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380074929.2

(22)申请日 2013.09.2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144768 A

(43)申请公布日 2015.12.09

(30)优先权数据

61/816,662 2013.04.26 US

(85)PCT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日

2015.09.21

(86)PCT国际申请的申请数据

PCT/US2013/062455 2013.09.27

(87)PCT国际申请的公布数据

WO2014/175919 EN 2014.10.30

(73)专利权人 英特尔IP公司

地址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72)发明人 马卡斯·多米尼克·穆克　

雷扎·阿列菲　

斯里卡希亚雅尼·斯里肯特斯瓦拉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东方亿思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责任公司 11258

代理人 李晓冬

(51)Int.Cl.

H04W 16/06(2006.01)

H04W 88/08(2006.01)

(56)对比文件

US 2006/0166677 A1,2006.07.27,

WO 2011/141931 A2,2011.11.17,

US 8112094 B1,2012.02.07,

US 5822313 A,1998.10.13,

CN 102457863 A,2012.05.16,

审查员 郭蕊

 

(54)发明名称

频谱共享情境中的共享频谱重新分配

(57)摘要

本文所介绍的技术提供了从共享频谱无线

通信系统(例如，授权共享接入、许可共享接入、

云频谱服务等等)向目标系统(例如，3GPP LTE

等)的有效大型切换。这些技术还提供了对从一

个共享频谱分配时段向下一共享频谱分配时段

的转换进行有效处理。此外，这些技术提供了对

向重新授权或重新协商的共享频谱分配的多运

营商转换进行有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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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共享频谱基站，包括：

处理器；和

与所述处理器相耦合的存储器，所述存储器存储指令，当所述指令被运行时使得所述

共享频谱基站：

识别由所述共享频谱基站的服务区域所覆盖的一个或多个目标系统；

向每个目标系统通知要切换的移动设备的数目；以及

从每个目标系统接收针对要切换的移动设备的切换时隙的数目和定时，其中所述切换

时隙的数目与所述要切换的移动设备的数目相对应；

针对与所述共享频谱基站进行通信的每个移动设备，识别所述一个或多个目标系统中

的具体目标系统和切换时隙的数目和定时；以及

根据所述切换时隙的数目和定时，针对多个移动设备中的每个移动设备发起向所述一

个或多个目标系统的切换。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共享频谱基站，其中，所述指令还使得所述共享频谱基站：

根据新分配或重新协商的共享频谱带的可用性，接收针对另外多个移动设备中的每个

移动设备的切换。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共享频谱基站，其中，所述指令还使得所述共享频谱基站：

接收与多个授权频带的运营商相关联的移动设备的切换，其中，针对所述多个授权频

带运营商中的每一个的切换顺序地发生。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共享频谱基站，其中，共享频谱带相对于目标频带是低频频带，

并且所述共享频谱基站的服务区域覆盖多个目标基站的服务区域。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共享频谱基站，其中，共享频谱带在目标频带附近，并且所述共

享频谱基站的服务区域覆盖类似于目标基站的区域。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共享频谱基站，其中，共享频谱带相对于目标频带是高频频带，

并且多个共享频谱基站的服务区域落入单一目标基站的服务区域之内。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共享频谱基站，其中，为根据所述切换时隙的数目和定时针对多

个移动设备中的每个移动设备发起切换，所述指令使得所述共享频谱基站在先前触发的切

换结束之前发起针对下一切换时隙的切换。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共享频谱基站，其中，所述切换时隙是针对一个移动设备的。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共享频谱基站，其中，所述切换时隙是针对不止一个移动设备

的。

10.如权利要求4-6中任一项所述的共享频谱基站，其中，所述目标基站是长期演进LTE

基站。

11.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共享频谱基站，其中，所述共享频谱基站是授权共享接入LSA基

站。

1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共享频谱基站，其中，所述共享频谱基站是许可共享接入ASA基

站。

1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共享频谱基站，其中，所述共享频谱基站是云频谱服务CSS基

站。

14.一种用于将多个移动设备从第一共享频谱带分配转换到第二共享频谱带分配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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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该方法包括：

