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按照寺利合作索釣所公布的匡阮申渭
(19) 世觀W 杖組銅 川 川 川 川 川 川

(10) S 阮公布吾
(43) 示公布日

2010 年 9 月 23 日 (23.09.2010) WO 2010/105401 Al

(51) 固阮寺利分癸考 (74) ft 理人 :北京集佳知棋 板 ft 理有限公司 (UNI-
H04W 4/12 (2009.01) TALEN ATTORNEY AT LAW); 中固 i 京市朝陌

(21) 清考: PCT/CN2009/070810 匡建 固 鬥 外 大街 22 弓賽特 坊 7 尾 Beijing
100004 (CN)

(22) 固阮申清日: 2009 年 3 月 16 日 (16.03.2009)
(81) 指定匡 (除另有 明 , 要求每 神可提供的固家

(25) 申情稽言 中文 保折 ) : AE, AG, AL, AM, AO, AT, AU, AZ, BA, BB,
BG, BH, BR, BW, BY, BZ, CA, CH, CN, CO, CR, CU,

(26) 公布培言 中文 CZ, DE, DK, DM, DO, DZ, EC, EE, EG, ES, FI, GB,

(71) 申清人 (肘除美固外的所有指定 固 ) : 牟力技木有 GD, GE, GH, GM, GT, HN, HR, HU, ID, IL, IN, IS, JP,

限公司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KE, KG, KM, KN, KP, KR, KZ, LA, LC, LK, LR, LS,
LT, LU, L．Y, MA, MD, ME, MG, MK, MN, MW, MX,[CWC ] 中固仁京省深圳市尤崗匡圾田伴力忘部
MY, MZ, NA, NG, NI, NO, NZ, OM, PG, PH, PL, PT,打公櫻 , Guangdong 5 18129 (CN) RO, RS, RU, SC, SD, SE, SG, SK, SL, SM, ST, SV, SY,

(72) 岌明人 及 TJ, TM, TN, TR, TT, TZ, UA, UG, US, UZ, VC, VN,

(75) 岌明人伸清人 (仗肘美 ) : 方蕾 (WAN, Lei) [CN/ ZA, ZM, ZW

CN]; 中固仁京省深圳市尤崗匡圾田伴力忘部打公 (84) 指定匡 (除另有 明 要求每 神可提供的地
櫻 , Guangdong 5 18 129 (CN) = 任曉溥 (REN, Xiao- 保折 ) : ARIPO (BW, GH, GM, KE, LS, MW, MZ, NA,
tao) [CN/CN]; 中固仁京省深圳市尤崗匡圾 田伴力 SD, SL, SZ, TZ, UG, ZM, ZW), 歐立 (AM, AZ, BY,
忘 部 打公 櫻 , Guangdong 5 18129 (CN) = 目永霞 KG, KZ, MD, RU, TJ, TM), 歐 (AT, BE, BG, CH,
(LV, Yongxia) [CN/CN]; 中固仁京省深圳市尤崗匡 CY, CZ, DE, DK, EE, ES, FI, FR, GB, GR, HR, HU, IE,
圾 田伴力忘部打公櫻 , Guangdong 5 18129 (CN) = is, rr, L．T, LU, L．V, MC, MK, MT, NL, NO, PL, PT, RO,
侯云哲 (HOU, Yunzhe) [CN/CN]; 中固仁京省深圳 SE, SI, SK, TR), OAPI (BF, BJ, CF, CG, CI, CM, GA,

市尤崗匡圾田伴力忘部打公櫻 , Guangdong 5 18129 GN, GQ, GW, ML, MR, NE, SN, TD, TG)

(CN) =

几笙頁

(54) Title: METHOD AND COMMUNICATION DEVICE FOR TRANSMITTING SIGNALS

(54) 岌明名 :估輸信弓的方法及通信裝置

圈 1 /FIG. 1

101 SIGNALS SENDING MODE IS OBTAINED AND IT IS INDICATED IN
SIGNALS SENDING MODE THAT UP-LINK SIGNALS ARE SENT IN

MULTIPLEX MODE

102 UP-LINK SIGNALS ARE SENT ON UP-LINK FREQUENCY BAND AND
DOWN-LINK FREQUENCY BAND IN MULTIPLEX MODE, ACCORDING TO
OBTAINED SIGNALS SENDING MODE

