步骤。而前述

的存储介质包括：U 盘、移动硬盘、只读存储器 （ROM ，Read-Only Memory )

随机存取存储器 （RAM, Random Access Memory ) 磁碟或者光盘等各种可以

存储程序代码的介质。

以上对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无线资源调度的方法及相关设备进行 了详细

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同时，对于本领域

的一般技术人员，依据本发明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

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权 利 要 求

1、一种无线资源调度 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应用于非授权频谱

无线通信 ，所述方法包括：

终端根据辅基站所指示的信道 的第一状 态信 息和所述终端所获取到的所

述信道的第二状 态信 息中的至少一个 ，确定所述信道的信道状态，将用于指示

所述信道状态的第一通知消息发送至主基站 ，以使所述主基站根据所述第一通

知消息对所述终端进行无线资源的调度 。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通知消息还用于

指示 占用所述信道的第一时长和/或释放 所述信道的第二时长 ，以使所述主基

站根据所述第一时长和/或所述第二时长，在所述第一时长 内和/或所述第二时

长 内为所述终端分配无线资源；

或者 ，所述第一通知消息还用于指示所述信道是否被 占用和所述信道是否

被释放 ，以使所述主基站在接收到所述终端发送的下一个通知消息之前 ，按照

所述第一通知消息的指示为所述终端分配无线资源。

3、根据权利要 求 1 或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 包括：

所述终端根据第一功率向所述主基站发送第一上行数据 ，所述第一功率为

所述主基站为所述终端配置的发送所述第一上行数据 的限制功率；和/或 ，所

述终端根据第二功率向所述辅基站发送第二上行数据 ，所述第二功率为所述辅

基站为所述终端配置的发送所述第二上行数据 的限制功率；所述第一功率与所

述第二功率之和不大于所述终端的最大发射功率；

所述方法还 包括：

所述终端根据第三功率发送第三上行数据或根据第四功率发送第四上行

数据 ，所述第三功率是根据所述第一功率和所述第二功率确定的剩余功率时，

所述终端根据所述第一功率和部分或全部剩余功率向所述主基站发送所述第

三上行数据 ，所述第四功率是根据所述第一功率和所述第二功率确定的剩余功

率时，所述终端根据所述第二功率和部分或全部剩余功率向所述辅基站发送第

四上行数据 ；

或者 ，所述终端向所述主基站发送第二通知消息，所述第二通知消息用于

指示主辅 小区所在的信道是否可用 ，以使所述主基站根据所述第二通知消息确

定所述主辅 小区所在的信道不可用时，根据所述第一功率 、所述第二功率及所



述剩余功率三者之和为所述终端分配无线资源；或者确定所述主辅小区所在的

信道可用时，根据所述第一功率、或第一功率和所述剩余功率为所述终端分配

无线资源。

4、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终端的能力参数包括

所述主基站和所述辅基站所分配的单位传输时间间隔 TTI 内接收的最大下行

共享传输信道 DL-SCH 传输块比特数限制信息、单位传输时间间隔 ΤΉ 内发

送的最大上行共享传输信道 UL-SCH 传输块比特数限制信息；

所述方法还包括如下情况中的一种：

若PSCell 所在的信道被LTE 占用，则所述终端接收所述辅基站根据所述辅

基站所分配的所述限制信息发送的下行数据，和/或所述终端根据所述辅基站

所分配的限制信息向所述辅基站发送上行数据，所述主基站根据所述主基站所

分配的所述限制信息为为所述终端分配无线资源；

若所述主辅小区所在的信道未被LTE 占用，则所述终端不能接收所述辅基

站发送的下行数据，和/或所述终端不能向所述辅基站发送上行数据，所述终

端的能力参数对应的全部能力用于所述主基站调度所述终端。

5、根据权利要求 1 至 4 任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
如下步骤中的至少一个：

在确定主辅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不可用时，所述终端向所述主基站发送第

三通知消息，以使所述主基站将所述第三通知消息所携带的内容转发至所述辅

基站，以使所述辅基站对所述终端进行无线资源的调度，所述第三通 知 消息携

带与所述辅基站相关的緩冲区状态报告 BSR 和功率余量报告 PHR;