在从所述第一共享频谱带分配向所述第二共享频谱带的分配的转换期间，在目标基站

处，接收对针对所述多个移动设备中的每个移动设备开始从一个或多个共享频谱基站向所

述目标基站进行切换的指示；

由所述目标基站向所述一个或多个共享频谱基站中的每个共享频谱基站发送针对所

述多个移动设备中的每个移动设备的切换时隙的指示；

根据针对所述多个移动设备中的每个移动设备的所述切换时隙来执行针对所述多个

移动设备中的每个移动设备向目标基站的切换；

在所述目标基站处，接收对所述第二共享频谱带分配中的共享频谱带的可用性的指

示；以及

执行移动设备向所述共享频谱基站的切换。

15.如权利要求14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切换时隙是针对一个移动设备的。

16.如权利要求14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切换时隙是针对不止一个的移动设备的。

17.如权利要求14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目标基站是第3代合作伙伴计划项目长期演

进3GPP  LTE基站。

18.如权利要求14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共享频谱基站是授权共享接入LSA基站。

19.如权利要求14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共享频谱基站是许可共享接入ASA基站或云

频谱服务CSS基站。

20.一种存储有代码的机器可读介质，所述代码当被运行时，使得机器执行如权利要求

14-19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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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谱共享情境中的共享频谱重新分配

[0001] 相关申请

[0002] 本申请要求于2013年4月26日提交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No.61/816,662的优先权

权益，该临时专利申请通过引用以其整体合并于此。

技术领域

[0003] 本申请涉及共享频谱网络，并且更具体地涉及在授权周期结束时释放频谱和/或

重新分配频谱。

背景技术

[0004] 共享频谱授权引入一种机制，该机制使得无线通信网络的运营商能够根据需求临

时增大或减小带宽。实际上，预料到未来将没有足够的专用频谱可用于蜂窝通信网络的运

营商。对带宽进行临时的增大或减小可以通过在短期或长期的基础上授权共享频谱带宽的

一部分来实现。开发共享频谱授权系统的一个目标在于通过向蜂窝通信网络的运营商提供

到来自其他实体(例如，公共安全、政府、其他私有授权人等)的额外的经授权频谱的接入来

提供一些运营商增大的频谱需求。

附图说明

[0005] 图1示出了共享频谱系统的示例架构。

[0006] 图2示出了共享频谱系统中的对频谱的重新分配。

[0007] 图3示出了从具有相对低频的载波的共享频谱基站到一个或多个目标基站的切

换。

[0008] 图4示出了从具有相对高频的载波的共享频谱基站到一个或多个目标基站的切

换。

[0009] 图5是示出移动设备从共享频谱基站向一个或多个目标基站的逐步切换的示例流

程图。

[0010] 图6示出了在中央控制实体的控制下从第一共享频谱分配到第二共享频谱分配的

转换。

[0011] 图7示出了在中央控制实体的控制下从第一共享频谱分配到第二共享频谱分配的

转换。

[0012] 图8示出了针对多个运营商从第一共享频谱分配到第二共享频谱分配的逐步转

换。

[0013] 图9是示出了移动设备从第一共享频谱分配到第二共享频谱分配的逐步切换的示

例流程图。

[0014] 图10是示出了基站的架构的示例的高层次框图。

说　明　书 1/7 页

4

CN 105144768 B

4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本说明书中对“实施例”、“一个实施例”等的提及指的是特定的特征、结构或特点

被描述为包括在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例中。本说明书中出现的这些短语不一定全部指代

