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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WLAN cooperated data transmission method, system and relevant device. The WLAN cooperated data transmis -
sion method includes: a shunt scheduling controller detecting whether or not the number of MAC SDUs cached by an MAC SDU
queue of a mobile communication module exceeds a preset threshold, and i f yes, then packaging a part o f MAC SDUs into an MAC
PDU and sending the same to a cooperation mode management module via a mobile communication module interface; the coopera
tion mode management module sending the MAC PDU packaged by the part o f MAC SDUs to a WLAN module via an LLC pro -
tocol layer for transmission; and the shunt scheduling controller packaging the remaining MAC SDUs of the MAC SDU queue into
an MAC PDU and transmitting the same via the mobile communication module. The present invention can shorten the transmission
time delay of the air interface of the system by accelerating the data transmission of the Femtocell using the WLAN.

(57) 摘要：一 种 WLAN 协 作 的数 据 传 输 方 法 及 系 统 、相 关 设 备 ，其 中 ，一 种 WLAN 协 作 的数 据 传 输 方 法 包 括 ：
分 流 调 度 控 制 器 检 测 移 动 通 信 模 块 的 MACSDU 队列 缓 存 的 MACSDU 数 量 是 否 超 过 预 设 门限值 ，如 果 是 ，将 一
部 分 MACSDU 打 包 成 MACPDU, 并 由经 移 动 通 信 模 块 接 口发 送 给 协 作 模 式 管 理 模 块 ；协 作 模 式 管 理 模 块 将 上
述 一 部 分 MACSDU 打 包 成 的 MACPDU 由经 LLC 协 议 层 发 送 给 WLAN 模 块 进 行 传 输 ；分 流 调 度 控 制 器 将 MAC
SDU 队列 缓 存 的剩 余 部 分 MACSDU 打 包 成 MACPDU, 并 通 过 移 动 通 信 模 块 进 行传 输 。本 发 明利 用 WLAN 来 加
速 Femtocell 的数 据 传 输 ，可 以缩 短 系 统 空 口传 输 时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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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线局域网协作的数据传输方法及设备、系统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移动通信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无线局域网协作的数据传输方法

及设备 、系统。

背景技术
在室内、商场中通常会部署有微微蜂窝小区 （Femtocell ) , 用以消除这些

场合 中存在的一些信号难以覆盖的盲点区和阴影区。其中，Femtocell 的无线

传输方式可以是但不限于高速分组接入 ( High-Speed Packet Access, HSPA )、

演进式高速分组接入 ( High-Speed Packet Access Evolution, HSPA+ ) 或者长期

演进 （Long Term Evolution, LTE )。其中，Femtocell 实现无线传输的主要设

备是移动通信模块。实际应用中，Femtocell 的部署密度一般较高，例如在居

民区或者商场中 Femtocell 的部署密度就比较高，造成 Femtocell 间的干扰也比

较大。目前，为了解决 Femtocell 间的干扰，每一个 Femtocell 所使用的无线频

谱将会被尽量错开。这样 ，有 限的无线频谱会被分割成多个频段 ，每一个

Femtocell 使用的频段都非常有限，大大限制了室内用户的吞吐量。

无线局域网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 WLAN ) 是 目前广泛使用的一
种室内无线通信系统，其具有支持移动计算、保密性好、抗干扰性强、组网快

捷、维护方便等优点。其中，WLAN 的无线传输方式主要有无线电波方式 （包

括扩展频谱方式和窄带调制方式 ）和红外线方式。其中，WLAN 实现无线传

输的主要设备是 WLAN 模块。在室内环境下，WLAN 作为有线局域网 （Local

Area Network, LAN ) 的补充，与有线 LAN 并存，适用于大型办公室、展会、

临时办公室、会议室、证券市场等环境。

实践中发现，很多的室内场合在部署 Femtocell 的基础上还部署了WLAN,

但是对于 Femtocell 的基站 （主要设备是移动通信模块 ）、移动台 （主要设备是

移动通信模块 ）来说，在发送数据时只能通过 Femtocell 资源来发送，当 FBS 、
移动台需要发送的数据比较多时，会增加系统空口传输时延。

发明内容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无线局域网协作的数据传输方法及设备、系统，



能够缩短系统空口传输时延。

一种无线局域网协作的数据传输方法，包括：

分流调度控制器检测移动通信模块的媒体接入控制服务数据单元 MAC

SDU 队列緩存的 MAC SDU 数量是否超过预设 门限值，如果是，则将一部分

MAC SDU 打包成媒体接入控制层协议数据单元 MAC PDU, 并由经所述移动

通信模块接 口发送给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所述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将所述一部分MAC SDU 打包成的MAC PDU 由经

逻辑链路控制 LLC 功能实体发送给无线局域网接入点 WLAN 模块进行传输；

所述分流调度控制器将所述MAC SDU 队列緩存的剩余部分MAC SDU 打

包成 MAC PDU, 并通过所述移动通信模块进行传输。

一种无线局域网协作的数据传输设备，包括：

分流调度控制器、移动通信模块、协作模式管理模块、LLC 功能实体以

及 WLAN 模块；

所述分流调度控制器，用于检测所述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SDU 队列緩存

的 MAC SDU 数量是否超过预设 门限值，如果是，则将一部分 MAC SDU 打包

成 MAC PDU, 并由经所述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发送给所述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所述协作模式管理模块，用于接收所述一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的 MAC

PDU 发送给所述 LLC 功能实体；

所述 LLC 功能实体，用于接收所述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发送的 MAC PDU,

并发送给所述 WLAN 模块进行传输；

所述分流调度控制器，还用于将所述 MAC SDU 队列緩存的剩余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 MAC PDU, 并通过所述移动通信模块进行传输。

其中，一种无线局域网协作的数据传输系统，包括基站和移动台；

所述基站包括第一分流调度控制器、第一移动通信模块、第一协作模式管

理模块、第一 LLC 功能实体以及第一 WLAN 模块；

所述第一分流调度控制器用于检测所述第一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SDU

队列緩存的 MAC SDU 数量是否超过预设 门限值，如果是，则将一部分 MAC

SDU 打包成 MAC PDU, 并由经所述第一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发送给所述第一协

作模式管理模块；所述第一协作模式管理模块用于接收所述一部分 MAC SDU



打包成的 MAC PDU 发送给所述第一 LLC 功能实体；所述第一 LLC 功能实体

用于接收所述第一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发送的 MAC PDU, 并发送给所述第一

WLAN 模块；所述第一 WLAN 模块用于将所述第一 LLC 功能实体发送的MAC

PDU 传输至所述移动台；所述第一分流调度控制器还用于将所述 MAC SDU

队列緩存的剩余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 MAC PDU, 并通过所述第一移动通信

模块传输至所述移动台；

所述移动台包括第二移动通信模块、第二协作模式管理模块、第二 LLC

功能实体以及第二 WLAN 模块；

所述第二 WLAN 模块用于接收所述第一WLAN 模块传输的 MAC PDU,

并发送给所述第二 LLC 功能实体；所述第二 LLC 功能实体用于接收所述第二

WLAN 模块发送的 MAC PDU, 并发送给所述第二协作模式管理模块；所述第

二协作模式管理模块用于接收所述第二 LLC 功能实体发送的 MAC PDU, 并

由经所述第二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发送给所述第二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PDU

队列；所述第二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发送的 MAC PDU 和所述第二移动通信模块

接收到的 MAC PDU 在所述第二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PDU 队列中汇聚。

本发明实施例中，分流调度控制器检测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SDU 队列緩

存的 MAC SDU 数量是否超过预设 门限值，如果超过，则将一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 MAC PDU, 并由经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发送给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协作

模式管理模块将上述一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的 MAC PDU 由经 LLC 功能实

体发送给 WLAN 模块进行传输；以及分流调度控制器还将 MAC SDU 队列緩

存的剩余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 MAC PDU, 并通过移动通信模块进行传输。

可见，本发明实施例可以在 Femtocell 基站、移动台的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层上实现数据分流调度 ，使得 Femtocell 基站、移动台需要发送的数据时可以

通过 WLAN 模块和移动通信模块来发送，也就是说 Femtocell 基站、移动台需

要发送的数据可以通过 WLAN 资源和 Femtocell 资源来发送。与现有技术仅

通过 Femtocell 资源发送数据相比，本发明实施例可以缩短 系统空口传输时延，

提高移动通信用户的通信体验。

附图说明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要



使用的附图作筒单地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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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

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图 1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 WLAN 协作的数据传输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WLAN 协作模式下的基站或移动台的逻辑图；

