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410554820.5

(22)申请日 2014.10.1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577597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5.11

(73)专利权人 联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00233 上海市徐汇区钦江路333号41

幢4楼

(72)发明人 莫建林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

司 31100

代理人 骆希聪

(51)Int.Cl.

H04L 27/2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2857996 A,2013.01.02,

CN 102223696 A,2011.10.19,

CN 102148785 A,2011.08.10,

CN 102480455 A,2012.05.30,

US 2008268885 A1,2008.10.30,

姜蔚.OFDM系统符号同步算法的研究.《中国

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信息科技辑》

.2009,1-56页.

审查员 罗林

 

(54)发明名称

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方法及其检测系

统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

测方法及其检测系统，先通过最小平方差准则估

计OFDM符号的CP类型及OFDM符号的起始时间偏

差，然后根据上一步骤所估计的结果，每隔一个

OFDM符号长度进行一次小滑动窗口的局部优化

搜索，直至半帧结束。将现有技术中半帧时间内

每接收到一个时域采样值就进行一次主同步信

号检测计算的全局最优化搜索算法分解为多个

局部优化搜索，极大的减少了主同步信号检测的

计算量，实现了主同步信号的快速准确的检测，

进而提升了LTE下行同步的性能。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7页  附图2页

CN 105577597 B

2019.10.11

CN
 1
05
57
75
97
 B



1.一种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通过最小平方差准则估计OFDM符号的CP类型及OFDM符号的起始时间偏差；

S2：根据步骤S1所估计的结果，每隔一个OFDM符号长度进行一次小滑动窗口的局部优

化搜索，并计算局部最优估计，直至半帧结束；

S3：选取最大的局部最优估计所对应的局部估计参数作为全局最优估计。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1中，所

述最小平方差准则的所采用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i为最大的局部最优估计所计算的OFDM符号标识，i∈[0,P-1]，P为半帧包含的

OFDM符号数；δ为粗估OFDM符号的起始时间偏差，δ∈[0,Nsym-1]，NG为相应CP类型的CP长度；

Nsym为OFDM符号的长度，NFFT为OFDM符号的时域长度，Nsym＝NFFT+NG；yl[n]为n时刻接收的时域

基带采样值； 及 为NG及δ的最优估计。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执行所述步骤S1

时，采用两个粗估滑动窗口，所述粗估滑动窗口的滑动区间为一个OFDM符号长度Nsym。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1中，所

述CP类型包括常规CP和扩展CP。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2中，所

述计算局部最优估计所采用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L为目前计算的OFDM符号的标识，L∈[0,P-1]，P为半帧包含的OFDM符号数；nL为以

为中点所对应的采样点标识；τ为细估主同步信号的起始时间偏差，

τL为目前细估主同步信号的起始时间偏差， ρ为滑动指数，ρ∈(0 ,

0 .5)；m为主同步信号的序列根指数，mL为目前主同步信号的序列根指数，m,mτ∈{25,29 ,

34}；Sm[n]为n时刻序列根指数为m时的ZC序列；Npss为主同步信号的FFT数； 及 为mL及

τL的局部最优估计；yl[τL+n]为τL+n时刻接收的时域基带采样值；δ为粗估OFDM符号的起始

时间偏差，δ∈[0,Nsym-1]，Nsym为OFDM符号的长度，NG为相应CP类型的CP长度， 及 为NG及

δ的最优估计；Ts为OFDM信号的采样时间间隔；Ts ,pss为主同步信号的采样的时间间隔；

Nsym,pss为主同步信号的小滑动窗口的大小。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3中，所

述局部估计参数为最大的局部最优估计所计算的主同步信号的序列根指数的局部最优估

计、主同步信号的起始时间偏差的局部最优估计及OFDM的符号标识。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3中，计

算所述全局最优估计所采用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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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为最大的局部最优估计所计算的OFDM符号标识，为i的最优估计值，i∈[0,P-