或者，在确定主辅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不可用时，所述终端向所述主基站

发送第五通知消息，以使所述主基站将所述第五通知消息所携带的内容转发至

所述辅基站，以使所述辅基站对所述终端进行无线资源的调度，所述第五通知

消息携带所述辅基站上与数据无线承载 DRB 相关的无线链路控制 RLC 状态报

告。
6、一种无线资源调度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应用于非授权频谱

无线通信，所述方法包括：



基站为终端配置用于交叉调度 的至少一个备用辅 小区，所述至少一个备用

辅 小区用于交叉调度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

在所述辅 小区可用时，所述基站通过所述辅 小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或所

述备用辅 小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将所述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分配给所述

终端；

在所述辅 小区不可用且所述备用辅 小区可用时，所述基站通过所述备用辅

小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将所述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分配给所述终端。

7、根据权利要 求 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 包括 ：

所述基站分别为每个所述备用辅 小区配置优先级 ，所述辅 小区的优先级 高

于每个所述备用辅 小区的优先级 ，或者所述辅 小区的优先级低于至少一个所述

备用辅 小区的优先级；

所述在所述辅 小区不可用时，所述基站通过备用辅 小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

道 ，将所述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分配给所述终端 ，包括：

在所述辅 小区不可用时，所述基站按照备用辅 小区的优先级从 高至低 的顺

序 ，从 当前无线资源可用的备用辅 小区中选择优先级最 高的 目标备用辅 小区，

并通过所述 目标备用辅 小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将所述辅 小 区的上行无线资

源分配给所述终端。

8、根据权利要 求 7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 包括 ：

所述基站向所述终端发送指示消息，所述指示消息用于指示所述辅 小区的

状态是否可用 ，以使所述终端根据所述指示消息和优先级的顺序 ，在状态可用

的辅 小区监听用于分配所述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

9 、一种混合 自动重传请求管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应用于非

授权频谱无线通信 ，所述方法包括：

基站为终端在辅基站配置一个主辅 小区和至少一个辅 小区，以使所述终端

对在所述主辅 小区或其 中一个所述辅 小区接收的下行数据进行解码 ，得到解码

结果，并在确定所述主辅 小区或所述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可用时，通过所述

主辅 小区或所述辅 小区向所述基站发送第一消息，在确定所述主辅 小区或所述



辅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不可用时，通过所述至少一个辅小区中除所不可用的所

述辅小区之外的任意辅小区向所述基站发送所述第一消息；

所述基站根据所述第一消息确定是否重传所述下行数据或者发送新的下

行数据。

10、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辅小区有多个时，所

述方法还包括：

所述基站分别为所述主辅小区和每个所述辅小区配置优先级，其中所述主

辅小区的优先级最高，以使所述终端按照所述主辅小区和所述辅小区的优先级

从高至低的顺序，从 当前无线资源可用的所述主辅小区或所述辅小区中选择优

先级最高的小区发送所述第一消息。

11、根据权利要求 9 或 10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如

下情况中的一种：

所述基站为不同的终端分别配置相同的主辅小区和多个辅小区，且不同的

终端的辅小区的优先级配置相同；

所述基站为不同的终端分别配置相同的主辅小区和多个辅小区，且不同的

终端的辅小区的优先级配置不同；

所述基站为不同的终端分别配置不同的主辅小区和多个辅小区，且不同的

终端的辅小区的优先级配置相同；

所述基站为不同的终端分别配置不同的主辅小区和多个辅小区，且不同的