同一实施例。

[0016] 已提出并且正在开发各种共享频谱授权系统。共享频谱系统的一个示例是由欧洲

级的无线电频谱策略组(RSPG)开发的授权共享接入(LSA)概念。LSA是基于由Qualcomm和

NOKIA引入的相似的解决方案，其被称为许可共享接入(ASA)。然而，ASA受限于国际移动通

信(IMT)频谱，而LSA也针对非IMT频谱。两种解决方案当前均存在于概念层面。被称为云频

谱服务(CSS)的相关技术针对与LSA和ASA相同的框架，但更加详细地介绍了实现方案。此

外，与LSA或ASA相比，CSS更明确地针对动态频谱资源的动态共享。

[0017] 在管控层面上，尤其在欧洲，对诸如LSA、ASA和CSS之类的共享频谱解决方案很感

兴趣。例如，欧洲邮电管理委员会(CEPT)工作组频率管理(WGFM)于2012年9月同意成立相应

的项目组。欧洲电信标准协会(ETSI)也同意设置系统参考文件(SRDoc)，这是ETSI与调控部

门进行合作的官方途径。该文件将允许行业正式提供与CEPT针对LSA/ASA/CSS的工作有关

的输入和需求。该SRDoc尤其以2.3-2.4GHz频带为目标，该频带预期成为供共享频谱使用的

最直接候选频带之一。供共享频谱使用的另外的候选频带例如可以包括3.8GHz和470-

790MHz(在欧洲)以及3.5GHz(在美国)。

[0018] 2.3-2.4GHz频带当前在欧洲被授权给各种实体，这些实体将被认为是现任频谱持

有者。例如，频谱的一种用途是由无线照相机网络用于策略和广播装置、SAB/SAP视频链路、

电子新闻采集(ENG)、PMSE设备、非专业无线电系统等。

[0019] 预期各种系统是共享频谱带的候选被授权方。例如，大多数蜂窝广域无线电通信

技术(其可以包括例如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SM)无线电通信技术、通用分组无线业务(GPRS)

无线电通信技术、GSM演进的增强型数据速率(EDGE)无线电通信技术和/或第三代合作伙伴

计划项目(3GPP)无线电通信技术(例如，UMTS(通用移动通信系统)、FOMA(自由多媒体接

入)、3GPP  LTE(长期演进)、高级3GPP  LTE(高级长期演进)、CDMA2000(码分多址2000)、CDPD

(蜂窝数字分组数据)、Mobitex、3G(第三代)、CSD(电路交换数据)、HSCSD(高速电路交换数

据)、UMTS(3G)(通用移动通信系统(第三代))、W-CDMA(UMTS)(宽带码分多址(通用移动通信

系统))、HSPA(高速分组接入)、HSDPA(高速下行分组接入)、HSUPA(高速上行分组接入)、

HSPA+(演进版高速分组接入)、UMTS-TDD(通用移动通信系统-时分复用)、TD-CDMA(时分-码

分多址)、TD-CDMA(时分-同步码分多址)、3GPP  Rel.8(前4G(Pre-4G))(第三代合作伙伴计

划第8版(前第4代))、3GPP  Rel.9(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计划第9版)、3GPP  Rel.10(第三代

合作伙伴计划第10版)、3GPP  Rel.11(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第11版)、3GPP  Rel.12(第三代

合作伙伴计划第12版)、UTRA(UMTS陆地无线电接入)、E-UTRA(演进型UMTS陆地无线电接

入)、增强型LTE(4G)(增强型长期演进(第4代))、cdmaOne(2G)、CDMA2000(3G)(码分多址

2000(第三代))、EV-DO(演进-数据优化或仅演进数据)、AMPS(1G)(高级移动电话系统(第一

代))、TACS/ETACS(全接入通信系统/扩展型全接入通信系统)、D-AMPS(2G)(数字AMPS(第二

代))、PTT(一键通)、MTS(移动电话系统)、IMTS(改进型移动电话系统)、AMTS(高级移动电话

系统)、OLT(Offentlig  Landmobil  Telefoni的挪威语，公共陆地移动电话系统)、MTD

(Mobiltelefonisystem  D的瑞典语缩写、或者移动电话系统D)、Autotel/PALM(公共自动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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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移动电话)、ARP(Autoradiopuhelin的芬兰语，“车载无线电话”)、NMT(北欧移动电话系

统)、Hicap(NTT(日本电报电话公司)的高容量版本)、CDPD(蜂窝数字分组数据)、Mobitex、

DataTAC、iDEN(集成数字增强型网络)、PDC(个人数字蜂窝)、CSD(电路交换数据)、PHS(个人

手持电话系统)、WiDEN(宽带集成数字增强型网络)、iBurst、未授权移动接入(UMA，也称为

3GPP通用接入网络，或者GAN标准))等等)。

[0020] 图1示出了共享频谱系统的示例架构。该系统包括覆盖区域104的共享频谱基站

102。共享频谱基站提供到覆盖区域104内的移动设备106的网络接入。共享频谱基站由网络

运营商控制，该网络运营商是共享频谱系统中的被授权方108。被授权方108通过中央控制

器或代理商112从现任频谱持有者110接收到共享频谱的接入。控制器112可以负责通过协

商过程来对频谱进行分配和/或重新分配。

[0021] 在各个实施例中，在共享频谱协定下分配给被授权方108的频谱可以基于不同的

时间尺度进行分配，从对共享频谱进行静态分配到高度动态分配。在许多情形中，在分配周

期到期之后，频谱将被重新分派给蜂窝运营商。图2提供了频谱重新分配的图示。由于LSA目

前关注2.3-2.4GHz频带中的候选频带，因此下面该图使用针对该频带进行调整的参数。然

而，相同的方法可以应用于使用LSA或者任意其他适当的频谱共享技术(例如，ASA、CSS等)