1]，P为半帧包含的OFDM符号数；τ为细估主同步信号的起始时间偏差，τi为最大的局部最优

估计所计算的细估主同步信号的起始时间偏差， 为最大的局部最优估计所计算的细估主

同步信号的起始时间偏差的局部最优估计， ρ为滑动指数，ρ∈(0 ,

0.5)，NG为相应CP类型的CP长度， 为NG的最优估计；m为主同步信号的序列根指数，mi为最

大的局部最优估计所计算的主同步信号的序列根指数, 为最大的局部最优估计所计算

的主同步信号的序列根指数的局部最优估计，m,mi∈{25,29,34}；Sm[n]为n时刻序列根指数

为 m 时 的 Z C 序 列 ；y l [τi + n ] 为τi + n 时 刻 接收 的 时 域 基 带 采 样 值 ；n i 为以

为中点时所对应的采样点标识，δ为粗估OFDM符号的起始时间偏

差， 为δ的最优估计，Ts为OFDM信号的采样时间间隔；Ts ,pss为主同步信号的采样的时间间

隔；Nsym,pss为主同步信号符号的长度，Npss为主同步信号的FFT数。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2中，小

滑动窗口进行局部优化搜索的起始时间点为：

其中，δ为粗估OFDM符号的起始时间偏差，δ∈[0,Nsym-1]，Nsym为OFDM符号的长度， 为δ

的最优估计；Ts为OFDM信号的采样时间间隔；Ts,pss为主同步信号的采样的时间间隔；Nsym,pss

为主同步信号符号的长度。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2中，所

述小滑动窗口的局部滑动区间为

10.一种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粗估模块，用于通过最小平方差准则估计OFDM符号的CP类型及OFDM符号的起始时间偏

差；

细估模块，用于根据所述粗估模块的估计结果，每隔一个OFDM符号长度进行一次小滑

动窗口的局部优化搜索，计算半帧内的所有局部最优估计；

选择模块，用于选取所述细估模块的计算的最大的局部最优估计所对应的局部估计参

数作为全局最优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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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方法及其检测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通信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方法及其检

测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LTE(LongTermEvolution，长期演进)项目是3G(3rd  Generation，第三代移动通

信)的演进，它的提出始于20 0 4年3 G P P的多伦多会议。LT E采用正交频分复用

(OrthrogonalFrequency  DivisionMultiplexing ,OFDM)技术和多输入多输出(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MIMO)技术作为物理层无线空中接口标准。LTE在20MHz频谱宽带

下能够提供下行326Mbit/s与上行86Mbit/s的峰值速率。

[0003] 请参考图1，LTE的下行同步通过SCH(同步信道)的PSS(主同步信号)24及SSS(辅同

步信号)23实现。其中PSS24的准确及快速检测估计直接影响对SSS的检测和估计，从而总体

影响下行同步的性能。一般对PSS24的检测及估计处理，首先需要判断CP类型是常规CP11还

是扩展CP22来确定主同步信号24的大致位置，接着在5ms(对应一个LTE无线帧的半帧)的区

间，接收端每接收到一个时域采样值，就进行一次PSS开始时间点及PSS序列根指数

(PSSSequenceRootIndex)的搜索计算，直至搜索完5ms的时段，并取该时段搜索计算所采用

的目标函数值最大时所对应的时间点及相应的PSS序列根指数为最优估计，这实际上是一

种全局最优的搜索算法，图1中显示了这种全局最优算法需要计算的5ms时间段即图中标号

为10的部分。全局最优算法通常采用下述目标函数：

[0004]

[0005] 其中，yl[n]为n时刻的接收的时域基带采样值，Sm为PSS对应的ZC序列，m为PSS序列

根指数，m∈{25,29,34}，Npss为对应PSS的FFT数， 与 为最优估计。由上述内容可知，在进

行全局最优算法需要计算的5ms时间段内，每接收到一个时域采样值yl[n]，均需按照目标

函数对Npss个采样值分别进行三个不同m值的搜索计算，在完成5ms搜索计算后，取5ms时间

段内计算的最大值作为最优估计。这种全局最优方法的缺点在于对在5ms内接收到的每个

OFDM符号的任何一个时域采样值，都要进行基于目标函数的搜索计算，从而使得计算量过

大。

[0006] 由于PSS的快速准确的检测对LTE下行同步的性能影响较大，因此对PSS检测方法

的优化成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提升LTE下行同步算法的性能的主要方式。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方法及其检测系统，以解

决使用现有技术中全局最优化搜索算法来实现对LTE下行主同步信号检测的方法的计算量

过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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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方法，所述LTE

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S1：通过最小平方差准则估计OFDM符号的CP类型及OFDM符号的起始时间偏差；

