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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交频分多址OFDMA帧包括256子载波有效

载荷。当有所述有效载荷被携带在下行链路传输

中时，所述256子载波有效载荷可由234个数据子

载波组成。当所述有效载荷被携带在上行链路传

输中时，所述256子载波有效载荷可由216个数据

子载波组成。此外，所述OFDMA帧可以包括一个或

多个资源单元RU。所述一个或多个RU的每一个可

由整数倍的26个数据子载波组成，或者由整数倍

的24个数据子载波及2个导频子载波组成。另一

个实施例的OFDMA帧包括基于符号的RU SRU，所

述SRU可包括整数倍的2个导频子载波以及整数

倍的24个数据子载波或者整数倍的26个数据子

载波。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7页  附图9页

CN 105850088 B

2019.06.21

CN
 1
05
85
00
88
 B



1.一种用于在无线网络中发送数据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发射机生成正交频分多址OFDMA帧，所述OFDMA帧包括256个子载波的有效载荷，所述

256个子载波的有效载荷由携带在一个或多个资源单元RU中的234个子载波和不包含在所

述一个或多个RU中的22个子载波组成，所述不包含在所述一个或多个RU中的22个子载波包

括空子载波、保留子载波，或其组合，所述一个或多个RU中的每一个由成倍的26个子载波组

成；以及

通过20兆赫MHz频率通道向至少一个接收机发送生成的所述OFDMA帧。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RU的每一倍的26个子载波由24个数

据子载波和2个导频子载波组成。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RU中的每一个由成倍的26个数据子

载波组成。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不包含在所述一个或多个资源单元的22个子载

波由8个保留子载波和14个空子载波组成，所述14个空子载波包括保护子载波和至少一个

直流DC子载波。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不包含在所述一个或多个RU中的22个子载波还

包括公共导频子载波。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不包含在所述一个或多个RU中的22个子载波由

8个公共导频子载波和14个空子载波组成，所述14个空子载波包括保护子载波和至少一个

直流DC子载波。

7.一种发射机，包括：

处理器；以及

存储有由所述处理器执行的指令的存储器，所述指令被所述处理器执行以实现以下操

作：

生成正交频分多址OFDMA帧，所述OFDMA帧包括256个子载波的有效载荷，所述256个子

载波的有效载荷由携带在一个或多个资源单元RU的234个子载波和不包含在所述一个或多

个RU的22个子载波组成，所述不包含在所述一个或多个RU的22个子载波包括空子载波、保

留子载波，或其组合，所述一个或多个RU中的每一个由成倍的26个子载波组成；以及

通过20兆赫MHz频率通道向至少一个接收机发送生成的所述OFDMA帧。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发射机，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RU的每一倍的26个子载波由24个

数据子载波和2个导频子载波组成。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发射机，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RU中的每一个由成倍的26个数据

子载波组成。

10.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发射机，其中，所述不包含在所述一个或多个资源单元的22个

子载波由8个保留子载波和14个空子载波组成，所述14个空子载波包括保护子载波和至少

一个直流DC子载波。

11.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发射机，其中，所述不包含在所述一个或多个RU中的22个子载

波还包括公共导频子载波。

12.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发射机，其中，所述不包含在所述一个或多个RU中的22个子载

波由8个公共导频子载波和14个空子载波组成，所述14个空子载波包括保护子载波和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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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直流DC子载波。

13.一种用于在无线网络中传送数据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发送机生成正交频分多址OFDMA帧，所述OFDMA帧包括由成倍的26个子载波组成的资源

单元RU，其中，每一倍的26个子载波由2个导频子载波和24个数据子载波组成；

发送机向至少一个接收机发送所述OFDMA帧。

14.如权利要求13的方法，其中，所述RU由2个导频子载波和24个数据子载波组成。

15.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RU由4个导频子载波和48个数据子载波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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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正交频分多址(OFDMA)资源分配的系统及方法