的任意其他频带。图2示出了第一时间段T1，其中，运营商1、运营商2以及运营商3使用共享

频谱带中的频谱。在第二时间段T2中，运营商1、运营商2以及运营商3仍使用共享频谱带中

的频谱，然而，该频谱已被重新分配。在各种实施例中，频谱分配时间段T1和T2可以紧随彼

此之后，或者如果有关频谱不被蜂窝运营商使用则部分地(或者全部地)二者之间可以存在

等待时段。出于简化和清楚的目的，假设上面的频谱分配时间段T1和T2对于有关所有蜂窝

运营商和有关所有频带而言是相等的。实际上，这些频谱分配时间段对于运营商和/或有关

频带部分可以是变化的。

[0022] 不考虑分配时间段是短还是长，从一个分配到下一分配的平滑转换将是可取的。

当前关于共享频谱系统的文件不包括在频谱分配时间段之间转换的任何智能管理。因此，

可以假设一旦针对频谱分配的时间段到期，则旧的解决方案依赖于服务的中断。一旦新的

频谱分配被重新协商和重新分派，该服务就被重新发起。在用户侧的缺点在于连接掉线以

及在中断时段之后，服务可能需要被重新建立。

[0023] 因此，需要对频谱分配时间段之间的转换的智能管理。本文所介绍的技术在频谱

分配时间段到期的情况下提供持续的移动无线服务。

[0024] 在一些实施例中，一旦针对有关蜂窝运营商和/或有关频谱带的频谱分配时间段

到期，在共享频谱带中运行的所有用户就可被重新分配到适当的目标系统(例如，授权的频

带系统(例如，3GPP  LTE或旧有2G或3G系统)、2.4GHz和/或5GHz频带中的WiFi频谱等)。该场

景中产生的一个问题与如下事实有关：大量的移动设备通常可在有关共享频谱带中运行，

大量用户(在宏小区中可能有1000个用户或者更多)的瞬时切换可能难以实现并且可能给

大量用户带来系统中断。

[0025] 应当注意，共享频谱带在各种载波频率处是可用的，因此，影响切换到目标基站的

移动设备的数目。图3示出了从具有相对较低频率的载波的共享频谱基站向一个或多个目

标基站的切换。对于相对较低频率的共享频谱带(即，低于目标频带的频率的频率)，假设类

似等级的基站发送功率，与目标基站308a、308b、308c、308d、308e和308f(例如，3GPPL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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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2G或其他类型的基站、接入点等)的覆盖区域306a、306b、306c、306d、306e和306f相比，

