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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具有基站之间载波聚合的增强

的提供SR给多个调度器的方法和装置。在一个新

颖方面中，UE监视以及检测一个或者多个SR触发

事件。Ue基于预先定义标准选择一个或者多个基

站，以及发送SR给所选择一个或者多个基站。在

一个实施例中，UE的至少一个LC与具有关联优先

级的多个BS关联。在一个实施例中，关联优先级

由网络配置。在其他实施例中，关联优先级基于

预先定义UE配置而得到，或者从UE接收负载信息

中得到，或者从无线测试中得到。在一个新颖方

面中，UE在检测到触发LC上触发的的SR失败之

后，发送SR失败指示给RRC层，或者将触发LC与不

同基站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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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调度请求的方法，包含：

在无线网络中，透过用户设备检测调度请求触发事件，其中该用户设备配置有多个逻

辑信道，该多个逻辑信道属于一个或者多个逻辑信道组，其中该多个逻辑信道中的至少一

个逻辑信道被配置为与不同基站中的调度器相关联；

基于针对所述不同基站的关联优先级，选择一个或者多个基站；以及

发送一个或者多个调度请求给已选择的该一个或者多个基站。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调度请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关联优先级由该无线网络

透过无线资源控制配置而配置。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调度请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关联优先级基于预先定义

用户配置而得到，所述不同基站包含：提供用于载波聚合的主小区覆盖的基站或者小区组，

配置有最高优先级的家庭小区或者微微小区的基站，以及配置有预先定义载波频率的小区

的基站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调度请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关联优先级由该用户设备

从负载信息得到。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调度请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关联优先级从无线测量中

得到得到。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调度请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该关联优先级特定于一

个接入信道。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调度请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进一步包含：在所有基站以

及所有可用接入信道上检测到接入失败之后，宣告无线链路失败。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调度请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专用接入信道的优先级高于

基于竞争信道上的优先级。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调度请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多于一个基站在检测到一个

或者多个条件之后被选择，该一个或者多个条件包含：已缓冲数据量超过预先定义阈值，可

用于传输的数据来源于具有高效能要求的逻辑信道，或者来源于具有增强可靠性的信令无

线承载的逻辑信道，可用于传输的数据来源于传输重要消息的信令无线承载，以及路径损

耗值比预先定义值更小。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调度请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进一步包含：

发送缓冲器状态报告给已选择的该一个或者多个基站。

11.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调度请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进一步包含：

基于该关联优先级，实施逻辑信道优先化过程，其中该多个逻辑信道用于向接收基站

进行数据传输。

12.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用于调度请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逻辑信道优先过程包

含：

对于该接收基站关联的多个逻辑信道实施逻辑信道优先过程；

检测是否剩余任何无线资源；以及

对于该接收基站未关联的多个逻辑信道实施逻辑信道优先过程。

13.一种增强的调度请求方法，包含：

具有多个基站的载波聚合的无线网络中，检测用户设备所触发的调度请求，其中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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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设备配置有属于一个或者多个逻辑信道组的多个逻辑信道，以及其中触发逻辑信道与一

个基站关联；

将调度请求发送给与该触发逻辑信道关联的基站；

检测调度请求尝试失败事件；

发送调度请求失败指示给无线资源控制层；以及

基于该调度请求失败指示实施增强调整。

14.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增强的调度请求方法，其特征在于，在预先定义的调度请求重

尝试次数达到最大值时，检测到该调度请求尝试失败事件。

15.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增强的调度请求方法，其特征在于，该增强调整包含产生无线

资源控制消息，其中该无线资源控制消息指示出调度请求失败以及发送该无线资源控制消

息给无线接入网络。

16.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增强的调度请求方法，其特征在于，该增强调整包含将该触发

逻辑信道与不同基站关联。

17.一种用于调度请求的用户设备，包含：

收发器模块，用于在无线网络中向多个基站发送以及从该多个基站接收无线信号；

检测模块，用于检测调度请求事件；

配置模块，用于在该多个基站配置载波聚合，以及其中，配置有属于一个或者多个逻辑

信道组的多个逻辑信道；

关联模块，根据预先定义关联优先级将多个逻辑信道中的至少一个逻辑信道与多个基

站关联，其中该至少一个逻辑信道以相同或不同的优先级与该多个基站关联；以及

选择模块，基于关联优先级选择一个或者多个基站，其中，一个或者多个调度请求被发

送给该一个或者多个基站。

18.如权利要求17所述的用于调度请求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该关联优先级为该无

线网络透过无线资源控制配置来配置。

19.如权利要求17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该关联优先级为基于预先定义用户设

备配置而得到，其中该多个基站包含：提供用于载波聚合的主小区覆盖的基站或者小区组，

配置有最高优先级的家庭小区或者微微小区的基站，以及配置有预先定义载波频率的小区

的基站。

20.如权利要求17所述的用于调度请求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该关联优先级从该用

户设备收到的负载信息得到。

21.如权利要求17所述的用于调度请求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该关联优先级从无线

测量得到。

22.如权利要求17所述的用于调度请求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该关联优先级为特定

于一个接入信道，其中在该接入信道上发送调度请求。

23.如权利要求22所述的用于调度请求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多个专用接入信道被

配置的优先级高于基于竞争信道。

24.如权利要求17所述的用于调度请求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进一步包含：

调度请求错误控制模块，其中该调度请求错误控制模块在检测到预先定义数量的调度

请求尝试失败之后，发送调度请求失败指示给无线资源控制层，以及基于该调度请求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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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而实施增强调整。

