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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 明实施例 公开 了一种用户设备 的切换方法 、基站 、用户设备和切换系统 ，能够将上行信号功率受 限的用
户设备及 时切换 ，保证用户设备正常通信 。具体方案为 ：基站获知存在邻频干扰 的情况后 ，向基站覆盖范 围
内的用户设备发送第一下行消息，第一下行消息用于指示基站覆盖范 围内的用户设备降低发送功率 ；基站接
收到第一用户设备根据第一下行消息降低 功率后发送 的信号 ，第一用户设备为根据第一下行消息降低功率后
通信正常 的用户设备 ；基站根据 巳知 的其覆盖范 围内用户设备与第一用户设备确 定第二用户设备 ，第二用户
设备指基站覆盖范 围内上行信号功率受限的用户设备 ；基站对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 。本发 明实施例适用于
通信技术领域 。



一种用户 殳备的切换方法、基站、用户设备和切换系统

本 申请要 求 于 2012 年 08 月 27 日提 交 中国专利局 、 申请 号为

201210307653.5 、发明名称为"一种用户设备的切换方法、基站、用户设备

和切换 系统"的中国专利申请的优先权 ，其全部 内容通过引用结合在本申请

中。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通信技 术领域 ，尤其 涉及一种用户设备 的切换 方法 、

基站 、用户设备 和切换 系统 。

背景技术

目前频谱使用是 固定分配的，TV 业务使用 800MHz 以下数百兆传播特

性好、覆盖优势大的频谱，但是在这段频谱中有大量未被充分使用的频段。

为了更好的提 高频谱利用率，现有的移动通信 系统利用认知无线电技术感

知无线通信环境 ，动态的检测和有效地接入空闲的无线电频段 ，如接入到

固定分配给电视业务的空白频段。

但是，在接入到电视业务的空白频段时，当 TV 信号在邻频出现的时候，

联邦通讯委员会 (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 ) 规定基站的

发送功率可以保持不变，但用户设备的最大发送功率需要从 20dBm 下降到

16dBm, 从而导致基站无法接收到部分用户设备发送的上行消息。

发明内容

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用户设备的切换方法、基站、用户设备和切

换 系统，能够将上行信号功率受限的用户设备进行及时的切换 ，保证用户

设备正常通信。



为达到上述 目的，本发 明的实施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第一方面，本发 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用户设备切换方法，该方法包括：

基站获知存在邻频干扰 的情况后 ，向所述基站覆盖 范围内的用户设备发送

第一下行 消息，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用于指示所述基站覆盖 范围内的所述用

户设备 降低发送功率；

所述基站接 收到第一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降低功率后发送

的信号 ，所述信号携 带有所述第一用户设备 的标识 ，所述第一用户设备 为

根据所述第一下行消息降低功率后通信正常的用户设备 ；

所述基站根据 已知 的其覆盖 范围内所述用户设备 与所述第一用户设备

确定第二用户设备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指发送所述基站未接 收到的所述信

号的用户设备 ，即所述基站覆盖范围内上行信号功率受限的用户设备 ；

所述基站对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 。

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根据第一方面，基站获知存在邻频干扰

的情况后 ，该方法还 包括：

所述基站向频谱管理 实体或数据库发送频点 申请 消息；

所述基站接收所述频谱管理 实体或数据库发送的反馈结果；

所述基站根据所述反馈 结果确定是否有可用频点；

若所述基站根据所述反馈 结果确定有可用频点 ，则所述基站切换到所

述任一可用频点 ，同时将所有用户设备切换到相 同的频点；

若所述基站根据所述反馈 结果确定无可用频点 ，则向用户设备发送第

一下行 消息，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用于指示所述基站覆盖 范围内的所述用户

设备 降低发送功率。

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结合第一方面或者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

式，基站获知存在邻频干扰 的情况后 ，该方法还 包括：

所述基站确定是否有可用的载波进行切换 ；

若所述基站确定有可用的载 波进行切换 ，则基站切换到所述任一可用



载波，并 同时将所有用户设备切换到相 同的载波；

若所述基站确定没有可用的载波进行切换 ，则向用户设备发送第一下

行 消息，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用于指示所述基站覆盖 范围内的所述用户设备

降低发送功率。

在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结合第一方面或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或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所述基站对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具体 包

括：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入到无线链路 失败状 态前 ，所述基站向所述第二

用户设备发送第二下行 消息，所述无线链路 失败状 态指所述用户设备 与所

述基站通信 失败的状 态，所述第二下行 消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增

大发送功率；

所述基站向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发送切换 测量消息，以使得所述第二用

户设备对相邻小区进行测量；

所述基站接 收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发送的对相邻 小区进行测量的测量报

告并根据所述测量报告确定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 的 目标小区；

所述基站向所述 目标小区发送切换请 求消息，请 求所述第二用户设备

切换到所述 目标小区；

所述基站接收所述 目标小区的切换请 求反馈 消息；

所述基站向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发送切换命令 ，以使得所述第二用户设

备和所述 目标小区建立连接 。

在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结合第一方面或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或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或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所述基站对所述第二

用户设备进行切换具体 包括：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入到所述无线链路 失败状 态前 ，所述基站向所述

第二用户设备发送第二下行 消息，所述第二下行 消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二用

户设备增 大发送功率；



所述基站向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发送切换 测量消息，以使得所述第二用

户设备对所述载波进行测量；

所述基站接 收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对所述载波进行测量后发送的反馈 消

息；

所述基站根据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对所述载波进行测量后发送的反馈 消

息，确定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 的 目标载波；

所述基站向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发送载波切换 消息，所述载波切换 消息

携带有 目标载波信 息，以使得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切换到所述 目标载波。

第二方面，本发 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用户设备切换方法，该方法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接 收所述基站发送的第一下行 消息，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

用于指示所述基站覆盖 范围内的所述用户设备 降低发送功率；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进行配置 ，降低所述用户设备 的

发送功率；

所述用户设备 向所述基站发送信号 ，所述信号携 带有所述用户设备 的

标识 ；以使得所述基站接 收第一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降低功率

后发送的信号 ，所述信号携 带有所述第一用户设备 的标识 ，所述第一用户

设备 为根据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降低功率后通信正常的用户设备 ；并且 ，所

述基站根据 已知 的其覆盖 范围内所述用户设备 与所述第一用户设备确定第

二用户设备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指发送所述基站未接 收到的所述信号的用

户设备 ，即所述基站覆盖范围内上行信号功率受限的用户设备 ；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 。

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结合第二方面，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

切换具体 包括：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接 收所述基站发送的切换测量消息，所述切换测量

消息配置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对相邻小区进行测量；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对所述相邻 小区进行测量；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 向所述基 站发送对所述相邻 小区进行测量的测量报

