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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發明說明：

相關申請的交叉引用

本專利申請案主張2009年5月28 9提出申請的、標題 

為「Automatic Assistance for Positioning of Access Point 

Base Stations」的美國臨時專利申請案第61/181,874號的 

權益。前述申請案的全部內容以引用之方式併入本文。

【發明所屬之技術領域】

下文的描述大體而言係關於無線通訊，且臾特定言之係 

關於促成存取點基地台的佈置的方法和裝置。

【先前技術】

無線通訊系統經廣泛部署以提供諸如語音、資料等各種 

類型的通訊內容。該等系統可以是能夠藉由共享可用的系 

統資源（例如，頻寬和發射功率）來支援與多個使用者的 

通訊的多工存取系統。該等多工存取系統的實例包括分碼 

多工存取（CDMA ）系統、分時多工存取（TDMA ）系統、 

分頻多工存取（FDMA）系 統、3GPP長期進化（LTE ）系 

統以及正交分頻多工存取（OFDMA ）系統。

大體言之，無線多工存取通訊系統可同時支援多個無線 

終端的通訊。每個終端都經由前向鏈路和反向鏈路上的傳 

輸來與一或多個基地台進行通訊。前向鏈路（或下行鏈路） 

代表從基地台到終端的通訊鏈路，而反向鏈路（或上行鏈 

路）代表從終端到基地台的通訊鏈路。該通訊鏈路可經由 

單輸入單輸出系統、多輸入單輸出系統或多輸入多輸出

3



201136407

（ΜΙΜΟ ）系統來建立。

ΜΙΜΟ系統採用多個（NJ發射天線和多個（Nr）接收 

天線來用於資料傳輸。由Ντ個發射天線和N.r個接收天線 

所形成的 ΜΙΜΟ通道可被分解成 Ns個亦被稱為空間通道 

的獨立通道，其中Ns^min{NT,NR} ° Ns個獨立通道中的每 

一個通道都對應於一個維度。若對由多個發射天線和多個 

接收天線所建立的額外維度加以利用，則 ΜΙΜΟ系統可提 

供改良的效能（例如，更高的吞吐量及/或更高的可靠性）。

ΜΙΜΟ系統可以支援分時雙工（TDD）系統和分頻雙工 

（FDD ）系統。在TDD系統中，前向鏈路傳輸和反向鏈路 

傳輸位於相同的頻率區域上*從而相互原則允許從反向鏈 

路通道來估計前向鏈路通道。其使得當在存取點處有多個 

天線可用時，該存取點能夠提取前向鏈路上的發射波束成 

形增益。

已經開發了稱為存取點基地台（亦稱為毫微微細胞服務 

區、家庭節點B （ HNBs）等）的小型基地台，以擴展建築 

物內的蜂巢覆蓋。存取點基地台是可以安裝在使用者的家 

中並使用現有的寬頻網際網路連接來為行動單元提供室 

內無線覆蓋的一類基地台。為此 > 應當注意，存取點基地 

台可被其所有者佈置在家中的任何位置處，其中次最佳化 

位置或許是不期望的。例如 > 佈置於障礙位置（例如，位 

於抽屜的金屬箱下方）中的存取點基地台或許不能提供在 

家中的足夠覆蓋。類似地，佈置於過度暴露位置（例如* 

位於窗臺上）中的存取點基地台可能導致/遭受鄰近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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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巨集基地台及/或其他網路實體的干擾。然而，一般

的存取點基地台不 提供用 於指示存取點 基地台的 當前位

置是否是適當的及/或用於識別該位置所具有的特定問題

的機制。

當前無線通訊系統的上述不足僅意欲提供對一般系統 

中某些問題的概述，但並非意欲窮舉。藉由閱讀以下的描 

述之後，一般系統的其他問題以及本文描述的各種非限制 

性實施例的相應優點將變得更加明顯。

【發明內容】

以下內容呈現了一或多個實施例的簡化概述，以便提供 

對該等實施例的基本理解。該概述並不是對所有預期實施 

例的康泛綜述 > 且不意欲決定所有實施例的關鍵或重要元 

素 > 亦不意欲劃定任何 或所有實施例的範圍。該概述的唯 

一目的是以簡化形式呈現一或多個實施例的一些概念，作 

為對稍後呈現的更詳細描述內容的序言。

根據一或多個實施例及其相應揭示內容，結合提供自動 

輔助存取點基地台的佈置而描述了各個態樣。在一個態樣 

中，揭示促成存取點基地台的佈置的方法和電腦程式產 

品。該等實施例包括監視在使用者裝備和存取點基地台之 

間的通訊的效能參數。該等實施例亦包括基於該效能參數 

來評估存取點 基地台的位置。

在另一態樣中，揭示經配置以促成存取點基地台的佈置 

的裝置。在該實施例中，該裝置包括經配置以執行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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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體中的電腦可執行部件的處理器。該等電腦可執行部 

件包括通訊部件、效能部件和評估部件。通訊部件經配置 

以促成使用者裝備和存取點基地台之間的通訊，而效能部 

件經配置以監視與該通訊相關聯的效能參數。然後，評估 

部件經配置以基於該效能參數來評估存取點基地台的位 

置。

在又一態樣中，揭示另一裝置。在該實施例中 > 該裝置 

包括用於監視的構件以及用於評估 的構件。對於該 實施例 

而言，用於監視的構件經配置以監視使用者裝備和存取點 

基地台之間的通訊的效能參數，而用於評估的構件經配置 

以基於該效能參數來評估存取點基地台的位置。在一個態 

樣中，用於監視的構件進一步可包括用於礁定使用者裝備 

和存取點基地台之間的通訊品質的構件。在該實施例中， 

效能參數基於與該通訊品質相關聯的度量。在另一態樣 

中，用於監視的構件進一步可包括用於確定存取點基地台 

所使用的發射功率的構件 > 其中該效能參數基於與該發射 

功率相關聯的度量。對於該特定實施例而言，用於確定的 

搆件進一步可包括用於執行在存取點基地台所使用的發 

射功率與使用者裝備處相應的接收功率之間的比較的構 

件，其中該效能參數基於該比較。

在另一態樣中，揭示用於存取點基地台的佈置的其他方 

法和 電腦程 式產品。對於該 等實施例而言，對存取點基地 

台的位置進行評估。然後，傳送對位置的評估。

亦揭示用於佈置存取點基地台的另一裝置。在該實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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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該裝置包括經配置以執行儲存在記憶體中的電腦可執

行部件的處理器。該等電腦可執行部件包括評估部件和通

訊部件。評估部件經配置以評估存取點基地台的位置。然

後，通訊部件經配置以傳送對該位置的評估。

在又一態樣中，揭示另一裝置。在該實施例中，該裝置 

包括用 於評估 的構件以及用 於傳送的構件。對於該實施例 

而言»用於評估的構件經配置以評估存取點基地 台的位 

置，而用於傳送的構件經配置以傳送對該位置的評估。在 

一個態樣中，用於傳送的構件進一步包括用於提供光指示 

的構件，其中用於提供的構件進一步可包括用於根據與該 

評估相關聯的閃爍頻率來閃爍該光指示的構件，及/或用於 

根 據與該 評估相 關聯的色彩方案 來閃爍 該光指 示的構 

件。在另一態樣中，用於傳送的構件包括用於提供音訊指 

示的構件，其中用於提供的構件進一步可包括用於以與該 

評估相關聯的蜂鳴頻率來蜂鳴該音訊指示的構件。

為了實現前述和相關目標，一或多個實施例包括下文充 

分描述以及在申請專利範圍中特別指出的特徵。下文的描 

述和附圖詳細 地闡述了該一或多個 實施例 的某些 說明性 

態樣。然而，該等態樣僅指示了可以在其中應用各種實施 

例的原理的各種不同方式中的一些方式，而且所描述的實 

施例意欲包括所有該等態樣及其等效物。

【實施方式】

現在參看附圖來描述各種實施例，其中通篇類似的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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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用於代表類似的元件。在下文的描述中，出於解釋的 

目的，呈現了許多特定細節以提供對一或多個實施例的全 

面理解。然而，顯然，可在沒有該等特定細節的情況下來 

實現該等實施例。在其他實例中，為了便於描述一或多個 

實施例，以方塊圖形式圖示眾所熟知的結構和設備。

本說明書針對存取點 基地台（亦 稱為「毫微微細 胞服務 

區」）的佈置。此外，揭示促成使毫微微細胞服務區識別 

其是否位於次最佳化位置中的示例性實施例。例如，在一 

個實施例中，毫微微細胞服務區經配置以經由簡訊服務 

（SMS ）訊息及/或電子郵件向使用者傳送對位置的評估。 

在另一實施例中，毫微微細胞服務區經配置以向操作與維 

護（OAM ）系統提供該評估。

為此，應當注意，本文描述的技術可用於各種無線通訊 

系統，諸如分碼多工存取（CDMA ）、分時多工存取 

（TDMA ）、分頻多工存取（FDMA ）、正交分頻多工存取 

（OFDMA）、單載波-分頻多工存取（SC-FDMA）、高速封 

包存取（HSPA）以及其他系統。術語「系統」和術語「網 

路」通常可互換使用。CDMA系統可實施諸如通用陸地無 

線電存取（UTRA ）、CDMA2000等此類無線電技術。UTRA 

包括寬頻 CDMA （ W-CDMA ）和 CDMA 的其他變體。 

CDMA2000 覆蓋 IS-2000、IS-95 和 IS-856 標準。TDMA 系 

統可以實施諸如行動通訊全球系統（GSM ）之類的無線電 

技術。OFDMA 系統可以實施諸如進化的 UTRA

（E-UTRA） ' 超行動 寬頻（UMB ） ' IEEE 802.1 1 （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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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 802.16 （ WiMAX）、IEEE 802.20、Flash-OFDM 等之 

