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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申请涉及无线通信技术领域 ，特别涉及一种发送和接收数据 的方法 、系统及设备 ，用 以解 决现有技术 中存
在 的接收端 的 U E 无法对发射端 的 U E 发射 的多个传输资源上 的信号进行合并后检测 ，使得检测成功率 比较低
的问题 。本 申请 的方法包括 ：发射端确 定用于进行数据传输 的第一传输资源 ，以及从与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对
应 的第 二传 输资源池 中，确 定第二传 输资源 ；通过所述第 一传输 资源和所述第二传 输 资源 ，发送待传输数
据 。由于接收端 能够在第一传输资源和与第一传输资源相关联 的第二传输资源接收数据信 息 ，保证接收端 能
够对发射端 的 U E 发射 的多个传输 资源上 的信号进行合并后检测 ，从而提高 了检测成功率 ，进一步提高 了传
输性能 。



一种发送和接 收数据 的方法、系统及设备

本 申请要 求在 2013 年 11 月 8 日提 交中国专利局 、申请 号为 201310553612.9 、发 明名

称为"一种发送和接 收数据 的方法、系统及设备 " 的 中国专利 申请 的优先权 ，其全部 内容通

过 引用结合在本 申请 中。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无线通信技术领域 ，特别涉及一种发送和接 收数据 的方法、系统及设备 。

背景技术

传统的蜂 窝通信技术 中，两个用户设备之 间的数据通信 流程如 图 1 所示。两个用户设

备 的语音和数据等业务经过各 自驻 留的 e ( 演进基 站 ）以及核 心 网进行 交互。

用户设备 直通技 术 （Device-to-Device, D2D ) , 是 指邻近 的用户设备 可 以在近距 离范

围内通过直连链路进行数据传输 的方式，不需要通过 中心节点 （即基 站 ）进行转发 ，如 图

所示。D2D 技 术本 身的短距 离通信特点和直接通信 方式使其具有如下优势：

用户设备近距 离直接通信 方式可 实现较 高的数据速率 、较低 的延迟和较低 的功耗 ；

利用 网络 中广泛分布的用户设备 以及 D2D 通信链路 的短距 离特点 ，可 以实现频谱 资源

的有效利用；

D2D 的直接通信 方式能够适应如无线 P2P 等业务的本地数据共 享需求 ，提供具有灵活

适应 能力的数据服务；

D2D 直接 通信 能够利用 网络 中数量庞 大且分布广泛的通信 用户设备 以拓展 网络 的覆

盖 范 围。

D2D 的一个业务形式是 D2D 发现 ，指一个 D2D UE ( 用户设备 ) 通过检 测附近其他

D2D UE 发射 的无线信 号 ，获得 附近 UE 的相 关信 息，包括设备信 息，应用信 息，服务类

型等 。

如 图 3 所示 ，UE 在 一个资源池 内的一部分 资源上进行信 号传输 。该信 号传输可 以是

D2D 信 号的传输 ，也可 以是蜂 窝信 号的传输 。资源池 由一些时频资源构成 ，有一定的时间

范 围和一定的频率范 围。资源池可 以是 以一定的周期在 时域 内重复 出现 。图 3 所示的资源

池在 时间和频域 内都是连续的，实际上 资源池也可 以是 由不连续的时频资源构成 。资源池

内的资源划分成若千个传输 资源，UE 在 资源池 内占用一个或者 多个传输 资源进行数据传

输 。一个传输 资源可 以是一个物理 资源块 （Physical Resource Block, PRB); 也可 以是 多个

PRB, 多个 PRB 可 以是连续的或者是 不连续的。

发射端的 UE 从 资源池 中随机选择 一个传输 资源用于传输 。为 了提 高信 号传输覆盖 的



范围，发射端的 UE 会随机选择多个传输资源进行传输，但是由于接收端的 UE 在检测前

无法获得发射端选择的资源信息，接收端的 UE 只能对收到的数据进行检测，无法对发射

端的 UE 发射的多个传输资源上的信号进行合并后检测，使得检测成功率比较低。

综上所述，目前接收端的 UE 无法对发射端的 UE 发射的多个传输资源上的信号进行

合并后检测，使得检测成功率比较低。

发明内容

本发明提供一种发送数据的方法及设备 ，用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接收端的 UE 无

法对发射端的 UE 发射的多个传输资源上的信号进行合并后检测，使得检测成功率比较低

的问题。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对应的接收数据的方法、设备及系统。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发送数据的方法，包括：

发射端确定用于进行数据传输的第一传输资源，以及从与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

二传输资源池中，确定第二传输资源；

所述发射端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和所述第二传输资源，发送待传输数据。

较佳地，所述发射端确定用于进行数据传输的第一传输资源，包括：

所述发射端才良据收到的第一指示信息，确定所述第一传输资源。

较佳地，所述发射端确定用于进行数据传输的第一传输资源，包括：

所述发射端从第一传输资源池中，确定所述第一传输资源。

较佳地，所述发射端从第一传输资源池中，确定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包括：

所述发射端从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池中，随机选择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或

所述发射端根据测量得到的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池中所有传输资源上的信号强度 ，选择

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或

所述发射端根据预先设定的第一选取规则，从第一传输资源池中，选择所述第一传输

资源。

较佳地，所述发射端从与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池中，选择与第一传

输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包括：

所述发射端从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池中，随机选择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或

所述发射端根据测量得到的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池中所有传输资源上的信号强度 ，选择

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或

所述发射端根据预先设定的第二选取规则，从第二传输资源池中，选择所述第二传输

资源。

较佳地，所述发射端根据下列方式确定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池：



所述发射端将预先设定的资源池作为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池；或

所述发射端根据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和第二传输资源池的映射关系，确定所述第二传输

资源池；或

所述发射端根据测量得到的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池中所有传输资源上的信号强度 ，选取

作为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池的传输资源；或

所述发射端从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池中按照设定的第二选取规则或随机选择作为所述

第二传输资源池的传输资源；或

所述发射端将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池作为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池。

较佳地，所述发射端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和所述第二传输资源，发送待传输数据，

包括：

所述发射端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和所述第二传输资源，重复发送根据所述待传输数

据生成的信号；或

所述发射端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和所述第二传输资源，发送所述待传输数据的不同

的冗余版本数据生成的信号；或

所述发射端将待传输数据或对待传输数据调制编码后的数据分成两个部分，通过所述

第一传输资源和所述第二传输资源，分别传输根据一部分数据生成的信号。

较佳地，所述方法还 包括：

所述发射端发送第二指示信息，所述第二指示信息指示所述第二传输资源的位置。

较佳地，所述发射端发送第二指示信息，包括：

所述发射端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向所述接收端发送所述第二指示信息。

较佳地，所述发射端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向所述接收端发送所述第二指示信息，包

括：

所述发射端通过第一传输资源的一部分向所述接收端发送所述第二指示信息。

较佳地，所述发射端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向所述接收端发送所述第二指示信息，包

括：

所述发射端将第二指示信 息调制到所述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上传输给所述接收

端。

较佳地，所述发射端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向所述接收端发送所述第二指示信息，包

括：

所述发射端将所述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序列的参数值作为所述第二指示信息。

较佳地，所述第二指示信息是表示所述第二传输资源位置的信息；或

所述第二指示信 息是所述第二传输资源在与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

池中的索引信息。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接收数据的方法，包括：

接收端确定用于进行数据传输的第一传输资源，以 及 确 定与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二

传输资源；

所述接收端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和所述第二传输资源进行数据接收。

较佳地，接收端确定与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包括：

所述接收端从与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池中，确定所述第二传输资

源。

较佳地，所述接收端确定与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包括：

所述接收端将与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池中的每个传输资源都作为

一个第二传输资源；

所述接收端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和所述第二传输资源进行数据接收，包括：

所述接收端将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接收到的数据信息，和通过所述一个或者多个第

二传输资源接收到的数据信息进行合并解码。

较佳地，所述接收端确定与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包括：

所述接收端接收来 自所述发射端的第二指示信息，并根据所述第二指示信息确定所述

第二传输资源；

所述接收端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和所述第二传输资源进行数据接收，包括：

所述接收端将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接收到的数据信息，和通过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接