25.如权利要求24所述的用于调度请求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该增强调解包含产生

无线资源控制消息，其中该无线资源控制消息指示调度请求失败，以及发送该无线资源控

制消息给无线接入网络。

26.如权利要求24所述的用于调度请求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该增强调解包含将该

触发逻辑信道与不同基站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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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基站之间载波聚合的无线网络中调度请求给多个调度器

的增强机制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2] 本申请要求2013年5月10日递交，申请号为CN201310172704。2，标题为“无线网络

中SR发送给多个调度器的增强机制(ENHANCED  MECHANISM  OF  SCHEDULING  REQUEST  TO 

MULTIPLE  SCHEDULERS  IN  A  WIRELESS  NETWORK)”的优先权，上述申请的标的在此合并作

为参考。

技术领域

[0003] 本发明的实施例一般有关于无线通信，更具体地，有关于在具有多个调度器的无

线网络中，提供调度请求(Scheduling  Request，SR)给多个调度器(scheduler)的增强机

制。

背景技术

[0004] LTE系统由于简化网络架构提供高峰值数据率、低延迟，改进系统容量以及低运作

成本。LTE系统也提供无缝整合到较旧无线网络，例如GSM、CDMA以及通用移动电信系统

(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UMTS)。在LTE系统中，演进通用物理无线

接入网络(evolved  universal  terrestrial  radio  access  network，E-UTRAN)包含多个

基站，例如演进节点B(evolved  Node-B，eNB)，多个基站与多个移动台进行通信，其中移动

台称作用户设备(User  Equipment，UE)。

[0005] 调度请求(Scheduling  Request，SR)为UE发送给eNB的调度UL传输的调度无线资

源的请求。SR告知eNB，UE具有新数据需要发送。有两类SR传输：专用SR(dedicated  SR，D-

SR)，其中SR在专用资源，例如物理UL控制信道(Physical  Ul  Control  Channel，PUCCH)，以

及基于随机接入SR(random  access-based  SR，RA-SR)，其中SR在竞争(contention)信道，

例如随机接入信道(Random  Access  channel，RACH)上传递。

[0006] CA/无线资源聚合被引入提高系统吞吐量。具有CA，LTE-A系统可以支持更高数据

率。这样的技术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其允许运营商聚合几个更小的连续或者分连续分量载

波(Component  Carrier,CC)以提供大系统频宽，以及透过允许既有UE使用多个分量载波之

一而接入系统，从而提供后向兼容。LTE也允许不同eNB的载波聚合。与传统的无线系统不

同，具有eNB之间或者RAT之间载波聚合，UE需要将不同基站的多个调度器关联。对于基站内

(inter-BS)载波聚合，提供载波聚合的基站不是物理共址(collocated)，需要多个基站之

间的传输媒体和接口。但是，在实际部署系统中，多个基站中信息的交换收到回程线路

(backhaul)延迟以及额外开销的限制。因此，为了更加UL调度中的灵活性以及有效性，UE需

要能够在每一个基站中的分别的调度器关联。每一基站应该具有自己独立的接入信道用于

SR，信道状态信息(channel  state  information，CSI)，HARQ反馈以及其他功能以提供动态

调度的瞬时协助。相应地，UE需要具有额外的功能以处理以及与不同基站的多个调度器协

作，其中该不同基站属于相同或者不同RAT。

说　明　书 1/10 页

5

CN 105706514 B

5



[0007] 对于UE  SR过程的提高以及增强以与不同基站的等多个调度器进行通信以及管

理。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提供具有基站之间载波聚合的无线网络中，增强的提供SR给多个调度器的

方法以及装置。在一个新颖方面中，UE监视以及检测一个或者多个SR触发事件。该UE基于预

先定义标准选择一个或者多个基站，以及发送SR给所选择的一个或者多个基站。在一个实

施例中，UE的至少一个LC与具有关联优先级的多个BS关联。在一个例子中，关联优先级由网

络配置。在另一个例子中，关联优先级基于预先定义UE配置而得到，或者从UE收到的负载信

息中得到，或者从无线测量中得到。

[0009] 在一个新颖方面中，UE基于预先定义选择算法选择基站，在一个实施例中UE的选

择，为基于竞争接入信道上的专用接入信道分配优先级。在另一个新颖方面中，UE基于关联

优先级而实施LCP过程。在再一个新颖方面中，UE在检测到一个或者多个条件时取消要发送

给所选择基站的SR，其中一个或者多个条件包含：缓冲器状态报告(Buffer  Status 

Report，BSR)正发送给另一个基站，以及接收到允许所有数据被发送的UL授权。

[0010] 在一个新颖方面中，UE监视以及检测具有承载绑定(bearer-binding)配置的SR触

发事件。UE在检测到SR失败之后，发送SR失败指示给无线资源控制(RRC)层。在一个实施例

中，在发送SR失败指示给RRC之后，UE产生RRC消息，该消息指示SR失败以及发送该RRC消息

给无线接入网络。在一个例子中，UE在发送SR失败指示给RRC层之后，将触发LC(triggering 

LC)和不同基站关联。

[0011] 下面详细介绍其他实施例以及有益效果。发明内容部用于限定本发明。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为准。

附图说明

[0012] 附图中相同数字表示相似符号，用于描述本发明的实施例。

[0013] 图1为根据一个新颖方面，具有站间(inter-site)无线资源聚合，或者eNB之间载

波聚合的无线网络的系统示意图，其中，该无线资源属于相同或者不同RAT。

[0014] 图2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支持eNB之间或者RAT之间载波聚合的网络示意图，其