[0001] 本专利申请要求2014年06月12日提交的，名称为“用于下一代Wi-Fi网络中的

OFDMA子载波分配的系统及方法”的62/011,475号美国临时专利申请的权益，2014年07月03

日提交的，名称为“用于正交频分多址的系统及方法”的62/020 ,902号美国临时申请的权

益，以及2014年07月23日提交的，名称为“用于OFDMA资源分配的系统及方法”的62/028,208

号美国临时申请的权益，各篇申请在此通过引用如全部复制地并入本文。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无线通信系统及方法，并且在特定实施例中涉及用于正交频分多址

(OFDMA)资源分配的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3] 下一代无线局域网(WLAN)将被部署到高密度环境中，其中所述高密度环境包括在

同一地理区域中向大量移动站提供无线接入的多个接入点。随着移动设备被越来越多地用

于访问流视频(streaming  video)、手机游戏(mobile  gaming)以及其它服务，下一代无线

局域网还需要同时支持具有不同服务质量(QoS)需求的多种业务类型。电气与电子工程师

协会(IEEE)802 .11ax正在被开发以解决这些挑战，并且预计将提供高达四倍于IEEE 

802.1ac网络的吞吐量。

发明内容

[0004] 本公开的实施例描述了用于OFDMA资源分配的系统及方法，通过本公开的实施例，

技术优势大体上得以实现。

[0005] 根据一个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用于在无线网络中发送数据的方法。在这个示例中，

所述方法包括生成正交频分多址OFDMA帧，所述OFDMA帧包括256个子载波的有效载荷，所述

256个子载波的有效载荷由携带在一个或多个资源单元(RU)中的234个子载波和不包含在

所述一个或多个RU中的22个子载波组成。所述不包含在一个或多个RU中的22个子载波包括

公共导频子载波、空子载波、保留子载波，或其组合。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在20兆赫(MHz)的

频率通道向至少一个接收机发送生成的所述OFDMA帧。还一种提供了用于执行该方法的装

置。

[0006] 根据另一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用于在无线网络中传送调度信息的方法。在这个示

例中，所述方法包括发送携带有信号(SIG)字段和资源单元(RU)序列的正交频分多址

(OFDMA)帧。在所述OFDMA帧中的RU子集被分配给一个或多个站点(STA)。嵌入所述SIG字段

中的索引信息将分配给所述一个或多个STA的标识符(ID)与由OFDMA帧携带的所述RU序列

中的所述RU子集的起始或结束位置相关联。还一种提供了用于执行该方法的装置。

[0007] 根据另一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用于在无线网络中传送数据的方法。在这个示例中，

所述方法包括向至少一个接收机发送正交频分多址(OFDMA)帧。所述OFDMA帧包括由成倍的

26个子载波或者成倍的28个子载波组成的资源单元(RU)。还一种提供了用于执行该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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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

附图说明

[0008] 为了更完整地理解本发明及其优点，现结合附图并参照以下描述，其中：

[0009] 图1示出了实施例的无线网络的示意图；

[0010] 图2示出了用于256子载波有效载荷的实施例的子载波分配方案示意图；

[0011] 图3示出了用于OFDMA资源单元(RU)的实施例的子载波分配方案示意图；

[0012] 图4示出了用于下行链路OFDMA帧的256子载波有效载荷的实施例的子载波分配方

案的示意图；

[0013] 图5示出了用于上行链路OFDMA帧的256子载波有效载荷的实施例的子载波分配方

案的示意图；

[0014] 图6示出了针对不同RU大小的频谱效率的仿真结果；

[0015] 图7示出了实施例的RU索引方案的框图；

[0016] 图8示出了实施例的RU分配方案的示意图；

[0017] 图9示出了实施例的调度信息帧的示意图；

[0018] 图10示出了用于发送RU的实施例方法的流程图；

[0019] 图11示出了实施例的处理系统的框图；以及

[0020] 图12示出了实施例的收发机的框图。

[0021] 除非另有说明，相应的数字和符号在不同的图中通常指代相应的部分。所画附图

用于清楚地说明实施例的相关方面，并不必要按比例绘制。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对目前优选实施例的结构、制造和使用进行详细讨论。然而，应当理解，本