收到的数据信息进行合并解码。

较佳地，所述接收端接收所述第二指示信息，包括：

所述接收端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接收来 自所述发射端的所述第二指示信息。

较佳地，所述接收端接收所述第二指示信息，包括：

所述接收端通过解调所述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上调制的信息，确定来 自所述发射

端的所述第二指示信息。

较佳地，所述接收端接收所述第二指示信息，包括：

所述接收端根据所述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序列的参数值确定所述第二指示信息。

较佳地，所述第二指示信息是表示所述第二传输资源位置的信息；或

所述第二指示信 息是所述第二传输资源在与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

池中的索引信息。

较佳地，所述接收端根据下列方式确定第二传输资源池：

所述接收端将预先设定的资源池作为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池；或

所述接收端根据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和第二传输资源池的映射关系，确定所述第二传输

资源池；或



所述接收端将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池作为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池。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发送数据的设备 ，包括：

第一确定模块，用于确定用于进行数据传输的第一传输资源，以及从与所述第一传输

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池中，确定第二传输资源；

发送模块，用于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和所述第二传输资源，发送待传输数据。

较佳地，所述第一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根据收到的第一指示信息，确定所述第一传输资源。

较佳地，所述第一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从第一传输资源池中，确定所述第一传输资源。

较佳地，所述第一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从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池中，随机选择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或

根据测量得到的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池中所有传输资源上的信号强度 ，选择所述第一传

输资源；或

根据预先设定的第一选取规则，从第一传输资源池中，选择所述第一传输资源。

较佳地，所述第一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从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池中，随机选择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或

根据测量得到的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池中所有传输资源上的信号强度 ，选择所述第二传

输资源；或

根据预先设定的第二选取规则，从第二传输资源池中，选择所述第二传输资源。

较佳地，所述第一确定模块具体用于，根据下列方式确定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池：

将预先设定的资源池作为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池；或

根据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和第二传输资源池的映射关系，确定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池；或

根据测量得到的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池中所有传输资源上的信号强度 ，选取作为所述第

二传输资源池的传输资源；或

从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池中按照设定的第二选取规则或随机选择作为所述第二传输资

源池的传输资源；或

将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池作为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池。

较佳地，所述发送模块具体用于：

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和所述第二传输资源，重复发送根据所述待传输数据生成的信

号；或

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和所述第二传输资源，发送所述待传输数据的不同的冗余版本

数据生成的信号；或

将待传输数据或对待传输数据调制编码后的数据分成两个部分，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



源和所述第二传输资源，分别传输根据一部分数据生成的信号。

较佳地，所述第一确定还用于：

发送第二指示信息，所述第二指示信息指示所述第二传输资源的位置。

较佳地，所述第一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向所述接收端发送所述第二指示信息。

较佳地，所述第一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通过第一传输资源的一部分向所述接收端发送所述第二指示信息。

较佳地，所述第一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将第二指示信息调制到所述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上传输给所述接收端。

较佳地，所述第一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将所述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序列的参数值作为所述第二指示信息。

较佳地，所述第二指示信息是表示所述第二传输资源位置的信息；或

所述第二指示信 息是所述第二传输资源在与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

池中的索引信息。

较佳地 ，所述接收端根据收到的第三指示信 息在确定要通过第二传输资源接收数据

后，通过第二传输资源进行数据接收。

较佳地，所述接收端接收所述第三指 示信息，包括：

所述接收端通过解调所述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上调制的信息，确定第三指示信

息。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接收数据的设备 ，包括：

第二确定模块，用于确定用于进行数据传输的第一传输资源，以及确定与第一传输资

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

接收模块，用于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和所述第二传输资源进行数据接收。

较佳地，所述第二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从与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池中，确定所述第二传输资源。

较佳地，所述第二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将与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池中的每个传输资源都作为一个第二传

输资源；

所述接收模块具体用于：

将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接收到的数据信息，和通过所述一个或者多个第二传输资源

接收到的数据信息进行合并解码。

较佳地，所述第二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接收来 自所述发射端的第二指示信息，并根据所述第二指示信息确定所述第二传输资



源；

所述接 收模块具体用于：

将通过所述第一传输 资源接 收到的数据信 息，和通过所述第二传输 资源接 收到的数据

信 息进行合并解码 。

较佳地 ，所述接 收模块具体用于：

通过所述第一传输 资源，接 收来 自所述发射端的所述第二指示信 息。

较佳地 ，所述接 收模块具体用于：

通过解调所述第一传输 资源的解调导频上调制的信 息，确定来 自所述发射端的所述第

二指示信 息。

较佳地 ，所述接 收模块具体用于：

根据所述第一传输 资源的解调导频序列的参数值确定所述第二指示信 息。

较佳地 ，所述第二指示信 息是表示所述第二传输 资源位置的信 息；或

所述第二指示信 息是 所述第二传输 资源在 与所述第一传输 资源对应 的第二传输 资源

池中的索引信 息。

较佳地 ，所述第二确定模块具体用于，根据下列方式确定第二传输 资源池：

将预先设定的资源池作为所述第二传输 资源池；或

根据所述第一传输 资源和第二传输 资源池的映射 关系，确定所述第二传输 资源池；或

将所述第一传输 资源池作为所述第二传输 资源池。

较佳地 ，所述接 收模块具体用于：

根据收到的第三指示信 息在确定要通过第二传输 资源接 收数据后 ，通过第二传输 资源

进行数据接 收

较佳地 ，所述接 收模块具体用于：

通过解调所述第一传输 资源的解调导频上调制的信 息，确定第三指示信 息。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一种接 收数据 的系统 ，包括：

发射端 ，用于确定用于进行数据传输 的第一传输 资源，以及从与所述第一传输 资源对

应 的第二传输 资源池中，确定第二传输 资源，通过所述第一传输 资源和所述第二传输 资源，

发送待传输数据 ；

接 收端 ，用于确定用于进行数据传输 的第一传输 资源，以及从与所述第一传输 资源对

应 的第二传输 资源池中，确定第二传输 资源，通过所述第一传输 资源和所述第二传输 资源，

接 收数据信 息。

本发 明实施例发射端在与第一传输 资源相 关联 的第二传输 资源发送待传输数据 , 接 收

端在与第一传输 资源相 关联 的第二传输 资源接 收数据信 息，提 高检测成功的概率。由于接

收端能够在第一传输 资源和与第一传输 资源相 关联 的第二传输 资源接 收数据信 息，保证接



收端能够对发射端的 UE 发射的多个传输资源上的信号进行合并后检测，从而提高了检测

成功率，进一步提高了传输性能。

附图说明

图 1 为背景技术蜂窝网络中用户设备通信的数据流程示意图；

图 2 为背景技术用户设备直连通信的数据流程示意图；

图 3 为背景技术资源池的示意图；

图 4 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接收数据的系统结构示意图；

图 5 为本发明实施例二数据传输资源示意图；

图 6 为本发明实施例三指示信息传输示意图；

图 7 为本发明实施例四接收数据的系统中发射端的结构示意图；

图 8 为本发明实施例五接收数据的系统中接收端的结构示意图；

图 9 为本发明实施例六接收数据的系统中发射端的结构示意图；

图 10 为本发明实施例七接收数据的系统中接收端的结构示意图；

图 11 为本发明实施例八发送数据的方法流程示意图；

图 12 为本发明实施例九接收数据的方法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本发明实施例发射端在与第一传输资源相关联的第二传输资源发送待传输数据，接收

端在与第一传输资源相关联的第二传输资源接收数据信息，提高检测成功的概率。由于接

收端能够在第一传输资源和与第一传输资源相关联的第二传输资源接收数据信息，保证接

收端能够对发射端的 UE 发射的多个传输资源上的信号进行合并后检测，从而提高了检测

成功率，进一步提高了传输性能。

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如图 4 所示，本发明实施例一接收数据的系统包括：发射端 40 和接收端 4 1。
发射端 40，用于确定用于进行数据传输的第一传输资源，以及从与第一传输资源对应