中具有配置给UE的不同小区组。

[0015] 图3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透过将UE与多个调度器关联，而发送SR的流程示意

图。

[0016] 图4为具有承载绑定配置，UE发送SR给不同基站的示意图。

[0017] 图5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具有承载绑定配置，用于多个调度器的SR的流程示意

图。

[0018] 图6为在SR尝试失败之后，应用替换配置的流程示意图。

[0019] 图7为SR尝试失败之后，发送问题报告给RAN的流程示意图。

[0020] 图8为具有软承载绑定或者无承载绑定配置，UE发送SR给不同基站的流程示意图。

[0021] 图9为基于关联优先级，用于软承载绑定或者无承载绑定配置，选择BS用于SR传输

的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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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图10为配置有不同接入信道，UE选择BS的流程示意图。

[0023] 图11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基于BS优先级，PDU传输的流程示意图。

[0024] 图12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选择多个BS用于SR发送的流程示意图。

[0025] 图13为基于选择算法，透过选择一个或者多个基站，多个调度器传输SR的流程示

意图。

[0026] 图14为基于SR失败指示，透过实施增强调整而用于具有承载绑定配置的SR传输的

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详细参考一些实施例，用于参考附图介绍本发明。

[0028] 图1为根据一个新颖方面，具有站间无线资源聚合，或者eNB之间载波聚合的无线

网络100的系统示意图，其中，上述资源属于相同或者不同RAT。无线网络100包含主基站

eNB，也称作锚点(anchor)eNB  102，两个漂移(drift)eNB103以及104，以及UE101。无线网络

100支持不同频率信道上的多个分量载波，以及来自不同eNB的多个服务小区的载波聚合。

对于UE以及其基站之间对于每个分量载波(Component  Carrier，CC)的UL同步，UE从eNB接

收UL时序提前，其中该时序提前用于补偿eNB以及UE之间的传播延迟。既然UE101可以由

eNB102、eNB103以及eNB104的无线资源所服务，器需要发送SR给无线网络100中的一个或者

多个服务小区。无线网络100可以为RAT之间CA网络，锚点eNB102使用一个技术，例如，LTE或

者其他蜂窝标准，而漂移eNB  103以及104使用不同无线标准，例如Wifi。无论使用相同标准

或者不同标准的基站之间CA，UE101被配置于多个基站eNB102、eNB103以及eNB104中每一个

基站的不同调度器所关联。在检测到BSR触发事件之后，UE101需要首先决定，SR将要发送到

哪个基站。

[0029] 在一个示例配置中，无线网络100为小小区(small  cell)网络。初始，UE101驻留在

一eNB102所服务的一个宏小区上，UE101与无线接入网络(RAN)建立RRC连接。eNB102提供以

及控制初始RRC连接，以及提供NAS移动性信息以及密钥输入。eNB102为UE101的锚点eNB。在

小小区网络配置中，UE101在锚点eNB102的覆盖范围内移动，而移动到eNB103的覆盖区域

内。在进入到eNB103覆盖区域之后，UE101可以分流(offload)一些业务给eNB104，如果需要

的话。在这样条件下，eNB之间载波聚合可以配置给UE101。UE101可以使用来自eNB103的额

外资源，其中eNB103为小小区网络系统中的漂移eNB。锚点eNB102和漂移eNB103之间的协调

可以透过Xn接口实施，Xn接口例如X3或者X2接口。Xn接口也作为回程线路(backhaul)连接

提供eNB之间的通信以及协调。但是，严重依赖这样的接口为系统引入了不可期待的延迟。

[0030] 图1也包含了小小区网络100中用于锚点eNB102、漂移eNB103以及UE101的协议栈

简化方块示意图。网络侧，锚点eNB102的协议栈包含PHY、MAC、RLC、PDCP、RRC以及调度器。因

为漂移eNB103具有自己独立的调度器，eNB103的协议栈包含至少PHY、MAC以及调度器，以及

也可能包含RLC。在UE侧，对于配置有多个PHY以及MAC模块的UE，他们可以基于对于载波聚

合以及小小区使用的使用而配置。在一个新颖方面中，UE101具有分别与对应PHY层关联的

对应MAC层的多个RLC层。在一个实施例中，UE101配置有对应MAC1的RLC1以及与锚点eNB102

建立RRC连接。UE101移动到eNB103的覆盖区域内时，网络可以决定聚合来自eNB103的资源

以分流UE101的业务。因此，UE101也配置有对应MAC2的RLC2，以及对应的PHY子层，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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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2。

[0031] 图2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为UE201配置有不同小区组，支持eNB之间载波聚合的

