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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Provided are a method, base station
and system for achieving time division duplex con
figuration of an auxiliary cell, which belong to the

终端 辅基站 CC 主基站 field of communications . The method specifically
comprises: a main base station receiving time divi
sion duplex (TDD)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about

,', , an auxiliary cell and an identifier of the auxiliary
cell which are sent by an auxiliary base station, the
TDD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about the auxiliary
cell being allocated to the auxiliary cell b y the auxil

3 iary base station; and the main base station sending
to a terminal the TDD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about the auxiliary cell and the identifier of the aux
iliary cell, so that the terminal determines the uplink

l /Fig.1 and downlink subframe allocation of the auxiliary
cell according to the TDD configuration info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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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xiliary base station plete the TDD configuration of the auxiliary cell
02 Sending the TDD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about the auxiliary cell and a n

identifier of the auxiliary cell
when the main cell and the auxiliary cell of the ter

03 Sending the TDD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about the auxiliary cell and the minal belong to different base stations.
identifier of the auxiliary cell
AA Terminal (57) 摘要：本 发 明实 施 例 提 供 了一 种 实 现 辅
BB Auxiliary base station 小 区 的时分 双 工配 置 的方 法 、基站 及 系统 ，
CC Main base station 属 于通 信领 域 ，所 述 方法 具体 包括 ：主基 站

接 收 辅 基 站 发 送 的辅 小 区 的 时 分 双 工 TDD
配 置 信 息和 辅 小 区 的标 识 ，辅 小 区 的 TDD 配 置 信 息 由辅 基 站 为 辅 小 区分 配 ；主 基 站 向终端 发 送 辅 小 区 的 TDD
配置信 息和 辅 小 区 的标识 ， 以使 终端根 据 TDD 配 置信 息确 定辅 小 区的上 下 行子 帧分配 。通过 本发 明 ，能够 实现
当终端 的主 小 区和 辅 小 区属 于 不 同 的基 站 时 ，完 成对 辅 小 区的 TDD 配 置 。



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基站及系统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通信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基站及系统。

背景技术

目前，无线通信网络的网络部署中，一个基站下有两个不同的小区，终端可以同时和

一个基站的两个不同的小区保持连接，与同一个终端保持连接的两个小区中，一个为主小

区，另一个为辅小区。其中，主小区与终端进行通信的过程中可以采用 FDD (Frequency

Division Duplex, 频分双工）方式，也可以采用 TDD (Time Division Duplex, 时分双工）

方式；而辅小区与终端进行通信的过程中采用 TDD 方式。

现有技术中，基站在为辅小区进行 TDD 配置时，由基站为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

并通过主小区向终端发送辅小区的 TDD 配置消息，终端接收到辅小区的 TDD 配置消息后确

定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即，终端确定向基站发送信号时所使用的子帧号和接收基站

发送的信号时所使用的子帧号，以便于终端与辅小区之间按照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进

行通信。

但是，在一种新的网络部署中，终端的主小区和辅小区也可能属于不同的基站，其中，

主小区所属的基站为主基站，辅小区所属的基站为辅基站；当终端的主小区和辅小区属于

不同的基站时，使用现有技术的方法不能够完成对辅小区的 TDD 配置。

发明内容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基站及系统，能够实现当终端

的主小区和辅小区属于不同的基站时，完成对辅小区的 TDD 配置。

为达到上述 目的，本发明的实施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第一方面，提供一种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包括：

主基站接收辅基站发送的辅小区的时分双工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所述

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由所述辅基站为所述辅小区分配；

所述主基站向终端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以使所述终

端根据所述 TDD 配置信息确定所述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

一种可能实现方式中，所述主基站接收辅基站发送的所述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的 TDD 配

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包括：



所述主基站接收辅基站发送 的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包括 ：第一时间点、所述辅基

站下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所述第一时间点用于指示所述主基站

向所述终端发送第二消息的时间；

所述主基站 向终端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包括：

在第一时间点到达 时，主基站 向终端发送第二消息，所述第二消息包括 ：所述辅小区

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 。

一种可能实现方式中，所述主基站接收辅基站发送 的所述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的 TDD 配

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包括：

所述主基站接收辅基站发送 的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包括 ：第二时间点、所述辅基

站下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所述第二时间点为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分别在所述辅基站和终端上生效的时间；

所述主基站 向终端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包括：

在第二时间点到达之前，主基站 向终端发送所述第一消息。

一种可能实现方式中，在所述主基站 向终端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

小区的标识之前 ，还包括：

所述主基站在接收到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后 ，确定第三时

间点；

其 中，所述第三时间点为所述主基站接收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

标识的时间点加上预存 的第一时长得到的时间点，所述第三时间点为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

置信息在所述终端上生效的时间，所述第一时长为所述辅基站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

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的时间点到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所述辅基站上默认生效

的时间点之 间的时间间隔；

所述主基站 向终端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包括：

在所述第三 时间点达到之前 ，所述主基站 向终端发送第二消息，所述第二消息包括：

第三时间点、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 。

本发明还提供 了一种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 ，包括：

辅基站为所述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时分双工 TDD 配置信息；

所述辅基站 向主基站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以便于所

述主基站将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发送给终端 ，以使所述终端根

据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所述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



一种可能实现方式中，所述辅基站 向主基站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

小区的标识，以便于所述主基站将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发送给

终端 ，包括：

辅基站 向主基站发送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包括 ：第一时间点、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 ，所述第一时间点用于指示所述主基站 向所述终端发送第二

消息的时间，以便于所述主基站在第一时间点到达 时，向终端发送第二消息，所述第二消

息包括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 。

一种可能实现方式中，所述辅基站 向主基站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

小区的标识，以便于所述主基站将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发送给

终端 ，包括：

辅基站 向主基站发送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包括 ：第二时间点、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所述第二时间点为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分别在所述

辅基站和终端上生效的时间，以便于所述主基站将所述第一消息发送给终端 。

本发明还提供 了一种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 ，包括：

主基站为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时分双工 TDD 配置信息；

所述主基站 向辅基站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并 向终端

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以使得所述辅基站和所述终端根据

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所述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 。

一种可能实现方式中，所述主基站 向辅基站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

小区的标识，包括：

所述主基站 向辅基站发送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包括 ：第一时间点、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所述第一时间点为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所述辅

基站上生效的时间；

在所述主基站 向终端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之前 ，还包

括：

所述主基站确定第一发送时间点；

其 中，所述第一发送时间点为所述第一时间点减去预存 的第一时长得到的时间点，所

述第一时长为所述终端接收到第二消息的时间点到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所述终端

上默认生效时间点之 间的时间间隔；

所述主基站 向终端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包括 ：



在所述第一发送时间点到达时，所述主基站 向终端发送第二消息，所述第二消息包括 :

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 。

一种可能实现方式中，所述主基站 向辅基站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

小区的标识，包括：

所述主基站 向辅基站发送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包括 ：第二时间点、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所述第二时间点为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分别在所

述辅基站和终端上生效的时间；

所述主基站 向终端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包括：

所述主基站 向终端发送所述第一消息。

一种可能实现方式中，所述主基站 向终端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

区的标识，包括：

所述主基站 向终端发送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包括：第三时间点、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所述第三时间点为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分别在所述

辅基站和终端上生效的时间；

在所述主基站 向辅基站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之前 ，还

包括：

所述主基站确定第二发送时间点；

其 中，所述第二发送时间点为所述第三时间点减去预存 的第二时长得到的时间点，所

述第二时长为所述辅基站在接收到第二消息的时间点到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所述

辅基站上默认生效时间点之 间的时间间隔；

所述主基站 向辅基站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包括：

在所述第二发送时间点到达时，所述主基站 向辅基站发送第二消息，所述第二消息包

括：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 。

一种可能实现方式中，在所述主基站为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之前 ，还

包括：

所述主基站接收所述辅基站发送 的请求消息，所述请求消息包括所述辅小区下行缓冲

区中的数据量和终端上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 ；

所述主基站为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包括：

所述主基站根据所述辅小区下行缓冲 区中的数据量和终端上行缓冲 区中的数据量为辅

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

本发明提供 了又一种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 ，包括：



辅基站接收主基站发送 的所述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的时分双工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

区的标识，以使所述辅基站根据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所述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

分配 。

一种可能实现方式中，所述辅基站接收主基站发送 的所述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的 TDD 配

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包括：

辅基站接收主基站发送 的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包括 ：第一时间点、所述辅基站下

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所述第一时间点为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