(57) Abstract: A method and a communication device for transmitting signals are provided. The method includes steps as follow
ing: a signals sending mode is obtained, and it is indicated in the signals sending mode that up-link signals are sent in a multiplex
mode(l θ l); the up-link signals are sent on up-link frequency band and down-link frequency band in the multiplex mode, accord
ing to the obtained signals sending mode(102). The communication device includes: a first obtaining unit, which is used for ob
taining a signals sending mode, and it is indicated in the signals sending mode that up-link signals are sent in a multiplex mode; a
sending unit, which is used for sending the up-link signals on up-link frequency band and down-link frequency band in the multi
plex mode, according to the obtained signals sending mode.



本固阮公布
包括固阮栓索扳告條夠第 2 1集 (3)) =

(57) 摘要

一神侍輸信弓的方法及通信裝置 咳方法包括以下步螺 嶽知信弓友射方式 咳倍弓友別方式中表明上什信

弓按夏用方式炭射 ( 101 ) 根据咳嶽知的倍弓友射方式 按咳夏用方式在上行頻帝和 卜行頻帶上友射上行信弓( 102 )

咳通信裝置包括 第一訣知羊元 屯十袂知信弓友射方式 咳信弓友射方式巾表明上行信弓按夏用方式友射 友則

羊 , 用十恨据咳歌知的倍弓友射方式 按咳夏用的方式在上行頻帶和 卜行頻帶上友射上行倍弓。



侍瑜信寺的方法及通信裝置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通信技木領域，具休涉及一神侍瑜信青的方法及通信裝置。

背景技木
切稠多魚侍瑜技木是第四代移功通信系統的一介重要技木，在大幅度提

高頻培效率方面起看重要的作用 。所說的切稠多魚侍瑜技木是指 在地理位置

上相互分萬 的多介接入魚 同吋力一介或多介終端提供數搪侍瑜服各，其中多介

接入魚可能袁屬于同一介或不同的基站。

吋于切稠多魚侍瑜技木而言，在迸行切稠多魚友射或者接收之前，基站
需要迸行終端的接入魚 集 ) 的迭捧和侍瑜使用的吋頻資源的稠度，送些操作

需要參考終端 均接入魚 集 ) 之同的信道狀恣信息 CS , C e S a e

仿
咖

血甜o )。所說的信道狀恣信息，包括信道盾量指示 CQ , C e Q a咖 吋
d 抗o )，秩指示 R , Ra伙 d 抗o )，預蝙碉矩陣指示 , P ecod g 虹 x

d 抗o ) 等。 現有技木在羊魚侍瑜 系統中，終端通迪上行頻帶向基站友射上
行參考信青，則基站可以根搪接收的上行參考信青茨得上行信道的信道狀恣信
息 而吋于下行信道狀恣信息，基站友射下行參考信青，終端接收基站的下行
參考信青后，可以茨知下行信道狀恣信息，井把茨知的下行信道狀恣信息通迪