无线网络200的示意图。UE201与锚点eNB202建立RRC连接。网络200支持eNB之间或者RAT之

间载波聚合。UE201配置有eNB之间载波聚合。当UE201移动到eNB  203的覆盖区域，UE201可

以配置有eNB之间载波聚合。UE201可以将业务从eNB202分流到eNB203。UE201可以配置有来

自不同eNB的多个服务小区，例如从eNB202和eNB203。eNB202和eNB203可以为不同无线标准

的混合。UE201可以配置为支持RAT之间载波聚合。举例说明，eNB203可以为LTE网络中的节

点B，以及eNB202为相同无线接入。在另一个实施例中，eNB202可以为4G蜂窝节点B，而

eNB203为UMTS/3G蜂窝节点B。在再一个实施例中，eNB202和eNB203可以形成小小区网络，

eNB202为蜂窝网络中的节点B，而eNB203可以为支持其他无线接入标准的家庭(femto)小区

或者微微(pico)小区。UE201配置有多个LC，例如，LC#1到LC#5。UE201也配置有多个逻辑信

道组(Logic  Channel  Group，LCG)。LC#1配置用于UE201，以及与eNB202关联。相似地，LC#2

与eNB202，以及LC#5与eNB203关联。LC#3配置为能够与eNB202关联，以及LC#5与eNB203关

联。LC#3配置为能够与eNB202以及eNB203关联。多个LCG配置用于UE201。LCG#1包含LC#1、

LC#2以及LC#3。LCG#2包含LC#4以及LC#5。这样的配置给予UE202更大频宽以及在载波聚合

中更多灵活性，但是造成一些UL资源管理问题。例如，在检测到SR触发事件时，UE也需要决

定SR发送给哪个eNB。在类似LC#1、LC#2以及LC#4的配置中，其中，LC与一个eNB关联，期望SR

发送给对应eNB。对于与不同eNB关联的LC，例如LC#3以及LC#5，使用不同算法以决定发送SR

给哪个基站。

[0032] 图2也包含根据本发明一个新颖方面，UE201的简化方块示意图。UE201包含存储器

211、处理器212，收发器213，其中收发器213耦接到天线218。UE201也包含各种功能模块，包

括SR检测模块221、配置模块222、关联模块223，选择模块224，SR处理模块225，第一MAC实体

226、第二MAC实体227以及SR失败(failure)控制模块228。

[0033] SR检测模块221监视以及检测SR触发事件。配置模块222配置多个LC到一个或者多

个LCG，以及进一步将多个LC与一个或者多个MAC实体关联。关联模块223将一个LC基于预先

定义标准而关联到一个或者多个基站。在一个实施例中，关联模块可以将单一LC与多个基

站关联。选择模块224选择一个BS，基于预先定义算法而发送SR。第一MAC实体226与第一基

站进行通信。第二MAC实体227与第二基站通信。所属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已配置时，

UE201中可以包含多于两个MAC实体。UE201中的多个MAC实体，UE201可以透过多个MAC实体

与不同基站中存在的多个调度器关联。SR失败控制模块228检测SR尝试失败，以及采取行动

(take  action)或者将LC重新关联到不同基站，或者发送RRC消息给RAN，以指示出SR失败事

件。

[0034] 图3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与多个调度器关联透过UE发送SR的流程示意图。步骤

301中，UE检测SR触发事件。因为UE与多个调度器关联，UE必须首先决定SR应该发送给哪个

基站。步骤302，UE选择一个或者多个基站以发送SR。依赖于UE的不同配置，UE在选择基站中

遵循不同算法。步骤303中，UE发送SR给已选择基站。

[0035] 如图3所示，具有eNB之间以及/或者RAT之间载波聚合，UE可以与多个基站调度器

关联。有两种类型的关联。第一种为承载绑定(bearer-binding)关联。第二中为软承载绑定

(soft-bearer-binding)或者无承载绑定(no-bearer-binding)。不同实施例根据UE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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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而设计。