告 ，以使得所述基站根据所述测量报告确定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 的

目标小区；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切换命令 ；

根据所述切换命令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 与所述 目标小区建立连接 。

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结合第二方面或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具体 包括 ：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接 收所述基站发送的切换测量消息，所述切换测量

消息配置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对所述基站的载波进行测量；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对载波进行测量 ，并向所述基站发送对所述基站 的

载波进行测量的反馈 消息，以 使 得所述基站根据所述反馈 消息确定所述第

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 的 目标载波；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接 收所述基站发送的载波切换 消息，所述载波切换

消息携带有 目标载波信 息；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根据所述载波切换 消息切换到所述 目标载波。

在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结合第二方面或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或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该方法还 包括：

若所述用户设备被所述基站确定为第二用户设备 ，在所述第二用户设

备进入无线链路 失败状 态前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 。

第三方面，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基站 ，所述基站 包括：发送单元 ，

接收单元 ，第一确定单元和切换单元 ；

所述发送单元 ，用于若所述基站获知存在邻频干扰 的情况后 ，向所述

基站覆盖 范围内的所述用户设备发送第一下行 消息，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用

于指示所述用户设备 降低发送功率；

所述接 收单元 ，用于接 收第一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降低 功

率后发送的信号 ，所述信号携 带有所述第一用户设备 的标识 ，所述第一用



户设备为根据所述第一下行消息降低功率后通信正常的用户设备 ；

所述第一确定单元 ，用于根据 已知 的基 站覆盖 范围内所述用户设备 与

所述第一用户设备确定第二用户设备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指发送所述基站

未接 收到的所述信号的用户设备 ，即所述基站覆盖 范围内上行信号功率受

限的用户设备 ；

所述切换单元 ，用于对所述第一确定单元确定的所述第二用户设备 进

行切换 。

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结合第三方面，所述发送单元 ，还用于

在所述基站获知存在邻频干扰 的情况后 ，向频谱管理 实体或数据库发送频

点 申请 消息；

所述接 收单元 ，还用于接 收所述频谱管理 实体或数据库发送的反馈 结

果；

所述基站还 包括判断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反馈 结果确定是否有可用频

点；

所述发送单元 ，用于若所述判断单元根据所述反馈 结果确定无可用频

点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第一下行 消息，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用于指示所述

基站覆盖 范围内的所述用户设备 降低发送功率；

所述切换单元 ，用于若所述判断单元根据所述反馈 结果确定有可用频

点 ，将所述基站切换到所述任一可用频点 ，同时将所述用户设备切换到相

同的频点。

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结合第三方面或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基站还 包括第二确定单元 ，用于在所述基站获知存在邻频干扰 的

情况后 ，确定是否有可用的载波进行切换 ；

若所述第二确定单元确定有可用的载波进行切换 ，则切换单元将所述

基站切换到所述任一可用载波，同时所述用户设备切换到相 同的载波；

所述发送单元具体用于：



若所述第二确定单元确定没有可用的载 波进行切换 ，则向所述用户设

备发送第一下行 消息，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用于指示所述基站覆盖 范围内的

所述用户设备 降低发送功率。

第四方面，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用户设备 ，所述用户设备 包括 ：

接收单元 ，发送单元 ，功率调整单元和切换单元 ；

所述接 收单元 ，用于接 收所述基站发送 的第一下行 消息，所述第一下

行消息用于指示所述基站覆盖 范围内的所述用户设备 降低发送功率；

所述功率调整单元用于根据所述接 收单元接 收到的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

进行配置 ，降低所述用户设备 的发送功率；

所述发送单元 ，用于所述功率调整单元根据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进行 配

置 ，降低所述用户设备 的发送功率后 ，向所述基站发送信号 ，所述信号携

带有所述用户设备 的标识；

所述切换单元 ，用于对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 。

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结合第四方面，所述切换单元具体用于：

接 收所述基站发送的切换测量消息，根据所述切换测量消息配置并对

相邻小区进行测量；

向所述基站发送对所述相邻 小区进行测量的测量报告 ，以使得所述基

站根据所述测量报告确定切换 的 目标小区；

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切换命令 ；

根据所述切换命令建立与所述 目标小区的连接 。

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结合第四方面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

所述切换单元具体用于：

接 收所述基站发送的切换测量消息，所述切换测量消息配置所述第二

用户设备对所述基站的载波进行测量；

对载波进行测量 ，并向所述基站发送对所述基站的载波进行测量的反

馈 消息，以使得所述基站根据所述反馈 消息确定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



换 的 目标载波；

接 收所述基站发送的载波切换 消息，所述载波切换 消息携 带有 目标载

波信 息；

根据所述载波切换 消息切换到所述 目标载波。

第五方面，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切换 系统 ，该 系统 包括 ：第三方

面所述的基站和第四方面所述的用户设备 。

本发 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用户设备 的切换方法、基站 、用户设备和切

换 系统 ，该方法 包括 当基站获知存在邻频干扰 的情况后 ，向所述基站覆盖

范围内的用户设备发送第一下行 消息，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用于指示所述基

站覆盖 范围内的所述用户设备 降低发送功率 。根据 未接 收到的所述用户设

备发送的所述信号 ，所述基站确定所述基站覆盖 范围内上行信号功率受限

的用户设备 。然后所述基站向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发送第二下行 消息，所述

第二下行 消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增 大发送功率 ，用于对所述第二

用户设备进行切换 。这样所述基站基 于降低所述用户设备 的发送功率的方

式，确定所述基站覆盖 范围内的上行信 号功率受限的用户设备 ，然后对上

行信号功率受限的用户设备及 时进行切换 ，从 而可 以保证用户设备 的正常

通信 。

附图说 明

为 了更清楚地说 明本发 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 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

实施例或现有技术描述 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 筒单地介绍 ，显 而易见地 ，

下面描述 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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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用户设备 的切换方法流程 图；



图 2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另一种用户设备的切换方法流程图；

图 3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基站的结构示意图；

图 4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用户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图 5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又一种用户设备的切换方法流程图；

图 6 为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的一种用户设备的切换方法流程图；

图 7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另一种基站结构示意图；

图 8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又一种基站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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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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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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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频谱使用是固定分配的，TV 业务使用 800MHz 以下数百兆传播特

性好、覆盖优势大的频谱，但是在这段频谱中有大量未被充分使用的频段 ,

即空白频段。现有移动通信系统利用认知无线电技术感知无线通信环境，

可 以动态的检测和有效地接入电视业务的空白频段。但是，按照 FCC 规定，

若移动通信系统接入 TV 业务的空白频段为主用户信号，TV 信号在邻频出

现时，为了避免对邻频的 TV 信号造成干扰，基站覆盖范围内所有用户设备

的最大发送功率需要从 20dBm 下降到 16dBm 。

实施例一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用户设备的切换方法，该方法应用于移动通

信系统的基站，该移动通信系统 可 以是任何蜂窝移动通信系统，例如 LTE

( Long Term Evolution, 长期演进技术 ； 、GSM ( Global System of Mobile



communications, 全 球 移 动 通 信 系 统 ) 、 UMTS ( 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 通用移动通信系统 ）等。如图 1所示，该方法

