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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OFDM/OFDMA系统中小小区发现

以及RSRP/RSRQ测量的方法。引入具有低传输功

率频率的DRS以支持短时间内小小区发现，多个

小小区发现以及多个小小区的精确测量。DRS包

含一个或者多个参考信号类型，其中具有包含时

序以及频率同步、小区检测、RSRP/RSSI/RSRQ测

量以及干扰移除(mitigation)的功能。RE静音配

置用于DRS以减少数据对DRS的干扰级别，以用于

多个小小区的发现以及RSRP/RSRQ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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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发现参考信号传送方法，包含：

透过基站，在一个时隙集合中多个时域正交频分多路复用OFDM符号上分配一组资源粒

子，用于传送对应一组发现参考信号；以及

传送配置信息给多个用户设备，其中该配置信息包含发现参考信号时间段、发现参考

信号周期以及用于多个小小区的该组资源粒子的资源粒子静音样式，以及该发现参考信号

用于该多个用户设备进行小小区发现，该配置信息指示是否将资源粒子静音应用于该组资

源粒子中的每个资源粒子。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现参考信号传送方法，其特征在于，该发现参考信号包含小区

特定参考信号、信道状态信息参考信号以及定位参考信号至少其中之一。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发现参考信号传送方法，其特征在于，该发现参考信号进一步包

含同步信号。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现参考信号传送方法，其特征在于，该发现参考信号占据一个

或者多个子帧，以及其中该发现参考信号以实质上比一个无线帧更长的周期传送。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现参考信号传送方法，其特征在于，该组资源粒子分为第一子

集合以及第二子集合，其中在该第一子集合的资源粒子不用于发现参考信号传输，以及部

分或者全部静音，以及在该第二子集合的资源粒子不静音。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现参考信号传送方法，其特征在于，该资源粒子静音，包含零

功率传输的数据以及具有减少功率传输的数据。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现参考信号传送方法，其特征在于，更多资源粒子静音被用于

小区，如果平均小区负载为高，以及如果平均小区负载为低则对该小区应用更少资源粒子

静音。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现参考信号传送方法，其特征在于，控制信道不应用资源粒子

静音，以及如果与其他参考信号碰撞则不应用资源粒子静音。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现参考信号传送方法，其特征在于，该基站透过协作而在不同

小区中分配资源粒子静音样式。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现参考信号传送方法，其特征在于，不同小区中该资源粒子

静音样式透过该多个小区的物理小区识别符而分配。

11.一种发现参考信号传送方法，包含：

从基站在一组时隙中多个时域正交频分多路复用OFDM符号上对应一组资源粒子上传

送一组发现参考信号，其中该发现参考信号用于用户设备进行小小区发现；

获得配置信息，该配置信息包含发现参考信号时间段、发现参考信号周期以及该组资

源粒子的资源粒子静音样式；

在该组资源粒子中第一子集合上的数据传输应用资源粒子静音，其中该第一子集合不

用于发现参考信号传输；以及

在该组资源粒子的第二子集合上应用全功率数据传输。

12.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发现参考信号传送方法，其特征在于，该发现参考信号包含小

区特定参考信号，信道状态信息参考信号以及定位参考信号至少其中之一。

13.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发现参考信号传送方法，其特征在于，该发现参考信号进一步

包含同步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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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发现参考信号传送方法，其特征在于，该发现参考信号占据一

个或者多个子帧，以及其中该发现参考信号以实质上比一个无线帧更长的周期传送。

15.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发现参考信号传送方法，其特征在于，该第一子集合资源粒子

属于该多个时域OFDM符号中的第一子集合，以及其中第二子集合资源粒子属于该多个时域

OFDM符号的第二子集合。

16.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发现参考信号传送方法，其特征在于，该资源粒子静音包含具

有零功率传输的数据以及具有降低的功率传输的数据。

17.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发现参考信号传送方法，其特征在于，如果平均小区负载为

高，则更多资源粒子静音被应用于一个小区，如果该平均小区负载为低，则应用更少资源粒

子静音。

18.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发现参考信号传送方法，其特征在于，控制信道不应用资源粒

子静音，以及如果与其他参考信号碰撞则不应用资源粒子静音。

19.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发现参考信号传送方法，其特征在于，该基站从另一个协调宏

基站接收该资源粒子静音。

20.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发现参考信号传送方法，其特征在于，不同小区中的该资源粒

子静音样式基于物理小区识别符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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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DM/OFDMA系统中用于小小区发现参考信号传送方法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2] 本申请依据35U.S.C.§119要求2013年9月27日递交的，申请号为61/883,336标题

为“OFDM/OFDMA系统中小小区发现以及测量方法(Methods  of  Discovery  and 

Measurements  for  Small  Cells  in  OFDM/OFDMA  Systems)”,以及2014年3月21日递交的

申请号为61/968,491，标题为“OFDM/OFDMA系统中小小区发现以及测量方法(Methods  of 

Discovery  and  Measurements  for  Small  Cells  in  OFDM/OFDMA  Systems)”的US临时申

请的优先权，上述申请的标的在此合并作为参考。

技术领域

[0003] 本发明所揭露实施例一般有关于正交频分多路复用(OFDM)/正交频分多址

(OFDMA)，更具体地，有关于OFDMOFDMA系统中用于小小区(small  cell)的发现(discovery)

以及测量(measurement)。

背景技术

[0004] 在3GPP长期演进(Long-Term  Evolution，LTE)网络中，E-UTRAN包含多个与多个移

动台通信的基站，例如eNB，其中移动台称作用户设备UE。由于正交频分多址(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OFDMA)对于多径衰落的稳健性，更高频谱效率