上行頻帶反備給基站。

如果在切稠多魚侍瑜 系統中，也使用現有技木羊魚侍瑜 系統中的方法，

將舍帶未巨大的信令升銷，因力如果是切稠多魚侍瑜 系統則是多介基站友射下

行參考信青，由終端根搪接收的各介基站的下行參考信青茨知下行信道狀恣信
息后，再把茨知的下行信道狀恣信息通迪上行頻帶反備給各介基站，送梓就帶

未上行反備信道狀恣信息的巨大信令升銷，也就使得整介 系統的信令升銷 巨

大，也影晌了整介系統的頻培效率。

友明內容
本友明奕施例要解決的技木岡題是提供一神侍瑜信青的方法及通信裝

置，能移在茨知信道狀恣信息的同吋，降低系統的信令升銷，提高 系統的頻培
效率。

力解決上迷技木岡題，本友明所提供的奕施例是通迪以下技木方案奕現



的
一神侍瑜信青的方法，包括 茨知信青友射方式，所迷信青友射方式中

表明上行信青按夏用方式友射 根搪所迷茨知的信青友射方式，按所迷夏用的

方式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上友射上行信青。

神通信裝置，包括 第一茨知羊元，用于茨知信青友射方式，所迷信

青友射方式中表明上行信青按夏用方式友射 友射羊元，用于根搪所迷茨知的

信青友射方式，按所迷夏用的方式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上友射上行信青。

一神通信裝置，包括 第一改置羊元，用于改置終端的信青友射方式，

所迷信青友射方式表明上行信青按夏用方式友射 友送羊元，用于向終端友送

所迷信青友射方式，指示所迷終端根搪所迷信青友射方式，按所迷夏用的方式

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友射上行信青。

上述技木方案可以看九 本友明奕施例技木方案是終端根搪茨知的信青
友射方式，按夏用的方式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友射上行信青，綜合利用 了上
行頻帶和下行頻帶，也就是不需要基站側友射下行信青迸行下行信道測量，而

是通迪基站接收終端在下行頻帶中友射的上行信青迸行下行信道測量，伙而使

得基站可以茨知下行信道狀恣信息，井且可以有效地減少 由于上行反備而戶生

的系統的信令升銷，提高了系統的頻培效率。

附囚說明

力了更清楚地說明本友明奕施例或現有技木中的技木方案，下面將吋奕

施例或現有技木描迷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因作筒羊地介紹，昱而易几地，下面描

迷中的附因仗仗是本友明的一些奕施例，吋于本領域普通技木人員 未阱，在不

付出劍造性旁功的前提下，近可以根搪送些附因茨得其他的附因。

因 1是本友明奕施例一侍瑜信青的方法流程軋
因 2 是本友明奕施例二侍瑜信青的方法流程軋
因 3 是本友明奕施例二中按吋分夏用方式友射上行參考信青的示意軋
因 4 是本友明奕施例三侍瑜信青的方法流程軋
因 5 是本友明奕施例通信裝置一結枸示意因

因 6 是本友明奕施例通信裝置二結枸示意因

因 7 是本友明奕施例通信系統結枸示意 因。



具休奕施方式

下面將結合本友明奕施例中的附因，吋本友明奕施例中的技木方案迸行
清楚、完整地描迷，昱然，所描迷的奕施例仗仗是本友明一部分奕施例，而不

是全部的奕施例 。基于本友明中的奕施例，本領域普通技木人員在沒有作出劍
5 造性旁功前提下所茨得的所有其他奕施例，都屬于本友明休妒的范固。

本友明奕施例提供一神侍瑜信青的方法，能移在茨知信道狀恣信息的同

吋，降低系統的信令升銷，提高 系統的頻培效率。

本友明奕施例針吋的是切稠多魚侍瑜 系統中終端友射上行信青的方法。

因 1是本友明奕施例一侍瑜信青的方法流程軋 包括

0 步驟 101 、茨知信青友射方式，所迷信青友射方式中表明上行信青按夏

用方式友射
終端茨知同絡側改各例如是基站友送的信青友射方式。 茨知方式可以是

基站主功向終端友送 或者是終端向基站友送晴求后再由基站友送 或者是基
站和終端事先約定好信青友射方式，就不需要迸行信令通知。

5 所迷上行信青例如可以力上行參考信青，茨知的信青友射方式中包括上
行參考信青的友射方式力夏用方式，夏用方式例如是吋分夏用方式、頻分夏用

方式或其他美型的夏用方式等。

步驟 102、根搪所迷茨知的信青友射方式，按所迷夏用的方式在上行頻

帶和下行頻帶友射上行信青。

行信青力上行參考信青吋，終端茨知信青友射方式后，按夏用的方式

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友射上行參考信青。

如果夏用方式是吋分夏用，則按吋分夏用的方式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

友射上行參考信青，具休可以是 以子幀力羊位，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交替
友射上行參考信青，所迷交替方式包括周期性交替或非周期性交替方式。

5 伙奕施例一內容可以看九 本友明奕施例技木方案是終端根搪茨知的信

青友射方式，按夏用的方式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友射上行信青，綜合利用 了

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也就是不需要基站側友射下行信青迸行下行信道測量，

而是通迪基站接收終端在下行頻帶中友射的上行信考迸行下行信道測量，伙而

使得基站可以茨知下行信道狀恣信息，井且可以有效地減少 由于上行反備而戶



生的系統的信令升銷，提高了系統的頻培效率。

以下迸一步迸行祥細介紹。

以 下 內容以正交頻分夏用 O F , O hogo a F eq e cy v s o

p ex y ) 系統叱 終端通迪吋分夏用的方式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友射上
行參考信青奉例說明但不局限于此。