類 的無線電技術。UTRA和 E-UTRA是通用 行動電訊系統 

（UMTS ）的一部分。3GPP長期進彳匕（LTE ） 用E-UTRA 

的UMTS的一個版本，其在下行鏈路上採用 O FDMA以及 

在上行鏈路上採用SC-FDMA °

單載波分頻多工存取（SC-FDMA）採用單載波調制和頻 

域均衡。SC-FDMA與彼等OFDMA系統具有類似的效能並 

且基本相同的整體複雜度。SC-FDMA信號因其固有的單 

載波結構而具有較低的峰均功率比（PAPR）。SC-FDMA可 

用於例如上行鏈路通訊中，在上行鏈路通訊中，較低的 

PAPR 在發射功率效率方面非常有益於存取終端。因此， 

SC-FDMA可被實施為3GPP長期進化（LTE ）或進化 UTRA 

中的上行鏈路多工存取方案。

高速封包存取（HSPA ）可包括高速下行鏈路封包存取 

（HSDPA）技術以及高速上行鏈路封包存取（HSUPA）或 

增強型上行鏈路（EUL ）技術，並且亦可包括HSPA+技術。 

HSDPA、HSUPA 和 HSPA+分別是第三代合作夥伴計劃 

（3GPP）規範版本5、版本6以及版本7的一部分。

高速下行鏈路封包存取（HSDPA ）最佳化了從網路到使 

用者裝備（UE）的資料傳輸。如本文所使用的，從網路到 

使用者裝備UE的傳輸可被稱為「下行鏈路」（DL）。傳輸 

方法可允許若干兆位元/秒的資料速率。高速下行鏈路封包 

存取（HSDPA）可增加行動無線電網路的容量。高速上行 

鏈路封包存取（HSUPA ）可最佳化從終端到網路的資料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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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如本文所使用的，從終端到網路的傳輸可稱為「上行 

鏈路」（UL）。上行鏈路資料傳輸方法可允許若干兆位元/ 

秒的資料速率。如在3GPP規範的版本7中所規定的， 

HSPA +提供了對上行鏈路和下行鏈路兩者的更進一步的改 

良。高速封包存取（HSPA ）方法通常在傳送大容量資料的 

資料服務方面（例如，IP 語音（VoIP ）、視訊會議以及行 

動辦公應用）允許下行鏈路和上行鏈路之間更快的互動。

諸如混合自動重傳請求（HARQ ）之類的快速資料傳輸 

協定可被用於上行鏈路和下行鏈路上。諸如混合自動重傳 

請求（HARQ ）之類的協定允許接收方自動地請求可能已 

經被錯誤接收的封包的重傳。

本文結合存取終端描述了各種實施例。存取終端亦可稱 

為系統、用戶單元、用戶站、行動站、行動台、遠端站、 

遠端終端、行動設備、使用者終端、終端、無線通訊設備、 

使用者代理、使用者設備或使用者裝備（UE）。存取終端 

可以是蜂巢式電話、無線電話、通信期啟動協定（SIP ）電 

話、無線區域迴路（WLL ）站、個人數位助理（PDA ）、具 

有無線連接能力的掌上型設備、計算設備、或連接到無線 

數據機的其他處理設備。另外，本文結合基地台描述了各 

種實施例。基地台可用於與存取終端進行通訊，並可被稱 

為存取點、節點B '進化節點B （ e節點B ）、存取點基地 

台或某個其他術語。

現在參看圖1，根據本文呈現的各種實施例圖示無線通 

訊系統100。系統100包括可包含多個天線群組的基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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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例如，一個天線群組可包括天線1 04和106 ＞另一天 

線群組可包括天線108和110，而再一個天線群組可包括 

天線11 2和 Π 4。針對每個天線群組均圖示兩個天線；然 

而，每個天線群組都可使用更多或更少的天線。如本領域 

技藝人士將瞭解到的，基地台102亦可包括發射機鏈和接 

收機鏈，每個鏈繼而可包括與信號傳輸和接收相關聯的複 

數個部件（例如，處理器、調制器、多工器、解調器、解 

多工器、天線等）。

基地台102可與一或多個存取終端（諸如存取終端116 

和存取終端122）進行通訊；然而，應當瞭解，基地台102 

可與實質上任何數目的、類似於存取終端116和122的存 

取終端進行通訊。存取終端116和122可以是例如蜂巢式 

電話、智慧型電話、膝上型電腦、掌上型通訊設備、掌上 

型計算設備、衛星無線電、全球定位系統、PDA及/或用於 

在無線通訊系統100上進行通訊的任何其他合適的設備。 

如圖所示，存取終端116與天線112和天線114進行通訊， 

其中天線112和天線114經由前向鏈路118向存取終端116 

發送資訊並經由反向鏈路120從存取終端116接收資訊。 

此外，存取終端122與天線104和天線106進行通訊，其 

中天線104和天線106經由前向鏈路124向存取終端122 

發送資訊並經由反向鏈路126從存取終端122接收資訊。 

例如，在分頻雙工（FDD）系統中，前向鏈路118可使用 

與反向鏈路120所使用的頻帶不同的頻帶並且前向鏈路 

124可使用與反向鏈路126所使用的頻帶不同的頻帶。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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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分時雙工（TDD ）系統中，前向鏈路118和反向鏈

路120可使用共用的頻帶，並且前向鏈路124和反向鏈路

126可使用共用的頻帶。

每個天線群組及/或指定該天線群組在其中進行通訊的 

區域可被稱為基地台102的扇區。例如，可將天線群組設 

計成向基地台102覆蓋區域的扇區中的存取終端傳送資 

訊。在經由前向鏈路118和124進行的通訊中，基地台102 

的發射天線可使用波束成形來改良用於存取終端116和 

122的前向鏈路118和124的信號雜訊比。而且，當基地 

台102使用波束成形來向隨機散佈在整個相關聯覆蓋範圍 

內的存取終端11 6和122發射時，與經由單個天線向其所 

有存取終端進行發射的基地台相比，相鄰細胞服務區內的 

存取終端可經受更少的干擾。

圖2圖示示例性無線通訊系統200 °為了簡潔起見5無 

線通訊系統 200圖示了一個基地台210和一個存取終端 

250。然而，應當瞭解，系統 200可包括一個以上基地台 

及/或一個以上存取終端，其中額外的基地台及/或存取終 

端可實質上類似於或不同於下文描述的示例性基地台210 

和存取終端250。此外，應當瞭解，基地台210及/或存取 

終端250可使用本文描述的系統及/或方法來促成其間的 

無線通訊。

在基地台210處，從資料源212向發射（TX）資料處理 

器214提供多個資料串流的訊務資料。根據一個實例，每 

個資料串流都可經由各自的天線進行發射。TX資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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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214基於為訊務資料串流所選擇的特定編碼方案，來對

該訊務資料串流進行格式化、編碼和交錯，以提供編碼資

料。

可以使用正交分頻多工（OFDM ）技術來將每個資料串 

流的編碼資料與引導頻資料進行多工處理。另外地或者替 

代地，可將引導頻符號分頻多工（FDM ）、分時多工（TDM ） 

或分碼多工（CDM ）。引導頻資料通常是用已知方式處理 

的已知資料模式，並且可以用在存取終端250處以估計通 

道回應。每個資料串流的多工的引導頻和編碼資料可基於 

為該資料串流所選擇的特定調制方案（例如，二元移相鍵 

控（BPSK）、正交移相鍵控（QPSK）、M-移相鍵控（M-PSK）、 

M-正交幅度調制（M-QAM）等）來進行調制（例如，符 

號映射），以提供調制符號。每個資料串流的資料速率、 

編碼和調制都可以由處理器230所執行或提供的指令來決 

定。

資料串流的調制符號可被提供給 ΤΧ ΜΙΜΟ 處理器 

220> ΤΧ ΜΙΜΟ處理器220可進一步處理該等調制符號（例 

如，用於 O FDM ）。然後，ΤΧ ΜΙΜΟ處理器220向 Ντ個發 

射機（TMTR） 222a至222t提供 Ντ個調制 符號串流。在 

各種實施例中，ΤΧ ΜΙΜΟ處理器220將波束成形權重應用 

於資料串流的符號以及正在發射該符號的天線。

每個發射機222接收並處理各自的符號串流，以提供一 

或多個類比信號，並進一步調節（「例如，放大、濾波和升 

頻轉換）該等類比信號以提供適於在 ΜΙΜΟ通道上傳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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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制信號。此外，來自發射機222a至222t的 Ντ個調制信

號分別從 Ντ個天線224a至224t進行發射。

在存取終端250處，Nr個天線252a至252r接收所發射 

的調制信號，並將從每個天線252接收的信號提供給各自 

的接收機（RCVR） 254a至254r。每個接收機254都調節 

（例如，濾波、放大和降頻轉換）各自的信號，數位化調 

節後的信號以提供取樣，並進一步處理該等取樣以提供相 

應的「接收到的」符號串流。

RX資料處理器260可基於特定的接收機處理技術接收 

並處理來自Nr個接收機254的Nr個接收到的符號串流， 

以提供 Ντ個「偵測到的」符號串流。RX資料處理器260 

可解調、解交錯以及解碼每個偵測到的符號串流，以便恢 

復該資料串流的訊務資料。RX資料處理器260進行的處 

理與基地台210處的ΤΧ ΜΙΜΟ處理器220和ΤΧ資料處理 

器214所執行的處理相反。

如上文所討論的，處理器270可週期性地決定使用哪個 

可用技術。此外，處理器270可公式化包括矩陣索引部分 

和秩值（rank value ）部分的反向鏈路訊息°

反向鏈路訊息可包括關於通訊鏈路及/或接收到的資料 

串流的各種類型的資訊。反向鏈路訊息可由TX資料處理 

器238處理、由調制器280調制、由發射機254a至254r 

調節、並被發射回基地台210 > TX資料處理器238亦從資 

料源236接收多個資料串流的-訊務資料。

在基地台210處，來自存取終端250的調制信號由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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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接收、由接收機222調節、由解調器240解調、以及