图 3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 WLAN 协作模式下的一种基站的模块图；

图 4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 WLAN 协作模式下的一种移动台的模块图；

图 5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 WLAN 协作模式下的一种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层的模块图；

图 6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WLAN 协作模式下的另一种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层的模块图；

图 7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 LTE Femtocell 中一种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层的逻辑图；

图 8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 HSPA Femtocell 中一种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层的逻辑图；

图 9 为本实施例提供的 HSPA Femtocell 中又一种移动通信模块的MAC 层

的逻辑图；

图 10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调度算法的框架图；

图 11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 WLAN 协作的数据传输设备的结构示意

图；

图 12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又一种 WLAN 协作的数据传输设备的结构示

意图；

图 13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 WLAN 协作的数据传输 系统的结构示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

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

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 出创造

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 WLAN 协作的数据传输方法及设备 、系统，能

够缩短 系统空口传输时延，提 高移动通信用户的通信体验。以下分别进行详细

说明。

请参阅图 1, 图 1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 WLAN 协作的数据传输方

法的流程示意图。其中，该数据传输方法可以包括以下步骤：

101、分流调度控制器检测移动通信模块的媒体接入控制服务数据单元

( Medium Access Control Service Data Unit, MAC SDU ) 队列緩存的 MAC

SDU 数量是否超过预设 门限值 ，如果是，则将一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媒体

接入控制层协议数据单元 （Medium Access Control Protocol Data Unit, MAC

PDU ), 并由经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发送给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其中，如果检测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SDU 队列緩存的 MAC SDU 数量没

有超过预设 门限值 ，则分流调度控制器可以继续检测。

本发明实施例中，移动通信模块又可 以称为移动通信模块，包括但不限于

支持 LTE 、HSPA 以及 HSPA+ 移动通信协议的 FBS。

一个实施例 中，分流调度控制器在检测出 MAC SDU 队列緩存的 MAC

SDU 数量超过预设 门限值之后 ，可以将 MAC SDU 队列緩存 中位于队尾的若

干个 MAC SDU 汇聚成 MAC PDU 。其中，若干个 MAC SDU 汇聚成 MAC PDU

的具体 实现过程是本领域技术人 员所公知 的常识 ，本发明实施例不作详细介

。

102、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将上述一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的 MAC PDU 由

经逻辑链路控制 （Logical Link Control, LLC ) 功能实体发送给无线局域 网

( WLAN ) 模块进行传输。

其 中，WLAN 模块传输数据的具体实现过程与现有技术相 同，是本领域

技术人 员所公知的常识，本发明实施例不作详细介绍。

103、分流调度控制器将上述 MAC SDU 队列緩存的剩余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 MAC PDU, 并通过移动通信模块进行传输。

常识，本发明实施例也不作详细介绍。

本发明实施例可以在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层上实现数据分流调度 ，使得



Femtocell 基站、移动台需要发送的数据时可以通过 WLAN 模块和移动通信模

块来发送，即 Femtocell 基站、移动 台需要发送的数据可以通过 WLAN 资源

和 Femtocell 资源来发送。与现有技术仅通过 Femtocell 资源发送数据相比，本

发明实施例可以缩短 系统空口传输时延，提 高移动通信用户的通信体验。

本发明实施例为了实现 WLAN 协作传输 ，要求 Femtocell 基站、移动台同

时支持移动通信协议 （例如 LTE 、HSPA 或 HSPA+ ) 和 WLAN 协议。也就是

说 ，Femtocell 基站 、移动台需要 同时支持移动通信模块和 WLAN 模块。当

Femtocell 基站 、移动 台不需要进行 WLAN 协作传输时，移动通信模块和 WLAN

模块可以独立运作 ，以支持那些不支持 WLAN 协作传输的 Femtocell 基站、移

动台。例如移动通信模块可以独立给上层提供移动通信服务；而 WLAN 模块

也可以独立为 TCP/IP 协议层提供通信服务。

一个实施例中，若 Femtocell 基站 同时支持移动通信模块和 WLAN 模块，

并且需要进行 WLAN 协作传输 ，则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 WLAN 协作的数据传

输方法还可以包括以下步骤：

A l 、协作模式配置服务器从移动通信模块 中获取 Femtocell 的小区标识

ID, 并且根据从小区标识 ID 到服务集标识 （Service Set Identifier, SSID ) 的

映射关系设置 WLAN AP 的 SSID;

B l 、协作模式配置服务器通过 WLAN 模块与移动台上的协作模式配置客

户端进行 WLAN 协作传输权限认证；若移动台具备 WLAN 协作传输权限，则

协作模式配置服务器通知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和移动通信模块启动 WLAN 协作

传输。

其 中，通过上述步骤 A l 、B l , 协作模 式配置服务器可以在基站上进行

WLAN 协作传输的启动，进而实现在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层上进行数据分流

调度 ，使得 Femtocell 基站需要发送的数据时可以通过 WLAN 模块和移动通信

模块来发送，即通过 WLAN 资源和 Femtocell 资源来发送。从而，可以缩短

系统空口传输时延，提 高移动通信用户的通信体验 。

一个实施例中，若移动 台同时支持移动通信模块和 WLAN 模块，并且需

要进行 WLAN 协作传输 ，则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 WLAN 协作的数据传输方法

还 可 以 包括 以下步骤：



A2、协作模式配置客户端从移动通信模块 中获取 Femtocell 的小区标识

ID, 并且根据从小区标识 ID 到服务集标识 SSID 的映射关系获得无线局域 网

接入点 WLAN AP 的 SSID, 记为 SSID1 ;

B2、协作模式配置客户端通过 WLAN 模块进行 WLAN AP 搜索，获得可

接入的WLAN AP 的 SSID 列表 ，并且在 SSID 列表 中查询是否存在所述 SSID1 ,

如果存在，则触发 WLAN 模块连接到所 SSID1 对应的 WLAN AP 上；

C2、协作模式配置客户端通过 WLAN 模块与基站上的协作模式配置服务

器进行 WLAN 协作传输权限认证；若基站具备 WLAN 协作传输权限，则协作

模式配置客户端通知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和移动通信模块启动 WLAN 协作传

输。

其 中，通过上述步骤 A2~C2, 协作模式配置客户端可以在移动 台上进行

WLAN 协作传输的启动，进而实现在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层上进行数据分流

调度 ，使得移动台需要发送的数据时可以通过 WLAN 模块和移动通信模块来

发送，即通过 WLAN 资源和 Femtocell 资源来发送。从而，可以缩短 系统空

口传输时延，提 高移动通信用户的通信体验 。

一个实施例中，若基站、移动台同时支持移动通信模块和 WLAN 模块，

并且需要进行 WLAN 协作传输时，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 WLAN 协作的数据传

输方法还可以包括以下步骤：

A 3、WLAN 模块接收外部输入的 MAC PDU, 并由经 LLC 功能实体发送

给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B3、协作模式管理模块接收 LLC 功能实体发送的 MAC PDU, 并由经移

动通信模块接 口发送给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PDU 队列，使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发送的 MAC PDU 和移动通信模块接收到的 MAC PDU 在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PDU 队列中汇聚。

其中，通过上述步骤 A3 和 B3, 本发明实施例可以实现通过 WLAN 协作

来接收数据 ，同样可以起到缩短 系统空口传输时延，提 高移动通信用户的通信

体验的 目的。

一个实施例中，若基站、移动台同时支持移动通信模块和 WLAN 模块，

并且需要进行 WLAN 协作传输时，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 WLAN 协作的数据传



输方法还可以包括以下步骤：

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在将一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的 MAC PDU 由经 LLC

功能实体发送给 WLAN 模块进行传输之前，可以先将上述的一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的 MAC PDU 存储到 WLAN 协作模式专用内存实体。

相应地，协作模式管理模块还可 以接收移动通信模块发送的用于指示取消

WLAN 协作模式专用内存实体存储的部分 MAC PDU 协作传输的 MAC 层命

令；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可以根据该 MAC 层命令取消 WLAN 协作模式专用内

存实体存储的部分 MAC PDU 由经 LLC 功能实体发送给 WLAN AP 功能模块

传输。从而，可以提 高WLAN 协作传输的可控制性。

一个实施例中，上述的 MAC SDU 队列緩存的 MAC SDU 可以由 LTE

Femtocel 中的 LTE MAC 层功能实体产生，或者由HSPA Femtocel 中的 MAC-hs

功能实体产生，本发明实施例不作限定。

为了更好的理解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 WLAN 协作的数据传输方法，以及

更好的区别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的优势，本发明实施例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来进

