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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友明公升丁一科小匡同的斑源忱稠方法 用于小 何 的生同、肘伺、頻率、以及功率貿源的枋稠 。其中，

上迭方法包括 下她理 本小 元抉背庶硫定勻其相卻的若千介卻小匡元錢吊克 本小匡元域市庶占共聊

定的若干介卻小 元哉甘貞迸行炎源伽稠信息的交互 基于資源仿稠信息的交互 本小匣元銑市庶碗定其

自身 及若干介卻小 元域市六在朱米特定吋何段內所使用的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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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匡河的資源林調方法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通信領域，具休地，涉及小匡岡的資源林碉方法，用于小 匡

間的空間、吋間、頻率、以及功率資源的切稠。

背景技木

軟頻率夏用技木是解決小 匡間干抗的一神重要方法。 核技木將 O F

O ogo a F eq e cy v s o e，正交頻分多址 系統所有子載波
划分成 組，不同的相祁小 匹迭捧不同組的子載波作力本小區的主子載波，
其他子載波作力本小 匡的副子載波，再吋各小匡的主子載波和副子載波沒置
不，同的友射功率口限，且主子載波的友射功率門限高于副子載波的友射功率
口限，以主子載波的覆蓋范 園硝定小 區迪界。 以小 區中央到小 區迪緣分配的
是主子載波，它可以覆蓋整介小 匡的范軋 速梓，吋于小 匹內部，主要采用

較低功率的副子載波估偷數搪，由于萬基站比較近，因此終端可以接收到本
小 匹清晰的信青，井且由于副子載波功率較小，因此相祁小 匹之間的干抗也
比較小 而在各相郊小 匹迪緣匹域均采用 高功率主載波侍瑜數搪，赴于述緣
匡域的終端主要接收到的是不同相祁小匹的主子載波，由于不同相祁小 匹的

主子載波不相重疊且力正交，因此相互干抗就舍大大降低。

例如，析題力 通迂吋 O 移功通信 系統的功率規划林稠小 四間干
抗的方法 的第 2005 0068 33 青中囤寺利申晴，以及析題力 "羊頻 岡中

上行鏈路干枕林稠的方法、基站、終端和岡塔 的第 N200610087983 青中

囤寺利申清，都是基于上述軟頻率夏用原理提出的小 匹同干抗林稠技木。 送
兩神技木的特魚是力迪緣匡域的元域終端分配特定的忖頻資源泱，井結合功
率控制采控制郊小匡間干抗的強度。

第三代移功通信未期演迸系統杆准組鍊 GPP TE 正在村掩的小區

同干枕切稠技木集 中休現在技木提案 R 074477 ， W卻 彷 wa d O

C C/O v e o a d d ca o o T旺 未期演迸系統中上行小 匹同干抗切稠及迂載

指示的杯 佳化研究方向" 中。 技木提案 R -074477 給出了提前避兔沖突方案
" o-ac e 即p oac " 和用于上行功率控制的狂立于" o-ac ve 叩p oach"

的迂載指示方案 ve oad d ca o ，筒私力



提前避兔沖突方案的思路是 伙服各 e ode 通迂 X 2 接口向各介相郁
e ode 友送一介指示信息 X ，指示信息 X 指示出服各。 ode 在碉度迪緣

E s e q e ，用戶改各 將要使用 ，伙而戶生強小匹同干抗的那些

PR ，送些 P 也成力舛郊小區干抗敏感的 P R 。 收到指示信息 X 的 e

ode 將冬量避兔在指示信息 X 指示的頻率范園 內稠度本小匹的迪緣
也就是冬量避兔在送介敏感的頻率范 園內戶生干枕。

迂載指示方案的思路是 力了宴現上行功控，需要在 X 2 接口上侍送
信息，包括 物理資源泱圾的正在作用中的上行干抗的載波信息，接收到

之后 。 od 的反座方式。

在上迷的提前避兔沖突方案和迂載指示方案申，只 能力迪緣匡域的元域

終端分配整介 系統頻潘中的預先規定好的一部分頻諳資源，速舍限制述緣元
域終端的可用帶寬，以而舍影晌元域終端的佑瑜速率。

友明內容

考慮到相吳技木中的提前避兔坤突方案和迂載指示方案存在限制元域

終端的可用帝寬以及舍手致小區間控制信令交互增加的岡題而提出本友明，
力此，本友明 旨在提供一科小匡間資源仿調和制。

根搪本友明，提供了一神小 匡間的資源林稠方法，核方法用于小 四間的
空岡、 吋間、頻率、 以及功率資源的枋碉。

本小匡元域育焦碉定占其相卻的若干介邦小 匡元域市魚 本小區元域市
魚均其硝定的若干介郊小四元域市魚迸行資源仿稠信息的交互 基于資源林
碉信息的交互，本小四元域市魚硝定其 自身以及若干介邵小 匡元域市魚在未
未特定吋間段內所使用的資源 。

