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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Provided are a demodulation reference signal (DMRS) transmission method, a user equipment and a base station.
The method comprises: a user equipment receiving a DMRS indication message sent by a base station, the DMRS indication mes -
sage being used for indicating a DMRS pattern of a DMRS antenna port, the DMRS pattern being a location of a time-frequency re -
source having a DMRS and/or a location of a resource element (RE) occupied by the DMRS in the time-frequency resource (101);
the user equipment determining the DMRS pattern of the DMRS antenna port according to the DMRS indication message (102); and
the user equipment acquiring the DMRS according to the DMRS pattern of the DMRS antenna port (103). B y means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the base station sends a DMRS to the user equipment according to a DMRS pattern with a low DMRS overhead, and the
user equipment acquires the DMRS according to the DMRS pattern with a low DMRS overhead, thereby achieving an increase in
REs capable of transmitting valid data when the DMRS overhead i s low, and improving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the REs and the data
transmiss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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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际公布：
- 包括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 (3)) 。

本发明提供一种解调参考信号 （DMRS ) 传输方法、用户设备和基站，该方法包括：用户设备接收基站发送
的 DMRS 指示消息，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DMRS 图案为存在 DMRS 的时频
资源的位置和/或 DMRS 占用的资源元素 （RE ) 在时频资源 中的位置 （101 ) ；用户设备根据 DMRS 指示消
息 ，确 定 DMRS 天 线 端 口的 DMRS 图案 （102 ) ；用 户 设 备 根 据 DMRS 天 线 端 口的 DMRS 图案 获 取
DMRS ( 103 ) 。采用本发明，基站按照 DMRS 开销较低的 DMRS 图案向用户设备发送 DMRS , 用户设备根据
所述开销较低的 DMRS 图案获取 DMRS , 从而实现了在 DMRS 开销较低时增加可传输有效数据的 RE，提高了
RE 的利用率和数据传输率。



解调参考信 号传输 方法 、用户设备 和基 站

技 术领 域

本发 明实施例 涉及通信技 术 ，尤其 涉及一种解调参考信 号 （Demodulation

Reference Signal , 简称 为 DMRS ) 传输方法 、用户设备 和基 站 。

背景技 术

在 无 线通信 系统 中，用 户设备 （User Equipment, 简称 UE ) 通 过基 站

发 送 的 DMRS 估 计 下行信 道 。例如 ：在 长期演进 （Long Term Evolution,

简称为 LTE ) 第 10 版本 （ReleaselO, 简称 R10 ) 系统 中，用户设备根据 DMRS

解调物理下行共 享信道 （Physical Downlink Shared Channel, 简称 为 PDSCH ) ,

或者 ，在 LTE 第 11 版本 （Release 10 , 简称 R l 1 ) 系统 中，用户设备根据 DMRS

解调增 强的物理下行控 制信道 ( Enhance Physical Downlink Control Channel,

简称 为 EPDCCH ) 。

现有技 术 中，基 站根据预设 的 LTE 协议规 定的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将 DMRS 承 载在 资源块 （Resource Block, 简称为 RB ) 对 的资源元素

( Resource Element, 简称为 RE ) 中，然后发送给用户设备 ，用户设备根据

预设 的该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获取 DMRS, DMRS 图案 即为 DMRS

占用 的 RE 在 RB 对 中的位 置 ，例如如 图 1 所示 ，R7 表 示 DMRS 占用 的 RE,

而 未承载 DMRS 的 RE 可 以用于承载基 站发送给 UE 的数据 。

但是 ，现有技 术 中覆盖 范 围小的基 站根据 LTE 协议规 定 的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发 送 DMRS, 则使得 DMRS 占用 的 RE 开销较 大，例如开销

占用可为 7%, 降低 了 RE 的利用率 。

发 明 内容

本发 明提供 的一种解调参考信 号传输 方法 、用户设备 和基 站 ，用 于降低

DMRS 占用 的 RE 的开销 ，提 高 了 RE 的利用率 。

第一 方 面 ，本发 明 实施 例提 供 一种 DMRS 传 输 方 法 ， 包括 ：

用户设备接 收基 站发送 的 DMRS 指 示消息，所述 DMRS 指 示消息用 于指



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所述 DMRS 图案为存在 DMRS 的时频资

源的位置和/或所述 DMRS 占用的资源元素在所述时频资源中的位置；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获取所述 DMRS 。

在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用户设备接收基站发送的

DMRS 指示消息 , 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接 收所述基 站发送 的一个 DMRS 指 示消息，所述一个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至少一个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或者，

所述用户设备接 收所述基 站发送的至少两个 DMRS 指示消息，每个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一个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结合第一方面或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二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包括：

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 DMRS 的密度 、DMRS 的间隔度 、DMRS

的位 图编码和/或不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其中，所述 DMRS 的密

度 、DMRS 的间隔度 、DMRS 的位 图编码和/或所述不存在 DMRS 的时频资

源的位置用于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结合第一方面或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一方面的第二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 DMRS 指示

消息为所述基站通过系统信息块、主消息块、高层信令 、媒体接入控制信令 、

循环前缀中的设定序列或循环前缀中的设定扰码发送的小区专有信令。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四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所述小区专有信令 包括所述基站所对应的小区类型；则所述用户

设备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小区专有信令 ，获取小区类型；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小区类型，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结合第一方面或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一方面的第二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 DMRS 指示

消息为所述基站通过 高层信令或媒体接入控制信令发送的用户设备 专有信

令 。

结合 第一方面的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六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所述用户设备 专有信令 包括物理下行共享信道 PDSCH 的传输模

式；则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用户设备专有信令 ，获取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

式；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 式，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

的 DMRS 图案。

结合 第一方 面的第三种 可 能的 实现 方式或 第一 方 面的第五种 可 能的

实现方式 ，在第一方面的第七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 DMRS 指示消息

还用于指示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 息：接收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接收数据的

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发送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 、发送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

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下行控制 区域配置、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的

表格 、下行控制信息格式和反馈模 式，所述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测

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结合 第一方面的第四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八种可能的

实现方式 中，还 包括 ：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小区类型，确定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息：接收数

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接收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发送数据的最大调制阶

数 、发送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下行控制 区域配置、

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息格式和反馈模 式，所述探

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结合 第一方面的第六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九种可能的

实现方式 中，还 包括 ：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式，确定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

息：接收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接收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发送数据的



最大调制阶数 、发送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下行控

制 区域配置、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息格式和反馈

模式 , 所述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

结合第一方面或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一方面的第二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十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 DMRS 指示

消息为所述基站通过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PDCCH 或增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EPDCCH 发送的动态信令 ，所述动态信令 包括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息：N 比

特信令 、指示冗余版本的信令 、指示调制编码方案的信令 、指示天线端 口数 、

扰码序列和层数的信令 、新传数据指示信令 ，所述 N 为 自然数；则所述用户

设备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动态信令 ，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结合第一方面或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一方面的第二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十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 DMRS 指

示消息为所述基站通过物理下行控制信道发送的下行控制信 息；则所述用户

设备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下行控制信 息 , 确定所述下行控制信息所在的子

帧的子帧编号，或者 ，根据所述下行控制信息，确定所述下行控制信息所指

示的子帧的子帧编号；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子帧编号，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结合 第一方面的第十一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一方面的第十二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子帧编号，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包括：

若 当前下行控制信 息所在的子帧的子帧编号与上一个下行控制信 息所在

的子帧的子帧编号之差大于第一编号差值预设值 ，则所述用户设备确定所述

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为所述 当前下行控制信息所在的子帧；或者 ，

若 当前下行控制信 息所指示的子帧的子帧编号与上一个下行控制信息所



在的子帧的子帧编号之差大于第二编号差值预设值 ，则所述用户设备确定所

述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为所述 当前下行控制信息所指示的子帧。

结合 第一方 面或 第一方 面的第一到第十二种 实现 方式 的任 意一种 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一方面的第十三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时频资源

包括：资源块对 、资源块组 、半个子帧、子帧、子帧组或子帧组上的资源块

组 。

结合 第一方 面或 第一方 面的第一到第十三种 实现 方式 的任 意一种 可

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十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M 个所述时频

资源中的所有调度给所述用户设备 的资源块使用相 同的预编码 ，所述 M 为 自

然数 。

结合 第一方 面或 第一方 面的第一到第十 四种 实现 方式 的任 意一种 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一方面的第十五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用户设备

根据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获取 DMRS 之后 ，还 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获取 PDSCH 和

/或 EPDCCH 与资源元素的映射关系；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映射 关系，获取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DMRS 解调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或 ,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DMRS 进行信道质量指示 CQI 计算。

结合 第一方 面或 第一方 面的第一到第十 四种 实现 方式 的任 意一种 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一方面的第十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还 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所述附加

DMRS 图案为存在零功率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和/或所述零功率 DMRS

占用的资源元素在所述时频资源中的位置；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和/或附加 DMRS

图案 ，获取 PDSCH 和/或 EPDCCH 与资源元素的映射关系；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映射 关系，获取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DMRS 解调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

第一方面的第十六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一方面的第十七种可能的

实现方式 中，所述用户设备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

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或者 ，

所述用户设备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附加 DMRS 指示消息；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附加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附加 DMRS 图案。

结合 第一方 面或 第一方 面的第一到第十七种 实现 方式 的任 意一种 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一方面的第十八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用户设备

接收基站发送的 DMRS 指示消息之前 ，还 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从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所述用户设备将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通过高层信令或物理上行控制

信道 PUCCH 或物理上行共享信道 PUSCH 发送给所述基站，以使所述基站根

据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结合 第一方面的第十八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一方面的第十九种可

能的 实现 方 式 中，所述用户设备从 DMRS 图案候选 集合 中选取 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用户设备 的移动速度或下行信道信 息或所述用户

设备 的 DMRS 处理能力，从所述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结合 第一方 面的第十八种 可 能的 实现 方 式或第一 方 面的第十九种 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一方面的第二十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用户设备

将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通过高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给所述

基站 ，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将秩指示和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一起通过所述高层信

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给所述基站。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二 十种可 能的实现 方式 ，在第一方 面的第二十一种

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用户设备将秩指示和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通

过所述高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给所述基站，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将秩指示和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进行联合编码；

所述用户设备将联合编码后 的秩指示和至少一个 DMRS 图案通过所述 高

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给所述基站。



结合 第一方 面或第一方 面的第一到第十七种 实现 方式的任 意一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二十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用户设备

接收基站发送的 DMRS 指示消息之前，还 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向所述基站上报 DMRS 处理能力指示信息，以使所述基站

根据所述 DMRS 处理能力指示消息，确定所述用户设备能够处理的 DMRS

图案个数和/或所述用户设备能够处理的 DMRS 图案。

第二方面，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 DMRS 传输方法，包括：

基站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所述基站向用户设备发送 DMRS 指示消息，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

示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所述 DMRS 图案为存在 DMRS 的时

频资源的位置和/或所述 DMRS 占用的资源元素在所述时频资源中的位置 , 以

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DMRS

图案 ，并根据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获取所述 DMRS;

所述基站根据所述 DMRS 图案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所述 DMRS 。

在 第二 方 面的第一种可 能的 实现 方式 中，所述基 站 向用户设备发 送

DMRS 指示消息 , 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包括：

所述基站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一个 DMRS 指示消息，所述一个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至少一个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或者，

所述基站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至少两个 DMRS 指示消息，每个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一个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结合第二方面或第二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二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包括：

所述 DMRS 指示消息包括 DMRS 的密度 、DMRS 的间隔度 、DMRS 的

位 图编码和/或不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所述 DMRS 的密度 、DMRS

的间隔度 、DMRS 的所述位 图编码和/或所述不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

用于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结合第二方面或第二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二方面的第二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基站向用户



设备发送 DMRS 指示消息 , 包括：

所述基站通过 系统信 息块、主消息块 、高层信令 、媒体接入控制信令 、

循环前缀 中的设定序列或循环前缀 中的设定扰码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小区专

有信令 。

结合第二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四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所述基站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包括：

所述基站根据小区类型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其 中，所述小区专有信令 包括所述基站所对应的小区类型 ，以使所述用

户设备根据所述小区专有信令确定所述小区类型，并根据所述小区类型 ，确

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结合第二方面或第二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二方面的第二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基站向所述

用户设备发送 DMRS 指示消息，包括：

所述基站通过 高层信令或媒体接入控制信令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用户设

备专有信令 。

结合第二方面的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六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所述基站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包括：

所述基站根据物理下行共享信道 PDSCH 的传输模式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其 中，所述用户设备专有信令 包括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式，以使所述

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用户设备专有信令确定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式，并根据

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式，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结合第二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二方面的第五种可能的实现

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 DMRS 指示消息还用于

指示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 息：接收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接收数据 的调制编

码方案表格 、发送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 、发送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信

道质量指示表格 、下行控制 区域配置、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的表格 、

下行控制信息格式和反馈模 式，所述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测参考信

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结合第二方面的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八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所述小区类型还用于确定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 息：接收数据 的最

大调制阶数 、接收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发送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 、发

送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下行控制 区域配置、上行

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息格式和反馈模 式，所述探测参

考信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

结合第二方面的第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九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式还用于确定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息：接

收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接收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发送数据 的最大调

制阶数 、发送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下行控制 区域

配置、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息格式和反馈模 式，

所述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

结合第二方面或第二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二方面的第二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十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基站向所述

用户设备发送 DMRS 指示消息，包括：

所述基站通过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PDCCH 或增 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EPDCCH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动态信令 ，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动态信

令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所述动态信令 包括下述任一种或

多种信息：N 比特信令 、指示冗余版本的信令 、指示调制编码方案 MCS 的信

令 、指示天线端 口数 、扰码序列和层数的信令 、新传数据指示信令 ，所述 N

为 自然数 。

结合 第二方面或第二方面的第一种 可 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二方面的第二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方 面的第十一种可 能的 实现方式 中，所述基站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 DMRS 指示消息，包括：

所述基站通过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PDCCH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下行控制

信 息，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下行控制信 息确定所述下行控制信息所在

的子帧的子帧编号，或者 ，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下行控制信 息确定所

述下行控制信 息所指示的子帧的子帧编号，并根据所述子帧编号，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结合 第二 方 面或 第二 方 面的第一到第十一种 实现 方式 的任 意一种 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二方面的第十二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时频资源



包括：资源块对 、资源块组 、半个子帧、子帧、子帧组或子帧组上的资源块

组 。

结合第二方面或第二方面的第一到第十二种 实现方式的任 意一种可 能

的实现方式 ，在第二方面的第十三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M 个所述时频资

源中的所有调度给所述用户设备 的资源块使用相 同的预编码 ，所述 M 为 自然

数 。

结合第二方面或第二方面的第一到第十三种 实现方式的任意一种可能的

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十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基站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之后 ，还 包括：

所述基站根据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进行 PDSCH 和/或

EPDCCH 与资源元素的资源映射；

所述基站将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发送给所述用户设备 。

结合第二方面或第二方面的第一到第十三种 实现方式的任意一种可能的

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十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还 包括：

所述基站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所述基站根据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和/或附加 DMRS 图案

进行 PDSCH 和/或 EPDCCH 与资源元素的资源映射 ，所述附加 DMRS 图案

为存在零功率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和/或所述零功率 DMRS 占用的资源

元素在所述时频资源中的位置；

所述基站将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发送给所述用户设备 。

结合第二方面的第十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十六种可能

的实现方式中，所述 DMRS 指示消息还用于指示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或者 ，

所述基站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之后 ，还 包括：

所述基站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附加 DMRS 指示消息，所述附加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以使所述用户设

备根据所述附加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

案 。

结合第二方面或第二方面的第一到第十三种 实现方式的任意一种可能的



实现方式结合 第二方面或第二方面的第一到第十六种 实现方式的任意一种

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二方面的第十七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基站确

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之前，还 包括：

所述基站接收所述用户设备通过 高层信令或物理上行控制信道 PUCCH

或物理上行共享信道 PUSCH 发送给的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为所述用户设备从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 的；

所述基站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包括：

所述基站根据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结合 第二方面的第十七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二方面的第十八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为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用户设

备 的移动速度或下行信道信 息或所述用户设备 的 DMRS 处理 能力从 所述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的。

结合 第二 方 面的第十七种 可 能的 实现 方 式或第二 方 面的第十八种 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二方面的第十九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基站接收

所述用户设备通过高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给的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包括：

所述基站接收所述用户设备通过所述高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

的秩指示和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

结合 第二方面的第十九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二方面的第二十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基站接收所述用户设备通过所述高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的秩指示和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包括：

所述基站接收所述用户设备通过所述高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

的联合编码后 的秩指示和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

结合 第二 方 面或 第二 方 面的第一到第十六种 实现 方式 的任 意一种 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二方面的第二十一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基站确

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之前，还 包括：

所述基站接收所述用户设备上报的 DMRS 处理能力指示信息；

所述基站根据所述 DMRS 处理能力指示信息，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能够处

理的 DMRS 图案个数和/或所述用户设备 能够处理的 DMRS 图案。



结合第二方面或第二方面的第一到第二十一种 实现方式的任意一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二十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还 包括：

若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至少两个候选 DMRS 图案在 同一个时频资源中

有重叠的资源元素，则根据所述至少两个候选 DMRS 图案在所述 同一个时频

资源中重叠的资源元素上映射相 同的 DMRS 。

第三方面，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用户设备 ，包括：

接收模块，用于接收基站发送的 DMRS 指示消息，所述 DMRS 指示消息

用于指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所述 DMRS 图案为存在 DMRS 的

时频资源的位置和/或所述 DMRS 占用的资源元素在所述时频资源中的位置；

确定模块，用于根据所述接收模块接收的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获取模块，用于根据所述确定模块确定的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获取所述 DMRS 。

在第三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接收模块具体用于：

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一个 DMRS 指示消息，所述一个 DMRS 指示消息用

于指示至少一个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或者，

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至少两个 DMRS 指示消息，每个 DMRS 指示消息用

于指示一个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结合第三方面或第三 方 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方 面的第二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接收模块接收的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包括：

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 DMRS 的密度 、DMRS 的间隔度 、DMRS

的位 图编码和/或不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其中，所述 DMRS 的密

度 、DMRS 的间隔度 、DMRS 的位 图编码和/或所述不存在 DMRS 的时频资

源的位置用于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结合第三方面或第三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三方面的第二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接收模块接

收的所述 DMRS 指示消息为所述基站通过系统信息块、主消息块、高层信令 、

媒体接入控制信令 、循环前缀中的设定序列或循环前缀中的设定扰码发送的

小区专有信令 。



结合 第三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方面的第四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 中，所述接收模块接 收的所述小区专有信令 包括所述基站所对应 的小

区类型；

所述确定模块具体用于根据所述接 收模块接 收的所述小区专有信令 ，获

取 小区类型；并根据所述小区类型 ，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结合第三方面或第三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三方面的第二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方面的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接 收模块接

收的所述 DMRS 指示消息为所述基站通过 高层信令或媒体接入控制信令发送

的用户设备 专有信令 。

结合 第三方面的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方面的第六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 中，所述接收模块接 收的所述用户设备 专有信令 包括物理下行共享信

道 PDSCH 的传输模 式；

所述确 定模 块具体 用 于根据 所述接 收模 块接 收的所述用户设备 专有信

令 ，获取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 式；并根据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 式，确定所

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结合 第三 方 面的第三种 可 能的 实现 方 式或 第三 方 面的第五种 可 能 的

实现 方 式 ，在 第三 方 面的第七种 可 能的 实现 方 式 中，所述接收模块接 收的

所述 DMRS 指示消息还用于指示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 息：接收数据 的最大调

制阶数 、接收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发送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发送数