信息在所述辅基站上生效的时间。

一种可能实现方式 中，在所述辅基站接收主基站发送 的所述辅基站下 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之前 ，还包括：

所述辅基站接收终端发送 的终端 的缓冲区状态报告信息；

所述辅基站根据所述缓冲区状态报告信息确定终端上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 ；

所述辅基站 向所述主基站发送请求消息，所述请求消息包括所述辅小区下行缓冲 区中

的数据量和终端上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 。

第二方面，提供 了一种主基站 ，包括：

接收单元，用于接收辅基站发送 的辅小区的时分双工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

识，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 由所述辅基站为所述辅小区分配 ，并将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发送给发送单元；

发送单元，用于接收所述接收单元发送 的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

标识，并 向终端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以使所述终端根据

所述 TDD 配置信息确定所述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 。

一种可能实现方式 中，所述接收单元 ，具体用于接收辅基站发送 的第一消息，所述第

一消息包括：第一时间点、所述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

所述第一时间点用于指示所述主基站 向所述终端发送第二消息的时间，并将所述第一消息

发送给所述发送单元；

所述发送单元 ，具体用于接收所述接收单元发送 的所述第一消息，并在第一时间点到

达时，向终端发送第二消息，所述第二消息包括：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

区的标识 。

一种可能实现方式 中，所述接收单元 ，具体用于接收辅基站发送 的第一消息，所述第

一消息包括：第二时间点、所述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



所述第二时间点为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分别在所述辅基站和终端上生效的时间，并

向所述发送单元发送所述第一消息；

所述发送单元 ，具体用于接收所述接收单元发送 的所述第一消息，并在第二时间点到

达之前 ，向终端发送所述第一消息。

一种可能实现方式中，所述主基站还包括：

确定单元，用于在所述接收单元接收到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

识后 ，确定第三时间点，并将所述第三时间点发送给所述发送单元；

其 中，所述第三时间点为所述接收单元接收到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

区的标识的时间点加上预存 的第一时长得到的时间点，所述第三时间点为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所述终端上生效的时间，所述第一时长为辅基站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

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的时间点到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所述辅基站上默认生效时

间点之 间的时间间隔；

所述发送单元 ，具体用于接收所述确定单元发送 的所述第三 时间点，并在所述第三时

间点达到之前 ，向终端发送第二消息，所述第二消息包括：第三时间点、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 。

本发明还提供 了一种辅基站 ，包括：

分配单元，用于为所述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时分双工 TDD 配置信息，并将所述辅小

区的 TDD 配置信息发送给发送单元；

发送单元，用于接收所述分配单元发送 的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并 向主基站发

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以便于所述主基站将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发送给终端 ，以使所述终端根据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

确定所述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 。

一种可能实现方式 中，所述发送单元 ，具体用于接收所述分配单元发送 的所述辅小区

的 TDD 配置信息，并 向主基站发送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包括：第一时间点、所述辅小

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所述第一时间点用于指示所述主基站 向所述终端

发送第二消息的时间，以便于所述主基站在第一时间点到达时，向终端发送第二消息，所

述第二消息包括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 。

一种可能实现方式 中，所述发送单元 ，具体用于接收所述分配单元发送 的所述辅小区

的 TDD 配置信息，并 向主基站发送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包括：第二时间点、所述辅小

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所述第二时间点为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分

别在所述辅基站和终端上生效的时间，以便于所述主基站将所述第一消息发送给终端 。



本发明还提供 了另一种主基站 ，包括：

分配单元，用于为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时分双工 TDD 配置信息，并将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发送给发送单元；

发送单元，用于接收所述分配单元发送 的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向辅基站发送

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并 向终端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

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以使得所述辅基站和所述终端根据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

定所述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 。

一种可能实现方式 中，所述发送单元 ，具体用于 向辅基站发送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

息包括：第一时间点、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所述第一时间点

为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所述辅基站上生效的时间；

所述主基站 ，还包括：

第一确定单元，用于确定第一发送时间点，并将所述第一时间点发送给所述发送单元 ;

其 中，所述第一发送时间点为所述第一时间点减去预存 的第一时长得到的时间点，所

述第一时长为所述终端接收到第二消息的时间点到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所述终端

上默认生效时间点之 间的时间间隔；

所述发送单元 ，还具体用于接收所述第一确定单元发送 的所述第一时间点，并在所述

第一发送时间点到达时，向终端发送第二消息，所述第二消息包括：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

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 。

一种可能实现方式 中，所述发送单元 ，具体用于 向辅基站发送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

息包括：第二时间点、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所述第二时间点

为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分别在所述辅基站和终端上生效的时间，并 向终端发送所述

第一消息。

一种可能实现方式 中，所述发送单元 ，具体用于 向终端发送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

包括：第三时间点、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所述第三时间点为

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分别在所述辅基站和终端上生效的时间；

所述主基站 ，还包括：

第二确定单元 ，用于确定第二发送 时间点，并 向所述发送单元发送所述第二发送 时间

点；

其 中，所述第二发送时间点为所述第三时间点减去预存 的第二时长得到的时间点，所

述第二时长为所述辅基站在接收到第二消息的时间点到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所述

辅基站上默认生效时间点之 间的时间间隔；



所述发送单元 ，还具体用于接收所述第二确定单元发送 的所述第二发送 时间点，并在

所述第二发送时间点到达时，向辅基站发送第二消息，所述第二消息包括 ：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 。

一种可能实现方式中，所述主基站还包括：

接收单元，用于接收所述辅基站发送 的请求消息，所述请求消息包括所述辅小区下行

缓冲区中的数据量和终端上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 ，并将所述请求消息发送给所述分配单元 ;

所述分配单元 ，具体用于接收所述接收单元发送 的请求消息，并根据所述辅小区下行

缓冲区中的数据量和终端上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为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

本发明还提供 了另一种辅基站 ，包括：

接收单元，用于接收主基站发送 的所述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的时分双工 TDD 配置信息和

所述辅小区的标识，以使所述辅基站根据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所述辅小区的上

下行子帧分配 。

一种可能实现方式 中，所述接收单元 ，具体用于接收主基站发送 的第一消息，所述第

一消息包括：第一时间点、所述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

所述第一时间点为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所述辅基站上生效的时间。

一种可能实现方式 中，所述接收单元 ，还用于接收终端发送 的终端 的缓冲区状态报告

信息，并将所述缓冲区状态报告信息发送给确定单元；

所述辅基站 ，还包括：

确定单元，用于接收所述接收单元发送 的所述缓冲区状态报告信息，根据所述缓冲区

状态报告信息确定终端上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 ，并将终端上行缓冲 区中的数据量发送给发

送单元；

发送单元，用于接收所述确定单元发送 的终端上行缓冲 区中的数据量 ，并 向所述主基

站发送请求消息，所述请求消息包括所述辅小区下行缓冲 区中的数据量和终端上行缓冲区

中的数据量 。

第三方面，本发明提供 了一种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系统 ，包括上述终端 、上

述主基站和上述辅基站 。

本发明提供 的一种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 、基站及系统 ，通过本发 明，当

对辅小区进行 TDD 配置时，使得辅基站能够主动为辅基站下的需要进行 TDD 配置的辅小区

确定 TDD 配置信息，并 向主基站发送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从而主基站

接收到辅基站发送 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并能够 向终端发送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使得终端根据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所述辅小区的

上下行子帧分配 ；或者，由主基站主动为需要进行 TDD 配置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

并将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分别发送给辅基站和终端 ，使得辅基站和终端

能够根据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所述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 ；本发明中，当辅

基站和终端均获取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并根据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所述

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后 ，完成对辅小区的 TDD 配置 。可见通过本发明，能够实现 当终

端 的主小区和辅小区属于不 同的基站时，完成对辅小区的 TDD 配置 。

附图说明

为 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 中所需要使用 的

附图作简单地介绍 ，显而易见地 ，下面描述 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 ，对于本

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 ，在不付 出创造性劳动 的前提下 ，还可 以根据这些 附图获得其他 的