包括：

101、基站获知存在邻频干扰的情况后，向所述基站覆盖范围内的所述

用户设备发送第一下行消息，所述第一下行消息用于指示所述基站覆盖范

围内的所述用户设备降低发送功率。

其中，邻频干扰是指邻近小区中存在与本小区工作信道相邻的信道，

当相邻信道中有信号出现时引起的相邻频道干扰的情况。基站通过 自身感

知、测量获知存在邻频干扰的情况，或者接收其他设备感知、测量的邻频

干扰的消息，也可以是数据库在邻频干扰情况出现前通知基站。

对于 LTE 系统来说，所述基站具体可以是 eNB , 若所述 eNB 获取存在

邻频干扰情况后，所述 eNB 具体向所有处于 RRC 连接态的用户设备发送第

一下行消息，所述第一下行消息携带用户设备的 RRC IE P-Max 的值，如：

P-Max= 16dBm , 所述用户设备配置该 RRC IE P-Max 的值，根据该 RRC IE

P-Max 的值调整 自身的发送功率。

102、所述基站接收到第一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第一下行消息降低功率后

发送的信号，所述信号携带有所述第一用户设备的标识，所述第一用户设

备为根据所述第一下行消息降低功率后通信正常的用户设备。

在所述用户设备接收到所述基站发送的第一下行消息后，根据所述第

一下行消息降低 自身的发送功率 。随后，所述用户设备向基站发送的信号

中都带有所述用户设备的标识。所述用户设备的标识可以是小区无线网络

临时标识 （Cell Radio Network Temporary Identifier, C-RNTI )、国际移动设

备子只另l码 ( International Mobile Equipment Identification Number, IMEI )、网

络之间互连的协议 ( Internet Protocol, IP ) 等，在此不作具体限定。

103、所述基站根据 已知的其覆盖范围内所述用户设备与所述第一用户

设备确定第二用户设备，所述第二用户设备指发送所述基站未接收到的所



述信号的用户设备，即所述基站覆盖范围内上行信号功率受限的用户设备。

假设所述基站已知其覆盖范围内有 M 个连接态的所述用户设备，所述

基站在预设的一段时间内接收到了 N ( N<=M ) 个所述用户设备的信号，所

述信号携带有所述用户设备的标识，则可以确定没有收到其余 （M-N ) 个

用户设备发送的信号，那么其余 （M-N ) 个用户设备被确定为上行信号功

率受限的用户设备，即所述第二用户设备。

104、所述基站对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用户设备的切换方法，如图 2 所示，该方

法包括：

201、所述用户设备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第一下行消息，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用于指示所述基站覆盖范围内的所述用户设备降低发送功率。

其中，邻频干扰是指邻近小区中存在与本小区工作信道相邻的信道，

当相邻信道中有信号出现时引起的相邻频道干扰的情况。基站通过 自身感

知、测量获知存在邻频干扰的情况，或者接收其他设备感知、测量的邻频

干扰的消息，也可以是数据库在邻频干扰情况出现前通知基站。

对于 LTE 系统来说，所述基站具体可以是 eNB , 若所述 eNB 获取存在

邻频干扰情况后，所述 eNB 具体向所有处于 RRC 连接态的用户设备发送第

一下行消息，所述第一下行消息携带用户设备的 RRC IE P-Max 的值，如：

P-Max= 16dBm 。

202、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第一下行消息进行配置，降低所述用户设

备的发送功率。

所述用户设备接收到所述第一下行消息后，配置所述 RRC IE P-Max 的

值，根据所述 RRC IE P-Max 的值调整 自身发送功率。

203、所述用户设备向所述基站发送信号，所述信号携带有所述用户设

备的标识；以使得所述基站接收第一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第一下行消息降低

功率后发送的信号，所述信号携带有所述第一用户设备的标识，所述第一



用户设备为根据所述第一下行消息降低功率后通信正常的用户设备；并且，

所述基站根据 已知的其覆盖范围内所述用户设备与所述第一用户设备确定

第二用户设备，所述第二用户设备指发送所述基站未接收到的所述信号的

用户设备，即所述基站覆盖范围内上行信号功率受限的用户设备。

在所述用户设备接收到所述基站发送的第一下行消息后，根据所述第

一下行消息降低 自身的发送功率 。随后，所述用户设备向基站发送的信号

中都带有所述用户设备的标识。所述用户设备的标识可以是小区无线网络

临时标识 （Cell Radio Network Temporary Identifier, C-RNTI )、国际移动设

备子只另l码 ( International Mobile Equipment Identification Number, IMEI )、网

络之间互连的协议 ( Internet Protocol, IP ) 等，在此不作具体限定。

假设所述基站已知其覆盖范围内有 M 个连接态的所述用户设备，所述

基站在预设的一段时间内接收到了 N ( N<=M ) 个所述用户设备的信号，所

述信号携带有所述用户设备的标识，则可以确定没有收到其余 （M-N ) 个

用户设备发送的信号，那么该其余 （M-N ) 个用户设备被确定为上行信号

功率受限的用户设备，即所述第二用户设备。

204、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基站 30, 如图 3 所示，包括：发送单元 31 ,