行说明。

实施例一：

请参阅图 2, 图 2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 WLAN 协作模式下的一种基站

或移动台的逻辑图。

如图 2 所示，基站或移动台可以通过 WLAN 协作传输数据 （即基站或移

动台作为发射端 ），此时，分流调度控制器检测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层 中的

MAC SDU 队列緩存的 MAC SDU 数量是否超过预设 门限值 ，如果是，将一部

分 MAC SDU 打 包成 MAC PDU, 并由经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发送给协作模式管

理模块，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将上述一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的 MAC PDU 由经

LLC 功能实体发送给 WLAN 模块进行传输 ，即由经 WLAN 模块的 MAC 层、

物理层 （PHY ) 进行传输；以及 ，分流调度控制器可以将 MAC SDU 队列緩存

的剩余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 MAC PDU, 并通过移动通信模块进行传输，即

通过移动通信模块的物理层 （PHY ) 进行传输。

其中，分流调度控制器可以内置在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层 中 （图 2 未画

出），关于分流调度控制器的实现及其功能本发明实施例后续将通过具体的实



施例进行说明。

如图 2 所示，基站或移动台可以通过 WLAN 协作接收数据 （即基站或移

动台作为接收端 ），此时，WLAN 模块将接收到的外部输入的 MAC PDU 由经

LLC 功能实体发送给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协作模式管理模块接收 LLC 功能实

体发送的 MAC PDU, 并由经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发送给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层 中的 MAC PDU 队列，使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发送的 MAC PDU 和移动通信模

块接收到的 MAC PDU 在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PDU 队列中汇聚，再传递到上

面的无线链路控制 （Radio Link Control, RLC ) 层。

如图 2 所示，基站或移动台也可以独立地通过移动通信模块或 WLAN 模

块来进行数据传输或接收 （即基站或移动台无需 WLAN 协作 ) , 即移动通信模

块可以独立地将上层数据传输 出去，以及可以独立地将接收到的数据传递到上

层，而不受 WLAN 模块的影响，即 WLAN 模块对于移动通信模块来说是透明

的。同样 ，WLAN 模块可以独立地将上层数据传输 出去，以及可以独立地将

接收到的数据传递到上层，而不受移动通信模块的影响，即移动通信模块对于

WLAN 模块来说也是透明的。

其中，当基站或移动台独立地通过移动通信模块来进行数据传输或接收的

具体实现过程与现有技术相 同，当基站或移动台独立地通过 WLAN 模块来进

行数据传输或接收的具体实现过程与现有技术相 同，本发明实施例不作详细介

绍。

进一步地，当小区中每一个的移动台独立地通过 WLAN 模块来进行数据

传输或接收时，可 以省去基站和移动台的 LLC 功能实体。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LLC 功能实体也可以由其他有类似汇聚功能的协议

层取代，本发明实施例后续不再—— 赘述。

实施例二：

请参阅图 3, 图 3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 WLAN 协作模式下的一种基站

的模块图，作为上述实施例一的一种实现方式。如图 3 所示，该基站包含移动

通信模块和 WLAN 模块。其中， 移动通信模块可以独 立 给上层提供移动通信

服务，WLAN 模块也可以独立为传输控制协议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TCP ) / 网际协议 （Internet Protocol, IP ) 协议层提供通信服务。为了支持 WLAN



协作模式，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基站上还增设了一个协作模式管理模块，用于

管理 WLAN 协作传输。

举例来说，基站上的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可以接收从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发送

过来的MAC PDU, 该 MAC PDU 是由移动通信模块的MAC 层中的MAC SDU

队列緩存的一部分 MAC SDU 打包成的；以及基站上的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可以

将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发送过来的 MAC PDU 由经 LLC 功能实体发送给 WLAN

模块进行传输。

一个实施例中，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基站上还可以增设一个 WLAN 协作

模式专用内存实体，相应地，基站上的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在将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发送过来的 MAC PDU 由经 LLC 功能实体发送给 WLAN 模块进行传输之

前，可以先将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发送过来的MAC PDU 存储到基站上的WLAN

协作模式专用内存实体中，并确保这些数据可以被 WLAN 模块成功发送。

一个实施例中，基站上的协作模式管理模块还可以接收来 自移动通信模块

的 MAC 层命令，取消 WLAN 协作模式专用内存实体中存储的部分数据的

WLAN 协作传输，从 而可以提高WLAN 协作传输的可控制性。

举例来说，基站上的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可以接收 WLAN 模块由经 LLC 功

能实体发送过来的数据，并存储到基站上的WLAN 协作模式专用内存实体中，

以及将WLAN 模块由经 LLC 功能实体发送过来的数据通过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

发送给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层中的 MAC PDU 队列，使基站上的协作模式管

理模块发送的MAC PDU 和移动通信模块接收到的MAC PDU 在移动通信模块

的 MAC PDU 队列中汇聚，再传递到上层。

本发明实施例中，基站上的 WLAN 协作模式专用内存实体主要用于緩存

WLAN 协作模式下移动通信模块和 WLAN 模块之间的通信数据。

一个实施例中，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基站上还可以增设一个协作模式配置

服务器，用于通过 TCP/IP 协议配置和启动 WLAN 协作传输。其中，协作模式

配置服务器可以执行上述实施例一中的步骤 A 1和 B 1来配置和启动WLAN 协

作传输。本发明实施例后续还进一步通过具体的实施例对协作模式配置服务器

进行说明。

本发明实施例中，为了使基站实现 WLAN 协作模式，需要修改移动通信



模块的 MAC 层功能实体以及提供从 MAC 层到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的数据传输

通道。本发明实施例后续将通过具体的实施例来进一步说明。

请参阅图 4, 图 4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 WLAN 协作模式下的一种移动

台的模块图，作为上述实施例一的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如图 4 所示，该移动

台包含移动通信模块和 WLAN 模块。其中，移动通信模块可以独立给上层提

供移动通信服务，WLAN 模块也可以独立为 TCP/ IP 协议层提供通信服务。为

了支持 WLAN 协作模式，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移动台上还增设了一个协作模

式管理模块，用于管理 WLAN 协作传输。

举例来说，移动台上的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可以接收从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发

送过来的 MAC PDU, 该 MAC PDU 是由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层中的 MAC

SDU 队列緩存的一部分 MAC SDU 打包成的；以及移动台上的协作模式管理

模块可以将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发送过来的 MAC PDU 由经 LLC 功能实体发送

给 WLAN 模块进行传输。

一个实施例中，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移动台上还可以增设一个 WLAN 协

作模式专用内存实体，相应地，移动台上的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在将移动通信模

块接 口发送过来的MAC PDU 由经 LLC 功能实体发送给 WLAN 模块进行传输

之前，可 以先将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发送过来的 MAC PDU 存储到移动台上的

WLAN 协作模式专用内存实体中，并确保这些数据可以被 WLAN 模块成功发

送。

一个实施例中，移动台上的协作模式管理模块还 可 以接收来 自移动通信模

块的 MAC 层命令，取消 WLAN 协作模式专用内存实体中存储的部分数据的

WLAN 协作传输，从而可以提高WLAN 协作传输的可控制性。

举例来说，移动台上的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可以接收 WLAN 模块由经 LLC

功能实体发送过来的数据，并存储到移动台上的 WLAN 协作模式专用内存实

体中，以及将 WLAN 模块由经 LLC 功能实体发送过来的数据通过移动通信模

块接 口发送给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层中的 MAC PDU 队列，使移动台上的协

作模式管理模块发送的MAC PDU 和移动通信模块接收到的MAC PDU 在移动

通信模块的 MAC PDU 队列中汇聚。

本发明实施例中，移动台上的 WLAN 协作模式专用内存实体主要用于緩



存 WLAN 协作模式下移动通信模块和 WLAN 模块之间的通信数据。

一个实施例中，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移动台上还可以增设一个协作模式配

置客户端，用于通过 TCP/IP 协议配置和启动 WLAN 协作传输。其中，协作模

式配置客户端可以执行上述实施例一中的步骤 A 1和 B 1来配置和启动 WLAN

协作传输。本发明实施例后续还将进一步对协作模式配置客户端进行说明，此
处不作详细介绍。

本发明实施例中，为了使移动台实现 WLAN 协作模式，需要修改移动通

信模块的 MAC 层功能实体以及提供从 MAC 层到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的数据传