终端的辅小区的优先级配置不同。

12、根据权利要求 9 至 11 任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

括：

所述基站在发送所述下行数据的物理下行共享信道 PDSCH 所对应的物理

上行控制信道 PUCCH 或物理上行共享信道 PUSCH 上接收所述第一消息；

或者，在无线资源上未检测到所述第一消息时，所述基站按照备选辅小区

的优先级从高至低的顺序，依次检测所述第一消息；

或者，所述第一消息为所述终端通过备用辅小区的信道发送的消息时，所



述基站根据载波聚合 CA 的处理方式，检测发送所述第一消息的信道。

13、一种混合 自动重传请求反馈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应用于非

授权频谱无线通信，所述方法包括：
终端在主辅小区接收到下行数据并对所述下行数据解码，得到解码结果，

在第一时段根据所述解码结果向基站发送第一消息，以使所述基站根据所述第

一消息确定是否重传所述下行数据或者发送新的下行数据；所述解码结果为成

功时，所述第一消息包括确认 ACK 消息，所述解码结果为失败时，所述第一

消息包括 NACK 消息；所述第一时段包括如下项中的一项：

协议预定义的短间隔、LTE 系统中在接收所述下行数据的第一个未被 占用

的第一上行 OFDM 符号、第一上行子帧或所述第一上行子帧后的第一个未被
占用的第二上行子帧；其中，所述协议预定义的短间隔与所述终端接收下行数

据的子帧位于同一子帧，所述第一上行子帧位于所述终端接收数据的下行子帧

后的第一个上行子帧。

14、根据权利要求 1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消息为所述终

端在第一时段通过以下任一项发送给所述基站的信令消息：

所述主辅小区的物理上行控制信道 PUCCH 或所述主辅小区的物理上行共

享信道 PUSCH;

或者，所述第一消息为所述终端按照备用辅小区的优先级从高至低的顺

序，从当前无线资源可用的备用辅小区中选择优先级最高的备用辅小区发送信

令消息。

15、根据权利要求 13 或 14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第一时段之

前，所述方法还包括：

所述终端向所述基站发送参考信号或包含信道预约时间的 MAC 层数据

包，以占用所述 PUCCH 或所述 PUSCH ，直至达到最大信道占用时长。

16、一种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终端应用于非授权频谱无线通信，所述

终端包括：

处理模块，用于根据辅基站所指示的信道的第一状态信息和所述终端所获
取到的所述信道的第二状态信息中的至少一个，确定所述信道的信道状态；

传输模块，用于将所述处理模块确定的用于指示所述信道状态的第一通知

消息发送至主基站，以使所述主基站根据所述第一通知消息对所述终端进行无



线资源的调度。
17、根据权利要求 16 所述的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通知消息还用

于指示占用所述信道的第一时长和/或释放所述信道的第二时长，以使所述主
基站根据所述第一时长和/或所述第二时长，在所述第一时长内和/或所述第二

时长内为所述终端分配无线资源；
或者，所述第一通知消息还用于指示所述信道是否被占用和所述信道是否

被释放，以使所述主基站在接收到所述终端发送的下一个通知消息之前，按照
所述第一通知消息的指示为所述终端分配无线资源。

18、根据权利要求 16 或 17 所述的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传输模块还用

于：
根据第一功率向所述主基站发送第一上行数据，所述第一功率为所述主基

站为所述终端配置的发送所述第一上行数据的限制功率；和/或，根据第二功
率向所述辅基站发送第二上行数据，所述第二功率为所述辅基站为所述终端配

置的发送所述第二上行数据的限制功率；所述第一功率与所述第二功率之和不
大于所述终端的最大发射功率；

所述传输模块还用于：
根据第三功率发送第三上行数据或根据第四功率发送第四上行数据，所述

第三功率是根据所述第一功率和所述第二功率确定的剩余功率时，根据所述第
一功率和部分或全部剩余功率向所述主基站发送所述第三上行数据，所述第四

功率是根据所述第一功率和所述第二功率确定的剩余功率时，根据所述第二功
率和部分或全部剩余功率向所述辅基站发送第四上行数据；

或者，向所述主基站发送第二通知消息，所述第二通知消息用于指示主辅
小区所在的信道是否可用，以使所述主基站根据所述第二通知消息确定所述主

辅小区所在的信道不可用时，根据所述第一功率、所述第二功率及所述剩余功
率三者之和为所述终端分配无线资源；或者确定所述主辅小区所在的信道可用
时，根据所述第一功率、或第一功率和所述剩余功率为所述终端分配无线资源。

19、根据权利要求 18 所述的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终端的能力参数包
括所述主基站和所述辅基站所分配的单位传输时间间隔 TTI 内接收的最大下