(spectral  efficiency)以及频宽伸缩性(scalability)，选择OFDMA作为LTE  DL无线接入

方案。DL中的多接入透过为独立的用户基于他们的现存信道条件而分配系统频宽的多个子

频带(即，子载波组，标记为资源区块(Resource  Block，RB)而达到。

[0005] 在3GPP  R11LTE系统中，时域(time-domain)静音(muting)方案与干扰消除

(cancellation)接收机一起用于小区之间干扰协调(coordination)/消除，以使能微微小

区(picocell)的小区范围扩展(extension)，以得到异构网络(heterogeneous  network，

HetNet)中从宏小区的更好地移动数据分流(offloading)，其中部署有共享相同频带的宏

小区以及微微小区。此外，协作多点(coordinated  multi-point，CoMP)运作也被使能以在

Hetnet中在多个基站之间提供具有更紧凑协作的更多系统吞吐量(throughput)增益

(gain)。对于系统吞吐量的进一步改进，移动网络中小小区的广泛部署被看做是有希望的

技术以及3GPP  R12LTE系统中的特征。小小区一般包含在许可(licensed)频带内的微微小

区，热点(hotspot)，家庭基站(femtocell)以及微小区(microcell)，以及未许可(non-

licensed)频带内的WiFi接入点(AP)。

[0006] 不像从一千米到几千米的覆盖半径的宏小区，小小区为运作在或者许可频谱，或

者未许可频谱的低功率无线接入节点，具有从几十到几百米的覆盖半径。由于智能手机的

普及，对于更多系统吞吐量而出现的需求，透过在许可频带的频谱效能提高，或者未许可频

带中移动数据分流，很多移动网络运营商渴望寻求提高可用无线频谱的利用效能。作为无

线频谱利用效能中提供有希望增益的技术，近几年中，小小区部署从移动网络运营商收到

广泛关注，以及3GPP正在计划在下一版本的LTE系统中使能小小区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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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3GPP版本12LTE系统中，使能许可频带中小小区部署的技术将会集中在RAN工作

组。由于3.5G频带可能获得，其为小小区使能了非同信道(non-cochannel)部署的可能性，

以减轻宏小区以及小小区之间的干扰问题。作为被考虑的场景之一，由于切换导致的，移动

管理的信令开销以及时间无线接入中断，可以透过指定频带用于宏小区的部署作为移动性

层(mobility  layer)，以及将其他频带用于小小区部署的容量层(capacity  layer)，而得

到提高。除了非同信道部署，有关小区之间干扰协调/消除技术也被考虑以及评估用于同信

道部署。

[0008] 具有大量小小区部署，需要新技术解决协议以及物理层中的可能问题，例如移动

性管理，小区之间干扰处理(handling)，开/关(on/off)小小区运作等等。此外，如何使能具

有有限影响的既有小区的平滑迁移(migration)也是重要问题之一。用于有效小小区发现

的技术为评估以及研发的多个技术之一。

[0009] 为了支持小小区开/关运作，以缓和由于小区特定参考信号(cell-specific 

reference  signal，CRS)以及多个小小区之间的负载移动(shift)而导致的小区之间干扰，

需要在有限时间之内的多个小小区的发现，以及3GPP中提出发现参考信号(Discovery 

Reference  Signal，DRS)在以使能小小区的发现。用于发现信号设计的候选解决方案之一

是，重用(reuse)现存参考信号设计。但是，他们受到高的小区之间干扰等级，或者大参考信

号开销的影响。此外，小小区之间的时序/频率同步偏移也影响着使用一些现存参考信号设

计的小小区检测以及测量的效能。因此，当现存参考信号设计重用于小小区发现时，需要增

强以解决前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10] OFDM/OFDMA系统中小小区发现以及参考信号接收功率(RSRP)/参考信号接收质量

(RSRQ)测量方法被提出。引入具有低传输频率的发现参考信号(Discovery  Reference 

Signal，DRS)以支持短时间内的小小区检测，多个小小区发现，以及多个小小区的精确测

量。DRS由一个或者多个参考信号类型组成，其中上述参考信号类型具有包含时序以及频率

同步、小区检测、RSRP/接收信号强度指示(RSSI)/RSRQ测量以及干扰移除(mitigation)的

功能。资源粒子(Resource  Element，RE)静音被配置用于DRS以减少数据对DRS的干扰级别，

从而用于小小区的发现以及RSRP/RSRQ测量。

[0011] 第一新颖方面中，基站在一组时隙或者一组子帧中的多个时域OFDM符号上收集一

组RE，用于传送来自多个小小区的一组DRS。基站传送配置信息给多个UE。配置信息包含有

关用于多个小小区的该组RE的DRS时间段(duration)、DRS周期以及RE静音样式(pattern)

的信息。在一个实施例中，DRS包含小区特定参考信号(Cell-specific  Reference  Signal，

CRS)、信道状态信息参考信号(Channel  State  Information  Reference  Signal，CSI-RS)、

定位参考信号(Positioning  Reference  Signal，PRS)以及同步信号(PSS/SSS)至少其中之

一。

[0012] 第二新颖方面中，基站在一组时隙或者子帧中多个时域OFDM符号上，对应一组RE

上，传送一组发现参考信号(DRS)。基站获得DRS配置信息，DRS配置信息包含DRS时间段、DRS

周期以及该组RE的RE静音样式。基站将RE静音用于该组RE中第一子集合RE上的数据传输，

其中该第一子集合(subset)RE不用于DRS传输。基站在第二子集合RE上应用全功率(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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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数据传输。RE静音样式可以基于小区负载决定，以及在控制信道或者当与其他既有