因 2 是本友明奕施例二侍瑜信青的方法流程軋 包括
步驟 201 、終端萊知基站友送的信青友射方式

本友明奕施例 ，基站需要預先改置終端的信青友射方式。

參考信青的友射。 因此，上行參考信青的友射方式是改置力夏用的方式。 夏用

的方式可以是吋分夏用方式，或者其他美型的夏用方式例如頻分夏用、碉分夏

用或空分夏用方式等。 核奕施例以改置力吋分夏用方式奉例說明。

通迪下行頻帶友射的上行參考信青可用于測量下行信道，通迪上行頻帶

友射的上行參考信青可用于測量上行信道。基站改置終端通迪下行頻帶友送上
行參考信青，就可以根搪接收到的下行頻帶上的上行參考信青茨知下行信道的

信道狀恣信息，而不需要象現有技木一梓需要通迪終端反績才能使得基站茨得
下行信道的信道狀恣信息 。

基站改置的信青友射方式，可以是以子幀力羊位，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

帶交替友射上行參考信青，所迷交替方式包括周期性交替或非周期性交替方

式。

基站改置終端的信青友射方式后，主功通迪下行控制信令向終端友送

或者是在接收到終端的晴求后友送給終端，則終端茨知基站改友送的信青友射
方式 或者是基站和終端事先約定好信青友射方式，就不需要迸行信令通知。

步驟 202 、終端按吋分夏用的方式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向基站友射上
行參考信青。

終端茨知基站友送的信青友射方式后，則根搪信青友射方式友射上行參

考信青。

終端按照吋分夏用的方式，分吋在下行頻帶和上行頻帶中友射上行參考

信青。 友射上行參考信青吋，以子幀力羊位迸行友射。



根搪信青友射方式，終端是以子幀力羊位，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交替
友射上行參考信青，所迷交替方式包括周期性交替或非周期性交替方式。

吋于周期性交替方式，例如是第一介子幀在上行頻帶上友送上行參考信
青，第二介子幀在下行頻帶上友送上行參考信青，第三介子幀在上行頻帶上友
送上行參考信青，第四介子幀在下行頻帶上友送上行參考信青，以此美推。

如因 3 所示，因 3 是本友明奕施例二中按吋分夏用方式友射上行參考信
青的示意囤。 具休而言，就是子幀 0 在上行頻帶上友射上行參考信青，子幀 1

在下行頻帶上友射上行參考信青，以此美推，后鎊是子幀 2、 4 在上行頻帶上
友射上行參考信青，子幀 3 、 5 在下行頻帶上友射上行參考信青。

需要說明的是，因 3 所示只是一介示例，具休的吋分夏用方式可以是很
多神方式，例如周期性交替方式近可以是若干達鎊子幀在上行頻帶上友送上行
參考信青，若干達鎊子幀在下行頻帶上友送上行參考信青，例如子幀 0 2在
上行頻帶上友射上行參考信青，子幀 3 5在下行頻帶上友射上行參考信青，

以此美推。周期性交替友射上行參考信青的方式近可以是，在上行頻帶上友射
的連鎊子幀數和在下行頻帶上友射的連鎊子幀教不同，例如，子幀 0 2在上
行頻帶上友射上行參考信青，子幀 3 4在下行頻帶上友射上行參考信青，子
幀 5 7在上行頻帶上友射上行參考信青，以此美推。 另外，吋于非周期性交