由RX資料處理器242處理，以提取存取終端250所發射

的反向鏈路訊息。此外，處理器230可處理所提取的訊息，

以決定要使用哪個預編碼矩陣來決定波束成形權重。

處理器230和270可分別指導（例如，控制、協調、管 

理等）在基地台210和存取終端250處的操作。各個處理 

器230和270可與儲存程式碼和 資料的記憶體232和272 

相關聯。處理器230和270亦可分別執行計算，以便為上 

行鏈路和下行鏈路獲得頻率和脈衝回應估計。

圖3圖示能夠在網路環境中部署存取點基地台的示例性 

通訊系統。如圖3所示，系統300包括多個存取點基地台， 

或者可替代地，毫微微細胞服務■區、家庭節點 B 單元

（HNBs）或家庭進化節點B單元（HeNBs），例如 HNB 310, 

每個HNB 310都安裝在相應的小規模網路環境中（諸如安 

裝在一或多個使用者住宅330中），並經配置以服務相關 

聯的以及外來的使用者裝備（UE）或行動站320。每個 HNB 

3 1 0進一步經由DSL路由器（未圖示）或者可替代地經由 

電纜數據機（未圖示）耦合到網際網路340和行動服務供 

應商核心網350。

接下來參看圖4，提供了根據一個實施例的促成存取點 

基地台的佈置的示例性系統。如圖所示，示例性存取點基 

地台環境400 （諸如家庭或辦公室）可包括各種候選位置 

405 ' 415或 425，存取點基地台可從該等位置向預授權

（pre-authorized ）無線終端410提供蜂巢覆蓋。然而，在

15



201136407

此應當注意，藉由將存取點基地台佈置在各種候選位置

405、415或425中，可實現不同類型的效能結果。

例如，第一效能結果類型可暗示存取點基地台位於障礙 

位置 405 （例如，位於抽屜的金屬箱下面）中。為了促成 

識別存取點基地台是否位於障礙位置405中■'該存取點基 

地台可監視該存取點基地台所使用的發射功率。實際上， 

由於當處於障礙位置405中時，存取點基地台會被強制以 

功率範圍的高功率部分進行發射，所以追蹤發射功率可以 

是用於識別該存取點基地台何時位於該障礙位置405中的 

有效方式。存取點基地台亦可以根據其執行交遞的頻率來 

識別障礙位置405，即使當預授權無線終端4 1 0與其相關 

聯時。一旦使用者被通知了障礙位置405 該使用者就可 

以相應地處理該情況，例如藉由將該存取點基地台移動到 

更中心的位·置及/或將該存取點基地台從具有不期望的射 

頻障礙物（例如，牆、大的用具等）的區域中移開。

在另一態樣中，第二效能結果類型可暗示存取點基地台 

位於過度暴露位置415（例如，位於窗臺上）中。為了促 

成識別存取點基地台是否位於過度暴露位置415中 > 該存 

取點基地台可再次監視發射功率。在此，由於存取點基地 

台會因來自鄰近存取點基地台、外部無線終端420及/或巨 

集基地台430的干擾/功率控制訊息而被強制以功率範圍 

中的低功率部分進行發射，所以偵測到該等效能結果會暗 

示過度暴露位置415。-在預授權無線終端410保持關聯、 

但外部無線終端420 （假設該存取點基地台以開放式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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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操作）執行大量的交遞的情況中，亦可以推斷過度暴 

露位置415。在通知了過度暴露位置415之後，然後使用 

者就可以處理該情況，例如藉由將該存取點基地台移動到 

更中心的位置及/或將該存取點基地台從該暴露區域移開 

（例如，從窗臺或公共空間附近移開）。

在又一態樣中，第三效能結果類型可以暗示存取點基地 

台位於易分離（divorce-prone ）位置425中（例如，使用 

者不經常居住的住宅區域）。實際上，存取點基地台會經 

常準備好供預授權無線終端410使用，但當處於易分離位 

置425中時卻很少發現預授權無線終端410。為了促成識 

別存取點基地台是否位於易分離位置425中·該存取點基 

地台可以監視預授權無線終端410所執行的多個交遞，因 

為該等交遞會更快且更頻繁地出現，而不管該存取點基地 

台偵測到預授權無線終端410。在通知了易分離位置425 

之後，然後使用者就可以處理該情況，例如藉由將該存取 

點基地台移動到更接近於通常在其中使用預授權無線終 

端 410的房間（例如，總公司中使用的膝上型電腦）及/ 

或使預授權無線終端410不充分使用毫微微能力。

接下來參看圖5，提供了促成存取點基地台的佈置的示 

例性存取點基地台的方塊圖。如圖所示，存取點基地台500 

可包括處理器部件510、記憶體部件520、效能部件530、 

評估部件540以及通訊部件550。

在一個態樣中厂處理器部件5 1 0經配置以執行電腦可讀 

取指令，該等電腦可讀取指令與執行複數個功能中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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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相關。處理器部件5 10可以是單個處理器或複數個處 

理器，該單個處理器或複數個處理器專用於分析要從存取 

點基地台500傳送的資訊及/或產生可由記憶體部件520、 

效能部件530、評估部件540及/或通訊部件550所使用的 

資訊。另外地或者替代地，處理器部件5 1 ()可經配置以控 

制存取點基地台500的一或多個部件。

在另一態樣中，記憶體部件520經耦合到處理器部件510 

並經配置以儲存處理器部件510所執行的電腦可讀取指 

令。記憶體部件520亦可經配置以儲存複數個其他類型的 

資料中的任何資料，包括由效能部件530、評估部件540 

及/或通訊部件550中的任何部件所產生的資料。記憶體部 

件520可以以多種不同的配置進行配置，包括隨機存取記 

憶體、電池支援的記憶體、硬碟、磁帶等。在記憶體部件 

520上亦可實施各種特徵，諸如壓縮和自動備份(例如， 

使用獨立驅動冗餘陣列配置)。

如圖所示，存取點基地台500亦可包括效能部件530。 

在該實施例中，效能部件530經配置以監視存取點基地台 

500和至少一個使用者裝備之間的通訊的效能參數。在 

此，應當注意，效能部件530可監視與複數個情景中的任 

何情景相關聯的效能。例如，在第一示例性情景中，效能 

部件530經配置以監視與使存取點基地台500位於障礙位 

置中相一致的效能。為了促成識別該情景，效能部件530 

可經配置以確·定存取點基地台500所使用的發射功率，其 

中該效能參數基於與發射功率相關聯的度量。在該實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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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效能部件530進一步可經配置以執行在存取點基地台

500所使用的發射功率和使用者裝備處相應的接收功率之

間的比較，其中該效能參數基於該比較。

在另一態樣中，效能部件530基於通訊品質來促成決定 

存取點基地台500是位於障擬位置中的。例如，效能部件 

530可經配置以確定在使用者裝備和存取點基地台500之 

間的通訊品質，其中該效能參數基於與該通訊品質相關聯 

的度量。在該實施例中 > 通訊品質可以與複數個特徵中的 

任何特徵相關聯。例如 > 通訊品質可與多個通話中斷通 

訊、資料吞吐量及/或連接建立時間相關聯。

對於某些態樣而言，效能部件530亦可促成決定是否存 

取點基地台500是位於過度暴露位置中的。例如，效能部 

件530可經配置以確定在存取點基地台500處偵測到的干 

擾位準，其中該效能參數基於與該干擾位準相關聯的度 

量。

亦可藉由監視外部使用者裝備（亦即，未經預授權使用 

存取點基地台500的使用者裝備）上執行的交遞來確定過 

度暴露位置。例如，效能部件530可經配置以確定在一組 

預授權使用者裝備之外的實體上執行的多個交遞，其中該 

效能參數基於與在該組預授權使用者裝備之外的該等實 

體上所執行的多個交遞相關聯的度量。

效能部件530亦可經配置以促成決定是否存取點基地台 

500是位於易分離位置中的。例如，效能部件530可經配 

置以監視在包含在該組預授權使用者裝備中的實體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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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的交遞。此外，效能部件530亦可經配置以確定在該

組預授權使用者裝備中的實體上所執行的多個交遞，其中

該效能參數基於與在該組預授權使用者裝備中的彼等實

體上所執行的多個交遞相關聯的度量。

如圖所示，存取點基地台 500 進一步可包括評估部件 

540。在該實施例中，評估部件 540經配置以基於效能部 

件530所監視到的效能參數來評估存取點基地台500的位 

置。例如，評估部件540可經配置以確定某個位置是否為 

適當的（adequate）位置及/或次最佳化位置。例如，為了 

確定某個位置是否適於允許存取點基地台500以可接受的 

水平來執行，評估部件540可經配置以在效能部件530所 

監視到的效能參數和預定效能闔值之間進行比較。在此， 

應當注意，雖然某個位置可以是「適當的」，但是相對於 

另一位置而言，其或許不是「最佳的」。因此，期望評估 

部件540亦可經配置以確定某個位置是否是次最佳化位置 

（例如，藉由追蹤各個位置/場所的效能歷史來確定）。

在又一態樣中，存取點基地台500包括通訊部件550， 

通訊部件550經耦合到處理器部件510並經配置以將存取 

點基地台500與外部實體介面連接。例如，通訊部件550 

可經配置以經由複數個通訊方案中的任何方案來傳送評 

估部件540所確定的位置評估。在一個態樣中，通訊部件 

550可經配置以提供光指示及/或音訊指示來傳送各種評 

估。例如，關於光指示實施例，通訊部件550可經配置以 

根據與相應的評估相關聯的閃爍頻率及/或色彩方案來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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爍 光指示。示 例 性 的 音訊指 示實施例 可 包括使通訊部 件