参考信号碰撞时不应用RE静音。RE静音样式可以从另一个基站接收或者基于物理小区识别

符(physical  cell  ID，PCI)而决定。在一个实施例中第一子集合RE属于多个时域OFDM符号

的第一子集合，以及第二子集合RE属于多个时域OFDM符号的第二子集合。

[0013] 在第三新颖方面中，UE在一组时隙中的多个时域OFDM符号上对应一组RE上接收一

组DRS。UE获得DRS配置信息。基于该配置信息，UE使用DRS  RE的子集合实施同步以及小区检

测。UE基于该配置信息，使用另一子集合的DRS  RE而实施测量。在一个实施例中，UE在第一

子集合时域OFDM符号上实施第一测量以获得第一计量(metric)，以及该UE在第二子集合时

域OFDM符号上实施第二测量以获得第二计量。第一计量为RSRP，以及RE静音应用于时域

OFDM符号的第一子集合中，没有用于DRS传输的一个子集合RE上。第二计量为RSSI，以及RE

静音不应用时域OFDM符号的第二子集合上。在一个实施例中，DRS时间段持续一个或者多个

子帧，以及DRS以实质上比一个无线帧(radio  frame)更长的周期被传送。UE在单一DRS时间

段中实施同步、小区检测以及测量。

[0014] 在下面详细描述中介绍其他实施例以及有益效果。发明内容不用于定义本发明。

本发明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为准。

附图说明

[0015] 附图中，相同数字表示相似元件，用于说明本发明的实施例。

[0016] 图1A为根据一个新颖方面具有微小区以及小小区的异构网络部署示意图。

[0017] 图1B为基于OFDMA  DL的3GPP  LTE系统中，具有正常以及扩展CP的子帧结构的两个

例子示意图。

[0018] 图2A为使用DRS的小小区发现示意图。

[0019] 图2B为不同DRS设计考虑，其中RE静音用于增强小区发现以及测量。

[0020] 图3A为实施同步，小区检测以及测量以用于小小区的UE的示意图。

[0021] 图3B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基站以及UE的简化方块示意图。

[0022] 图4为用于小小区发现以及测量的DRS设计的第一实施例示意图。

[0023] 图5为用于小小区发现以及测量的DRS设计的第二实施例的示意图。

[0024] 图6为用于小小区发现以及测量的DRS设计的第三实施例的示意图。

[0025] 图7为用于小小区发现以及测量的DRS设计的第四实施例的示意图。

[0026] 图8为用于小小区发现以及测量的DRS设计的第五实施例的示意图。

[0027] 图9为用于小小区发现以及测量的DRS设计的第六实施例的示意图。

[0028] 图10为用于小小区发现以及测量的DRS设计的第七实施例的示意图。

[0029] 图11为用于小小区发现以及测量的DRS设计的第八实施例的示意图。

[0030] 图12为用于小小区发现以及测量的DRS设计的第九实施例的示意图。

[0031] 图13为用于小小区发现以及测量的DRS设计的第十实施例的示意图。

[0032] 图14为用于小小区发现以及测量的DRS设计的第十一实施例的示意图。

[0033] 图15为根据一个新颖方面，从eNB角度用于DRS的资源分配以及配置方法流程图。

[0034] 图16为根据一个新颖方面，从eNB角度小小区发现以及测量的方法流程图。

[0035] 图17为根据一个新颖方面，从UE角度小小区发现以及测量的方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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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6] 详细参考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参考附图说明本发明的例子。

[0037] 图1A为根据一个新颖方面，部署有微小区以及小小区的异构网络(HetNet)100的

示意图。Hetnet  100为3GPP  LTE移动通信网络，包含用户设备UE101、宏基站MeNB102以及多

个小基站SeNB103、SeNB104以及SeNB105。在基于OFDMA  DL的3GPP  LTE系统中，无线资源分

为无线帧，每一个包含10个子帧。每一个子帧具有1ms的时间长度以及包含两个时隙，每一

个时隙具有正常CP情况下的7个OFDMA符号，以及扩展CP情况下的6个OFDMA符号。每一个

OFDMA符号进一步依赖于系统频宽而包含多个OFDMA子载波。资源栅格(resource  grid)的

基础单元称作RE，其分布在一个OFDMA符号上的OFDMA子载波上。物理资源区块(Physical 

Resource  Block，PRB)包含频域的12个子载波，以及时域中的一个时隙，其中包含正常CP情

况下的84个RE，以及扩展CP情况下的72个RE。位于相同频域位置的两个PRB分布在一个子帧

中的不同时隙，叫做PRB对。图1B给出基于OFDMA  DL正常以及扩展CP的子帧结构的两个例

子。

[0038] 当UE在一个小区中被打开(turn  on)，或者切换到一个小区，在进行(conduct)随

机接入过程以获得RRC层连接，其实施DL同步以及系统信息(system  information)获取

(acquisition)。DL同步由UE使用主要以及次要同步信号(primary  and  secondary 

synchronization  signal，简写做PSS以及SSS)而实施，以在小区的基站和UE之间同步载波

频率以及将OFDM符号。进一步的频率以及时序精确调整(fine-tune)或者追踪(tracking)

由UE使用小区特定参考信号(CRS)而连续实施。CRS是一种公共导频，其总在每个时隙中整

个信道频宽内传送，无论是否有数据传输。当有数据传输，即使MIMO预先编码被应用，CRS不

使用MIMO预编码器而预编码，所以当有预编码信息提供给UE时，CRS也可以用于相干

(coherent)数据解调。除了CRS，UE特定参考信号(DMRS)，其为一种专用(dedicated)导频，

也在R8/9/10/11LTE系统中规定。与CRS相比，DMRS只在有数据传输的无线资源中传送，以及

与用于特定UE的数据音调(tone)一起使用相同MIMO预编码器，如果MIMO预编码被应用以及

主要用于相干数据解调。

[0039] 在UE获得DL同步之后，系统信息获取是获得用于随机接入以及连接/服务设定的

必要信息的下一个步骤。为了在传输开销以及连接延迟之间的最好平衡，系统信息在LTE系

统中分为几个区块，每一个具有不同周期。主要信息区块(Master  information  block，

MIB)是系统信息区块之一，以及包含DL小区频宽，系统帧号(System  Frame  Number，SFN)，

物理HARQ指示信道(Physical  HARQ  Indicator  Channel，PHICH)，配置以及传送天线端口

的号码的信息。MIB承载在物理广播信道(Physical  Broadcast  Channel，PBCH)中，PBCH具

有四个无线帧的固定周期，在每个无线帧中传送。在获得MIB之后，UE能够获得系统信息区

块SIB1，以及用于进一步系统设定的其他SIB。SIB1以及其他SIB承载在物理下行链路共享

信道(Physical  Downlink  Shared  Channel，PDSCH)中，PDSCH透过物理下行链路控制信道

(PDCCH)而被调度。SIB1以八个无线帧的固定周期每隔二个(every  second)无线帧而传送，

而其他SIB具有在SIB1中配置的不同周期。

[0040] 在小小区部署中，热点(hotspot)以及热区(hotzone)是可能场景。在LTE版本12

中，hotzone场景为焦点，以及hotzone中的稀疏和密集小小区部署被考虑用于不同流量密

度需求。对于无处不在的(ubiquitous)覆盖范围，也考虑室内和室外小小区部署。既然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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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可能在hotzone中随着时间和地点而不同(例如，在白天时间办公室建筑中更多用户以

及在晚上更少用户；商场中商店促销时更高用户密度)，小小区开/关运作以及小小区之间

的负载均衡可能需要用于网络功效、干扰控制以及更高用户输出。

[0041] 为了支持未激活状态的小小区的发现(即，没有或者有限信号传输的状态)以及具

有最强接收信号强度用于用户，不是相同小小区的小小区(例如，具有第二，第三或者第四

强接收信号强度的小小区)，特定参考信号，称作发现参考信号(Discovery  Reference 

Signal，DRS)可能是需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引入非激活状态给小小区，以减少没有数据传