替方式，則上述若干達鎊子幀的數 目是相同的或者不同的且掩換井非周期性

的，例如子幀 0 3在上行頻帝上友射上行參考信青，子幀 4 5在下行頻帶上
友射上行參考信青，子幀 6 7在上行頻帶上友射上行參考信青。

后，基站就可以根搪接收到的下行頻帶上的上行參考信青茨知下行信道的信道

狀恣信息，根搪上行頻帶上的上行參考信青茨知上行信道的信道狀恣信息，而

根搪茨知的信道狀恣信息，基站就可以迸行終端的接入魚 集 ) 的迭捧和侍瑜

使用的吋頻資源的稠度。

伙奕施例二內容可以看出，本友明奕施例技木方案是由基站預先改置終

端友射上行參考信青的信青友射方式，而終端就可以根搪茨知的信青友射方

式，按吋分夏用的方式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友射上行參考信青，吋分夏用的

方式包括以子幀力羊位，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交替友射上行參考信青，所迷



交替方式包括周期性交替或非周期性交替方式。也就是說，不需要基站側友射
下行參考信青迸行下行信道測量，而是通迪基站接收咚端在下行頻帶中友射的

上行參考信青迸行下行信道測量，伙而使得基站可以茨知下行信道狀恣信息，

井且，由于元需終端再測量基站友送的下行參考信青井反備下行信道狀恣信
息，可以有效地減少 由于上行反備而戶生的系統的信令升銷，提高了系統的頻

培效率。

以下介紹奕施例三。 奕施例三均 奕施例二相比，主要是基站迸一步在改
置信青友射方式吋改置上行參考信青的配置參數。

因 4 是本友明奕施例三侍瑜信青的方法流程因，包括
步驟 401 、終端茨知基站友送的信青友射方式

本友明奕施例中，基站需要預先改置終端的信青友射方式。

參考信青的友射。 因此，上行參考信青的友射方式是改置力夏用的方式。 夏用

的方式可以是吋分夏用方式，或者其他美型的夏用方式例如頻分夏用、碉分夏

用或空分夏用方式等。 核奕施例以改置力吋分夏用方式奉例說明。

基站改置的信青友射方式，可以是以子幀力羊位，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

帶交替友射上行參考信青，所迷交替方式包括周期性交替或非周期性交替方

式。

基站迸一步在信青友射方式中改置上行參考信青的配置參數。

基站改置上行頻帶中的上行參考信青的配置參數，井硝定下行頻帶中的

上行參考信青的配置參數。 送些配置參數可以 包括 友射周期，和/或友射功

率、和/或友射帶寬，和/或跳頻模式等等。 需要說明的是，下行頻帶中的上行

不同。

將配置參數改置力相同或者不同，可以迢座不同的物景和不同的需求。

例如，吋于友射周期，如果要求上行頻帶上友射的上行參考信青和下行頻帶上
友射的上行參考信青的信道測量效果同等重要，則可以配置相同的周期。如果

要求下行頻帶上友射的上行參考信青的信道測量效果更加重要，則可以配置下

行頻帶上友射的上行參考信青的友射周期短一些 送梓信道測量更加精硝 兀



吋于友射功率，如果要求下行頻帶上友射的上行參考信青的信道測量效果更加
重要，則可以配置下行頻帶上友射的上行參考信青的友射功率大一些 。其他參

數的改置也是美似的。

基站迸一步改置好送些配置參數后，將信青友射方式通迪下行控制信令向
終端友送 或者是在接收到終端的晴求后友送給終端，月日終端茨知基站改友送

的信青友射方式 或者是基站和終端事先約定好信青友射方式，就不需要迸行
信令通知。

步驟 402、終端按吋分夏用的方式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向基站友射上
行參考信青。

終端茨知基站友送的信青友射方式后，則根搪信青友射方式友射上行參

考信青。

終端按照吋分夏用的方式，分吋在下行頻帶和上行頻帶中友射上行參考

信青。 友射上行參考信青吋，以子幀力羊位迸行友射。

根搪信青友射方式，終端是以子幀力羊位，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交替
友射上行參考信青，所迷交替方式包括周期性交替或非周期性交替方式 具
休內容參加奕施例二中的描述，此赴不再贅述。

后，基站就可以根搪接收到的下行頻帶上的上行參考信青茨知下行信道的信道

狀恣信息，根搪上行頻帶上的上行參考信青茨知上行信道的信道狀恣信息，而

根搪茨知的信道狀恣信息，基站就可以迸行終端的接入魚 集 ) 的迭捧和侍瑜

使用的吋頻資源的稠度。

奕施例三技木方案除具有奕施例二技木方案的效果外，近可以迸一步吋上
行參考信青的配置參數迸行配置，使用更加夭活，可以迢座不同的吻景和不同

的需求。

迷各奕施例 內容，基站接收上行參考信青后，將在下行頻帶友射的上
行參考信青用于測量下行信道，將在上行頻帶友射的上行參考信青用于測量上
行信道，根搪測量值，就可以迸行終端的接入魚 集 ) 的迭捧和侍瑜使用的吋