发明提供了许多适用的发明性概念可在多种特定背景下体现。所讨论的具体实施例仅示例

性地说明了制造和使用本发明的具体方式，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23] 本公开的各方面提供了用于在无线环境中使用的实施例帧格式，所述无线环境例

如IEEE  802.1ax网络。更具体地，实施例帧格式指定了OFDMA帧携带256个子载波的有效负

载，所述256个子载波的有效负载由携带在一个或多个资源单元(RU)中的234个子载波和不

包含在所述一个或多个RU中的22个子载波组成。所述不包含在RU中的22个子载波可包括公

共导频子载波、空子载波、保留子载波，或它们的组合。在一个示例中，不包含在RU中的22个

子载波由8个公共导频子载波和14个空子载波组成。在另一示例中，不包含在RU中的22个子

载波由8个保留子载波和14个空子载波组成。保护子载波被放置在RU之间以减轻干扰，而DC

子载波是空的子载波(例如，不携带数据/信息的子载波)，其被移动设备使用以定位OFDM频

带的中心。在一个实施例中，不包含在OFDMA帧的RU中的22个子载波由8个公共导频子载波

和14空子载波组成。在另一示例中，不包含在OFDMA帧的RU中的22个子载波由8个保留子载

波和14个空子载波组成。保留子载波是不包含在RU中但未被正式地指定为空子载波或导频

子载波的子载波。保留子载波可用于任何目的。值得注意的是，OFDMA帧中的RU通常可携带

数据子载波，所述数据子载波是传输有效载荷数据的子载波。在一个实施例中，OFDMA帧中

的每个RU由成倍的26个数据子载波(例如，26个数据子载波，52个数据子载波，78个数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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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波等)组成。此外，OFDMA帧中的RU也可携带单独的导频子载波。在一个实施例中，OFDMA中