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下行控制 区域配置 、上行探测

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 息格式和反馈模 式，所述探测参考信

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

结合 第三方面的第四种 可 能的实现 方式 ，在 第三方 面的第八种 可 能的

实现 方式 中，所述确定模块还用于根据所述小区类型 ，确定下述任一种或多

种信 息：接收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接 收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发送数

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发送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下

行控制 区域配置 、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 息格 式和

反馈模 式 , 所述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

结合 第三方面的第六种 可 能的实现 方式 ，在 第三方 面的第九种 可 能的

实现 方式 中，所述确定模块还用于根据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 式，确定下述



任一种或多种信 息：接收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 、接收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

格 、发送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发送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信道质量指

示表格 、下行控制 区域配置、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的表格 、下行控制

信 息格式和反馈模式，所述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

和子帧偏移。

结合第三方面或第三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三方面的第二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方面的第十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接收模块接

收的所述 DMRS 指示消息为所述基站通过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PDCCH 或增强

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EPDCCH 发送的动态信令 ，所述动态信令 包括下述任一

种或多种信息：N 比特信令 、指示冗余版本的信令 、指示调制编码方案的信

令 、指示天线端 口数 、扰码序列和层数的信令 、新传数据指示信令 ，所述 N

为 自然数；

所述确定模块具体用于根据所述接收模块接收的所述动态信令 ，确定所

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结合第三方面或第三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三方面的第二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方面的第十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接收模块

接收的所述 DMRS 指示消息为所述基站通过物理下行控制信道发送的下行控

制信 息；

所述确定模块具体用于根据所述接收模块接收的所述下行控制信 息，确

定所述下行控制信息所在的子帧的子帧编号，或者 ，根据所述接收模块接收

的所述下行控制信息，确定所述下行控制信息所指示的子帧的子帧编号；并

根据所述子帧编号，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结合 第三方面的第十一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三方面的第十二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判断若 当前下行控制信 息所在的子帧的子帧编号与上一个下行控制信 息

所在 的子 帧 的子 帧编 号之 差 大于第一编号差值预设值 ，则确 定所述存 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为 当前下行控制信 息所在的子帧；或者 ，

判断若 当前下行控制信 息所指示的子帧的子帧编号与上一个下行控制信

息所在 的子帧的子帧编号之差 大于第二编号差值预设值 ，则确定所述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为 当前下行控制信 息所指示的子帧。



结合 第三 方 面或 第三 方 面 的第一 到 第十二种 实现 方 式 的任 意一种 可

能的 实现 方式 ，在 第三方 面的第十三种 可 能的 实现方式 中，所述时频资源

包括：资源块对 、资源块组 、半个子帧、子帧、子帧组或子帧组上的资源块

组 。

结合 第三 方 面或 第三 方 面 的第一 到 第十三种 实现 方 式 的任 意一种 可

能的 实现 方式 ，在 第三方 面的第十四种 可 能的 实现 方式 中，M 个所述时频

资源中的所有调度给所述用户设备 的资源块使用相 同的预编码 ，所述 M 为 自

然数 。

结合 第三 方 面或 第三 方 面 的第一 到 第十 四种 实现 方 式 的任 意一种 可

能的 实现 方式 ，在 第三方面的第十五种 可 能的 实现方式 中，还 包括：

第一处理模块 ，用于根据所述确定模块确定的所述 DMRS 图案 ，获取

PDSCH 和/或 EPDCCH 与资源元素的映射 关系；根据所述映射 关系，获取所

述 PDSCH 和/或 EPDCCH; 根据所述获取模块获取 的所述 DMRS 解调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或 ，

所述第一处理模块用于根据所述获取模块获取 的 DMRS 进行信道质量指

示 CQI 计算。

结合 第三 方 面或 第三 方 面 的第一 到 第十 四种 实现 方 式 的任 意一种 可

能的 实现 方式 ，在 第三方 面的第十六种 可 能的 实现方式 中，还 包括第二处

理模块；

所述确定模块还用于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所述

附加 DMRS 图案为存在零功率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和/或所述零功率

DMRS 占用的资源元素在所述时频资源中的位置；

所述第二处理模块 ，用于根据所述确定模块确定的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

的 DMRS 图案和/或附加 DMRS 图案 ，获取 PDSCH 和/或 EPDCCH 与资源元

素的映射 关系；根据所述映射 关系，获取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根据

所述 DMRS 解调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

结合第三方面的第十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方面的第十七种可能

的实现方 中，所述确定模块具体用于在所述第二处理模块根据所述 DMRS 天

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和/或附加 DMRS 图案 ，获取 PDSCH 和/或 EPDCCH 与

资源元素的映射 关系之前 ，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或者 ,

所述接收模块还用于在所述第二处理模块根据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和/或附加 DMRS 图案 ，获取 PDSCH 和/或 EPDCCH 与资源元素

的映射关系之前，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附加 DMRS 指示消息；

所述确定模块具体用于根据所述附加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

结合 第三方 面或 第三方 面的第一到第十七种 实现 方式 的任 意一种 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三方面的第十八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还 包括：

选取模块 ，用于在所述接收模块接收基站发送的 DMRS 指示消息之前，

从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第一发送模块，用于将所述选取模块选取的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通

过高层信令或物理上行控制信道 PUCCH 或物理上行共享信道 PUSCH 发送给

所述基站，以使所述基站根据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确定所述 DMRS 天线

端 口的 DMRS 图案 。

结合 第三方面的第十八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三方面的第十九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选取模块具体用于根据所述用户设备 的移动速度或下

行信道信息或所述用户设备 的 DMRS 处理能力，从所述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结合 第三方 面的第十八种 可 能的 实现 方 式或第三 方 面的第十九种 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三方面的第二十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第一发送

模块具体用于将秩指示和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一起通过所述 高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给所述基站。

结合第三方面的第二十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 第三方面的第二 十一种

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还 包括 ：

第三处理模块 ，用于将秩指示和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进行联合编

码 ；

所述第一发送模块具体用于将联合编码后的秩指示和至少一个 DMRS 图

案通过所述高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给所述基站。

结合 第三方 面或 第三方 面的第一到第二 十种 实现 方式 的任 意一种 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三方面的第二十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还 包括：



第二发送模块，用于在所述接收模块接收基站发送的 DMRS 指示消息之

前，向所述基站上报 DMRS 处理能力指示信息，以使所述基站根据所述 DMRS

处理能力指示消息，确定所述用户设备能够处理的 DMRS 图案个数和/或所述

用户设备能够处理的 DMRS 图案。

第四方面，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基站，包括：

确定模块，用于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发送模块，用于向用户设备发送 DMRS 指示消息，所述 DMRS 指示消息

用于指示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所述 DMRS 图案为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和/或所述 DMRS 占用的资源元素在所述时频资源中的位

置，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并根据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获取所述 DMRS;

并根据所述 DMRS 图案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所述 DMRS 。

在第四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发送模块具体用于：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一个 DMRS 指示消息，所述一个 DMRS 指示消息用

于指示至少一个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或者，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至少两个 DMRS 指示消息，每个 DMRS 指示消息用

于指示一个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结合第四方面或第四方 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四方 面的第二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发送模块发送的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包括：

所述 DMRS 指示消息包括 DMRS 的密度 、DMRS 的间隔度 、DMRS 的

位 图编码和/或不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所述 DMRS 的密度 、DMRS

的间隔度 、DMRS 的所述位 图编码和/或所述不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

用于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结合第四方面或第四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四方面的第二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四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发送模块具

体用于通过系统信息块、主消息块、高层信令 、媒体接入控制信令 、循环前

缀 中的设定序列或循环前缀 中的设定扰码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小区专有信

令 。

结合第四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四方面的第四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 中，所述确定模 块具体用于根据 小 区类型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其 中，所述发送模块发送的所述小区专有信令 包括所述基站所对应的小

区类型 ，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小区专有信令确定所述小区类型，并根

据所述小区类型，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结合第四方面或第四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四方面的第二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四方面的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发送模块具

体用于通过高层信令或媒体接入控制信令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用户设备 专有

信令 。

结合第四方面的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四方面的第六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所述确定模块具体用于根据物理下行共享信道 PDSCH 的传输模

式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其 中，所述发送模块发送的所述用户设备专有信令 包括所述 PDSCH 的

传输模 式，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用户设备 专有信令确定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式，并根据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式，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结合第四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四方面的第五种可能的实现

方式，在第四方面的第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发送模块发送 的所述

DMRS 指示消息还用于指示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息：接收数据的最大调制阶

数 、接收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发送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发送数据的

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下行控制 区域配置、上行探测参考

信号配置参数 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 息格式和反馈模 式，所述探测参考信号配

置参数 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

结合第四方面的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四方面的第八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所述小区类型还用于确定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 息：接收数据 的最

大调制阶数 、接收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发送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 、发

送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下行控制 区域配置、上行

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息格式和反馈模 式，所述探测参

考信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

结合第四方面的第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四方面的第九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式还用于确定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息：接

收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接收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发送数据 的最大调

制阶数 、发送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下行控制 区域

配置、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息格式和反馈模 式，

所述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

结合第四方面或第四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四方面的第二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四方面的第十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发送模块具

体用于通过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PDCCH 或增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EPDCCH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动态信令 ，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动态信令确定所

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所述动态信令 包括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 息：

N 比特信令 、指示冗余版本的信令 、指示调制编码方案 MCS 的信令 、指示天

线端 口数 、扰码序列和层数的信令 、新传数据指示信令 ，所述 N 为 自然数 。

结合 第四方面或第四方面的第一种 可 能的实现方式或第四方面的第二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四方 面的第十一种可 能的 实现方式 中，所述发送

模块具体用于通过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PDCCH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下行控制

信 息 , 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下行控制信 息确定所述下行控制信息所在

的子帧的子帧编号，或者 ，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下行控制信 息确定所

述下行控制信 息所指示的子帧的子帧编号，并根据所述子帧编号，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结合 第 四方 面或 第 四方 面的第一到第十一种 实现 方式 的任 意一种 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四方面的第十二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时频资源

包括：资源块对 、资源块组 、半个子帧、子帧、子帧组或子帧组上的资源块

组 。

结合第四方面或第四方面的第一到第十二种 实现方式的任 意一种可 能

的实现方式 ，在第四方面的第十三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M 个所述时频资

源中的所有调度给所述用户设备 的资源块使用相 同的预编码 ，所述 M 为 自然

数 。

结合第四方面或第四方面的第一到第十三种 实现方式的任意一种可能的

实现方式，在第四方面的第十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还 包括：

第一处理模块，用于在所述确定模块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之后 ，根据所述 DMRS 图案进行 PDSCH 和/或 EPDCCH 与资源元素的资源

映射 ；

所述发送模块还用于将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发送给所述用户设

备 。

结合第四方面或第四方面的第一到第十三种 实现方式的任意一种可能的

实现方式，在第四方面的第十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还 包括第二处理模块；

所述确定模块还用于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所述

附加 DMRS 图案为存在零功率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和/或所述零功率

DMRS 占用的资源元素在所述时频资源中的位置；

所述第二处理模块，用于根据所述确定模块确定的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

的 DMRS 图案和/或附加 DMRS 图案进行 PDSCH 和/或 EPDCCH 与资源元素

的资源映射 ；

所述发送模块还用于将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发送给所述用户设

备 。

结合第四方面的第十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四方面的第十六种可能

的实现方式中，所述 DMRS 指示消息还用于指示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或者 ，

所述发送模块还用于在所述确定模块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之后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附加 DMRS 指示消息，所述附加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以使所述用户设

备根据所述附加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

案 。

结合 第 四方 面或 第 四方 面的第一到第十六种 实现 方式 的任 意一种 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四方面的第十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还 包括：

第一接收模块，用于在所述确定模块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之前 ，接收所述用户设备通过高层信令或物理上行控制信道 PUCCH 或物理

上行共享信道 PUSCH 发送给的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为所述用户设备从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的；

所述确定模块具体用于根据所述第一接收模块接收的至少一个 DMRS 图



案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结合 第四方面的第十七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四方面的第十八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为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用户设

备 的移动速度或下行信道信 息或所述用户设备 的 DMRS 处理 能力从 所述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的。

结合 第 四方 面的第十七种 可 能的 实现 方 式或第 四方 面的第十八种 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四方面的第十九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第一接收

模块具体用于接收所述用户设备通过所述高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

的秩指示和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

结合 第四方面的第十八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四方面的第二十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第一接收模块具体用于接收所述用户设备通过所述 高

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的联合编码后的秩指示和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

结合 第 四方 面或 第 四方 面的第一到第十六种 实现 方式 的任 意一种 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四 方 面 的第二十一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还 包括：

第二接收模块，用于在所述确定模块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之前 ，接收所述用户设备上报的 DMRS 处理能力指示信息；

所述确定模块还用于根据所述 DMRS 处理能力指示信息，确定所述用户

设备 能够处理的 DMRS 图案个数和/或所述用户设备 能够处理的 DMRS 图案 。

结合第四 方 面或第四方面的第一到第二十一种 实现方式的任 意一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四 方 面 的第二十二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还 包括：

第三处理模块，用于判断若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至少两个候选 DMRS

图案在 同一个 时频 资源 中有 重 叠的资源元 素 ，则根据 所述 至少 两个候 选

DMRS 图案在所述 同一个时频资源中重叠的资源元素上映射相 同的 DMRS 。

第五方面，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用户设备 ，包括：

接收机 ，用于接收基站发送的 DMRS 指示消息，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用

于指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所述 DMRS 图案为存在 DMRS 的时

频资源的位置和/或所述 DMRS 占用的资源元素在所述时频资源中的位置；

处理器，用于根据所述接收机接收的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并根据所述确定模块确定的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获取所述 DMRS 。

在第五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接收机具体用于：

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一个 DMRS 指示消息，所述一个 DMRS 指示消息用

于指示至少一个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或者 ，

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至少两个 DMRS 指示消息，每个 DMRS 指示消息用

于指示一个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结合第五方面或第五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五方面的第二

种可 能的 实现方式 中，所述接 收机接 收的所述 DMRS 指 示消息用于指 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包括：

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 DMRS 的密度 、DMRS 的间隔度 、DMRS

的位 图编码和/或不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其 中，所述 DMRS 的密

度 、DMRS 的间隔度 、DMRS 的位 图编码和/或所述不存在 DMRS 的时频资

源的位置用于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结合第五方面或第五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五方面的第二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五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接收机接收

的所述 DMRS 指示消息为所述基站通过 系统信息块、主消息块、高层信令 、

媒体接入控制信令 、循环前缀中的设定序列或循环前缀中的设定扰码发送的

小区专有信令 。

结合 第五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五方面的第四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所述接收机接收的所述小区专有信令 包括所述基站所对应的小区

类型；

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根据所述接收机接收的所述小区专有信令 ，获取 小

区类型；并根据所述小区类型，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结合第五方面或第五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五方面的第二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五方面的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接收机接收

的所述 DMRS 指示消息为所述基站通过 高层信令或媒体接入控制信令发送的

用户设备专有信令 。

结合 第五方面的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五方面的第六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所述接收机接收的所述用户设备专有信令 包括物理下行共享信道

PDSCH 的传输模式；



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根据所述接收机接收的所述用户设备 专有信令 ，获

取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 式；并根据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 式，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结合 第五 方 面的第三种 可 能的 实现 方 式或 第五 方 面的第五种 可 能 的

实现 方 式 ，在 第五 方 面的第七种 可 能的 实现 方 式 中，所述接收机接收的所

述 DMRS 指示消息还用于指示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 息：接 收数据 的最大调制

阶数 、接 收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发送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发送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下行控制 区域配置、上行探测参

考信号配置参数 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 息格 式和反馈模 式，所述探测参考信号

配置参数 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

结合 第五 方面的第四种 可 能的实现 方式 ，在 第五 方 面的第八种 可 能的

实现 方式 中，所述处理器还用于根据所述小区类型 ，确定下述任一种或多种

信 息：接 收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接收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发送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发送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下行

控制 区域配置 、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 息格式和反

馈模 式，所述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

结合 第五 方面的第六种 可 能的实现 方式 ，在 第五 方 面的第九种 可 能的

实现 方式 中，所述处理器还用于根据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 式，确定下述任

一种或多种信 息：接收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接 收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

发送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发送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

格 、下行控制 区域配置、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 息

格 式和反馈模 式 , 所述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

帧偏移 。

结合第五方面或第五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五方面的第二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五方面的第十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接 收机接收

的所述 DMRS 指示消息为所述基站通过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PDCCH 或增强的

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EPDCCH 发送的动态信令 ，所述动态信令 包括下述任一种

或多种信 息：N 比特信令 、指示冗余版本的信令 、指示调制编码方案的信令 、

指示天线端 口数 、扰码序 列和层数 的信令 、新传数据指示信令 ，所述 N 为 自

然数 ；



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根据所述接 收机接 收的所述动 态信令 ，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结合第五方面或第五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五方面的第二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五方面的第十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接收机接

收的所述 DMRS 指示消息为所述基站通过物理下行控制信道发送的下行控制

信息；

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根据所述接收机接收的所述下行控制信息，确定所

述下行控制信 息所在的子帧的子帧编号，或者 ，根据所述接收模块接收的所

述下行控制信 息，确定所述下行控制信 息所指示的子帧的子帧编号；并根据

所述子帧编号，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结合 第五方面的第十一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五方面的第十二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

判断若 当前下行控制信 息所在的子帧的子帧编号与上一个下行控制信 息

所在 的子 帧 的子 帧编 号之 差 大于第一编号差值预设值 ，则确 定所述存 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为 当前下行控制信 息所在的子帧；或者 ，

判断若 当前下行控制信 息所指示的子帧的子帧编号与上一个下行控制信

息所在 的子帧的子帧编号之差 大于第二编号差值预设值 ，则确定所述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为 当前下行控制信 息所指示的子帧。

结合 第五 方 面或 第五 方 面的第一到第十二种 实现 方式 的任 意一种 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五方面的第十三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时频资源

包括：资源块对 、资源块组 、半个子帧、子帧、子帧组或子帧组上的资源块

组 。

结合 第五 方 面或 第五 方 面的第一到第十三种 实现 方式 的任 意一种 可

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五方面的第十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M 个所述时频

资源中的所有调度给所述用户设备 的资源块使用相 同的预编码 ，所述 M 为 自

然数 。

结合 第五 方 面或 第五 方 面的第一到第十 四种 实现 方式 的任 意一种 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五方面的第十五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处理器还

用于根据所述 DMRS 图案 ，获取 PDSCH 和/或 EPDCCH 与资源元素的映射

关系；根据所述映射 关系，获取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根据所述 DMRS



解调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或 ，

所述处理器还用于根据所述获取模块获取 的 DMRS 进行信道质量指示

CQI 计算。

结合 第五 方 面或 第五 方 面的第一到第十 四种 实现 方式 的任 意一种 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五方面的第十六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处理器还

用于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所述附加 DMRS 图案为

存在零功率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和/或所述零功率 DMRS 占用的资源元

素在所述时频资源中的位置；并根据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和/

或附加 DMRS 图案 ，获取 PDSCH 和/或 EPDCCH 与资源元素的映射关系；

根据所述映射 关系，获取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并根据所述 DMRS 解

调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

结合第五方面的第十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五方面的第十七种可能

的实现方中，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根据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和

/或附加 DMRS 图案 ，获取 PDSCH 和/或 EPDCCH 与资源元素的映射关系之

前 ，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

或者 ，

所述接收机还用于在所述处理器根据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DMRS 图案

和/或附加 DMRS 图案 ，获取 PDSCH 和/或 EPDCCH 与资源元素的映射关系

之前 ，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附加 DMRS 指示消息；

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根据所述附加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

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

结合 第五 方 面或 第五 方 面的第一到第十七种 实现 方式 的任 意一种 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五方面的第十八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处理器还