行共享传输信道 DL-SCH 传输块比特数限制信息、单位传输时间间隔 ΤΉ 内
发送的最大上行共享传输信道 UL-SCH 传输块比特数限制信息；



所述传输模块还用于执行如下情况中的一种：

若PSCell 所在的信道被LTE 占用，则所述终端接收所述辅基站根据所述辅

基站所分配的所述限制信息发送的下行数据，和/或所述终端根据所述辅基站

所分配的限制信息向所述辅基站发送上行数据，所述主基站根据所述主基站所

分配的所述限制信息为为所述终端分配无线资源；

若所述主辅小区所在的信道未被LTE 占用，则所述终端不能接收所述辅基

站发送的下行数据，和/或所述终端不能向所述辅基站发送上行数据，所述终

端的能力参数对应的全部能力用于所述主基站调度所述终端。

20、根据权利要求 16 至 19 任一所述的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传输模块

还用于执行以下步骤中的至少一个：

在确定主辅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不可用时，向所述主基站发送第三通知消

息，以使所述主基站将所述第三通知消息所携带的内容转发至所述辅基站，以

使所述辅基站对所述终端进行无线资源的调度，所述第三通知消息携带与所述

辅基站相关的緩冲区状态报告 BSR 和功率余量报告 PHR;

或者，在确定主辅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不可用时，向所述主基站发送第五

通知消息，以使所述主基站将所述第五通知消息所携带的内容转发至所述辅基

站，以使所述辅基站对所述终端进行无线资源的调度，所述第五通知消息携带

所述辅基站上与数据无线承载 DRB 相关的无线链路控制 RLC 状态报告。

2 1、一种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基站应用于非授权频谱无线通信，所述

基站包括：

处理模块，用于为终端配置用于交叉调度的至少一个备用辅小区，所述至

少一个备用辅小区用于交叉调度辅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

在所述辅小区可用时，通过所述辅小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或所述备用辅

小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将所述辅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分配给所述终端；

在所述辅小区不可用且所述备用辅小区可用时，通过备用辅小区的物理下

行控制信道，将所述辅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分配给所述终端。

22、根据权利要求 2 1 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模块还用于：



分别为每个所述备用辅 小区配置优先级 ，所述辅 小区的优先级 高于每个所

述备用辅 小区的优先级 ，或者所述辅 小区的优先级低于至少一个所述备用辅 小

区的优先级；

所述处理模块具体用于：

在所述辅 小区不可用时，按照备用辅 小区的优先级从 高至低 的顺序 ，从 当

前无线资源可用的备用辅 小区中选择优先级最 高的 目标备用辅 小区，并通过所

述 目标备用辅 小 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将所述辅 小 区的上行无线资源分配给