输通道。本发明实施例后续将通过具体的实施例来进一步说明。

本发明实施例中，对于 WLAN 协作模式下的基站、移动台来说，以下描

述都适用：

当采用 WLAN 协作模式进行数据 ( MAC PDU ) 发送时，数据在移动通信

模块的 MAC 层中进行分流：一部分数据仍然通过移动通信模块发送；另一部

分数据经由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传输到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并可能暂时被緩存在

WLAN 协作模式专用内存实体中；由协作模式管理模块负责将该部分数据由

经 LLC 功能实体传输到 WLAN 模块进行传输。

当采用 WLAN 协作模式进行外部数据 （MAC PDU ) 接收时，WLAN 模

块可以将接收到的数据由经 LLC 功能实体传输到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并可能

暂时被緩存在 WLAN 协作模式专用内存实体中；由协作模式管理模块负责将

该部分数据由经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传输到移动通信模块 MAC 层 中的 MAC

PDU 队列进行汇聚。本发明实施例中，LLC 功能实体还可以区分 WLAN 模

块接收到的数据类型，如果是传统的WLAN 模块通信数据，则传输到 TCP/IP

协议层；如果是 WLAN 协作通信的数据，则传输到协作模式管理模块。一个

实施例中， WLAN 协作通信的数据可以携带标识，使 LLC 功能实体根据该

标识可 以区分 WLAN 模块接收到的数据类型是 LAN 协作通信的数据。

实施例三：

请参阅图 5, 图 5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 WLAN 协作模式下的一种移动

通信模块 （基站或移动台的移动通信模块 ）的 MAC 层的模块图，作为上述实

施例二中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层的一种实现方式。本实施例中， 移动通信



模块 包括但不限于支持 LTE 、 HSPA 以及 HSPA+ 移动通信协议的移动通信模

块。

与现有 的 MAC 层相 比较 ，图 5 所示的 MAC 层做 了如下修改：

1、增设 了一条从生成 MAC PDU 模块到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的数据通道，

该数据通道用于传递需要通过 WLAN 协作模 式传输 的数据 （MAC PDU )。

2、增设一个分流调度控制器，用于对 MAC SDU 队列緩存的 MAC SDU

进行分流调度 ，一部分数据仍 然通过移动通信模 块发送 ，即通过传输信道

( Transport channel ) 发送，另一部分数据经由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传输到协作

模式管理模块 ，并可能暂时被緩存在 WLAN 协作模 式专用 内存 实体 中，由协

作模式管理模块 负责将该部分数据 由经 LLC 功能实体传输到 WLAN 模块进行

传输 。其 中，分流调度控制器可以是 MAC 层原有控制器的一个组成单元。其

中，分流调度控制器还可以通过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与协作模式管理模块交互分

流控制信息，以便提升调度算法的性能。

请一并参阅图 6, 图 6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 WLAN 协作模 式下的另一

种移动通信模块 （基站或移动 台的移动通信模块 ）的 MAC 层的模块图，作为

上述实施例二 中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层的又一种 实现方式。

与现有 的 MAC 层相 比较 ，图 6 所示的 MAC 层做 了如下修改：

1、增设 了一条从 MAC PDU 队列到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的数据通道，该数

据通道用于传递通过 WLAN 协作模 式接收的数据 ( MAC PDU )。

其 中，MAC PDU 队列可以接收下层通过传输信道 （Transport channel ) 上

传的 MAC PDU, 还可以接收从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接收到的 WLAN 模块发送

的 MAC PDU 并进行汇聚、拆解后传递给上层的 RLC 实体 。

本实施例 中，当没有启动 WLAN 协作传输模式时，本实施例的 MAC 层

的工作流程与现有技术相 同；当启动 WLAN 协作传输模式时，本实施例提供

的 MAC 层工作流程可以如下：

1、 WLAN 协作传输数据：

分流调度控制器可以根据移动通信 的信道信 息、MAC SDU 队列的长度

( 即 MAC SDU 数量 ) 以及协作模 式管理模块传递的控制信息等将 MAC SDU

队列緩存的一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 MAC PDU, 然后 由经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



发送给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并可能暂时被緩存在 WLAN 协作模式专用内存实

体 中，由协作模 式管理模块 负责将该部分数据 由经 LLC 功能实体传输到

WLAN 模块进行传输。分流调度控制器将 MAC SDU 队列緩存的剩余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 MAC PDU, 然后利用移动通信模块的现有传输机制进行传

输。其中，分流调度控制器还可能根据需要 ，命令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取消部分

数据的传输。

2、 WLAN 协作接收数据：

移动通信模块和 WLAN 模块接收的 MAC PDU 在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PDU 队列进行汇聚，并经过拆解后传输到上层。

实施例四：

请参阅图 7, 图 7 为本实施例提供的 LTE Femtocell 中一种移动通信模块

的 MAC 层的逻辑图，图 7 说明了如何对现有的 LTE Femtocell 中移动通信模

块的 MAC 层功能实体进行修改从而支持 WLAN 协作传输模式，作为上述实

施例二 中移动通信模块的MAC 层的一种具体实现方式。本实施例提供的MAC

层 同时适用于支持 WLAN 协作传输模式的基站和移动台，采用本实施例可以

使上行和下行都支持 WLAN 协作传输模式。

在图 7 所示的 MAC 层 中，去复用/复用 （（De- ) Multiplexing ) 模块是将

上层 的公共控制信道 （CCCH )、专用控制信道 （DCCH ) 和专用传输信道

( DTCH ) 接收到的 MAC SDU 按照一定顺序打 包成 MAC PDU 的功能实体。

为了实现 WLAN 协作传输，需要对现有 LTE Femtocell 中移动通信模块的MAC

层进行以下两部分的修改：

1、增设 了一条从 （De- ) Multiplexing 模块到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的数据通

道，该数据通道用于将 （De- ) Multiplexing 模块产生的 MAC PDU 传递到移动

通信模块接 口。

其中，该数据通道也可以将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发送的 MAC PDU 发送到

( De- ) Multiplexing 模块。

2、增设一个分流调度控制器，用于对（De- )Multiplexing 模块产生的 MAC

PDU 进行分流。其中，分流调度控制器可以将一部分来 自 CCCH, DCCH 和

DTCH 的 MAC SDU 打 包成 MAC PDU, 并由经上述数据通道、移动通信模块



接 口传输到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并可能暂时被緩存在 WLAN 协作模 式专用 内

存 实体 中，由协作模 式管理模块 负责将该部分数据 由经 LLC 功能实体传输到

WLAN 模块进行传输 。其 中，分流调度控制器可以将剩余部分来 自 CCCH,

DCCH 和 DTCH 的 MAC SDU 打 包成 MAC PDU, 并通过移动通信模块进行传

输 。

其 中，该分流调度控制器可以通过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与协作模 式管理模块

交互控制信息，控制信息可能包括 WLAN 协作传输专用 内存 实体 中待发送的

MAC PDU 数量 、MAC PDU 的平均等待 时间、当前待发送的 MAC PDU 的等

待时间、MAC 模块可用的频谱带宽、MAC 模块的峰值传输速率等，也可能包

括命令协作模 式管理模块启动/取 消 WLAN 协作通信 的控制指令 。

实施例五 ：

请参阅图 8 , 图 8 为本实施例提供 的 HSPA Femtocell 中一种移动通信模块

的 MAC 层 的逻辑图，图 8 说 明了如何对现有的 HSPA Femtocell 中移动通信模

块的 MAC-hs 功能实体进行修改使得下行数据传输时可以使用 WLAN 协作模

式，作为上述实施例二 中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层 的一种具体 实现方式。

为 了实现 WLAN 协作传输 ，需要对现有 HSPA Femtocell 中移动通信模块

的 MAC 层进行以下两部分的修改：

1、增设从各个优先队列 （Priority Queue ) 到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的数据通

道。该通道传输 WLAN 协作 的 MAC-hs 功能实体的 MAC PDU 。

2、增设一个分流调度控制器，用于对发送的 MAC PDU 进行分流，使一

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 MAC PDU, 并 由经上述数据通道、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

传输到协作模 式管理模块，并可能暂时被緩存在 WLAN 协作模式专用 内存 实

体 中，由协作模 式管理模 块 负责将该部分数据 由经 LLC 功 能 实体传输到

WLAN 模块进行传输；剩余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 MAC PDU, 并通过移动通