用于在所述接收机接收基站发送的 DMRS 指示消息之前 ，从 DMRS 图案候选

集合 中选取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所述用户设备还 包括：发射机；

所述发射机 ，用于将所述处理器选取的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通过 高

层信令或物理上行控制信道 PUCCH 或物理上行共享信道 PUSCH 发送给所述

基站 ，以使所述基站根据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

的 DMRS 图案 。



结合 第五方面的第十八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五方面的第十九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根据所述用户设备 的移动速度或下行

信道信息或所述用户设备 的 DMRS 处理能力，从所述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

选取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结合 第五 方 面的第十八种 可 能的 实现 方 式或第五 方 面的第十九种 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五方面的第二十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发射机具

体 用 于将秩 指 示和 所述 至 少一个 DMRS 图案 一起 通 过 所述 高层信令 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给所述基站。

结合第五方面的第二十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 第五 方面的第二 十一种

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处理器还用于将秩指示和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

案进行联合编码；

所述发射机具体用于将联合编码后的秩指示和至少一个 DMRS 图案通过

所述 高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给所述基站。

结合 第五 方 面或 第五 方 面的第一到第二 十种 实现 方式 的任 意一种 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五方面的第二十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发射机还

用于在所述接收机接收基站发送的 DMRS 指示消息之前 ，向所述基站上报

DMRS 处理能力指示信 息，以使所述基站根据所述 DMRS 处理能力指示消息，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能够处理的 DMRS 图案个数和/或所述用户设备 能够处理

的 DMRS 图案。

第六方面，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基站，包括：

处理器，用于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发射机 ，用于向用户设备发送 DMRS 指示消息，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用

于指示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所述 DMRS 图案为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和/或所述 DMRS 占用的资源元素在所述时频资源中的位

置 ，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并根据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获取所述 DMRS;

并根据所述 DMRS 图案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所述 DMRS 。

在第六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发射机具体用于：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一个 DMRS 指示消息，所述一个 DMRS 指示消息用

于指示至少一个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或者 ，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至少两个 DMRS 指示消息，每个 DMRS 指示消息用

于指示一个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结合第六方面或第六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六方面的第二

种可 能的 实现方式 中，所述发射机发送 的所述 DMRS 指 示消息用于指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包括 ：

所述 DMRS 指示消息包括 DMRS 的密度 、DMRS 的间隔度 、DMRS 的

位 图编码和/或不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所述 DMRS 的密度 、DMRS

的间隔度 、DMRS 的所述位 图编码和/或所述不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

用于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结合第六方面或第六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六方面的第二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六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发射机具体

用于通过 系统信 息块 、主消息块 、高层信令 、媒体接入控制信令 、循环前缀

中的设定序列或循环前缀 中的设定扰码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小区专有信令 。

结合第六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六方面的第四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根据小区类型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其 中，所述发射机发送的所述小区专有信令 包括所述基站所对应 的小区

类型，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小区专有信令确定所述小区类型 ，并根据

所述小区类型 ，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结合第六方面或第六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六方面的第二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六方面的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发射机具体

用于通过 高层信令或媒体接入控制信令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用户设备专有信

令 。

结合第六方面的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六方面的第六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根据物理下行共享信道 PDSCH 的传输模 式

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其 中，所述发射机发送的所述用户设备 专有信令 包括所述 PDSCH 的传

输模 式，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用户设备专有信令确定所述 PDSCH 的

传输模 式，并根据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 式，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结合第六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六方面的第五种可能的实现

方式，在第六方面的第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发射机发送的所述 DMRS

指示消息还用于指示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 息：接收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接

收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发送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发送数据 的调制编

码方案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下行控制 区域配置 、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

置参数 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 息格 式和反馈模 式，所述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

结合第六方面的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六方面的第八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 中，所述小区类型还用于确定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 息：接 收数据 的最

大调制阶数 、接 收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发送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发

送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下行控制 区域配置、上行

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 息格式和反馈模 式，所述探测参

考信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

结合第六方面的第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六方面的第九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 式还用于确定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 息：接

收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接 收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发送数据 的最大调

制阶数 、发送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下行控制 区域

配置、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 息格 式和反馈模 式，

所述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

结合第六方面或第六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六方面的第二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六方面的第十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发射机具体

用于通过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PDCCH 或增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EPDCCH 向

所述用户设备发送动态信令 ，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动态信令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所述动态信令 包括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 息：

N 比特信令 、指示冗余版本的信令 、指示调制编码方案 MCS 的信令 、指示天

线端 口数 、扰码序列和层数 的信令 、新传数据指示信令 ，所述 N 为 自然数 。

结合 第六方 面或 第六方 面的第一种 可 能的 实现 方式或第六方面的第二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 第六方 面的第十一种 可 能的 实现 方 式 中，所述发射

机具体用于通过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PDCCH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下行控制信

息，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下行控制信 息确定所述下行控制信 息所在的



子帧的子帧编号，或者 ，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下行控制信 息确定所述

下行控制信 息所指示的子帧的子帧编号 ，并根据所述子帧编号 ，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结合 第六方 面或 第六方 面的第一到第十一种 实现 方式 的任 意一种 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六方面的第十二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时频资源

包括：资源块对 、资源块组 、半个子帧、子帧、子帧组或子帧组上的资源块

组 。

结合第六方面或第六方面的第一到第十二种 实现方式的任 意一种可 能

的实现方式 ，在第六方面的第十三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M 个所述时频资

源中的所有调度给所述用户设备 的资源块使用相 同的预编码 ，所述 M 为 自然

数 。

结合第六方面或第六方面的第一到第十三种 实现方式的任意一种可能的

实现方式，在第六方面的第十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处理器还用于在

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之后 ，根据所述 DMRS 图案进行 PDSCH

和/或 EPDCCH 与资源元素的资源映射；

所述发射机还用于将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发送给所述用户设备 。

结合第六方面或第六方面的第一到第十三种 实现方式的任意一种可能的

实现方式，在第六方面的第十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处理器还用于确

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所述附加 DMRS 图案为存在零

功率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和/或所述零功率 DMRS 占用的资源元素在所

述时频资源中的位置；并根据确定的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和/

或附加 DMRS 图案进行 PDSCH 和/或 EPDCCH 与资源元素的资源映射；

所述发射机还用于将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发送给所述用户设备 。

结合第六方面的第十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六方面的第十六种可能

的实现方式中，所述 DMRS 指示消息还用于指示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或者 ，

所述发射机还用于在所述处理器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之后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附加 DMRS 指示消息，所述附加 DMRS 指示

消息用于指示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



据所述附加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结合 第六方 面或 第六方 面的第一到第十六种 实现 方式 的任 意一种 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六方面的第十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还 包括：

接收机 ，用于在所述处理器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之前，接

收所述用户设备通过高层信令或物理上行控制信道 PUCCH 或物理上行共享

信道 PUSCH 发送给的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为所

述用户设备从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的；

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根据所述接收机接收的至少一个 DMRS 图案确定所

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结合 第六方面的第十七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六方面的第十八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为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用户设

备 的移动速度或下行信道信 息或所述用户设备 的 DMRS 处理 能力从 所述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的。

结合 第六方 面的第十七种 可 能的 实现 方 式或第六方 面的第十八种 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六方面的第十九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接收机具

体用于接收所述用户设备通过所述高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的秩指

示和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结合 第六方面的第十八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六方面的第二十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接收机具体用于接收所述用户设备通过所述高层信令

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的联合编码后 的秩指示和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

结合 第六方 面或 第六方 面的第一到第十六种 实现 方式 的任 意一种 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六方面的第二十一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接收机

还用于在所述处理器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之前，接收所述用户

设备上报的 DMRS 处理能力指示信息；

所述处理器还用于根据所述 DMRS 处理能力指示信息，确定所述用户设

备 能够处理的 DMRS 图案个数和/或所述用户设备 能够处理的 DMRS 图案。

结合第六方面或第六方面的第一到第二十一种 实现方式的任 意一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六方面的第二十二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判断若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至少两个候选 DMRS 图案在 同一个时频

资源中有重叠的资源元素，则根据所述至少两个候选 DMRS 图案在所述 同一



个时频资源中重叠的资源元素上映射相 同的 DMRS 。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解调参考信号传输方法、用户设备和基站，通过用

户设备在接收基站发送的 DMRS 之前，接收基站发送的 DMRS 指示消息，从

而可以获取 DMRS 图案，即确定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和/或 DMRS

占用的 RE 在时频资源中的位置，由基站也是按照该 DMRS 图案发送 DMRS

的，所以用户设备按照该 DMRS 图案可以获取 DMRS, 实现 了在 DMRS 开

销较低时，基站按照 DMRS 开销较低的 DMRS 图案向用户设备发送 DMRS ,

用户设备根据该开销较低的 DMRS 图案获取 DMRS, 解决了现有技术中的问

题 ，并提 高了 RE 的利用率，从而使得可传输有效数据的 RE 增加 ，提 高了数

据传输率。

附图说 明

实施例或现有技 术描述 中所需要使用 的附 图作 一 简单地介 绍 ，显 而易见

地 ，下面描述 中的附图是本发 明的一些 实施例 ，对 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

来讲 ，在不付 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 下，还 可 以 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 的附

图。

图 1为现有技术中 DMRS 图案的一种示意图；

图 2 为本发明 DMRS 传输方法实施例一的流程 图；

图 3 为本发明 DMRS 传输方法实施例二的流程 图；

图 4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 DMRS 图案的第一种示意图；

图 5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 DMRS 图案的第二种示意图；

图 6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 DMRS 图案的第三种示意图；

图 7 为本发明用户设备 实施例一的结构示意图；

图 8 为本发明用户设备 实施例二的结构示意图；

图 9 为本发明用户设备 实施例三的结构示意图；

图 10 为本发明基站实施例一的结构示意图；

图 11 为本发明基站实施例二的结构示意图；

图 12 为本发明基站实施例三的结构示意图；

图 13 为本发明 DMRS 传输 系统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 实施 方 式

为使 本发 明 实施 例 的 目的 、技 术 方案 和优 点 更加 清 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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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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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为本发 明 DMRS 传输方法 实施例一 的流程 图，如 图 2 所示 ，本 实施

例 的方法可 以 包括 ：

步骤 101 、用户设备接 收基 站发送 的 DMRS 指 示消息，DMRS 指示 消息

用于指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DMRS 图案为存在 DMRS 的时频

资源的位 置和/或 DMRS 占用 的 RE 在 时频 资源 中的位 置 。

步骤 102、用户设备根据 DMRS 指示 消息 ,确 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步骤 103、用户设备根据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获取 DMRS 。

本 实施例 中，在用户设备接 收基 站发送 的 DMRS 之前 ，用户设备还接 收

基 站发送 的 DMRS 指示消息 ，该 DMRS 指 示消息用于指示 DMRS 天线端 口

的 DMRS 图案 ，该 DMRS 图案 为存在 DMRS 的时频 资源的位 置和/或 DMRS

占用 的 RE 在 时频 资源 中的位 置 ，然后 ，用户设备根据从基 站接 收到 的 DMRS

指示 消息，可 以确 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同时也获知基 站是按 照

该 DMRS 图案 向用户设备发送 DMRS , 从 而用户设备 可 以确定哪 些时频 资源

中存在 DMRS 和 /或 DMRS 占用 的 RE 在 时频 资源 中的位 置 ，从 而可 以根据

DMRS 占用 的 RE 的具体位 置 ，从 这些 RE 中获取基 站向用户设备发 送 的

DMRS„

本发 明实施例 中所述 的 DMRS 天线端 口是指用于发送 DMRS 的天线端 口

和/或用于发送 PDSCH 的天线端 口和/或用于发送 EPDCCH 的天线端 口。例

如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可 以为 LTE R 11 系统 中规 定的天线端 口 7-14 和天线

端 口 107-1 10。

本发 明实施例 中所述 的用户设备 获取 的 DMRS 是指经过 了信 道传播 并 叠

加 了干扰噪声 的 DMRS , 所述获取 的 DMRS 可 以表 示为 = S .H Intf + Noise ,



其 中 为基站发送的 DMRS, 《为用户设备获取的 DMRS, H 表示信道增益，Intf

表示干扰信号， 表示噪声信号。

现有技术中主要是给基站和用户设备分别配置 LTE 协议 中规定的 DMRS

图案 ，所以基站只能按照 LTE 协议 中规定的 DMRS 图案发送 DMRS , 同时

用户设备也只能根据 LTE 协议 中规定的 DMRS 图案获取 DMRS, 会使得在

实际应用时，当实际需要发送的 DMRS 占用的 RE 开销少于 LTE 协议 中规定

的 DMRS 图案 中的 DMRS 占用的 RE 开销 ，用户设备只能根据 LTE 协议 中

规定的 DMRS 图案获取 DMRS , 为 了使用户设备接收到 DMRS , 基站也只能

按照 LTE 协议 中规定的 DMRS 图案向用户设备发送 DMRS, 从 而造成 RE 的

利用率下降。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 DMRS 传输方法，通过用户设备在接收基站发送的

DMRS 之前，接收基站发送的 DMRS 指示消息，从而可以获取 DMRS 图案 ，

即确定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和/或 DMRS 占用的 RE 在时频资源中

的位置，由基站也是按照该 DMRS 图案发送 DMRS 的，所以用户设备按照该

DMRS 图案可以获取 DMRS , 实现 了在 DMRS 开销较低时，基站按照 DMRS

开销较低的 DMRS 图案向用户设备发送 DMRS, 用户设备根据该开销较低的

DMRS 图案获取 DMRS, 解决 了现有技术中的问题 ，并提 高了 RE 的利用率，

从而使得可传输有效数据的 RE 增加，提 高了数据传输率。

图 3 为本发明 DMRS 传输方法实施例二的流程 图，如图 3 所示，本实施

例的方法可以包括：

步骤 201 、基站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步骤 202 、基站向用户设备发送 DMRS 指示消息，DMRS 指示消息用于

指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DMRS 图案为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

的位置和/或 DMRS 占用的 RE 在 时频资源中的位置，以使用户设备根据

DMRS 指示消息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并根据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获取 DMRS 。

步骤 203、基站根据 DMRS 图案向用户设备发送 DMRS 。

本 实施 例 中 ，基 站 需要 根 据 一 定 的 DMRS 图案 向用 户设 备 发 送

DMRS ，因此 ，基站首先才艮据应 际的应用场景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然后根据所确定的 DMRS 图案向用户设备发送 DMRS , 由于基站



可 以 从多个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确定 了DMRS 天线端 口 的 DMRS 图案 ，

所以为 了使用户设备 能准确获取到基站发送的 DMRS , 所以基站需要将基

站所确 定 的 DMRS 图案告知给 用户设备 ，因此 ，基 站 向用户设备发 送

DMRS 指示消息，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DMRS 图案为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和/或 DMRS 占用的 RE 在时频

资源中的位置，以使用户设备接收到 DMRS 指示消息，可以确定 DMRS 天线

端 口的 DMRS 图案，同时也获知基站是按照该 DMRS 图案向用户设备发送

DMRS , 即根据 DMRS 图案将 DMRS 与 RE 进行资源映射 ，从而用户设备可

以确定哪些时频资源中存在 DMRS 和/或 DMRS 占用的 RE 在时频资源中的

位置，从 而 可 以根据 DMRS 占用的 RE 的具体位置，从这些 RE 中获取基站

向用户设备发送的 DMRS 。

现有技术 中给基站和用户设备分别配置 LTE 协议 中规定的 DMRS 图案 ，

在实际应用中，无论 实际需要发送的 DMRS 占用的 RE 开销是否小于 LTE 协

议 中规定的 DMRS 图案 中的 DMRS 占用的 RE 开销 ，基站只能按照 LTE 协

议 中规定的 DMRS 图案发送 DMRS, 从 而使得 RE 的利用率下降。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 DMRS 传输方法，通过基站先确定 DMRS 端 口

的 DMRS 图案 ，即确定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和/或 DMRS 占用的

RE 在时频资源中的位置，并将该 DMRS 图案通过 DMRS 指示消息告知给

用户设备 ，然后再根据 DMRS 图案向用户设备发送 DMRS , 从 而使得用

户设备根据 DMRS 指示消息中指示的 DMRS 图案获取 DMRS , 实现 了在

DMRS 开销较低时，基站按照 DMRS 开销较低的 DMRS 图案向用户设备发

送 DMRS , 用户设备根据该开销较低的 DMRS 图案获取 DMRS , 解决了现有

技术中的问题 ，并提 高了 RE 的利用率，从而使得可传输有效数据的 RE 增加，

提 高了数据传输率。

在本发 明实施例一或本发 明实施例二 的基础上 ，基站可以向用户设备

发送一个 DMRS 指示消息，相应地，用户设备接收基站发送的一个 DMRS

指示消息，该一个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至少一个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具体地 ，不同的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可以相 同，则

可以通过一个 DMRS 指示消息确定一个 DMRS 图案，并且所有的 DMRS 天

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为通过 DMRS 指示消息所确定的这个 DMRS 图案；不



同的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可以不同，对于每一个天线端 口，可以预

先定义 DMRS 指示消息与 DMRS 图案之 间的对应关系，从而可以根据 同一个

DMRS 指示消息和不同天线端 口对应 DMRS 指示消息与 DMRS 图案之 间的

对应关系，从而确定不同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从而可以降低 DMRS 指示

消息的信令开销 。

或者，基站向用户设备发送至少两个 DMRS 指示消息，相应地 ，用户设

备接收基站发送的至少两个 DMRS 指示消息，每个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

一个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具体的，一个 DMRS 指示消息可以只

指示一个 DMRS 天线端 口的图案，不同的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可

以不同，也可以相 同，因此可以实现对于不同的 DMRS 天线端 口，DMRS 占

用的 RE 开销可以不同，从而适应不同的 DMRS 天线端 口对 DMRS 密度的要

求。

上述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包括：

上述的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 DMRS 的密度 、DMRS 的间隔度 、DMRS

的位 图编码和/或不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其中， DMRS 的密度 、

DMRS 的间隔度 、DMRS 的位 图编码和/或不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

用于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而且时频资源可以包括：RB 对 、

RB 组 、半个子帧、子帧、子帧组或子帧组上的 RB 组；时频资源可以是预先

定义的或者是基站配置给用户设备的。

DMRS 的密度可以是 DMRS 在时频资源中占用的RE 的个数 , 由于 DMRS

的密度与 DMRS 图案可以存在对应关系，通过 DMRS 的密度可以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例如 DMRS 在 RB 对上 占用的 RE 可 以 为 12( DMRS

图案可以如图 1 所示，DMRS 占用的 RE 开销为 7% ) 或 4 ( DMRS 图案可以

如图 4 所示，DMRS 占用的 RE 开销为 2.4% ) 或 2 ( DMRS 图案可以如图 5

所示，DMRS 占用的 RE 开销为 1.2% ) 或 0。

DMRS 的间隔度可以是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间隔数 ，若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间隔数为 n , 则说 明每 n 个时频资源中有一个时频资源存在

DMRS, 其 中，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在 n 个时频资源中的位置可以是预先