接收单元 32, 第一确定单元 33 和切换单元 34。

所述发送单元 31 , 用于若所述基站获知存在邻频干扰的情况后，向所

述基站 30 覆盖范围内的所述用户设备发送第一下行消息，所述第一下行消

息用于指示所述基站 30 覆盖范围内的所述用户设备降低发送功率。

其中，邻频干扰是指邻近小区中存在与本小区工作信道相邻的信道，

当相邻信道中有信号出现时引起的相邻频道干扰的情况。基站 30 通过 自身

感知、测量获知存在邻频干扰的情况，或者接收其他设备感知、测量的邻

频干扰的消息，也可以是数据库在邻频干扰情况出现前通知基站 30。

对于 LTE 系统来说，所述基站 30 具体可以是 eNB , 若所述 eNB 获取



存在邻频干扰情况后，所述发送单元 31 向所有处于 RRC 连接态的用户设

备发送第一下行消息，所述第一下行消息携带用户设备的 RRC IE P-Max 的

值，如：P-Max= 16dBm , 所述用户设备配置该 RRC IE P-Max 的值，根据

该 RRC IE P-Max 的值调整 自身的发送功率。

所述接收单元 32, 用于接收第一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第一下行消息降低

功率后发送的信号，所述信号携带有所述第一用户设备的标识，所述第一

用户设备为根据所述第一下行消息降低功率后通信正常的用户设备。

在所述用户设备接收到所述基站 30 发送的第一下行消息后，根据所述

第一下行消息降低 自身的发送功率 。随后，所述用户设备向基站 30 发送

的信号中都带有所述用户设备的标识。所述用户设备的标识可以是小区无

线网络临时标识 （Cell Radio Network Temporary Identifier, C-RNTI )、国际

移动设备识另l码 ( International Mobile Equipment Identification Number ,

IMEI )、网络之间互连的协议 （Internet Protocol , IP ) 等，在此不作具体限

定。

所述第一确定单元 33 , 用于根据 已知的基站 30 覆盖范围内所述用户设

备与所述第一用户设备确定第二用户设备，所述第二用户设备指发送所述

基站 30 未接收到的所述信号的用户设备，即所述基站覆盖范围内上行信号

功率受限的用户设备。

假设所述基站 30 已知其覆盖范围内有 M 个连接态的所述用户设备，所

述接收单元 32 在预设的一段时间内接收到了 N ( N<=M ) 个所述用户设备

的信号，所述信号携带有所述用户设备的标识，则可以确定没有收到其余

( M-N )个用户设备发送的信号，那么所述第一确定单元 33 确定其余（M-N )

个用户设备为上行信号功率受限的用户设备，即所述第二用户设备。

所述切换单元 34, 用于对所述第一确定单元 33 确定的所述第二用户设

备进行切换。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用户设备 40, 如图 4 所示包括： 接收单元



4 1 , 发送单元 42, 功率调整单元 43 和切换单元 44。

所述接收单元 4 1 , 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第一下行消息，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用于指示所述基站覆盖范围内的所述用户设备 40 降低发送功率。