的第二传输资源池中，确定第二传输资源，通过第一传输资源和第二传输资源，发送待传

输数据；

接收端 4 1 , 用于确定用于进行数据传输的第一传输资源，以及确定与第一传输资源对

应的第二传输资源，通过第一传输资源和第二传输资源，接收数据信息。

其中，第一传输资源和第二传输资源不同。

在实施中，发射端确定第一传输资源的方式有很多种，下面列举几种。

第一传输资源确定方式一：



发射端才 居收到的第一指示信息，确定第一传输资源。

具体的，网络侧设备或者其他的设备为发射端分配第一传输资源，并通过高层信令或

者物理层信令将分配的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一指示信息发给发射端。

网络侧设备或者其他的设备可以根据需要为发射端分配第一传输资源。

第一指示信息是能够表示第一传输资源的信息，比如第一传输资源的位置信息等。

第一传输资源确定方式二：

发射端从第一传输资源池中，确定第一传输资源。

这里的第一传输资源池可以是网络侧设备或其他设备配置给发射端，也可以是通过协

议等方式预先定义的。

具体的，发射端从第一传输资源池中，随机选择第一传输资源；或

发射端根据测量得到的第一传输资源池中所有传输资源上的信号强度，选择第一传输

资源；或

发射端根据预先设定的第一选取规则，从第一传输资源池中，选择第一传输资源。

在实施中，发射端从第一传输资源池中，随机选择第一传输资源时，可以以相同的概

率或者不同的概率从第一传输资源池中随机选择第一传输资源。

具体的，假设传输资源池内的传输资源数 目为 N , 在选择时发射端首先生成在 [ 1，
2，... ，N]上均匀分布的随机变量，该随机变量作为索引值对应的资源池内的传输资源即为发

射端选择 出的资源。在 [1, 2,...,N] 上均匀分布的随机变量取值为 n (l<=n<=N) 的概率为 1/N。
或者发射端在选择时发射端首先生成在 [1, 2, . . .,Ν ]上非均匀分布的随机变量，该随机

变量作为索引值对应的资源池内的传输资源即为发射端选择 出的资源。在 [1, 2,. . .,Ν ]上非均

匀分布的随机变量取值为 η (1<= η<=Ν )的概率可以不等于 1 Ν 。例如该随机变量取值为 1

的概率为 1/2, 取值为 η (1< η<=Ν )的概率为 1/(2(Ν -1)) 。

在实施中，发射端根据测量得到的第一传输资源池中所有传输资源上的信号强度，选

择第一传输资源时，可 以先对第一传输资源池中所有传输资源进行测量，确定所有传输资

源的信号强度，然后选择信号强度最低的 Ν 个传输资源作为第一传输资源。

信号强度可以是信号的功率 ，信号传播的路径损耗 ，信号与干扰和噪声的功率比

(SINR, Signal t o Interference and Noise Ratio) 等。

在实施中，发射端根据预先设定的第一选取规则，从第一传输资源池中，选择第一传

输资源时，预先设定的第一选取规则可以为公式一：

M = EQUIP—ID mod N 公式一；

其中，M 是选择 出的第一传输资源在第一传输资源池内索引值；EQUIP_ID 是发射端

的标识，N 是第一传输资源池内的传输资源数 目。

发射端的标识可以是国际移动用户标识码 （International Mobile Subscriber Identity,



IMSI )，临时移动站标识 （Temporary Mobile Station Identity, TMSI; 也称为临时移动用户

识别码 ），小区无线网络临时标识符 （Cell Radio Network Temporary Identity, C-RNTI ) , 设

备标识（ID ) ,互联网协议（Internet Protocol, IP )地址，媒体接入控制（Medium Access Control,

MAC ) 地址等。第一传输资源池内的每个传输资源都有一个唯一的索引值，索引值可以是

按照一定的规则生成 （比如按照资源位置生成、随机生成等 ），或者是预先定义。

第一选取规则还可以为公式二：

M = InformationBits mod N 公式二；

其中，M 是选择出的第一传输资源在资源池内索引值；InformationBits 是发射端待传

输数据比特的十进制表达，N 是传输资源池内的传输资源数 目。InformationBits 也可以是

发射端待传输数据部分比特的十进制表达，例如最后 10 位比特的十进制表达。

在实施中，发射端从与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池中，选择与第一传输资源

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的方式与选取第一传输资源类似。

发射端从第二传输资源池中，随机选择第二传输资源；或

发射端根据测量得到的第二传输资源池中所有传输资源上的信号强度，选择第二传输

资源；或

发射端根据预先设定的第二选取规则，从第二传输资源池中，选择第二传输资源。

如图 5 所示，与传输资源 1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池中包括 3 个传输资源，{ 7，13，19}。
与传输资源 11 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池中包括 3 个传输资源，{17,23,29} 。如果发射端设备

选择 了传输资源 1作为其第一传输资源，则其第二传输资源则只能从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

池 {7,13,19} 中进行选择，例如发射端设备选择 13 作为其第二传输资源。

第二传输资源池中包括的传输资源数量可以根据需要设定。较佳地，可以是 2、3 或 4。
发射端可以根据下列方式中的一种确定与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池：

确定第二传输资源池方式一：

发射端将预先设定的资源池作为第二传输资源池。

比如可以在协议中规定哪些数据传输资源属于第二传输资源池。

确定第二传输资源池方式二：

发射端根据第一传输资源和第二传输资源池的映射关系，确定第二传输资源池。

比如第一传输资源在第一传输资源池内的索引为 k , 则第二传输资源池为 {k+t+1 ,

k+2t+2, k+3t+3}, 其中 t 为第二传输资源池在时域或者频域的范围，例如 t 为第二传输资

源池包括的子帧的个数或者一个子帧内的 PRB 的个数。

再比如第一传输资源在第一传输资源池内的位置为 （k, m), 其中第一个坐标表示第 k

个时域单元，第二个坐标表示第 m 个频域单元，（k，m)表示第一传输资源在第一传输资源

池内的第 k 个时域单元的第 m 个频域单元内，则第二传输资源池为 {(k+1, m)}, 或者第二



传输资源池为{(k+l ，m), (k+2, m)} ，或者第二传输资源池为{(k+l ，m), (k+2, m), (k+3, m)} ，

或者第二传输资源池为{(k+l ，m+1), (k+1, m+2)} 。这里第二传输资源池是用第二传输资源

池中的元素在第一传输资源池中的位置表示的。实施 中，第二传输资源池的元素也可以不

在第一传输资源池内。

对于长期演进 （Long Term Evolution, LTE ) 系统，第一传输资源池可以由 K 个子帧

上的 Μ 个 PRB 构成，如果每个 PRB 都是一个传输资源，则第一传输资源池内有 K x M 个

传输资源。第一传输资源在第一传输资源池内的位置为 （k ，m), 其 中第一个坐标表示第 k

个子帧，第二个坐标表示第 m 个 PRB, (k, m)表示第一传输资源在第一传输资源池内的第

k 个子帧的第 m 个 PRB 内。则第二传输资源池为 {(k+l ，m)} ，或者第二传输资源池为 {(k+l ，

m), (k+2, m)}, 或者第二传输资源池为 {(k+l,m), (k+2, m), (k+3, m)} 。一种 实现方式是第二

传输资源池与第一传输资源在时域 内占用相邻子帧，占用相 同的 PRB 。第二传输资源池内

可以仅有一个元素。这里第二传输资源池是用第二传输资源池中的元素在第一传输资源池

中的位置表示的。实施 中，第二传输资源池的元素也可以不在第一传输资源池内。

确定第二传输资源池方式三：

发射端根据测量得到的第一传输资源池中所有传输资源上的信号强度 ，选取作为第二

传输资源池的传输资源。

例如，发射端测量第一传输资源池内所有传输资源上的信号强度 ，选择信号功率最低

的 L 个 （除去第一传输资源 ）资源构成第二传输资源池。

确定第二传输资源池方式四：

发射端从第一传输资源池中按照设定的第二选取规则或随机选择作为第二传输资源

池的传输资源。

具体的，发射端以相 同的概率或者不同的概率从第一传输资源池中随机选择 L 个 （除

去第一传输资源 ）资源构成第二传输资源池。

从第一传输 资源池中，按照预先设定的第二选取规则选择 的第二传输 资源池时可以

为：

{M, M+1 , M+2,. ..,M+L}

其 中 L+1 为第二传输资源池的大小，M , M+1 , M+2 ，...，M+L 是选择 出的第二传输资

源池中的元素在第一传输资源池内索引值；M = EQUIP_ID mod N , EQUIP_ID 是发射端的

标识，N 是第一传输资源池内的传输资源数 目。

发射端的标识可以是 IMSI, TMSI, C-RNTI, 设备 ID, IP 地址 ，MAC 地址等。第一

传输资源池内的每个传输资源都有一个唯一的索引值 ，索引值可以是按照一定的规则生成

( 比如按照资源位置生成、随机生成等 ），或者是预先定义。

或者 M = InformationBits mod N , 其 中 InformationBits 是发射端待传输数据比特的十



进制表达，N 是传输资源池内的传输资源数 目。InformationBits 也可以是发射端待传输数

据部分比特的十进制表达，例如最后 10 位比特的十进制表达。

确定第二传输资源池方式五：

发射端将第一传输资源池作为第二传输资源池。

这里的资源池由一些时频资源构成，有一定的时间范围和一定的频率范围。资源池可

以是以一定的周期在时域内重复出现。具体可以参见图 3。
其中，发射端通过第一传输资源和第二传输资源，发送待传输数据时：

发送方式 1:

发射端通过第一传输资源和第二传输资源，重复发送根据待传输数据生成的信号。

发送方式 2 :

发射端通过第一传输资源和第二传输资源，发送待传输数据的不同的冗余版本数据生

成的信号。

发送方式 3 :

发射端将待传输数据或对待传输数据调制编码后的数据分成两个部分，通过第一传输

资源和第二传输资源，分别传输根据一部分数据生成的信号。

也就是说，发送方式 3 将需要发送的数据分成多个部分，每一部分通过一个传输资源

发送。

对于接收端，在确定第一传输资源时，可以根据网络侧设备的指示或协议预先配置确

定。

接收端在第一传输资源进行数据接收，获得数据信息，数据信息是传输数据的硬判决

信息或者软比特信息。

如果接收端在第一传输资源上获得的数据信息能正确解码，例如能通过循环冗余校验

( Cyclic Redundancy Check, CRC ) 校验，则可以不进行后续步骤 （如果数据传输采用上

述发送方式 3，则正确解码后也需要进行后续步骤 ）。

后续步骤包括通过第二传输资源接收数据，获得数据信息，并且与在第一传输资源上

获得的数据信息进行合并。

在实施中，接收端确定第二传输资源的方式有很多，下面列举几种。

确定第二传输资源方式一：

接收端将与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池中的每个传输资源都作为一个第二

传输资源。

针对确定第二传输资源方式一，将通过第一传输资源接收到的数据信息，和通过第二

传输资源接收到的数据信息进行合并解码。

具体的，接收端可以在每个第二传输资源上都先接收数据信息；然后将第一传输资源



接收到的数据信息分别与每个第二传输资源上接收的数据信息进行合并，如果有一个合并

后的数据检测成功，则确定接收成功，可 以不需要进行后续合并。

接收端也可以在每个第二传输资源上都先接收数据信息；然后将第一传输资源接收到

的数据信息与全部第二传输资源上接收的数据信息进行合并。

接收端还可以在一个第二传输资源上接收数据信息后，就将第一传输资源接收到的数

据信息与第二传输资源上接收的数据信息进行合并，如果合并后的数据检测成功，则确定

接收成功，不需要继续通过第二传输资源接收数据信息；否则，继续通过一个第二传输资

源接收数据信息。

以图 5 为例，接收端在第一传输资源 1 上进行接收，得到软比特信息，并且在对应的

第二传输资源 7 , 13 , 19 上分别进行接收得到软比特信息，分别与第一传输资源 1 上的软比

特信息进行合并。例如，第二传输资源 7 上的软比特信息与第一传输资源 1 上的软比特信

息进行合并后可正确解码，则数据接收成功。

其中，接收端确定第二传输资源池方式与发射端确定第二传输资源池方式类似：

接收端将预先设定的资源池作为第二传输资源池 （这里的资源池由一些时频资源构

成，有一定的时间范围和一定的频率范围。资源池可以是以一定的周期在时域 内重复出现。

具体可以参见图 3 ) ; 或

接收端根据第一传输资源和第二传输资源池的映射关系，确定第二传输资源池；或

接收端将第一传输资源池作为第二传输资源池。

确定第二传输资源方式二：

发射端发送第二指示信息；

相应的，接收端接收来 自发射端的第二指示信息，并根据第二指示信息确定第二传输

资源；

针对确定第二传输资源方式二，接收端将通过第一传输资源接收到的数据信息，和通

过第二传输资源接收到的数据信息进行合并解码。

在实施中，发射端发送第二指示信息，第二指示信息指示第二传输资源的位置；

相应的，接收端根据收到的第二指示信息确定第二传输资源。

发射端发送第二指示信息的方式有多种。

发送方式一：

发射端通过第一传输资源发送第二指示信息；

相应的，接收端通过第一传输资源，接收来 自发射端的第二指示信息。

具体的，发射端在第一传输资源上显性传输第二指示信息。第二指示信息可以指示第

二传输资源在与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池中的索引值 ，也可以指示第二传输资

源位置的信息，即具体的时频位置。



显性指示信息和数据信息可以进行独立的编码传输。例如，如图 6 所示的第一传输资

源，在第一传输资源内预留一部分资源用于进行第二指示信息的传输。较佳地，第二指示

信息以低于数据传输的编码速率进行传输。

发送方式二：

发射端将第二指示信息调制到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上传输给接收端；

相应的，接收端通过解调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上调制的信息，确定来 自发射端的

第二指示信息。

第二指示信息是表示第二传输资源位置的信息，或第二传输资源在第二传输资源池中

的索引信息。

以图 5 为例，第一传输资源内有两列导频信号，将第二指示信息调制到第二列导频上。

接收端根据第一列导频获得信道估计值，对调制到第二列导频上的指示信息进行解调。或

者

接收端对第一列导频、第二列导频以及第二指示信息进行联合检测，同时获得信道估

计值和调制在导频上调制的指示信息。

例如，候选传输资源集合中有 4 个元素，则需要两比特信息进行指示，分别对应 {00, 01,

11, 10} ，可以将其映射成 { 1，-1, j , -j} 中的一个，记为 z。导频序列为 s(n), n = 0，1,... ，P-1，
其中 P 为导频序列的长度，则调制后的导频序列为 r(n) = z - s(n), n = 0, 1,... ，P-1。发射端在

第二列导频的位置发送调制后的导频序列。这里以第一传输资源中有两列导频为例进行说

明，其他形式的导频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法调制指示信息。例如有 4 列导频，则可以将指

示信息调制到其中的两列导频上。

发送方式三：

发射端将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序列 （即解调参考信号 （Demodulation Reference

Signal, DMRS ) ) 的参数值作为第二指示信息；

相应的，接收端确定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序列的参数值，然后将第一传输资源的

解调导频序列的参数值映射为第二指示信息。

第二指示信息是表示第二传输资源位置的信息，或第二传输资源在第二传输资源池中

的索引信息。

具体的，发射端在第一传输资源上的解调导频序列的参数值可以是 DMRS 序列的循环

移位值或者正交覆盖码 （Orthogonal Cover Code, OCC ) 值进行指示；

接收端通过对 DMRS 进行盲检测，确定循环移位值或者 0CC 值，从而确定第二传输

资源的位置。

例如定义 DMRS 的电路交换 ( Circuit Switched, CS ) 值有 { 0，6}两种选择，接收端通

过检测确定 CS值为 0 , 则第二传输资源为第二传输资源池中的第 1个资源，如果接收端检



测确定 CS值为 6，则第二传输资源为第二传输资源池中的第 2 个资源。类似的通过 OCC

的检测，也可以确定第二传输资源。也可以将循环移位值和 OCC 结合使用。

在实施中，第二指示信息还可以用于指示是否存在第二传输资源。如果第二指示信息

指示不存在第二传输资源时，接收端对第一传输资源上的信号进行检测接收后就不再进行

后续操作。例如指示信息可以指示 4 个状态，{00, 01, 10, 11}, 其中 00,01 和 10 分别对应

三个候选传输资源，11 则用于指示不存在第二传输资源。

例如与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池包括 1个传输资源，则第二指示信息用两

个状态指示是否存在第二传输资源。如果第二指示信息指示不存在第二传输资源，则接收

端对第二传输资源上的信号进行检测接收后就不再进行后续操作。如果第二指示信息指示

存在第二传输资源，则接收端可以确定第二传输资源的位置。接收端可以将在第二传输资

源获得的数据信息与在第一传输资源获得的数据信息进行合并。

较佳地，发射端发送第三指示信息，第三指示信息指示是否在第二传输资源上发送数

据；

相应的，接收端才良据收到的第三指示信息确定在第二传输资源上接收数据。

具体的，发射端可以通过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发送第三指示信息；

相应的，接收端通过解调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上调制的信息，确定第三指示信息。

例如与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池包括 1个传输资源，则第三指示信息用两

个状态指示是否存在第二传输资源。如果第三指示信息指示不存在第二传输资源，则接收

端对第二传输资源上的信号进行检测接收后就不再进行后续操作。如果第三指示信息指示

存在第二传输资源，则接收端可以确定第二传输资源的位置。接收端可以将在第二传输资

源获得的数据信息与在第一传输资源获得的数据信息进行合并。

本发明实施例中的一个第一传输资源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传输资源；本发明实施例中