仇迭地，通迪以下操作中的任一神未硝定郊小 匡元域市魚 根搪岡絡挑
划，以本小匡元域市魚力中 ，將占本小匹允域千魚的距 萬 小于預定距萬 的
元域布魚作力祁小 四元域市魚 根搪同絡規划，以本小 匡元域市魚力中

將七本小區元域市魚的距 萬 小于頹定距禹的元域市魚作力祁小匹元域市魚 。

迸一步仇迭地，上迷的女妳仰例 言息包括以下任一科及其組合 吋本小

匹正在使用和 或將要使用的資源戶明、吋本小匡且在使用和/或將要使用的
資源的使用方式的戶明、本小匹的狀怒信息 。



其七 本小區正在使用和/或將要使用的資源戶明包括以下任一神及其
組合 本小 匹 占用的吋頻資源坡的忖同和頻率位置、本小 匡 占用的吋頻資源

坡的友射空間方位或 和覆蓋角度寬度、本小 占用的忖頻資源坡的功率配
置 本小 匹正在使用和/或將要使用的資源的使用方式的戶明包括吋如下使用

方式的戶明 在特定吋同、空同、頻率上以本小匹狙 占的方式使用某些資源

在特定吋間、 空同、 頻率上以均郊小 匡共享的方式使用某些資源 本小匹的
狀悉信息包括 本小匹 占用的吋頻資源泱上的負 載指示。 其中，在吋本小 匡

正在使用和/或將要使用的資源的使用方式的戶明力狄 占方式的情況下，資源

林稠信息迸一步包括以下至少之一 本小匹賦型波柬的角度寬度信息、本小

匹賦型波柬的友射角度在空同上的跳奕信， 在村本小 匹正在使用和/或將要
使用的資源的使用方式的戶明力共享方式的情況下，資源枋碉信息迸一步包

括以下至少之一 本小區在特定頻培資源上的跳頻團案或者跳頻圈案蝙考、

本小匹吋特定頻稽資源的占用吋同園案或者吋間固案編寺。

具休地，本小 四元域市魚硝定其 自身以及若干介祁小 元域市焦在未未
特定忖間段內所使用的資源的操作 包括以下任一科 本小 區元域市魚村本小

匹以及郊小匹的仇先圾迸行排序 本小 區元域市魚按照仇先級排序以及預定
的資源分配規則，奕現村本小 區以及祁小 匡的資源分配 本小匡元域市魚吋
本小匹以及祁小 區的勢迸行排序 本小區元域竿魚按照吋勢的排序以及預定
的資源分配規則，奕現吋本小匡以及郊小匹的資源分配。

其P ，上迷的預定的資源分配規則力 在吋本小匹以及祁小區分配資源

的迂程叱 吋于其戶明使用的資源均其他小 匹戶 明使用的資源可以在空間、

吋間、 頻率任一堆上避兔沖突的小 匡，小 匡的元域竿魚在特定吋坷段內使用

其戶明的資源 在吋本小 以及郁小四分配資源的迂程申，吋于其戶明使用

的資源均其他小匹戶明使用的資源在空同、 忖間、頻率任一堆上都存在沖突

的小 匹，本小四元域市魚使得存在資源戶明沖突的小 匹中的具有最高仇先圾
或最高勢的小 匹 占有其戶明的資源，使得仇先圾低的小 匹放弄其戶明的資源 。

而吋于放昇其戶明的資源的小 匹，本小區在一介元域幀 內，按照放昇其
戶明的資源的小匹的仇先圾順序或勢的高低，在吋間、頻率、 空間角度的資
源維上，依搪預定的吋間、頻率、 角度的一神或多科組合形成的順序，在存
在的空余資源 中查找可以滿足咳小 匡所戶明的資源 。



另外，在上迷赴理中，可以根搪小 區 負 載或資源利用率碉定本小 匹和卻
小匡的仇先圾，其中，仇先圾最高的小 匹力 灸 載最重的小匡或吋坤突資源坡

的利用率最高的小匹 井且，可以根搪本小匡元域布魚以及郊小區允域市魚

的編青或地理坐析硝定本小匡和郁小匹的勢 。

仇迭地，根搪本友明奕施例的資源林碉方法迸一步包括以下赴理 本小

區元域市魚在本地形成本小 匹及祁小 匹的資源使用列表。

迸一步仇迭地，根搪本友明奕施例的資源切碉方法迭一步包括以下赴

理 本小匡元域市魚根搪祁小 匡在本小區元域市魚使用的頻率上的干拔敏感

程度，協稠本小區在頻率上的功率資源使用 。

迭一步仇迭地，根搪本友明奕施例的資源切稠方法迸一步 包括以下赴

理 本小四元域布魚硝定其 自身以及若干介祁小 區元域市魚在未未特定忖間

段內吋資源的使用方式 具休力如下操作 本小 匡元域予魚吋其 自身以及若
干介郊小區元域市魚戶明的資源的使用方式迸行坑汁，將戶明次數最多 的資
源使用方式作力本小 匹以及邵小 匹的資源使用方式 如果存在戶明次數相等
的兩神或兩神以上的資源使用方式，則將具有最高仇先圾或最高勢的小匡所