的每个RU携带成倍的26个子载波，每一倍由2个导频子载波和24个数据子载波组成。携带在

RU中的单独的导频音可用于调整或估计该RU中携带的数据子载波的相位和/或频率参数。

例如，在携带有由不同移动设备发送的多个RU的上行链路OFDMA帧中，各RU中携带的导频子

载波可由服务接入点使用以执行对于上行链路OFDMA帧的残余载波频率偏移估计。残余载

波频率偏移补偿可包括基于携带在OFDMA传输中的专用导频来估计载波频率偏移。对于上

行链路(UL)OFDMA传输，残余载波频率偏移补偿可允许接入点基于携带在资源单元(RU)中

的导频来跟踪每个符号的相位。

[0024] 本公开的实施例还提供了基于符号的RU子载波分配方案，其中携带在OFDMA帧中

的RU由成倍的26个子载波或28个子载波组成。在一个实施例中，RU由成倍的26个子载波组

成，每一倍的26个子载波由24个数据子载波和2个导频子载波组成。在另一个实施例中，RU

由成倍的28个子载波组成，每一倍的28个子载波由26个数据子载波和2个导频子载波组成。

[0025] 本公开的各方面还提供了用于向接收OFDMA帧的移动设备传送RU分配的实施例技

术。更具体地，索引信息被嵌入在OFDMA帧的信号(SIG)字段中。索引信息将分配给单个站点

或站点组的ID与由OFDMA帧携带的RU序列中的被分配的RU子集的起始或结束位置相关联。

例如，索引信息可以指示分配给站点的RU子集中的首RU和/或尾RU，并且可允许站点一接收

到帧就能定位分配的RU子集。这些和其它细节将在下面进行更详细地描述。

[0026] 图1示出了用于传送数据的无线网络100。无线网络100包括具有覆盖区域101的接

入点(AP)110、多个移动设备120以及回程网络130。AP  110可包括任何能够，除其他之外，通

过与移动设备120建立上行链路连接(虚线)和/或下行链路连接(点状线)，来提供无线接入

的组件。例如，AP  110可为基站，增强型基站(eNB)，毫微微小区，Wi-Fi接入点，以及其它能

够给移动设备120提供无线接入的设备。移动设备120可包括任何能够与AP  110建立无线连

接能力的组件，(例如，移动台(STA)、用户设备(UE)、或其它具备无线能力的设备。回程网络

130可以是允许在AP  110与远端之间交换数据的任何组件或者组件的集合。在一些实施例

中，可能有多个这样的网络，和/或网络可能包括各种其它无线设备，例如继电器、低功率节

点等。

[0027] 图2为在20MHz频率通道上传送的OFDMA帧中的256子载波有效载荷200的实施例音

分配方案示意图。如图所示，256子载波有效载荷200包括携带在RU  210中的二百三十四个

子载波，和不包含在RU  210中的二十二个子载波。不包含在RU  210的二十二个子载波可包

括空子载波、导频子载波、保留子载波，或它们的组合。携带在256子载波有效载荷200中的

每个RU  210由成倍的26个子载波组成。在由图2提供的示例中，二百三十四个子载波被分成

九个RU  210，以使得每个RU由26个子载波组成(即，一倍的26个子载波)。然而，应该理解的

是，二百三十四个子载波可以被分成较少的RU。例如，二百三十四个子载波可被分成三个78

子载波RU。还应该理解的是，二百三十四个子载波可被不平均地分成RU  210，以使得256个

子载波的有效载荷200中至少有两个RU大小不同。在一个示例中，二百三十四子载波被分成

四个52子载波RU和一个26子载波RU。在另一示例中，二百三十四子载波分成两个104子载波

RU和一个26子载波RU。在又一示例中，所有的二百三十四子载波被分成单个RU。其它配置也

是可能的。还应该理解的是，不包含在RU  210中的二十二个子载波220可以被设置在256子

载波有效载荷200中的任何位置，或任何一组位置。例如，二十二个子载波220中的每一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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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256子载波有效载荷200的连续部分，例如，在256子载波有效载荷的中间、顶部或底部。