的一个第二传输资源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传输资源。

本发明实施例的发射端和接收端可以是手机等终端设备也可以是基站等网络侧设备。

本发明实施例的网络侧设备可以 & 站，eNodeB ( 演进基站 ）等接入网设备，或者是

移动性管理实体 （Mobility Management Entity, MME ) 等核心网设备。

如图 7 所示，本发明实施例四接收数据的系统中的发射端包括：第一确定模块 701 和

发送模块 702。

第一确定模块 701 ，用于确定用于进行数据传输的第一传输资源，以 及 从与第一传输

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池中，确定第二传输资源；

发送模块 702 ，用于通过第一传输资源和第二传输资源，发送待传输数据。

较佳地，第一确定模块 701 具体用于：

根据收到的第一指示信息，确定第一传输资源。



较佳地，第一确定模块 701 具体用于：

从第一传输资源池中，确定第一传输资源。

较佳地，第一确定模块 701 具体用于：

从第一传输资源池中，随机选择第一传输资源；或

根据测量得到的第一传输资源池中所有传输资源上的信号强度 ，选择第一传输资源；

或

根据预先设定的第一选取规则，从第一传输资源池中，选择第一传输资源。

较佳地，第一确定模块 701 具体用于：

从与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池中，选择与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

源。

较佳地，第一确定模块 701 具体用于：

从第二传输资源池中，随机选择第二传输资源；或

根据测量得到的第二传输资源池中所有传输资源上的信号强度 ，选择第二传输资源；

或

根据预先设定的第二选取规则，从第二传输资源池中，选择第二传输资源。

较佳地，第一确定模块 701 具体用于，根据下列方式确定第二传输资源池：

将预先设定的资源池作为第二传输资源池；或

根据第一传输资源和第二传输资源池的映射关系，确定第二传输资源池；或

根据测量得到的第一传输资源池中所有传输资源上的信号强度 ，选取作为第二传输资

源池的传输资源；或

从第一传输资源池中按照设定的第二选取规则或随机选择作为第二传输资源池的传

输资源；或

将第一传输资源池作为第二传输资源池。

较佳地，发送模块 702 具体用于：

通过第一传输资源和第二传输资源，重复发送根据待传输数据生成的信号；或

通过第一传输资源和第二传输资源，发送待传输数据的不同的冗余版本数据生成的信

号；或

将待传输数据或对待传输数据调制编码后的数据分成两个部分，通过第一传输资源和

第二传输资源，分别传输根据一部分数据生成的信号。

较佳地，第一确定模块 701 还用于：

发送第二指示信息，第二指示信息指示第二传输资源的位置。

较佳地，第一确定模块 701 具体用于：

通过第一传输资源发送第二指示信息。



较佳地，第一确定模块 701 具体用于：

通过第一传输资源的一部分发送第二指示信息。

较佳地，第一确定模块 701 具体用于：

将第二指示信息调制到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上传输给接收端。

较佳地，第一确定模块 701 具体用于：

将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序列的参数值作为第二指示信息。

较佳地，第二指示信息是表示第二传输资源位置的信息；或

第二指示信 息是第二传输资源在与第一传输 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 资源池中的索引信

息。

较佳地，发送模块 702 还用于：

发送第三指示信息，第三指示信息指示是否在第二传输资源上发送数据。

如图 8 所示，本发明实施例五接收数据的系统中的接收端包括：第二确定模块 801 和

接收模块 802。
第二确定模块 801 ，用于确定用于进行数据接收的第一传输资源，以 及 确定与第一传

输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

接收模块 802 ，用于通过第一传输资源和第二传输资源进行数据接收。

较佳地，第二确定模块 801 具体用于：

从与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池中，确定所述第二传输资源。

较佳地，第二确定模块 801 具体用于：

将与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池中的每个传输资源都作为一个第二传输资

源；

接收模块 802 具体用于：

将通过第一传输资源接收到的数据信息，和通过一个或者多个第二传输资源接收到的

数据信息进行合并解码。

较佳地，第二确定模块 801 具体用于：

接收来 自发射端的第二指示信息，并根据第二指示信息确定第二传输资源；

接收模块 802 具体用于：

将通过第一传输资源接收到的数据信息，和通过第二传输资源接收到的数据信息进行

合并解码。

较佳地，接收模块 802 具体用于：

通过第一传输资源，接收来 自发射端的第二指示信息。

较佳地，接收模块 802 具体用于：

通过解调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上调制的信息，确定来 自发射端的第二指示信息。



较佳地，接收模块 802 具体用于：

根据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序列的参数值确定第二指示信息。

较佳地，第二指示信息是表示第二传输资源位置的信息；或

第二指示信 息是第二传输资源在与第一传输 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 资源池中的索引信

息。

较佳地，第二确定模块 801 具体用于，根据下列方式确定第二传输资源池：

将预先设定的资源池作为第二传输资源池；或

根据第一传输资源和第二传输资源池的映射关系，确定第二传输资源池；或

将第一传输资源池作为第二传输资源池。

较佳地，接收模块 802 还用于：

根据收到的第三指 示信息在确定要通过第二传输资源接收数据后，通过第二传输资源

进行数据接收。

较佳地，接收模块 802 具体用于：

通过解调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上调制的信息，确定第三指示信息。

在实施中，在实施中，图 7 的发射端也可能作为接收端，图 8 的接收端也可能作为发

射端，所以发射端和接收端的功能可以合在一个实体中 （即发射端和接收端的模块在一个

实体中 ），根据需要选择使用发射端的功能或接收端的功能。即第一确定模块 70 1、发送模

块 702 、第二确定模块 80 1 和接收模块 802 可以合在一个实体中；也可以第一确定模块 701

和第二确定模块 80 1 合成一个模块，发送模块 702 和接收模块 802 合成一个模块，并且合

在一个实体中。

如图 9 所示，本发明实施例六接收数据的系统中的发射端包括：

处理器 900 , 用于确定用于进行数据传输的第一传输资源，以及从与第一传输资源对

应的第二传输资源池中，确定第二传输资源，控制收发机 9 10 通过第一传输资源和第二传

输资源，发送待传输数据；

收发机 9 10 , 用于在处理器 900 的控制下接收和发送数据。

较佳地，处理器 900 具体用于：

根据通过收发机 9 10 收到的第一指示信息，确定第一传输资源。

较佳地，处理器 900 具体用于：

从第一传输资源池中，确定第一传输资源。

较佳地，处理器 900 具体用于：

从第一传输资源池中，随机选择第一传输资源；或

根据测量得到的第一传输资源池中所有传输资源上的信号强度 ，选择第一传输资源；



根据预先设定的第一选取规则，从第一传输资源池中，选择第一传输资源。

较佳地，处理器 900 具体用于：

从与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池中，选择与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