戶明的資源使用方式作力本小 以及郊小 的資源使用方式 或者將具有最
高仇先級或者最高勢的小 區所戶明的資源使用方式作力本小 匹以及祁小 匡的
資源使用方式。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占本小 區元域市魚 同忖均 多組若干介邵小 區元域

予魚相郁吋，其交互的資源枋稠信息是吋其相祁的多組若干介郊小 元域市

魚的資源狀怒的綜合。

本友明既可用于上行侍瑜資源的仿調，也可用于下行侍瑜資源的仿碉，

既可用于忖分及工系統中資源的切稠，也可用于頻分及工系統中資源的林碉 。

通迂本友明，借助于小 匡間的交互，可以使得小 匹 自主地硝定其在未未特定
吋間內的資源使用和工作模式，既可以 奕現在元域接入岡的整介頻帶上吋小

四間的資源迸行功怒切調，也可以在特定的部分頻帶上舛小 區岡的資源迸行
功悉切碉，八而可以使小匹迪緣終端的可用資源妒展到整介系統頻帶，迸而

可以提升元域終端的和侍瑜速率。

本友明的其它特征和仇魚將在隨后的說明半中罔迷，井且，部分地伙說
明半中交得昱而易凡，或者通迂宴施本友明而了解。 本友明的目的和其他仇



魚可通迂在所昌的說明半、枚利要求半、 以及附團中所特別指出的結枸禾柔

現和茨得。

附圈說明

附圈用未提供吋本友明的迸一步理解，井且枸成說明半的一部分，均本
5 友明的奕施例一起用于解釋本友明，井不枸成吋本友明的限制。 在附圍七

因 是根搪本友明奕施例的小四間的資源忱稠方法的流程軋

園 2 是根搪本友明奕施例的小四間資源林稠的元域接入岡示意軋

團 3 是根搪本友明宴施例的資源戶明占用的示意軋

因 4 是根搪本友明奕施例的沖突資源配置后各介小 區的痰取情況的資
J 源示意團 。

具休奕施方式

如上文所迷，在 目前的提前避兔沖突方案和迪載指示方案中，存在限制
元域終端的可用帶究以及舍影晌元域終端的佑愉速率的岡題，荃于此，本友
明奕施例提供了一神小區間的資源林碉方茉，小匡間根搪信息交互未硝定后
縷的資源使用 。

以 下結合附團舛本友明的仇迭奕施例迸行說明，座 占理解，此赴所描述
的仇迭宴施例仗用于說明和解釋本友明，井不用于限定本友明。

根搪本友明奕施例，提供了一神小 匡岡的資源切碉方法。咳方法可用于
小區河 的上行資源切稠，也可用于小 區坷 的下行資源林稠，井且，既可用于
吋分汲工系統中資源的林稠，也可用于頻分汲工系統中資源的林稠。 另外需

要說明的是，本文中提到的元域布魚可以是一介帶有反積羊元、基帶赴理羊
元、元域資源管理羊元的完整基站，也可以是一介分布式基站中的一介迅端

射頻羊元。 占元域市魚是分布式基站中的一介迅端射頻羊元吋，元域市魚或
小 匹同的資源枋稠信息的侍瑜及資源分配由位于分布式基站的基帶赴理羊元

T T 內的相吳羊元完成。

首先，如圈 所示，根搪本友明宴施例的小 區間的資源切稠方法可以 包

括以下赴理



步驟 5 02 ，本小 匡元域市魚硝定 例如，挑迭 占其相邵的若干介卻
小取元域市患 速里提到的本小四元域市魚可以是任意小 匹的元域市魚

步驟 S 04 ，本小四元域予魚占其碉定的若干介郁小 四元域市魚迸行資
源切碉信息的交互

步驟 5106 ，本小 四元域市魚硝定其 自身以及若干介祁小 四元域市魚在
未未特定吋間段內所使用的資源，或者仇迭地，本小匹元域市魚迂可以迸一
步硝定吋速些資源的使用方式。