[0036] 图4为具有承载绑定配置，UE401发送SR给不同基站的示意图。UT401与基站BS402

以及基站BS403通信。UE401具有多个LC，LC#1到LC#9，分为多个LCG，LCG411、412、413以及

414。每一LCG具有一个或者多个LC，或者没有LC。在承载绑定配置中，每一LC只与一个BS关

联。如图1所示的例子中，LCG411具有四个LC，LC#1、LC#2、LC#3以及LC#4。LCG412具有一个

LC，LC#5。LCG413具有两个LC，LC#6以及LC#7。LCG#414具有两个LC，LC#8和LC#9。对于承载绑

定配置，每一LCG具有一个对应缓冲器。LCG411具有LCG#1缓冲器421。LCG412具有LCG#2缓冲

器422。LCG413具有LCG#3缓冲器423。LCG414具有LCG#4缓冲器424。进一步说，每一LCG缓冲

器具有对应缓冲器状态。LCG缓冲器421具有LCG#1-缓冲器状态431。LCG缓冲器422具有LCG#

2-缓冲器状态432。LCG缓冲器423具有LCG#3-缓冲器状态433。LCG缓冲器424具有LCG#4-缓

冲器状态434。每一缓冲器状态431到434为只与一个MAC实体关联。缓冲器状态431以及缓冲

器状态432与MAC实体#1  441关联。缓冲器状态433以及缓冲器状态434与MAC实体#2442关

联。MAC实体441以及MAC实体442包含用于SR处理的功能实体。每一MAC实体具有对应PHY层。

MAC实体441以及MAC实体442分别具有物理层(PHY)451以及物理层452。MAC实体441以及MAC

实体442分别与BS402和BS403进行通信。对于每一MAC实体所关联的多个LC也与BS关联。

BS402和403对UE401为关联LC实施资源分配。举例说明，在图4中，LC#1到LC#5与BS402关联，

以及LC#6到LC#9与BS403关联。相应地，UE401可以发送SR给BS402以及403，用于UL无线资

源。

[0037] UE401监视以及检测SR触发事件。在一个实施例中，当UE401检测到需要资源用于

数据传输，其选择一个或者多个基站以发送一个或者多个SR请求。对于承载绑定配置，在检

测到一个或者多个SR触发事件之后，UE401决定SR触发(LC  trigger)用于哪个触发LC触发

LC为SR触发事件发生的LC。既然UE401配置为承载绑定，每一触发LC对应一个BS，UE401基于

触发LC而选择一个或者多个BS。如果UE401检测到所需UL资源区块(resource  block，RB)与

相同BS关联，UE401发送SR给相同BS。举例说明，如果UE401检测到所需数据传输都与BS402

相关，步骤461，UE401发送SR给BS402。步骤462，BS402使用UL授权作为响应。相似地，如果

UE401检测到所需数据传输均与BS403相关，在步骤463，UE401发送SR给BS403。步骤464，

BS403使用Ul授权作为响应。在另一个场景中，如果UE401检测到所需UL  RB为与不同BS关

联，UE401发送SR给不同BS。举例说明，如果UE401检测到所需一些RB与BS402关联，而所需的

其他RB与BS403关联，UE401发送SR给BS402以及BS403。

[0038] 图5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具有承载绑定配置，用于多个调度器的SR的流程示意

图。步骤501中，UE监视所有已配置LC的缓冲器状态。步骤502中，UE检测一个或者多个SR触

发事件。步骤503，UE触发SR处理(process)。步骤504，UE管理所有待处理(pending)SR。步骤

505，UE检查是否一个或者多个SR触发已经被取消。步骤505UE决定是否SR触发被取消。如果

是，UE转到步骤501以监视所有已配置LC的缓冲器状态。如果在步骤505UE决定并不是所有

SR触发都被取消，则UE转到步骤506。步骤506，UE基于用于SR传输的触发LC，而选择关联BS。

步骤507，UE从所选择基站中选择一个或者多个小区以发送SR。步骤508中，UE发送缓冲器状

态报告(buffer  status  report，BSR)以及数据给所选择BS。

[0039] 对于承载绑定配置，配置在UE中的每一个LC静态地与一个基站关联。在本发明的

一个实施例中，绑定到一个BS的LC可以更新，或者基于某些条件而改变。一个条件为重复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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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给基站。可能是在所选择多个基站之一上发送SR在重复尝试之后失败。在发明的一个