源。

较佳地，处理器 900 具体用于：

从第二传输资源池中，随机选择第二传输资源；或

根据测量得到的第二传输资源池中所有传输资源上的信号强度 ，选择第二传输资源；

或

根据预先设定的第二选取规则，从第二传输资源池中，选择第二传输资源。

较佳地，处理器 900 具体用于，根据下列方式确定第二传输资源池：

将预先设定的资源池作为第二传输资源池；或

根据第一传输资源和第二传输资源池的映射关系，确定第二传输资源池；或

根据测量得到的第一传输资源池中所有传输资源上的信号强度 ，选取作为第二传输资

源池的传输资源；或

从第一传输资源池中按照设定的第二选取规则或随机选择作为第二传输资源池的传

输资源；或

将第一传输资源池作为第二传输资源池。

较佳地，处理器 900 具体用于：

控制收发机 9 10 通过第一传输资源和第二传输资源，重复发送根据待传输数据生成的

信号；或

控制收发机 9 10 通过第一传输资源和第二传输资源，发送待传输数据的不同的冗余版

本数据生成的信号；或

将待传输数据或对待传输数据调制编码后的数据分成两个部分，控制收发机 9 10 通过

第一传输资源和第二传输资源，分别传输根据一部分数据生成的信号。

较佳地，处理器 900 还用于：

通过收发机 9 10 发送第二指示信息，第二指示信息指示第二传输资源的位置。

较佳地，处理器 900 具体用于：

控制收发机 9 10 通过第一传输资源发送第二指示信息。

较佳地，处理器 900 具体用于：

控制收发机 9 10 通过第一传输资源的一部分发送第二指示信息。

较佳地，处理器 900 具体用于：

控制收发机 9 10 将第二指示信息调制到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上传输给接收端。

较佳地，处理器 900 具体用于：



控制收发机 910 将第一传输 资源的解调导频序 列的参数值作为第二指示信 息。

较佳地 ，第二指示信 息是表示第二传输资源位置的信 息；或

第二指示信 息是 第二传输 资源在 与第一传输 资源对应 的第二传输 资源池 中的索引信

息。

较佳地 ，处理器 900 还用于：

通过收发机 910 发送第三指示信 息，第三指示信 息指示是否在第二传输资源上发送数

据 。

其 中，在 图 9 中，总线架构可以包括任意数量的互联 的总线和桥 ，具体 由处理器 900

代表的一个或多个处理器和存储器 920 代表的存储器的各种 电路链接在一起 。总线架构还

可以将诸如外 围设备 、稳压 器和功率管理 电路等之类的各种其他 电路链接在一起 ，这些都

是本领域所公知的，因此 ，本文不再对其进行进一步描述。总线接 口提供接 口。收发机 910

可 以 是多个元件 ，即包括发送机和接 收机 ，提供用于在传输介质上与各种其他装置通信 的

单元。针对不同的用户设备 ，用户接 口 930 还 可 以 是能够外接 内接需要设备 的接 口，连接

的设备 包括但不限于小键盘 、显示器、扬声器、麦克风 、操纵杆等。

处理器 900 负责管理总线架构和通常的处理 ，存储器 920 可以存储处理器 900 在执行

操作时所使用的数据 。

如 图 10 所示，本发 明实施例七接收数据 的系统中的接 收端 包括：

处理器 1000, 用于确定用于进行数据传输的第一传输 资源，以 及 确定与第一传输资源

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控制收发机 1010 通过第一传输 资源和第二传输资源进行数据接 收；

收发机 1010, 用于在处理器 1000 的控制下接 收和发送数据 。

较佳地 ，处理器 1000 具体用于：

从与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池中，确定所述第二传输资源。

较佳地 ，处理器 1000 具体用于：

将与第一传输 资源对应 的第二传输 资源池中的每个传输 资源都作 为一个第二传输 资

源；将控制收发机 1010 通过第一传输资源接 收到的数据信 息，和控制收发机 1010 通过一

个或者多个第二传输资源接 收到的数据信 息进行合并解码 。

较佳地 ，处理器 1000 具体用于：

通过收发机 1010 接收来 自发射端的第二指示信 息，并根据第二指示信 息确定第二传

输资源；将控制收发机 1010 通过第一传输资源接收到的待传输数据 ，和控制收发机 1010

通过根据第二指示信 息确定的第二传输资源接 收到的待传输数据进行合并，在合并后得到

的数据解码正确后 ，确定接 收成功。

较佳地 ，处理器 1000 具体用于：

控制收发机 1010 通过第一传输 资源，接收来 自发射端的第二指示信 息。



较佳地 ，处理器 1000 具体用于：

通过解调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上调制的信 息，确定来 自发射端的第二指示信 息。

较佳地 ，处理器 1000 具体用于：

根据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序列的参数值确定第二指示信 息。

较佳地 ，第二指示信 息是表示第二传输资源位置的信 息；或

第二指示信 息是 第二传输 资源在 与第一传输 资源对应 的第二传输 资源池 中的索引信

息。

较佳地 ，处理器 1000 具体用于，根据下列方式确定第二传输资源池：

将预先设定的资源池作为第二传输资源池；或

根据第一传输资源和第二传输资源池的映射关系，确定第二传输资源池；或

将第一传输资源池作为第二传输资源池。

较佳地 ，处理器 1000 还用于：

根据根据通过收发机 1010 收到的第三指示信 息在确定要通过第二传输资源接 收数据

后，通过收发机 1010 通过第二传输 资源进行数据接收。

较佳地 ，处理器 1000 具体用于：

通过解调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上调制的信 息，确定第三指示信 息。

其 中，在 图 10 中，总线架构可以包括任意数量 的互联的总线和桥 ，具体 由处理器 1000

代表的一个或多个处理器和存储器 1020 代表 的存储器的各种 电路链接在一起 。总线架构

还可以将诸如外 围设备 、稳压器和功率管理 电路等之类的各种其他 电路链接在一起 ，这些

都是本领域所公知的，因此 ，本文不再对其进行进一步描述。总线接 口提供接 口。收发机

1010 可 以是多个元件 ，即包括发送机和接收机 ，提供用于在传输介质上与各种其他装置通

信 的单元。针对不同的用户设备 ，用户接 口 1030 还 可 以是 能够外接 内接需要设备 的接 口，

连接 的设备 包括但不限于小键盘 、显示器、扬声器、麦克风 、操纵杆等。

处理器 1000 负责管理总线架构和通常的处理 ，存储器 1020 可以存储处理器 1000 在

执行操作时所使用的数据 。

在 实施 中，在 实施 中，图 9 的发射端也可能作为接收端 ，图 10 的接 收端也可能作为

发射端，所以发射端和接收端的功能可以合在一个实体 中 （即发射端和接 收端的模块在一

个实体 中 ），根据需要选择使用发射端的功能或接收端的功能。即处理器 900 、收发机 910 、
处理器 1000 和收发机 1010 可以合在一个实体 中；也可以处理器 900 和处理器 1000 合成