550經配置為以與相應的評估相關聯的蜂鳴頻率來蜂鳴音

訊指示。

進一步應當注意，評估部件540所確定的評估可經提供 

給外部實體。例如，通訊部件550可經配置以經由電子郵 

件或簡訊服務中的至少一個來直接向使用者及/或第三方 

發送評估。然而，在其他實施例中，可能期望將通訊部件 

550配置為向與存取點基地台500相關聯的網路實體提供 

評估，其中該網路實體可隨後相應地轉發及/或儲存該等評 

估。

在又一態樣中，應當注意，特定的與評估相關的細節可 

經由通訊部件550進行傳送。例如，通訊部件550可經配 

置以指示某個位置是否為次最佳化位置。關於傳送特定位 

置是否為適當的位置，通訊部件550可經配置以指示與該 

位置相關聯的效能參數是否超出了效能聞值。此外，由於 

存取點基地台500可遭受各種類型的問題，所以通訊部件 

550可經配置以指示與某個位置相關聯的特定問題類型 

（例如，指示該位置是否為障礙位置、過度暴露位置及/ 

或易分離位置）。

轉到圖6，圖示根據一個實施例的促成存取點基地台的 

佈置的系統600。例如，系統600及/或用於實施系統600 

的指令可常駐在存取點基地台（例如，存取點基地台500 ） 

中「或電腦可讀取儲存媒體中。如圖所示，系統600包括可 

表示由處理器、軟體或其組合（例如，韌體）所實施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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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功能方塊。系統600包括可相互協作的電子部件的邏 

輯群組602。如圖所示，邏輯群組602可包括用於監視在 

使用者裝備和存取點基地台之間的通訊的效能參數的電 

子部件610 °邏輯群組602亦可包括用於基於效能參數來 

評估存取點基地台的位置的電子部件6 1 2。此夕卜，系統600 

可包括保存用於執行與電子部件6 1 0和6 1 2相關聯的功能 

的指令的記憶體620，其中電子部件610和612中的任何 

一個都可存在於記憶體620內部或外部。

接下來參看圖7，提供了用於促成存取點基地台的佈置 

的示例性方法的流程圖。如圖所示 > 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 

態樣，過程700包括可由存取點基地台（例如，存取點基 

地台500 ）的各種部件執行的一系列動作。可藉由採用至 

少一個處理器來執行儲存在電腦可讀取儲存媒體上的電 

腦可執行指令以實施該一系列動作，從而實施過程 700。 

在另一實施例中，包含用於使至少一個電腦實施過程700 

的動作的代碼购電腦可讀取儲存媒體是可預期的。

在一個態樣中，過程700開始於動作705處，在此，存 

取點基地台建立與預授權無線終端的通訊。接下來，在動 

作7 1 0處，存取點基地台取得由無線終端進行的外部量測 

（例如，在無線終端處的接收功率等）。接著，在動作715 

處，確定存取點基地台所進行的內部量測（例如，存取點 

基地台所使用的發射功率等）。

一旦存取點基地台已經獲得了外部及/或內部量測，過程 

700就可前進到動作720，在動作720處，執行對存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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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台的位置的評估。如前所述，該評估可包括決定是否 

特定的情景 對應於由外部/內部 量測所表徵的效能類型。例 

如，在動作725處，過程700可決定是否外部/內部量測指 

示了障礙位置，其中隨後在動作730處傳送該評估。然而， 

若障礙位置沒有得到推斷，則過程 700前進到動作 735 

處，在動作735處，存取點基地台決定是否外部/內部量測 

指示了過度暴露位置。若過度暴露位置得到推斷，則在動 

作740處，傳送指示存取點基地台位於過度暴露位置中的 

評估。

若過度暴露位置和障礙位置都未得到推斷，則過程700 

前進到動作745，以決定是否外部/內部量測指示了易分離 

位置。若易分離位置確實得到推斷，則隨後在動作750處， 

傳送指示該位置的評估。否則，若易分離位置未得到推 

斷，則隨後在動作755處，傳送指示該位置為適當的位置 

的評估。

接下來參看圖8，圖示根據一個實施例的促成存取點基 

地台的佈置的另一系統800。例如，系統80（）及/或用於實 

施系統800的指令亦可常駐在存取點基地台（例如，存取 

點基地台500 ）中或電腦可讀取儲存媒體中，其中系統800 

包括可表示由處理器、軟體或其組合（例如，韌體）所實 

施的功能的功能方塊。此外，系統800包括類似於系統600 

中的邏輯群組 602的可相互協作的電子部件的邏輯群組 

802。如圖所示，邏輯群組 802可包括用於評估存取點基 

地台的位置的電子部件810。邏輯群組802亦可包括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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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送位置評估的電子部件812。此外，系統800可包括保

存用於執行與電子部件810和812相關聯的功能的指令的

記憶體820，其中電子部件810和812中的任何一個都可

存在於記憶體820內部或外部。

接下來參看圖9，提供了用於促成存取點基地台的佈置 

的示例性方法的流程圖。如圖所示»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 

態樣，過程900包括可由存取點基地台（例如，存取點基 

地台500 ）的各種部件執行的一系列動作。可藉由採用至 

少一個處理器來執行儲存在電腦可讀取儲存媒體上的電 

腦可執行指令以實施該一系列動作，從而實施過程 900 ° 

在另一實施例中，包含用於使至少一個電腦實施過程 900 

的動作的代碼的電腦可讀取儲存媒體是可預期的。

在一個態樣中，過程900開始於動作910處，在此，實 

施至少一種通訊方案以用於傳送特定的存取點基地台是 

適當的。在一個態樣中，可由使用者來提供該或該等通訊 

方案（例如，經由指示特定通訊偏好的使用者設定檔）。 

在另一態樣中，可以實施預設通訊方案。

接下來，在動作920處，過程900繼續，存取點基地台 

接收對存取點基地台的當前位置的評估。然後，在動作930 

處，選擇用於傳送接收到的評估的通訊類型。在此，應當 

注意 > 存取點基地台所實施的特定通訊方案可指示該存取 

點基地台向多個目的地（例如 > 向使用者和網路）提供該 

評估。相應地，過程900可接著前進到動作940 >在動作 

940處，存取點基地台決定是否額外的通訊類型應當被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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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若需要額外的通訊類型，則過程900返回到動作930，

在動作930處 > 選擇該額外的通訊類型。否則，若不需要

額外的通訊類型，則過程900在動作950處結束，在動作

95 0處，將位置評估傳送到適當的目的地。

示例性通訊系統

接下來參看圖10，提供了根據各個態樣實施的示例性通 

訊系統1000，其包括多個細胞服務區：細胞服務區I 1002、 

細胞服務區 Μ 1004。在此，應當注意，如細胞服務區邊界 

區域1068所指示，相鄰細胞服務區1002、1004稍微重疊， 

從而產生在相鄰細胞服務區中的基地台所傳送的信號之 

間的潛在的信號干擾。系統1000的每個細胞服務區1002、

I 004都包括三個扇區。根據各個態樣，未被劃分成多個扇 

區的細胞服務區（N=l）、具有兩個扇 區的細胞服務區（Ν=2 ） 

以及具有3個以上扇區的細胞服務區（Ν>3 ）亦是可能的。 

細胞服務區10 02包括第一扇區即扇區I 101（）、第二扇區即 

扇區II 1012和第三扇區即扇區III 1014。每個扇區1010、 

1012和1014都具有兩個扇區邊界區域；每個邊界區域由 

兩個相鄰的扇區所共享。

扇區邊界區域提供了在鄰近扇區中的基地台所傳送的 

信號之間的潛在的信號干擡。線1016表示在扇區I 1010 

和扇區11 1012之.間的扇區邊界區域；線1 0 1. 8表不在扇區

II 1012和扇區III 1014之間的扇區邊界區域；線1020表 

不在扇區III 1014和扇區11010-之間的扇區邊界區域0類 

似地，細胞服務區 Μ 1004包括第一扇區即扇區I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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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扇區即扇區II 1024和第三扇區即扇區III 1026。線 

1028表示在扇區I 1022和扇區II 1024之間的扇區邊界區 

域；線1030表示在扇區II 1024和扇區IH 1026之間的扇 

區邊界區域；線1032表示在扇區III 1026和扇區I 1022 

之間的扇區邊界區域。細胞服務區I 1002包括基地台(BS ) 

即基地台I 1006以及在每個扇區1010 ' 1012、1014中的 

複數個端節點(ENs )。扇區11010包括分別經由無線鏈路 

1040、1042 耦合到 BS 1006 的 EN ( 1 ) 1036 和 EN ( X) 

103 8 ；扇區II 1012包括分別經由無線鏈路1048、1050耦 

合到 BS 1006 的 EN ( 1") 1044 和 EN ( X" ) 1046 ；扇區 

III 1014包括分別經由無線鏈路1056、1058耦合到BS 1006 

的EN ( 1") 1052和 EN ( X") 1054 °類似地，細胞服務區 

Μ 1004包括基地台 Μ 1008以 及在每個扇區1022、1024 

和1026中的複數個端節點(ENs)。扇區I 1022包括分別 

經由無線鏈路1040,、1042'耦合到BS Μ 1008的EN ( 1 ) 