附图。

图 1 是本发明实施例 1 提供 的一种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流程 图；

图 2 是本发明实施例 1 提供 的另一种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流程 图；

图 3 是本发明实施例 2 提供 的一种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流程 图；

图 4 是本发明实施例 3 提供 的一种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流程 图；

图 5 是本发明实施例 4 提供 的一种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流程 图；

图 6 是本发明实施例 5 提供 的一种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流程 图；

图 7 是本发明实施例 6 提供 的一种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流程 图；

图 8 是本发明实施例 7 提供 的一种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流程 图；

图 9 是本发明实施例 8 提供 的一种主基站结构 图；

图 10 是本发明实施例 8 提供 的另一种主基站结构 图；

图 11 是本发明实施例 9 提供 的一种主基站结构 图；

图 12 是本发明实施例 9 提供 的第二种主基站结构 图；

图 13 是本发明实施例 9 提供 的第三种主基站结构 图；

图 14 是本发明实施例 9 提供 的第 四种主基站结构 图；

图 15 是本发明实施例 10 提供 的一种辅基站结构 图；

图 16 是本发明实施例 11 提供 的一种辅基站结构 图；

图 17 是本发明实施例 11 提供 的另一种辅基站结构 图；

图 18 是本发明实施例 11 提供 的一种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系统结构 图；



图 19 是本发明实施例 1 1 提供 的另一种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系统结构 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为使本发明的 目的、技术方案和优 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 附图对本发 明实施方式作

进一步地详细描述 。

需要说 明的是 ，在本发 明所示 的如下实施例 中，忽略主基站与辅基站之 间，主基站与

终端之 间的延时，以保证辅基站上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终端上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

的生效时间相 同。

实施例 1

参见 图 1，为本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流程 图，具体包括 :

10 1：辅基站为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

其 中，辅基站为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的方法与现有技术中基站为辅小

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的方法相 同，在此不再赘述 。

102 ：辅基站 向主基站发送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 。

可选 的，本实施例 的第一种实现方式为：

在辅基站与终端进行通信之前 ，由本领域技术人员为辅基站设定发出辅小区的 TDD 配

置信息的时间点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辅基站上默认生效的时间点之 间的第一时长，

并为终端设定接收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的时间点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终端上默

认生效的时间点之 间的第二时长，并将第一时长和第二时长分别保存在主基站 中。

需要说明的是，辅基站 向主基站发送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并经过

第一时长后 ，开始按照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与终端进行通信 。

例如，第一时长为 200 子帧，则辅基站 向主基站发送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

的标识，并经过 200 子帧后 ，开始按照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与终端进行通信 。

可选 的，本实施例 的第二种实现方式为：

辅基站 向主基站发送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之后 ，辅基站 中的辅小区

的 TDD 配置信息开始生效，此时，辅基站按照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上行子帧中接收终

端发送 的数据 ，当辅基站在上行子帧中接收到终端发送 的数据后 ，得知辅小区的 TDD 配置

信息 已经在终端上默认生效，之后辅基站按照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与终端进行通信 。

需要说明的是，本实施例步骤 102 的具体实现不限于上述两种方式。



103 ：主基站接收辅基站发送 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后 ，向终端发送

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以使终端根据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小区的上下行

子帧分配 。

可选 的，针对上述步骤 102 所述 的第一种实现方式，本步骤具体可 以通过如下方法实

现 ：

在终端接收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并经过第二时长后 ，开始按照

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与辅基站进行通信 。由于主基站接收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

小区的标识到 向终端发送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的过程需要一定时间，故

设定的第一时长大于第二时长 。

例如，第二时长为 180 子帧，则在终端接收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

并经过 180 子帧后 ，开始按照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与辅基站进行通信 。

还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保证辅基站与终端上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同时生效，当第

一时长为 200 子帧，第二时长为 180 子帧，且主基站在第 10 子帧时接收到辅基站发送 的辅

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此时，主基站在第 30 子帧时，向终端发送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 。

可选 的，针对上述步骤 102 所述 的第二种实现方式，本步骤具体可 以通过如下方法实

现 ：

在终端接收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后 ，按照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

在上行子帧 中向辅基站发送数据 ，当在下行子帧中接收到辅基站发送 的数据后 ，开始按照

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与辅基站进行通信 。

需要说明的是，本实施例步骤 103 的具体实现不限于上述两种方式 。

通过上述 图 1 所描述 的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 ，当对辅小区进行 TDD 配置

时，使得辅基站能够主动为辅基站下需要进行 TDD 配置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并 向

主基站发送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从而主基站接收到辅基站发送 的辅小

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能够 向终端发送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

识，使得终端根据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所述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 ；本是实

施例 中，当终端接收到主基站发送 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并根据辅小

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后 ，完成对辅小区的 TDD 配置 。可见通过

本方法 ，能够实现 当终端 的主小区和辅小区属于不 同的基站时，完成对辅小区的 TDD 配置 。



参见 图 2，为本实施例提供 的另一种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流程 图，具体包

括 -

20 1：主基站为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

202 ：主基站 向辅基站发送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并 向终端发送辅小

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 。

可选 的，本实施例 的第一种实现方式为：

在辅基站与终端进行通信之前 ，由本领域技术人员为辅基站设定接收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的时间点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辅基站上默认生效的时间点之 间的第三时长，

并为终端设定接收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的时间点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终端上默

认生效 的时间点之 间的第 四时长，并将第三 时长和第 四时长分别保存在主基站 中；其 中，

第三时长可 以大于等于第 四时长，也可 以小于第 四时长 。

其 中，当第三时长大于第 四时长时，主基站先 向辅基站发送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

辅小区的标识，再 向终端发送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

当第三时长等于第 四时长时，主基站 同时向辅基站和终端发送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

和辅小区的标识；

当第三时长小于等于第 四时长时，主基站先 向终端发送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

区的标识，再 向辅基站发送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 。

可选 的，本实施例 的第二种实现方式为：

主基站先 向辅基站发送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再 向终端发送辅小区

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 。

需要说明的是，本实施例步骤 202 的具体实现不限于上述两种方式 。

203 ：辅基站接收主基站发送 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后 ，根据辅小区

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 。

可选 的，针对上述步骤 202 所述 的第一种实现方式，本步骤具体可 以通过如下方法实

现 ：

辅基站接收主基站发送 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并经过第三时长后 ，

开始按照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与终端进行通信 。

例如，第三时长为 200 子帧，则辅基站接收主基站发送 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

小区的标识，并经过 200 子帧后 ，开始按照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与终端进行通信 。

相 同的，终端接收主基站发送 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并经过第 四

时长后 ，开始按照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与辅基站进行通信 。



例如，第 四时长为 180 子帧，则终端接收主基站发送 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

区的标识，并经过 180 子帧后 ，开始按照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与辅基站进行通信 。

还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保证辅小区与终端上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同时生效，当第

一时长为 200 子帧，第二时长为 180 子帧，且主基站在第 10 子帧时向辅基站发送 的辅小区

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此时，主基站在第 30 子帧时，向终端发送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 。

可选 的，针对上述步骤 202 所述 的第二种实现方式，本步骤具体可 以通过如下方法实

现 ：

辅基站接收主基站发送 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后 ，辅基站 中的辅小

区的 TDD 配置信息开始生效，此时，辅基站按照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上行子帧中接收

终端发送 的数据 ，当辅基站在上行子帧中接收到终端发送 的数据后 ，得知辅小区的 TDD 配

置信息 已经在终端上默认生效，之后辅基站按照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与终端进行通信 。

相应地 ，终端接收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后 ，按照辅小区的 TDD 配

置信息在上行子帧 中向辅基站发送数据 ，当在下行子帧 中接收到辅基站发送 的数据后 ，开

始按照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与辅基站进行通信 。

需要说明的是，本实施例步骤 203 的具体实现不限于上述两种方式 。

通过上述 图 2 所描述 的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 ，当对辅小区进行 TDD 配置

时，使得主基站能够主动为需要进行 TDD 配置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并将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分别发送给辅基站和终端 ，使得辅基站和终端能够根据所述辅

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所述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 ；本是实施例 中，当辅基站和终端

均接收到主基站发送 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并均根据辅小区的 TDD 配

置信息确定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后 ，完成对辅小区的 TDD 配置 。可见通过本方法 ，能

够实现 当终端 的主小区和辅小区属于不 同的基站时，完成对辅小区的 TDD 配置 。

实施例 2

参见 图 3，为本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流程 图，具体包括 :

30 1：辅基站为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

其 中，辅基站为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的方法与现有技术中基站为辅小

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的方法相 同，在此不再赘述 。

302 ：辅基站 向主基站发送第一消息，第一消息包括第一时间点、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

息和辅小区的标识 。



其 中，第一时间点用于指示主基站 向终端发送第二消息的时间。

在本方法 中，在辅基站与终端进行通信之前 ，由本领域技术人员为辅基站设定发 出第

一消息的时间点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辅基站上默认生效的时间点之 间的第一时长，