输的CRS信号的传输导致的小小区之间的小区之间(inter-cell)干扰。从小小区之间干扰

的角度，相比于CRS倾向引入具有更少传输频率的DRS。对于UE的功效，倾向引入在短时间内

UE所使用的能够发现小小区的DRS。对于小小区之间的负载均衡，倾向于DRS支持多个小小

区的发现以及精确测量。测量可能包含参考信号接收功率(RSRP)、参考信号接收品质

(RSRQ)、信道状态信息(CSI)以及其他新测量计量。请继续参考图1A，UE101首先与MeNB102

建立RRC连接以及接收与DRS传输相关的配置信息以用于小小区。在获取DRS配置信息之后，

然后UE101能够基于来自SeNB的DRS而实施小小区发现以及测量。

[0042] DRS的整体目标可以总结如下。第一，DRS具有低传输频率。第二，DRS支持短时间内

小小区的检测。第三，DRS支持多个小小区的发现。第四，DRS支持多个小小区的精确测量。

DRS可以包含一个或者多个参考信号类型，每一个参考信号类型用于一个或者多个目的。为

了最小化对于UE实作的影响，重用(reuse)或者修改现存参考信号被倾向用于小小区发现

中的DRS设计。图1B给出具有正常CP的子帧中DRS110的例子。DRS110包含现存参考信号，包

含用于同步的PSS/SSS导频模式，用于RSRQ测量的天线端口0CRS导频样式，用于RSRP测量的

具有RE静音的天线端口15CSI-RS导频样式。

[0043] 图2A为使用DRS的小小区发现示意图。与用于小区检测、RRM/CSI测量以及解调的

参考信号相比，DRS的传输周期可以更长。如图2A所示，DRS在多个不同小小区SC#0、SC#1以

及SC#2之间，以同步方式，以100ms的周期传送。具有这个设计，参考信号开销、由于参考信

号引起的干扰，以及用于小区检测以及UE测量所消耗的UE功率可以大大减少。

[0044] 但是，既然CRS重用在DRS中，由于CRS的频率复用率为一(frequency-reuse-one)

利用，现存CRS承受大的小区之间干扰虽然频率复用率为一利用最小化开销，其需要长时间

平均，以获得测量或者检测精确性的需求。没有CRS的任何替代，其不能适合DRS的设计考

虑。被观察到，RSRP测量效能在平均小区负载降低时而被提高。从图2A，可以看出，CRS承受

两种干扰-1)CRS干扰，如箭头201所描述的来自相邻小区的CRS干扰，以及2)箭头202所描述

的来自相邻小区的数据干扰。具有CSR干扰消除技术，来自相邻小区的CRS干扰可以最小化

以及唯一剩余的干扰是来自相邻小区的数据干扰。因此，当小小区层中平均小区负载降低

时，来自相邻小区的数据干扰降低以及RSRP测量效能提高。但是，不确定的是，小小区层中

平均小区负载总是小的以保证用于精确RSR平测量的最小数据干扰。

[0045] 根据一个新颖方面，RE静音技术被利用与获得相同人工效果(ef f e c t 

artificially)以及RE静音和数据干扰级别之间的开销均衡可以由网络配置基于小小区层

的平均小区负载而获得，其中数据干扰级别为CRS所承受。举例说明，当平均小区负载为高，

更多RE可以被静音，以保证用于小小区发现以及测量的所需效能。当平均小区负载为低时，

更少RE可以被静音。相同技术可以在重用定位参考信号(Positioning  Reference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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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S)以及信道状态信息参考信号(CSI-RS)时应用。在当前系统中，一个时隙中除了小区中

用于实际PRS传输的RE，静音用于PRS传输的潜在位置的RE。也可能配置一个或者几个RE子

集合，该一个或者几个RE子集合为用于非零功率CSI-RS(non-zero-power  CSI-RS，NZP 

CSI-RS)传输以及零功率CSI-RS(zero-power  CSI-RS，ZP  CSI-RS)传输潜在位置的RE，以提

供正交无线资源用于多个不同小区中的NZP  CSI-RS传输。

[0046] 进一步说，接收信号强度指示(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Indicator，RSSI)是

一种反应载波频率上的平均小区负载的测量，以及RSSI的测量需要在无线资源上实施，上

述无线资源上所有小区传送信号。如果RE静音被用于将来自多个相邻小区对于CRS的数据

干扰静音，那么没有方法让UE测量CRS上的RSSI。相同条件发生在PRS以及CSI-RS。因此，建

议留出可以用于DRS传输的部分RE不静音，即，第一子集合时域OFDM符号的RE中不用于DRS

传输的RE子集合上不应用RE静音，以及UE可以在那些不静音的RE上测量RSSI。

[0047] 图2B为各种详细DRS设计考虑的示意图。首先，RE静音用于增强小区检测以及信号

强度测量，如方块210所描述。为了提高用于UE的小区检测的效能，以及信号强度(例如，

RSRP)的测量，一个时隙中用于DRS传输的潜在位置以及不用于小区中实际DRS传输的RE，可

以在小区中部分或者全部静音以控制对其他多个小区所服务的UE的SRS接收的干扰级别。

用于DRS传输的时隙可以为3GPP  LTE系统中的一个或者多个时隙。RE静音样式可以或者透

过来eNB的的上层信令，或者透过预定规则而配置给UE，以用于数据接收。预定规则可以换

基于物理小区识别符(Physical  Cell  Identification，PCI)。

[0048] 在一个实施例中，不同小区中RE静音样式可以透过协调而被分配，由于RE静音样

式所产生的正交，所以不同小区中的DRS承受零干扰。如果RE静音模式透过上层信令配置给

UE，那么协调透过eNB之间通信而完成，以用于动态(dynamic)或者半静态(semi-static)自

适应(adaptation)。如果基于PCI配置RE静音样式给UE，协调透过PCI分配而完成。在另一个

实施例中，不同小区中的RE静音样式可以没有协调而被分配。每一个小区可以基于对于其

他小区的目标干扰级别而随机挑选自己的RE静音样式。平均之后，不同小区中的随机RE静

音样式可以因此提供具有目标干扰级别的干扰环境。举例说明，如果当前平均小区负载为

50％，以及其需要引入25％平均小区负载的干扰级别以满足效能要求。小区中用于DRS传输

的潜在位置以及没有用于DRS传输的RE中50％可以随机被选择为静音。根据一个预定规则

或者上层信令，用于一个小区中DRS的RE静音样式可以基于用于时域跳变的时隙的索引而

改变，以随机化引入的干扰。

[0049] 第二，为了对于既有UE最小化效能影响，对DRS减少干扰的RE静音可以只应用到数

据信道，如方块220所描述，有限RE静音以避免控制信号以及既有参考信号。RE静音不应用

到控制信道，例如LTE系统中的PBCH、PCFICH、PHICH以及PDCCH。这是因为额外RE静音可能降

低码率以及降低用于既有UE的这些控制信道的解码效能。对于EPDCCH，RE静音可以应用以

及被引入的解码效能影响或者应用MIMO波束赋型(beamforming)传输的控制，或者利用

PDCCH作为回退(fallback)模式而控制。即使有限RE静音用于控制信道，依然可以减少DRS

上的平均干扰水平，以用于小区检测以及测量的效能提高。无论何时静音与既有参考信号

碰撞(collide)，可以不应用RE静音。为了与既有参考信号避免碰撞，DRS可以在没有既有参

考信号的子帧或者有限既有参考信号的子帧中传送。举例说明，3GPP  LTE系统中，DRS可以

在MBSFN子帧中传送，以避免与CRS以及PSS/SSS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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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第三，限制RE静音以支持RSRQ测量，如方块230所描述。对于全部接收功率或者接