1036,和 ΕΝ ( X) 1038'；扇區II 1024包括 分別經 由 無 線鏈 

路 104&、1050'耦合到 BS Μ 1008 的 EN ( 1') 1044'和 ΕΝ

(X') 1046'；扇區III 1026包括分別經由無線鏈路1056,、 

1058'耦合到 BS 1008 的 EN ( 1" ) 1052'和 ΕΝ ( X") 1054'。

系統1000亦包括網路節點1060，網路節點1060分別經 

由網 路鏈路1062、1064耦合到BS I 1006和BS Μ 1008 ° 

網路節點1060亦經由網路鏈路1066耦合到其他網路節點 

(例如，其他基地台、ΑΑΑ-伺服器節點、中間節點、路由 

器等)和網際網路。網路鏈路 1062、1064、1066可以是 

26



201136407

例如光纖電纜。每個端節點（例如ΕΝ 1 1036 ）都可以是 

包含發射機以及接收機的無線終端。無線終端（例如＞ EN

（1 ） 1036 ）可在系統1000中四處移動，並可經由無線鏈 

路來與該 EN 當前所處的細胞服務區中的基地台進行通 

訊。無線終端（WTs）（例如，EN （ 1 ） 1036 ）可經由基地 

台（例如，BS 1006 ）及/或網路節點1060來與同級節點（例 

如，系統1000中或系統1000外部的其他 WT）進行通訊。 

WT （例如，EN （ 1 ） 1036 ）可以是行動通訊設備，諸如蜂 

巢式電話、具有無線數據機的個人資料助理等。各個基地 

台使用針對帶符號（strip-symbol ）週期的不同方法來執行 

音調（tone ）子集分配，根據所使用的方法來分配音調並 

決定其餘符號週期（例如，非帶符號週期）中的音調跳躍。 

無線終端使用音調子集分配方法以及從基地台接 收到的 

資訊（例如，基地台斜率（slope ） ID、扇區ID資訊），來 

決定其可使用的音調以便在特定的帶符號週期接收資料 

和資訊。根據各個態樣來建構音調子集分配序列，以將扇 

區間和細胞服務區間干擾分佈到各個音調上。雖然主要在 

蜂巢模式的環境中描述了本系統，但是應當瞭解，根據本 

文描述的態樣，可以使用複數個模式。

示例性基地台

圖11圖示根據各個態樣的示例性基地台 Π00。基地台 

1100採用針對細胞服務區的各個不同扇區類型而產生的 

不同的音調子集分配序洌，來實施音調子集分配序列。基 

地台1100可用作圖10中系統1000的任何一個基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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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 ' 1008。基地台1100包括由 匯流排1109耦合在一起

的接收機1102、發射機1104、處理器1106 （例如，CPU）、

輸入/輸出介面1108和記憶體1Π0,各種元件1102、1104、

I 106' 1 108和1110可經由匯流排11 09來交換資料和資訊。

耦合到接收機1102的扇區化天線11 03用於從來自基地 

台的細胞服務區中的每個扇區的無線終端傳輸接收資料 

和其他信號，例如通道報告。耦合到發射機1104的扇區化 

天線1105用於向基地台的細胞服務區的每個扇區中的無 

線終端1200 （見圖12）發送資料和其他信號，例如控制 

信號、引導頻信號、信標信號等。在各個態樣中，基地台

II 00可以使用多個接收機1102和多個發射機1104,例如， 

用於每個扇區的個別的接收機 1102和用於每個扇區的個 

別的發射機1104。處理器1106可以是例如通用中央處理 

器（CPU）。處理器1106在儲存於記憶體1110中的一或多 

個常式1118的指示下來控制基地台 Π00的操作，並實施 

該等方法。I/O介面1108向其他網路節點（將BS 1100耦 

合到其他基地台、存取路由器、AAA伺服器節點等）、其 

他網路和網際網路提供連接。記憶體1110包括常式1118 

和資料/資訊1120。

資料/資訊1120包括資料1136、包含下行鏈路帶符號時 

間資訊1140和下行鏈路音調資訊1142的音調子集分配序 

列資訊1138、包含複數組無線終端（WT）資訊（WT 1資 

訊1146和 WT N資-訊1160）的 WT資料/資訊1144。每組 

WT資訊（例如，WT 1資訊1146）包括資料1148 '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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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1150 '扇區ID 1152、上行鏈路通道資訊1154、下行鏈 

路通道資訊1156以及模式資訊1158。

常式1118包括通訊常式1122和基地台控制常式1124。 

基地台控制常式1124包括排程器模組Π26和訊令常式 

1128,訊令常式Π28包括用於帶符號週期的音調子集分配 

常式1130、用於其餘符號週期(例如，非帶符號週期)的 

其他下行鏈路音調分配跳躍常式1132以及信標常式1134。

資料1136包括將要被發送到發射機1104的編碼器1114 

以用於在傳輸到 WT之前進行編碼的要被傳送的資料以及 

在接收之後已經被接收機1102的解碼器1112處理過的來 

自 WT的接收到的資料。下行鏈路帶符號時間資訊1140 

包括訊框同步結構資訊(諸如超級時槽(superslot)結構 

資訊、信標時槽(beaconslot )結構資訊以及超時槽 

(ultraslot )結構資訊)以及用於指定是否給定的符號週 

期為帶符號週期的資訊，若給定的符號週期是帶符號週 

期，則亦包括該帶符號週期的索引以及是否该帶符號為將 

由基地台使用的音調子集分配序列截斷的復位點。下行鏈 

路音調資訊1142包括包含經分配給基地台1100的載頻、 

音調的數目和頻率以及經分配給帶符號週期的音調子集 

組的資訊、以及其他細胞服務區和扇區的特定值(諸如斜 

率、斜率索引和扇區類型)。

資料1148可以包括 WT1 1200已經從同級節點接收到的 

資料、WT1 1200期望發送給同級節點的資料以及下行鏈 

路通道品質報告回饋資訊。終端ID 1150是用於識別 W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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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的基地台1100分配的ID。扇區ID 1152包括用於識 

別 WT1 1200正在其中進行操作的扇區的資訊。扇區 ID 

1152可用於例如決定扇區類型。上行鏈路通道資訊 1154 

包括用於識別通道分段（例如，用於資料的上行鏈路訊務 

通道分段，用於請求、功率控制、時序控制的專用上行鏈 

路控制通道等）的資訊，該等通道分段已經由排程器1126 

分配給 WT1 1200使用。分配給 WT1 1200的每個上行鏈路 

通道都包括一或多個邏輯音調，每個邏輯音調都遵循上行 

鏈路跳躍序列。下行鏈路通道資訊1156包括用於識別通道 

分段（例如，用於使用者資料的下行鏈路訊務通道分段） 

的資訊，該等通道分段已經由排程器1126分配以攜帶資料 

及/或資訊給 WT1 1200。分配給 WT1 1200的每個下行鏈 

路通道都包括一或多個邏輯音調，每個邏輯音調都遵循下 

行鏈路跳躍序列。模式資訊1158包括用於識別 WT1 1200 

的操作狀態（例如休眠、保持、開啟）的資訊。

通訊常式1122控制基地台1100來執行各種通訊操作以 

及實施各種通訊協定。基地台控制常式1124用於控制基地 

台1100來執行基本的基地台功能任務（例如，信號產生與 

接收、排程），以及用於控制基地台1100來實施一些態樣 

的方法的步驟，包括在帶符號週期期間使用音調子集分配 

序列來向無線終端發送信號。

訊令常式1128控制具有解碼器1112的接收機1102的操 

作以及具有編碼器1114的發射機1104的操作。訊令常式 

1128負責控制經發送的資料1136和控制資訊的產生。音

ί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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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子集分配常式1130藉由使用該態樣的方法以及使用包 

含下行鏈路帶符號時間資訊11 40和扇區ID 1152的資料/ 

資訊1120來建構在帶符號週期中所使用的音調子集。對於 

細胞服務區中的每個扇區類型以及鄰近細胞服務區而 

言，下行鏈路音調子集分配序列將是不同的。WT 1200根 

據下行鏈路音調子集分配序列來接收帶符號週期中的信 

號；基地台1100使用相同的下行鏈路音調子集分配序列以 

便產生經發送的信號。對於除了帶符號週期之外的符號週 

期而言，其他下行鏈路音調分配跳躍常式1132藉由使用包 

含下行鏈路音調資訊1142和下行鏈路通道資訊1156的資 

訊來建構下行鏈路音調跳躍序列。下行鏈路資料音調跳躍 

序列在細胞服務■區的扇區上同步。信標常式1134控制信標 

信號（例如，聚集在一個或幾個音調上的、具有相對高的 

功率信號的信號）的傳輸，信標信號可用於同步目的，例 

如，用於將下行鏈路信號的訊框時序結構同步並因此相對 

於超時槽邊界來將音調子集分配序列同步。

示例性無線終端

圖12圖示示例性無線終端（端節點）1200，無線終端 

1200可用作圖10中所示的系統1000的任何一個無線終端 

（端節點），例如EN （ 1 ） 1036。無線終端1200實施音調 

子集分配序列。無線終端1200包括被匯流排1210耦合在 

一起的包含解碼器1212的接收機1202、包含編碼器1214 

的發射■機1204、處理器1206以及記憶體1208，各種元件 

1202 ' 1204 ' 1206和1208可經由 匯流排1210來交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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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資訊。用於接收來自基地台（及/或不同的無線終端）的

信號的天線1 203經耦合到接收機1202。用於向例如基地

台（及/或不同的無線終端）發送信號的天線1205經耦合

到發射機1204。

處理器1206 （例如，CPU）控制無線終端1200的操作 

並藉由執行常式1220和使用記憶體1208中的資料/資訊 

1222來實施方法。

資料/資訊1222包括使用者資料1234、使用者資訊1236 

和音調子集分配序列資訊1250。使用者資料1234可以包 

括針對同級節點的資料（該資料將被路由到編碼器1214 

以在被發射機1204傳輸給基地台之前進行編碼）以及從 

基地台接收的資料（該資料已經經由接收機1202中的解 

碼器1212處理）。使用者資訊123 6包括上行鏈路通道資 

訊123 8、下行鏈路通道資訊1240、終端ID資訊1242、基 

地台ID資訊1244、扇區ID資訊1246以及模式資訊1248。 

上行鏈路通道資訊1238包括用於識別上行鏈路通道分段 

的資訊，該等上行鏈路通道分段已經被基地台分配給無線 

終端 1200以在向基地台發送時使用。上行鏈路通道可包 

括上行鏈路訊務通道、專用上行鏈路控制通道（例如，請 

求通道、功率控制通道以及時序控制通道）。每個上行鏈 

路通道都包括一或多個邏輯音調，每個邏輯音調都遵循上 

行鏈路音調跳躍序列。在細胞服務區的每個扇區類型之間 

以及在鄰近細胞服務區之間，上行鏈路跳躍序列是不同 

的。下行鏈路通道資訊1240包括用於識別下行鏈路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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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的資訊，該等下行鏈路通道分段已經被基地台分配給 