实施例中，在所选择多个基站之一上处理SR尝试失败的方法包含：指示SR尝试失败给RRC

层。举例说明，原始关联到所选择BS上的多个LC重新分配给另一个BS。然后，UE将多个LC与

另一个MAC实体关联，其中该另一个MAC实体用于重分配到的BS的通信。在本发明的另一个

实施例中，UE的RRC层产生一个RRC消息，该RRC消息指示出，与所选择基站通信有问题，以及

与该BS的SR尝试失败。该消息为从UE发送无线接入网络(Radio  Access  Network，RAN)。两

个实施例也可以应用无承载绑定。图6以及图7给出两个实施例的流程图。

[0040] 图6为在SR尝试失败之后，应用替换配置的流程示意图。步骤601中，UE在所选择一

个或者多个基站上实施SR尝试。步骤602，UE决定是否SR尝试最大次数已经达到。SR尝试最

大次数可以为预先定义或者动态配置。如果步骤602决定SR尝试最大次数没有达到，UE转回

到步骤601。如果步骤602，UE决定SR尝试最大次数已经达到，则转到步骤603，否则回到步骤

601。步骤603，UE告知自己的RRC层，对于一个或者多个LC  SR尝试失败。步骤604，UE基于SR

尝试失败而应用替换配置。步骤605中，UE将多个LC关联到另一个BS。

[0041] 图7为SR尝试失败之后，发送问题报告给RAN的流程示意图。步骤701中，UE在所选

择BS上实施SR尝试。步骤702中，UE决定是否SR尝试最大次数已经达到。最大SR尝试可以预

先定义或者动态配置。如果步骤702决定SR尝试最大次数没有达到，UE转回到步骤701。如果

步骤702，UE决定SR尝试最大次数已经到达，则转到步骤703。步骤703中，UE指示自己的RRC

层，对于一个或者多个LC  SR尝试失败。步骤704中，UE产生RRC消息以指示SR尝试失败问题。

步骤705中，UE发送已产生RRC消息给RAN。

[0042] UE与多个调度器关联的第二个类型为软承载绑定或者无承载绑定。在软承载绑定

配置中，一个LC被配置为以不同BS的不同偏好而关联到多个BS。在无承载绑定配置中，LC没

有绑定到一个BS，可以动态与不同BS，没有任何偏好地关联。

[0043] 图8为具有软承载绑定或者无承载绑定配置，UE发送SR给不同基站的示意图。

UE801与BS802和BS803通信。UE801具有多个LC，LC#0到LC#9，分为多个LCG，LCG811、LCG812、

LCG813以及LCG814。每一LCG具有一个或者多个LC，或者没有LC，以及对应一个或者多个缓

冲器。例如，LCG811具有四个LC，LC#0、LC#1、LC#2以及LC#3。LCG812具有一个LC，LC#4。LCG 

813具有两个LC，LC#5以及LC#6。LCG814具有三个LC，LC#7、LC#8以及LC#9。每一LCG具有一个

或者多个LCG缓冲器。举例说明，LCG  811具有两个LCG缓冲器，LCG#1缓冲器821用于LC#0以

及LC#1，以及LCG#1缓冲器822用于LC#2以及LC#3。LCG812具有一个LCG缓冲器，LCG#2缓冲器

823用于LC#4。LCG813具有一个LCG缓冲器，LCG#3缓冲器824用于LC#5以及LC#6。LCG814具有

两个LCG缓冲器，LCG#4缓冲器825用于LC#7，以及LCG#4缓冲器826用于LC#8以及LC#9。每一

个LCG缓冲器与一个LCG缓冲器状态关联。举例说明，LCG#1缓冲器821与LCG#1缓冲器状态

831关联。LCG#1缓冲器822与LCG#1缓冲器状态832关联。LCG#2缓冲器823与LCG#2缓冲器状

态833关联。LCG#3缓冲器824与LCG#3缓冲器状态834关联。LCG#4缓冲器825与LCG#4缓冲器

状态835关联。LCG#4缓冲器826与LCG#4缓冲器状态836关联。进一步每一LCG缓冲器状态只

与一个MAC实体关联，该MAC实体包含用于SR以及BSR的功能实体。举例说明，LCG#1缓冲器状

态831，LCG#1缓冲器状态832，LCG#2缓冲器状态833中的每一个都与MAC实体#1841关联。。

LCG#3缓冲器状态834，LCG#4缓冲器状态835，LCG#4缓冲器状态836中每一个都与MAC实体#2 

842关联。每一个MAC实体具有与对应BS通信的对应物理层。举例说明，MAC实体#1  841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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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层851，其中物理层与BS802通信。MAC实体#2  842具有物理层852，其中该物理层与

BS803通信。对于每一个MAC实体的关联LC也与BS关联。BS802以及BS803对UE801实施资源分

配。相应地，UE  801发送SR给BS802以及BS803以用于UL无线资源。

[0044] 当UE801配置有软承载绑定，一个LC可以与多个BS关联。如果LCG包含一个或者多

个LC，其中，优先BS配置用于数据传输，每一个LC可以对应一个或者多个缓冲器。每一个缓

冲器与对应一个BS的一个MAC实体关联。举例说明，LC#0、LC#1、LC#2以及LC#3(分别对应

RB0、RB1、RB2以及RB3)属于LCG811。LC#0配置为只发送给BS802，所以LC#0关联BS802。LC#1

优先透过BS803发送，所以LC#1与BS803关联。如上所述，即使LC#0到LC#3属于相同LCG，

LCG811，他们与不同BS关联。进一步说，一些LC可以与多个BS关联。举例说明，LC#4可以配置

为没有优先BS用于数据传输。因此，LC#4可以与BS802以及BS803关联以用于SR传输。相似

的，LC#5到LC#8可以配置为没有优先BS用于数据传输。因此，在检测到用于LC#5到LC#8中一

个或者多个LC的SR触发之后，UE802可以发送一个或者多个SR给BS802以及/或者BS803。一

旦一个或者多个BS被选择用于发送SR，UE801透过对应MAC实体发送SR。举例说明，步骤861

中，UE801，透过MAC#1  841的物理层851，而发送SR给BS802。步骤862，UE从BS802接收UL授

权。相似的，步骤863，UE801透过MAC实体#2中物理层852而发送SR给BS803。步骤864中，

UE801从BS803接收UL授权。

[0045] 对于软承载绑定的分流方法，每一RB具有优先要发送SR以及数据给的BS，。因此，

不同无线承载有用于SR传输的不同优先BS。也可以配置是否无线承载可以透过非优先BS而

发送。如果无线承载不允许透过非优先BS而发送，用于关联到一个或者多个BS，无线承载的

Sr以及BSR可以只上报给优先BS。否则，用于RB的SR以及BSR可以上报给非优先BS。UE将对应

每一个RB的每一个LC，关联到一个或者多个BS，以及RB或者LC的不同多个关联具有不同优

先级。举例说明，对于每一个RB或者LC，每一个BS分配不同优先级，例如，BS1>＝BS2>＝BS3…

>＝BSn。关联到一个或者多个BS的多个LC也属于根据配置的一个LCG。对于无承载绑定的分

流方法，每一RB没有SR和数据可以被发送的优先的BS。。这样的RB可以关联到两种BS。

[0046] 图9为基于关联优先级，软承载绑定或者无承载绑定的选择BS用于SR传输的流程

示意图。步骤901中，UE得到关联优先级。步骤902，UE选择具有最高优先级的BS用于SR传输。

得到关联优先级有不同方法。

[0047]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UE透过RRC消息从RAN接收关联配置。基于所接收到的

配置，UE将每一个LC或者RB关联到一个或者多个BS。所以对于每一RB或者LC的关联透过RRC

配置而配置。举例说明，UE配置有LC0到LC6。UE进一步从RAN接收RRC配置。RRC配置消息将

BS1配置为LC0到LC3的优先BS，以及BS2为用于LC4到LC6的优先BS。在接收到RRC配置消息之

后，UE应用该配置。基于该配置，UE可以将LC0到LC3与BS1关联，以及将LC4到LC6与BS2关联。

BS1以及BS2为UE的关联RB或者LC而实施资源分配。相应地，UE可以发送SR给BS1，用于关联

的LC0到LC3，以及发送SR到BS2，用于关联的LC4到LC6。

[0048] 在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中，关联优先级从其他配置中得到，以及可以基于某些

暗示的(implicitly)标准。满足标准的多个BS或者小区组，可以具有最高优先级。该标准包

含但是不限于下述几者：包含一个CA主小区的BS或者小区组，具有最高优先级的类型为家

庭小区(femto  cell，也可称作家庭基站)或者微微小区(pico  cell)的多个小区的BS，具有

工作在某些载波频率的小区的BS。关联优先级也可以从多个BS的负载信息获得。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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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最低负载的BS或者小区组具有最高优先级。负载信息可以透过系统信息(System 