信模块进行传输 。

其 中，该分流调度控制器可以通过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与协作模 式管理模块

交互控制信息，控制信息可能包括 WLAN 协作传输专用 内存 实体 中待发送的

MAC PDU 数量 、MAC PDU 的平均等待 时间、当前待发送的 MAC PDU 的等

待时间、MAC 模块可用的频谱带宽、MAC 模块的峰值传输速率等，也可能包



括命令协作模 式管理模块启动/取 消 WLAN 协作模 式的控制指令 。

请一并参 阅图 9 , 图 9 为本 实施例提供 的 HSPA Femtocell 中又一种移动通

信模块的 MAC 层的逻辑 图，图 9 说 明 了如何对现有 的 HSPA Femtocell 的移动

通信模块的 MAC-hs 功能实体进行修改使得 下行数据接收时可以使用 WLAN

协作模 式，作 为上述实施例二 中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层的一种具体 实现方式。

如 图 9 所示，需要对现有 HSPA Femtocell 中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层进行

以下修 改：

1、增设一条从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到 Re-ordering queue distribution 模块的

数据通道 ，该数据通道用于将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接收到的 MAC PDU 传输到

MAC-hs 功能实体 。其 中，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接收到的 MAC PDU 是 由 WLAN

模块接 收并由经 LLC 功能实体 、协作模 式管理模块传输到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

的。其 中，协作模 式管理模块传输到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的 MAC PDU 还可能被

緩存在 WLAN 协作模 式专用 内存 实体 中。

本实施例 中，对于 HSPA+ Femtocell 也可以在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ehs

功能实体 中增加相应 的数据通道以及相应 的分流调度控制器，使得下行数据传

输 、下行数据接收时可以支持 WLAN 协作传输模 式。

实施例六：

本实施例详细说 明在 实施例二所示的模块 图中，启动 、维护和终止 WLAN

协作模 式的一些流程 。

一、启动 WLAN 协作模 式：

其 中，启动 WLAN 协作模 式之前 ，需要进行 WLAN 协作通信模 式的预配

置，包括以下步骤 ：

1、基站 中的协作模 式配置服务器从移动通信模块获得 Femtocell 的小 区

ID, 并且根据从 小区 ID 到 SSID 的映射 关系设置基站 WLAN 模块的 SSID 。

2、用户在移动 台上手动输入上述 WLAN 模块的接入信 息 （例如接入 密

码 ），使移动 台上的 WLAN 模块可以接入到上述基站的 WLAN 模块。

以下流程说 明当移动 台进入支持 WLAN 协作模 式的 Femtocell 后如何启动

WLAN 协作模 式：

1、移动 台上的设备操作 系统启动协作模 式配置客户端 中的程序 。



2、协作模式配置客户端从移动 台的移动通信模块获得 Femtocell 小区 ID,

并且根据从小区 ID 到 SSID 的映射关系获得 WLAN AP 的 SSID, 记为 SSID1 。

3、协作模式配置客户端通过移动台的 WLAN 模块进行 WLAN AP 搜索，

获得可以接入的 WLAN AP 的 SSID 列表 ，并且在该列表 中找是否有 SSID1 ;

如果在该列表 中发现 SSID1 , 则协助模式配置客户端让移动 台的的 WLAN 模

块连接到 SSID1 对应的 WLAN AP 上；否则，协助模式配置客户端等待小区

ID 发生改变再执行步骤 2。

4、协作模式配置客户端通过 WLAN 模块与基站上的协作模式配置服务器

进行相互认证 。

5、如果基站在具备 WLAN 协作传输权限，则协助模式配置客户端通知移

动台的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和移动通信模块启动 WLAN 协作模式。

以下流程说明处于 Femtocell 的基站如何启动协作模式：

A l 、协作模式配置服务器从基站的移动通信模块中获取 Femtocell 的小区

标识 ID, 并且根据从小区标识 ID 到 SSID 的映射关系设置 WLAN AP 的 SSID;

B l 、协作模式配置服务器通过 WLAN 模块与移动台上的协作模式配置客

户端进行 WLAN 协作传输权限认证；若移动台具备 WLAN 协作传输权限，则

协作模式配置服务器通知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和移动通信模块启动 WLAN 协作

传输。

本实施例中，基站的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可以维护一张从用户移动通信 ID

到 MAC 地址的映射表。用户移动通信 ID 指的是移动台进入 Femtocell 后 FBS

分配的移动通信 系统的标识；MAC 地址指的是移动台的 WLAN 模块的 MAC

地址。当一个新的移动 台启动 WLAN 协作模式时，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就往该

映射表 中添加一个对应的映射关系。当一个移动台终止 WLAN 协作模式时，

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就把该映射表 中对应的映射关系删除。

为了实现 WLAN 协作模式，在基站和移动台端都需要预 留一个 LLC 地址，

所有通过 WLAN 协作传输的数据都发送到 LLC 地址对应的 LCC 功能实体上。

该 LLC 地址可以是事先约定，也可以是通过协作模式客户端和协作模式服务

器协商而动态决定的。

二 、WLAN 协作模式的维护和终止：



本实施例中，基站和移动台都可以发起终止协作传输模式的流程。当基站

发现下列三种情况有一种出现，则可以触发终止协作流程：

1、移动台切换到其他小区；

2、移动台的WLAN 模块无法与 FBS 的WLAN 模块通信；

3、收到移动台的协作模式配置客户端发给基站的协作模式配置服务器的

终止协作传输通知。

其中，基站终止协作流程如下：

1、基站的协作模式管理模块清空移动台在 WLAN 协作模式专用内存实体

中尚未成功发送的 MAC PDU, 并通知移动通信模块这些数据尚未成功发送。

2、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将用户移动通信 ID-MAC 地址的映射表的相关映射

删除。

当移动台发现下列三种情况有一种出现，则可以触发终止协作流程：

1、该 UE 切换到其他小区；

2、 WLAN 信号强度低于一个门限值或者接收不到；

3、 WLAN 协作传输功能被用户终止。

其中，移动台终止协作流程如下：：

1、如果协作模式配置客户端通过 WLAN 模块与协作模式配置服务器通

信，则向协作模式配置服务器发送终止协作传输的通知。

2、移动台的协作模式管理模块清空移动台的WLAN 协作模式专用内存实

体中尚未成功发送的上行 MAC PDU, 并通知移动通信模块这些数据尚未成功

发送。

实施例七：

本实施例为分流调度控制器提供一种调度算法。图 10 为实施例提供的一

种调度算法的框架图。其中，该调度算法的说明如下：

1、MAC 层原有的针对移动通信模块物理层的调度器不变，把该调度器记

为 MAC 调度器 1。

2、分流调度控制器检测 MAC SDU 队列緩存的 MAC SDU 的数量，如果

MAC SDU 的数量超过一个预设门限值 ( 该预设门限值可能与移动通信模块的

当前的平均传输速率有关 ）则触发分流调度。



其中，分流调度的说明如下：分流调度控制器可以按照一定规则把 MAC

SDU 队列緩存 中位于队尾的若干 MAC SDU 汇聚成 MAC PDU, 并通过移动通

信模块接 口交由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发送。这过程对 MAC 层原有的调度器透明。

3、如果在 MAC 调度器 1调度上述 MAC SDU 之前，这些 MAC SDU 已

经用 WLAN 协作模式发送完毕，并且通过 WLAN 模块收到发送正确的反馈 ，

则在 MAC SDU 队列緩存 中删除上述 MAC SDU; 反之，当MAC 调度器 1调

收到发送正确的反馈 ，则分流调度控制器可以命令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取消这些

MAC PDU 的 WLAN 协作传输，改由移动通信模块发送。

以上对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 WLAN 协作的数据传输方法进行 了介绍，本

发明实施例可以在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层上实现数据分流调度 ，使得基站、

移动台需要发送的数据时可以通过 WLAN 模块和移动通信模块来发送，也就

是说基站、移动台需要发送的数据可以通过 WLAN 资源和 Femtocell 资源来

发送。与现有技术仅通过 Femtocell 资源发送数据相比，本发明实施例可以缩

短 系统空口传输时延，提高移动通信用户的通信体验。

请参阅图 11 , 图 11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 WLAN 协作的数据传输

设备的结构示意图。其中，图 11 所示的数据传输设备可以是基站。如图 11 所

示，该数据传输设备可以包括：

分流调度控制器 11、移动通信模块 12、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13、LLC 功能

实体 14 以及 WLAN 模块 15；

其中，分流调度控制器 11 用于检测移动通信模块 12 的 MAC SDU 队列緩

存的 MAC SDU 数量是否超过预设 门限值，如果是，则将一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 MAC PDU, 并由经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发送给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13; 协作