WT 1200以在基地台向WT 1200發送資料/資訊時使用。 

下行鏈路通道可包括下行鏈路訊務通道和分配通道，每個 

下行鏈路通道都包括一或多個邏輯音調，每個邏輯音調都 

遵循在細胞服務區的每個扇區之間同步的下行鏈路跳躍 

序列。

使用者資訊123 6亦包括作為基地台分配的標識的終端

ID資訊1242、用於識別 WT已經與其建立通訊的特定基地 

台的基地台ID資訊1244以及用於識別 WT 1200當前所處 

的細胞服務區的特定扇區的扇區ID資訊1246 °基地台ID 

1244提供了細胞服務區斜率值而扇區ID資訊1246提供了 

扇區索引類型；細胞服務區斜率值和扇區索引類型可用於 

獲得音調跳躍序列。亦包含在使用者資訊1236中的模式 

資訊1248識別 WT 1200是處於休眠模式、保持模式還是 

開啟模式中。

音調子集分配序列資訊1250包括下行鏈路帶符號時間
• .. ■

資訊1252和下行鏈路音調資訊1254。下行鏈路帶符號時 

間資訊 1252包括訊框同步結構資訊(諸如超級時槽

(superslot )結構資訊、信標時槽(beaconslot )結構資訊 

以及超時槽(ultraslot )結構資訊)以及用 於指定是否給 

定的符號週期為帶符號週期的資訊，若給定的符號週期是 

帶符號週期，則亦包括該帶符號週期的索引以及是否該帶 

「符號為將由基地台使用的音調子集分配序列截斷的復位 

點。下行鏈路音調資訊1254包括包含經分配給基地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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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頻、音調的數目和頻率以及要經分配給帶符號週期的音

調子集組的資訊、以及其他細胞服務區和扇區的特定值

（諸如斜率、斜率索引和扇區類型）。

常式1220包括通訊常式1224和無線終端控制常式 

1226。通訊常式1224控制 WT 1200所使用 的各種通訊協 

定。無線終端控制常式1226控制基本的無線終端1200功 

能，包括接收機1202和發射機1204的控制。無線終端控 

制常式1226包括訊令常式1228。訊令常式1228包括用於 

帶符號週期的音調子集分配常式1230以及用於其餘符號 

週期（例如，非帶符號週期）的其他下行鏈路音調分配跳 

躍常式1232。音調子集分配常式1230使用包含下行鏈路 

通道資訊1240、基地台ID資訊1244 （例如，斜率索引和 

扇區類型）的使用者資料/資訊1222以及下行鏈路音調資 

訊1254,以便根據一些態樣來產生下行鏈路音調子集分配 

序列並處理傳送自基地台的接收到的資料。對於除了帶符 

號週期之外的符號週期而言，其他下行鏈路音調分配跳躍 

常式123 0藉由使用包含下行鏈路音調資訊1254和下行鏈 

路通道資訊1240的資訊來建構下行鏈路音調跳躍序列。 

當由處理器1206執行時，音調子集分配常式1230用於決 

定無線終端1200要在何時以及在哪些音調上接收來自基 

地台1100的一或多個帶符號信號。上行鏈路音調分配跳躍 

常式1230使用音調子集分配功能以及接收自基地台的資 

訊來決定其應當在其上進行發送的音調，

在一或多個示例性實施例中，所描述的功能可用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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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韌體或其任何組合來實施。若用軟體實施，則該等 

功能可 以作為一或多個指令 或代碼 在電腦 可讀取 媒體上 

進行儲存或傳輸。電腦可讀取媒體包括電腦儲存媒體和通 

訊媒體兩者，通訊媒體包括促成將電腦程式從一個位置轉 

移到另一個位置的任何媒體。儲存媒體可以是能夠由電腦 

存取的任何可用媒體。舉例而言（但並非限制），該電腦 

可讀取媒體可以 包括 RAM、ROM、EEPROM、CD-ROM 或 

其他光碟儲存器、磁碟儲存器或其他磁性儲存裝置、或者 

可用於攜帶或儲存指令或資料結構形式的所要的程式碼 

並且可由電腦存取的任何其他媒體。而且，任何連接可被 

適當地稱作電腦可讀取媒體。例如，若使用同軸電纜、光 

纖電纜、雙絞線、數位用戶線路（DSL ）或無線技術（例 

如，紅外線、無線電和微波）從網站、伺服器或其他遠端 

源發送軟體，則該同軸電纜、光纖電纜、雙絞線、DSL或 

無線技術（例如，紅外線、無線電和微波）被包括在媒體 

的定義中。本文所使用的磁碟（disk）和光碟（disc）包括 

壓縮光碟（CD）、雷射光碟、光碟、數位多功能光碟（DVD）、 

軟碟以及藍光光碟，其中磁碟通常以磁性的方式再現資 

料，而光碟通常用雷射以光學的方式再現資料。上述裝置 

的組合亦應該被包括在電腦可讀取媒體的範圍內。

當實施例在程式碼或代碼區段中實施時，應當瞭解，代 

碼區段可表示程序、函數、子程式、程式、常式、子常式、 

模組、套裝軟體、軟體組件、或者指-令、資料結構或程式 

語句的任何組合。藉由傳送及/或接收資訊、資料、引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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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或記憶體內容，代碼區段可經耦合至另一代碼區段或 

硬體電路。資訊、引數、參數、資料等可採用任何適當的 

方式（包括記憶體共享、訊息傳遞、符記傳遞、網路傳輸 

等）來進行傳送、轉發或發送。另外，在一些態樣中，方 

法或演算法的步驟及/或動作 可作為 代碼及/或指令中的一 

者或任何組合或集合而常駐在機器可讀取媒體及/或電腦 

可讀取媒體上，該機器可讀取媒體及/或電腦可讀取媒體可 

併入到電腦程式產品中。

對於軟體實施而言，本文描述的技術可採用執行本文描 

述的功能的模組（例如，程序、函數等）來實施。軟體代 

碼可儲存於記憶體單元中並由處理器執行。記憶體單元可 

實施在處理器內部或處理器外部，在後一情況中，儲存單 

元可經由本領域已知的各種方法通訊地耦合至處理器。

對於硬體實施而言，處理單元可在一或多個特定應用積 

體電路（ASICs ）、數位信號處理器（DSPs ）、數位信號處 

理裝置（DSPDs ）、可程式邏輯裝置（PLDs ）、現場可程式 

閘陣列（FPGAs ）、處理器、控制器、微控制器、微處理器 

或經設計成執行本文描述的功能的其他電子單元、或其組 

合內實施。

上文已描述的內容包括一或多個實施例的實例。當然， 

不可能為了描述前述實施例而描述部件或方法的每一個 

可想到的組合，但是本領域一般技藝人士可以意識到，各 

種實施例的許多進一步的組合和排列是可能的。因此，所 

描述的實施例意欲涵蓋落入所附申請專利範圍的精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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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內的所有該等替代、修改和變形。此外，就用於【實

施方式】 或申請專利範圍中的術語「包含」的範圍而言，

該術語意欲是包含性的，其解釋方式類似於當在請求項中

將術語「包括」用作連接詞時對術語「包括」的解釋方式。

如本文所使用的，術語「推斷」或「推論」通常代表從 

如經由事件及/或資料而撷取到的一組觀察值中推理或推 

斷系統、環境及/或使用者的狀態的過程。例如，推論可用 

於識別特定的環境或動作，或者可產生狀態的機率分佈。 

推論可以 是機率性的-亦即基於對資料和事件的考慮來計 

算感興趣的狀態的機率分佈。推論亦可以代表用於從一組 

事件及/或資料組成更高級事件的技術。該推論根據一組觀 

測到的事件及/或儲存的事件資料來建構新的事件或動 

作，無論該等事件是否在時間上緊密相關，以及是否該等 

事件和資料來自一或多個事件和資料源。

此外，如本案中所使用的，術語「部件」'「模組」、「系 

統」和類似術語意欲代表電腦相關實體，其可以是硬體、 

韌體、硬體與軟體的組合、軟體或執行中的軟體。例如， 

部件可以是但不限於在處理器上執行的過程、處理器、物 

件、可執行件(executable )、執行線程、程式及/或電腦。 

作為說明，在計算設備上執行的應用程式和該計算設備兩 

者都可以是部件。一或多個部件可常駐於執行的過程及/ 

或線程內，並且部件可位於一個電腦上及/或分佈在兩個或 

兩個以上電腦之間。另外，該等部件可從其上儲存有各種 

資料結構的各種電腦可讀取媒體來執行。該等部件可以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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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根據具有一或多個資料封包（例如，來自於與在本端系 

統、分散式系統中的另一個部件互動的一個部件的資料及 

/或來自於跨諸如網際網路的網路經由該信號與其他系統 

互動的一個 部件的資料）的信號來經由本端及/或遠端過程 

進行通訊。

【圖式簡單說明】

圖ί圖示根據本文闡述的各個態樣的無線通訊系統。

圖2圖示可結合本文描述的各種系統和方法而使用的示 

例性無線網路環境。

圖3圖示使得能夠在網路環境中部署存取點基地台的示 

例性通訊系統。

圖4圖示根據一個實施例的用於促成存取點基地台的佈 

置的示例性系統。

圖5圖示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態樣的用於促成存取點基 

地台的佈置的示例性存取點基地台的方塊圖。

圖6圖示用於實現存取點基地台的佈置的電子部件的示 

例性耦合。

圖7是圖示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態樣的用於促成存取點 

基地台的佈置的示例性方法的流程圖。

圖8圖示用於實現存取點基地台的佈置的電子部件的另 

一示例性耦合。

圖9是圖示根據本說明書的一個態樣的用於促成存取點 

基地台的佈置的另一示例性方法的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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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ίο圖示根據包含多個細胞服務區的各個態樣而實施