作为另一个示例，二十二子载波220可在256子载波有效荷载200中均匀地或不均匀地分布，

例如，在各RU  220之间等。

[0028] 图3示出了用于OFDMA资源单元(RU)300的实施例子载波分配方案示意图。如图所

示，RU  300在频域中由成倍的26个子载波(N*26子载波)组成(其中，N≥1)。RU  300可在时域

跨越任意数量个符号(M个符号)(其中，M≥1)。在一个示例中，RU  300在时域跨越8个符号。

在一些实施例中，RU  300中每一倍的26个子载波完全由数据子载波组成。在其它实施例中，

RU  300中每一倍的26个子载波由导频和数据子载波组成，例如，一个导频和25个数据子载

波，两个导频和24个数据子载波等。在这样的实施例中，导频子载波可被用于相位跟踪。

[0029] 图4示出了在20MHz频率通道上传送的OFDMA帧中的256子载波有效载荷400的示例

性子载波分配方案示意图。如图所示，256子载波有效载荷400包括携带在RU  410中的二百

三十四个子载波，8个公共导频子载波422和14个空子载波426。公共导频子载波422和空子

载波426不包含在RU  410中。在一个示例中，14个空子载波426由13个保护子载波和1个DC子

载波组成。在一个示例中，14个空子载波426包括多个DC子载波和12个或更少的保护子载

波。每个RU  410由成倍的26个数据子载波组成。在一个实施例中，256子载波有效载荷400被

携带在下行链路OFDMA帧中。

[0030] 图5示出了在20MHz频率通道上传送的上行链路OFDMA帧中的256子载波有效载荷

500的示例性子载波分配方案示意图。如图所示，256子载波有效载荷500包括携带在RU  510

中的二百三十四个子载波，8个保留子载波522、和14个空子载波526。保留子载波522和空子

载波526不包含在RU  510中。在一个示例中，14个空子载波526由13个保护子载波和1个DC子

载波组成。在其它示例中，14个空子载波526由多个DC子载波和少于13个保护子载波组成，

例如，2个DC子载波+12个保护子载波，3个DC子载波+11个保护子载波等。每个的RU  510由成

倍的26个子载波组成，每一倍的26个子载波由导频子载波和数据子载波组成。在如图5所示

的示例中，一个给定的RU  510中每一倍的26个子载波由两个导频子载波和二十四个数据子

载波(2个导频+24个数据子载波)组成。应当理解的是，其它配置也是可能的，例如，1个导频

+25个数据子载波，3个导频+23个数据子载波等。在如图5所示的示例中，8个保留子载波522

被均匀地分布在256子载波有效载荷500中。在这样的示例中，保留子载波500可作为该上行

链路OFDMA帧中的各RU之间的保护频带。应当理解的是，8个保留子载波522可以有差异地

(例如，不均匀地)分布在256子载波有效载荷500中，并且两个或更多个保留子载波522可位

于256子载波有效载荷500的连续部分。还应该理解的是，保留子载波522可用于其它目的。

在一个实施例中，256子载波有效载荷500携带在上行链路OFDMA帧中。

[0031] 图6示出了不同大小的资源单元(resource  units，RU)的频谱效率仿真结果。进行

仿真用以评估在不同的IEEE  802.11非视距(non-line-of-sight，NLOS)通道模型上传送的

OFDMA帧中所携带的资源单元的大小如何影响频谱效率。在这个示例中，在IEEE  802.11B，

C，D，E以及F  NLOS通道条件下进行了仿真，其具有变化的rms延迟扩展。如图所示，在RU从10

^3KHz增加到10^4KHz时，对于所有的通道条件，频谱效率开始大幅降低。

[0032] 图7示出了实施例RU索引方案700的框图。如图所示，RU索引方案700在时域(例如，

OFDMA符号)和频域(例如，子载波)中包括子载波组715，720，725，730。更具体地，每个子载

波组715，720，725，730包括具有索引信息的RU组，所述索引信息包括在时域中与该RU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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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的序列号。嵌入OFDMA帧中的RU的数目取决于OFDMA符号的数目(k)和子载波的数目