定义的也可以是基站通过信令通知给用户设备 的；由于 DMRS 的间隔度与

DMRS 图案可以存在对应关系，通过 DMRS 的间隔度可以确定 DMRS 天线



端口的 DMRS 图案，例如 DMRS 在一个 RB 对上占用的 RE 的个数可以是 2 ,

存在 DMRS 的 RB 对的间隔为 2 , 此时 DMRS 的导频图案可以如图 6 所示，

此时 DMRS 占用的 RE 开销为 0.6% 。

DMRS 的位图编码可以是 Y 个比特，其中每个比特与至少一个可能被

DMRS 占用的 RE 对应，如果一个比特被置为 , 那么表示该比特对应的至

少一个 RE 被 DMRS 占用，如果一个比特被置为，0 ，，那么表示该比特对应的

至少一个 RE 没有被 DMRS 占用，例如 Y 为 12, 其中每个比特分别与图 1 中

DMRS 占用的 RE 对应 , 如果一个比特被置为， , 那么表示该比特对应的 RE

被 DMRS 占用，如果一个比特被置为，0 ，，那么表示该比特对应的 RE 没有被

DMRS 占用，再例如 Y 为 3 , 其中每个比特分别与图 1 中 DMRS 占用的属于

相同子载波的 4 个 RE 对应，如果一个比特被置为 , 那么表示该比特对应

的 4 个 RE 被 DMRS 占用, 如果一个比特被置为，0，，那么表示该比特对应的

4 个 RE 没有被 DMRS 占用，由于 DMRS 的位图编码与 DMRS 图案可以存在

对应关系, 通过 DMRS 的位图编码可以确定 DMRS 天线端口的 DMRS 图案。

若 DMRS 指示消息指示了不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则相应地可

以确定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由于不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与

DMRS 图案可以存在对应关系，因此可以确定 DMRS 天线端口的 DMRS 图

案。

进一步地，M 个时频资源中的所有调度给用户设备的 RB 使用相同的预

编码，M 为自然数。M 可以为 1, 即在每一个时频资源中的所有调度给用户

设备的 RB 使用相同的预编码；或者，M 可以为 DMRS 的间隔度，则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间隔数内的时频资源中的所有调度给用户设备的 RB 使

用相同的预编码，例如：如图 6 所示，存在 DMRS 的 RB 对的间隔数为 2 ,

贝J RB0 与 RB1 使用相同的预编码，RB2 和 RB3 使用相同的预编码；或者，

M 可以为大于 2 的任意一个 自然数，具体地，基站可以根据预先定义的系统

带宽向用户设备配置预编码 RB 组，还可以通过高层信令将 M 的取值通知给

用户设备，其中，预编码 RB 组包括 M 个时频资源中的 RB , 则预编码 RB 组

中的所有调度给用户设备的 RB 使用相同的预编码，用户设备可以根据预先
定义的系统带宽确定 M 的取值，或者用户设备根据基站发送的高层信令获取

M 的取值。



下面对基站发送或用户设备接收的 DMRS 指示消息和 DMRS 指示消息指

示的 DMRS 图案进行举例说 明。

以一个子帧为例 ，其 中一个子帧 包含 两个时隙 （slot ) , —个 时隙即为半

个子帧，DMRS 占用的 RE 在所述时隙中的位置可以用 （k , / )表 示 ，其 中 为

时隙中的子载波编号， 为时隙中的正交频分复用技术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 简称为 OFDM ) 符 号的编号。

的取值可以通过公式 （1 ) 确 定：

其 中， 为一个 RB 包含 的子载波个数 ，例如 = 12 , 为 RB 的编

号 ， P 的取值 范围为 { 0 , ， N - l , S 为一个时隙中最大的 RB

个数 ， 为第一 系数 《' = 0，1，2 ；

《' 为第二 系数 ， 为 DMRS 天线端 口编号。

的取值可以通过公 式 （2 ) 确定：

/ = / ' mod 2 + 5 ( 2 )

/ '为第三 系数 ， 其 中， 为时隙编号，mod 表 示模

余运

不 同的 DMRS 图案可 以通过 不 同的 '和/或 《P B 和/或 n s 和/或 /'的取值 集

合来 区别。上述 的 DMRS 指示消息可以为 '的取值 集合 ，和/或 ，《P B 的取值

集合 ，和/或 ， 的取值 集合 ，和/或 ， /'的取值 集合 。其 中 '的取值 集合可以

指 示 DMRS 在 频域 的密度 和 /或 DMRS 在 频域 的位 置 ， 的取值 集合和/或 /'

的取值 集合可以指示 DMRS 在 时域 的密度和 /或 DMRS 在 频域 的位 置 ，《P B

的取值 集合 可 以指 示 DMRS 的 间隔度 和 /或 DMRS 在 频 域 的 密度 和 /或

DMRS 在 频域 的位 置 。

在本发 明 DMRS 传输方法实施例三 中，DMRS 指示消息可以为基站通过

系统块（System Information Block, 简称为 SIB ) 、主 消息块（Master Information

Block, 简称为 MIB ) 、高层信令 、媒体接入控制 （Media Access Control, 简

称为 MAC )或循环前缀 中的设定序列或循环前缀 中的设定扰码发送的小区专

有信令 。具体地 ，可以预先定义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该

DMRS 图案候选集合可以包括至少一种 DMRS 图案 ，例如可以为 LTE R10



中规 定的 DMRS 图案或者 LTE10 中规定的 DMRS 图案或者本发 明实施例新

增加 的 DMRS 占用 的 RE 开销较低 的至少一种 DMRS 图案 ，基站在从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后 ，通过 SIB 、 MIB 、循

环前缀 中的设 定序 列或循 环前缀 中的设 定扰码 向用户设备 发 送 小 区专有信

令 ，该小 区专有信令可以用于指示 DMRS 图案 ，用户设备接 收到该小区专有

信令后 ，可 以根据该 小 区专有信令确定 DMRS 图案 为 LTE R10 中规 定的

DMRS 图案还是 LTE10 中规 定的 DMRS 图案还是本发 明实施例新增加 的

DMRS 占用 的 RE 开销较低 的至少一种 DMRS 图案 中的任意一种 DMRS 图案 ,

并且基站可以根据基站所确定的 DMRS 图案向用户设备发送 DMRS , 用户设

备可 以根据 小 区专有信令指示的 DMRS 图案获取 DMRS, 从 而使得基站可 以

选择 DMRS 占用的 RE 开销较低 的 DMRS 图案发送 DMRS, 相应地用户设备

也可 以确定 DMRS 占用的 RE 开销较低 的 DMRS 图案获取 DMRS, 因此可以

达到节省 RE 的 目的。需要说 明的是 ，基站通过 SIB 、 MIB 、循环前缀 中的设

定序 列或循环前缀 中的设 定扰码 向用户设备发送的小 区专有信令 与现有技术

中一致 ，本 实施例在此不再赘述 。

可选地 ，DMRS 指示消息 （本 实施例 中为小区专有信令 ）还用于指示下

述任一种或多种信 息：接 收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接 收数据 的调制编码 方案

( Modulation and Coding Scheme, 简称为 MCS ) 表格 、发送数据 的最大调制

阶数 、发送数据 的 MCS 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 （Channel Quality Indicator, 简

称为 CQI ) 表格 、下行控制 区域配置 、上行探测参考信号 （Sounding Reference

Signal, 简称 为 SRS ) 配 置参数 的表格 、下行控 制信 息 （Downlink Control

Information, 简称为 DCI ) 格 式和反馈模 式，所述 SBS 配置参数 包含 SBS 的

周期和子帧偏移 。基站将还用于指示上述任一种或多种信 息的 DMRS 指示消

息发送给用户设备 ，相应地 ，用户设备可以获取 DMRS 指示消息 中指示的上

述任一种或多种信 息。

其 中，接 收数据 的最大调制 阶数信 息用于指示用户设备确定 PDSCH 使

用的最大调制 阶数和/或最大调制方案 ，例如接 收数据 的最大调制 阶数可以是

6 或 8 , 最 大调 制 方案 可 以是 64 正 交 幅 度 调 制 （Quadrature Amplitude

Modulation, 简称 QAM ) 或 256QAM; 接 收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信 息用

于指示用户设备确定 PDSCH 使用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例如可以预先定义



多个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接收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信 息用于指示用户设

备使用其 中一个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

发送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信 息用于指示用户设备确定 PUSCH 使用的最

大调制阶数和/或最大调制方案 ，例如发送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可以是 4 或 6

或 8, 最大调制方案可以是 16QAM 或 64QAM 或 256QAM; 发送数据的调制

编码方案表格信息用于指示用户设备确定 PUSCH 使用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

例如可以预先定义多个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发送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信

息用于指示用户设备使用其 中一个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

信道质量指示表格信息用于指示用户设备确定测量上报 CQI 使用的信道

质量指示表格 ，例如 可 以预先定义多个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

格信 息用于指示用户设备使用其 中一个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

下行控制 区域配置信 息用于指示用户设备确定下行控制 区域的配置，并

根据下行控制 区域的配置确定下行控制 区域的位置，例如可以预先定义多个

下行控制 区域的配置，下行控制 区域的配置信 息用于指示用户设备使用其 中

一个下行控制 区域的配置。

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的表格信 息用于指示用户设备确定上行探测

参考信号配置参数的表格 ，用户设备根据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的表格

确定发送上行探测参考信号的资源，例如可以预先定义多个上行探测参考信

号配置参数的表格 ，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的表格信 息用于指示用户设

备使用其 中一个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的表格 。

下行控制信 息格式和反馈模 式信息用于指示用户设备确定下行控制信 息

格式和反馈模 式，用户设备根据下行控制信息格式和反馈模 式接收下行控制

信 息和根据反馈模式进行反馈 ，例如可以预先定义多种下行控制信 息格式和

反馈模 式，下行控制信息格式和反馈模 式信息用于指示用户设备使用其 中一

种下行控制信 息格式和反馈模式。

具体的，所述 DMRS 指示消息包含多个状态，其 中每一个状态对应 DMRS

天线端 口的一个 DMRS 图案 ，以及一个接收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和/或一个接

收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和/或一个发送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和/或一个发

送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和/或一个信道质量指示表格和/或一种 下行控制

区域配置和/或一个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的表格和/或一种下行控制信



息格式和反馈模式。

下面以 1 比特长度的 DMRS 指示消息为例进行说明，该 DMRS 指示消息

有 2 个状态，即 '0' 和 ' , 如果 DMRS 指示消息还用于指示接收数据的最

大调制阶数和接收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和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每个状态

指示的信息如下表一所示

其中 DMRS 图案 1和 DMRS 图案 2 表示不同的 DMRS 图案 ，下行 MCS

表格 1 和下行 MCS 表格 表示不同的接收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CQI

表格 1和 CQI 表格 2 表示不同的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

下面以 2 比特长度的 DMRS 指示消息为例进行说明 , DMRS 指示消息有

4 个状态，即 '00' , '01 ' , '10' 和 ' 11，，如果 DMRS 指示消息还用于指

示接收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和接收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和信道质量指示

表格 ，每个状态指示的信息如表二



由于 DMRS 指示消息同时还指示了多种信息，因此可以降低信令的开销 。

可选地，DMRS 指示消息 （本实施例中为小区专有信令 ）还 包括下述任

一种或多种信息：接收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 、接收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

发送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 、发送数据的 MCS 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下行

控制区域配置、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息格式和反

馈模式，其 中，SRS 配置参数 包含 SRS 的周期和子帧偏移。基站将 包括上述

任一种或多种信息的 DMRS 指示消息发送给用户设备 ，相应地 ，用户设备可

以获取 DMRS 指示消息中包括的上述任一种或多种信息。有关上述任一种或

多种信息的相关描述可以参见上述实施例中的相关记载，本实施例不再赘述。

进一步地 ，基站可以根据基站所对应的的小区类型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

的 DMRS 图案 ，例如：小区类型可以包括小小区、移动小区和普通小区，基

站可以根据小区类型为小小区确定 DMRS 占用的RE开销较低的DMRS 图案 ，

基站可以根据小区类型为普通小区确定 LTE R10 或 LTE R 11规定的 DMRS

图案 ，然后 ，基站向用户设备发送小区专有信令 ，该小区专有信令 中包括基

站所对应的小区类型，相应地，用户设备接收该小区专有信令后 ，根据小区

专有信令 ，获取小区类型，然后根据小区类型，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例如：若小区类型为小小区时，则用户设备可以确定 DMRS 图案为确

定 DMRS 占用的 RE 开销较低的 DMRS 图案 ，若小区类型为普通小区时，则

用户设备可以确定 DMRS 图案为 LTE R10 或 LTE R 11规定的 DMRS 图案。

可选地 ，小区类型还可以用于确定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息：接收数据的

最大调制阶数 、接收数据的 MCS 表格 、发送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 、发送数据

的 MCS 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 CQI 表格 、下行控制区域配置、上行探测参考

信号 SRS 配置参数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息 DCI 格式和反馈模式，其中，SRS

配置参数 包含 SRS 的周期和子帧偏移。不同的小区类型可以确定不同的上述

任一种或多种信息中的内容，基站将 包括小区类型的小区专有信令发送给用

户设备 ，相应地 ，用户设备可以获取小区专有信令 中的小区类型，根据小区

类型还可以确定上述任一种或多种信息。小区类型用于确定上述任一种或多

种信息的具体过程可以参见上述实施例中的 DMRS 指示消息指示上述任一种

或多种信息的实现过程的相关记载，本实施例在此不再赘述。

在本发明 DMRS 传输方法实施例四中，DMRS 指示消息可以为基站通过



高层信令或 MAC 信令发送的用户设备 专有信令 。具体地 ，可以预先定义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该 DMRS 图案候选集合可以包括

至少一种 DMRS 图案，例如可以为 LTE R10 中规定的 DMRS 图案或者 LTE10

中规定的 DMRS 图案或者本发明实施例新增加的 DMRS 占用的 RE 开销较低

的至少一种 DMRS 图案，基站在从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确定 DMRS 天线

端 口的 DMRS 图案后 ，通过高层信令或 MAC 信令向用户设备发送的小区专

有信令 ，该用户设备专有信令可以用于指示 DMRS 图案，用户设备接收到该

用户设备专有信令后 ，可以根据该用户设备专有信令确定 DMRS 图案为 LTE

R10 中规定的 DMRS 图案还是 LTE10 中规定的 DMRS 图案还是本发明实施

例新增加的 DMRS 占用的 RE 开销较低的至少一种 DMRS 图案 中的任意一种

DMRS 图案，并且基站可以根据基站所确定的 DMRS 图案向用户设备发送

DMRS, 用户设备可以根据用户设备专有信令指示的 DMRS 图案获取 DMRS ,

从 而使得基站可以选择 DMRS 占用的RE开销较低的DMRS 图案发送 DMRS ,

相应地用户设备也可以确定 DMRS 占用的 RE 开销较低的 DMRS 图案获取

DMRS, 因此可以达至节省 RE 的 目的。需要说明的是，基站通过高层信令或

媒体接入控制 MAC 信令向用户设备发送的用户设备专有信令与现有技术中

一致 ，本实施例在此不再赘述。

可选地，DMRS 指示消息 （本实施例中为用户设备专有信令 ）还用于指
示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息：接收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 、接收数据的 MCS 表格 、

发送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 、发送数据的 MCS 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 CQI 表格 、

下行控制区域配置、上行探测参考信号 SRS 配置参数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息

DCI 格式和反馈模式，其中，SRS 配置参数 包含 SRS 的周期和子帧偏移。基

站将还用于指示上述任一种或多种信息的 DMRS 指示消息发送给用户设备 ，

相应地，用户设备可以获取 DMRS 指示消息中指示的上述任一种或多种信息。

DMRS 指示消息指示上述任一种或多种信息的实现过程可以参见上述实施例

中的相关记载，本实施例在此不再赘述。

可选地，DMRS 指示消息 （本实施例中为用户设备专有信令 ）还 包括下

述任一种或多种信息：接收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 、接收数据的 MCS 表格 、发

送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 、发送数据的 MCS 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 CQI 表格 、

下行控制区域配置、上行探测参考信号 SRS 配置参数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息



DCI 格 式和反馈模 式，其 中，SRS 配置参数 包含 SRS 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基

站将 包括上述任一种或多种信 息的 DMRS 指示消息发送给用户设备 ,相应地 ，

用户设备可以获取 DMRS 指示消息中包括的上述任一种或多种信 息。有 关上

述任一种或多种信 息的相 关描述可以参见上述 实施例 中的相 关记载 ，本 实施

例不再赘述。

进一步地 ，基站可以根据 PDSCH 的传输模 式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例如：基站 中可以预先定义 PDSCH 的传输模 式与 DMRS 天线

端 口的 DMRS 图案 的对应 关 系，根据 该对应 关 系，基 站可 以确 定 不 同的

PDSCH 的传输模 式所对应 的 DMRS 图案 ，然后 ，基站向用户设备发送用户

设备 专有信令 ，该用户设备 专有信令 中包括 PDSCH 的传输模 式，然后 ，基

站向用户设备发送用户设备 专有信令 ，该用户设备 专有信令 中包括 PDSCH

的传输模 式，相应地 ，用户设备接 收该用户设备 专有信令后 ，根据用户设备

专有信令 ，获取 PDSCH 的传输模 式，用户设备 中也可以预先定义 PDSCH 的

传输模 式与 DMRS 图案 的对应 关系，然后用户设备可以根据 PDSCH 的传输

模 式和该对应 关系，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可选地 ，PDSCH 的传输模 式还可以用于确定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 息的

组：接收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接收数据 的 MCS 表格 、发送数据 的最大调制

阶数 、发送数据 的 MCS 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 CQI 表格 ，下行控制 区域配置、

上行探测参考信号 SRS 配置参数 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 息 DCI 格 式和反馈模 式，

其 中，SRS 配置参数 包含 SRS 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不同的 PDSCH 的传输模

式可以确定不 同的上述任一种或多种信 息中的内容 ，基站将 包括 PDSCH 的

传输模 式的用户设备 专有信令发送给用户设备 ，相应地 ，用户设备可以获取

用户设备 专有信令 中的 PDSCH 的传输模 式，根据 PDSCH 的传输模 式还 可 以

确定上述任一种或多种信 息。PDSCH 的传输模 式用于确定上述任一种或多种

信 息的具体过程可以参见上述 实施例 中的 DMRS 指示消息指示上述任一种或

多种信 息的实现过程 的相 关记载 ，本 实施例在此不再赘述。

在本发 明 DMRS 传输方法实施例五 中，DMRS 指示消息可以为基站通过

PDCCH 或 EPDCCH 发送的动态信令 ，该动态信令 包括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