并为终端设定接收到第二消息的时间点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终端上默认生效的时间

点之 间的第二时长 。

需要说 明的是 ，辅基站 向主基站发送第一消息，并经过第一时长后 ，开始按照辅小区

的 TDD 配置信息与终端进行通信 。

例如，第一时长为 200 子帧，则辅基站 向主基站发送第一消息，并经过 200 子帧后 ，

开始按照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与终端进行通信 。

还需要说明的是，辅基站根据第一时长和第二时长得到第一时间点，用 以保证辅小区

与终端上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同时生效；例如，第一时长为 200 子帧，第二时长为 180

子帧，且辅基站在第 20 子帧时向主基站发送 的第一消息，此时，辅基站确定的第一时间点

为第 4 0 子帧 。

303 ：主基站接收辅基站发送 的辅小区的第一消息后 ，在第一时间点到达时，向终端发

送第二消息，第二消息包括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 。

例如，第一时间点为第 4 0 子帧，且主基站在第 20 子帧接收到辅基站发送 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在到达第 4 0 子帧时，主基站 向终端发送辅小区的 TDD 配置

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 。

304 ：终端接收到主基站发送 的第二消息后 ，根据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小区的

上下行子帧分配 。

需要说 明的是 ，终端接收到主基站发送 的第二消息，并在经过第二时长后 ，开始按照

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与辅基站进行通信 。

例如，第二时长为 180 子帧，则终端接收到主基站发送 的第二消息，并经过 180 子帧

后 ，开始按照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与辅基站进行通信 。

305 ：在根据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后 ，终端 向主基站发

送用于表示成功确定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 的响应消息。

本实施例提供 的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 ，当对辅小区进行 TDD 配置时，使

得辅基站能够主动为辅基站下的需要进行 TDD 配置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并 向主基

站发送第一消息，第一消息包括第一时间点、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从

而主基站接收到辅基站发送 的第一消息后 ，根据第一消息中的第一时间点 向终端发送第二

消息，第二消息包括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使得终端根据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 ；本是实施例 中，当终端接收到主基站发送 的第二

消息，并根据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后 ，完成对辅小区的 TDD

配置 。可见本实施例一方面 ，能够实现 当终端 的主小区和辅小区属于不 同的基站时，完成

对辅小区的 TDD 配置 。另一方面，由于预先设定 了辅基站发送第一消息的时间点到辅基站

上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生效的时间点之 间的第一时长，并设定 了终端接收到第二消息

的时间点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生效的时间点之 间的第二时长，从而使得主基站在第一

时间点向终端发送第二消息，保证 了辅基站和终端上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生效时间的

同步 。

实施例 3

参见 图 4，为本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流程 图，具体包括 :

4 0 1：辅基站为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

其 中，辅基站为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的方法与现有技术中基站为辅小

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的方法相 同，在此不再赘述 。

402 ：辅基站 向主基站发送第一消息，第一消息包括第二时间点、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

息和辅小区的标识 。

其 中，第二时间点为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分别在辅基站和终端上生效的时间。

需要说 明的是 ，当辅基站 向主基站发送第一消息后 ，并在第二时间点时，开始按照辅

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与终端进行通信 。

例如，第二时间点为第 200 子帧，则在辅基站 向主基站发送第一消息后 ，并在第 200

子帧时，开始按照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与终端进行通信 。

403 ：主基站接收辅基站发送 的辅小区的第一消息后 ，在第二时间点到达之前 ，将第一

消息发送给终端 。

404 ：终端接收到主基站发送 的第一消息后 ，根据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小区的

上下行子帧分配 。

需要说 明的是 ，终端接收到主基站发送 的第一消息后 ，并在第二时间点时，开始按照

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与辅基站进行通信 。

例如，第二时间点为第 200 子帧，则终端接收到主基站发送 的第一消息，并在第 200

子帧时，开始按照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与辅基站进行通信 。

405 ：在根据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后 ，终端 向主基站发

送用于表示成功确定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 的响应消息。



本实施例提供 的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 ，当对辅小区进行 TDD 配置时，使

得辅基站能够主动为辅基站下的需要进行 TDD 配置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并 向主基

站发送第一消息，第一消息包括第二时间点、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从

而主基站接收到辅基站发送 的第一消息后 ，向终端发送第一消息，使得终端根据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 ；本是实施例 中，当终端接收到主基站发送 的第

一消息，并根据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后 ，完成对辅小区的

TDD 配置 。可见本实施例一方面，能够实现 当终端 的主小区和辅小区属于不 同的基站时，完

成对辅小区的 TDD 配置 。另一方面，由于第一消息中包含有第二时间点，故终端在接收到

第一消息后并能够在第二时间点时使得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生效，从而保证 了辅基站和

终端上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生效时间的同步 。

实施例 4

参见 图 5，为本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流程 图，具体包括 :

50 1：辅基站为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

其 中，辅基站为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的方法与现有技术中基站为辅小

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的方法相 同，在此不再赘述 。

502 ：辅基站 向主基站发送第一消息，第一消息包括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

标识 。

在本方法 中，在辅基站与终端进行通信之前 ，由本领域技术人员为辅基站设定发 出第

一消息的时间点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辅基站上默认生效的时间点之 间的第一时长 。

需要说 明的是 ，辅基站 向主基站发送第一消息，并经过第一时长后 ，开始按照辅小区

的 TDD 配置信息与终端进行通信 。

例如，第一时长为 200 子帧，则辅基站 向主基站发送第一消息，并经过 200 子帧后 ，

开始按照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与终端进行通信 。

503 ：主基站接收辅基站发送 的第一消息后 ，确定第三时间点。

其 中，第三时间点为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终端上默认生效的时间。

主基站确定第三时间点的方法具体为：

主基站将接收到第一消息的时间点加上预存 的第一时长得到的第三时间点。

需要说 明的是 ，由于忽略主基站与辅基站之 间的延时，故上述主基站接收到辅基站发

送 的第一消息的时间点与辅基站 向主基站发送第一消息的时间点为同一时间点。



例如，主基站接收到辅基站发送 的第一消息的时间点为第 30 子帧，第一时长为 100 子

帧，则主基站确定的第三时间点为第 130 子帧 。

504 ：在第三时间点达到之前 ，主基站 向终端发送第二消息，第二消息包括第三时间点、

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 。

505 ：终端接收到主基站发送 的第二消息后 ，根据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小区的

上下行子帧分配 。

需要说 明的是 ，终端接收到主基站发送 的第二消息，并在第三时间点时，开始按照辅

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与辅基站进行通信 。

例如，第三时间点为第 130 子帧，则终端接收到主基站发送 的第二消息，并在第 130

子帧时，开始按照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与辅基站进行通信 。

506 ：在根据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后 ，终端 向主基站发

送用于表示成功确定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 的响应消息。

本实施例提供 的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 ，当对辅小区进行 TDD 配置时，使

得辅基站能够主动为辅基站下的需要进行 TDD 配置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并 向主基

站发送第一消息，第一消息包括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从而主基站接收

到辅基站发送 的第一消息后 ，确定第三 时间点，并 向终端发送第二消息，第二消息包括第

三时间点、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使得终端根据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

确定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 ；本是实施例 中，当终端接收到主基站发送 的第二消息，并

根据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后 ，完成对辅小区的 TDD 配置 。

可见本实施例一方面，能够实现 当终端 的主小区和辅小区属于不 同的基站 时，完成对辅小

区的 TDD 配置 。另一方面，由于预先设定 了辅基站发送第一消息的时间点到辅基站上的辅

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生效的时间点之 间的第一时长，故使得主基站能够根据第一时长确定

第三时间点，进而，终端在接收到第二消息后能够在第三时间点时使得辅小区的 TDD 配置

生效，从而保证 了辅基站和终端上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生效时间的同步 。

实施例 5

参见 图 6，为本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流程 图，具体包括 :

6 0 1：主基站为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使主基站能够为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较为准确 的 TDD 配置信息，

上述步骤 6 0 1 还可 以替换为如下步骤：



601 ' ：辅基站 向主基站发送请求消息，所述请求消息包括辅小区下行缓冲区中的数据

量和终端上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 。

其 中，在步骤 60 之前 ，本实施还包括如下步骤 ：

辅基站接收终端发送 的缓冲区状态报告信息，根据缓冲 区状态报告信息确定终端上行

缓冲区中的数据量 ；

具体地 ，本步骤具体可 以通过如下方式实现 ：

辅基站接收与辅基站进行通信 的多个终端发送 的各 自最近一次缓冲 区状态报告信息，

并将多个终端发送 的各 自缓冲 区状态报告信息所包含 的数据量进行平均得到终端上行缓冲

区中的数据量 ；或者，

辅基站接收与辅基站进行通信 的任一终端发送 的多个缓冲区状态报告信息，并将多个

缓冲区状态报告信息所包含 的数据量进行平均得到终端上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 ；或者，