模式管理模块 13 用于接收上述一部分 MAC SDU 打包成的 MAC PDU 发送给

LLC 功能实体 14; LLC 功能实体 14 用于接收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13 发送的

MAC PDU, 并发送给 WLAN 模块 15 进行传输；分流调度控制器 11 还用于将

MAC SDU 队列緩存的剩余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 MAC PDU, 并通过移动通

信模块 12 进行传输。

如图 11 所示，一个实施例中，该数据传输设备还可 以 包括：



协作模式配置服务器 16, 用于从移动通信模块 12 中获取 Femtocell 的小

区标识 ID, 并且根据从小区标识 ID 到 SSID 的映射关系设置 WLAN AP 的

SSID; 以及协作模式配置服务器 16 通过 WLAN 模块 15 与移动台上的协作模

式配置客户端进行 WLAN 协作传输权限认证；若移动台具备 WLAN 协作传输

权限，则通知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13 和移动通信模块 12 启动 WLAN 协作传输。

一个实施例中，WLAN 模块 15 还用于接收外部输入的 MAC PDU, 并发

送给 LLC 功能实体 14; LLC 功能实体 14 用于将 WLAN 模块 15 发送的 MAC

PDU 发送给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13; 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13 用于接收 LLC 功能

实体 14 发送的 MAC PDU, 并由经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发送给移动通信模块 12

的 MAC PDU 队列，使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13 发送的 MAC PDU 和移动通信模

块 12 接收到的 MAC PDU 在移动通信模块 12 的 MAC PDU 队列中汇聚。

一个实施例中，分流调度控制器 13 具体用于检测移动通信模块 12 的MAC

SDU 队列緩存的MAC SDU 数量是否超过预设 门限值，如果是，则将 MAC SDU

队列緩存 中位于队尾的若干个 MAC SDU 汇聚成 MAC PDU, 并由经移动通信

模块 12 接 口发送给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13。

如图 11 所示，一个实施例中，该数据传输设备还可 以 包括：

WLAN 协作模式专用 内存实体 17, 用于存储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13 接收到

的一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的 MAC PDU;

相应地，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13 还用于在将上述一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

的 MAC PDU 由经 LLC 功能实体 14 发送给 WLAN 模块 15 之前，将上述一部

分 MAC SDU 打包成的 MAC PDU 存储到 WLAN 协作模式专用内存实体 17。

一个实施例中，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13 还用于接收移动通信模块 12 发送的

用于指示取消WLAN 协作模式专用 内存实体 17 存储的部分 MAC PDU 协作传

输的 MAC 层命令，根据该 MAC 层命令取消 WLAN 协作模式专用内存实体

17 存储的部分 MAC PDU 由经 LLC 功能实体 14 发送给 WLAN 模块 15 进行

传输。

请参阅图 12, 图 12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 WLAN 协作的数据传输

设备的结构示意图。其中，图 12 所示的数据传输设备可以是移动台。如图 12

所示，该数据传输设备可以包括：



分流调度控制器 21、移动通信模块 22、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23、LLC 功能

实体 24 以及 WLAN 模块 25;

其 中，分流调度控制器 2 1用于检测移动通信模块 22 的 MAC SDU 队列緩

存的 MAC SDU 数量是否超过预设 门限值 ，如果是 ，则将一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 MAC PDU, 并 由经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发送给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23; 协作

模式管理模块 23 用于接收上述一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的 MAC PDU 发送给

LLC 功能实体 24; LLC 功能实体 24 用于接收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23 发送的

MAC PDU, 并发送给 WLAN 模块 25 进行传输；分流调度控制器 21还用于将

MAC SDU 队列緩存的剩余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 MAC PDU, 并通过移动通

信模块 22 进行传输 。

如 图 12 所示，一个实施例中，该数据传输设备还 可 以 包括：

协作模式配置客户端 26, 用于从移动通信模块中获取 Femtocell 的小区标

识 ID, 并且根据从小区标识 ID 到 SSID 的映射关系获得 WLAN AP 的 SSID,

记为 SSID1 ; 以及通过 WLAN 模块 25 进行 WLAN AP 搜 索，获得可接入的

WLAN AP 的 SSID 列表 ，并且在 SSID 列表 中查询是否存在上述 SSID1 , 如果

存在，则触发 WLAN 模块 25 连接到上述 SSID1 对应的 WLAN AP 上；以及

通过 WLAN 模块 25 与基站上的协作模式配置服务器进行 WLAN 协作传输权

限认证；若基站具备 WLAN 协作传输权限，则通知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23 和移

动通信模块 22 启动 WLAN 协作传输。

一个实施例中，WLAN 模块 25 还用于接收外部输入的 MAC PDU, 并发

送给 LLC 功能实体 24; LLC 功能实体 24 用于将 WLAN 模块 25 发送的 MAC

PDU 发送给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23; 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23 用于接收 LLC 功能

实体 24 发送的 MAC PDU, 并由经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发送给移动通信模块 22

的 MAC PDU 队列，使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23 发送的 MAC PDU 和移动通信模

块 22 接收到的 MAC PDU 在移动通信模块 22 的 MAC PDU 队列中汇聚。

一个实施例中，分流调度控制器 23具体用于检测移动通信模块 22 的MAC

SDU 队列緩存的MAC SDU 数量是否超过预设 门限值 ，如果是 ，则将 MAC SDU

队列緩存 中位于队尾的若干个 MAC SDU 汇聚成 MAC PDU, 并由经移动通信

模块 22 接 口发送给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23。



如 图 12 所示，一个实施例 中，该数据传输设备还 可 以 包括：

WLAN 协作模 式专用 内存 实体 27, 用于存储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23 接收到

的一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的 MAC PDU;

相应地 ，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23 还用于在将上述一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

的 MAC PDU 由经 LLC 功能实体 24 发送给 WLAN 模块 25 之前，将上述一部

分 MAC SDU 打 包成的 MAC PDU 存储到 WLAN 协作模 式专用 内存 实体 27。
一个实施例 中，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23 还用于接收移动通信模块 22 发送的

用于指示取消WLAN 协作模 式专用 内存 实体 27存储的部分 MAC PDU 协作传

输的 MAC 层命令 ，根据该 MAC 层命令取 消 WLAN 协作模式专用 内存 实体

27 存储的部分 MAC PDU 由经 LLC 功能实体 24 发送给 WLAN 模块 25 进行

传输 。

本发明实施例 中，上述 MAC SDU 队列緩存的MAC SDU 可以 由LTE MAC

层功能实体产生，或者 由 HSPA 的 MAC-hs 功能实体产生，或者 由 HSPA+ 的

MAC-ehs 功能实体产生。本发明实施例不作限定。

本发明实施例可以在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层上实现数据分流调度 ，使得

基站、移动 台需要发送的数据 时可以通过 WLAN 模块和移动通信模块来发送，

也就是说基站 、移动 台需要发送的数据可以通过 WLAN 资源和 Femtocell 资

源来发送。与现有技术仅通过 Femtocell 资源发送数据相 比，本发 明实施例可

以缩短 系统空口传输时延 ，提 高移动通信用户的通信体验 。

请参阅图 13 , 图 13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 WLAN 协作 的数据传输

系统的结构示意图。其 中，该数据传输 系统 可 以 包括：

基站 31 和移动 台 32;

其 中，基站 31 包括第一分流调度控制器 311、第一移动通信模块 312、第

一协作模 式管理模块 313、第一逻辑链路控制 LLC 功能实体 314 以 及 第一

WLAN 模块 315;

其 中，第一分流调度控制器 311 用于检测第一移动通信模块 312 的 MAC

SDU 队列緩存的 MAC SDU 数量是否超过预设 门限值 ，如果是 ，则将一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 MAC PDU, 并由经第一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发送给第一协作

模式管理模块 313; 第一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313 用于接收上述一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的 MAC PDU 发送给第一 LLC 功能实体 314; 第一 LLC 功能实体 314

用于接收第一协作模 式管理模块 313 发送的 MAC PDU, 并发送给第一 WLAN

模块 315; 第一 WLAN 模块 315 用于将第一 LLC 功能实体 314 发送的 MAC

PDU 传输至移动 台 32; 第一分流调度控制器 311 还用于将 MAC SDU 队列緩

存的剩余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 MAC PDU, 并通过第一移动通信模块 312 传

输至移动 台 32;

其 中，移动 台 32 包括第二移动通信模块 322、第二协作模 式管理模块 323、
第二逻辑链路控制 LLC 功能实体 324 以及第二 WLAN 模块 325;