息：N 比特信令 、指示冗余版本的信令 、指示调制编码方案的信令 、指示天

线端 口数 、扰码序列和层数 的信令 、新传数据指示信令 ，N 为 自然数 。具体



地 ，可以预先定义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该 DMRS 图案

候选集合可以包括至少一种 DMRS 图案 ，例如可以为 LTE R10 中规定的

DMRS 图案或者 LTE10 中规定的 DMRS 图案或者本发 明实施例新增加的

DMRS 占用的 RE 开销较低的至少一种 DMRS 图案 ，基站在从 DMRS 图案候

选集合 中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后 ，通过 PDCCH 或 EPDCCH

向用户设备发送上述的动态信息，该动态信令可以用于指示 DMRS 图案 ，用

户设备接收到该动态信令后 ，可 以根据该动态信令确定 DMRS 图案为 LTE

R10 中规定的 DMRS 图案还是 LTE10 中规定的 DMRS 图案还是本发明实施

例新增加的 DMRS 占用的 RE 开销较低的至少一种 DMRS 图案 中的任意一种

DMRS 图案 ，并且基站可以根据基站所确定的 DMRS 图案向用户设备发送

DMRS, 用户设备可以根据动态信令指示的 DMRS 图案获取 DMRS, 从 而使

得基站可以选择 DMRS 占用的 RE 开销较低 的 DMRS 图案发送 DMRS , 相应

地用户设备也可以确定 DMRS 占用的RE开销较低的DMRS 图案获取 DMRS ,

因此可以达至节省 RE 的 目的。需要说明的是 ，基站通过 PDCCH 或 EPDCCH

向用户设备发送动态信令与现有技术中一致 ，本实施例在此不再赘述。

具体地 ，本 实施例 中用户设备可以根据动态信令 中的 N 比特信令确定

DMRS 图案 ，例如：当N 比特信令等于第一预设值 时，则用户设备可以确定

DMRS 图案为 DMRS 占用的 RE 开销较低的 DMRS 图案 ，当 N 比特信令等

于第二预设值 时，则用户设备可以确定 DMRS 图案为 LTE R10 或 LTE R 11

中规定的 DMRS 图案。

本 实施例 中用户设备 可 以根据动态信令 中的指示 冗余版本 的信令确定

DMRS 图案 ，例如：当指示冗余版本等于第三预设值 时，则用户设备可以确

定 DMRS 图案为 DMRS 占用的 RE 开销较低 的 DMRS 图案 ，当指示冗余版

本等于第四预 设值 时，则用户设备可以确定 DMRS 图案为 LTE R10 或 LTE

R 11 中规定的 DMRS 图案 。

本实施例 中用户设备可以根据指示 MCS 的信令确定 DMRS 图案 ，例如：

当 MCS 属于第一预设范围时，则用户设备可以确定 DMRS 图案为 DMRS 占

用的 RE 开销较低 的 DMRS 图案 ，当 MCS 属于第二预设范围时，则用户设

备可以确定 DMRS 图案为 LTE R10 或 LTE R 11 中规定的 DMRS 图案 。

本实施例 中用户设备可以根据指示天线端 口、扰码序列和层数 的指令确



定 DMRS 图案 ，例如：当层数属于第三预设 范围时，则用户设备可以确定

DMRS 图案为 DMRS 占用的 RE 开销较低的 DMRS 图案 ，当层数属于第四预

设范围时，则用户设备可以确定 DMRS 图案为 LTE R10 或 LTE R 11 中规定

的 DMRS 图案。

本 实施 例 中用户设备 可 以根据 动 态信令 中的新传数据指 示信令 确 定

DMRS 图案 ，例如：当新传数据指示信令等于第五预设值 时，则用户设备可

以确定 DMRS 图案为 DMRS 占用的 RE 开销较低的 DMRS 图案 ，当新传数

据指示信令等于第六预设值 时，则用户设备可以确定 DMRS 图案为 LTE R10

或 LTE R 11 中规定的 DMRS 图案。本 实施例 中用户设备可以根据动态信令 中

的新传数据指示信令确定 DMRS 图案 ，具体还可以是 ，当新传数据指示信令

指示为非新传数据或指示为重传数据时，则所述用户设备确定所述动态信令

所在的子帧或所述动态信令所指示的子帧中存在所述 DMRS 。

在本发 明 DMRS 传输方法 实施例六 中，DMRS 指示消息为基 站通过

PDCCH 发送的下行控制信 息。具体地 ，可以预先定义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该 DMRS 图案候选集合可以包括至少一种 DMRS 图

案 ，例如可以为 LTE R10 中规定的 DMRS 图案或者 LTE10 中规定的 DMRS

图案或者本发 明实施例新增加 的 DMRS 占用 的 RE 开销较低 的至少一种

DMRS 图案 ，基站在从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后 ，通过 PDCCH 发送下行控制信 息，该下行控制信 息可以用于指示

DMRS 图案 ，用户设备接收到该下行控制信息后 ，在第一种可行的实现方式

中，用户设备可以根据该下行控制信息，下行控制信 息所在的子帧的子帧编

号；在第二种可行的实现方式中，用户设备可以根据下行控制信 息，确定下

行控制信 息所指示的子帧的子帧编号；用户设备 中也可以预先定义子帧编号

与 DMRS 图案的对应关系，然后用户设备可以根据子帧编号，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例如：当子帧编号为偶数时，则用户设备可以确定

DMRS 图案为 DMRS 占用的 RE 开销较低的 DMRS 图案 ，当子帧编号为奇数

时，则用户设备可以确定 DMRS 图案为 LTE R10 或 LTE R l 1 中规定的 DMRS

图案 。

进一步地 ，在第一种可行的实现方式中，用户设备确定下行控制信息所

在的子帧编号之后 ，用户设备可以判断 当前下行控制信息所在的子帧的子帧



编号与上一个下行控制信 息所在 的子帧的子帧编号之差是否大于第一编号差

值预设值 ，若 大于，则用户设备可以确定 当前下行控制信 息所在 的子帧 中存

在 DMRS; 若不大于，则用户设备可以确定 当前下行控制信 息所在的子帧 中

不存在 DMRS 。在第二种可行 的实现方式中，用户设备确定下行控制信 息所

指示的子帧的子帧编号后 ，用户设备可以判断 当前下行控制信 息所指示的子

帧的子帧编号与上一个下行控制信 息所在 的子帧的子帧编号之差是否大于第

二编号差值预设值 ，若大于，则用户设备确定 当前下行控制信 息所指示的子

帧中存在 DMRS; 若不大于，则用户设备确定 当前下行控制信 息所指示的子

帧中不存在 DMRS 。

在本发 明上述各 实施例的基础上 ，在基站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之后 ，基站还 可 以根据所确定的 DMRS 图案进行 PDSCH 和/或 EPDCCH

与 RE 的资源映射 ，具体 的，基站可以根据所确定的 DMRS 图案确定与 DMRS

进行 资源映射 的 RE, 基 站将 PDSCH 和/或 EPDCCH 映射到不与 DMRS 进行

资源映射 的 RE 上 ，即将不与 DMRS 进行 资源映射 的 RE 与 PDSCH 和/或

EPDCCH 进行资源映射 ，然后基站将 PDSCH 和/或 EPDCCH 发送给用户设备 ，

需要说 明的是 ，基站根据 DMRS 图案进行 PDSCH 和/或 EPDCCH 与 RE 的资

源映射过程与现有技术 中一致 ，本 实施例在此不再赘述 。

相应地 ，用户设备还可以根据 DMRS 图案 ，获取 PDSCH 和/或 EPDCCH

与 RE 的映射 关系，根据该映射 关系，获取 PDSCH 和/或 EPDCCH; 用户设

备可以根据 DMRS 图案确定与 DMRS 进行资源映射 的 RE, 用户设备在不与

DMRS 进行资源映射 的 RE 上获取 PDSCH 和/或 EPDCCH, 即在 DMRS 占用

的 RE 上不进行获取 PDSCH 和/或 EPDCCH 操作 ，在用户设备获取到 PDSCH

和/或 EPDCCH 之后 ，用户设备可以根据 DMRS 解调 PDSCH 和/或 EPDCCH;

需要说 明的是 ，根据 DMRS 解调 PDSCH 和/或 EPDCCH 的过程可以包括用

户设备根据获取 的 DMRS 测量下行信道 ，用户设备根据测量的下行信道解调

PDSCH 和/或 EPDCCH, 具体 的实施过程与现有技术 中一致 ，本 实施例在此

不再赘述。用户设备根据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获取 DMRS 之后 ，

用户设备还可以根据 DMRS 进行 CQI 计算 ，需要说 明的是 ，根据 DMRS 进

行 CQI 计算的过程与现有技术 中一致 ，本 实施例在此不再赘述。需要说 明的

是 ，用户设备执行根据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获取 PDSCH 和



/或 EPDCCH 与资源元素的映射 关 系，以及 根据所述映射 关系，获取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这 两个步骤在执行步骤 102 之后 即可，本实施例在此

不做 限制。

进一步的，在本发明上述各 实施例的基础上，基站还可以确定 DMRS 天

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所述附加 DMRS 图案为存在零功率 DMRS 的时

频资源的位置和/或所述零功率 DMRS 占用的资源元素在所述时频资源中的

位置，基站向 UE 发送的 DMRS 指示消息中还用于指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

加 DMRS 图案 ，以使得 UE 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

的附加 DMRS 图案 ，或者基站向 UE 发送附加 DMRS 指示消息，附加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以使得 UE 根据所述

附加 DMRS 指示消息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基站还可以

根据所确定的 DMRS 图案和/或附加 DMRS 图案进行 PDSCH 和/或 EPDCCH

与 RE 的资源映射 ，具体的，基站可以根据所确定的 DMRS 图案确定与 DMRS

进行 资源映射 的 RE 和根据所确定的附加 DMRS 图案确定与零功率 DMRS 进

行资源映射 的 RE , 基站将 PDSCH 和/或 EPDCCH 映射到不与 DMRS 和零功

率 DMRS 进行 资源映射 的 RE 上 ，即将不与 DMRS 和零功率 DMRS 进行 资

源映射的 RE 与 PDSCH 和/或 EPDCCH 进行 资源映射 ，然后基站将 PDSCH

和/或 EPDCCH 发送给用户设备 。其 中所述零功率 DMRS 是指基站可以在在

映射零功率 DMRS 的 RE 上发送零功率信号；或者 ，基站可以根据所确定的

附加 DMRS 图案确定与零功率 DMRS 进行资源映射的 RE, 基 站将 PDSCH

和/或 EPDCCH 映射到不与零功率 DMRS 进行资源映射的 RE 上 ，即将不与

零功率 DMRS 进行资源映射 的 RE 与 PDSCH 和/或 EPDCCH 进行资源映射 ，

然后基站将 PDSCH 和/或 EPDCCH 发送给用户设备 。需要说明的是 ，本实施

例对基站在执行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这一步骤与执行步骤

201〜203 之 间的顺序没有限制。

相应地 ，还 包括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

的附加 DMRS 图案 ，或用户设备接收基站发送的附加 DMRS 指示消息并根据

所述附加 DMRS 指示消息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用户设

备根据 DMRS 图案和/或附加 DMRS 图案 ，获取 PDSCH 和/或 EPDCCH 与

RE 的映射 关系，根据该映射关系，获取 PDSCH 和/或 EPDCCH; 具体地 ，



用户设备可以根据 DMRS 图案确定与 DMRS 进行资源映射的 RE 和根据附加

DMRS 图案确定与零功率 DMRS 进行资源映射的 RE, 用户设备在不与 DMRS

和零功率 DMRS 进行资源映射的 RE 上获取 PDSCH 和/或 EPDCCH, 即在

DMRS 和零功率 DMRS 占用的RE上不进行获取 PDSCH 和/或 EPDCCH 操作 ,

在用户设备获取到 PDSCH 和/或 EPDCCH 之后，用户设备可以根据 DMRS

解调 PDSCH 和/或 EPDCCH; 或者，用户设备可以根据附加 DMRS 图案确定

与零功率 DMRS 进行资源映射的 RE, 用户设备在不与零功率 DMRS 进行资

源映射的 RE 上获取 PDSCH 和/或 EPDCCH, 即在零功率 DMRS 占用的 RE

上不进行获取 PDSCH 和/或 EPDCCH 操作，在用户设备获取到 PDSCH 和/

或 EPDCCH 之后 , 用户设备可以根据 DMRS 解调 PDSCH 和/或 EPDCCH 。

其中所述零功率 DMRS 是指用户设 叚设在映射零功率 DMRS 的 RE 上发送

零功率信号。需要说明的是 ,若用户设备根据 DMRS 指示消息确定附加 DMRS

图案时，则用户设备可以在执行步骤 101 之后再执行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这一步骤；若用户设备根据附加 DMRS 指示消息确定附

加 DMRS 图案时，则本实施例对用户设备执行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口的附

加 DMRS 图案这一步骤与执行步骤 201〜203 之间的顺序没有限制。

其中，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 DMRS 天线端口的 DMRS

图案和 DMRS 天线端口的附加 DMRS 图案的方法可以是，所述 DMRS 指示

信息包含多个状态，其中每一个状态对应一个 DMRS 天线端口的 DMRS 图案

和一个 DMRS 天线端口的附加 DMRS 图案，用户设备根据接收到的 DMRS

指示信息的状态确定 DMRS 天线端口的 DMRS 图案和 DMRS 天线端口的附

力口DMRS 图案。

下面以 1 比特长度的 DMRS 指示消息为例进行说明，DMRS 指示消息有

2 个状态，即 ' 0，和 ' , 每个状态指示的信息如下表三所示。

表三

其中DMRS 图案 1和 DMRS 图案 2表示不同的 DMRS 图案，附加 DMRS

图案 1和附加 DMRS 图案 2 表示不同的附加 DMRS 图案。



下面以 2 比特长度 的 DMRS 指示消息为例进行说 明 , DMRS 指 示消息有

4 个状 态，即 '00，， '01 ' , ' 10，和 ' 11， ，每个状 态指示的信 息如表 四所

示 。

表 四

其 中，用户设备根据所述附加 DMRS 指示消息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

加 DMRS 图案 的方法与本发 明各 实施例 中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

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的方法一致 ，本 实施例在此不再赘述 。

由于基站可以在 附加 DMRS 图案所指示的 RE 上发送零功率信号 ，因此

在 附加 DMRS 图案所指示的 RE 上不会对其它基 站或用户设备使用 DMRS 产

生干扰 ，因此可以对其它基站或用户设备 的 DMRS 干扰 ，提 高其它基站或用

户设备 的 DMRS 传输性能，提 高用户设备根据 DMRS 进行信道估计 的精度 ，

进而提 高用户设备 的吞吐量 。

进一步地 ，基 站可以获取用户设备 支持 的 DMRS 图案 ，在第一种可行 的

实现方式 中，用户设备接 收基 站发送的 DMRS 指示消息之前 ，用户设备可以

从 DMRS 图案候选 集合 中选取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并将选取 的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通 过 高层 信 令 或 物 理 上 行 控 制信 道 （Physical Uplink Control

Channel , 简称 为 PUCCH ) 或 物 理上行 共 享信 道 ( Physical Uplink Shared

Channel, 简称为 PUSCH ) 发送给基 站 ，其 中，该 DMRS 图案候选集合可以

包括通信 系统 中支持 的所有 DMRS 图案 。相应地 ，基站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

的 DMRS 图案之 前 ，基 站可 以接 收用户设备 通过 高层信令 或 PUCCH 或

PUSCH 发 送给 的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该至少一个 DMRS 图案为用户设备

从 DMRS 图案候 选 集合 中选取 的 ，从 而基 站可 以根据接 收到 的至 少一 个

DMRS 图案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具体地 ，基站可 以 从 接 收

到的用户设备 所发送的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中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然后再向该用户设备发送 DMRS 指示消息，从 而可 以实现用户设备 釆



用 自身所选取 的 DMRS 图案获取 DMRS; 或者 ，基站可以从所述 DMRS 图

案候选集合 中除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之外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其 中基站确定的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与所述至少一

个 DMRS 图案所指示的 DMRS 的密度和/或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和

/或所述 DMRS 占用的资源元素在时频资源中的位置比较接近。

进一步地 ，用户设备从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

可 以 包括 ：用户设备根据用户设备 的移动速度或下行信道信 息或用户设备 的

DMRS 处理能力，从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

例如：用户设备可以根据用户设备 的移动速度选取 DMRS 图案 ，若用户

设备 的移动速度 小于第一移动速度 阈值 时，则说 明用户设备 的移动速度较低 ，

需要 的 DMRS 较 少，用户设备可 以从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 DMRS 占

用的 RE 开销较低 的 DMRS 图案；若用户设备 的移动速度 大于第二移动速度

阈值 时，则说 明用户设备 的移动速度较快 ，需要 的 DMRS 相 比较多，用户设

备可 以从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 LTE R10 或 LTE R 11 中规定的 DMRS

图案 。

用户设备可以根据下行信道信 息选取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若下行信道

的多径 时延扩展 小于第一多径 时延扩展 阈值 时，则说 明下行信道的频域相 关

性较 高，需要 的 DMRS 较少，用户设备可 以从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

DMRS 占用的 RE 开销较低 的 DMRS 图案；若下行信道的多径 时延扩展 大于

第一多径 时延扩展 阈值 时，则说 明下行信道的频域相 关性较低 ，需要 的 DMRS

较少，用户设备可 以从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 LTE R10 或 LTE R l 1 中

规定的 DMRS 图案 。

用户设备可以根据用户设备 的 DMRS 处理能力，从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由于各个用户设备 的 DMRS 处理能力可以不 同，

因此 ，各个用户设备可以支持 的 DMRS 图案也可以不 同，所以用户设备根据

该用户设备 的 DMRS 处理能力，从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该用户设备可

以支持 的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相应地 ，基站接收到用户设备发送的至少一

个 DMRS 图案可以为该用户设备根据该用户设备 的移动速度或下行信道信 息

或用户设备 的 DMRS 处理能力从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 的。用户设备还

可以根据秩指示 ( Rank Indicator, 简称为 RI ) 从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



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进一步地 ，用户设备将至少一个 DMRS 图案通过 高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给所述基站，可以包括：用户设备将至少一个 DMRS 图案和秩

指示一起通过 高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给基站。相应地 ，基站可以

接收用户设备通过高层信令或物理上行控制信道或物理上行共享信道发送的

秩指示和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从而使得用户设备选取的 DMRS 图案的变化

时间间隔不能少于 RI 的变化时间间隔 , 保证基站可以从用户设备所选取的有

效的 DMRS 图案 中确定 DMRS 图案。更进一步地 ，用户设备将 RI 和至少一

个 DMRS 图案通过高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给基站，可 以 包括：

用户设备将至少一个 DMRS 图案和 RI 进行联合编码；用户设备将联合编码

后的至少一个 DMRS 图案和秩指示通过高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

给基站。相应地 ，基站接收用户设备通过高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

的联合编码后 的 RI 和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然后从联合编码后的 RI 和至少

一个 DMRS 图案 中，获取用户设备所选取的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在第二种可行的实现方式中，用户设备接收基站发送的 DMRS 指示消息

之前 ，用户设备可以向基站上报 DMRS 处理能力指示信息，该 DMRS 处理能

指示信息中包括指示用户设备 的 DMRS 处理能力。可以预先定义 DMRS 处理

能与 DMRS 图案个数和/或 DMRS 图案的对应 关系，因此，基站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之前，基站可以接收到用户设备上报的 DMRS 处理能

力指示消息后 ，获知用户设备 的 DMRS 处理能力，根据 DMRS 处理能力与

DMRS 图案个数和/或 DMRS 图案的对应关系，可以确定用户设备 能够处理的

DMRS 图案个数和/或用户设备 能够处理的 DMRS 图案 ，从 而基站可以从用户

设备 能够处理的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中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然后再向该用户设备发送 DMRS 指示消息，从 而可 以实现用户设备釆用 自身

可处理的 DMRS 图案获取 DMRS„

在本发明上述各 实施例的基础上，由于 DMRS 天线端可以对应不同的用

设备 ，而不同的用户设备可以处理的 DMRS 图案可以不同，因此 ，该 DMRS

天线端 口会存在至少两个不同的 DMRS 图案 ，将这些 DMRS 图案可以称为

DMRS 天线端 口的候选 DMRS 图案 ，因此，若 DMRS 天线端 口的至少两个

候选 DMRS 图案在 同一个时频资源中有重叠的 RE, 则根据至少两个候选



DMRS 图案在 同一个时频资源中重叠的 RE 上映射相 同的 DMRS, 从 而 可 以

实现该至少两个候选 DMRS 图案 中重叠的 RE 进行码域正交。

以 一 个子帧为例，其中一个子帧包含两个时隙 （slot ) , 个时隙即为半

个子帧，DMRS 占用的 RE 在所述时隙中的位置可以用表示 （《， )表示，其

中《为时隙中的子载波编号， 为时隙中的 OFDM 符号的编号。

《的取值可以通过公式 （1 ) 确定：

其中， 为一个 RB 包含的子载波个数 ，例如 = 1 2 , P 为 RB 的编

号， P 的取值 范围为 { 0 , N - l , Λ ' 为一个时隙中最大的 RB

个数 ， 为第一系数 ，《' = 0 1 2 ；

《' 为第二 系数 ， 为 DMRS 天线端口编号。

1的取值可以通过公式 （2 ) 确定：

/ = / ' mod 2 + 5 ( 2 )