頻資源的稠度。

近需要說明的是，上迷奕施例技木方案是以座用于 OF 系統奉例說明



但不局限于此，也可以迢用于碉分多址接入 C AA , C o de d v s o p e

acces ) 系統、吋分多址接 T AA , e d v s o p e access ) 系統及其

他移功通信 系統。

近有，本友明奕施例技木方案是以友射上行參考信青力例說明但不局限
于此，其原理同梓迢用于友射上行的隨和接入信青。

上迷內容祥細介紹了本友明奕施例侍瑜信青的方法，相座的，本友明奕

施例提供一神通信裝置和通信 系統。

因 5 是本友明奕施例通信裝置一結枸示意 因。 核通信裝置可以力終端 。

如因 5 所示，通信裝置包括 第一茨知羊元 601 、友射羊元 6 0 2

第一茨知羊元 601 ，用于茨知信青友射方式信青友射方式，所迷信青友
射方式中表明上行信青按夏用方式友射

友射羊元 602 ，用于根搪第一茨知羊元 601 茨知的信青友射方式，按所

所迷上行信青力上行參考信青，所迷友射羊元 602 具休用于根搪所迷茨
知的信青友射方式，按吋分夏用的方式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上友射上行參考

信青。

所迷友射羊元 602 迸一步包括

第一友射羊元 6021 ，用于以子幀力羊位，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按周期

性交替方式友射上行參考信考 和/或，
第二友射羊元 6022 ，用于以子幀力羊位，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非周期

性交替方式友射上行參考信考。

通信裝置包括近包括 第二茨知羊元 6 0 .
第二茨知羊元 603 ，用于茨知信青友射方式中迸一步包括的上行參考信

青的配置參數
所迷友射羊元 602 具休是按所迷第一茨知羊元 601 茨知的夏用的方式井

參考所迷第二茨知羊元 603 茨知的配置參數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友射上行
參考信青。

伙核 奕施例可以看出，本友明奕施例技木方案是終端根搪茨知的信考友
射方式，按夏用的方式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友射上行參考信青，綜合利用 了