收信号强度指示(RSSI)的测量，RE静音不是优选的，因为RE静音人为地降低了由于数据传

输的干扰水平。为了支持DRS存在的时隙或者OFDM符号中的全部接收功率或者接收信号强

度指示(RSSI)的测量，用于DRS传输的潜在位置的部分RE进一步被保留以及在其上不应用

RE静音。因此，用于DRS传输的潜在位置的RE分为两个组RE。在第一组RE中，除了用于DRS传

输的RE可以部分或者静音，从而用于接收信号接收功率或者RSRP的测量。第二组RE为保留

用于全部接收功率或者接收信号强度指示(RSSI)的测量，以及不应用RE静音。RSRQ可以使

用DRS，基于测量RSSI以及的RSRP而计算。两组RE的分割可以在UE侧基于预定规则或者上层

信令而决定。可替换的，RSSI可以基于部分静音RE而测量。在测量之后，接收器可以将接收

RSSI与静音的比相乘。举例说明，如果50％RE被静音，RSSI可以在接收器侧乘2。这个精确可

能降低，但是比起将RE分割为两个部分这是一个更简单的方式。静音RE的比例可以透过上

层信令而传送给接收器侧。

[0051] 第四，RE静音可以扩展到具有降低功率的RE传输，如方块240所描述。为了最小化

对于既有UE的影响以及减少所引入的开销，一个小区中用于DRS传输潜在位置的以及没有

用于DRS传输的RE，可以用于该小区中降低功率的数据传输，以获得用于DRS接收的其他小

区所服务UE所引入的降低的干扰级别，其中上述干扰为用于DRS接收的其他小区所服务的

UE所被引入的。举例说明，如果当前小区负载为50％，以及需要引入25％平均小区负载的干

扰级别以满足效能要求，在每个小区中，潜在用于DRS传输位置以及没有用于DRS传输的RE，

可以用于50％功率降低的数据传输。进一步说，对于全部接收功率或者RSSI，用于DRS传输

潜在位置的部分RE可以被保留，以及不在上面应用传输功率降低。

[0052] 最后，增强同步可以透过DRS而获得，如方块250所描述。对于具有宏小区覆盖范围

的小小区，小小区在相同幅度范围(例如，时域±3μs以及频域±0.1ppm)内偏移值内，获得

时间以及频率同步由很高可能行，以及对于增强没有额外增强，以用于发现参考信号设计。

但是，对于没有宏小区覆盖范围的小小区，在小小区之间可能具有大的时间以及频率同步

偏移(offset)，以及可能需要有关同步的增强，以用于发现参考设计。一个简单的解决方式

为增强时间以及频率同步的鲁棒性，以利用现存同步信号。为了最小化所引入的开销以及

小区之间干扰，同步信号的传输周期可以增加，例如50ms，100ms，或者与发现参考信号的相

同。

[0053] 对于UE功率节省，同步信号的传输可以在相邻时隙，或者发现参考信号传送的相

同时隙，以及集中式(localized)区域中的小小区可以具有用于同步信号的同步传输时间。

对于小区之间干扰协调，集中式区域中小小区也可以具有用于同步信号的不同传输时间。

传输时间和同步信号的周期可以或者基于预定规则，或者上层信令。是否在小小区中传送

同步信号可以由网络决定，以及透过来自服务小区的上层信令而发信给UE。此外，同步信号

的多个副本可以在一个周期时间内传送，这样接收器可以将同步结果进行品均以得到更好

的时序/频率估计。同步信号的传输时间和周期可以或者基于预定规则或者基于上层信令。

[0054] 图3A为小小区实施同步、小区检测以及测量的用户设备UE301的示意图。UE301位

于具有宏基站MeNB302以及多个小基站SeNB311、SeNB312以及SeNB313的异构网络中。步骤

321中，UE301实施网络进入(entry)以及与MeNB302建立RRC连接。步骤322中，eNB302分配一

组RE用于SeNB所服务的多个小小区的DRS传输。举例说明，MeNB302决定DRS相关参数，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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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S时间段和DRS周期，以及透过多个小小区之间的协作(coordinating)而分配RE静音样

式。步骤323中，MeNB302传送DRS相关配置信息给UE301。MeNB302也将信息透过Xn接口而通

信给多个SeNB。步骤331到步骤333，根据上述DRS参数，SeNB传送一组DRS给UE301。步骤341

中，UE301透过检测接收DRS中的对应同步信号，而与一个或者多个小小区实施同步。步骤

342中，UE301实施小区检测。同步以及小区检测为通常联合实施。举例说明，附近(nearby)

小小区假设为同步。UE301可以首先透过检测PSS序列而与最强信号强度的小小区同步。序

列检测透过使用SSS而实施，以及PSS和SSS的序列检测结果合并用于获得物理小区ID

(Physical  Cell  ID，PCI)。进一步的同步可以使用已检测SSS序列而被实施。此外，UE可以

使用CRS以及/或者CSI-RI，而与自己的服务小区实施精确(fine)同步。举例说明，如果不同

传输点(Transmission  Point，TP)使用不同PCI，那么CRS是足够的。如果多个传输点共享相

同的PCI，CRS是不足够的，以及CSI-RS应该被额外用于同步。步骤343中，UE301基于接收DRS

中对应参考信号而实施小小区测量。因为DRS包含多个参考信号，其使能UE在相同DRS周期

中去实施同步、小区检测以及测量。

[0055] DRS上UE测量包含信号干扰加噪声比(SINR)测量以及RSRP/RSRQ测量。下面公式

(1)给出了基于测量和小区负载信息的SINR的计算，即UE基于RSRP、RSSI以及目标小区的小

区负载得到SINR：

[0056]