为第三系数 ，
1 l ¾ m d 2 = , 其 中， 为时隙编号，mod 表示模

[2,3 i f ns mod 2 = 1

余运算。

不 同的 DMRS 图案可以通过不 同的 '和/或 《P B 和/或 n s和/或 /'的取值集

合来区别。

DMRS 天线端 口 p 在位置为 k , / )的 RE 上传输的 DMRS 符号可以通

过公 式 （3 ) 表 示：

其中， 为 丽 RS 符号， P , r () 为伪随

机序列， ( 为预先定义的正交码 ，其中 {0 1 2 3 }

对于不同的 DMRS 图案 ，在相 同的 ' nPRB 、/'对应 的 RE 上传输的 DMRS
符号也相 同。

图 7 为本发明用户设备 实施例一的结构示意图，如图 7 所示，本实施例

的装置可以包括：接收模块 11、确定模块 12 和获取模块 13 , 其 中，接收模

块 11用于接收基站发送的 DMRS 指示消息，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所述 DMRS 图案为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



的位置和/或所述 DMRS 占用的资源元素在时频资源中的位置；

确定模块 12 用于根据所述接收模块 11接收的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

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获取模块 13 用于根据所述确定模块 12 确定的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获取 DMRS 。

本实施例的用户设备 ，可以用于执行图 2 所示方法实施例的技术方案，

其实现原理和技术效果类似 ，详细可以参见上述实施例 中的相关记载，此处

不再赘述。

图 8 为本发明用户设备 实施例二的结构示意图，如图 8 所示，本实施例

的用户设备在 图 7 所示用户设备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接收模块 11具体

用于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一个 DMRS 指示消息，所述一个 DMRS 指示消息用

于指示至少一个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或者 ，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

至少两个 DMRS 指示消息，每个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一个 DMRS 天线

端 口的 DMRS 图案。接收模块 11接收的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包括：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 DMRS 的密

度 、DMRS 的间隔度 、DMRS 的位 图编码和/或不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

位置，其中，所述 DMRS 的密度 、DMRS 的间隔度 、DMRS 的位 图编码和/

或所述不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用于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可选地 ，接收模块 11接收的所述 DMRS 指示消息还用于指示下述任一

种或多种信息：接收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 、接收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

发送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 、发送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

格 、下行控制 区域配置、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息

格式和反馈模式 , 所述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

帧偏移。

在第一种可行的实现方式中，接收模块 11 接收的所述 DMRS 指示消息

为所述基站通过 系统信息块、主消息块、高层信令 、媒体接入控制信令 、循

环前缀中的设定序列或循环前缀中的设定扰码发送的小区专有信令。
进一步地 ，接收模块 接收的所述小区专有信令 包括所述基站所对应的

小区类型；确定模块 12 具体用于根据接收模块 11接收的所述小区专有信令 ，



获取 小区类型；并根据所述小区类型，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可选地 ，确定模块 12 还用于根据所述小区类型，确定下述任一种或多

种信 息：接收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 、接收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发送数

据的最大调制阶数 、发送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下

行控制 区域配置、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息格式和

反馈模式 , 所述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在第二种可行的实现方式中，接收模块 11接 收的所述 DMRS 指示消息

为所述基站通过高层信令或媒体接入控制信令发送的用户设备 专有信令 。

进一步地 ，接收模块 接收的所述用户设备专有信令 包括物理下行共享

信道 PDSCH 的传输模式；确定模块 12 具体用于根据接收模块 11 接收的所

述用户设备专有信令 ，获取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式；并根据所述 PDSCH 的

传输模式，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可选地 ，确定模块 12

还用于根据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式，确定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息：接收数

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接收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发送数据的最大调制阶

数 、发送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下行控制 区域配置、

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息格式和反馈模 式，所述探

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在第三种可行的实现方式中，接收模块 11 接 收的所述 DMRS 指示消息

为所述基 站通过物理 下行控 制信 道 PDCCH 或增 强的物理 下行控 制信 道

EPDCCH 发送的动态信令 ，所述动态信令 包括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息：N 比

特信令 、指示冗余版本的信令 、指示调制编码方案的信令 、指示天线端 口数 、

扰码序列和层数的信令 、新传数据指示信令 ，所述 N 为 自然数；确定模块 12

具体用于根据接收模块 11 接收的所述动态信令 ，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

的 DMRS 图案 。

在第四种可行的实现方式中，接收模块 11 接 收的所述 DMRS 指示消息

为所述基站通过物理下行控制信道发送的下行控制信 息；确定模块 12 具体用

于根据接收模块 11接 收的所述下行控制信 息，确定所述下行控制信息所在的

子帧的子帧编号，或者 ，根据接收模块 11接收的所述下行控制信息，确定所

述下行控制信 息所指示的子帧的子帧编号；并根据所述子帧编号，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进一步地 ，确定模块 12 具体用于：



判断若 当前下行控制信 息所在的子帧的子帧编号与上一个下行控制信 息

所在 的子 帧 的子 帧编 号之 差 大于第一编号差值 预设值 ，则确 定所述存 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为 当前下行控制信息所在的子帧；或者 ，判断若 当

前下行控制信 息所指示的子帧的子帧编号与上一个下行控制信息所在的子帧

的子帧编号之差大于第二编号差值预设值 ，则确定所述存在 DMRS 的时频资

源的位置为 当前下行控制信息所指示的子帧。

进一步地 ，所述时频资源包括：资源块对 、资源块组 、半个子帧、子帧、

子帧组或子帧组上的资源块组。M 个所述时频资源中的所有调度给所述用户

设备 的资源块使用相 同的预编码 ，所述 M 为 自然数 。

进一步地 ，在第一种可行的实现方式中，本 实施例的用户设备还可以包

括第一处理模块 14, 该第一处理模块 14 用于根据确定模块确定 12 的所述

DMRS 图案 ，获取 PDSCH 和/或 EPDCCH 与资源元素的映射关系；根据所述

映射 关系，获取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根据获取模块 13 获取的所述

DMRS 解调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或 ，该第一处理模块 14 用于根据

获取模块 13 获取的 DMRS 进行信道质量指示计算。

在第二种可行的实现方式中，本实施例的用户设备还可以包括第二处理

模块 15 , 确定模块 12 还用于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

所述附加 DMRS 图案为存在零功率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和/或所述零功

率 DMRS 占用的资源元素在所述时频资源中的位置；该第二处理模块 15 用

于根据确定模块 12 确定的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和/或附加

DMRS 图案 ，获取 PDSCH 和/或 EPDCCH 与资源元素的映射关系；根据所述

映射 关系，获取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根据 所述 DMRS 解调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进一步地 ，确定模块 12 具体用于在第二处理模块 15

根据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和/或附加 DMRS 图案 ,获取 PDSCH

和/或 EPDCCH 与资源元素的映射关系之前，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

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或者 ，

接收模块 11 还用于在第二处理模块 15 根据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和/或附加 DMRS 图案 ，获取 PDSCH 和/或 EPDCCH 与资源元素

的映射关系之前，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附加 DMRS 指示消息；

确定模块 12 具体用于根据所述附加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



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更进一步地 ，在第一种可行的实现方式中，本实施例的用户设备还 可 以

包括：选取模块 16 和第一发送模块 17, 其 中，选取模块 16 用于在接收模块

11 接收基站发送的 DMRS 指示消息之前 ，从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至

少一个 DMRS 图案；第一发送模块 17 用于将选取模块 16 选取的所述至少一

个 DMRS 图案通过高层信令或物理上行控制信道 PUCCH 或物理上行共享信

道 PUSCH 发送给所述基站，以使所述基站根据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确

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进一步地 ，选取模块 16 具体用于根

据所述用户设备 的移动速度或下行信道信息或所述用户设备 的 DMRS 处理能

力，从所述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第一发送

模块 17 具体用于将秩指示和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一起通过所述高层信

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给所述基站。优选地 ，本实施例的装置还 可 以 包

括第三处理模块 18, 该第三处理模块 18 用于将秩指示和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进行联合编码；第一发送模块 17 具体用于将联合编码后的秩指示和至少

一个 DMRS 图案通过所述高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给所述基站。

在第二种可行的实现方式中，本实施例的用户设备可以 包括第二发送模

块 19, 该第二发送模块 19 用于在接收模块 11接 收基站发送的 DMRS 指示消

息之前，向所述基站上报 DMRS 处理能力指示信息，以使所述基站根据所述

DMRS 处理能力指示消息，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能够处理的 DMRS 图案个数和

/或所述用户设备 能够处理的 DMRS 图案。

本实施例的用户设备 ，可以用于执行本发明上述实施例 中用户设备所执

行的技术方案 ，其实现原理和技术效果类似 ，详细可 以参见上述实施例 中的

相关记载，此处不再赘述。

需要说 明的是 ，在硬件 实现上 ，以上接 收模 块 11 可 以为接 收机或收

发机 ，以上 第一发送模 块 17 和第二发送模 块 19 可 以为发射机或收发机 ，

且该接 收模 块 11、第一发送模块 17 和第二发送模 块 19 可 以 集成在一起构

成收发单元 ，对应 于硬件 实现为收发机 。以上确定模 块 12、获取模 块 13 、

第一处理模 块 14、第二处理模 块 15、选取模 块 16、第一发送模 块 17、第

三 处 理模 块 18 和第二发送模 块 19 可 以 以硬件形式 内嵌 于或独立于用户设

备 的处理器 中，也可 以以软件形式存储 于用户设备 的存储 器 中，以便 于处



理器调用执行 以上各个模 块对应 的操作 。该处理器可 以为 中央处理单元

(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简称为 CPU ) 、微 处理器 、单 片机等 。

图 9 为本发 明用户设备 实施例三 的结构示意 图，如 图 9 所示 ，本 实施

例 的用户设备可 以 包括接 收机 2 1、发射机 22、存储 器 23 以及分别与接 收

机 2 1、发射机 22 和存储 器 23 连接 的处理器 24。 当然 ，用户设备还 可 以

包括天线 、基 带处理部件 、中射频处理部件 、输入输 出装置等通用部件 ，

本发 明实施例在此不再任何 限制 。

其 中，存储 器 23 中存储一组程序代码 ，且处理器 24 用 于调用存储 器

23 中存储 的程序代码 ，用于执行 以下操作 ：

通过接 收机 1接收基站发送的 DMRS 指示消息，所述 DMRS 指示消息

用于指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所述 DMRS 图案为存在 DMRS 的

时频资源的位置和/或所述 DMRS 占用的资源元素在时频资源中的位置；处理

器 24 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并根据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获取 DMRS 。

进一步地 ，所述通过接收机 2 1 接收基站发送的 DMRS 指示消息，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包括：

通过接收机 2 1 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一个 DMRS 指示消息，所述一个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至少一个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或者 ，

通过接收机 2 1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至少两个 DMRS 指示消息，每个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一个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进一步地 ，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

案 ，包括：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 DMRS 的密度 、DMRS 的间隔度 、

DMRS 的位 图编码和/或不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其 中，所述 DMRS

的密度 、DMRS 的间隔度 、DMRS 的位 图编码和/或所述不存在 DMRS 的时

频资源的位置用于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所述 DMRS 指示消息还用于指示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息：接收数据的最

大调制阶数 、接收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发送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发

送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下行控制 区域配置、上行

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 息格式和反馈模式，所述探测参

考信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所述 DMRS 指示消息还 包括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息：接收数据 的最大调

制阶数 、接收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发送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 、发送数

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下行控制 区域配置、上行探测

参考信号配置参数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息格式和反馈模 式，所述探测参考信

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进一步地 ，在第一种可行 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 DMRS 指示消息为所述

基站通过 系统信 息块 、主消息块 、高层信令 、媒体接入控制信令 、循环前缀

中的设定序列或循环前缀 中的设定扰码发送的小区专有信令 。进一步地 ，所

述小区专有信令 包括所述基站所对应的小区类型；则所述处理器 24 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包括：

处理器 24 根据所述小区专有信令 ，获取小区类型；

处理器 24 根据所述小区类型，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可选地 ，还 包括：处理器 24 根据所述小区类型，确定下述任一种或多

种信息：接收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 、接收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发送数

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发送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下

行控制 区域配置、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 息格式和

反馈模式 , 所述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在第二种可行 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 DMRS 指示消息为所述基站通过高

层信令或媒体接入控制信令发送的用户设备专有信令 。进一步地 ，所述用户

设备 专有信令 包括物理下行共享信道 PDSCH 的传输模式；则所述处理器 24

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包括：

处理器 24 根据所述用户设备专有信令 ，获取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式；

处理器 24 根据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式，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可选地 ，还 包括：处理器 24 根据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式，确定下述任

一种或多种信 息：接收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接收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

发送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发送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

格 、下行控制 区域配置、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息

格式和反馈模 式 , 所述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

帧偏移。



在第三种可行 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 DMRS 指示消息为所述基站通过物

理下行控制信道 PDCCH 或增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EPDCCH 发送的动态信

令 ，所述动态信令 包括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 息：N 比特信令 、指示冗余版本

的信令 、指示调制编码方案的信令 、指示天线端 口数 、扰码序列和层数 的信

令 、新传数据指示信令 ，所述 N 为 自然数；则所述处理器 24 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包括：

处理器 24 根据所述动态信令 ，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在第四种可行 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 DMRS 指示消息为所述基站通过物

理下行控制信道发送的下行控制信 息；则所述处理器 24 根据所述 DMRS 指

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包括：

处理器 24 根据所述下行控制信息，确定所述下行控制信息所在的子帧的

子帧编号，或者 ，根据所述下行控制信 息，确定所述下行控制信 息所指示的

子帧的子帧编号；

处理器 24 根据所述子帧编号，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可选地 ，所述处理器 24 根据所述子帧编号，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

的 DMRS 图案 ，包括：

若 当前下行控制信 息所在的子帧的子帧编号与上一个下行控制信 息所在

的子帧的子帧编号之差大于第一编号差值预设值 , 则处理器 24 确定所述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为所述 当前下行控制信息所在的子帧；或者 ，

若 当前下行控制信 息所指示的子帧的子帧编号与上一个下行控制信息所

在的子帧的子帧编号之差大于第二编号差值预设值 ，则处理器 24 确定所述存

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为所述 当前下行控制信息所指示的子帧。

进一步地 ，所述时频资源包括：资源块对 、资源块组 、半个子帧、子帧、

子帧组或子帧组上的资源块组。M 个所述时频资源中的所有调度给所述用户

设备 的资源块使用相 同的预编码 ，所述 M 为 自然数 。

进一步地 ，在第一种可行 的实现方式 中，还 包括：

处理器 24 根据所述 DMRS 图案 ，获取 PDSCH 和/或 EPDCCH 与资源元

素的映射关系；

处理器 24 根据所述映射关系，获取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处理器 24 根据所述 DMRS 解调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或 ，



处理器 24 根据所述 DMRS 进行信道质量指示计算。

在第二种可行的实现方式中，还 包括：

处理器 24 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所述附加 DMRS

图案为存在零功率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和/或所述零功率 DMRS 占用的

资源元素在所述时频资源中的位置；

处理器 24 根据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和/或附加 DMRS 图

案 ，获取 PDSCH 和/或 EPDCCH 与资源元素的映射关系；

处理器 24 根据所述映射关系，获取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处理器 24 根据所述 DMRS 解调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

进一步地 ，所述处理器 24 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

包括：

处理器 24 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或者 ，

通过接收机 1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附加 DMRS 指示消息；

处理器 24 根据所述附加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

力口DMRS 图案。

更进一步地 ，在第一种可行 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通过接收机 2 1接收基

站发送的 DMRS 指示消息之前，还 包括：

处理器 24 从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通过发射机 22 将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通过高层信令或物理上行控

制信道 PUCCH 或物理上行共享信道 PUSCH 发送给所述基站，以使所述基站

根据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进一步地 ，所述处理器 24从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包括：

处理器 24 根据所述用户设备 的移动速度或下行信道信 息或所述用户设

备 的 DMRS 处理能力，从所述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进一步地 ，通过发射机 22 将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通过高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给所述基站 ，包括：

通过发射机 22 将秩指示和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一起通过所述高层



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给所述基站。

进一步地 ，所述通过发射机 22 将秩指示和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一

起通过所述高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给所述基站 ，包括：

处理器 24 将秩指示和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进行联合编码；

通过发射机 22 将联合编码后的秩指示和至少一个 DMRS 图案通过所述

高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给所述基站。

在第二种可行 的实现方式 中，通过接收机 1接收基站发送的 DMRS 指

示消息之前，还 包括：

通过发射机 22 向所述基站上报 DMRS 处理能力指示信息，以使所述基

站根据所述 DMRS 处理能力指示消息，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能够处理的 DMRS

图案个数和/或所述用户设备 能够处理的 DMRS 图案。

本实施例的用户设备 ，可 以 用于执行本发明上述方法实施例 中用户设备

所执行的技术方案 ，其 实现原理和技术效果类似 ，详细可以参见上述实施例

中的相关记载 ，此处不再赘述。

图 10 为本发明基站实施例一的结构示意图，如 图 10 所示，本 实施例的

基站可以包括：确定模块 31和发送模块 32, 其 中，确定模块 31 用于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发送模块 32 用于向用户设备发送 DMRS 指示消息，所述 DMRS 指示消

息用于指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所述 DMRS 图案为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和/或所述 DMRS 占用的资源元素在时频资源中的位置 , 以

使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并根据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获取 DMRS; 并根据所述 DMRS

图案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 DMRS 。

本实施例的基站，可以用于执行 图 3 所示方法实施例的技术方案 ，其实

现原理和技术效果类似 ，详细可以参见上述 实施例 中的相关记载，此处不再

赘述。

图 11 为本发明基站实施例二的结构示意图，如 图 11 所示，本 实施例的

基站在 图 10 所示基站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地 ，发送模块 32 具体用于向所

述用户设备发送一个 DMRS 指示消息，所述一个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至

少一个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或者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至少两个



DMRS 指示消息，每个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一个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发送模块 32 发送的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 DMRS 天线

端 口的 DMRS 图案 ，包括：所述 DMRS 指示消息包括 DMRS 的密度 、DMRS

的间隔度 、DMRS 的位 图编码和/或不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所述

DMRS 的密度 、DMRS 的间隔度 、DMRS 的所述位 图编码和/或所述不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用于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可选地 ，发送模块 32 发送的所述 DMRS 指示消息还用于指示下述任一

种或多种信息：接收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 、接收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

发送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 、发送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

格 、下行控制 区域配置、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息

格式和反馈模式 , 所述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

帧偏移。

可选地 ，发送模块 32 发送的所述 DMRS 指示消息还 包括下述任一种或

多种信息：接收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 、接收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发送

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 、发送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

下行控制区域配置、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息格式

和反馈模式 , 所述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

移。

在第一种可行的实现方式中，发送模块 32 具体用于通过 系统信息块、主

消息块、高层信令 、媒体接入控制信令 、循环前缀中的设定序列或循环前缀

中的设定扰码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小区专有信令。进一步地，确定模块 31具

体用于根据小区类型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其中，发送模块

3 发送的所述小区专有信令 包括所述基站所对应的小区类型，以使所述用户

设备根据所述小区专有信令确定所述小区类型，并根据所述小区类型，确定

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可选地，所述小区类型还用于确定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息：接收数据的

最大调制阶数 、接收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发送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 、

发送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下行控制 区域配置、上

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息格式和反馈模式，所述探测

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在第二种可行的实现方式中，发送模块 32 具体用于通过 高层信令或媒体