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也就是不需要基站側友射下行參考信青迸行下行信道測

量，伙而使得基站可以茨知下行信道狀恣信息，井且，由于元需終端再測量基

站友送的下行參考信青井反倚下行信道狀恣信息，可以有效地減少 由于上行反
備而戶生的系統的信令升銷，提高了系統的頻培效率。

因 6 是本友明奕施例通信裝置二結枸示意 因。 核通信裝置可以力基站。

如囤 6 所示，通信裝置包括 第一役置羊元 701 、友送羊元 702

第一改置羊元 701 ，用于改置終端的信青友射方式，所迷信青友射方式

中表明上行信青按夏用方式友射
友送羊元 702 ，用于向咚端友送所迷信青友射方式，指示所迷終端根搪

所迷信青友射方式，按所迷夏用的方式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友射上行信青。

所迷第一改置羊元 701 改置的夏用方式力吋分夏用的方式。

通信裝置近包括 第二改置羊元 70 .
第二改置羊元 703 ，用于在信青友射方式中迸一步改置上行參考信青的

配置參數 所迷上行參考信青的配置參數包括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的上行參考

信青配置參數，所迷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的上行參考信青配置參數力相同或不

同

所迷友送羊元 702 具休用于向終端友送所迷信青友射方式，指示按所迷
第一改置羊元 701 改置的夏用的方式井參考所迷第二改置羊元 703 改置的所迷

配置參數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友射上行參考信青。

所迷第一改置羊元 701 具休用于改置終端以子幀力羊位，在上行頻帶和
下行頻帶交替友射上行參考信青，所迷交替方式包括周期性交替或非周期性交

替方式。

伙核奕施例可以看出，本友明奕施例技木方案是由基站預先改置終端友
射上行參考信青的信青友射方式，終端根搪茨知的信青友射方式，按夏用的方

式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友射上行參考信青，綜合利用 了上行頻帶和下行頻

帶，也就是不需要基站側友射下行參考信青迸行下行信道測量，而是通迪基站

接收終端在下行頻帶中友射的上行參考信青迸行下行信道測量，伙而使得基站
可以茨知下行信道狀恣信息，井且，由于元需終端再測量基站友送的下行參考



信青井反備下行信道狀恣信息，可以有效地減少 由于上行反備而戶生的系統的

信令升銷，提高了系統的頻培效率。

因 7 是本友明奕施例通信 系統結枸示意因。

如固 7 所示，通信系統包括 基站 80 1、終端 802

基站 80 1，用于友送信青友射方式，所迷信青友射方式中表明上行信青
按夏用方式友射

終端 802，用于接收所迷信青友射方式，根搪所迷信青友射方式，按所

所迷上行信青力上行參考信青，所迷終端 802 具休是按吋分夏用的方式

在信道的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友射上行參考信青。

所迷終端 802 具休上迷因 5 所示結枸，所迷基站 80 1 具有上迷因 6 所示結

枸，具休參几前面描迷，此赴不再贅迷。

綜上所迷，本友明奕施例技木方案是終端根搪茨知的信青友射方式，按夏

用的方式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友射上行參考信青，綜合利用 了上行頻帶和下

行頻帶，也就是不需要基站側友射下行參考信青迸行下行信道測量，而是通迪

基站接收終端在下行頻帶中友射的上行參考信青迸行下行信道測量，伙而使得
基站可以茨知下行信道狀恣信息，井且可以有效地減少 由于上行反備而戶生的
系統的信令升銷，提高了系統的頻培效率。

是可以通迪程序未指令相吳的硬件完成，所迷的程序可以存儲于一神汁算札可
族存儲介辰中，例如只族存儲器，磁盎或光盎等。

以上吋本友明奕施例所提供的一神侍瑜信青的方法及通信裝置迸行了祥

細介紹，本文中座用 了具休介例吋本友明的原理及奕施方式迸行了罔迷，以上
奕施例的說明只是用于郡助理解本友明的方法及其核 思想 同吋，吋于本領

域的一般技木人員 ，依搪本友明的思想，在具休奕施方式及座用范固上均舍有

改交之赴，綜上所迷，本說明半 內容不座理解力吋本友明的限制。



杖 利 要 求
1、一神侍瑜信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茨知信青友射方式，所述信青友射方式中表明上行信青按夏用方式友射
根搪所迷茨知的信青友射方式，按所迷夏用的方式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

帶上友射上行信青。

2、根搪杖利要求 1 所迷的侍瑜信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上行信青力上行參考信青 以及

3 、根搪杖利要求 2 所迷的侍瑜信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按吋分夏

用的方式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上友射上行參考信青包括
以子幀力羊位，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交替友射上行參考信青。

4、根搪杖利要求 2 或 3 所迷的侍瑜信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信青友射方式中近包括上行參考信青的配置參數 以及
所迷根搪茨知的信青友射方式，按所迷夏用的方式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

帶上友射上行信青包括
根搪所迷茨知的信青友射方式，按所迷夏用的方式井參考所迷配置參數

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友射上行參考信青。

5 、根搪杖利要求 4 所述的侍瑜信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上行參考信青的配置參數包括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的上行參考信青

配置參數，所迷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的上行參考信青配置參數力相同或不同。

6、根搪杖利要求 5 所迷的侍偷信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上行參考信青的配置參數包括 友射周期，和/或友射功率，和/或友
射帶寬，和/或跳頻模式。

7、一神通信裝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一茨知羊元，用于茨知信青友射方式，所迷信青友射方式中表明上行

信青按夏用方式友射
友射羊元，用于根搪所迷茨知的信青友射方式，按所迷夏用的方式在上

行頻帶和下行頻帶上友射上行信青。

8、根搪杖利要求 7 所述的通信裝置，其特征在于
所迷友射羊元具休用于根搪所迷茨知的信青友射方式，按吋分夏用的方



式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上友射上行參考信青。

9、根搪杖利要求 8 所迷的通信裝置，其特征在于 所迷友射羊元迸一步
包括

第一友射羊元，用于以子幀力羊位，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按周期性交

替方式友射上行參考信青 和/或，
第二友射羊元，用于以子幀力羊位，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非周期性交