其中，邻频干扰是指邻近小区中存在与本小区工作信道相邻的信道，

当相邻信道中有信号出现时引起的相邻频道干扰的情况。基站通过 自身感

知、测量获知存在邻频干扰的情况，或者接收其他设备感知、测量的邻频

干扰的消息，也可以是数据库在邻频干扰情况出现前通知基站。

对于 LTE 系统来说，所述基站具体可以是 eNB , 若所述 eNB 获取存在

邻频干扰情况后，所述 eNB 具体向所有处于 RRC 连接态的用户设备 40 发

送第一下行消息，所述第一下行消息携带用户设备 40 的 RRC IE P-Max 的

值，如：P-Max= 16dBm 。

所述功率调整单元 43 , 用于根据所述接收单元 4 1接收到的所述第一下

行消息进行配置，降低所述用户设备 40 的发送功率。

所述用第二接受单元 4 1接收到所述第一下行消息后，所述功率调整单

元 43 配置所述 RRC IE P-Max 的值，根据所述 RRC IE P-Max 的值调整 自身

发送功率。

所述发送单元 42, 用于所述功率调整单元 43 根据所述第一下行消息进

行配置，降低所述用户设备 40 的发送功率后，向所述基站发送信号，所述

信号携带有所述用户设备 40 的标识；以使得所述基站接收第一用户设备根

据所述第一下行消息降低功率后发送的信号，所述信号携带有所述第一用

户设备的标识，所述第一用户设备为根据所述第一下行消息降低功率后通

信正常的用户设备；并且，所述基站根据 已知的其覆盖范围内所述用户设

备与所述第一用户设备确定第二用户设备，所述第二用户设备指发送所述

基站未接收到的所述信号的用户设备，即所述基站覆盖范围内上行信号功

率受限的用户设备 40。

在所述接收单元 4 1接收到所述基站发送的第一下行消息后，所述功率



调整单元 43 根据所述第一下行消息降低所述用户设备 40 的发送功率 。随

后，所述发送单元 42 向基站发送的信号中都带有所述用户设备 40 的标识。

所述用户设备 40 的标识可以是小区无线网络临时标识 （Cell Radio Network

Temporary Identifier , C-RNTI )、国际移动设备 只别码 ( International Mobile

Equipment Identification Number , IMEI )、网络之间互连的十办议 ( Internet

Protocol, IP ) 等，在此不作具体限定。

假设所述基站已知其覆盖范围内有 M 个连接态的所述用户设备 40, 所

述基站在预设的一段时间内接收到了 N ( N<=M ) 个所述用户设备 40 的信

号，所述信号携带有所述用户设备 40 的标识，则可以确定没有收到其余

( M-N ) 个用户设备发送的信号，那么该其余 （M-N ) 个用户设备被确定为

上行信号功率受限的用户设备，即所述第二用户设备。

所述切换单元 44, 用于对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

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用户设备的切换方法、基站、用户设备和切

换系统，该方法包括基站获知存在邻频干扰的情况后，向所述基站覆盖范

围内的用户设备发送第一下行消息，所述第一下行消息用于指示所述基站

覆盖范围内的所述用户设备降低发送功率。所述基站接收到第一用户设备

根据所述第一下行消息降低功率后发送的信号，所述信号携带有所述第一

用户设备的标识，所述第一用户设备为根据所述第一下行消息降低功率后

通信正常的用户设备。所述基站根据未接收到的所述信号基站覆盖范围内

上行信号功率受限的用户设备。然后对上行信号功率受限的用户设备及时

进行切换，从而保证用户设备的正常通信。

实施例二

如图 5 所示，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用户设备的切换方法，该方

法包括：

501、所述基站获知存在邻频干扰的情况后，所述基站向频谱管理实体

或数据库发送频点申请消息。



其中，邻频干扰是指邻近小区中存在与本小区工作信道相邻的信道，

当相邻信道中有信号出现时引起的相邻频道干扰的情况。基站通过 自身感

知、测量获知存在邻频干扰的情况，或者接收其他设备感知、测量的邻频

干扰的消息，也可以是数据库在邻频干扰情况出现前通知基站。

对于 LTE 系统来说，所述基站具体可以是 eNB , 若所述 eNB 基站获知

存在邻频干扰的情况后，基站向频谱管理实体或数据库申请其他频点做频

点切换。频谱管理实体是对频谱进行管理的机构设置的装置，由电信运营

商管理。数据库是由其他专门的运营商来运营的。

502、所述基站接收所述频谱管理实体或数据库发送的反馈结果。

频谱管理实体或数据库向基站发送反馈结果，如果是数据库，反馈结

果是一个可用频谱的列表，由基站判断是否有合适的频点；如果是频谱管

理实体，反馈结果是频谱管理实体为基站选择的频点或者是没有合适的频

点。

503、所述基站根据所述反馈结果确定是否有可用频点。

若所述基站根据所述反馈结果确定有可用频点，则执行步骤 504; 若所

述基站根据所述反馈结果确定无可用频点，则执行步骤 505 。

504、若所述基站根据所述反馈结果确定有可用频点，则基站切换到所

述任一可用频点，同时将所有用户设备切换到相 同的频点。

若当前 TV 信号为主用户信号，为了避免对邻频的 TV 信号造成干扰，

在所述基站向所述频谱管理实体或数据库申请到频点时，可以直接将基站

和所述基站覆盖范围下的所有用户设备切换到该频点。

例如，在基站确定有可用频点时，并确定要进行切换的目标频点，则

基站向用户设备发送切换消息，所述切换消息中包括有所述用户设备进行

切换的目标频点、所述用户设备进行切换的时间以及切换的其它参数信息；

然后基站和用户设备 同时切换到该 目标频点。其中，该 目标频点可以是该

可用频点的任一频点。



505、若所述基站根据所述反馈结果确定无可用频点，则向所述基站覆

盖范围内的所述用户设备发送第一下行消息，所述第一下行消息用于指示

所述用户设备降低发送功率。

在所述基站根据所述反馈结果确定没有合适的频点，这样所述基站和

所述基站覆盖范围下的用户设备无法可以一并切换时，所述基站根据 FCC

的规定，向所述基站覆盖范围下的所有处于 RRC 连接态的用户设备发送第

一下行消息，用于降低用户设备的发送功率。

举例来说，eNB 可以向所有处于 RRC 连接态的用户设备发送第一下行

消息，所述第一下行消息携带用户设备的 RRC IE P-Max 的值 ，如：

P-Max=16dBm, 指示所述用户降低发送功率。

506、所述用户设备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第一下行消息。

507、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第一下行消息进行配置，降低所述用户设

备的发送功率。

所述用户设备配置 RRC IE P-Max 的值，使得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配

置的 RRC IE P-Max 的值调整 自身的功率。

508、所述用户设备向所述基站发送信号，所述信号携带有所述用户设

备的标识。

所述用户设备 的标识可以是 小区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Cell Radio

Network Temporary Identifier, C-RNTI )、国际移动设备子只另l码 ( International

Mobile Equipment Identification Number , IMEI )、网络之 间互连的十办议

( Internet Protocol, IP ) 等，在此不作具体限定。

509、所述基站接收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第一下行消息降低功率后发

送的信号。

在所述用户设备降低 自身的发送功率后，部分用户设备的上行信号功

率受限，这使得基站无法接收到用户设备发送的信号。通常，用户设备在

物理层向基站重传该信号预设次数后，没有接收到基站发送的响应消息时，



还会在无线链路控制层再重传预设 次数 ，如果仍然没有接 收到基站的响应

消息，该用户设备 则会进入无线链路 失败状 态。所述无线链路 失败状 态指

所述用户设备与所述基站通信 失败的状 态

510 、所述基站根据 已知 的其覆盖范围内所述用户设备与所述第一用户

设备确定第二用户设备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指发送所述基站未接 收到的所

述信号的用户设备 ，即所述基站覆盖范围内上行信号功率受限的用户设备 。

假设所述基站 已知其覆盖范围内有 M 个连接 态的所述用户设备 ，所述

基站在预设 的一段 时间内接收到 了 N ( N<=M ) 个所述用户设备 的信号，所

述信号携 带有所述用户设备 的标识 ，则可以确定没有收到其余 （M-N ) 个

用户设备发送的信号，那 么其余 （M-N ) 个用户设备被确定为上行信号功

率受限的用户设备 ，即所述第二用户设备 。

511 、所述基站对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 。

所述基站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将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切换到其它小区，也

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将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切换到覆盖范围的其它载波。

512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 。

本发 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用户设备切换 方法，该方法 包括基站获知存

在邻频干扰 的情况后 ，向用户设备发送第一下行 消息，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

用于指示所述基站覆盖 范围内的所述用户设备 降低发送功率 。根据接 收到

的所述用户设备发送的所述信号 ，所述基站确定其覆盖 范围内上行信号功

率受限的用户设备 ，所述信号携 带用户设备 的标 。这样所述基站基 于降低

所述用户设备 的发送功率的方式，确定所述基站覆盖 范围内的上行信号功

率受限的用户设备 ，然后对上行信号功率受限的用户设备及 时进行切换 ，

从 而可以保证用户设备 的正常通信 。

如 图 6 所示，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用户设备切换 的方法，该方

法包括：

601 、所述基站获知存在邻频干扰 的情况后 ，所述基站确定是否有可用



的载波进行切换。

其中，邻频干扰是指邻近小区中存在与本小区工作信道相邻的信道，

当相邻信道中有信号出现时引起的相邻频道干扰的情况。基站通过 自身感

知、测量获知存在邻频干扰的情况，或者接收其他设备感知、测量的邻频

干扰的消息，也可以是数据库在邻频干扰情况出现前通知基站。

若所述基站确定有可用的载波进行切换，则执行步骤 602; 若所述基站

确定无可用的载波进行切换，则执行步骤 603。

所述基站根据载波的负载情况，确定是否有载波能够承载所述基站和

所述基站覆盖范围下的所有处于 RRC 连接态的用户设备，若所述基站确定

有载波可以承载所述基站和所述基站覆盖范围下的所有处于 RRC 连接态的

用户设备，则所述基站确定有可用的载波进行切换。

602、若所述基站确定有可用的载波进行切换，则基站切换到所述任一

可用载波，并同时将所有用户设备切换到相同的载波。

603、若所述基站确定没有可用的载波进行切换，则向所述基站覆盖范

围内的所述用户设备发送第一下行消息，所述第一下行消息用于指示所述

的所述用户设备降低发送功率。

若所述基站确定没有可用的载波进行切换，则基站需要确定只将上行

信号功率受限的用户设备进行切换。这样基站将向基站覆盖范围下处于

RRC 连接态的用户设备发送第一下行消息，指示所述用户设备降低发送功

举例来说，eNB 可以向所有处于 RRC 连接态的用户设备发送第一下行

消息，所述第一下行消息携带用户设备 的 RRC IE P-Max 的值 ，如：

P-Max=16dBm, 指示所述用户降低发送功率。

604、所述用户设备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第一下行消息。

605、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第一下行消息进行配置，降低所述用户设

备的发送功率。



所述用户设备配置 RRC IE P-Max 的值，使得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配