接入控制信令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用户设备 专有信令 。进一步地 ，确定模块

31具体用于根据物理下行共享信道 PDSCH 的传输模 式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

的 DMRS 图案；其 中，发送模块 32 发送的所述用户设备 专有信令 包括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 式，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用户设备 专有信令确定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 式，并根据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 式，确定所述 DMRS 天线

端 口的 DMRS 图案 。

可选地 ，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 式还用于确定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 息：

接 收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接收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发送数据 的最大

调制阶数 、发送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下行控制 区

域配置、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 息格式和反馈模 式，

所述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

在第三种可行的实现方式中，发送模块 32 具体用于通过物理下行控制信

道 PDCCH 或增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EPDCCH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动态信

令 ，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动态信令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所述动态信令 包括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 息：N 比特信令 、指示冗余版

本的信令 、指示调制编码方案 MCS 的信令 、指示天线端 口数 、扰码序列和层

数 的信令 、新传数据指示信令 ，所述 N 为 自然数 。

在第四种可行的实现方式中，发送模块 32 具体用于通过物理下行控制信

道 PDCCH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下行控制信 息，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下行控制信 息确定所述下行控制信 息所在的子帧的子帧编号，或者 ，以使所

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下行控制信 息确定所述下行控制信 息所指示的子帧的子

帧编号，并根据所述子帧编号，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进一步地 ，所述时频资源包括 ：资源块对 、资源块组 、半个子帧、子帧、

子帧组或子帧组上的资源块组 。M 个所述时频资源中的所有调度给所述用户

设备 的资源块使用相 同的预编码 ，所述 M 为 自然数 。

进一步地 ，在第一种可行的实现方式 中，本 实施例的装置还 可 以 包括：

第一处理模块 33 , 该第一处理模块 33 用于确定模块 31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

的 DMRS 图案之后 ，根据所述 DMRS 图案进行 PDSCH 和/或 EPDCCH 与资

源元素的资源映射 ；发送模块 32 还用于并将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发



送给所述用户设备 。

在第二种可行的实现方式中，本实施例的装置还 可 以 包括：第二处理模

块 34, 确定模块 31还用于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所

述附加 DMRS 图案为存在零功率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和/或所述零功率

DMRS 占用的资源元素在所述时频资源中的位置；该第二处理模块 34 用于根

据确定模块 31确定的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和/或附加 DMRS

图案进行 PDSCH 和/或 EPDCCH 与资源元素的资源映射；发送模块 32 还用

于将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发送给所述用户设备 。

进一步地 ，所述 DMRS 指示消息还用于指示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或者 ，

发送模块 32 还用于在确定模块 31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之后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附加 DMRS 指示消息，所述附加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以使所述用户设

备根据所述附加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

案 。

更进一步地 ，本实施例的基站还 包括第一接收模块 35。

在第一种可行的实现方式中，第一接收模块 35 用于在确定模块 31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之前，接收所述用户设备通过高层信令或物理

上行控制信道 PUCCH 或物理上行共享信道 PUSCH 发送给的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为所述用户设备从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

取的；确定模块 31具体用于根据第一接收模块 35 接收的至少一个 DMRS 图

案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进一步地 ，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为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用户设备

的移动速度或下行信道信息或所述用户设备 的 DMRS 处理能力从所述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的。

进一步地 ，第一接收模块 35 具体用于接收所述用户设备通过所述高层信

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的秩指示和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优选地 ，第一接收模块 35 具体用于接收所述用户设备通过所述高层信令

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的联合编码后 的秩指示和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



在第二种可行的实现方式中，本实施例的装置还可以 包括第二接收模块

36, 该第二接收模块 36 用于在确定模块 31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之前，接收所述用户设备上报的 DMRS 处理能力指示信息；确定模块 31

还用于根据所述 DMRS 处理能力指示信息，确定所述用户设备能够处理的

DMRS 图案个数和/或所述用户设备能够处理的 DMRS 图案。

更进一步地，本实施例的基站还可以包括第三处理模块 37, 第三处理模

块 37 用于判断若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至少两个候选 DMRS 图案在 同一个

时频资源中有重叠的资源元素，则根据所述至少两个候选 DMRS 图案在所述

同一个时频资源中重叠的资源元素上映射相 同的 DMRS 。

本实施例的基站，可以用于执行本发明上述实施例中基站所执行的技术

方案 ，其实现原理和技术效果类似 ，详细可以参见上述实施例中的相关记载，

此处不再赘述。

需要说 明的是 ，在硬件 实现上 ，以上发送模块 32 可 以为发射机或收

发机 ，第一接 收模块 35 和第二接收模块 36 可 以 为接 收机或收发机 ，且发

送模块 32、第一接 收模块 35 和第二接 收模块 36 可 以 集成在一起构成收发

单元 ，对应 于硬件 实现为收发机 。以上确定模块 31、发送模块 32、第一

处理模块 33、第二处理模块 34、第一接 收模块 35、第二接 收模块 36 和第

三处理模块 37 可以以硬件形式 内嵌于或独立于基站的处理器 中，也可以

以软件形式存储于基站的存储 器 中，以便 于处理器调用执行 以上各个模块

对应 的操作 。该处理器可以为 CPU 、微处理器、单 片机等 。

图 12 为本发 明基站 实施例三的结构示意 图，如 图 12 所示 ，本 实施例

的基站可以包括发射机 4 1、接 收机 42、存储 器 43 以 及 分别与发射机 4 1、

接 收机 42 和存储 器 43 连接 的处理器 44。当然，基站还可以包括天线 、基

带处理部件 、中射频处理部件 、输入输 出装置等通用部件 ，本发 明实施例

在此不再任何 限制 。

其 中，存储 器 43 中存储一组程序代码 ，且处理器 44 用于调用存储 器

43 中存储 的程序代码 ，用于执行 以下操作 ：

处理器 44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DMRS 图案；通过发射机 4 1发送 DMRS

指示消息，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包括：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所述



DMRS 图案为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和/或所述 DMRS 占用的资源元

素在时频资源中的位置，以使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并根据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获取

DMRS; 处理器 44 根据所述 DMRS 图案通过发射机 4 1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

DMRS„

进一步地，所述通过发射机 4 1 向用户设备发送 DMRS 指示消息，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包括：

通过发射机 4 1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一个 DMRS 指示消息，所述一个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至少一个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或者，

通过发射机 4 1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至少两个 DMRS 指示消息，每个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一个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进一步地 ，所述 DMRS 指示消息包括 DMRS 的密度 、DMRS 的间隔度 、

DMRS 的位 图编码和/或不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所述 DMRS 的密

度 、DMRS 的间隔度 、DMRS 的所述位 图编码和/或所述不存在 DMRS 的时

频资源的位置用于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可选地 ，所述 DMRS 指示消息还用于指示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息：接收

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 、接收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发送数据的最大调制

阶数 、发送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下行控制区域配

置、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息格式和反馈模式，所

述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可选地 ，所述 DMRS 指示消息还 包括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息：接收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接收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发送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 、

发送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下行控制区域配置、上

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息格式和反馈模式，所述探测

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在第一种可行的实现方式中，所述通过发射机 4 1 向用户设备发送 DMRS

指示消息，包括：通过系统信息块、主消息块、高层信令 、媒体接入控制信

令 、循环前缀中的设定序列或循环前缀中的设定扰码 由发射机 4 1 向所述用户

设备发送小区专有信令 。

进一步地 ，所述处理器 44 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包括：



处理器 44 根据 小区类型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其 中，所述小

区专有信令 包括所述基站所对应 的小区类型，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小

区专有信令确定所述小区类型，并根据所述小区类型，确定所述 DMRS 天线

端 口的 DMRS 图案 。

可选地 ，所述小区类型还用于确定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 息：接收数据 的

最大调制阶数 、接收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发送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

发送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下行控制 区域配置、上

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 息格式和反馈模式，所述探测

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在第二种可行的实现方式中，所述通过发射机 4 1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

DMRS 指示消息，包括：通过 高层信令或媒体接入控制信令 由发射机 4 1 向所

述用户设备发送用户设备专有信令 。

进一步地 ，所述处理器 44 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包括：

处理器 44 根据物理下行共享信道 PDSCH 的传输模 式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其 中，所述用户设备专有信令 包括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

式，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用户设备 专有信令确定所述 PDSCH 的传输

模式，并根据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 式，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可选地 ，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式还用于确定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息：

接收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接收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发送数据的最大

调制阶数 、发送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下行控制 区

域配置、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 息格式和反馈模式，

所述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

在第三种可行的实现方式中，所述通过发射机 4 1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

DMRS 指示消息，包括：通过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PDCCH 或增强的物理下行

控制信道 EPDCCH 由发射机 4 1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动态信令 ，以使所述用

户设备根据所述动态信令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所述动态

信令 包括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息：N 比特信令 、指示冗余版本的信令 、指示

调制编码方案 MCS 的信令 、指示天线端 口数 、扰码序列和层数的信令 、新传

数据指示信令 ，所述 N 为 自然数 。



在第四种可行的实现方式中，所述通过发射机 4 1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

DMRS 指示消息，包括：通过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PDCCH 由发射机 4 1 向所述

用户设备发送下行控制信 息，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下行控制信息确定

所述下行控制信 息所在的子帧的子帧编号，或者 ，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

述下行控制信 息确定所述下行控制信息所指示的子帧的子帧编号，并根据所

述子帧编号，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进一步地 ，所述时频资源包括：资源块对 、资源块组 、半个子帧、子帧、

子帧组或子帧组上的资源块组。M 个所述时频资源中的所有调度给所述用户

设备 的资源块使用相 同的预编码 ，所述 M 为 自然数 。

进一步地 ，在第一种可行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处理器 44 确定 DMRS 天

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之后 ，还 包括：

处理器 44 根据所述 DMRS 图案进行 PDSCH 和/或 EPDCCH 与资源元素

的资源映射；通过发射机 4 1 将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发送给所述用户

设备 。

在第二种可行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处理器 44 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之后 ，还 包括：

处理器 44 根据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和/或附加 DMRS 图

案进行 PDSCH 和/或 EPDCCH 与资源元素的资源映射 ，所述附加 DMRS 图

案为存在零功率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和/或所述零功率 DMRS 占用的资

源元素在所述时频资源中的位置；

进一步地 ，所述 DMRS 指示消息还用于指示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或者 ，

所述处理器 44 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之后 ，还 包

括：

通过发射机 4 1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附加 DMRS 指示消息，所述附加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以使所

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附加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更进一步地 ，在第一种可行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处理器 44 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之前 ，还 包括：通过接收机 42 接 收所述用户设备通

过高层信令或物理上行控制信道 PUCCH 或物理上行共享信道 PUSCH 发送给

的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为所述用户设备从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的；

所述处理器 44 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包括：

所述处理器 44 根据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

的 DMRS 图案。

进一步地 ，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为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用户设备

的移动速度或下行信道信息或所述用户设备 的 DMRS 处理能力从所述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的。

进一步地 ，所述通过接收机 42接收所述用户设备通过高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给的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包括：通过接收机 42 接收所述用

户设备通过所述高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的秩指示和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

优选地 ，所述通过接 收机 42 接 收所述用户设备通过所述 高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的秩指示和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包括：通过接

收机 42 接收所述用户设备通过所述高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的联

合编码后的秩指示和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在第二种可行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处理器 44 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之前 ，还 包括：通过接收机 42 接收所述用户设备上 艮的 DMRS

处理能力指示信息；处理器 44 根据所述 DMRS 处理能力指示信 息，确定所

述用户设备 能够处理 的 DMRS 图案个数 和 /或 所述用户设备 能够处理 的

DMRS 图案 。

更进一步地 ，还 包括：处理器 44 判断若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至少两

个候选 DMRS 图案 同一个时频资源中有重叠的资源元素，则根据所述至少两

个候选 DMRS 图案在所述 同一个时频资源中重叠的资源元素上映射相 同的

DMRS„

本 实施例的基站，可以用于执行本发 明上述方法实施例 中任一基站所执

行的技术方案 ，其实现原理和技术效果类似 ，详细可 以参见上述实施例 中的



相关记载，此处不再赘述。
图 13 为本发明 DMRS 传输系统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如图 13 所示，本

实施例的系统包括：用户设备 50 和基站 60, 其中，用户设备 50 可以釆用图
7〜图 9任一装置实施例的结构，其对应地，可以执行本发明上述方法实施例
中任一用户设备所执行的技术方案，其实现原理和技术效果类似，详细可以

参见上述实施例中的相关记载，此处不再赘述。基站 60 可以釆用图 10〜图 12

任一装置实施例的结构，其对应地，可以执行本发明上述方法实施例中任一
基站所执行的技术方案，其实现原理和技术效果类似，详细可以参见上述实
施例中的相关记载，此处不再赘述。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实现上述方法实施例的全部或部分步骤
可以通过程序指令相关的硬件来完成，前述的程序可以存储于一计算机可读

取存储介质中，该程序在执行时，执行包括上述方法实施例的步骤；而前述
的存储介质包括：ROM, RAM, 磁碟或者光盘等各种可以存储程序代码的介

质。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各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

其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各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
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

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范围。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解调参考信号 DMRS 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用户设备接收基站发送的 DMRS 指示消息，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

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所述 DMRS 图案为存在 DMRS 的时频资

源的位置和/或所述 DMRS 占用的资源元素在所述时频资源中的位置；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获取所述 DMRS 。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设备接收基站发

送的 DMRS 指示消息，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接 收所述基 站发送 的一个 DMRS 指 示消息，所述一个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至少一个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或者，

所述用户设备接 收所述基 站发送的至少两个 DMRS 指示消息，每个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一个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3、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DMRS 指示消

息用于指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包括：

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 DMRS 的密度 、DMRS 的间隔度 、DMRS

的位 图编码和/或不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其中，所述 DMRS 的密

度 、DMRS 的间隔度 、DMRS 的位 图编码和/或所述不存在 DMRS 的时频资

源的位置用于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4、根据权利要求 1〜3 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DMRS

指示消息为所述基站通过 系统信息块、主消息块、高层信令 、媒体接入控制

信令 、循环前缀中的设定序列或循环前缀中的设定扰码发送的小区专有信令。

5、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小区专有信令 包括所

述基站所对应的小区类型；则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

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小区专有信令 ，获取小区类型；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小区类型，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6、根据权利要求 1〜3 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DMRS

指示消息为所述基站通过高层信令或媒体接入控制信令发送的用户设备专有

信令。
7、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设备专有信令包

括物理下行共享信道 PDSCH 的传输模式；则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口的 DMRS 图案，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用户设备专有信令，获取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

式；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式，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口

的 DMRS 图案。

8、根据权利要求 4 或 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DMRS 指示消

息还用于指示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息：接收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接收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发送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发送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

表格、信道质量指示表格、下行控制区域配置、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的表格、下行控制信息格式和反馈模式，所述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包含探

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9、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小区类型，确定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息：接收数

据的最大调制阶数、接收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发送数据的最大调制阶

数、发送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信道质量指示表格、下行控制区域配置、

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的表格、下行控制信息格式和反馈模式，所述探

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10、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式，确定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

息：接收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接收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发送数据的

最大调制阶数、发送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信道质量指示表格、下行控

制区域配置、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的表格、下行控制信息格式和反馈

模式, 所述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11、根据权利要求 1〜3 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DMRS

指示消息为所述基站通过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PDCCH 或增强的物理下行控制



信道 EPDCCH 发送的动态信令 ，所述动态信令 包括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息：

N 比特信令 、指示冗余版本的信令 、指示调制编码方案的信令 、指示天线端

口数 、扰码序列和层数的信令 、新传数据指示信令 ，所述 N 为 自然数；则所

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动态信令 ，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12、根据权利要求 1〜3 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DMRS

指示消息为所述基站通过物理下行控制信道发送的下行控制信息；则所述用

户设备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下行控制信 息 , 确定所述下行控制信息所在的子

帧的子帧编号，或者 ，根据所述下行控制信息，确定所述下行控制信息所指

示的子帧的子帧编号；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子帧编号，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13、根据权利要求 1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子帧编号，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包括：

若 当前下行控制信 息所在的子帧的子帧编号与上一个下行控制信 息所在

的子帧的子帧编号之差大于第一编号差值预设值 ，则所述用户设备确定所述

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为所述 当前下行控制信息所在的子帧；或者 ，

若 当前下行控制信 息所指示的子帧的子帧编号与上一个下行控制信息所

在的子帧的子帧编号之差大于第二编号差值预设值 ，则所述用户设备确定所

述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为所述 当前下行控制信息所指示的子帧。

14、根据权利要求 1〜 13 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时频资

源包括：资源块对 、资源块组 、半个子帧、子帧、子帧组或子帧组上的资源

块组 。

15、根据权利要求 1〜14 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M 个所述时

频资源中的所有调度给所述用户设备 的资源块使用相 同的预编码 ，所述 M 为

自然数 。



16、根据权利要 求 1〜 15 任 意一项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 于 ，还 包括 ：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 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获取 PDSCH 和

/或 EPDCCH 与资源元素 的映射 关 系；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 所述映射 关 系，获取 所述 PDSCH 和 /或 EPDCCH;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 所述 DMRS 解调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或 ,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 所述 DMRS 进行信道质 量指示 CQI 计 算 。

17、根据权利要 求 1-15 任 意一项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 于 ，还 包括 ：

所述用户设备确 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所述 附加

DMRS 图案为存在零 功率 DMRS 的时频 资源的位 置和/或所述零 功率 DMRS

占用 的资源元素在所述 时频 资源 中的位 置；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 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和 /或 附加 DMRS

图案 ，获取 PDSCH 和/或 EPDCCH 与资源元素 的映射 关 系；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 所述映射 关 系，获取 所述 PDSCH 和 /或 EPDCCH;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 所述 DMRS 解调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

18、根据权 利要 求 17 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 于 ，所述用户设备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 包括 ：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 所述 DMRS 指示 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或者 ，

所述用户设备接 收所述基 站发送 的附加 DMRS 指示 消息；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 所述 附加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附加 DMRS 图案 。

19、根据权利要 求 1〜 18 任 意一项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 于 ，所述用户设

备接 收基 站发送 的 DMRS 指 示消息之 前 ，还 包括 ：

所述用户设备从 DMRS 图案候选 集合 中选取 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

所述用户设备将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通过 高层信令或物理上行控 制

信 道 PUCCH 或物理上行共 享信道 PUSCH 发送给所述基 站 ，以使 所述基 站根

据 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20、根据权利要 求 19 所述 的方法 ，其特征在 于 ，所述用户设备从 DMRS

图案候选 集合 中选取 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包括 ：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 所述用户设备 的移动速度 或下行信道信 息或所述用户



设备 的 DMRS 处理能力，从所述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2 1、根据权利要求 19 或 20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设备将

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通过高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给所述基

站，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将秩指示和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一起通过所述高层信

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给所述基站。

22、根据权利要求 2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设备将秩指示

和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通过所述 高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给

所述基站，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将秩指示和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进行联合编码；

所述用户设备将联合编码后 的秩指示和至少一个 DMRS 图案通过所述 高

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给所述基站。

23、根据权利要求 1〜 18 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设

备接收基站发送的 DMRS 指示消息之前，还 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向所述基站上报 DMRS 处理能力指示信息，以使所述基站

根据所述 DMRS 处理能力指示消息，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能够处理的 DMRS

图案个数和/或所述用户设备 能够处理的 DMRS 图案。

24、一种解调参考信号 DMRS 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基站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所述基站向用户设备发送 DMRS 指示消息，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

示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所述 DMRS 图案为存在 DMRS 的时

频资源的位置和/或所述 DMRS 占用的资源元素在所述时频资源中的位置 , 以

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并根据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获取所述 DMRS;