辅基站分别接收与辅基站进行通信 的多个终端发送 的多个缓冲区状态报告信息，并将

多个终端发送 的多个缓冲区状态报告信息所包含 的数据量进行平均得到终端上行缓冲 区中

的数据量 。

602' ：主基站根据请求消息中的辅小区下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和终端上行缓冲区中的

数据量为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

例如，上述辅小区下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为 1000bit ，终端上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为

1500 bit, 则主基站为辅小区确定的 TDD 配置信息中可 以将一个帧分为 10 个时隙，即每个

时隙为一个子帧，并规定一个帧中第 1-6 个子帧用于终端 向辅基站发送上行数据 ，一个帧

中第 7-10 个子帧用于辅基站 向终端发送下行数据 。

602 ：主基站 向辅基站发送第一消息，第一消息包括第一时间点、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

息和辅小区的标识 。

其 中，第一时间点为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辅基站上默认生效的时间。

603 ：辅基站接收到主基站发送 的第一消息，并根据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小区

的上下行子帧分配 。

需要说 明的是 ，辅基站接收到主基站发送 的第一消息后 ，并在第一时间点时，开始按

照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与终端进行通信 。

例如，第一时间点为第 100 子帧，则辅基站接收到主基站发送 的第一消息后 ，并在第

100 子帧时，开始按照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与终端进行通信 。

604 ：主基站确定第一发送时间点。



其中，第一发送时间点为主基站向终端发送第二消息的时间点；第一发送时间点为第

一时间点减去预存的第一时长得到的时间点。

在本方法中，在辅基站与终端进行通信之前，上述第一时长是由本领域技术人员为终

端设定的接收到第二消息的时间点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终端上默认生效的时间点之

间的时间间隔，并将第一时长保存到主基站中。

例如，第一时间点为第 1000 子帧，预存的第一时长为 200 子帧，则第一发送时间点为

第 800 子帧。

需要说明的是，本步骤 604 与上述步骤 603 的执行顺序并无先后关系。

605 ：在第一发送时间点到达时，主基站向终端发送第二消息，第二消息包括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

例如，第一发送时间点为第 800 子帧，则在第 800 子帧到达时，主基站向终端发送第

二消息。

606 ：终端接收到主基站发送的第二消息后，根据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小区的

上下行子帧分配。

需要说明的是，终端接收到主基站发送的第二消息，并在经过第一时长后，开始按照

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与辅基站进行通信。

例如，第一时长为 200 子帧，则终端接收到主基站发送的第二消息，并在 200 子帧后，

开始按照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与辅基站进行通信。

607 ：在根据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后，终端向主基站发

送用于表示成功确定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的响应消息。

本实施例提供的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当对辅小区进行 TDD 配置时，能

够使得主基站主动为需要进行 TDD 配置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并向辅基站发送第一

消息，第一消息包括第一时间点、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向终端发送第

二消息，第二消息包括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使得辅基站和终端能够根

据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所述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本是实施例中，在辅基

站接收到主基站发送的第一消息，终端接收到主基站发送的第二消息，且辅基站和终端均

根据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后，完成对辅小区的 TDD 配置。

可见本实施例一方面，能够实现当终端的主小区和辅小区属于不同的基站时，完成对辅小

区的 TDD 配置。本实施例另一方面，由于预先设定了终端接收到第一消息的时间点到辅小

区的 TDD 配置信息生效的时间点之间的第一时长，故使得主基站能够根据第一时间点和第



一时长确定 向终端发送第二消息的第一发送 时间点，并在第一发送 时间点 向终端发送第二

消息，从而保证 了辅基站和终端上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生效时间的同步 。

实施例 6

参见 图 7，为本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流程 图，具体包括 :

70 1：主基站为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使主基站能够为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较为准确 的 TDD 配置信息，

上述步骤 70 1 还可 以替换为如下步骤 ：

70 1 ' ：辅基站 向主基站发送请求消息，所述请求消息包括辅小区下行缓冲区中的数据

量和终端上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 。

其 中，在步骤 70 之前 ，本实施还包括如下步骤 ：

辅基站接收终端发送 的缓冲区状态报告信息，根据缓冲 区状态报告信息确定终端上行

缓冲区中的数据量 ；

具体地 ，本步骤具体可 以通过如下方式实现 ：

辅基站接收与辅基站进行通信 的多个终端发送 的各 自最近一次缓冲 区状态报告信息，

并将多个终端发送 的各 自缓冲 区状态报告信息所包含 的数据量进行平均得到终端上行缓冲

区中的数据量 ；或者，

辅基站接收与辅基站进行通信 的任一终端发送 的多个缓冲区状态报告信息，并将多个

缓冲区状态报告信息所包含 的数据量进行平均得到终端上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 ；或者，

辅基站分别接收与辅基站进行通信 的多个终端发送 的多个缓冲区状态报告信息，并将

多个终端发送 的多个缓冲区状态报告信息所包含 的数据量进行平均得到终端上行缓冲 区中

的数据量 。

702 ' ：主基站接收辅基站发送 的请求消息，根据辅小区下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和终端

上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为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

其 中，本步骤 的具体实现方式 同上述步骤 602 ' 的具体实现方式，在此不再进行举例说

明。

702 ：主基站 向辅基站发送第一消息，第一消息包括第二时间点、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

息和辅小区的标识 。

其 中，第二时间点为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分别在辅基站和终端上生效的时间。

703 ：辅基站接收到主基站发送 的第一消息，并根据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小区

的上下行子帧分配 。



需要说 明的是 ，辅基站接收到主基站发送 的第一消息，并在第二时间点时，开始按照

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与终端进行通信 。

例如，第二时间点为第 100 子帧，则辅基站接收到主基站发送 的第一消息，并在第 100

子帧时，开始按照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与终端进行通信 。

704 ：主基站 向终端发送第一消息。

需要说明的是，本实施例 中，本步骤 704 还可 以在上述步骤 702 之前执行 ，也可 以与

上述步骤 702 同时执行 。

705 ：终端接收到主基站发送 的第一消息，并根据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小区的

上下行子帧分配 。

需要说 明的是 ，终端接收到主基站发送 的第一消息，并在第二时间点时，开始按照辅

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与辅基站进行通信 。

例如，第二时间点为第 100 子帧，则终端接收到主基站发送 的第一消息，并在第 100

子帧时，开始按照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与辅基站进行通信 。

706 ：在根据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后 ，终端 向主基站发

送用于表示成功确定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 的响应消息。

本实施例提供 的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 ，当对辅小区进行 TDD 配置时，能

够使得主基站主动为需要进行 TDD 配置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并 向终端发送第一消

息，第一消息包括第二时间点、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并 向辅基站发送

第一消息，使得辅基站和终端能够根据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

配 ；本是实施例 中，在辅基站和终端均接收到主基站发送 的第一消息，且辅基站和终端均

根据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后 ，完成对辅小区的 TDD 配置 。

可见本实施例一方面，能够实现 当终端 的主小区和辅小区属于不 同的基站 时，完成对辅小

区的 TDD 配置 。本实施例另一方面，由于主机 向辅基站和终端发送 的第一消息中均包含第

二时间点，故辅基站和终端均能够在第二时间点使得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生效，从而保

证 了辅基站和终端上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生效时间的同步 。

实施例 7

参见 图 8，为本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流程 图，具体包括 :

8 0 1：主基站为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使主基站能够为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较为准确 的 TDD 配置信息，

上述步骤 8 0 1 还可 以替换为如下步骤 ：



80 1 ' ：辅基站向主基站发送请求消息，所述请求消息包括辅小区下行缓冲区中的数据

量和终端上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

其中，在步骤 80 之前，本实施还包括如下步骤：

辅基站接收终端发送的缓冲区状态报告信息，根据缓冲区状态报告信息确定终端上行

缓冲区中的数据量；

具体地，本步骤具体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实现：

辅基站接收与辅基站进行通信的多个终端发送的各 自最近一次缓冲区状态报告信息，

并将多个终端发送的各 自缓冲区状态报告信息所包含的数据量进行平均得到终端上行缓冲

区中的数据量；或者，

辅基站接收与辅基站进行通信的任一终端发送的多个缓冲区状态报告信息，并将多个

缓冲区状态报告信息所包含的数据量进行平均得到终端上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或者，