[0057] 其中：

[0058] -Si为DRS上，目标小区i上的RSRP，

[0059] -R为已选择RE上全部接收功率或者RSSI，

[0060] -RUi为小区i的平均小区负载，以及可以从网络指示给UE

[0061] -α为依赖于用于R以及Si的量的RE数量，标准化(normalization)参数(factor)。

[0062] RSRQ以及SINR测量之间的主要不同是SINR的分母(denominator)不包含目标小区

的接收信号强度。SINR测量因此需要来自其他小区的干扰以及白噪声的精确估计。对用于

目标小区的SINR测量的分子(numerator)，UE可以在一组RE中，利用目标小区的用于DRS传

输的RE，其中上述该组RE能够被静音，或者使用降低的功率传输，以及基于预定规则或者上

层信令而决定以测量信号接收功率或者RSRP。对于用于目标小区的SINR测量的分母，UE可

以利用用于DRS传输的潜在位置以及受到静音限制的一组RE，以测量上述RE上的全部接收

功率或者RSSI，其中该组RE基于预定规则或者上层信令以决定，然后再将已量测到的RSSI

使用某种归一化(normalization)后减去目标小区的平均小区负载和测量参考信号接收功

率或者RSRP的乘积。小区负载信息可以从一个或者多个eNB的广播消息而获得，或者从UE自

己的估计而获得。小区负载信息可以从一个或者多个eNB广播的消息中获得，或者从UE自己

的估计而获得。

[0063] RSRP定义为被考虑测量频带内承载参考信号的RE的功率贡献的线性平均。在多小

区系统中，在上述RE中UE接收的信号，承载的参考新来收到两个类型干扰-1)多个相邻小区

的数据干扰；2)多个相邻小区的参考信号干扰。RSRP测量的效能降低受到两个类型干扰的

支配(dominate)。为了达到RSRP测量的更好效能。来自多个相邻小区的数据干扰可以透过

在发送器侧(从eNB侧)应用(部分)RE静音技术，以及来自多个相邻小区的参考信号干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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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可以在接收机侧(从UE侧)使用DRS干扰消除技术而抑制。为了进一步减少来自多个相

邻小区的参考信号的干扰，UE可以在OFDM符号中测量RSRP，上述OFDM符号中包含大频率复

用率的参考信号类型。

[0064] RSRQ定义为比例(N×RSRP)/RSSI，其中，N为测量频宽的RB的数量，以及RSSI包含

OFDM符号中全部接收功率的线性平均，上述OFDM符号包含参考信号。根据RSSI以及RSRQ的

定义，参考信号的更大频率复用率越大，RSRQ值越大。对于极端情况，RSRQ可以为无限大

(infinity)，如果频率复用率为无限大以及小区负载为零。从UE角度，RSRQ值的大范围引起

量化困难。为了最小化对于UE的影响，RSSI在包含小频率复用率的参考信号类型的OFDM符

号中测量，两个参考信号类型可以合并为用于RSRP/RSRQ测量的DRS。请注意，RSSI为测量宽

频上接收的全部接收功率，与RSRP相比，RSRP为期望频宽上的期望信号的接收功率。

[0065] 图3B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基站eNB351以及用户设备UE361的简化方块示意图。

对于基站351，天线357传送以及接收无线信号。RF收发器模块356，耦接到天线，从天线接收

RF信号，将其转换为基频信号然后发送给处理器353。RF收发器356也将从处理器接收的基

频信号转换，将其转换为RF信号，以及发送给天线357。处理器353处理已接收基频信号，以

及激活不同功能模块实施基站351中的功能。存储器352存储程序代码指令以及数据359，以

控制基站的运作。UE361中存在的相似配置，其中天线367传送以及接收RF信号。RF收发器模

块366，耦接到天线，从天线接收RF信号，将其转换为基频信号以及发送给处理器363.RF收

发器366也将从处理器接收基频信号转换为RF信号，以及发送给天线367。处理器363处理已

接收基频信号以及激活不同功能模块实施UE361中的功能。存储器362存储程序代码指令以

及数据369以控制UE的运作。

[0066] 基站351以及UE361也包含几个功能模块以实施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不同功能模

块可以透过软件、固件，硬件或者上述几者的任意组合而实现。功能模块，当被处理器353以

及363执行时(例如，透过执行程序代码359以及369)，例如，允许基站351配置以及发送DRS

给UE361，以及允许UE361接收DRS以及相应实施同步、小区检测以及测量。在一个例子中，基

站351透过分配模块358分配一组无线资源用于DRS传输，以及透过RE静音模块355而分配RE

静音样式。DRS相关配置信息然后透过配置模块354而传送。UE361透过配置模块364接收DRS

配置信息。UE361透过同步模块365而实施同步，以及透过测量模块368实施测量。

[0067] 图4为用于小小区发现以及测量的DRS设计的第一实施例。在图4的实施例中，LTE

系统中的天线端口0CRS导频样式被重用于DRS传输以及RE静音可以被应用于CRS传输的潜

在位置以及不用于CRS传输的RE。为了支持一个子帧中的RSRP以及RSRQ测量，除了在一组

OFDM符号中用于CRS传输的RE，均被静音以消除(eliminate)对于CRS的数据传输干扰，或者

消除使用降低功率传送CRS的干扰。在上述子集合的OFDM符号中存在CRS。在图4中，每一时

隙中的第一OFDM符号从静音RE中排除，以及除了每一个时隙中第五个OFDM符号中用于实际

CRS传输的RE，均被静音以避免不同小区中数据RE以及CRS之间的可能碰撞。在该例子中，

RSRP测量可以在每一个时隙的第五个OFDM符号中CRS上进行，以及RSSI测量可以在用于

RSRQ计算的每一时隙中第一个OFDM符号上进行。

[0068] 图5为用于小小区发现以及测量的DRS测量的第二实施例的示意图。在图5的实施

例LTE系统中，天线端口0CRS导频样式重用于DRS传输以及RE静音可以应用于CRS传输潜在

位置以及不用于CRS传输的RE。为了支持在一个时隙中RSRP以及RSRQ测量，除了在CRS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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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子集合OFDM符号中用于CRS传输的RE，部分被静音或者使用降低功率传送以减少对