的示例性通訊系統。

圖11圖示根據本文描述的各個態樣的示例性基地台 。

圖12圖示根據本文描述的各個態樣而實施的示例性無 

線終端。

【主要元件符號說明】

100 無線通·訊系統

102 基地台

104 天線

106 天線

108 天線

110 天線

112 天線

114 天線

116 存取終端

118 前向鏈路

120 反向鏈路

122 存取終端

124 前向鏈路

126 反向鏈路

200 無線通訊系統

210 基地台

212 資料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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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發射（TX）資料處理器

220 TX ΜΙΜΟ處理器

222 發射機/接收機

222a 發射機（TMTR）

222t 發射機（TMTR）

224 天線

224a 天線

224t 天線

230 處理器

232 記憶體

236 資料源

238 TX資料處理器

240 解調器

242 RX資料處理器

250 存取終端

252 天線

252a 天線

252r 天線

254 接收機

254a 接收機（RCVR） /發射機

254r 接收機（RCVR） /發射機

260 RX資料處理器

270 處理器

272 記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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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300

310

320

330

340

350

400

405

410

415

420

425

430

500

510

520

530

540

550

600

602

610

612

調制器

系統

HNB

行動站

使用者住宅

網際網路

行動服務供應商核心網

存取點基地台環境

候選位置/障礙位置

預授權無線終端

候選位置/過度暴露位置

外部無線終端

候選位置/易分離位置

巨集基地台

存取點基地台

處理器部件

記憶體部件

效能部件

評估部件

通訊部件

系統

邏輯群組

電子部件

電子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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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 記憶體

700 過程

705 動作

710 動作

715 動作

720 動作

725 動作

730 動作

735 動作

740 動作

745 動作

750 動作

755 動作

800 系統

802 邏輯群組

810 電子部件

812 電子部件

820 記憶體

900 過程

910 動作

920 動作

930 動作

940 動作

950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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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通訊系統

1002 細胞服務區I

1004 細胞服務區Μ

1006 基地台I

1008 基地台Μ

1010 第一扇區/扇區I

1012 第二扇區/扇區II

1014 第三扇區/扇區III

1016 線

1018 線

1020 線

1022 第一扇區/扇區I

1024 第二扇區/扇區11

1026 第三扇區/扇區III

1028 線

1030 線

1032 線

1036 EN ( 1 )

1036' EN ( 1 )

1038 ΕΝ ( X)

1038' ΕΝ ( X)

1040 無線鏈路

1040' 無線鏈路

1042 無線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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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 無線鏈路

1044 ΕΝ ( 1")

1044' ΕΝ ( Γ )

1046 ΕΝ ( X")

1046' ΕΝ ( X')

1048 無線鏈路

1048' 無線鏈路

1050 無線鏈路

1050' 無線鏈路

1052 EN ( 1")

1052' EN ( 1")

1054 ΕΝ ( X")

1054' ΕΝ ( X")

1056 無線鏈路

1056' 無線鏈路

1058 無線鏈路

1058' 無線鏈路

1060 網路節點

1062 網路鏈路

1064 網路鏈路

1066 網路鏈路

1068 細胞服務區邊界區域

1100 基地台

1102 元件/接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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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扇區化天線

1104 元件/發射機

1105 扇區化天線

1106 元件/處理器

1108 元件/輸入/輸出介面

1109 匯流排

1110 元件/記憶體

1112 解碼器

1114 編碼器

1118 常式

1120 資料/資訊

1122 通訊常式

1124 基地台控制常式

1126 排程器模組

1128 訊令常式

1130 音調子集分配常式

1132 下行鏈路音調分配跳躍常式

1134 信標常式

1136 資料

1138 音調子集分配序列資訊

1140 下行鏈路帶符號時間資訊

1142 下行鏈路音調資訊

1144 WT資料/資訊

1146 WT 1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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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8 資料

1150 終端ID

1152 扇區ID

1154 上行鏈路通道資訊

1156 下行鏈路通道資訊

1158 模式資訊

1160 WT N資訊

1200 無線終端

1202 元件/接收機

1203 天線

1204 元件/發射機

1205 天線

1206 元件/處理器

1208 元件/記憶體

1210 匯流排

1212 解碼器

1214 編碼器

1220 常式

1222 資料/資訊

1224 通訊常式

1226 無線終端控制常式

1228 訊令常式

1230 音調子集分配常式

1232 其他下行鏈路音調分配跳躍常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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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 使用者資料

1236 使用者資訊

1238 上行鏈路通道資訊

1240 下行鏈路通道資訊

1242 終端ID資訊

1244 基地台ID資訊

1246 扇區ID資訊

1248 模式資訊

1250 音調子集分配序列資訊

1252 下行鏈路帶符號時間資訊

1254 下行鏈路音調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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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專利說明書

（本說明書格式'順序，讀勿任意更動，※記號部分镣勿填■窝；惟已有申請案號者蕭填寫）

探申請案號：99117286
探申請日期：2010年5月28日 ※“。分類：时3幺/＞。（2009.01

一、 發明名稱：（中文/英文）

促成自動輔助存取點基地台的佈置的方法和裝置

METHOD AND APPARATUS THAT FACILITATES AUTOMATIC 
ASSISTANCE FOR POSITIONING OF ACCESS POINT BASE STATIONS

二、 中文發明摘要：

本案揭示用於佈置一存取點基地台的態樣。在一特定的態樣 

中，監視在一使用者裝備和該存取點基地台之間的一通訊的 

一效能參數。然後，基於該效能參數來評估該存取點基地台 

的一位置，並且隨後傳送對該位置的一評估。

particular aspect, a performance parameter of a

三、英文發明摘要：

Aspects are disclosed for positioning an access point base 

O station. In a

communication between a user equipment and the access point 

base station is monitored. A position of the access point base 

station is then assessed based on the performance parameter, 

and an assessment of the location is subsequently 

communi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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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請專利範圍：

ΐ. 一種用於促成一存取點基地台的佈置的方法，該方法 

包括以下步驟：

監視在一使用者裝備和該存取點基地台之間的一通訊的 

一效能參數；及

基於該效能參數來評估該存取點基地台的一位置。

2. 如請求項1之方法，其中該監視步驟進一步包括以下 

步驟：監視該存取點基地台所使用的一發射功率，並且其 

中該效能參數基於與該發射功率相關聯的一度量 。

3. 如請求項2之方法，其中該監視步驟進一步包括以下 

步驟：執行在該存取點基地台所使用的該發射功率與該使 

用者裝備處一相應的接收功率之間的一比較，並且其中該 

效能參數基於該比較。

4. 如請求項1之方法，其中該監視步驟進一步包括以下 

步驟：監視在該使用者裝備和該存取點基地台之間的一通 

訊品質，並且其中該效能參數基於與該通訊品質相關聯的 

一度量。

5. 如請求項4之方法 > 其中該通訊品質與多個通話中斷 

通訊、一資料吞吐量或一連接建立時間中的至少一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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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6. 如請求項1之方法，其中該監視步驟進一步包括以下 

步驟：監視該存取點基地台處的一干擾位準，並且其中該 

效能參數基於與該干擾位準相關聯的一度量。

7. 如請求項1之方法，其中該使用者裝備包含在一組預 

授權使用者裝備中，並且其中該監視步驟進一步包括以下 

步驟：監視在該組預授權使用者裝備之外的實體上執行的 

多個交遞，該效能參數基於與在該組預授權使用者裝備之 

外的該等實體上執行的該多個交遞相關聯的一度量 。

8. 如請求項1之方法，其中該使用者裝備包含在一組預 

授權使用者裝備中，並且其中該監視步驟進一步包括以下 

步驟：監視在該組預授權使用者裝備中的實體上執行的多 

個交遞，該效能參數基於與在該組預授權使用者裝備中的 

該等實體上執行的該多個交遞相關聯的一度量。

9. 如請求項1之方法，其中該評估步驟進一步包括以下 

步驟：確定該位置是否為一次最佳化位置。

10. 如請求項1之方法，其中該評估步驟進一步包括以下 

步驟：確定該位置是否為一適當的位置，並且其中該確定 

步驟基於該效能參數和一效能聞值之間的一比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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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種經配置以促成一存取點基地台的佈置的裝置，該 

裝置包括：

一處理器，其經配置以執行儲存在記憶體中的電腦可執行 

部件，該等部件包括：

一通訊部件，其經配置以促成在一使用者裝備和該存取點 

基地台之間的一通訊；

數；及

一效能部件 ,其經配置以監視與該通訊相關聯的一效能參

一評估部件 ,其經配置以基於該效能參數來評估該存取點

基地台的一位置。

12.如請求項11之裝置，其中該效能部件經配置以確定該 

存取點基地台所使用的一發射功率，並且其中該效能參數 

基於與該發射功率相關聯的一度量。

13. 如請求項12之裝置，其中該效能部件經配置以執行在 

該存取點基地台所使用的該發射功率與該使用者裝備處 

一相應的接收功率之間的一比較，並且其中該效能參數基 

於該比較。

14. 如請求項11之裝置，其中該效能部件經配置以確定該 

使用者裝備和該存取點基地台之間的一通訊品質，並且其 

中該效能參數基於與該通訊品質相關聯的一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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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如請求項14之裝置，其中該通訊品質與多個通話中斷 

通訊、一資料吞吐量或一連接建立時間中的至少一個相關 

聯。

16. 如請求項11之裝置，其中該效能部件經配置以確定該 

存取點基地台處的一干擾位準，並且其中該效能參數基於 

與該干擾位準相關聯的一度量。

17. 如請求項11之裝置，其中該使用者裝備包含在一組預 

授權使用者裝備中，並且其中該效能部件經配置以確定在 

該組預授權使用者裝備之外的實體上執行的多個交遞，該 

效能參數基於與在該組預授權使用者裝備之外的該等實 

體上執行的該多個交遞相關聯的一度量。

18. 如請求項11之裝置，其中該使用者裝備包含在一組預 

授權使用者裝備中 > 並且其中該效能部件經配置以確定在 

該組預授權使用者裝備中的實體上執行的多個交遞，該效 

能參數基於與在該組預授權使用者裝備中的該等實體上 

執行的該多個交遞相關聯的一度量。

19. 如請求項11之裝置，其中該評估部件經配置以確定該 

位置是否為一次最佳化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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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如請求項11之裝置，其中該評估部件經配置以基於該 