(n)。在一个实施例中，索引号顺序地分配给位于不同子载波组的各RU。例如，索引号被顺序

地从子载波组715中的第一个RU(例如，RU1)分配到子载波组730中的最后一个RU(例如，

RU4j)。在另一个实施例中，索引号被顺序地分配给位于相同子载波组的各RU。例如，索引号

被顺序地在相同子载波组715中从RU1分配到RUj。

[0033] 图8示出了实施例RU分配方案800的示意图。如图所示，RU分配方案800将部分子载

波组(SCG)805，810，815，820分配给多个用户。SCG  805中的不同RU组被分配给第一用户(用

户-1)和第二用户(用户-2)。SCG  810中的所有RU被分配给第三用户(用户-3)。SCG  815中的

不同RU组被分配给第四用户(用户-4)和第五用户(用户-5)，SCG  815中的一些RU携带有不

分配给任何用户的填充比特(例如，空RU)。SCG  820中的所有RU被分配给第六用户(用户-

6)。具体地，位于不同SCG中的各RU组不分配给同一用户。在一些实施例中，单个用户可被分

配子载波组中的任意个RU。例如，图8所示出的示例，SCH  820中的所有RU被分配给一个用户

(即，用户6)。在其它实施例中，分配方案可能会限制可以分配给单个用户的RU数目。在一个

实施例中，分配方案规定分配给单个用户的RU不超过两个。

[0034] 图9示出了用于嵌入OFDM帧的信号(SIG)字段的索引信息900示意图。如图所示，调

度信息900包括标识符(ID)字段905，RU起始索引910，以及RU结束索引915。ID字段905可指

定分配给单个站点的ID(例如，PAID)或分配给一组站点的ID(例如，组ID(Group  ID

(GrpID))。RU起始索引910可指定由ID字段905标识的分配给所述站点或所述一组站点的RU

组中的起始位置(首RU)。RU结束索引915可指定分配给所述站点或所述一组站点的RU组中

的结束位置(尾RU)，所述RU组可包括两个或更多RU。RU组中首RU可在RU组中的所有其它RU

之前(例如，被放置在所有其他RU的前面)。同样地，RU组中的尾RU可在RU组中的所有其它RU

之后(例如，被放置在所有RU的后面)。

[0035] 图10示出了用于发送RU的实施例方法1000的流程图。如图所示，方法1000起始于

步骤1010，其中，发送机生成OFDMA帧，所述OFDMA帧包括由携带在一个或多个资源单元(RU)

中的二百三十四个子载波和不包含在所述一个或多个RU中的22个子载波组成的256子载波

有效载荷。所述不包含在一个或多个RU中的22个子载波可由8个公共导频子载波和14个空

子载波，或者，由8个保留子载波和14个空子载波组成。14个空子载波可由保护子载波和至

少一个直流(DC)子载波组成。在一个实施例中，OFDMA帧是下行链路OFDMA帧，并且256子载

波有效载荷包括8个导频子载波，14个空子载波以及一个或多个RU，每个RU包括整数倍的26

个子载波。在这样的实施例中，整数倍的26个子载波包括向一个或多个STA携带数据的整数

倍的26个数据子载波或者整数倍的24个数据子载波以及2个导频子载波。在另一个实施例

中，OFDMA帧是上行链路OFDMA帧，256子载波有效载荷包括8个保留子载波，14个空子载波，

以及一个或多个RU，每个RU包括整数倍的26个子载波。在这样的实施例中，整数倍的26个子

载波包括向一个或多个STA携带数据的整数倍的24个数据子载波以及2个导频子载波。随

后，方法1000进行到步骤1020，其中，发送机向至少一个接收机发送包含有一个或多个RU的

OFDMA帧。

[0036] 在一个实施例中，资源单元(RU)由成倍的26个子载波组成，每一倍的26个子载波

由2个导频子载波和24个数据子载波组成。例如，RU可由2个导频子载波和24个数据子载波

组成；由4个导频子载波和48个数据子载波组成；由6个导频子载波和96个数据子载波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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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8个导频子载波和192个数据子载波组成；或者，由16个导频子载波和384个数据子载波组