例如，可以在第一忖同匹坷 內執行步驟 S 102 ，在第二吋間匠同內執行
步驟 S 104 ，在第三吋岡四間 內扶行步驟 S 106 。 其中，上迷的第一至第三吋
同間隔可以是在吋問上連鎮的，也可以是在忖問上晰升的。 例如，可以在第

二吋間匹同均第三忖間區同內存在一介用于元域市魚 間 或者小 匹同 資源

使用戶明等信息的重友吋同四間。

以下將迭一步村上迷各項迸行描迷。

步驟 S 102

在核步驟中，碉定邵近的元域吊魚的方法可以有如下几神

方法 1．根搪 同塔規划的元域市魚的地理位置，以本小 四元域市魚力中
，將占本小 四元域予魚的距萬 小于預定距萬 的 介元域布魚作力卻匹予魚，

一般地， 力 2一7 之間的 自然數，其具休取值取決于岡絡頻率規划采用的頓
率夏用 系數

方法 2．將本小 四元域市志覆蓋 匹域的迷緣匹域內的元域終端測量量超
迂岡值 預定 口限 的元域市魚作力祁匹市魚 。 一般地，元域終端的測量量

是 "述緣 E 的用于切換的 RS肝 Re e e ce Sy bo ece ved powe 測量
量。 通常，R ．

S RP 越強，則邵近小 匹的友射信考吋終端的干抗越強，井且，
元域終端的友射信寺吋祁近 的元域市魚的干枕也越強 。

二 步驟 S 104

在核步驟中，本小 四元域市魚占祁匹市魚迸行交互的方式包括 通迪元
域市魚間的 回程 AC A 通道奕現交互 通迂空中接口交互。



交互的資源林稠信息可以力以下任一神及其組合 吋本小 匡正在使用和
/或將要使用的資源 違里提到的資源 包括以下一神或多神 空間、吋同、頻
率及功率資源 戶明、吋本小 匹正在使用和/或將要使用的資源的使用方式的
戶明、本小 的狀悉信息。

其中，吋于通道資源而言，資源林稠是指邵小匡的友射或者接收通道是
否可以被配置力力郊小 匹的終端提供服券。 比如，元域市魚 A 將本小 匡的部
分頻率資源 b 借用給郁小區的終端吋可以有兩神借用方式，一神方式是將 b

借用給郁近小 匹的迷緣用戶的同吋，本小 匹的中 匡域的元域終端仍然使用

b 接收由本小區的元域市魚提供的止各，此吋本小匹的元域市魚在 b 上的友
射或接收通道資源仍然力本小 的 E 占用 ，因此，b 上的友射或接收通道
資源不能被郊近小區借用 另一神方式是元域市魚 A b 借用給祁近小 匹的
迪緣用戶后，本小 匡的元域終端不再使用 b，迭神情況下，元域市魚 A 在 b

上的友射或接收通道資源也可以被祁近小 匹借用 。

具休地，本小 匹正在使用和/或將要使用的資源戶明包插以下任一神及
其組合 本小 匹 占用的吋頻資源坡的吋間和頻率位置、本小 匹 占用的吋頻資
源坡的友射空間方位或/和覆蓋角度寬度、本小 匡 占用的吋頻資源泱的功率配
置 本小匹正在使用和/或將要使用的資源的使用方式的戶明包括吋如下使用

方式的戶明 在特定吋河 、空間、頻率上以本小 區拙 占的方式使用某些資源

在特定吋同、 空間、頻率上以占邵小 匹共享的方式使用某些資源 本小匹的
狀悉信息包拮 本小 匡 占用的吋頻資源泱上的 魚 載指示。

其中，在吋本小 匹正在使用和/或將要使用的資源的使用方式的戶 明力
狙 占方式的情況下，資源林碉信息迸一步包括以下至少之一 本小 匡賦型波
柬的角度寬度信息 、本小區賦型波束的友射角度在空間上的跳吏信息 在吋
本小 區正在使用和/或將要使用 的資源的使用方式的戶明力共享方式的情況
，資源切稠信息迸一步包括以下至少之一 本小 匡在特定頻褚資源上的跳

頻固案或者跳頻圈茉編青、本小 匹吋特定頻暗資源的占用吋間圈茉或者忖間
園茉編青。

另外，本小 匹的狀怒信息包括並各狀怒信息、岡塔狀怒信息等。 而岡絡
狀怒信息叉具休包插 吋邵近小匹的測量量 如終端迸行的切換測量量 、本

匹的魚 載情況、本小 匹的干枕情況、 小匹迷緣終端的數量和並芬量等 交
互頻度可以分力高吋延交互和低吋延交互 高吋延交互可以 以几十毫秒力周
期 低吋延交互可以 以几介毫秒力周期，比如，每介元域子幀完成一介交互，



元域子幀力 1 s~5 s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占本小 四元域市魚 同吋七多姐若干介祁小四元域市