一个处理器，收发机 910 和收发机 1010 合成一个收发机 ，并且合在一个实体 中。

基于同一发 明构思，本发 明实施例中还提供 了发送数据的方法和接收数据的方法，由

于这些方法对应的设备是本发 明实施例接 收数据的系统中的设备 ，并且方法解决问题的原

理与系统相似 ，因此该方法的实施可以参见 系统的实施 ，重复之处不再赘述。



如 图 11 所示 ，本发 明实施 例八发 送数据 的方法 包括 ：

步骤 1101 、发射 端确 定用 于进行数据传输 的第一传输 资源 ，以 及 从 与第一传输 资源对

应 的第二传输 资源池 中，确 定第二传输 资源；

步驟 1102 、发射 端通 过第一传输 资源和 第二传输 资源 ，发 送待传输数据 。

较佳 地 ，发射 端确 定用 于进行数据传输 的第一传输 资源 ， 包括 ：

发射 端才 居收到 的第一指 示信 息 ，确 定第一传输 资源 。

较佳 地 ，发射 端确 定用 于进行数据传输 的第一传输 资源 ， 包括 ：

发射 端从 第一传输 资源池 中，确 定第一传输 资源 。

较佳 地 ，发射 端从 第一传输 资源池 中，确 定第一传输 资源 ，包括 ：

发射 端从 第一传输 资源池 中，随机选择 第一传输 资源；或

发射 端根 据 测量得 到 的第一传输 资源池 中所有传输 资源上 的信 号强度 ，选择 第一传输

资源；或

发射 端根 据预先设 定 的第一选取规 则 ，从 第一传输 资源池 中，选择 第一传输 资源 。

较佳 地 ，发射 端确 定与第一传输 资源对应 的第二传输 资源 ，包括 ：

发射 端从 与第一传输 资源对应 的第二传输 资源池 中，选择 与第一传输 资源对应 的第二

传输 资源。

较佳 地 ，发射 端从 与第一传输 资源对应 的第二传输 资源池 中，选择 与第一传输 资源对

应 的第二传输 资源 ， 包括 ：

发射 端从 第二传输 资源池 中，随机选择 第二传输 资源；或

发射 端根 据 测量得 到 的第二传输 资源池 中所有传输 资源上 的信 号强度 ，选择 第二传输

资源；或

发射 端根 据预先设 定 的第二选取规 则 ，从 第二传输 资源池 中，选择 第二传输 资源 。

较佳 地 ，发射 端才良据 下列方式确 定第二传输 资源池：

发射 端将预先设 定 的资源池作 为第二传输 资源池；或

发射 端根 据 第一传输 资源和 第二传输 资源池的映射 关 系，确 定第二传输 资源池；或

发射 端根 据 测量得 到 的第一传输 资源池 中所有传输 资源上 的信 号强度 ，选取作 为第二

传输 资源池的传输 资源；或

发射 端从 第一传 输 资 源池 中按 照设 定 的第二 选取 规 则或 随机 选择 作 为 第二传 输 资 源

池的传输 资源；或

发射 端将 第一传输 资源池作 为第二传输 资源池 。

较佳 地 ，发射 端通 过第一传输 资源和 第二传输 资源 ，发 送待传输数据 ， 包括 ：

发射 端通 过第一传输 资源和 第二传输 资源 ，重复发 送根 据待传输数据 生成 的信 号；或

发射 端通 过第一传输 资源和 第二传输 资源 ，发 送待传输数据 的不 同的冗余 版本数据 生



成 的信 号；或

发射端将待传输数据或对待传输数据调制编码后 的数据分成 两个部分 ，通过第一传输

资源和第二传输 资源，分别传输根据一部分数据生成 的信 号。

较佳地 ，方法还 包括 ：

发射端发送第二指示信 息，第二指示信 息指示第二传输 资源的位置 。

较佳地 ，发射端发送第二指示信 息，包括 ：

发射端通过第一传输 资源发送第二指示信 息。

较佳地 ，发射端发送第二指示信 息，包括 ：

发射端通过第一传输 资源的一部分发送第二指示信 息。

较佳地 ，发射端发送第二指示信 息，包括 ：

发射端将第二指示信 息调制到第一传输 资源的解调导频上传输给接 收端 。

较佳地 ，发射端发送第二指示信 息，包括 ：

发射端将第一传输 资源的解调导频序 列的参数值作 为第二指示信 息。

较佳地 ，第二指示信 息是表 示第二传输 资源位置的信 息；或

第二指 示信 息是 第二传输 资源在 与第一传输 资源对应 的第二传输 资源池 中的 索引信

息。

较佳地 ，本发 明实施例的方法还 包括 ：

发射端发送第三指示信 息，第三指示信 息指示是 否在 第二传输 资源上发送数据 。

如 图 12 所示 ，本发 明实施例九接 收数据 的方法 包括 ：

步骤 1201 、接 收端确定用于进行数据传输 的第一传输 资源，以及 从 与第一传输 资源对

应 的第二传输 资源池 中，确定第二传输 资源；

步骤 1202 、接 收端通过第一传输 资源和第二传输 资源进行数据接 收。

较佳地 ，接 收端确定与第一传输 资源对应 的第二传输 资源，包括 ：

接 收端将 与第一传输 资源对应 的第二传输 资源池 中的每 个传输 资源都作 为一个第二

传输 资源；

接 收端通过第一传输 资源和第二传输 资源进行数据接 收 ，包括 ：

接 收端将通过第一传输 资源接 收到的数据信 息，和通过一个或者 多个第二传输 资源接

收到的数据信 息进行合 并解码 。

较佳地 ，接 收端确定与第一传输 资源对应 的第二传输 资源，包括 ：

接 收端接 收来 自发射端的第二指示信 息，并根据 第二指示信 息确定第二传输 资源；

接 收端通过第一传输 资源和第二传输 资源进行数据接 收 ，包括 ：

接 收端将通过第一传输 资源接 收到的数据信 息，和通过第二传输 资源接 收到的数据信

息进行合 并解码 。



较佳地，接收端接收第二指示信息，包括：

接收端通过第一传输资源，接收来自发射端的第二指示信息。

较佳地，接收端接收第二指示信息，包括：

接收端通过解调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上调制的信息，确定来自发射端的第二指示

信息。

较佳地，接收端接收第二指示信息，包括：

接收端才良据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序列的参数值确定第二指示信息。

较佳地，第二指示信息是表示第二传输资源位置的信息；或

第二指示信息是第二传输资源在与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池中的索引信

息。

较佳地，接收端才 居下列方式确定第二传输资源池：

接收端将预先设定的资源池作为第二传输资源池；或

接收端根据第一传输资源和第二传输资源池的映射关系，确定第二传输资源池；或

接收端将第一传输资源池作为第二传输资源池。

较佳地，接收端通过第二传输资源进行数据接收之前，还包括：

根据收到的第三指示信息在确定要通过第二传输资源接收数据后，通过第二传输资源

进行数据接收。

较佳地，接收端接收第三指示信息，包括：

接收端通过解调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上调制的信息，确定第三指示信息。

本领域内的技术人员应明白，本发明的实施例可提供为方法、系统、或计算机程序产

品。因此，本发明可采用完全硬件实施例、完全软件实施例、或结合软件和硬件方面的实

施例的形式。而且，本发明可釆用在一个或多个其中包含有计算机可用程序代码的计算机

可用存储介质 （包括但不限于磁盘存储器、CD-ROM 、光学存储器等）上实施的计算机程

序产品的形式。

本发明是参照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方法、设备 （系统 ）、和计算机程序产品的流程图

和 / 或方框图来描述的。应理解可由计算机程序指令实现流程图和 / 或方框图中的每一流

程和 / 或方框、以及流程图和 / 或方框图中的流程和 / 或方框的结合。可提供这些计算机

程序指令到通用计算机、专用计算机、嵌入式处理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的处理器

以产生一个机器，使得通过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的处理器执行的指令产生用

于实现在流程图一个流程或多个流程和 / 或方框图一个方框或多个方框中指定的功能的

装置。

这些计算机程序指令也可存储在能引导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以特定方

式工作的计算机可读存储器中，使得存储在该计算机可读存储器中的指令产生包括指令装



置的制造品，该指令装置实现在流程图一个流程或多个流程和 / 或方框图一个方框或多个

方框中指定的功能。

这些计算机程序指令也可装载到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上，使得在计算机

或其他可编程设备上执行一系列操作步驟以产生计算机实现的处理，从而在计算机或其他

可编程设备上执行的指令提供用于实现在流程 图一个流程或多个流程和 / 或方框 图一个

方框或多个方框中指定的功能的步骤。

尽管 已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但本领域 内的技术人员一旦得知 了基本创造性概

念，则可对这些实施例作 出另外的变更和修改。所以，所附权利要求意欲解释为包括优选

实施例以及落入本发明范围的所有变更和修改。

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进行各种改动和变型而不脱 离本发明的精神和

范围。这样 ，倘若本发明的这些修改和变型属于本发明权利要求及其等同技术的范围之 内，

则本发明也意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型在 内。



权 利 要 求

1、一种发送数据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

发射端确定用于进行数据传输的第一传输资源，以及从与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

二传输资源池中，确定第二传输资源；

所述发射端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和所述第二传输资源，发送待传输数据。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射端确定用于进行数据传输的第

一传输资源，包括：

所述发射端根据收到的第一指示信息，确定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或

所述发射端从第一传输资源池中，确定所述第一传输资源。

3、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射端从第一传输资源池中，确定

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包括：

所述发射端从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池中，随机选择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或

所述发射端根据测量得到的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池中所有传输资源上的信号强度 ，选择

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或

所述发射端根据预先设定的第一选取规则，从第一传输资源池中，选择所述第一传输

资源。

4、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射端从与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对应

的第二传输资源池中，选择第二传输资源，包括：

所述发射端从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池中，随机选择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或

所述发射端根据测量得到的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池中所有传输资源上的信号强度 ，选择

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或

所述发射端根据预先设定的第二选取规则，从第二传输资源池中，选择所述第二传输

资源。

5、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射端根据下列方式确定所述第二

传输资源池：

所述发射端将预先设定的资源池作为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池；或

所述发射端根据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和第二传输资源池的映射关系，确定所述第二传输

资源池；或

所述发射端根据测量得到的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池中所有传输资源上的信号强度 ，选取