成。在另一个实施例中，RU由成倍的28个子载波组成，每一倍的28个子载波由2个导频子载

波和26个数据子载波组成。例如，该RU可由2个导频子载波和26个数据子载波组成；由4个导

频子载波和52个数据组成；由4个导频子载波和104个数据子载波组成；由8个导频子载波和

208个数据子载波组成；或者，由16个导频子载波和416个数据子载波组成。其它组合也是可

能的。

[0037] 图11示出了用于执行本文所描述的方法的实施例的处理系统1100的框图，其可以

安装在主机设备上。如图所示，处理系统1100包括处理器1104，存储器1106，以及接口1110-

1114，其可以(也可以不)如图11所示设置。处理器1104可为适于执行计算和/或其它处理相

关任务的任何组件或组件的集合，并且存储器1106可为适于存储由处理器1104执行的程序

和/或指令的任何组件或组件的集合。在一个实施例中，存储器1106包括非临时性计算机可

读介质。接口1110、1112、1114可为允许处理系统1100与其它设备/元件和/或用户通信的任

何组件或组件的集合。例如，一个或多个接口1110、1112、1114可适应于将数据、控制或管理

消息从处理器1104传送到安装在主机设备和/或远程设备上的应用。作为另一示例，一个或

多个接口1110、1112、1114可适于允许用户或用户设备(例如，个人计算机(PC)等)与处理系

统1100进行交互/通信。处理系统1100可包括图11中未示出的额外组件，如长期储存(例如，

非易失性存储器等)。

[0038] 在一些实施例中，处理系统1100被包括在网络设备中，其中所述网络设备接入电

信网络，或者是电信网络的一部分。在一个示例中，处理系统1100是在无线或有线电信网络

中的网络侧设备中，例如，基站、中继站、调度器、控制器、网关、路由器、应用服务器，或电信

网络中的任何其它设备。在其它实施例中，处理系统1100是在接入无线或有线电信网络的

用户侧设备中，例如，移动站、用户设备(UE)、个人计算机(PC)、手写板、可穿戴的通信设备

(例如，智能手表等)，或适于接入电信网络任何其它设备。

[0039] 在一些实施例中，一个或多个接口1110、1112、1114将处理系统1100与适用于在电

信网络中发送和接收信令的收发机连接。图12示出了适于在电信网络中发送和接收信令的

收发机1200的框图。收发机1200可以被安装在主机设备上。如图所示，收发机1200包括网络

侧接口1202、耦合器1204、发送机1206、接收机1208、信号处理器1210，以及设备侧接口

1212。网络侧接口1202可包括适合于在无线或有线电信网络上发送或接收信令的任何组件

或组件的集合。耦合器1204可包括适于促进在网络侧接口1202上双向通信的任何组件或组

件的集合。发送机1206可包括适于将基带信号转换成适合于在网络侧接口1202上传输的调

制载波信号的任何组件或组件的集合(例如，上变频器，功率放大器等)。接收机1208可以包

括适于将通过网络侧接口1202接收到的载波信号转换为基带信号任何组件或组件的集合

(例如，下变换器，低噪音放大器等)。信号处理器1210可包括适于将基带信号转换为适合于

在设备侧接口1212上通信的数据信号或反之亦然的任何组件或组件的集合。设备端接口

1212可包括适于在信号处理器1210与主机设备内的组件(例如，处理系统600、局域网(LAN)

端口，等)之间传送数据信号的任何组件或组件的集合。

[0040] 收发机1200可在任何类型的通信介质上接收和发送信令。在一些实施例中，收发

机1200在无线介质上发送和接收信令。例如，收发机1200可为适于根据无线电信协议，如，

蜂窝协议(例如，长期演进(LTE)等)、无线局域网络(WLAN)协议(例如，Wi-Fi等)、或任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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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类型的无线协议(例如，蓝牙、近场通信(NFC)等)通信。在这样的实施例中，网络侧接口

1202包括一个或多个天线/辐射元件。例如，网络侧接口1202可包括单个天线、多个分离的

天线，或者用于多层通信，例如，单输入多输出(SIMO)，多输入单输出(MISO)，多输入多输出

(MIMO)等的多天线阵列。在其它实施例中，收发机1200在有线介质上，例如，双绞线、同轴电

缆、光纤等发送和接收信令。特定的处理系统和/或收发机可利用示出所有组件，或仅组件

的子集，并且集成度因设备而异。

[0041] 下列参考文献与本申请的主题有关。每篇文献在此通过引用并入本文：[1]2014年

04月02日提交的，名称为“用于OFDM(A)算法的IFFT模块的UL  OFDMA帧格式以及输入/输出

配置(UL  OFDMA  Frame  Format  and  Input/Output  Configuration  for  IFFT  module  for 

OFDM(A)Numerologies)”的61/974,282号美国临时专利申请；[2]2014年05月21日提交的，

名称为“用于利用子载波交织的长训练字段中未使用子载波的系统及方法(System  and 

Method  for  Utilizing  Unused  Tones  in  Tone-Interleaved  Long  Training  Field)”的

62/001,394号美国临时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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