[0010] S2：根据步骤S1所估计的结果，每隔一个OFDM符号长度进行一次小滑动窗口的局

部优化搜索，并计算局部最优估计，直至半帧结束；

[0011] S3：选取最大的局部最优估计所对应的局部估计参数作为全局最优估计。

[0012] 可选的，在所述的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方法中，所述步骤S1中，所述最小平

方差准则的所采用的计算公式如下：

[0013]

[0014] 其中，δ为粗估OFDM符号的起始时间偏差，δ∈[0,Nsym-1]，NG为相应CP类型的CP长

度；Nsym为OFDM符号的长度，NFFT为OFDM符号的时域长度，Nsym＝NFFT+NG；yl[n]为n时刻接收的

时域基带采样值； 及 为NG及δ的最优估计。

[0015] 可选的，在所述的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方法中，执行所述步骤S1时，采用两

个粗估滑动窗口，所述粗估滑动窗口的滑动区间为一个OFDM符号长度Nsym。

[0016] 可选的，在所述的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方法中，所述步骤S1中，所述CP类型

包括常规CP和扩展CP。

[0017] 可选的，在所述的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方法中，所述步骤S2中，所述计算局

部最优估计所采用的计算公式如下：

[0018]

[0019] 其中，L为目前计算的OFDM符号的标识，L∈[0,P-1]，P为半帧包含的OFDM符号数；

nL为以 为中点所对应的采样点标识；τL为目前细估主同步信号的起

始时间偏差， ρ为滑动指数，ρ∈(0,0.5)；mL为目前主同步信号的序列根

指数，m∈{25,29,34}；Sm[n]为n时刻序列根指数为m时的ZC序列；Npss为主同步信号的FFT

数； 及 为mL及τL的局部最优估计。

[0020] 可选的，在所述的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方法中，所述步骤S3中，所述局部估

计参数为最大的局部最优估计所计算的主同步信号的序列根指数的局部最优估计、主同步

信号的起始时间偏差的局部最优估计及OFDM的符号标识。

[0021] 可选的，在所述的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方法中，所述步骤S3中，计算所述全

局最优估计所采用的计算公式如下：

[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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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其中，i为最大的局部最优估计所计算的OFDM符号标识，i∈[0,P-1]； 为最大的

局部最优估计所计算的 细估主同 步信号的 起始时间 偏差的 局部最优估计 ，

ρ∈(0,0.5)； 为最大的局部最优估计所计算的主同步信号的序列根

指数的局部最优估计，mi∈{25,29,34}。

[0024] 可选的，在所述的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方法中，所述步骤S2中，小滑动窗口

进行局部优化搜索的起始时间点为：

[0025]

[0026] 其中，Ts为OFDM信号的采样时间间隔；Ts ,pss为主同步信号的采样的时间间隔；

Nsym,pass为主同步信号的小滑动窗口的大小。

[0027] 可选的，在所述的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方法中，所述步骤S2中，所述小滑动

窗口的局部滑动区间为

[0028]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系统，所述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

测系统包括：

[0029] 粗估模块，用于估计OFDM符号的CP类型及OFDM符号的起始时间偏差；

[0030] 细估模块，用于根据所述粗估模块的估计结果计算半帧内的所有局部最优估计；

[0031] 选择模块，用于根据所述细估模块的计算结果确定全局最优估计。

[0032] 在本发明所提供的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方法及其检测系统中，先通过最小

平方差准则估计OFDM符号的CP类型及OFDM符号的起始时间偏差，然后根据上一步骤所估计

的结果，每隔一个OFDM符号长度进行一次小滑动窗口的局部优化搜索，直至半帧结束。将现

有技术中半帧时间内每接收到一个时域采样值就进行一次主同步信号检测计算的全局最

优化搜索算法分解为多个局部优化搜索，极大的减少了主同步信号检测的计算量，实现了

主同步信号的快速准确的检测，进而提升了LTE下行同步的性能。

附图说明

[0033] 图1是基于LTEFDD的无线帧结构采用现有技术的全局最优化搜索算法的示意图；

[0034] 图2是本发明一实施例中的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方法的流程图；

[0035] 图3是基于LTEFDD的无线帧结构采用本发明的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方法的

示意图；

[0036] 图4是本发明的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系统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提出的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方法及其