Information，SI)而广播。在获取到不同BS的系统信息之后，UE将不同BS的负载做比较，以

及选择具有最低负载的BS。

[0049] 在本发明的再一个实施例中，关联优先级可以从无线测量得到，例如与UE具有最

低路径损耗的小区组或者BS可以具有最高优先级。在测量不同BS以及小区组的路径损耗之

后，UE比较不同BS的测量结果以及选择具有最低路径损耗的BS。

[0050] UE可以透过专用资源发送SR，专用资源例如PUCCH，或者基于竞争的随机接入信

道，例如RACH。相应地，选择一个或者多个BS用于SR传输中，UE可以基于已配置SR信道的类

型而选择一个BS。在一个实施例中，UE可以首先选择具有配置用于SR的专用资源的BS。其他

情况下，UE选择配置有专用信道的BS。然后UE获得所选BS的关联优先级，以及基于优先级顺

序，而一个接着一个地选择多个基站用于SR传输，直到所选多个BS之一上的SR尝试成功或

者所有所选BS上的SR尝试失败。如果透过所有BS上的专用接入信道的SR尝试失败，UE可以

选择配置有竞争接入信道的BS。UE随后得到所选择基于竞争的BS的关联优先级，以及基于

优先级一个接着一个地选择BS，直到或者所选择多个BS之一上的SR尝试成功，或者所有所

选择BS上SR尝试失败。

[0051] 图10为配置有不同接入信道，UE选择BS的流程示意图。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

专用接入信道比基于竞争信道更优先。UE可以首先使用专用接入信道用于SR传输，然后使

用竞争信道。举例说明，多个BS中用于专用接入信道的优先级为：BS1>＝BS2以及BS之间用于

竞争接入信道的优先顺序为BS2>＝BS3。在检测到SR触发事件之后，UE首先选择BS1，因为BS1

对于专用信道的较高优先级。UE透过与BS1关联的专用接入信道发送SR。只有当与BS1以及

BS2的专用信道上所有尝试失败，UE选择基于竞争的信道。在选择基于竞争信道中，UE首先

选择BS2，因为BS2对于竞争信道中具有较高优先级。UE然后透过与BS2关联的竞争信道而发

送SR。所以只在如果使用较高优先级接入信道未成功尝试实施一定次数时，较低优先级接

入信道被使用。如图10所示，步骤1001中，UE首先找到已配置了专用接入信道的BS。步骤

1002中，UE得到配置有专用接入信道的BS的关联优先级顺序。步骤1003中，UE基于优先级顺

序，而为SR传输选择具有专用接入信道的BS。步骤1004中，UE决定是否对于所有BS，透过专

用信道的SR尝试失败。如果步骤1004中，UE发现在一个或者多个BS中SR尝试成功，则UE结束

选择过程。如果步骤1004中发现所有已配置专用资源上所有SR尝试均失败，那么UE转到步

骤1005。步骤1005中，UE发现配置有基于竞争接入信道的BS。步骤1006中，UE得到基于竞争

BS的关联优先级顺序。步骤1007中，UE基于优先级顺序而选择BS用于SR传输。在本发明一个

实施例中，UE在所有可用基于竞争信道上所有SR尝试失败之后，宣布(declare)无线链路失

败(Radio  Link  Failure，RLF)。

[0052] 用于SR传输的BS选择也应用于其他UL传输，包含BSR以及数据传输。当基于从BS接

收到的UL授权而复用以及组装PDU时，关联LC可以具有较高优先级。无线资源首先用来分配

给来自关联LC的可传输的数据。如果所有可用数据已经被分配，依然剩余无线资源，来自非

关联LC的可用待传输数据可以由剩余(remaining)UL授权所服务。这样的非关联的LC不会

限制只能向优选BS发送。因此，对于一个RB，如果优先BS没有可用UL-SCH资源，而非优选BS

却有可用UL-SCH资源，SR可以发送给优先BS。用于该RB的BSR可以上报给非优先BS，以及如

果剩余任何可用的资源，该RB的待传输可用数据可以发送给该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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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复用以及组装PDU以用于待发送给特定BS的数据的方法

包含：对多个LC实施逻辑信道优先(logical  channel  prioritization，LCP)过程，其中，该

多个LC与特定BS关联，或者与该BS的关联具有最高优先级，检查是否剩余任何无线资源，以

及在该多个LC上实施逻辑信道优先过程，其中，该多个LC未与特定BS相关联，或者与该特定

BS的关联为较低优先级，如果剩余任何无线资源，以及继续以关联优先顺序对LC实施LCP，

直到数据或者资源耗尽。E-UTRAN系统中逻辑信道优先过程的一个例子如MAC技术说明

(specification)36.321所描述。

[0054] 图11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基于BS优先级，PDU传输的流程示意图。步骤1101中，

UE从特定BS中接收UL授权。步骤1102中，UE对关联多个LC实施LCP。然后UE选择具有最高优

先级的LC使用。步骤1103中，UE决定是否任何无线资源剩余。如果在步骤1103，UE决定没有

剩余无线资源，UE结束处理。如果在步骤1103中，UE决定有无线资源剩余，转到步骤1104。步

骤1104中，UE对非关联LC，或者与特定BS关联的具有更低优先级的LC实施LCP，，以选择一个

适合LC使用。步骤1105，UE决定是否有任何无线资源剩余。如果在步骤1105中，UE决定没有

无线资源剩余，则UE结束处理。如果在步骤1105中，UE决定有资源剩余，则UE转到步骤1106。

步骤1106中，UE决定是否有任何剩余数据要发送。如果在步骤1106中，UE决定没有数据剩

余，则UE结束处理。如果在步骤1106中，UE决定有数据剩余，则UE转到步骤1107。步骤1107

中，UE基于关联优先级顺序对多个LC实施LCP。

[0055]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UE可以基于检测用于不同BS的预先定义条件，取消用