替方式友射上行參考信青。

10、根搪杖利要求 8 或 9 所迷的通信裝置，其特征在于，近包括
第二茨知羊元，用于茨知信青友射方式中迸一步包括的上行參考信青的

配置參數
所迷友射羊元具休是按所迷第一茨知羊元茨知的夏用的方式井參考所迷

第二茨知羊元茨知的所迷配置參數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友射上行參考信青。

11、一神通信裝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一改置羊元，用于改置終端的信青友射方式，所迷信青友射方式表明

行信青按夏用方式友射
友送羊元，用于向終端友送所迷信青友射方式，指示所迷終端根搪所迷

信青友射方式，按所迷夏用的方式在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友射上行信青。

12、根搪杖利要求 11 所迷的通信裝置，其特征在于，近包括
第二改置羊元，用于在信青友射方式中迸一步改置上行參考信青的配置

參數

配置參數，所迷上行頻帶和下行頻帶的上行參考信青配置參數力相同或不同

所迷友送羊元具休用于向終端友送所迷信青友射方式，指示按所迷第一
改置羊元改置的夏用的方式井參考所迷第二改置羊元改置的所迷配置參數在
行頻帶和下行頻帶友射上行參考信青。

13 、根搪杖利要求 12 所迷的通信裝置，其特征在于
所迷第一改置羊元具休用于改置終端以子幀力羊位，在上行頻帶和下行

頻帶交替友射上行參考信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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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4W4/12(2009 01) i

按照固阮寺利分癸(IPC) 或者同肘按照固家分癸和 IPC 兩神分癸

B．栓索飯垃

栓索的最低限度文軌 (棕明分癸系統和分癸弓)

IPC H04W4/-, H04B7/-, H04Q7/-

包含在栓索領域中的除最低限度文軌以外的栓索文軌

在固阮栓索肘查河的唱于數据倖 (數据倖的名你 和使用的栓索祠 (如使用 ) )

CPRS, CNKI 夏用 估輸 友迭 估迭 友射 上行 下行 方式 模式 多貞 , 4G, t , 4 i , 信道 辰量

狀恣 狀況 情況 役置 役定 藐得 藐知 得到 取得 接收

WPI, EPODOC multiplex, transmit, transmission, send, transfer, up link, down link, mode, fashion, manner, pattern, multi,

point, terminal, node, end, 4G, channel, quality, state, set, obtain, get, acquire, known, receive

C．相夫文件

癸 型。 引用文件 必要肘 指明相夫段落 相夫的杖利要求

CN101383654A (大唐移功通信役各有限公司 ) 11 3 月 2009 ( 11 03 2009)

Y 摘要 悅明宅第 2 頁第 16 行至第 4 頁第 4 行 1 7 11

A 全文 2-6, 8-10, 12-13

CN101321368A ( 中共通沉股份有限公司 ) 10 12 月 2008 ( 10 12 2008)

Y 摘要 悅明宅第 3 頁第 2 1 行至第 5 頁第 2 行 1, 7 , 11

A 全文 2-6, 8-10, 12-13

其余文件在 C 柱的笙頁中列出。 兄同族吉利附件。

* 引用文件的具休美型 "T" 在申睛日或仇先杖日之后公布 勻申睛不相抵舢 但力了
"A" 臥力不特別相夫的表示了現有技木 般狀恣的文件 理解友明之理份或原理的在后文件
"E" 在固阮申睛日的尚夭或之后公布的 申睛或寺利 "X" 特別相夫的文件 , 車狙考虎 .文件 臥定要求保折的
"L" 可能肘仇先杖要求枸成 疑的文件>或力碗定另 篇 友明不是新穎的或不具有刨造 性

引用文件的公布日而引用的或者因其他特殊理由而引 "Y" 特別相夫的文件 , 圭 文件勻另 篇或者多篇 美文件
用的文件 (如具休晚明的) 拮合井且 神拮合肘于本領域技木人貝力昱而易兄吋

"O" 涉及口共公升、使用、展忱或其他方式公升的文件 要求保折的友明不具有刨造性

"P" 公布日先于固阮申睛日但坦于所要求的仇先杖日的文件 "&" 同族寺利的文件

固阮栓索寞阮完成的日期 固阮栓索扳告耶寄 日期
04 11 月 2009 (04 11 2009) 03.12 月 2009 (03.1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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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京市侮徒匡前π梳西土城路 6弓 100088 王吞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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