其 中，第二 WLAN 模块 325 用于接收第一 WLAN 模块 315 传输的 MAC

PDU, 并发送给第二 LLC 功能实体 324; 第二 LLC 功能实体 324 用于接收第

二 WLAN 模块 325 发送的 MAC PDU, 并发送给第二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323;

第二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323 用于接收第二 LLC 功能实体 324 发送的 MAC

PDU, 并 由经第二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发送给第二移动通信模块 322 的 MAC

PDU 队列；第二协作模 式管理模块 323 发送的 MAC PDU 和第二移动通信模

块 322接收到的MAC PDU 在第二移动通信模块 322 的 MAC PDU 队列中汇聚。

如 图 13 所示，一个实施例 中，移动 台 32 还 可 以 包括：

第二分流调度控制器 321 , 用于检 测第二移动通信模块 322 的 MAC SDU

队列緩存的 MAC SDU 数量是否超过预设 门限值 ，如果是 ，则将一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 MAC PDU, 并 由经第二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发送给第二协作模 式管

理模块 323; 第二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323 用于接收上述一部分 MAC SDU 打 包

成的 MAC PDU 发送给第二 LLC 功能实体 324; 第二 LLC 功能实体 324 用于

接收第二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323 发送的 MAC PDU, 并发送给第二 WLAN 模

块 325; 第二 WLAN 模块 325 用于将第二 LLC 功能实体 324 发送的 MAC PDU

传输至基站 31 的第一 WLAN 模块 315; 第二分流调度控制器 321 还用于将

MAC SDU 队列緩存的剩余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 MAC PDU, 并通过第二移

动通信模块 322 传输至基站 31 的第一移动通信模块 312;

相应地 ，基站 31 的第一 WLAN 模块 315 用于接收第二 WLAN 模块 325

传输的 MAC PDU, 并发送给第一 LLC 功能实体 314; 第一 LLC 功能实体 314

用于接收第一 WLAN 模块 315 发送的 MAC PDU, 并发送给第一协作模 式管



理模块 313; 第一协作模 式管理模块 313 用于接收第一 LLC 功能实体 314 发

送的 MAC PDU, 并 由经第一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发送给第一移动通信模块 312

的 MAC PDU 队列；第一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313 发送的 MAC PDU 和第一移动

通信模块 312 接 收到的 MAC PDU 在第一移动通信模块 312 的 MAC PDU 队列

中汇聚。

一个实施例 中，基站 31 还可以包括第一 WLAN 协作模 式专用 内存 实体

317, 用于緩存第一移动通信模块 312 和第一 WLAN 模块 315 之 间的 WLAN

协作传输数据 。其 中，第一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313 还用于接收第一移动通信模

块 312 发送的用于指示取消第一 WLAN 协作模式专用 内存 实体 317 存储的部

分 MAC PDU 协作传输 的 MAC 层命令 ，根据该 MAC 层命令取消第一 WLAN

协作模 式专用 内存 实体 317存储的部分 MAC PDU 由经第一 LLC 功能实体 314

发送给第一 WLAN 模块 315 进行传输 。

一个实施例 中，移动 台 32 还 可 以 包括第二 WLAN 协作模式专用 内存 实体

327, 用于緩存第二移动通信模块 322 和第二 WLAN 模块 325 之 间的 WLAN

协作传输数据 。其 中，第二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323 还用于接收第二移动通信模

块 322 发送的用于指示取消第二 WLAN 协作模式专用 内存 实体 327 存储的部

分 MAC PDU 协作传输 的 MAC 层命令 ，根据该 MAC 层命令取消第二 WLAN

协作模 式专用 内存 实体 327存储的部分 MAC PDU 由经第二 LLC 功能实体 324

发送给第二 WLAN 模块 325 进行传输 。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 WLAN 协作 的数据传输 系统 中，可 以在移动通信模

块的 MAC 层上实现数据分流调度 ，使得移动通信模块需要发送的数据时可以

通过 WLAN 模块和移动通信模块来发送 ，也就是说基站、移动 台需要发送的

数据 可 以通过 WLAN 资源和 Femtocell 资 源来发 送 。与现有技 术仅 通过

Femtocell 资源发送数据相 比，本发明实施例可以缩短 系统空口传输 时延 ，提

高移动通信用户的通信体验 。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可以理解上述 实施例的各种方法 中的全部或部分步

骤是可以通过程序来指令相关的硬件来完成 ，该程序可以存储于一计算机可读

存储介质 中，存储介质可以包括：闪存盘 、只读存储器 （Read-Only Memory ,

ROM ) 随机存取器 （Random Access Memory, RAM ) 磁盘或光盘等。



以上对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一种 WLAN 协作的数据传输方法及设备、

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同
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据本发明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

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权 利 要 求
1、一种无线局域 网协作的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分流调度控制器检测微微蜂 窝小区的移动通信模块的媒体接入控制服务

数据单元 MAC SDU 队列緩存的MAC SDU 数量是否超过预设 门限值 ，如果是，

则将一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媒体接入控制层协议数据单元 MAC PDU, 并 由

经所述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发送给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所述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将所述一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的MAC PDU 由经

逻辑链路控制 LLC 功能实体发送给无线局域 网WLAN 模块进行传输；以及

分流调度控制器将所述 MAC SDU 队列緩存的剩余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

MAC PDU, 并通过所述移动通信模块进行传输。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 包括：

协作模 式配置服务器从微微蜂 窝小区的移动通信模块 中获取所述微微蜂

窝小区的小区标识 ID, 并且根据从小区标识 ID 到服务集标识 SSID 的映射关

系设置无线局域 网接入点 WLAN AP 的 SSID ；以及

所述协作模式配置服务器通过所述 WLAN 模块与移动台上的协作模式配

置客户端进行 WLAN 协作传输权限认证 ；

若所述移动台具备 WLAN 协作传输权限，则所述协作模式配置服务器通

知所述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和所述移动通信模块启动 WLAN 协作传输。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 包括：

协作模 式配置客户端从微微蜂 窝小区的移动通信模块 中获取所述微微蜂

窝小区的小区标识 ID, 并且根据从小区标识 ID 到服务集标识 SSID 的映射关

系获得无线局域 网接入点 WLAN AP 的 SSID, 记为 SSID1 ;

所述协作模式配置客户端通过所述 WLAN 模块进行 WLAN AP 搜 索，获

得可接入的 WLAN AP 的 SSID 列表 ，并且在所述 SSID 列表 中查询是否存在

所述 SSID1 , 如果存在，则触发所述 WLAN 模块连接到所述 SSID1 对应的

WLAN AP 上；

所述协作模式配置客户端通过所述 WLAN 模块与基站上的协作模式配置

服务器进行 WLAN 协作传输权限认证 ；

若所述基站具备 WLAN 协作传输权限，则所述协作模式配置客户端通知



所述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和所述移动通信模块启动 WLAN 协作传输。

4、根据权利要求 1、 2 或 3 所述的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

还 包括：

所述 WLAN 模块接收外部输入的 MAC PDU, 并由经 LLC 功能实体发送

给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所述协作模式管理模块接收所述 LLC 功能实体发送的 MAC PDU, 并由

经所述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发送给所述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PDU 队列，使所述

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发送的 MAC PDU 和所述移动通信模块接收到的 MAC PDU

在所述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PDU 队列中汇聚。

5、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的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将一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媒体接入控制层协议数据单元 MAC PDU, 包括：

所述分流调度控制器将所述 MAC SDU 队列緩存 中位 于队尾 的若干个

MAC SDU 汇聚成媒体接入控制层协议数据单元 MAC PDU 。

6、根据权利要求 1、 2 或 3 所述的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

还 包括：

所述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在将所述一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的MAC PDU 由

经逻辑链路控制 LLC 功能实体发送给无线局域 网WLAN 模块之前，将所述一

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的 MAC PDU 存储到 WLAN 协作模式专用 内存实体 。