作为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池的传输资源；或

所述发射端从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池中按照设定的第二选取规则或随机选择作为所述

第二传输资源池的传输资源；或

所述发射端将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池作为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池。



6、如权利要求 1~5 任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射端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

源和所述第二传输资源，发送待传输数据，包括：

所述发射端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和所述第二传输资源，重复发送根据所述待传输数

据生成的信号；或

所述发射端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和所述第二传输资源，发送所述待传输数据的不同

的冗余版本数据生成的信号；或

所述发射端将待传输数据或对待传输数据调制编码后的数据分成两个部分，通过所述

第一传输资源和所述第二传输资源，分别传输根据一部分数据生成的信号。

7、如权利要求 1~5 任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 包括：

所述发射端发送第二指示信息，所述第二指示信息指示所述第二传输资源的位置。

8、如权利要求 7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射端发送第二指示信息，包括：

所述发射端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发送所述第二指示信息。

9、如权利要求 8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射端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发送

所述第二指示信息，包括：

所述发射端通过第一传输资源的一部分发送所述第二指示信息；或

所述发射端将第二指示信息调制到所述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上传输；或

所述发射端将所述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序列的参数值作为所述第二指示信息。

10、如权利要求 8 或 9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指示信息是表示所述第二

传输资源位置的信息；或

所述第二指示信 息是所述第二传输资源在与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

池中的索引信息。

11、如权利要求 1~5 任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 包括：

所述发射端发送第三指示信息，所述第三指示信息指示是否在所述第二传输资源上发

送数据。

12、一种接收数据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

接收端确定用于进行数据接收的第一传输资源，以 及 确 定与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二

传输资源；

所述接收端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和所述第二传输资源进行数据接收。

13、如权利要求 1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接收端确定与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

二传输资源，包括：

所述接收端从与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池中, 确定所述第二传输资

源。

14、如权利要求 1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端确定与第一传输资源对应



的第二传输资源，包括：

所述接 收端将与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 资源池中的每个传输资源都作为

一个第二传输资源；

所述接收端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和所述第二传输资源进行数据接收，包括：

所述接收端将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接收到的数据信息，和通过所述一个或者多个第

二传输资源接收到的数据信息进行合并解码。

15、如权利要求 1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端确定与第一传输资源对应

的第二传输资源，包括：

所述接收端接收第二指示信息，并根据所述第二指示信息确定所述第二传输资源；

所述接收端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和所述第二传输资源进行数据接收，包括：

所述接收端将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接收到的数据信息，和通过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接

收到的数据信息进行合并解码。

16、如权利要求 1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端接收所述第二指示信息，

包括：

所述接收端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接收所述第二指示信息。

17、如权利要求 1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端接收所述第二指示信息，

包括：

所述接收端通过解调所述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上调制的信息，确定所述第二指示

信息；或者

所述接收端根据所述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序列的参数值确定所述第二指示信息。

18、如权利要求 16 或 17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指示信息是表示所述第

二传输资源位置的信息；或

所述第二指示信 息是所述第二传输资源在与所述第一传输 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

池中的索引信息。

19、如权利要求 14 或 18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端根据下列方式确定第

二传输资源池：

所述接收端将预先设定的资源池作为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池；或

所述接收端根据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和第二传输资源池的映射关系，确定所述第二传输

资源池；或

所述接收端将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池作为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池。

20、如权利要求 12~17 任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端根据收到的第三指

示信 息在确定要通过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接收数据后 ，通过所述第二传输资源进行数据接

收。



2 1、如权利要求 20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端接收所述第三指示信息，

包括：

所述接收端通过解调所述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上调制的信息，确定所述第三指示

信息。

22、一种发送数据的设备，其特征在于，该设备 包括：

第一确定模块，用于确定用于进行数据传输的第一传输资源，以 及 从与所述第一传输

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池中，确定第二传输资源；

发送模块，用于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和所述第二传输资源，发送待传输数据。

23、如权利要求 22 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根据收到的第一指示信息，确定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或

从第一传输资源池中，确定所述第一传输资源。

24、如权利要求 23 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确定模块从第一传输资源池

中，确定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包括：

从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池中，随机选择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或

根据测量得到的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池中所有传输资源上的信号强度，选择所述第一传

输资源；或

根据预先设定的第一选取规则，从第一传输资源池中，选择所述第一传输资源。

25、如权利要求 22 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从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池中，随机选择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或

根据测量得到的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池中所有传输资源上的信号强度，选择所述第二传

输资源；或

根据预先设定的第二选取规则，从第二传输资源池中，选择所述第二传输资源。

26、如权利要求 22 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确定模块具体用于，根据下

列方式确定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池：

将预先设定的资源池作为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池；或

根据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和第二传输资源池的映射关系，确定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池；或

根据测量得到的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池中所有传输资源上的信号强度，选取作为所述第

二传输资源池的传输资源；或

从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池中按照设定的第二选取规则或随机选择作为所述第二传输资

源池的传输资源；或

将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池作为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池。

27、如权利要求 22~26 任一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送模块具体用于：

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和所述第二传输资源，重复发送根据所述待传输数据生成的信



号；或

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和所述第二传输资源，发送所述待传输数据的不同的冗余版本

数据生成的信号；或

将待传输数据或对待传输数据调制编码后的数据分成两个部分，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

源和所述第二传输资源，分别传输根据一部分数据生成的信号。

28、如权利要求 22~26 任一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确定还用于：

发送第二指示信息，所述第二指示信息指示所述第二传输资源的位置。

29、如权利要求 28 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向所述接收端发送所述第二指示信息。

30、如权利要求 29 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通过第一传输资源的一部分向所述接收端发送所述第二指示信息；或

将第二指示信息调制到所述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上传输给所述接收端；或

将所述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序列的参数值作为所述第二指示信息。

3 1、如权利要求 29 或 30 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指示信息是表示所述第

二传输资源位置的信息；或

所述第二指示信息是所述第二传输资源在与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

池中的索引信息。

32、如权利要求 22~26 任一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送模块还用于：

发送第三指示信息，所述第三指示信息指示是否在所述第二传输资源上发送数据。

33、一种接收数据的设备，其特征在于，该设备 包括：

第二确定模块，用于确定用于进行数据传输的第一传输资源，以及确定与第一传输资

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

接收模块，用于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和所述第二传输资源进行数据接收。

34、如权利要求 32 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从与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池中，确定所述第二传输资源。

35、如权利要求 33 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将与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池中的每个传输资源都作为一个第二传

输资源；

所述接收模块具体用于：

将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接收到的数据信息，和通过所述一个或者多个第二传输资源

接收到的数据信息进行合并解码。

36、如权利要求 33 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接收来 自所述发射端的第二指示信息，并根据所述第二指示信息确定所述第二传输资



源；

所述接收模块具体用于：

将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接收到的数据信息，和通过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接收到的数据

信息进行合并解码。

37、如权利要求 36 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模块具体用于：

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接收来自所述发射端的所述第二指示信息。

38、如权利要求 37 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模块具体用于：

通过解调所述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上调制的信息，确定来自所述发射端的所述第

二指示信息；或者

根据所述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序列的参数值确定所述第二指示信息。

39、如权利要求 37 或 38 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指示信息是表示所述第

二传输资源位置的信息；或

所述第二指示信息是所述第二传输资源在与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对应的第二传输资源

池中的索引信息。

40、如权利要求 35 或 39 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确定模块具体用于，根

据下列方式确定第二传输资源池：

将预先设定的资源池作为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池；或

根据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和第二传输资源池的映射关系，确定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池；或

将所述第一传输资源池作为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池。

4 1、如权利要求 33~3 8 任一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模块还用于：

根据收到的第三指示信息在确定要通过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接收数据后，通过所述第二

传输资源进行数据接收。

42、如权利要求 4 1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模块具体用于：

通过解调所述第一传输资源的解调导频上调制的信息，确定第三指示信息。

43、一种接收数据的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系统包括：

发射端，用于确定用于进行数据传输的第一传输资源，以及从与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对

应的第二传输资源池中，确定第二传输资源，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和所述第二传输资源，

发送待传输数据；

接收端，用于确定用于进行数据传输的第一传输资源，以及确定与第一传输资源对应

的第二传输资源，通过所述第一传输资源和所述第二传输资源，接收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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