辅基站分别接收与辅基站进行通信的多个终端发送的多个缓冲区状态报告信息，并将

多个终端发送的多个缓冲区状态报告信息所包含的数据量进行平均得到终端上行缓冲区中

的数据量。

802 ' ：主基站接收辅基站发送的请求消息，根据辅小区下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和终端

上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为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

其中，本步骤的具体实现方式同上述步骤 602 ' 的具体实现方式，在此不再进行举例说

明。

802 ：主基站向终端发送第一消息，第一消息包括第三时间点、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

和辅小区的标识。

其中，第三时间点为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终端上默认生效的时间。

803 ：终端接收到主基站发送的第一消息后，根据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小区的

上下行子帧分配。

需要说明的是，终端接收到主基站发送的第一消息，并在第三时间点时，开始按照辅

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与辅基站进行通信。

例如，第三时间点为第 1000 子帧，则终端接收到主基站发送的第一消息，并在第 1000

子帧时，开始按照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与辅基站进行通信。

804 ：在根据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后，终端向主基站发

送用于表示成功确定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的响应消息。

805 ：主基站确定第二发送时间点。



其中，第二发送时间点为主基站向辅基站发送第二消息的时间点，第二发送时间点为

第三时间点减去预存的第二时长得到的时间点。

在本方法中，在辅基站与终端进行通信之前，上述第二时长是由本领域技术人员为辅

基站设定的接收到第二消息的时间点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辅基站上默认生效的时间

点之间的时间间隔，并将第二时长保存在主基站中。

例如，第三时间点为第 1000 子帧，预存的第二时长为 200 子帧，则第二发送时间点为

第 800 子帧。

需要说明的是，本步骤 805 与上述步骤 803 的执行顺序并无先后关系。

806 ：在第二发送时间点到达时，主基站向辅基站发送第二消息，第二消息包括辅小区

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

例如，第二发送时间点为第 800 子帧，则在第 800 子帧到达时，主基站向辅基站发送

第二消息。

807 ：辅基站接收到主基站发送的第二消息，并根据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小区

的上下行子帧分配。

需要说明的是，辅基站接收到主基站发送的第二消息，并在第三时间点时，开始按照

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与终端进行通信。

例如，第三时间点为第 1000 子帧，则辅基站接收到主基站发送的第二消息，并在第 1000

子帧时，开始按照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与终端进行通信。

本实施例提供的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当对辅小区进行 TDD 配置时，能

够使得主基站主动为需要进行 TDD 配置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并向终端发送第一消

息，第一消息包括第三时间点、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向辅基站发送第

二消息，第二消息包括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使得辅基站和终端能够根

据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本是实施例中，在终端接收到主

基站发送的第一消息，辅基站接收到主基站发送的第二消息，且终端辅和基站均根据辅小

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后，完成对辅小区的 TDD 配置。可见本实

施例一方面，能够实现当终端的主小区和辅小区属于不同的基站时，完成对辅小区的 TDD

配置。本实施例另一方面，由于预先设定了辅基站接收到第一消息的时间点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生效的时间点之间的第二时长，故使得主基站能够根据第三时间点和第二时长确

定向辅基站发送第二消息的第二发送时间点，从而保证了辅基站和终端上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生效时间的同步。



实施例 8

参见 图 9，为本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主基站结构 图，主基站 900 包括：

接收单元 9 0 1，用于接收辅基站发送 的辅小区的时分双工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

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 由辅基站为辅小区确定，并将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

识发送给发送单元 902 ;

发送单元 902 ，用于接收上述接收单元发送 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

并 向终端发送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以使终端根据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

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 。

进一步地 ，上述接收单元 9 0 1，具体用于接收辅基站发送 的第一消息，第一消息包括：

第一时间点、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第一时间点用于指示主

基站 向终端发送第二消息的时间，并将第一消息发送给发送单元 902 ;

上述发送单元 902 ，具体用于接收上述接收单元 9 0 1 发送 的第一消息，并在第一时间点

到达时，向终端发送第二消息，第二消息包括：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 。

进一步地 ，上述接收单元 9 0 1，具体用于接收辅基站发送 的第一消息，第一消息包括：

第二时间点、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第二时间点为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分别在辅基站和终端上生效的时间，并 向发送单元发送第一消息；

上述发送单元 902 ，具体用于接收上述接收单元 9 0 1 发送 的第一消息，并在第二时间点

到达之前 ，向终端发送第一消息。

进一步地 ，参见 图 10，上述主基站还包括：

确定单元 903 ，用于在接收单元 9 0 1 接收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后 ，

确定第三时间点，并将第三时间点发送给发送单元 902 ;

其 中，第三时间点为接收单元 9 0 1 接收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的时

间点加上预存 的第一时长得到的时间点，第三时间点为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终端上默

认生效的时间，第一时长为终端接收到第二消息的时间点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终端

上默认生效时间点之 间的时间间隔；

上述发送单元 902 ，具体用于接收上述确定单元 903 发送 的第三时间点，并在第三时间

点达到之前 ，向终端发送第二消息，第二消息包括：第三时间点、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

和辅小区的标识 。

本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主基站 ，通过本实施例 ，对辅小区进行 TDD 配置时，使得主基站

能够接收辅基站发送 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并且主基站能够 向终端发

送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使得终端根据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



所述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本是实施例中，当终端接收到主基站发送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并根据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后，

完成对辅小区的 TDD 配置。可见通过本实施例一方面，能够实现当终端的主小区和辅小区

属于不同的基站时，完成对辅小区的 TDD 配置。另一方面，保证了辅基站和终端上的辅小

区的 TDD 配置信息生效时间的同步。

实施例 9

参见图 11，为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主基站结构图，主基站 1000 包括：

分配单元 100 1，用于为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时分双工 TDD 配置信息，并将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发送给上述发送单元 1002 ;

发送单元 1002 ，用于接收上述分配单元 100 1 发送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向辅基站

发送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并向终端发送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

区的标识，以使得辅基站和终端根据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

进一步地，上述发送单元 1002 ，具体用于向辅基站发送第一消息，第一消息包括：第

一时间点、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第一时间点为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

在辅基站上默认生效的时间；

进一步地，参见图 12，上述主基站，还包括：

第一确定单元 1003 ，用于确定第一发送时间点，并将第一时间点发送给上述发送单元

1002 ；

其中，第一发送时间点为第一时间点减去预存的第一时长得到的时间点，第一时长为

终端接收到第二消息的时间点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终端上默认生效时间点之间的时

间间隔；

上述发送单元 1002 ，还具体用于接收上述第一确定单元 1003 发送的第一时间点，并在

第一发送时间点到达时，向终端发送第二消息，第二消息包括：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

辅小区的标识。

进一步地，上述发送单元 1002 ，具体用于向辅基站发送第一消息，第一消息包括：第

二时间点、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第二时间点为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

分别在辅基站和终端上生效的时间，并向终端发送第一消息。

进一步地，上述发送单元 1002 ，具体用于向终端发送第一消息，第一消息包括：第三

时间点、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第三时间点为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分

别在辅基站和终端上生效的时间；



进一步地，参见图 13，上述主基站，还包括：

第二确定单元 1004 ，用于确定第二发送时间点，并向上述发送单元 1002 发送第二发送

时间点；

其中，第二发送时间点为第三时间点减去预存的第二时长得到的时间点，第二时长为

辅基站在接收到第二消息的时间点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辅基站上默认生效时间点之

间的时间间隔；

上述发送单元 1002 ，还具体用于接收上述第二确定单元 1004 发送的第二发送时间点，

并在第二发送时间点到达时，向辅基站发送第二消息，第二消息包括：辅小区的 TDD 配置

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

进一步地，参见图 14，上述主基站还包括：

接收单元 1005 ，用于接收辅基站发送的请求消息，请求消息包括辅小区下行缓冲区中

的数据量和终端上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并将请求消息发送给上述分配单元 100 1;

上述分配单元 100 1，具体用于接收上述接收单元 1005 发送的请求消息，并根据辅小区

下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和终端上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为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

息。

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主基站，通过本实施例，对辅小区进行 TDD 配置时，使得主基站

能够主动为需要进行 TDD 配置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并将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

辅小区的标识分别发送给辅基站和终端，使得辅基站和终端能够根据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