于CRS的数据干扰。在图5中，每一时隙的第一个OFDM符号被从RE静音中排除，以及除了每一

时隙中第五个OFDM符号中用于实际CRS传输的RE的其他UE，被部分静音以减少CRS所受到的

平均干扰级别，减少为50％。在该例子中，RSRP测量可以在每一个时隙中第五OFDM符号中

CRS上进行，以及RSSI测量可以在用于RSRQ计算的每一个时隙中第一OFDM符号上进行。

[0069] 图6为用于小小区发现以及测量的DRS设计的第三实施例。在图6的实施例中，LTE

系统中天线端口0CRS导频样式被重用于DRS传输以及RE静音可以被用于CRS传输潜在位置

以及不用于CRS传输的RE。除了RE静音，降低的传输功率也可以用于CRS传输潜在位置不用

于CRS传输的RE。为了最小化对于既有UE的影响，在第一时隙的第一个OFDM符号中不应用静

音，或者不应用降低的传输功率。在图6中，第一时隙的第一OFDM符号被从RE静音中排除，以

避免对于既有控制域的效能影响，以及除了剩余三个OFDM符号中用于实际CRS传输的RE的

其他RE，均被静音以避免不同小区中，数据RE以及CRS之间的可能碰撞，其中剩余三个OFDM

符号中有潜在CRS传输。

[0070] 图7为用于小小区发现以及测量的DRS设计的第四实施例的示意图。在图7的实施

例中，LTE系统中天线端口0CRS导频样式被重用于DRS传输，以及RE静音可以应用于CRS传输

的潜在位置的一个子集合以及不用于CRS传输的RE。除了RE静音，降低的传输功率也可以用

于CRS传输的潜在位置的一个子集合以及不用过于CRS传输的RE。为了最小化对于既有UE的

影响，在第一时隙的第一OFDM符号中不应用RE静音或者不应用降低的传输功率。在图7中，

第一时隙的第一OFDM符号被从RE静音中排除以避免对于既有控制域的影响，以及除了剩余

三个OFDM符号中用于实际CRS传输的RE，被部分静音以及减少CRS收到的平均干扰级别，减

少为50％，其中剩余三个OFDM符号中有潜在CRS传输。

[0071] 图8为用于小小区发现以及测量的DRS设计的第五实施例的示意图。在图8的实施

例中，LTE系统中天线端口6PRS导频样式被重用于DRS传输，以及RE静音可以应用在PRS传输

的潜在位置的子集合以及不用于PRS传输的RE。除了RE静音，降低的传输功率也可以用于

PRS传输的潜在位置的RE子集合，以及不用于CRS传输。在图8中，除了OFDM符号中用于实际

PRS传输的RE，被部分静音以减少PRS所受到的平均干扰级别，减少50％，在上述OFDM符号中

具有潜在PRS传输。

[0072] 图9为用于小小区发现以及测量的DRS设计的第六实施例的示意图。在图9的实施

例中，LTE系统中天线端口6PRS导频样式被重用于DRS传输，以及RE静音可以用于PRS传输潜

在位置的以及不用于PRS传输的RE。为了支持一个子帧中RSRP以及RSRQ测量，除了PRS存在

的OFDM符号子集合中用于PRS传输的那些RE之外的RE，均被静音以消除(eliminate)对于

PRS的数据干扰，或者消除对降低的功率传送的干扰。在图9中，每一个时隙中最后两个OFDM

符号被从RE静音中排除，以及剩余OFDM符号中用于实际PRS传输的那些RE，均被静音以避免

不同小区中数据RE以及PRS之间的干扰，在上述OFDM符号中有潜在PRS传输。在该例子中，

RSRP测量可以在第一时隙的第四OFDM符号中PRS上进行，以及第二时隙的第二、第三以及第

四OFDM符号上，以及RSSI测量可以在用于RSRQ计算的每一个时隙中最后两个OFDM符号上进

行。

[0073] 图10为用于小小区发现以及测量的DRS设计的第七实施例的示意图。在图10的实

施例中，LTE系统中天线端口0CRS导频样式以及天线端口15CSI-RS导频样式被重用于DRS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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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以及RE静音被应用到CSI-RS传输的潜在位置的RE。为了支持一个时隙中RSRP以及RSRQ