由于在低频良好的传播特性，因而共享频谱基站304的覆盖区域302可以更大。

[0026] 例如，TV频带(在欧洲为470-790MHz)在未来可以是用于频谱共享的可能的候选频

带。在该情形中，共享频谱基站304的覆盖区域内的移动设备310a、310b和310c可以处于在

较高载波频率运行的多个目标基站(例如，基站308a、308c和308f)的覆盖区域内。因此，来

自共享频谱基站的切换可以被分布到多个目标基站。这可能导致额外的开销以及潜在的服

务中断，因为潜在的目标系统针对几乎同时添加的潜在大量的移动设备确定最佳的基站选

择。

[0027] 图4示出了从具有相对较高频率的载波的共享频谱基站向一个或多个目标基站的

切换。对于相对较高频率的共享频谱带(即，3.5GHz频带)，假设相同等级的基站发送功率，

与目标基站408a、408b、408c、408d、408e和408f的覆盖区域406a、406b、406c、406d、406e和

406f相比，由于高频不有利的传播特性，因而共享频谱基站404a、404b和404c的覆盖区域

402a、402b和402c可能更小。在该场景中，共享频谱分配到期可能导致潜在的目标系统中单

一目标基站(例如，基站408f)上的流量负荷瞬间显著增大。

[0028] 对于具有类似于目标基站的载波频率的共享频谱基站(例如，在一些实施例中，单

一基站可以包括目标频带和共享频谱技术)，可以假设i)分配给共享频谱基站的移动设备

可以在其部署重叠的情况下执行到单一目标基站的切换，或者ii)分配给共享频谱基站的

移动设备可以在其部署不重叠的情况下执行到两个或多个目标基站的切换。这可能导致基

础目标系统中单一目标基站上的流量负荷瞬间显著增大(情形i)或者给基本目标系统针对

几乎同时添加的潜在大量的移动设备确定最佳目标基站带来额外开销(情形ii)。

[0029] 此外，共享频谱基站和目标基站的覆盖区域可能受管控的限制，因而有助于上面

针对变化的传输频率所描述的那些影响相同的影响。

[0030] 图5是示出了从共享频谱基站向一个或多个目标基站进行逐步切换的示例流程

图。在502处，共享频谱基站识别该共享频谱基站的服务区域所覆盖的一个或多个目标基

站。在一些实施例中，共享频谱基站可以与主干网进行通信，并且接收目标基站位于共享频

谱基站的覆盖区域内的指示。

[0031] 在504处，共享频谱基站针对共享频谱基站的覆盖区域内的每个移动设备识别目

标基站。例如，为标识目标基站，共享频谱基站可以：i)识别相邻目标基站，这些相邻目标基

站可以被用于为有关移动设备中的至少一些移动设备服务——通常考虑诸如有关移动设

备与目标基站之间的地理距离、有关目标基站的负荷之类的参数；ii)识别有关目标基站当

前所使用的频谱；iii)如果当前分配的容量不够，则目标基站可以例如(在3GPP  LTE系统

中)通过增加LTE带宽或通过重新分配资源(例如，将目前服务的用户的QoS从有保证的QoS

降低到尽力而为的服务供应或类似)来增加容量；以及iv)向用户设备分配可用的LTE资源。

[0032] 在506处，共享频谱基站将从共享频谱基站切换的移动设备的数目通知给每个目

标基站。在一些实施例中，共享频谱网络的中央控制器可以将从一个或多个共享频谱基站

进行切换的移动设备的数目通知给每个目标基站。

[0033] 在508处，共享频谱基站从每个目标基站接收针对切换而标识的移动设备的切换

时隙的数目和定时。在各个实施例中，切换时隙彼此正交，以使得目标基站不会由于同时出

现大量切换请求而超负荷。在一些实施例中，主干网元件可以确定切换时隙的数目和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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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将其提供给共享频谱基站。例如，在一个实施例中，共享频谱控制器可以在给定的时间