效能參數和一效能聞值之間的一比較來確定該位置是否 

為一適當的位置。

21. 一種用於促成一存取點基地台的佈置的電腦程式產 

品，其包括：

一電腦可讀取儲存媒體，其包括用於使至少一個電腦執行 

以下操作的代碼：

監視在一使用者裝備和該存取點基地台之間的一通訊的 

一效能參數；及

基於該效能參數來評估該存取點基地台的一位置。

22. 如請求項21之電腦程式產品，其中該代碼進一步使該 

至少一個電腦確定該存取點基地台處的一干擾位準，並且 

其中該效能參數基於與該干擾位準相關聯的一度量。

23. 如請求項21之電腦程式產品，其中該使用者裝備包含 

在一組預授權使用者裝備中，並且其中該代碼進一步使該 

至少一個電腦確定在該組預授權使用者裝備之外的實體 

上執行的多個交遞，該效能參數基於與在該組預授權使用 

者裝備之外的該等實體上執行的該多個交遞相關聯的一 

度量。

24. 如請求項21之電腦程式產品，其中該使用者裝備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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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組預授權使用者裝備中，並且其中該代碼進一步使該

至少一個電腦確定在該組預授權使用者裝備中的實體上

執行的多個交遞，該效能參數基於與在該組預授權使用者

裝備中的該等實體上執行的該多個交遞相關聯的一度量。

25. 如請求項21之電腦程式產品，其中該代碼進一步使該 

至少一個電腦確定該位置是否為一次最佳化位置。

26. 如請求項21之電腦程式產品，其中該代碼進一步使該 

至少一個電腦基於該效能參數和一效能聞值之間的一比 

較來確定該位置是否為一適當的位置。

27. 一種經配置以促成一存取點基地台的佈置的裝置，該 

裝置包括：

用於監視在一使用者裝備和該存取點基地台之間的一通 

訊的一效能參數的構件；及

用於基於該效能參數來評估該存取點基地台的一位置的 

構件。

28. 如請求項27之裝置，其中該用於監視該效能參數的構 

件進一步包括：一用於確定該存取點基地台所使用的一發 

射功率的構件，並且其中該效能參數基於與該發射功率相 

關聯的一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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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如請求項28之裝置，其中該用於確定該存取點基地台 

所使用的一菠射功率的構件進一步包括：一用於執行在該 

存取點基地台所使用的該發射功率與該使用者裝備處一 

相應的接收功率之間的一比較的構件，並且其中該效能參 

數基於該比較。

30. 如請求項27之裝置，其中該用於監視該效能參數的構 

件進一步包括：一用於確定該使用者裝備和該存取點基地 

台之間的一通訊品質的構件，並且其中該效能參數基於與 

該通訊品質相關聯的一度量。

31. 如請求項30之裝置，其中該通訊品質與多個通話中斷 

通訊、一資料吞吐量或一連接建立時間中的至少一個相關 

聯。

32. —種用於促成一存取點基地台的佈置的方法，其包括 

以下步驟：

評估該存取點基地台的一位置；及

傳送對該位置的一評估。

33. 如請求項32之方法，其中該傳送步驟進一步包括以下 

步驟：提供一光指示。

34. 如請求項33之方法，其中該傳送步驟進一步包括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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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根據與該評估相關聯的一閃爍頻率來閃爍該光指

示。

35. 如請求項33之方法，其中該傳送步驟進一步包括以下 

步驟：根據與該評估相關聯的一色彩方案來閃爍該光指 

示。

36. 如請求項32之方法，其中該傳送步驟進一步包括以下 

步驟：提供一音訊指示。

37. 如請求項36之方法，其中該傳送步驟進一步包括以下 

步驟：以與該評估相關聯的一蜂鳴頻率來蜂鳴該音訊指 

示。

38. 如請求項32之方法，其中該傳送步驟進一步包括以下 

步驟：經由一電子郵件或一簡訊服務中的至少一個來發送 

該評估。

39. 如請求項32之方法，其中該傳送步驟進一步包括以下 

步驟：向與該存取點基地台相關聯的一網路實體提供該評 

估。

40. 如請求項32之方法，其中該傳送步驟進一步包括以下 

步驟：指示該位置是否為一次最佳化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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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如請求項32之方法，其中該傳送步驟進一步包括以下 

步驟：指示與該位置相關聯的一效能參數是否超出了一效 

能聞值。

42. 如請求項32之方法，其中該傳送步驟進一步包括以下 

步驟：指示與該位置相關聯的一特定的問題類型。

43. 一種經配置以促成一存取點基地台的佈置的裝置，該 

裝置包括：

一處理器，其經配置以執行儲存在記憶體中的電腦可執行 

部件，該等部件包括：

一評估部件，其經配置以評估該存取點基地台的一位置； 

及

一通訊部件，其經配置以傳送對該位置的一:評估。

44. 如請求項43之裝置，其中該通訊部件經配置以提供一 

光指示。

45. 如請求項44之裝置，其中該通訊部件經配置以根據與 

該評估相關聯的一閃爍頻率來閃爍該光指示。

- 46.如請求項44之裝置，其中該通訊部件經;配置以根據與

該評估相關聯的一色彩方案來閃爍該光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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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如請求項43之裝置，其中該通訊部件經配置以提供一 

音訊指示。

48. 如請求項47之裝置，其中該通訊部件經配置為以與該 

評估相關聯的一蜂鳴頻率來蜂鳴該音訊指示。

49. 如請求項43之裝置，其中該通訊部件經配置以經由一 

電子郵件或一簡訊服務中的至少一個來發送該評估。

50. 如請求項43之裝置，其中該通訊部件經配置以向與該 

存取點基地台相關聯的一網路實體提供該評估。

51. 如請求項43之裝置，其中該通訊部件經配置以指示該 

位置是否為一次最佳化位置。

52. 如請求項43之裝置，其中該通訊部件經配置以指示與 

該位置相關聯的一效能參數是否超出了一效能闔值。

53. 如請求項43之裝置，其中該通訊部件經配置以指示與 

該位置相關聯的一特定的問題類型。

54. 一種用於促成一存取點基地台的佈置的電腦程式產 

品，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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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腦可讀取儲存媒體，其包括用於使至少一個電腦執行

以下操作的代碼：

評估該存取點基地台的一位置；及

傳送對該位置的一評估。

55. 如請求項54之電腦程式產品，其中該代碼進一步使該 

至少一個電腦藉由提供一光指示來傳送該評估。

56. 如請求項54之電腦程式產品，其中該代碼進一步使該 

至少一個電腦經由一電子郵件或一簡訊服務中的至少一 

個來傳送該評估。

57. 如請求項54之電腦程式產品，其中該代碼進一步使該 

至少一個電腦向與該存取點基地台相關聯的一網路實體 

傳送該評估。

58. 如請求項54之電腦程式產品，其中該代碼進一步使該 

至少一個電腦指示該位置是否為一次最佳化位置。

59. 如請求項54之電腦程式產品，其中該代碼進一步使該 

至少一個電腦指示與該位置相關聯的一效能參數是否超 

出了一·效能閹值。

60. 如請求項54之電腦程式產品'其中該代碼進一步使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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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一個電腦指示與該位置相關聯的一特定的問題類型。

61. 一種經配置以促成一存取點基地台的佈置的裝置，該 

裝置包括：

用於評估該存取點基地台的一位置的構件；及

用於傳送對該位置的一評估的構件。

62. 如請求項61之裝置，其中該用於傳送該評估的構件進 

一步包括：一用於提供一光指示的構件。

63. 如請求項62之裝置，其中該用於提供該光指示的構件 

進一步包括：一用於根據與該評估相關聯的一閃爍頻率來 

閃爍該光指示的構件。

64. 如請求項62之裝置，其中該用於提供該光指示的構件 

進一步包括：一用於根據與該評估相關聯的一色彩方案來 

閃爍該光指示的構件。

65. 如請求項61之裝置，其中該用於傳送該評估的構件進 

一步包括：一用於提供一音訊指示的構件。

66. 如請求項65之裝置，其中該用於提供該音訊指示的構 

件進一步包括：一用於以與該評估相關聯的一蜂鳴頻率來 

蜂鳴該音訊指示的構件。

59



201136407



201136407

z
®

9
E
Z

δ
 

X
 

一
 

- 

課

甲

地

易

枚
-
F
_
 

v
r

 

]

>F

r

% 
H

H

I
s
。

8EZ

SKg
脚
蚁

O
L

Z

o
s
z

t
t

09Z

o
o
z

tfHSH 
AJX
—

π
Λ
Ο
Η

TX
 ΜΙΜ

Ο
 

處
理

器

4

z 
z A

o 

窝\

厶

z 

Z V

i k
i k

V

辽w

o
OVD 
trt\n 
c 
w 

鰻

s



201136407

ο

0
寸E

ο 
cn 
cn

幹
悴
一
一
撫
畫
噪
理
帐
回



201136407

V®

Is
0
导

-Π

§

 -

十
 

湮
炊<

螺
駅
亠4

J S3 
赋
邑
憾<

懒
卿

Μ
邑<

念
嗓

00
寸

OE0

3

 
增

锵
W

U1I



201136407

存取點基地台

處理器部件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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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實施通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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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指定代表圖：

（一） 本案指定代表圖為：第（ι ）圖。

（二） 本代表圖之元件符號簡單說明：

100無線通訊系統

,102基地台

104天線

106天線

108天線

110天線

112天線

114天線

116存取終端

118前向鏈路

120反向鏈路

122存取終端

124前向鏈路

126反向鏈路

五、 本案若有化學式時，請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的化學式：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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