魚相卻吋，其交互的資源林碉信息是吋其相祁的多組若干介郊小四元域市焦

的資源狀怒的綜合。

三 步驟 S 106

在核步驟叱 本小匡元域予魚硝定其 自身以及若干介郊小 匡元域市魚在
未未特定吋間段內所使用的資源的操作可以力以下任一神

操作 本小 四元域市魚村本小 匡以及郁小 匹的仇先圾迸行排序 本小

區元域市魚按照仇先圾排序以及預定的資源分配規則，宴現吋本小匹以及祁
小 區的資源分配，井且仇迭地，本小 匡元域市魚在本地形成本小 匹及祁小 匹

的資源使用列表

操作 2 本小 四元域市魚吋本小 區以及祁小匹的勢迸行排序 本小 四元
域布魚按照吋勢的排序以及預定的資源分配規則，奕現村本小匹以及郊小匡

的資源分配，井且仇迭地，本小 四元域布魚在本地形成本小 及郊小 區的資
源使用列表。

其扒 在操作 1 中，可以根搪小 區 負 載 操作 1- 1 或資源利用率 操
作 1-2 硝定小 匹的仇先圾，送祥，仇先圾最高的小 力 灸 載最重的小 或

吋沖突資源泱的利用率最高的小匹

而在上迷的操作 2 中，可以根搪小四元域市魚的蝙寺或地理坐析碉定小

匹的勢。 例如，令蝙青最小 或最大 的小 匹 "勢 最大，叉例如，可以按
照伙系到西 或伙西到 求 、伙南到北 或叭北到南 )、伙上到 或伙下到

的順序未硝定元域帝魚的勢，按照速介順序排在最前面的 ( 或最后面的
小 匹其 "勢 最大。

上迷的操作可以姐合使用 ，例如，在兩介小 區具有相同 魚 載忖的情況下，

造作 1- 1 將元法奕施，此吋，可以迸一步引入操作 2 在在兩介小 匡具有相
同資源利用率的情況下，操作 1-2 將元法奕施，此吋可以迭一步引入操作 2。

以下將祥細描迷上面提到的預定的資源分配規則 。核資源分配規則可以

力 在村本小 以及祁小匡分配資源的迂程中，吋于其戶明使用的資源勻其

他小 戶明使用的資源可以在空間、忖間、頻率任一堆上避兔坤突的小 匹，



小 匡的元域市魚在特定吋間段內使用其戶明的資源 另一方面，在村本小匹

以及郊小匡分配資源的迂程中，吋于其戶明使用的資源占其他小 匹戶明使用

的資源在空河 、吋同、頻率任一維上都存在沖突的小 區，本小四元域市魚使
得存在資源戶明沖突的小 區中的具有最高仇先圾或最高勢的小 匹 占有其戶明

5 的資源，使得仇先圾低的小 匹放弄其戶明的資源。

而村于放昇其戶明的資源的小區，本小匡在一介元域幀 內，按照放昇其
戶明的資源的小 匡的仇先圾順序或勢的高低，在吋同、頻率、 空間角度的資
源堆上，依搪預定的吋間、 頻率、 角度的一神或多神組合形成的順序，在存
在的空余資源 中查找可以滿足咳小 四所戶明的資源 。 具休地，查找資源的原
則可以是 在沒有茨取到其戶明的資源的小 匡中，仇先圾最高的小四首先在
本元域幀 內手找可用資源 資源堤 ，伙本元域幀的起始升始，第一介可以滿

足所迷元域市魚戶明的資源的資源泱 組 作力分配拾核元域市魚的資源 。

而如果沒有茨取到其戶明的資源的小匹在一介元域幀中查找不到 自己所戶明

的資源，將放昇資源使用戶明。

通迪上述的赴理，可以避兔小 區同資源使用上的直接沖突，特別是避兔
小 區述緣終端同在資源使用上的沖突。

在核步驟中，本小四元域市魚根搪卻小匹在本小 匡元域予魚使用的頻率
上的干抗敏感程度，林稠本小 匹在頻率上的功率資源使用 。 例如，限制在迭
些頻率資源上的最大友射功率、碉整在速些頻率上的用戶或者並芬安排等。

這梓可以迸一步降低小 四間干抗。

迸一步仇迭地，在步驟 H r 中，本小 匹元域市魚除了硝定其 自身 以及
若干介郁小四元域市魚在未未特定吋間段內使用的資源 ，近可以碉定吋資源

的使用方式。

例如，村資源的使用方式的硝定可以通迂如下赴理未奕現 本小 匡

元域市魚吋其 自身以及若干介卻小匹允域市魚戶明的資源的使用方式迸行統

汁，將戶明次數最多的資源使用方式作力本小匡以及祁小區的資源使用方式

如果存在戶明次數相等的兩神或兩科以上的資源使用方式，則將具有最高仇
先圾或最高勢的小 匡所戶明的資源使用方式作力本小 匡以及卻小 區的資源使
用方式 或者 ? 將具有最高仇先圾或者最高勢的小匡所戶明的資源使用