检测系统作进一步详细说明。根据下面说明和权利要求书，本发明的优点和特征将更清楚。

需说明的是，附图均采用非常简化的形式且均使用非精准的比例，仅用以方便、明晰地辅助

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

[0038] 请参考图3，图中24'为PSS(主同步信号)，23'为SSS(辅同步信号)，由于PSS2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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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及快速检测估计直接影响对SSS23'的检测和估计，从而总体影响下行同步的性能。接

下来针对PSS24'的检测及估计作详细的阐述。

[0039] 请参考图2，其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的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方法的流程图，

如图2所示，所述的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40] 首先，执行步骤S1，通过最小平方差准则估计OFDM符号的CP类型及OFDM符号的起

始时间偏差。

[0041] 进一步的，所述最小平方差准则的所采用的计算公式如下：

[0042]

[0043] 其中，δ为粗估OFDM符号的起始时间偏差，δ∈[0,Nsym-1]，NG为相应CP类型的CP长

度；Nsym为OFDM符号的长度，NFFT为OFDM符号的时域长度，Nsym＝NFFT+NG；yl[n]为n时刻接收的

时域基带采样值； 及 为NG及δ的最优估计。采用最小平方差准则对CP类型及粗估OFDM

符号的起始时间偏差δ，进而减少了步骤S1中频偏对最终估计结果所造成的影响，为后续进

一步估计奠定了基础。

[0044] 具体的，请参考图3，执行步骤S1时,采用两个粗估滑动窗口，分别为w1、w2，粗估滑

动窗口w1及w2的大小均为NG(NG为相应CP类型的CP长度)，这两个滑动窗口搜索的滑动区间

为一个OFDM符号长度Nsym，从而实现对OFDM符号的CP类型及OFDM符号的起始时间偏差的粗

估计。其中，所述CP类型包括常规CP11'和扩展CP22'，CP类型主要是通过利用时域OFDM信号

的CP部分与相应数据部分的重复性来估计的，对于CP类型的估计方式已经成为本领域技术

人员所通用的，这里就不具体阐述。本实施例中以扩展CP22'为例对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

检测方法进行详细说明。

[0045] 接着，执行步骤S2，根据步骤S1所估计的结果，每隔一个OFDM符号长度进行一次小

滑动窗口20'的局部优化搜索，并计算局部最优估计，直至半帧结束。

[0046] 本实施例中，所述小滑动窗口20'的局部滑动区间为 所述根据步骤S1所

估计的结果(即为粗估OFDM符号的起始时间偏差δ的最优估计 及相应CP类型的CP长度NG

的最优估计 )，计算局部最优估计所采用的计算公式如下：

[0047]

[0048] 其中，L为目前计算的OFDM符号的标识，L∈[0,P-1]，P为半帧包含的OFDM符号数；

nL为以 为中点所对应的采样点标识；τL为目前细估主同步信号的起

始时间偏差， ρ为滑动指数，ρ∈(0,0.5)；mL为目前主同步信号的序列根

指数，m∈{25,29,34}；Sm[n]为n时刻序列根指数为m时的ZC序列；Npss为主同步信号的F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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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及 为mL及τL的局部最优估计。

[0049] 利用公式(2)可以计算出每隔一个OFDM符号长度进行一次小滑动窗口20'的局部

优化搜索后的局部最优估计，直至将半帧(即5ms的时间段)内的所有OFDM符号都进行过局

部优化搜索才结束搜索。这样在完成半帧的所有局部最优搜索计算量仅为所有小滑动窗口

20'的滑动区间之和，而不是像使用现有技术中全局最优化搜索算法时需要将半帧时间段

内的所有OFDM符号区间都计算一遍，较好的降低了计算量。

[0050] 具体的，结合图3列举相邻两个OFDM符号进行局部优化搜索的过程。如图3所示，图

中11'为常规CP，22'为扩展CP，本实施例以CP类型估计为扩展CP22'时为例，由步骤S1可知

slot0的第三个OFDM符号粗估后获得的的起始时间偏差的最优估计 则slot0的第三个

OFDM符号粗估的起始时间位置为 目前计算的OFDM符号的标识为0(此时n＝n0)，此时

小滑动窗口20'(图中所示为w3)以 为中点，前后滑动距离 其中ρ∈(0,0.5)；此

时小滑动窗口20'的滑动区间为 (该滑动区间远远小于一个OFDM符号的长度Nsym)；接

着在滑动区间 中依据下述目标函数计算该局部滑动区间的局部最优估计

[0051]

[0052]