所述终端 。

23、根据权利要 求 22 所述的基站 ，其特征在于，所述基站还 包括：

传输模块 ，用于向所述终端发送指示消息，所述指示消息用于指示所述辅

小区的状态是否可用 ，以使所述终端根据所述指示消息和优先级的顺序 ，在状

态可用的辅 小区监听用于分配所述辅 小 区的上行无线资源的物理下行控制信

道。

24、一种基站 ，其特征在于，所述基站应用于非授权频谱无线通信 ，所述

基站 包括 ：

处理模块 ，用于为终端在辅基站配置一个主辅 小区和至少一个辅 小区，以

使所述终端对在所述主辅 小区或任一个所述辅 小区接收的下行数据进行解码 ，

得到解码结果，并在确定所述主辅 小区或所述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可用时，

通过所述主辅 小区或所述辅 小区向所述基站发送第一消息，在确定所述主辅 小

区或所述辅 小区的上行无线资源不可用时，通过所述至少一个辅 小区中除所不

可用的所述辅 小区之外的任意辅 小区向所述基站发送所述第一消息；

并根据所述第一消息确定是否重传所述下行数据或者发送新的下行数据 。

25、根据权利要求 24 所述的基站 ，其特征在于，所述备用辅 小区有 多个

时，所述处理模块还用于：

分别为所述主辅 小区和每个所述辅 小区配置优先级 ，其 中所述主辅 小区的

优先级最高，以使所述终端按照所述主辅 小区的优先级和每个所述辅 小区的优

先级从 高至低 的顺序 ，从 当前无线资源可用的所述主辅 小区或所述辅 小区中选

择优先级最高的小区发送所述第一消息。



26、根据权利要求 24 或 25 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模块为终

端的备用辅小区配置的优先级满足如下情况中的一种：

所述处理模块为不同的终端分别配置相同的主辅小区和多个辅小区，且不

同的终端的辅小区的优先级配置相同；

所述处理模块为不同的终端分别配置相同的主辅小区和多个辅小区，且不

同的终端的辅小区的优先级配置不同；

所述处理模块为不同的终端分别配置不同的主辅小区和多个辅小区，且不

同的终端的辅小区的优先级配置相同；

所述处理模块为不同的终端分别配置不同的主辅小区和多个辅小区，且不

同的终端的辅小区的优先级配置不同。

27、根据权利要求 24 至 26 任一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基站还包

括：

传输模块，用于在发送所述下行数据的物理下行共享信道 PDSCH 所对应

的物理上行控制信道 PUCCH 或物理上行共享信道 PUSCH 上接收所述第一消

息；

或者，在无线资源上未检测到所述第一消息时，按照备选辅小区的优先级

从高至低的顺序，依次检测所述第一消息；

或者，所述第一消息为所述传输模块通过备用辅小区的信道发送的消息

时，根据载波聚合 CA 的处理方式，检测发送所述第一消息的信道。

28、一种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终端应用于非授权频谱无线通信，所述

终端包括：

处理模块，用于在主辅小区接收到下行数据并对所述下行数据解码，得到

解码结果；
传输模块，用于在第一时段根据所述处理模块得到的所述解码结果向基站

发送第一消息，以使所述基站根据所述第一消息确定是否重传所述下行数据或

者发送新的下行数据；所述解码结果为成功时，所述第一消息包括确认 ACK

消息，所述解码结果为失败时，所述第一消息包括 NACK 消息；所述第一时



段包括如下项中的一项：

协议预定义的短间隔、LTE 系统中在接收所述下行数据的第一个未被 占用

的第一上行 OFDM 符号、第一上行子帧或所述第一上行子帧后的第一个未被
占用的第二上行子帧；其中，所述协议预定义的短间隔与所述终端接收下行数

据的子帧位于同一子帧，所述第一上行子帧位于所述终端接收数据的下行子帧

后的第一个上行子帧。

29、根据权利要求 28 所述的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消息为所述传

输模块在第一时段通过以下任一项发送给所述基站的信令消息：
所述主辅小区的物理上行控制信道 PUCCH 或所述主辅小区的物理上行共

享信道 PUSCH;

或者，所述第一消息为所述传输模块按照备用辅小区的优先级从高至低的

顺序，从当前无线资源可用的备用辅小区中选择优先级最高的备用辅小区发送

信令消息。

30、根据权利要求 28 或 29 所述的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传输模块在所
述第一时段之前，还用于：

向所述基站发送参考信号或包含信道预约时间的 MAC 层数据包，以占用

所述 PUCCH 或所述 PUSCH ，直至达到最大信道占用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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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ISA/CN)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6号 100088

门晓晶

传真号 （86-10)62019451 电活号码 （86-10)6241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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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II 栏 缺乏发明单一性的意见(续第1页第3项)

本国际检索单位在该国际申请中发现多项发明 ' 即 ：

[1] 第一组为权利要□□□求 1 、 16 ' 第二组为权利要求6 、9 、 13 、2 1 、24 、28 。以上 2 组发明相同或相应的技术
特征仅为应用于非授权频谱无线通信 ，但非授权频谱无线通信是本领域的公知常识 。因此上述2组发明
不具有相同或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 ，不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 ，因而不具备单一性 ，不符合PCT 实施
细则 13.1 的规定 。

由于申请人按吋缴纳了被要求缴纳的全部附加检索费 ' 本国际检索报告涉及全部可作检索的权利要求 。

由于无需付出有理由要求附加费的劳动即能对全部可检索的权利要求进行检索 ，本单位未通知缴纳任何加费 。

由于申请人仅按时缴纳了部分被要求缴纳的附加检索费 ' 本国际检索报告仅涉及已缴费的那些权利要求 ' 具体地
说 ' 是权利要求 ：

4 . □ 申请人未按吋缴纳被要求缴纳的附加检索费 。因此 ' 本国际检索报告仅涉及权利要求书中首先提及的发明 ：包含
该发明的权利要求是 ：

对异议的意见 申请人缴纳了附加检索费 ' 同时提交了异议书 ' 适用吋 ' 缴纳了异议费 。

申请人缴纳了附加检索费 ' 同时提交了异议书 ' 但未在通知书规定的时间期限内缴纳异议费 。

缴纳附加检索费吋未提交异议书 。

表 PC1YISA/2 10 (第1页续页）（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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