方式作力本小 匹以及邵小 匹的資源使用方式。



在根搪本友明宴施例的資源切調方法中，仗以一介任意小匹作力本小匹

力例迸行了祝明，伙多介祁小 匹枸成的患休赴理形式和結果柬看，本小四元
域市魚占若干介卻小匡元域市魚分別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上，按照根搪本友明
奕施例的資源林調方法，以完全一致的赴理規則吋本小區及其卻小 匹的資源

林碉信息迸行赴理，在本小 區挑迭出的一組卻小匡內，都分別形成一介七速
組相卻芙 系村座的、完全相同的資源使用列表。 即，占上文提到的祁小四元
域市魚作力本小 匡元域市魚忖，其赴理迂程也如上文所迷。

以下將迸一步通迂具休宴例束描迷本友明。

一科用于奕施根搪本友明奕施例的小 四間資源林碉方法的元域接入同

如圍 2 所示，其中包括 元域市魚 2 a 2 0 ，兩介元域終端 202a 和 202 .
每介元域市魚分別覆蓋不同的小 區，每介小 匹的中 區域 明影 匹域 的頻
率夏用 系數力 1 。 在各介小 匡的迪緣匹域，采用 / 3 的頻率夏用 系數宴現覆
蓋 。元域終端 赴于元域接入魚 2 a 覆蓋小 匡的迪緣匹域，元域終端 202 b

赴于元域接入魚 2 0 2 覆蓋小 區的迪緣匹域。 在同絡規划 中，假改其編于分
別力

元域市魚 >?nnn n n

元域市魚 ? nnn n ?

元域市魚 ?nnn nrM3

元域市魚 J 9 n d

元域市魚 0 --

元域市魚

元域市魚 2 0 >200o-007

在上迷 系統中，使用根搪本友明奕施例的小 匡間的資源仿碉方法迸行資
源切碉 。

首先，例如，在吋間四間 1 內，每介允域布魚首先硝定 自己的相祁夫系 ，
速里，每介元域市魚都迷捧七介郊近的基站作力其郊近基站，也就是 二7 ，

井且，村于各介元域予魚， 都是 7 :



然后，每介元域市焦硝定 自己覆蓋的匡域內是否存在小 匹迪緣終端 。元
域市魚 20 根搪元絨終端 202a 上扳的用于切換的 RSRP e e e ce Sy bo

ece ed owe，測量量，碉定元域終端 202a 是迷緣終端 因力元域終端 202a

上根 SRP 中包含丙介超迂強度預改門限的祁小 匡的寺頻 ，而且送介迷緣
5 終端 202a 的位置是赴于本小 匹占元域接入魚 20 9覆蓋小 區、元域接入魚 2

覆蓋小 匡的交界附近 因力元域終端 202a 上扳的元域接入魚 20 9、元域接

入魚 20 的 的強度超迪預改□限 兀 勻元絨市魚 2 a 的迂程和方法一
祥，元域布魚 20 9 根搪元域終端 202 上扳的用于切換的 RSRP Re比 e ce

sy bo ece ved owe，測量量，碉定元域終端 202 是迪緣終端，而且送介
10 述緣終端 202 的位置是赴于本小匡均元域接入魚 20 9 覆蓋小 匡、元域接入

魚 20 覆蓋小 區的交界附近。

接下未，例如，在忖間區同 內，力了祉元域終端 202a 以 高速率向其
服各市魚元域市魚 2 a 友送數搪，元域予魚 2 a 戶明使用屬于元域接入魚

20 9、元域接入魚 20 用于小 匡迪緣覆蓋的資源坡 如團 3 所示，在圈 3 中，
所析注的 "服券小 區 即力 "本小 匹 ，所析注的 "郁近小 匡" 即力 "祁小匹" ，
井且通迪 2 接 把迷介資源使用戶明友往元域接入魚 20 9、元域接入魚