间隔期间选择要切换的移动设备的子集。在另一实施例中，每个移动设备可以被随机分派

以特定的等待时间，以避免所有用户的瞬时切换。

[0034] 在510处，共享频谱基站针对每个移动用户发起从共享频谱基站到相应的目标基

站的切换。

[0035] 应当注意，典型的切换持续时间例如可以在100秒到600秒的范围中。基于LTE自组

织网络的特征，尤其在自动邻居关系(ANR)中，该持续时间可以被减小到可能处于0秒和400

秒之间的某一值。由于这可能是较长的持续时间，因此，对于不同移动设备的切换触发可以

在无需等待先前触发的切换结束的情况下而被发布(即，重叠切换是可能的)。

[0036] 如上面参照图2所描述的，在各种实现方式中，预期使用共享频谱带(例如，LSA、

ASA、CSS等)授予蜂窝运营商的共享频谱分配将在某一时刻到期。在许多情形中，蜂窝运营

商可以在授权时段到期之后请求或协商对共享频谱分配进行延期。在一些实施例中，共享

频谱带可以基于请求和/或协商被重新分配给蜂窝运营商。然而，蜂窝运营商可以根据经修

改的参数接入共享频谱带。例如，载波频率和授予的带宽可以与先前分配不同。

[0037] 在一个实施例中，例如，对于单一运营商系统，两步处理可以被用来将移动设备从

第一分配转换到第二分配。在第一步中，与共享频谱基站相关联的移动设备可以转换到一

个或多个目标基站。在一个实施例中，从共享频谱基站向一个或多个目标基站的转换可以

遵循上面参照图5所描述的逐步切换过程。然而，还预期有其他切换过程。

[0038] 在第二步中，目标基站可以在第二分配下触发移动设备向共享频谱基站的切换。

在一个实施例中，类似于上面参照图5所描述的过程，可以顺序地触发针对每个移动设备的

切换，以避免共享频谱基站的饱和。替代地，移动设备的切换可以根据蜂窝运营商的服务策

略和/或移动设备的用户的服务计划来调度。目标基站还可以在做出切换决策时考虑诸如

网络拥堵、优先级接入之类的因素。

[0039] 尽管上面的示例可以用于单一运营商系统，但实际上，可能是若干个蜂窝运营商

受共享频谱重新授权/重新协商的影响。为避免的潜在冲突(其中，重新授权或重新协商之

后运营商可能尝试接入相同频谱，导致有关共享频谱带出现网络故障)，中央控制实体可被

用来协调移动设备的切换。在一个实施例中，共享频谱系统的控制器(如上面图1中所描述

的)可以作为中央控制实体来运行。在其他实施例中，与共享频谱系统分离的实体或网络架

构中的分布式功能可以发挥中央控制器的功能。

[0040] 图6示出了在中央控制实体的控制下从第一共享频谱分配向第二共享频谱分配的

转换。在图6的示例中，中央控制实体602与蜂窝运营商604和606进行通信。移动设备608与

运营商604相关联，并且移动设备610与运营商606相关联。中央控制实体602使用触发612向

运营商604和606指示第一分配时段到期。使用通信信道614，运营商604和606可以发起移动

设备608和610从共享频谱基站向目标基站的切换。

[0041] 在移动设备608和610成功进行切换之后，运营商可以向中央控制实体确认616：移

动设备已从共享频谱基站转换到目标基站。响应于来自运营商604和606的确认，中央控制

实体602可以向运营商指示618：新分配的共享频谱带是可用的。运营商604和606然后可以

基于新的分配使用信道614触发切换回共享频谱基站。

[0042] 在另一实施例中(如图7所示)，中央控制实体702用触发712向运营商704和706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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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第一分配时段已到期。该触发还可以包括其他信息，例如，新分配的共享频谱带的可用