置信息确定所述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本是实施例中，当辅基站和终端均接收到主基

站发送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并均根据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

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后，完成对辅小区的 TDD 配置。可见本实施例一方面，能够实现当

终端的主小区和辅小区属于不同的基站时，完成对辅小区的 TDD 配置。另一方面，保证了

辅基站和终端上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生效时间的同步。

实施例 10

参见图 15，为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辅基站结构图，辅基站 1100 包括：

分配单元 110 1，用于为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时分双工 TDD 配置信息，并将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发送给发送单元 1102 ;

发送单元 1102，用于接收上述分配单元 110 1 发送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并向主基

站发送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以便于主基站将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 和



辅小区的标识发送给终端 ，以使终端根据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

分配 。

进一步地 ，发送单元 1 102 ，具体用于接收分配单元 1 10 1 发送 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

并 向主基站发送第一消息，第一消息包括：第一时间点、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

的标识 ，第一时间点用于指示主基站 向终端发送第二消息的时间，以便于主基站在第一时

间点到达时，向终端发送第二消息，第二消息包括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 。

进一步地 ，发送单元 1 102 ，具体用于接收分配单元 1 10 1 发送 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

并 向主基站发送第一消息，第一消息包括：第二时间点、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

的标识，第二时间点为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分别在辅基站和终端上生效的时间，以便于

主基站将第一消息发送给终端 。

本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辅基站 ，通过本实施例 ，对辅小区进行 TDD 配置时，使得辅基站

能够主动为辅基站下的需要进行 TDD 配置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并 向主基站发送辅

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从而使得主基站接收到辅基站发送 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后 ，能够 向终端发送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从

而终端能够根据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所述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 ；本是实施

例 中，当终端接收到主基站发送 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并根据辅小区

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后 ，完成对辅小区的 TDD 配置 。可见本实施

例一方面，能够实现 当终端 的主小区和辅小区属于不 同的基站时，完成对辅小区的 TDD 配

置 。另一方面，保证 了辅基站和终端上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生效时间的同步 。

实施例 1 1

参见 图 16，为本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辅基站结构 图，辅基站 1200 包括：

接收单元 120 1，用于接收主基站发送 的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的时分双工 TDD 配置信息和

辅小区的标识，以使辅基站根据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 。

进一步地 ，上述接收单元 120 1，还用于接收终端发送 的终端 的缓冲区状态报告信息，

并将缓冲区状态报告信息发送给确定单元 1202 ;

进一步地 ，接收单元 120 1，具体用于接收主基站发送 的第一消息，第一消息包括：第

一时间点、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第二时间点为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

在辅基站上默认生效的时间。

进一步地 ，参见 图 17，上述辅基站还包括：



确定单元 1202 ，用于接收上述接收单元 120 1 发送的缓冲区状态报告信息，根据缓冲区

状态报告信息确定终端上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并将终端上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发送给发

送单元；

发送单元 1203 ，用于接收确定单元 1202 发送的终端上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并向主基

站发送请求消息，请求消息包括辅小区下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和终端上行缓冲区中的数据

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辅基站，通过本实施例，对辅小区进行 TDD 配置时，使得辅基站

能够接收主基站发送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并根据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

置信息确定所述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本是实施例中，当辅基站和终端均接收到主基

站发送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并均根据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辅

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后，完成对辅小区的 TDD 配置。可见本实施例一方面，能够实现当

终端的主小区和辅小区属于不同的基站时，完成对辅小区的 TDD 配置。另一方面，保证了

辅基站和终端上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生效时间的同步。

参见图 18，为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系统结构图，包括：

终端 1300 、上述实施例 8 的主基站 900 和上述实施例 10 的辅基站 1100 ;

参见图 19，为本实施例提供的另一种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系统结构图，包括:

终端 1300 、上述实施例 9 的主基站 1000 和上述实施例 11 的辅基站 1200 。

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系统，通过本系统，当对辅小区进

行 TDD 配置时，使得辅基站能够主动为辅基站下的需要进行 TDD 配置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

置信息，并向主基站发送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从而主基站接收到辅基

站发送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并能够向终端发送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

息和辅小区的标识，使得终端根据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所述辅小区的上下行子

帧分配；或者，由主基站主动为需要进行 TDD 配置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并将辅小

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辅小区的标识分别发送给辅基站和终端，使得辅基站和终端能够根据

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所述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本实施例中，当辅基站和

终端均获取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并根据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所述辅小区

的上下行子帧分配后，完成对辅小区的 TDD 配置。可见通过本实施例，能够实现当终端的

主小区和辅小区属于不同的基站时，完成对辅小区的 TDD 配置。



通过 以上的实施方式的描述 ，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可 以清楚地 了解到本发明可借助软

件加必需的通用硬件 的方式来实现 ，当然也可 以通过硬件 ，但很多情况下前者是更佳 的实

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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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存储在可读取 的存储介质 中，如计算机

的软盘 ，硬盘或光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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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方法 。

以上所述 ，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 限于此 ，任何熟

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 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换 ，都应涵盖

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因此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 以所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

主基站接收辅基站发送 的辅小区的时分双工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所述辅

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 由所述辅基站为所述辅小区确定；

所述主基站 向终端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以使所述终端

根据所述 TDD 配置信息确定所述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 。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主基站接收辅基站发送 的所述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

识包括：

所述主基站接收辅基站发送 的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包括 ：第一时间点、所述辅基站

下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所述第一时间点用于指示所述主基站 向所

述终端发送第二消息的时间；

所述主基站 向终端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包括：

在第一时间点到达时，主基站 向终端发送第二消息，所述第二消息包括 ：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 。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主基站接收辅基站发送 的所述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

识包括：

所述主基站接收辅基站发送 的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包括 ：第二时间点、所述辅基站

下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所述第二时间点为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

信息分别在所述辅基站和终端上生效的时间；

所述主基站 向终端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包括：

在第二时间点到达之前，主基站 向终端发送所述第一消息。

4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在所述主基站 向终端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之前 ，还包括：

所述主基站在接收到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后 ，确定第三时间

点；

其 中，所述第三时间点为所述主基站接收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

识的时间点加上预存 的第一时长得到的时间点，所述第三时间点为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

息在所述终端上生效的时间，所述第一时长为所述辅基站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 和



所述辅小区的标识的时间点到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所述辅基站上默认生效的时间点

之 间的时间间隔；

所述主基站 向终端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包括：

在所述第三 时间点达到之前 ，所述主基站 向终端发送第二消息，所述第二消息包括 ：第

三时间点、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 。

5、一种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

辅基站为所述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时分双工 TDD 配置信息；

所述辅基站 向主基站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以便于所述

主基站将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发送给终端 ，以使所述终端根据所

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所述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 。

6、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辅基站 向主基站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以便于所述

主基站将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发送给终端 ，包括：

辅基站 向主基站发送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包括：第一时间点、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

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所述第一时间点用于指示所述主基站 向所述终端发送第二消息

的时间，以便于所述主基站在第一时间点到达时，向终端发送第二消息，所述第二消息包括

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 。

7、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辅基站 向主基站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以便于所述

主基站将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发送给终端 ，包括：

辅基站 向主基站发送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包括：第二时间点、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

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所述第二时间点为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分别在所述辅基

站和终端上生效的时间，以便于所述主基站将所述第一消息发送给终端 。

8、一种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

主基站为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时分双工 TDD 配置信息；

所述主基站 向辅基站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并 向终端发

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以使得所述辅基站和所述终端根据所述

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所述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 。

9、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主基站 向辅基站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包括 ：



所述主基站 向辅基站发送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包括：第一时间点、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所述第一时间点为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所述辅基站

上生效的时间；

在所述主基站 向终端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之前 ，还包括：

所述主基站确定第一发送时间点；

其 中，所述第一发送时间点为所述第一时间点减去预存 的第一时长得到的时间点，所述

第一时长为所述终端接收到第二消息的时间点到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所述终端上默

认生效时间点之 间的时间间隔；

所述主基站 向终端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包括：

在所述第一发送时间点到达时，所述主基站 向终端发送第二消息，所述第二消息包括：

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 。

10、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主基站 向辅基站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包括：

所述主基站 向辅基站发送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包括：第二时间点、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所述第二时间点为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分别在所述辅

基站和终端上生效的时间；

所述主基站 向终端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包括：

所述主基站 向终端发送所述第一消息。

11、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主基站 向终端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包括：

所述主基站 向终端发送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包括：第三时间点、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所述第三时间点为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分别在所述辅