2

力了址元域終端 202 以 高速率向其服券市魚元域市魚 20 9 友送數搪，
元域市魚 20 9 戶明使用屬于元域接入魚 2 a 、元域接入魚 2 用于小 匡迷

2 0 緣覆蓋的資源泱 如團 3 所示 ，井且通迂 X2 接 把這介資源使用戶明友往
元域接入焦 2 a 。 元域接入魚 2

在送介迂程 吋間四間 2 內，元域市魚 2 同梓把 自己不使用任何頻
潘資源的信息友往元域接入魚 2 a 、 元域接入魚 20 9 等祁近小 匡。

最后，例如，在忖間匡阿 3 內，迸行小匹岡資源切碉。 由于元域接入魚

5 a 、元域接入焦 20 9 自身戶明的資源均吋方戶明的資源沖突，于是根搪
上文所迷的預定的資源分配規則 或者妳力沖突仲裁桃制 中的具休操作迸

行稠解。

例如，可以采用上文中提到的操作 2 。 送祥，元域接入魚 2 a 、元域接

入魚 20 9 根搪各 自的編于柬硝定其 "勢 ，速里采用的原則是 元域予魚的
序寺越小，則其 "勢" 就越大。 元域育魚 2 a 的編寺是 2000 -001 ，元域市

魚 20 的蝙青是 2000 -007，因此，元域布魚 2 a 的 "勢 大于元域市魚 2



的 "勢 ，因此，由元域市魚 2 a 使用其戶明的資源，而元域市魚 20 9 則

可以把本元域幀的第一介可以滿足其資源使用戶明的資源坡集合中的村座資
源泱作力 自己在未未使用的資源 。

鋒迪沖突赴理后，元域接入魚 2 a 、元域接入魚 20 9 茨得資源的情況

如囤 4 所示 在圈 4 中，所杆注的 服券小匹 即力 "本小匡 ，所析注的

卻近小 匹 即 "郊小 匹 .

上迷宴例描迷的是把各介允域市魚用于小匹迪緣覆盞的資源決的切稠

給迷緣匹域的終端的情況，但是本友明所迷方法同梓可以用于把元域接入岡

的整介頻帶上的資源決切碉洽迪緣匹域的終端的情況。 另外，上迷奕例是以

上行侍偷用資源的林碉力例給出的宴現方法，但是本友明提供的方法同梓可
以用于小 區間的下行資源切稠。

綜上所迷，借助于本友明，通迂小四間的交互，可以使得小 匹 自主地碉
定其在未柬特定吐坷 內的資源使用和工作模式，既可以 宴現在元域接入岡的
整介頻帶上吋小四間的資源迸行功悉林稠，也可以在特定的部分頻帶上村小

匹河 的資源迸行功怒枋碉，八而可以使 述緣終端的可用資源妒展到整介
系統頻帶，宴現小 四間資源配置的仇化、 系統吞吐量的仇化，迸而可以提升
元域終端的和佑瑜速率。

以上所迷仗力本友明的仇迭宴施例而已，井不用于限制本友明，村于本
領域的技木人員 未說，本友明可以有各神更改和交化。 凡在本友明的精神和
原則之札 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換 、 改迸等，均座 包含在本友明的保妒
范園之內。



枚 利 要 求 宅

． 一神小匡間的資源切碉方法，用于小匡坷 的空何．忖同、頻率．以及功
率資源的林碉，其特征在于，包括

本小 匡元絨市魚硝定占其相卻的若干介卻小 區元域竿魚

所迷本小 匡元域市魚占其硝定的所迷若干介郊小 四元域市魚迸行
資源林碉信息的交互

基于所迷資源林稠信息的交互，所迷本小四元域千魚硝定其 自身以

及所迷若干介祁小 匡元域市魚在未未特定忖同段內所使用的資源 。

． 根搪枚利要求 1 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本小 匡元域市魚通迪以

下操作中的任一神未碉定所迷邵小 區元域市魚

根搪岡絡規划，以所迷本小 區元域市魚力中 ，將占所迷本小 四元
域市魚的距禹小于預定距萬 的元域市魚作力所迷郊小 區元域市魚

將所述本小 匡元域市魚覆蓋的匡域 內的元域終端測量到的信于強

度超迂岡值的元域市魚作力所迷卻小四元域市魚 。

． 根搪杖利要求 1 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資源切調信息包括以下任一神及其組合 吋本小 正在使用和
/或將要使用的資源戶明、吋所迷本小 匹正在使用和/或將要使用的資源的
使用方式的戶明、所迷本小匡的狀悉信息 。

． 根搪杖利要求 3 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本小 匹正在使用和/或將要使用的資源戶明包括以下任一神及
其組合 所迷本小 匹 占用的吋頻資源坡的吋同和頻率位置、所迷本小 匹

占用的忖頻資源坡的友射空同方位或 /和覆蓋角度寬度、所迷本小區 占用

的吋頻資源坡的功率配置

所迷本小匹正在使用和/或將要使用的資源 的使用方式的戶明包括

吋如下使用方式的戶明 在特定吋岡、 空同、頻率上以所迷本小區拙占

的方式使用某些資源 在特定吋間、 空間、頻率上以均祁小 匡共享的方
式使用某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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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迷本小區的狀怒信息包括 本小匹 占用的吋頻資源坡上的負 載指