置的 RRC IE P-Max 的值调整 自身的功率。

606、所述用户设备向所述基站发送信号，所述信号携带有所述用户设

备的标识。

所述用户设备 的标识可以是 小区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Cell Radio

Network Temporary Identifier, C-RNTI )、国际移动设备子只另l码 ( International

Mobile Equipment Identification Number , IMEI )、网络之 间互连的十办议

( Internet Protocol, IP ) 等，在此不作具体限定。

607、所述基站接收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第一下行消息降低功率后发

送的信号。

在所述用户设备降低 自身的发送功率后，部分用户设备的上行信号功

率受限，这使得基站无法接收到用户设备发送的信号。通常，用户设备在

物理层向基站重传该信号预设次数后，没有接收到基站发送的响应消息时，

还会在无线链路控制层再重传预设次数，如果仍然没有接收到基站的响应

消息，该用户设备则会进入无线链路失败状态所述无线链路失败状态指所

述用户设备与所述基站通信失败的状态。

608、所述基站根据已知的其覆盖范围内所述用户设备与所述第一用户

设备确定第二用户设备，所述第二用户设备指发送所述基站未接收到的所

述信号的用户设备，即所述基站覆盖范围内上行信号功率受限的用户设备。

假设所述基站已知其覆盖范围内有 M 个连接态的所述用户设备，所述

基站在预设的一段时间内接收到了 N ( N<=M ) 个所述用户设备的信号，所

述信号携带有所述用户设备的标识，则可以确定没有收到其余 （M-N ) 个

用户设备没有发送的信号，那么该其余 （M-N ) 个用户设备被确定为上行

信号功率受限的用户设备，即所述第二用户设备。

609、所述基站对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

610、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



所述基站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将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切换到其它小区，也

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将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切换到覆盖范围的其它载波。

本发 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用户设备切换 方法，该方法 包括 当基站获知

存在邻频干扰 的情况后 ，向用户设备发送第一下行 消息，所述第一下行 消

息用于指示所述基站覆盖 范围内的所述用户设备 降低发送功率 。根据接 收

到的所述用户设备发送的所述信号 ，所述基站确定所述基站覆盖 范围内上

行信号功率受限的用户设备 ，所述信号携 带有用户设备标识 。这样所述基

站基 于降低所述用户设备 的发送功率的方式，确定所述基站覆盖 范围内的

上行信号功率受限的用户设备 ，然后对上行信号功率受限的用户设备及 时

进行切换 ，从 而可 以保证用户设备 的正常通信 。

其 中，上述 实施例 中，所述基站对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 ，所述

用户设备根据所述基站的配置进行切换 的具体过程可以包括 ：所述第二用

户设备进入到无线链路 失败状 态前 ，所述基站向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发送第

二下行 消息，所述无线链路 失败状 态指所述用户设备 与所述基站通信 失败

的状 态，所述第二下行 消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增 大发送功率 。然

后所述基站向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发送切换测量消息，以使得所述第二用户

设备对相邻 小区进行测量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接 收所述基站发送的切换测

量消息，根据所述切换测量消息配置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对相邻 小区进行测

量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对所述相邻 小区进行测量 ，并向所述基站发送对所

述相邻 小区进行测量的测量报告 ，以使得所述基站根据所述测量报告确定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 的 目标小区。所述基站根据所述第二用户设备

发送的对相邻 小区进行测量的测量报告 ，确定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

的 目标小区。然后所述基站向所述 目标 小区发送切换请 求消息，请 求所述

第二用户设备切换到所述 目标小区。所述基站接 收所述 目标小区的切换请

求反馈 消息后 ，所述基站向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发送切换命令，在 LTE 系统 中

具体为 RRC 连接 消息，所述第二用户设备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 RRC 连接



消息，根据所述切换命令，所述第二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目标小区建立连接。

所述基站对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所述第二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基站的配置进行切换的具体过程还可以包括：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入到无

线链路失败状态前，所述基站向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发送第二下行消息，所

述无线链路失败状态指所述用户设备与所述基站通信失败的状态，所述第

二下行消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增大发送功率。所述基站向所述第

二用户设备发送切换测量消息，以使得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对所述载波进行

测量。所述第二用户设备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切换测量消息，所述切换测

量消息配置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对所述基站的载波进行测量。所述第二用户

设备对载波进行测量，并向所述基站发送对所述基站的载波进行测量的反

馈消息，以使得所述基站根据所述反馈消息确定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

换的目标载波。所述基站接收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对所述载波进行测量后发

送的反馈消息。所述基站根据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对所述载波进行测量后发

送的反馈消息，确定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的目标载波。所述基站向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发送载波切换消息，所述载波切换消息携带有 目标载波