基站和终端上生效的时间；

在所述主基站 向辅基站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之前 ，还包

括：

所述主基站确定第二发送时间点；

其 中，所述第二发送时间点为所述第三时间点减去预存 的第二时长得到的时间点，所述

第二时长为所述辅基站在接收到第二消息的时间点到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所述辅基

站上默认生效时间点之 间的时间间隔；

所述主基站 向辅基站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包括 ：



在所述第二发送时间点到达时，所述主基站 向辅基站发送第二消息，所述第二消息包括 :

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 。

12、根据权利要求 8 - 1 1 任一项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在所述主基站为辅基站下的辅

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之前 ，还包括：

所述主基站接收所述辅基站发送 的请求消息，所述请求消息包括所述辅小区下行缓冲区

中的数据量和终端上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 ；

所述主基站为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包括：

所述主基站根据所述辅小区下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和终端上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为辅基

站下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

13、一种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

辅基站接收主基站发送 的所述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的时分双工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

的标识，以使所述辅基站根据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所述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 。

14、根据权利要求 13 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辅基站接收主基站发送 的所述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

识，包括：

辅基站接收主基站发送 的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包括：第一时间点、所述辅基站下的

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所述第一时间点为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

在所述辅基站上生效的时间。

15、根据权利要求 13 或 14 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在所述辅基站接收主基站发送 的

所述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之前 ，还包括：

所述辅基站接收终端发送 的缓冲区状态报告信息；

所述辅基站根据所述缓冲区状态报告信息确定终端上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 ；

所述辅基站 向所述主基站发送请求消息，所述请求消息包括所述辅小区下行缓冲区中的

数据量和终端上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 。

16、一种主基站 ，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收单元，用于接收辅基站发送 的辅小区的时分双工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

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 由所述辅基站为所述辅小区确定，并将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

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发送给发送单元；



发送单元，用于接收所述接收单元发送 的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

识，并 向终端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以使所述终端根据所述

TDD 配置信息确定所述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 。

17、根据权利要求 16 所述 的主基站 ，其特征在于，

所述接收单元，具体用于接收辅基站发送 的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包括：第一时间点、

所述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所述第一时间点用于指示所述

主基站 向所述终端发送第二消息的时间，并将所述第一消息发送给所述发送单元；

所述发送单元，具体用于接收所述接收单元发送 的所述第一消息，并在第一时间点到达

时，向终端发送第二消息，所述第二消息包括：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

标识。

18、根据权利要求 16 所述 的主基站 ，其特征在于，

所述接收单元，具体用于接收辅基站发送 的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包括：第二时间点、

所述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所述第二时间点为所述辅小区

的 TDD 配置信息分别在所述辅基站和终端上生效的时间，并 向所述发送单元发送所述第一消

息；

所述发送单元，具体用于接收所述接收单元发送 的所述第一消息，并在第二时间点到达

之前，向终端发送所述第一消息。

19、根据权利要求 16 所述 的主基站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确定单元，用于在所述接收单元接收到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

后 ，确定第三时间点，并将所述第三时间点发送给所述发送单元；

其 中，所述第三时间点为所述接收单元接收到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

的标识的时间点加上预存 的第一时长得到的时间点，所述第三时间点为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

置信息在所述终端上生效的时间，所述第一时长为辅基站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

所述辅小区的标识的时间点到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所述辅基站上默认生效时间点之

间的时间间隔；

所述发送单元，具体用于接收所述确定单元发送 的所述第三 时间点，并在所述第三 时间

点达到之前 ，向终端发送第二消息，所述第二消息包括：第三时间点、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

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 。

20、一种辅基站 ，其特征在于，包括：



分配单元，用于为所述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时分双工 TDD 配置信息，并将所述辅小区

的 TDD 配置信息发送给发送单元；

发送单元，用于接收所述分配单元发送 的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并 向主基站发送

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以便于所述主基站将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

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发送给终端 ，以使所述终端根据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

所述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 。

2 1、根据权利要求 20 所述 的辅基站 ，其特征在于，

所述发送单元，具体用于接收所述分配单元发送 的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并 向主

基站发送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包括：第一时间点、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

小区的标识 ，所述第一时间点用于指示所述主基站 向所述终端发送第二消息的时间，以便于

所述主基站在第一时间点到达时，向终端发送第二消息，所述第二消息包括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 。

2 2、根据权利要求 20 所述 的辅基站 ，其特征在于，

所述发送单元，具体用于接收所述分配单元发送 的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并 向主

基站发送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包括：第二时间点、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

小区的标识，所述第二时间点为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分别在所述辅基站和终端上生效

的时间，以便于所述主基站将所述第一消息发送给终端 。

2 3、一种主基站 ，其特征在于，包括：

分配单元，用于为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时分双工 TDD 配置信息，并将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发送给发送单元；

发送单元，用于接收所述分配单元发送 的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向辅基站发送所

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并 向终端发送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

所述辅小区的标识，以使得所述辅基站和所述终端根据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所述

辅小区的上下行子帧分配 。

24、根据权利要求 2 3 所述 的主基站 ，其特征在于，

所述发送单元，具体用于 向辅基站发送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包括：第一时间点、所

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所述第一时间点为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

息在所述辅基站上生效的时间；

所述主基站 ，还包括：

第一确定单元，用于确定第一发送时间点，并将所述第一时间点发送给所述发送单元；



其中，所述第一发送时间点为所述第一时间点减去预存的第一时长得到的时间点，所述

第一时长为所述终端接收到第二消息的时间点到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所述终端上默

认生效时间点之间的时间间隔；

所述发送单元，还具体用于接收所述第一确定单元发送的所述第一时间点，并在所述第

一发送时间点到达时，向终端发送第二消息，所述第二消息包括：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

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

25、根据权利要求 23 所述的主基站，其特征在于，

所述发送单元，具体用于向辅基站发送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包括：第二时间点、所

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所述第二时间点为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

息分别在所述辅基站和终端上生效的时间，并向终端发送所述第一消息。

26、根据权利要求 23 所述的主基站，其特征在于，

所述发送单元，具体用于向终端发送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包括：第三时间点、所述

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所述第三时间点为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

分别在所述辅基站和终端上生效的时间；

所述主基站，还包括：

第二确定单元，用于确定第二发送时间点，并向所述发送单元发送所述第二发送时间点；

其中，所述第二发送时间点为所述第三时间点减去预存的第二时长得到的时间点，所述

第二时长为所述辅基站在接收到第二消息的时间点到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在所述辅基

站上默认生效时间点之间的时间间隔；

所述发送单元，还具体用于接收所述第二确定单元发送的所述第二发送时间点，并在所

述第二发送时间点到达时，向辅基站发送第二消息，所述第二消息包括：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

27、根据权利要求 23-26 任一项所述的主基站，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接收单元，用于接收所述辅基站发送的请求消息，所述请求消息包括所述辅小区下行缓

冲区中的数据量和终端上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并将所述请求消息发送给所述分配单元；

所述分配单元，具体用于接收所述接收单元发送的请求消息，并根据所述辅小区下行缓

冲区中的数据量和终端上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为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确定 TDD 配置信息。

28、一种辅基站，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收单元，用于接收主基站发送的所述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的时分双工 TDD 配置信息和所

述辅小区的标识，以使所述辅基站根据所述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确定所述辅小区的上下行

子帧分配。

29、根据权利要求 28 所述的辅基站，其特征在于，

所述接收单元，具体用于接收主基站发送的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包括：第一时间点、

所述辅基站下的辅小区的 TDD 配置信息和所述辅小区的标识，所述第一时间点为所述辅小区

的TDD 配置信息在所述辅基站上生效的时间。

30、根据权利要求 28 或 29 所述的辅基站，其特征在于，

所述接收单元，还用于接收终端发送的终端的缓冲区状态报告信息，并将所述缓冲区状

态报告信息发送给确定单元；

所述辅基站，还包括：

确定单元，用于接收所述接收单元发送的所述缓冲区状态报告信息，根据所述缓冲区状

态报告信息确定终端上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并将终端上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发送给发送单

元；

发送单元，用于接收所述确定单元发送的终端上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并向所述主基站

发送请求消息，所述请求消息包括所述辅小区下行缓冲区中的数据量和终端上行缓冲区中的

数据量。

31、一种实现辅小区的时分双工配置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终端、权利要求 16- 19

任一项所述的主基站和权利要求 20-22 任一项所述的辅基站；或者，

终端、权利要求 23-27 任一项所述的主基站和权利要求 28-30 任一项所述的辅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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