[0053] 其中，τ0为slot0的PSS的起始点时间偏差， Npss为主同步信号

的FFT数，此时yl[n]对应的采样时间间隔为Ts ,pss；m为PSS序列根指数，m∈{25,29,34}，Sm

[n]为n时刻序列根指数为m时的ZC序列，其中 为PSS序列根指数及PSS起始点时间偏

差在该局部滑动区间的最优估计。

[0054] 接着，计算与slot0相邻的slot1的局部最优估计，具体过程如下：

[0055] 由于slot0与slot1之间间隔一个OFDM符号，因此此刻所计算的OFDM符号的标识为

1(n＝n1)，此时小滑动窗口20'以 为中点，前后滑动距离 接着在滑动区

间 中依据下述目标函数计算该局部滑动区间的局部最优估计

[0056]

[0057] 其中，τ1为slot1中PSS的起始点时间偏差， n1为小滑动窗口20'

w3以 为中点时所对应的采样点标识。

[0058] 接着，按照前面对solt0及solt1计算局部最优估计的规律类推可知计算每个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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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的局部最优估计的通式，即公式(2)。

[0059] 接着，执行步骤S3，选取最大的局部最优估计所对应的局部估计参数作为全局最

优估计。

[0060] 具体的，通过执行步骤S2，可以获知所有局部最优估计的结果，通过比较选取出最

大的局部最优估计，接着确定该最大的局部最优估计所对应的局部估计参数，从而确定全

局最优估计。其中，这里的局部估计参数是指最大的局部最优估计所计算的主同步信号的

序列根指数的局部最优估计、主同步信号的起始时间偏差的局部最优估计及OFDM的符号标

识。

[0061] 进一步的，计算所述全局最优估计所采用的计算公式如下：

[0062]

[0063] 其中，i为最大的局部最优估计所计算的OFDM符号标识，i∈[0,P-1]； 为最大的

局部最优估计所计算的 细估主同 步信号的 起始时间 偏差的 局部最优估计 ，

ρ∈(0,0.5)； 为最大的局部最优估计所计算的主同步信号的序列根

指数的局部最优估计，mi∈{25,29,34}。为了较好的理解公式(5)的含义，可以结合公式(2)

来理解，利用公式(2)将半帧内的所有局部最优估计都计算出来，选取最大的局部最优估计

所对应的局部估计参数作为全局最优估计。

[0064] 通过步骤S3可以确定全局最优估计，接下来就可以依据全局最优估计所对应的局

部估计参数( 及 )来确定每次小滑动窗口20'进行局部优化搜索的起始时间点，具

体计算公式为：

[0065]

[0066] 其中，Ts为OFDM信号的采样时间间隔；Ts ,pss为主同步信号的采样的时间间隔；

Nsym ,pass为主同步信号的小滑动窗口20'的大小。利用全局最优估计后所确定的 及

来计算局部优化搜索的起始时间点，提高了进行局部优化搜索的精准度，实现了PSS的快

速准确的检测。

[0067] 本实施例仅是基于LTEFDD的无线帧结构对本发明的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方

法进行说明的，对于LTETDD情形相似，这里就不具体阐述。

[0068]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系统，请参考图4，所述LTE下行主同

步信号的检测系统包括：

[0069] 粗估模块100，用于估计OFDM符号的CP类型及OFDM符号的起始时间偏差；

[0070] 细估模块200，用于根据所述粗估模块100的估计结果计算半帧内的所有局部最优

估计；

[0071] 选择模块300，用于根据所述细估模块200的计算结果确定全局最优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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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2] 综上，在本发明所提供的LTE下行主同步信号的检测方法及其检测系统中，先通过

最小平方差准则估计OFDM符号的CP类型及OFDM符号的起始时间偏差，然后根据上一步骤所

估计的结果，每隔一个OFDM符号长度进行一次小滑动窗口的局部优化搜索，直至半帧结束。

将现有技术中半帧时间内每接收到一个时域采样值就进行一次主同步信号检测计算的全

局最优化搜索算法分解为多个局部优化搜索，极大的减少了主同步信号检测的计算量，实

现了主同步信号的快速准确的检测，进而提升了LTE下行同步的性能。

[0073] 上述描述仅是对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描述，并非对本发明范围的任何限定，本发

明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根据上述揭示内容做的任何变更、修饰，均属于权利要求书的保护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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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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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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