丁。

． 根搪杖利要求 4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吋所迷本小 正在使用和/或將要使用的資源的使用方式的戶明
力狙 占方式的情況下，所迷資源林稠信息迸一步包括以下至少之一 本
小 匡賦型波柬的角度寬度信息 、本小 匹賦型波束的友射角度在空間上的

跳交信息

在吋所迷本小 區正在使用和/或將要使用的資源的使用方式的戶明
力共享方式的情況下，所迷資源枋稠信息迸一步包括以下至少之一 所

迷本小 區在特定頻褚資源上的跳頻團案或者跳頻圈案蝙青、 所述本小 匹

吋特定頻培資源的占用吋間園茉或者吋間園案編考。

． 根搪杖利要求 1 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本小 四元域市魚碉定其
自身 以及所迷若干介祁小 區元域市魚在未未特定吋同段內所使用的資源

的操作 包括以下任一神

所迷本小 四元域市魚吋所迷本小 匹以及所迷郁小 區的仇先圾迸行
排序 所迷本小 四元域市魚按照仇先圾排序以及預定的資源分配規則，
宴現吋所迷本小 匡以及所迷郊小匹的資源分配

所迷本小 區元域市魚村所迷本小 區以及所迷祁小 匹的勢迸行排序
所迷本小 匡元域布魚按照村勢的排序以及所迷預定的資源分配規則，奕

現吋所迷本 以及所迷祁小匹的資源分配。

． 根搪校利要求 6 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預定的資源分配規則力

在吋所迷本小區以及所迷郁小四分配資源的迪程中，吋于其戶明使
用的資源均其他小 匹戶明使用的資源可以在空間、 忖同、頻率任一堆上
避兔沖突的小 匹，所迷小 區的元域市魚在所迷特定忖間段內使用其戶明

的資源

在吋所述本小 以及所迷都小四分配資源的迪程中，吋于其戶明使
用的資源占其他小 戶明使用的資源在空間、吋間、頻率任一維上都存
在沖突的小 匡，所述本小 匡元域布魚使得存在資源戶明沖突的小 中的
具有最高仇先圾或最高勢的小 占有其戶明的資源，使得仇先圾低的小

區放昇其戶明的資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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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搪校利要求 7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吋于放昇其戶明的資源的小

匹，所迷本小 匹在一介元域幀 內，按照放弄其戶明的資源的小 匡的仇先
圾順序或勢的高低，在吋間、頻率、 空岡角度的資源維上，依搪預定的
吋同、頻率、 角度的一神或多科組合形成的順序，在存在的空余資源 中

查我可以滿足核小四所戶明的資源 。

． 根搪校利要水 6 至 8 中任一項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根搪小 匡 魚 載或資源利用率硝定所迷本小 匡和所迷郁小 匡的仇先
圾，其中，所迷仇先圾最高的小 力 灸 載最重的小 或村沖突資源坡的
牙 用率最高的小囚

根搪所迷本小 區元域市魚 以及所迷郊小 四元域市魚的編考或地理
坐杆硝定所述本小 區和所述邵小匡的勢。

n． 根搪杖利要求 6 至 8 中任一項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迸一步包括

所迷本小 四元域市魚在本地形成所述本小 匡及所迷郁小 區的資源

使用列表。

1． 根搪校利要求 1 至 8 中任一項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迸一步包括

所迷本小 四元域市焦根搪所迷祁小 匡在所迷本小 元域市魚使用

的頻率上的干扼敏感程度，切碉所述本小 匹在所迷頻率上的功率資源使
用 。

． 根搪杖利要求 1 至 8 中任一項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迸一步包括

所迷本小 四元域市魚硝定其 自身 以及所迷若干介祁小 匡元域市魚

在未柬特定吋坷段內吋所迷資源的使用方式

具休力如下操作

所述本小 四元錢市魚吋其 自身 以及所迷若干介卻小 匡元域市焦戶

明的資源的使用方式迸行統汁，將戶明次數最多 的資源使用方式作力所
迷本小 區以及所述祁小 匹的資源使用方式 如果存在戶明次數相等的兩

神或丙神以上的資源使用方式，則將具有最高仇先圾或最高勢的小 區所
戶明的資源使用方式作力所述本小匹以及所迷祁小 的資源使用方式
或者



將具有最高仇先級或者最高勢的小 區所戶明的資源使用方式作力
所迷本小區以及所迷祁小匹的資源使用方式。

根搪校利要求 1 至 8 中任一項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占所迷本小四

元域布魚 同吋均多組所迷若干介祁小 元域布魚相郁吋，其交互的所迷
資源切碉信息是吋其相郊的所迷多組所述若干介郊小區元域市魚的資源

狀悉的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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