信息，以使得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切换到所述目标载波。所述第二用户设备

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载波切换消息，所述载波切换消息携带有 目标载波信

息。所述第二用户设备根据所述载波切换消息切换到所述目标载波。

实施例三

如图 7 所示，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基站 70, 该基站 70应用于移

动通信系统，该移动通信系统可以是 LTE, 该基站 70 包括：发送单元 7 1 ,

接收单元 72, 第一确定单元 73 , 和切换单元 74 和判断单元 75。

所述发送单元 7 1 , 用于所述基站 70 获知存在邻频干扰的情况后，向频

谱管理实体或数据库发送频点申请消息。

其中，邻频干扰是指邻近小区中存在与本小区工作信道相邻的信道，

当相邻信道中有信号出现时引起的相邻频道干扰的情况。基站 70 通过 自身



感知、测量获知存在邻频干扰的情况，或者接收其他设备感知、测量的邻

频干扰的消息，也可以是数据库在邻频干扰情况出现前通知基站 70。

对于 LTE 系统来说，所述基站 70 具体可以是 eNB , 若所述 eNB 获知

存在邻频干扰的情况后，所述发送单元 7 1 向频谱管理实体或数据库申请其

他频点故频点切换。

频谱管理实体是对频谱进行管理的机构设置的装置，由电信运营商管

理。数据库是由其他专门的运营商来运营的。

所述接收单元 72, 用于接收所述频谱管理实体或数据库发送的反馈结

果。

频谱管理实体或数据库向基站 70 发送反馈结果，如果是数据库，反馈

结果是一个可用频谱的列表，由基站 70 判断是否有合适的频点；如果是频

谱管理实体，反馈结果是频谱管理实体为基站 70 选择的频点或者是没有合

适的频点。

所述判断单元 75 , 用于根据所述反馈结果确定是否有可用频点。

所述切换单元 74, 用于若所述判断单元根据所述反馈结果确定有可用

频点，将所述基站 70 切换到所述任一可用频点，同时将所述用户设备切换

到相同的频点。

所述发送单元 7 1 , 还用于若所述判断单元 75 根据所述反馈结果确定无

可用频点，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第一下行消息，所述第一下行消息用于指

示所述基站 70 覆盖范围内的所述用户设备降低发送功率。

在所述判断单元 75 根据所述反馈结果确定没有合适的频点，这样所述

基站 70 和所述基站 70 覆盖范围下的用户设备无法可以一并切换时，所述

发送单元 7 1根据 FCC 的规定，向所述基站 70 覆盖范围下的所有处于 RRC

连接态的用户设备发送第一下行消息，用于降低用户设备的发送功率。

举例来说，所述发送单元 7 1 可以向所有处于 RRC 连接态的用户设备

发送第一下行消息，所述第一下行消息携带用户设备的 RRC IE P-Max 的



值，如：P-Max= 16dBm, 指示所述用户降低发送功率。

所述接收单元 72, 用于接收第一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第一下行消息降低

功率后发送的信号，所述信号携带有所述第一用户设备的标识，所述第一

用户设备为根据所述第一下行消息降低功率后通信正常的用户设备。

在所述用户设备降低 自身的发送功率后，部分用户设备的上行信号功

率受限，这使得接收单元 72 无法接收到上行信号功率受限的用户设备发送

的信号。通常，用户设备在物理层向基站 70 重传该信号预设次数后，没有

接收到基站 70发送的响应消息时，还会在无线链路控制层再重传预设次数，

如果仍然没有接收到基站 70 的响应消息，该用户设备则会进入无线链路失

败状态。

所述第一确定单元 73 , 用于根据 已知的基站 70 覆盖范围内所述用户设

备与所述第一用户设备确定第二用户设备，所述第二用户设备指发送所述

基站 70 未接收到的所述信号的用户设备，即所述基站 70 覆盖范围内上行

信号功率受限的用户设备。

所述切换单元 74, 用于对所述第一确定单元确定的所述第二用户设备

进行切换。

当前 TV 信号为主用户信号，为了避免对邻频的 TV 信号造成干扰，在

发送单元 7 1 向所述频谱管理实体或数据库申请到频点时，可以直接将基站

70 和所述基站 70 覆盖范围下的所有用户设备切换到该频点。

例如，在所述判断单元 75 确定有可用频点时，并确定要进行切换的目

标频点，则切换单元 74 向用户设备发送切换消息，所述切换消息中包括有

所述用户设备进行切换的目标频点、所述用户设备进行切换的时间以及切

换的其它参数信息；然后基站 70 和用户设备同时切换到该 目标频点。

其中，该 目标频点可以是该可用频点的任一频点。

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基站，该基站包括发送单元、接收单元、第

一确定单元、切换单元和判断单元。该基站获知存在邻频干扰的情况后，



首先通过发送单元向频谱管理实体或数据库申请频点，然后判断单元根据

频谱管理实体或数据库反馈的反馈结果判断是否有可用的频点进行切换，

若判断单元确定有可用频点，则切换单元将所述基站和所述基站的覆盖范

围下的用户设备切换到目标频点，若判断单元确定无可用频点，则发送单

元向用户设备发送第一下行消息，所述第一下行消息用于指示所述基站覆

盖范围内的所述用户设备降低发送功率。然后根据接收单元接收到的所述

用户设备发送的所述信号，所述基站的第一确定单元确定第二用户设备，

所述信号携带有用户设备的标识，所述第二用户设备为所述基站覆盖范围

内上行信号功率受限的用户设备。然后切换单元对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

切换。这样所述基站基于降低所述用户设备的发送功率的方式，确定所述

基站覆盖范围内的上行信号功率受限的用户设备，然后对上行信号功率受

限的用户设备及时进行切换，从而可以保证用户设备的正常通信。

实施例四

如图 8 所示，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基站 80, 该基站 80 应用于移

动通信系统，该移动通信系统可以是 LTE, 该基站 80 包括：第二确定单元

81、发送单元 82、接收单元 83 , 第一确定单元 84 和切换单元 85。

所述第二确定单元 81 ,用于在所述基站 80获知存在邻频干扰的情况后，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是否有可用的载波进行切换。

所述第二确定单元 81根据载波的负载情况，确定服务区的其它载波是

否能够承载所述基站 80 和所述基站 80覆盖范围下的所有处于 RRC 连接态

的用户设备，若所述第二确定单元 81 确定所述基站 80 的覆盖范围内有载

波可以承载所述基站 80 和所述基站 80覆盖范围下的所有处于 RRC 连接态

的用户设备，则所述第二确定单元 81 确定有可用的载波进行切换。

所述发送单元 82, 用于若所述第二确定单元 81 确定没有可用的载波进

行切换，则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第一下行消息，所述第一下行消息用于指

示所述基站 80 覆盖范围内的所述用户设备降低发送功率。



若所述第二确定单元 81 确定没有可用的载波进行切换，则基站 80 需

要确定只将上行信号功率受限的用户设备进行切换。这样所述发送单元 82

将向基站 80 覆盖范围下处于 RRC 连接态的用户设备发送第一下行消息，

指示所述用户设备降低发送功率。

举例来说，所述发送单元 82 可以向所有处于 RRC 连接态的用户设备

发送第一下行消息，所述第一下行消息携带用户设备的 RRC IE P-Max 的

值，如：P-Max= 16dBm , 指示所述用户降低发送功率。

所述接收单元 83 , 用于接收第一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第一下行消息降低

功率后发送的信号，所述信号携带有所述第一用户设备的标识，所述第一

用户设备为根据所述第一下行消息降低功率后通信正常的用户设备。

在所述用户设备降低 自身的发送功率后，部分用户设备的上行信号功

率受限，这使得接收单元 83 无法接收到上行信号功率受限的用户设备发送

的信号。通常，用户设备在物理层向基站 80 重传该信号预设次数后，没有

接收到基站 80发送的响应消息时，还会在无线链路控制层再重传预设次数，

如果仍然没有接收到基站 80 的响应消息，该用户设备则会进入无线链路失

败状态。

所述第一确定单元 84 , 用于根据 已知的基站 80 覆盖范围内所述用户设

备与所述第一用户设备确定第二用户设备，所述第二用户设备指发送所述

基站 80 未接收到的所述信号的用户设备，即所述基站 80 覆盖范围内上行

信号功率受限的用户设备。

所述切换单元 85 , 用于对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

若所述第二确定单元 84 确定有可用的载波进行切换，则切换单元 85

还用于，将所述基站 80 切换到所述任一可用载波，同时所述用户设备切换

到相同的载波。

所述第二确定单元 84 根据载波的负载情况，确定服务区的其它载波是

否能够承载所述基站 80 和所述基站 80 覆盖范围下的所有处于 RRC 连接态



的用户设备 ，若所述基站 80 确定覆盖 范围有载波可以承载所述基站 80 和

所述基站 80 覆盖范围下的所有处于 RRC 连接 态的用户设备 ，则所述基站

80 确定有可用的载波进行切换 。

本发 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基站 ，该基站 包括第二确定单元 、发送单元 、

接 收单元 、第一确定单元和切换单元 。该基站在检 测到邻频信号发生变化

或 即将发生变化 ，首先通过第二确定单元确定覆盖 范围是否有可用的其它

载波，若有可用的其它载波则切换单元直接将所述基站和所述基站覆盖 范

围下的用户设备切换到该可用的 目标载 波上 。若无可用的其它载波，则发

送单元向用户设备发送第一下行 消息，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用于指示所述基

站覆盖 范围内的所述用户设备 降低发送功率 。然后根据接 收单元接 收到的

所述用户设备发送的所述信号 ，所述信 号携 带所述用户设备标识 ，所述基

站的第一确定单元确定第二用户设备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 为所述基站覆盖

范围内上行信号功率受限的用户设备 。这样所述基站基 于降低所述用户设

备 的发送功率的方式，确定所述基站覆盖 范围内的上行信号功率受限的用

户设备 ，然后对上行信号功率受限的用户设备及 时进行切换 ，从 而可以保

证用户设备 的正 常通信 。

上述实施例三和 四 中的切换单元 74 或切换单元 85 对所述第二用户设

备进行切换具体 包括：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入到无线链路 失败状 态前 ，向所述第二用户设备