7、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 包括：

所述协作模 式管理模块接收所述移动通信模块发送的用于指示取消所述

WLAN 协作模式专用 内存实体存储的部分 MAC PDU 协作传输的 MAC 层命

令；

所述协作模式管理模块根据所述 MAC 层命令取消所述 WLAN 协作模式

专用 内存实体存储的部分 MAC PDU 由经 LLC 功能实体发送给 WLAN 模块进

行传输 。

8、根据权利要求 1、2 或 3 所述的数据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MAC

SDU 队列緩存的MAC SDU 由长期演进媒体接入控制 LTE MAC 层功能实体产

生，或者 由高速分组接入 HSPA 的 MAC-hs 功能实体产生，或者由演进式高速

分组接入 HSPA+ 的 MAC-ehs 功能实体产生。



9、一种无线局域 网协作的数据传输设备 ，其特征在于，包括：

分流调度控制器、微微蜂 窝小区的移动通信模块、协作模式管理模块、逻

辑链路控制 LLC 功能实体以及 WLAN 模块；

所述分流调度控制器，用于检测所述移动通信模块的媒体接入控制服务数

据单元 MAC SDU 队列緩存的 MAC SDU 数量是否超过预设 门限值 ，如果是 ，

则将一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媒体接入控制层协议数据单元 MAC PDU, 并 由

经所述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发送给所述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所述协作模式管理模块，用于接收所述一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的 MAC

PDU 发送给所述 LLC 功能实体；

所述 LLC 功能实体 ，用于接收所述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发送的 MAC PDU,

并发送给所述 WLAN 模块进行传输；

所述分流调度控制器，还用于将所述 MAC SDU 队列緩存 的剩余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 MAC PDU, 并通过所述移动通信模块进行传输。

10、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的数据传输设备 ，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协作模式配置服务器，用于从微微蜂 窝小区的移动通信模块中获取所述微

微蜂 窝小区的小区标识 ID, 并且根据从小区标识 ID 到服务集标识 SSID 的映

射关系设置无线局域 网接入点 WLAN AP 的 SSID; 以及所述协作模式配置模

块通过所述WLAN 模块与移动 台上的协作模式配置客户端进行 WLAN 协作传

输权限认证；若所述移动台具备 WLAN 协作传输权限，则通知所述协作模式

管理模块和所述移动通信模块启动 WLAN 协作传输。

11、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的数据传输设备 ，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协作模式配置客户端，用于从微微蜂 窝小区的移动通信模块中获取所述微

微蜂 窝小区的小区标识 ID, 并且根据从小区标识 ID 到服务集标识 SSID 的映

射关系获得无线局域 网接入点 WLAN AP 的 SSID, 记为 SSID1 ; 以及通过所

述 WLAN 模块进行 WLAN AP 搜 索，获得可接入的 WLAN AP 的 SSID 列表 ，

并且在所述 SSID 列表 中查询是否存在所述 SSID1 , 如果存在 ，则触发所述

WLAN 模块连接到所述 SSID1 对应 的 WLAN AP 上；以及通过所述 WLAN 模

块与基站上的协作模式配置服务器进行 WLAN 协作传输权限认证；若所述基

站具备 WLAN 协作传输权限，则通知所述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和所述移动通信



模块启动 WLAN 协作传输。

12、根据权利要求 9、 10 或 11 所述的数据传输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 WLAN 模块，还用于接收外部输入的 MAC PDU, 并发送给所述 LLC

功能实体；

所述 LLC 功能实体，用于将所述 WLAN 模块发送的 MAC PDU 发送给所

述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所述协作模式管理模块，用于接收所述 LLC 功能实体发送的 MAC PDU,

并由经所述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发送给所述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PDU 队列，使

所述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发送的 MAC PDU 和所述移动通信模块接收到的 MAC

PDU 在所述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PDU 队列中汇聚。

13、根据权利要求 12 所述的数据传输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流调度

控制器具体用于检测所述移动通信模块的媒体接入控制服务数据单元 MAC

SDU 队列緩存的MAC SDU 数量是否超过预设门限值，如果是，则将所述 MAC

SDU 队列緩存中位于队尾的若干个 MAC SDU 汇聚成媒体接入控制层协议数

据单元 MAC PDU, 并由经所述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发送给所述协作模式管理模

块。

14、根据权利要求 9、 10 或 11 所述的数据传输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

括：

WLAN 协作模式专用内存实体，用于存储所述协作模式管理模块接收到

的所述一部分 MAC SDU 打包成的 MAC PDU;

所述协作模式管理模块，还用于在将所述一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的

MAC PDU 由经逻辑链路控制层 LLC 功能实体发送给无线局域网WLAN 模块

之前，将所述一部分 MAC SDU 打包成的 MAC PDU 存储到 WLAN 协作模式

专用内存实体。

15、根据权利要求 14 所述的数据传输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协作模式管理模块，还用于接收所述移动通信模块发送的用于指示取

消所述WLAN 协作模式专用内存实体存储的部分MAC PDU 协作传输的MAC

层命令，根据所述 MAC 层命令取消所述 WLAN 协作模式专用内存实体存储

的部分 MAC PDU 由经 LLC 功能实体发送给 WLAN 功能模块进行传输。



16、根据权利要求 9、10 或 11 所述的数据传输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

MAC SDU 队列緩存的 MAC SDU 由长期演进媒体接入控制 LTE MAC 层功能

实体产生，或者 由高速分组接入 HSPA 的 MAC-hs 功能实体产生，或者由演进

式高速分组接入 HSPA+ 的 MAC-ehs 功能实体产生。

17、一种无线局域 网协作的数据传输 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基站和移动

台-

其 中，所述基站包括第一分流调度控制器、第一移动通信模块、第一协作

模式管理模块、第一逻辑链路控制 LLC 功能实体以及第一 WLAN 模块；

所述第一分流调度控制器用于检测所述第一移动通信模块的媒体接入控

制服务数据单元 MAC SDU 队列緩存的 MAC SDU 数量是否超过预设 门限值 ，

如果是，则将一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媒体接入控制层协议数据单元 MAC

PDU, 并由经所述第一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发送给所述第一协作模式管理模块；

所述第一协作模式管理模块用于接收所述一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的 MAC

PDU 发送给所述第一 LLC 功能实体；所述第一 LLC 功能实体用于接收所述第

一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发送的 MAC PDU, 并发送给所述第一 WLAN 模块；所

述第一WLAN 模块用于将所述第一LLC 功能实体发送的 MAC PDU 传输至所

述移动 台；所述第一分流调度控制器还用于将所述 MAC SDU 队列緩存的剩余

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 MAC PDU, 并通过所述第一移动通信模块传输至所述

移动台；

所述移动 台包括第二移动通信模块、第二协作模式管理模块、第二逻辑链

路控制 LLC 功能实体以及第二 WLAN 模块；

所述第二 WLAN 模块用于接收所述第一 WLAN 模块传输的 MAC PDU,

并发送给所述第二 LLC 功能实体；所述第二 LLC 功能实体用于接收所述第二

WLAN 模块发送的 MAC PDU, 并发送给所述第二协作模式管理模块；所述第

二协作模式管理模块用于接收所述第二 LLC 功能实体发送的 MAC PDU, 并

由经所述第二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发送给所述第二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PDU

队列；所述第二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发送的 MAC PDU 和所述第二移动通信模块

接收到的 MAC PDU 在所述第二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PDU 队列中汇聚。

18、根据权利要求 17 所述的数据传输 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台还



包括：
第二分流调度控制器，用于检测所述第二移动通信模块的媒体接入控制服

务数据单元 MAC SDU 队列緩存的 MAC SDU 数量是否超过预设 门限值，如果

是，则将一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媒体接入控制层协议数据单元 MAC PDU,

并由经所述第二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发送给所述第二协作模式管理模块；所述第

二协作模式管理模块用于接收所述一部分MAC SDU 打 包成的MAC PDU 发送

给所述第二 LLC 功能实体；所述第二 LLC 功能实体用于接收所述第二协作模

式管理模块发送的 MAC PDU, 并发送给所述第二 WLAN 模块；所述第二

WLAN 模块用于将所述第二 LLC 功能实体发送的 MAC PDU 传输至所述基站

的所述第一 WLAN 模块；所述第二分流调度控制器还用于将所述 MAC SDU

队列緩存的剩余部分 MAC SDU 打 包成 MAC PDU, 并通过所述第二移动通信

模块传输至所述基站的所述第一移动通信模块；

所述第一WLAN 模块用于接收所述第二 WLAN 模块传输的 MAC PDU,

并发送给所述第一 LLC 功能实体；所述第一 LLC 功能实体用于接收所述第一

WLAN 模块发送的 MAC PDU, 并发送给所述第一协作模式管理模块；所述第

一协作模式管理模块用于接收所述第一 LLC 功能实体发送的 MAC PDU, 并

由经所述第一移动通信模块接 口发送给所述第一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PDU

队列；所述第一协作模式管理模块发送的 MAC PDU 和所述第一移动通信模块

接收到的 MAC PDU 在所述第一移动通信模块的 MAC PDU 队列中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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