所述基站根据所述 DMRS 图案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所述 DMRS 。

25、根据权利要求 24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基站向用户设备发

送 DMRS 指示消息 ,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包括：

所述基站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一个 DMRS 指示消息，所述一个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至少一个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或者 ，

所述基站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至少两个 DMRS 指示消息，每个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一个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26、根据权利要求 24 或 2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DMRS 指示

消息用于指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包括：

所述 DMRS 指示消息包括 DMRS 的密度 、DMRS 的间隔度 、DMRS 的

位 图编码和/或不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所述 DMRS 的密度 、DMRS

的间隔度 、DMRS 的所述位 图编码和/或所述不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

用于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27、根据权利要求 24〜26 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基站

向用户设备发送 DMRS 指示消息，包括：

所述基站通过 系统信 息块、主消息块 、高层信令 、媒体接入控制信令 、

循环前缀 中的设定序列或循环前缀 中的设定扰码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小区专

有信令 。

28、根据权利要求 27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基站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包括：

所述基站根据小区类型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其 中，所述小区专有信令 包括所述基站所对应的小区类型 ，以使所述用

户设备根据所述小区专有信令确定所述小区类型，并根据所述小区类型 ，确

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29、根据权利要求 24〜26 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基站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 DMRS 指示消息，包括：

所述基站通过 高层信令或媒体接入控制信令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用户设

备专有信令 。

30、根据权利要求 29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基站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包括：

所述基站根据物理下行共享信道 PDSCH 的传输模式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其 中，所述用户设备专有信令 包括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式，以使所述

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用户设备专有信令确定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式，并根据



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式，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31、根据权利要求 27 或 29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DMRS 指示

消息还用于指示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息：接收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接收数

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发送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发送数据的调制编码方

案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下行控制 区域配置、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

数 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息格式和反馈模 式，所述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包含

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

32、根据权利要求 28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小区类型还用于确
定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息：接收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 、接收数据 的调制编码

方案表格 、发送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发送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信道

质量指示表格 、下行控制 区域配置、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的表格 、下

行控制信 息格式和反馈模 式，所述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测参考信号

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33、根据权利要求 30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

式还用于确定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 息：接收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 、接收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发送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发送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

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下行控制 区域配置、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 息格式和反馈模式，所述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

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34、根据权利要求 24〜26 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基站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 DMRS 指示消息，包括：

所述基站通过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PDCCH 或增 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EPDCCH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动态信令 ，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动态信

令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所述动态信令 包括下述任一种或

多种信息：N 比特信令 、指示冗余版本的信令 、指示调制编码方案 MCS 的信

令 、指示天线端 口数 、扰码序列和层数的信令 、新传数据指示信令 ，所述 N

为 自然数 。

35、根据权利要求 24〜26 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基站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 DMRS 指示消息，包括：

所述基站通过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PDCCH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下行控制



信 息，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下行控制信 息确定所述下行控制信息所在

的子帧的子帧编号，或者 ，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下行控制信 息确定所

述下行控制信 息所指示的子帧的子帧编号，并根据所述子帧编号，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36、根据权利要求 24〜35 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时频

资源包括：资源块对 、资源块组 、半个子帧、子帧、子帧组或子帧组上的资

源块组。

37、根据权利要求 24〜36 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M 个所述

时频资源中的所有调度给所述用户设备 的资源块使用相 同的预编码 ，所述 M

为 自然数 。

38、根据权利要求 24〜37 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基站

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之后 ，还 包括：

所述基站根据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进行 PDSCH 和/或

EPDCCH 与资源元素的资源映射；

所述基站将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发送给所述用户设备 。

39、根据权利要求 24〜37 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所述基站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所述基站根据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和/或附加 DMRS 图案

进行 PDSCH 和/或 EPDCCH 与资源元素的资源映射 ，所述附加 DMRS 图案

为存在零功率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和/或所述零功率 DMRS 占用的资源

元素在所述时频资源中的位置；

所述基站将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发送给所述用户设备 。

40、根据权利要求 39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DMRS 指示消息

还用于指示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

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或者 ，

所述基站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之后 ，还 包括：

所述基站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附加 DMRS 指示消息，所述附加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以使所述用户设

备根据所述附加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

案 。



4 1、根据权利要求 24〜40 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基站

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之前，还 包括：

所述基站接收所述用户设备通过 高层信令或物理上行控制信道 PUCCH

或物理上行共享信道 PUSCH 发送给的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为所述用户设备从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 的；

所述基站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包括：

所述基站根据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42、根据权利要求 4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为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用户设备 的移动速度或下行信道信 息或所述用

户设备 的 DMRS 处理能力从所述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 的。

43、根据权利要求 4 1 或 4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基站接收所

述用户设备通过高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给的至少一个 DMRS 图

案 ，包括：

所述基站接收所述用户设备通过所述高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

的秩指示和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

44、根据权利要求 4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基站接收所述用户

设备通过所述 高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的秩指示和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包括：

所述基站接收所述用户设备通过所述高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

的联合编码后 的秩指示和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

45、根据权利要求 24〜40 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基站

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之前，还 包括：

所述基站接收所述用户设备上报的 DMRS 处理能力指示信息；

所述基站根据所述 DMRS 处理能力指示信息，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能够处

理的 DMRS 图案个数和/或所述用户设备 能够处理的 DMRS 图案。

46、根据权利要求 24〜45 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若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至少两个候选 DMRS 图案在 同一个时频资源中

有重叠的资源元素，则根据所述至少两个候选 DMRS 图案在所述 同一个时频

资源中重叠的资源元素上映射相 同的 DMRS 。



47、 一 种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收模块，用于接收基站发送的 DMRS 指示消息，所述 DMRS 指示消息

用于指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所述 DMRS 图案为存在 DMRS 的

时频资源的位置和/或所述 DMRS 占用的资源元素在所述时频资源中的位置；

确定模块，用于根据所述接收模块接收的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获取模块，用于根据所述确定模块确定的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获取所述 DMRS 。

48、根据权利要求 47 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模块具体

用于：

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一个 DMRS 指示消息，所述一个 DMRS 指示消息用

于指示至少一个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或者，

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至少两个 DMRS 指示消息，每个 DMRS 指示消息用

于指示一个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49、根据权利要求 47 或 48 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模

块接收的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包

括：

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 DMRS 的密度 、DMRS 的间隔度 、DMRS

的位 图编码和/或不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其中，所述 DMRS 的密

度 、DMRS 的间隔度 、DMRS 的位 图编码和/或所述不存在 DMRS 的时频资

源的位置用于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50、根据权利要求 47〜49 任意一项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

接收模块接收的所述 DMRS 指示消息为所述基站通过系统信息块、主消息块、

高层信令 、媒体接入控制信令 、循环前缀中的设定序列或循环前缀中的设定

扰码发送的小区专有信令。

5 1、根据权利要求 50 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模块接收

的所述小区专有信令 包括所述基站所对应的小区类型；

所述确定模块具体用于根据所述接收模块接收的所述小区专有信令 ，获

取小区类型；并根据所述小区类型，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52、根据权利要求 47〜49 任意一项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



接收模块接收的所述 DMRS 指示消息为所述基站通过高层信令或媒体接入控

制信令发送的用户设备专有信令。
53、根据权利要求 52 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模块接收

的所述用户设备专有信令包括物理下行共享信道 PDSCH 的传输模式；

所述确定模块具体用于根据所述接收模块接收的所述用户设备专有信

令，获取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式；并根据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式，确定所

述 DMRS 天线端口的 DMRS 图案。

54、根据权利要求 50 或 52 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模

块接收的所述 DMRS 指示消息还用于指示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息：接收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接收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发送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

发送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信道质量指示表格、下行控制区域配置、上

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的表格、下行控制信息格式和反馈模式，所述探测
参考信号配置参数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55、根据权利要求 5 1 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确定模块还用

于根据所述小区类型，确定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息：接收数据的最大调制阶

数、接收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发送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发送数据的

调制编码方案表格、信道质量指示表格、下行控制区域配置、上行探测参考

信号配置参数的表格、下行控制信息格式和反馈模式，所述探测参考信号配

置参数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56、根据权利要求 53 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确定模块还用

于根据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式，确定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息：接收数据的

最大调制阶数、接收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发送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

发送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信道质量指示表格、下行控制区域配置、上

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的表格、下行控制信息格式和反馈模式，所述探测

参考信号配置参数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57、根据权利要求 47〜49 任意一项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

接收模块接收的所述 DMRS 指示消息为所述基站通过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PDCCH 或增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EPDCCH 发送的动态信令，所述动态信

令包括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息：N 比特信令、指示冗余版本的信令、指示调

制编码方案的信令、指示天线端口数、扰码序列和层数的信令、新传数据指



示信令 ，所述 N 为 自然数；

所述确定模块具体用于根据所述接收模块接收的所述动态信令 ，确定所

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58、根据权利要求 47〜49 任意一项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

接收模块接收的所述 DMRS 指示消息为所述基站通过物理下行控制信道发送

的下行控制信 息；

所述确定模块具体用于根据所述接收模块接收的所述下行控制信 息，确

定所述下行控制信息所在的子帧的子帧编号，或者 ，根据所述接收模块接收

的所述下行控制信息，确定所述下行控制信息所指示的子帧的子帧编号；并

根据所述子帧编号，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59、根据权利要求 58 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确定模块具体

用于：

判断若 当前下行控制信 息所在的子帧的子帧编号与上一个下行控制信 息

所在 的子 帧 的子 帧编 号之 差 大于第一编号差值 预设值 ，则确 定所述存 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为 当前下行控制信 息所在的子帧；或者 ，

判断若 当前下行控制信 息所指示的子帧的子帧编号与上一个下行控制信

息所在 的子帧的子帧编号之差 大于第二编号差值预设值 ，则确定所述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为 当前下行控制信 息所指示的子帧。

60、根据权利要求 47〜59 任意一项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

时频资源包括：资源块对 、资源块组 、半个子帧、子帧、子帧组或子帧组上

的资源块组。

6 1、根据权利要求 47〜60 任意一项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M 个

所述时频资源中的所有调度给所述用户设备 的资源块使用相 同的预编码 ，所

述 M 为 自然数 。

62、根据权利要求 47〜6 1 任意一项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还 包

括：

第一处理模块 ，用于根据所述确定模块确定的所述 DMRS 图案 ，获取

PDSCH 和/或 EPDCCH 与资源元素的映射 关系；根据所述映射关系，获取所

述 PDSCH 和/或 EPDCCH; 根据所述获取模块获取的所述 DMRS 解调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或 ，



所述第一处理模块用于根据所述获取模块获取的 DMRS 进行信道质量指

示 CQI 计算。

63、根据权利要求 47〜6 1 任意一项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还 包

括第二处理模块；

所述确定模块还用于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所述

附加 DMRS 图案为存在零功率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和/或所述零功率

DMRS 占用的资源元素在所述时频资源中的位置；

所述第二处理模块，用于根据所述确定模块确定的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

的 DMRS 图案和/或附加 DMRS 图案 ，获取 PDSCH 和/或 EPDCCH 与资源元

素的映射关系；根据所述映射关系，获取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根据

所述 DMRS 解调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

64、根据权利要求 63 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确定模块具体

用于在所述第二处理模块根据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和/或附加

DMRS 图案 ，获取 PDSCH 和/或 EPDCCH 与资源元素的映射关系之前，根据

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或者 ，

所述接收模块还用于在所述第二处理模块根据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和/或附加 DMRS 图案 ，获取 PDSCH 和/或 EPDCCH 与资源元素

的映射关系之前，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附加 DMRS 指示消息；

所述确定模块具体用于根据所述附加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

65、根据权利要求 47〜64 任意一项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还 包

括：

选取模块 ，用于在所述接收模块接收基站发送的 DMRS 指示消息之前，

从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第一发送模块，用于将所述选取模块选取的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通

过高层信令或物理上行控制信道 PUCCH 或物理上行共享信道 PUSCH 发送给

所述基站，以使所述基站根据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确定所述 DMRS 天线

端 口的 DMRS 图案 。

66、根据权利要求 65 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选取模块具体

用于根据所述用户设备 的移动速度或下行信道信息或所述用户设备 的 DMRS



处理能力，从所述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67、根据权利要求 65 或 66 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发

送模块具体用于将秩指示和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一起通过所述高层信令

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给所述基站。

68、根据权利要求 67 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第三处理模块，用于将秩指示和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进行联合编码；

所述第一发送模块具体用于将联合编码后的秩指示和至少一个 DMRS 图

案通过所述高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给所述基站。

69、根据权利要求 47〜64 任意一项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还 包

括：

第二发送模块，用于在所述接收模块接收基站发送的 DMRS 指示消息之

前 ，向所述基站上报 DMRS 处理能力指示信息，以使所述基站根据所述 DMRS

处理能力指示消息，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能够处理的 DMRS 图案个数和/或所述

用户设备 能够处理的 DMRS 图案。

70、一种基站，其特征在于，包括：

确定模块 ，用于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发送模块 ，用于向用户设备发送 DMRS 指示消息，所述 DMRS 指示消息

用于指示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所述 DMRS 图案为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和/或所述 DMRS 占用的资源元素在所述时频资源中的位

置 ，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并根据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获取所述 DMRS;

并根据所述 DMRS 图案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所述 DMRS 。

7 1、根据权利要求 70 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送模块具体用于：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一个 DMRS 指示消息，所述一个 DMRS 指示消息用

于指示至少一个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或者 ，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至少两个 DMRS 指示消息，每个 DMRS 指示消息用

于指示一个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72、根据权利要求 70 或 7 1 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送模块发

送的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包括

所述 DMRS 指示消息包括 DMRS 的密度 、DMRS 的间隔度 、DMRS 的



位图编码和/或不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所述 DMRS 的密度、DMRS

的间隔度、DMRS 的所述位图编码和/或所述不存在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

用于确定 DMRS 天线端口的 DMRS 图案。

73、根据权利要求 70〜72 任意一项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送

模块具体用于通过系统信息块、主消息块、高层信令、媒体接入控制信令、

循环前缀中的设定序列或循环前缀中的设定扰码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小区专

有信令。
74、根据权利要求 73 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根据小区类型确定 DMRS 天线端口的 DMRS 图案；

其中，所述发送模块发送的所述小区专有信令包括所述基站所对应的小

区类型，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小区专有信令确定所述小区类型，并根

据所述小区类型，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口的 DMRS 图案。

75、根据权利要求 70〜72 任意一项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送

模块具体用于通过高层信令或媒体接入控制信令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用户设

备专有信令。

76、根据权利要求 75 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根据物理下行共享信道 PDSCH 的传输模式确定 DMRS 天线端口的 DMRS 图

案；
其中，所述发送模块发送的所述用户设备专有信令包括所述 PDSCH 的

传输模式，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用户设备专有信令确定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式，并根据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式，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口的

DMRS 图案。

77、根据权利要求 73 或 75 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送模块发

送的所述 DMRS 指示消息还用于指示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息：接收数据的最

大调制阶数、接收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发送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发

送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信道质量指示表格、下行控制区域配置、上行

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的表格、下行控制信息格式和反馈模式，所述探测参

考信号配置参数包含探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78、根据权利要求 74 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小区类型还用于确

定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息：接收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接收数据的调制编码



方案表格 、发送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发送数据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信道

质量指示表格 、下行控制 区域配置、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的表格 、下

行控制信 息格式和反馈模 式，所述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测参考信号

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79、根据权利要求 76 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 PDSCH 的传输模

式还用于确定下述任一种或多种信 息：接收数据的最大调制阶数 、接收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表格 、发送数据 的最大调制阶数 、发送数据 的调制编码方案

表格 、信道质量指示表格 、下行控制 区域配置、上行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的表格 、下行控制信 息格式和反馈模式，所述探测参考信号配置参数 包含探

测参考信号的周期和子帧偏移。

80、根据权利要求 70〜72 任意一项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送

模块具体用于通过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PDCCH 或增 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EPDCCH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动态信令 ，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动态信

令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所述动态信令 包括下述任一种或

多种信息：N 比特信令 、指示冗余版本的信令 、指示调制编码方案 MCS 的信

令 、指示天线端 口数 、扰码序列和层数的信令 、新传数据指示信令 ，所述 N

为 自然数 。

8 1、根据权利要求 70〜72 任意一项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送

模块具体用于通过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PDCCH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下行控制

信 息，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下行控制信 息确定所述下行控制信息所在

的子帧的子帧编号，或者 ，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下行控制信 息确定所

述下行控制信 息所指示的子帧的子帧编号，并根据所述子帧编号，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82、根据权利要求 70〜8 1 任意一项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时频

资源包括：资源块对 、资源块组 、半个子帧、子帧、子帧组或子帧组上的资

源块组。

83、根据权利要求 70〜82 任意一项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M 个所述

时频资源中的所有调度给所述用户设备 的资源块使用相 同的预编码 ，所述 M

为 自然数 。

84、根据权利要求 70〜83 任意一项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第一处理模块，用于在所述确定模块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之后 ，根据所述 DMRS 图案进行 PDSCH 和/或 EPDCCH 与资源元素的资源

映射 ；

所述发送模块还用于将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发送给所述用户设

备 。

85、根据权利要求 70〜83 任意一项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第

二处理模块；

所述确定模块还用于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所述

附加 DMRS 图案为存在零功率 DMRS 的时频资源的位置和/或所述零功率

DMRS 占用的资源元素在所述时频资源中的位置；

所述第二处理模块，用于根据所述确定模块确定的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

的 DMRS 图案和/或附加 DMRS 图案进行 PDSCH 和/或 EPDCCH 与资源元素

的资源映射 ；

所述发送模块还用于将所述 PDSCH 和/或 EPDCCH 发送给所述用户设

备 。

86、根据权利要求 85 所述的基站 ，其特征在于，所述 DMRS 指示消息

还用于指示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以使所述用户设备根据

所述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或者 ，

所述发送模块还用于在所述确定模块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之后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附加 DMRS 指示消息，所述附加 DMRS

指示消息用于指示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案 ，以使所述用户设

备根据所述附加 DMRS 指示消息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附加 DMRS 图

案 。

87、根据权利要求 70〜86 任意一项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第一接收模块，用于在所述确定模块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之前 ，接收所述用户设备通过高层信令或物理上行控制信道 PUCCH 或物理

上行共享信道 PUSCH 发送给的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为所述用户设备从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的；

所述确定模块具体用于根据所述第一接收模块接收的至少一个 DMRS 图

案确定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



88、根据权利要求 87 所述的基站 ，其特征在于，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为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用户设备 的移动速度或下行信道信 息或所述用

户设备 的 DMRS 处理能力从所述 DMRS 图案候选集合 中选取 的。

89、根据权利要求 87 或 88 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接收模

块具体用于接收所述用户设备通过所述高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的

秩指示和所述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90、根据权利要求 89 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接收模块具体

用于接收所述用户设备通过所述 高层信令或 PUCCH 或 PUSCH 发送的联合编

码后 的秩指示和至少一个 DMRS 图案 。

9 1、根据权利要求 70〜86 任意一项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第二接收模块，用于在所述确定模块确定 DMRS 天线端 口的 DMRS 图案

之前 ，接收所述用户设备上报的 DMRS 处理能力指示信息；

所述确定模块还用于根据所述 DMRS 处理能力指示信息，确定所述用户

设备 能够处理的 DMRS 图案个数和/或所述用户设备 能够处理的 DMRS 图案 。

92、根据权利要求 70〜9 1任意一项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第三处理模块，用于判断若所述 DMRS 天线端 口的至少两个候选 DMRS

图案在 同一个 时频 资源 中有 重 叠的资源元 素 ，则根据 所述 至少 两个候 选

DMRS 图案在所述 同一个时频资源中重叠的资源元素上映射相 同的 DM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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