性。在接收到该信息之后，运营商704和706可以通过向其他运营商传送移动设备708和710

何时被转换到目标基站来协调向新分配的共享频谱的切换。

[0043] 应当注意，图6和图7中所示的触发和信号不一定同时发生，但它们是关于在两个

运营商之间使用频带时具有重叠的可能性的同一共享频谱带的。

[0044] 在一些实施例中，从一个共享频谱分配直接切换到第二共享频谱分配可以在无需

移动设备转换到目标基站的情况下发生。在两个分配时段之间的切换时间期间(如果这样

的切换时间存在或者是值得注意的持续时间)，由共享频谱基站提供的服务可被暂停(即，

服务可被中断，但保持连接)。

[0045] 类似于上述技术，从第一分配转换到新的分配可以被用来减少服务的中断。该处

理可以包括类似于上面参照图6和图7所描述的技术的不同运营商的同步。

[0046] 预期共享频谱授权可以被分配给许多(通常大于两个)运营商。桥接两个连贯的频

谱共享分配时段的相应切换可以同时为许多运营商服务。上面所介绍的技术实际上适用于

任意数目的运营商。然而，事实上，这样的同步转换可能涉及所有涉及的运营商之间的复杂

的同步。因此，在一个实施例中，运营商可以顺序地执行向新分配的共享频谱带的转换。

[0047] 图8示出了多个运营商从第一共享频谱分配向第二共享频谱分配的逐步转换。在

一些实施例中，在进行如图8所描述的逐步转换之前，每个运营商可以使得其用户挂起(on 

hold)，以允许从共享频谱带的一部分转换到另一部分。尽管图8的示例示出了四个运营商

的转换，但应当理解，在从第一共享频谱分配向第二共享频谱分配的转换中可能涉及任意

数目的运营商。

[0048] 在时间802，以运营商1-4描述了第一共享频谱分配，每个运营商被分配以共享频

谱带的一部分。

[0049] 在图8的示例中，由于运营商4不具有第二共享频谱分配的一部分，因此在时间

804，运营商4发起从共享频谱基站向授权的频带基站的切换。

[0050] 在时间806，根据第二共享频谱分配，运营商1释放其在该频谱的部分，并且运营商

2采用其在该频谱的部分。

[0051] 在时间808，根据第二共享频谱分配，运营商3释放其在该频谱的部分，并且运营商

1采用其在该频谱的部分。

[0052] 在时间810，根据第二共享频谱分配，运营商3采用其在该频谱的部分。

[0053] 在图8的示例中，应当理解，在运营商3在整个转换期间被强制保持挂起时对于运

营商3存在挑战，因为在时间802与810之间可能存在显著的时间流逝。确实存在这样的危

险，即，对于连接到运营商3的网络的用户可能存在服务的中断。出于这一原因，在一些实施

例中，运营商3还可以在该转换期间将其用户转换到其被授权的频带频谱。

[0054] 该处理可以如图9所示来总结。在902处，共享频谱基站将所有涉及到的运营商挂

起(即，暂停相应的服务，但不断开)。在904处，共享频谱基站标识可以转换到第二共享频谱

分配的运营商的子集。

[0055] 在906处，共享频谱基站将该运营商的子集转换到第二共享频谱分配，并且重新激

活有关运营商的服务。

[0056] 在908处，共享频谱基站确定是否所有的运营商已被转换到第二共享频谱分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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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否，则该处理针对要被转换到第二共享频谱分配的其他的运营商返回到904。如果是，则

该处理在910处结束。

[0057] 应当理解，服务暂停与继续之间的暂停是很小的或者可忽略不计的。如果暂停长

于向用户暂停服务可接受的时间(例如，根据运营商的服务质量)，则共享频谱基站可以在

转换发生的同时发起向运营商的授权频带基站的切换。

[0058] 图10是示出基站(例如，共享频谱基站或目标基站)的架构的示例的高层次框图。

在所示出的实施例中，基站架构是处理系统，该处理系统包括处理器子系统1002，其可以包

括一个或多个处理器。该基站架构还包括存储器1004、存储模块1006以及天线系统1008，这

些中的每个由互连结构1010进行互连并且由电源1012来供电。

[0059] 该基站架构可以被实施为单处理器系统或者多处理器系统，其优选地实现向移动

设备发送数据并且从移动设备接收数据的高级模块。数据可以经由天线系统1008来传输，

天线系统1008可以包括能够在一个或多个频率上接收和发送数据的单天线系统或多天线

系统。数据1014可以被存储于存储模块1006中，以使得其可以由处理器子系统1002和存储

器1004取回。

[0060] 存储器1004示意性地包括可由处理器子系统1002和该基站架构的其他组件寻址

以存储软件程序代码和数据结构的存储位置。处理器子系统1002和相关联的组件转而可以

包括处理元件和/或逻辑电路，其被配置为运行软件代码并对数据结构进行操作。操作系统

1016在功能上组织基站架构，操作系统1016的一部分通常驻留在存储器1004中并且由处理

器子系统1002运行。其他处理和存储器实现方式(包括各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可以被用

于存储和运行关于本文所介绍的技术的程序指令，这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明显的。

[0061] 上面所介绍的技术可以由可编程电路来实现，这些可编程电路由软件和/或固件

进行编程或配置，或者这些技术可以全部由专用硬连接电路或这些形式的组合来实现。这

样的专用电路(如果有)例如可以采用如下形式：一个或多个专用集成电路(ASIC)、可编程

逻辑设备(PLD)、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等。

[0062] 用于实现本文所介绍的技术的软件或固件可以被存储于机器可读存储介质上，并

且可以由一个或多个通用或专用可编程微处理器来运行。如本文使用的术语“机器可读介

质”包括可以存储可由机器(机器例如可以是计算机、网络设备、蜂窝电话、PDA、制造工具、

具有一个或多个处理器的任意设备等等)访问的形式的信息的任意机制。例如，机器可访问

介质可以包括可记录/不可记录介质(例如，只读存储器(ROM)；随机访问存储器(RAM)；磁盘

存储介质；光存储介质；闪存设备；等等)等。

[0063] 本文所使用的术语“逻辑”例如可包括专用硬连接电路、结合可编程电路的固件

和/或软件、或其组合。

[0064] 尽管本公开包括对具体示例实施例的引用，但应当认识到，权利要求不限于所描

述的实施例，而是可以在具有在所附权利要求的范围和精神内的修改和变更的情况下来实

施。因此，说明书和附图被认为是说明性而非限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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