测量，ZP  CSI-RS被用于除了CSI-RS传输RE之外的RE，如此，对于RSRP量测，可以减少对于

CSI-RS的数据干扰，对于RSSI量测，可以减少对于CRS存在的OFDM符号上的数据干扰。图10

中，除了用于CSI-RS传输的RE，ZP  CSI-RS被用在CSI-RS存在的OFDM符号中以避免不同小区

中数据RE以及CSI-RE之间可能碰撞。在该例子中，RSRP测量可以在用于小小区#0的第二时

隙的第三以及第四OFDM符号中的CSI-RS上进行，在用于小小区#1的第二时隙的第六以及第

七OFDM符号，用于小小区#2第一时隙的第六以及第七OFDM符号上。用于RSRQ计算的时序以

及频率同步、小区检测以及RSSI测量可以在每一时隙的第一以及第五OFDM符号上中的CRS

上进行。

[0074] 图11为用于小小区发现以及测量的DRS设计的第八实施例的示意图。在图11的实

施例中，LTE系统中PSS导频样式、天线端口0CRS导频样式以及天线端口15CSI-RS导频样式

被重用于DRS传输，以及RE静音被用于CSI-RS传输的潜在位置的RE。PSS用于粗略时序以及

频率同步。为了支持一个时隙中RSRP以及RSRQ测量，ZP  CSI-RS被用于除了CSI-RS传输RE之

外的RE，如此,对于RSRP量测，可以减少对于CSI-RS的数据干扰，对于RSSI量测,可以减少对

于CRS存在的OFDM符号上的数据干扰。在图11中，第一时隙的第七个OFDM符号被保留用于

PSS传输，以及CSI-RS只在第二时隙中传送。除了用于CSI-RS传输的RE，ZP  CSI-RS被一个用

于CSI-RS存在的OFDM符号中以避免不同小区的数据RE以及CSI-RS之间的可能碰撞。在该例

子中，RSRP测量可以在用于小小区#0以及小小区#2的第二时隙中第三个、第四个OFDM符号

中CSI-RS上进行，以及用于小小区#1的第二时隙中第六以及第七个OFDM符号上进行。精确

时序以及频率同步、小区检测以及用于RSRQ计算的测量，可以在每一个时隙的第一以及第

五OFDM符号中CRS上进行。

[0075] 图12为用于小小区发现以及测量的DRS设计的第六实施例的示意图。在图12的实

施例中，LTE系统中PSS导频样式，天线端口0CRS导频样式以及天线端口15CSI-RS导频样式

被重用于DRS传输，以及RE静音可以用于CSI-RS传输的潜在未知的RE。PSS序列的两个副本

用于更好的时序/频率同步。为了支持一个时隙中RSRP以及RSRQ测量，ZP  CSI-RS被用于除

了CSI-RS传输RE之外的RE，如此，对于RSRP量测，可以减少对于CSI-RS的数据干扰，对于

RSSI量测，可以减少对于CRS存在的OFDM符号上的数据干扰。在图12中，第一时隙中第六以

及第七OFDM符号保留用于PSS传输，以及CSI-RS只在第二时隙传送。除了用于CSI-RS传输的

RE，ZP  CSI-RS应用于CSI-RS存在的OFDM符号中，以避免不同小区中数据RE以及CSI-RS之间

可能碰撞。在该例子中，RSRP测量可以在用于小小区#0以及小小区#2的第二时隙中，第三以

及第四个OFDM符号上进行，以及在用于小小区#1的第二时隙中第六以及第七个OFDM符号上

进行。精确时序以及频率同步、小区检测以及用于RSRQ计算的RSSI测量，可以在每一时隙的

第一以及第五个OFDM符号上进行。

[0076] 图13为用于小小区发现以及测量的DRS设计第十实施例的示意图。在图13的实施

例中，LTE系统中PSS/SSS导频样式、天线端口0CRS导频样式被重用于DRS传输，以及RE静音

可以用于CRS传输的潜在位置以及没有用于CRS传输的RE。PSS用于粗略时序以及频率同步。

SSS用于精确时序以及频率同步以及小区ID检测。为了支持一个时隙中的RSRP以及RSRQ测

量，除了在CRS存在一个子集合OFDM符号中用于CRS传输的RE的RE，都被静音以消除对于

CRS，或者使用交递功率传送的RE的数据干扰。图13中，每一时隙中第一OFDM符号被从RE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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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中排除，以及除了每一时隙中第五OFDM符号中用于实际CRS传输的RE的那些RE，被静音以

避免在多个不同小区中数据RE和CRS之间的可能碰撞。在该例子中，RSRP测量可以在每一时

隙的第五个OFDM符号中CRS上进行，以及RSSI测量可以在每一时隙的第一OFDM符号上进行，

以用于RSRQ计算。

[0077] 图14为用于小小区发现以及测量的DRS设计的第十一个实施例的示意图。在图14

的实施例中，LTE系统中PSS/SSS导频样式、天线端口0CRS导频样式以及天线端口15CSI-RS

导频样式被重用于DRS传输，以及RE静音可以用于CSI-RS传输潜在位置的RE。PSS用于粗略

时序以及频率同步。SSS用于精确时序以及频率同步以及小区ID检测。用于粗略时序/频率

同步以及小区检测的公共方法为使用PSS/SSS，因为UE能够只在开始接入6-PRB对信道频

宽。从PBCH中获得MIB之后，CRS被用于时间/频率追踪(精确同步)。既然CRS序列也依赖于

PCI，CRS也可以用于小区检测，如果UE能够接入全部信道频宽。举例说明，在宏小区辅助小

小区发现中，UE可以从宏小区获得小小区的信道频宽信息。为了支持一个时隙中RSRP以及

RSRQ测量，ZP  CSI-RS被用于除了CSI-RS传输RE之外的RE，如此，对于RSRP量测，可以减少对

于CSI-RS的数据干扰，对于RSSI量测，可以减少对于CRS存在的OFDM符号上的数据干扰。在

图14中，第一时隙中第六以及第七OFDM符号保留用于PSS传输，以及CSI-RS只在第二时隙中

传送。除了用于CSI-RS传输的RE，ZP  CSI-RS被用于CSR-RS存在的OFDM符号，以避免不同小

区中，数据RE以及CSI-RS之间可能的碰撞。该例子中，RSRP测量可以在用于小小区#0以及小

小区#2的第二时隙的第三个以及第四个OFDM符号上进行，以及在用于小小区#1的时隙2中

第六以及第七OFDM符号上进行。精确时序以及频率同步、小区检测以及用于RSRQ计算的

RSSI测量，可以在每一时隙的第一以及第五OFDM符号中CRS上进行。

[0078] 从上述实施例，可以看出一个DRS时机(occasion)包含PSS/SSS/CRS+CSI-RS。CSI-

RS的存在是可配置的。一个DRS时机的时间段为一到五个DL子帧。典型地，PSS/SSS以及CSI-

RS存在多个子帧中的一个子帧中，其中SSS存在第一个子帧中。包含CSI-RS的子帧是可配置

的。CRS存在于一个DRS时机的每一个DL子帧中。

[0079] 图15为根据一个新颖方面，从eNB角度，用于DRS的资源分配以及配置方法流程图。

步骤1501中，基站在一组时隙，或者一组子帧中多个时域OFDM符号上，分配一组RE，用于传

送来自多个小小区的对应组DRS。步骤1502中，基站传送配置信息给多个UE。配置信息包含

用于多个小小区的，有关DRS时间段、DRS周期、以该组RE上RE静音样式的信息。在一个实施

例中，DRS包含CRS、CSI-RS、PRS以及PSS/SSS至少其中之一。

[0080] 图16为根据一个新颖方面，从eNB的角度的小小区发现以及测量的方法流程图。步

骤1601中，基站在一组时隙，或者多个子帧中的，多个时域OFDM符号上对应组RE上传送一组

DRS。步骤1602中，基站获得DRS配置信息，包含DRS时间段，DRS周期以及该组RE的RE静音样

式。在步骤1603中，基站将RE静音用于没有用于DRS传输的一组RE中一个子集合上的数据传

输。步骤1604中，基站在第二个子集合的RE上应用全功率数据传输。RE静音样式可以基于小

区负载而决定，以及在控制信道不应用RE静音，或者当与其他既有参考信号碰撞时不应用

RE静音。RE静音样式可以从另一个基站接收，或者基于PCI而决定。在一个实施例中，第一子

集合RE属于多个时域OFDM符号的第一子集合，以及第二子集合RE属于多个时域OFDM符号的

第二子集合。

[0081] 图17为根据一个新颖方面，从UE角度小小区发现以及测量的方法流程图。步骤

说　明　书 12/13 页

15

CN 105659665 B

15



1701中，UE在一组时隙的多个时域OFDM符号上对应一组RE上接收一组DRS。步骤1702中，UE

获得DRS配置信息。步骤1703中，UE基于配置信息，使用一个子集合DRS  RE实施同步以及小

区检测。步骤1704中，UE使用另一个子集合的DRS  RE，基于配置信息而实施测量。在一个实

施例中，UE在第一子集合的OFDM符号上实施第一测量以获得第一计量，以及UE在第二子集

合OFDM符号上实施第二测量以获得第二计量。第一计量为RSRP，以及RE静音被应用到第一

子集合时域OFDM符号中没有用于DRS传输的子集合RE上。第二计量为RSSI，以及RE静音没有

被应用到第二子集合时域OFDM符号中RE上。在一个实施例中，DRS时间段持续一个或者多个

子帧，以及DRS以实质上比一个无线帧更长的周期传送。UE在一个单一DRS时间段中实施同

步、小区检测以及测量。

[0082] 虽然本发明已经结合特定实施例进行描述以用于说明，本发明不以此为限。相应

地，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范围内，所属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所描述实施例中多个特

征进行各种润饰、修改以及组合，本发明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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