于与一个BS关联的LC的SR触发。该预先定义条件包含：正在发送BSR，以及已接收到使得所

有待处理数据被发送的UL授权。举例说明，对于透过专用接入信道的SR发送，在从所选择BS

接收到UL授权之后，UE指示复用以及组装程序以产生PDU，其中，该PDU中包含来自关联RB的

BSR以及SDU。如果该PDU包含一个BSR，其中该BSR包含直到(以及包含)最后触发BSR的事件

的缓冲器状态，或者当UL授权可以容纳所有属于该关联RB的待传输数据，则UE随后取消已

触发SR。如果UL授权可以容纳所有待传输数据，那么对应其他BS的MAC实体所触发的SR也可

以取消。

[0056] 当UE配置与多个调度器关联，该UE可以基于预先定义标准，需要决定所需要BS的

数量，其中该所需BS用于发送SR。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需BS的数量或者透过需要用

于SR传输的BS数量而决定，或者透过具有已配置SR资源的BS的数量，其中比前者更少。然后

UE基于关联优先级选择用于SR传输的BS的数量。UE可以基于一个或者多个标准而决定用于

SR传输的所需BS的数量。第一标准为是否所需BS数量由RAN所配置。RAN透过RRC信令为BS的

选择而配置固定数量。第二标准为是否已缓冲数据量超过预先定义阈值。例如，已缓冲数据

量分为不同级别。每一个级别映射到预先定义数量的BS，其中SR将会发送给该预先定义数

量BS。映射关系可以在技术规格中预先配置或者预先定义。以表1为例，如果数据量小于或

者等于阈值1，只有一个BS会被选择用于SR。如果数据量大于阈值1而小于或者等于阈值2，

则选择两个BS用于SR。如果数据量大于阈值2而小于或者等于阈值3，则选择三个基站用于

SR。如果数据量大于阈值3而小于或者等于阈值4，那么选择四个BS用于SR。

[0057] 表1：数据量和BS的数量之间的映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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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0059] 第三标准为，如果待传输数据为来自某些或者某个逻辑信道，可以选择多个BS。举

例说明，对于用于增强可靠性的SRB，或者对于已知通常需要高数据传输性能的LC。与标准2

相同，具有待传输数据的RB或者LC的数量可以决定所选择BS的数量。第四标准为，如果待传

输数据为用于SRB以及为特定消息，那么可以选择多个BS。举例说明，该特定消息为尤其重

要消息。

[0060] 图12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选择多个BS用于SR发送的流程示意图。步骤1201中，

UE基于某个标准决定发送SR的所需Bs的数量。步骤1202中，UE透过考虑所需BS的数量，以及

具有已配置资源的BS的数量中的最小值，以决定实际BS数量，步骤1203中，UE基于优先级而

选择已决定数量的BS用于SR传输。

[0061] 图13为基于选择算法，透过选择一个或者多个基站，多个调度器传输SR的流程示

意图。步骤1301中，UE在具有载波聚合的无线网络中检测SR触发事件，其中UE配置有属于一

个或者多个LCG的多个LC，以及其中至少一个LC配置为与具有关联优先级的多个基站关联。

步骤1302中，UE基于选择算法，选择一个或者多个基站。步骤1303中，UE发送一个或者多个

SR给所选择的一个或者多个基站。

[0062] 图14为，基于SR失败指示，透过实施增强调整而使用承载绑定配置的SR传输流程

示意图。步骤1401中，UE在具有多基站的载波聚合的无线网络中检测BSR所触发的SR，其中

该UE配置有多个LC，其中该多个LC属于一个或者多个LCG，以及其中BSR所触发用于的触发

LC，为与一个基站关联，或者触发LC与具有最高优先级的基站关联。步骤1402中，UE发送SR

给与触发LC关联的基站。步骤1403中，UE检测SR尝试失败事件。步骤1404中，UE发送SR失败

指示给RRC层。步骤1405中，UE基于SR失败指示而实施增强调整。

[0063] 本发明的上述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并不用以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相应

地，所属领域技术人员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当可做些许

的更动与润饰，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当视所附权利要求所界定者为准。

说　明　书 10/10 页

14

CN 105706514 B

14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10 页

15

CN 105706514 B

15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10 页

16

CN 105706514 B

16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10 页

17

CN 105706514 B

17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4/10 页

18

CN 105706514 B

18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5/10 页

19

CN 105706514 B

19



图8

图9

说　明　书　附　图 6/10 页

20

CN 105706514 B

20



图10

说　明　书　附　图 7/10 页

21

CN 105706514 B

21



图11

说　明　书　附　图 8/10 页

22

CN 105706514 B

22



图12

图13

说　明　书　附　图 9/10 页

23

CN 105706514 B

23



图14

说　明　书　附　图 10/10 页

24

CN 105706514 B

24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CLA00004

	DES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ES00012
	DES00013
	DES00014

	DRA
	DRA00015
	DRA00016
	DRA00017
	DRA00018
	DRA00019
	DRA00020
	DRA00021
	DRA00022
	DRA00023
	DRA00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