发送第二下行 消息，所述第二下行 消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增 大发

送功率；向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发送切换 测量消息，以使得所述第二用户设

备对相邻 小区进行测量；然后根据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发送的对相邻 小区进

行测量的测量报告 ，确定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 的 目标小区；向所述

目标小区发送切换请求消息，请 求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切换到所述 目标小区；

接 收所述 目标 小 区的切换请 求反馈 消息向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发 送切换命

令 ，在 LTE 系统 中具体为 RRC 连接 消息，以使得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和所述



目标小区建立连接 。

上述实施例 中的切换单元 74 或切换单元 85 对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

切换还可以具体 包括：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入到无线链路 失败状 态前 ，向所述第二用户设备

发送第二下行 消息，所述第二下行 消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增 大发

送功率；向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发送切换 测量消息，以使得所述用户设备对

所述载波进行测量 。接 收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对所述载波进行测量后发送的

反馈 消息。根据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对所述载波进行测量后发送的反馈 消息，

确定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 的 目标载波。向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发送载

波切换 消息，所述载波切换 消息携 带有 目标载波信 息，以使得所述第二用

户设备切换到所述 目标载波。

实施例五 、

如 图 4 所示 ，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用户设备 40, 包括 ：接收单

元 4 1、发送单元 42、功率调整单元 43 和切换单元 44 。

其 中，所述接收单元 4 1 , 用于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第一下行消息，所

述第一下行消息用于指示所述基站覆盖 范围内的所述用户设备 40 降低发送

功率。

所述功率调整单元 43 , 用于根据所述接 收单元接 收到的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进行配置，降低所述用户设备 40 的发送功率 。

所述发送单元 42, 用于所述功率调整单元 43 根据所述第一下行消息进

行配置，降低所述用户设备 40 的发送功率后 ，向所述基站发送信号，所述

信号携带有所述用户设备 40 的标识；以使得所述基站接 收第一用户设备根

据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降低功率后发送的信号 ，所述信号携 带有所述第一用

户设备 的标识 ，所述第一用户设备 为根据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降低功率后通

信正常的用户设备 ；并且 ，所述基站根据 已知 的其覆盖 范围内所述用户设

备 与所述第一用户设备确定第二用户设备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指发送所述



基站未接 收到的所述信号的用户设备 ，即所述基站覆盖 范围内上行信号功

率受限的用户设备 40。

所述切换单元 44, 用于对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 。

可选的，所述切换单元 44 具体用于，接 收所述基站发送的切换测量消

息，根据所述切换测量消息配置并对相邻小区进行测量 。

向所述基站发送对所述相邻 小区进行测量的测量报告 ，以使得所述基

站根据所述测量报告确定切换 的 目标小区。

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切换命令 。

根据所述切换命令建立与所述 目标小区的连接 。

其 中，所述切换命令具体可以是 RRC 连接 消息。

可选的，所述切换单元 44 还具体用于：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切换测量

消息，所述切换测量消息配置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对所述基站的载波进行测

量 。对载波进行测量 ，并向所述基站发送对所述基站的载波进行测量的反

馈 消息，以使得所述基站根据所述反馈 消息确定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

换 的 目标载波。接 收所述基站发送的载 波切换 消息，所述载波切换 消息携

带有 目标载波信 息。

根据所述载波切换 消息切换到所述 目标载波。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用户设备 ，该用户设备 包括接 收单元 、发 送

单元 、功率调整单元和切换单元 。首先该用户设备在基站获知存在邻频干

扰 的情况后 ，接 收单元接 收所述基站发送的第一下行 消息，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用于指示所述基站覆盖 范围内的所述用户设备 降低发送功率 。然后所

述功率调整单元根据所述接 收单元接 收到的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进行配置 ，

降低所述用户设备 的发送功率 。所述发送单元向所述基站发送信号 ，所述

信号携 带有所述用户设备 的标识 ；以使得所述基站接 收第一用户设备根据

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降低功率后发送的信 号 ，所述信号携 带有所述第一用户

设备 的标识 ，所述第一用户设备 为根据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降低功率后通信



正常的用户设备 ；并且 ，所述基站根据 已知 的其覆盖 范围内所述用户设备

与所述第一用户设备确定第二用户设备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指发送所述基

站未接 收到的所述信号的用户设备 ，即所述基站覆盖 范围内上行信号功率

受限的用户设备 。这样所述切换单元对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 ，从 而

保证用户设备 的正常通信 。

以 上 所述 ，仅为本发 明的具体 实施方式 ，但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

限于此 ，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 的技术人 员在本发 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

轻 易想到变化或替换 ，都应 涵盖在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因此 ，本发 明

的保护范围应 以 所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权利要求

1、一种用户设备 的切换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

基站获知存在邻频干扰 的情况后 ，向所述基站覆盖 范围内的用户设备

发送第一下行 消息，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用于指示所述基站覆盖 范围内的所

述用户设备 降低发送功率；

所述基站接 收到第一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降低功率后发送

的信号 ，所述信号携 带有所述第一用户设备 的标识 ，所述第一用户设备 为

根据所述第一下行消息降低功率后通信正常的用户设备 ；

所述基站根据 已知 的其覆盖 范围内所述用户设备 与所述第一用户设备

确定第二用户设备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指发送所述基站未接 收到的所述信

号的用户设备 ，即所述基站覆盖范围内上行信号功率受限的用户设备 ；

所述基站对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 。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基站获知存在邻频干扰

的情况后 ，还 包括：

所述基站向频谱管理 实体或数据库发送频点 申请 消息；

所述基站接收所述频谱管理 实体或数据库发送的反馈结果；

所述基站根据所述反馈 结果确定是否有可用频点；

若所述基站根据所述反馈 结果确定有可用频点 ，则所述基站切换到所

述任一可用频点 ，同时将所有用户设备切换到相 同的频点；

若所述基站根据所述反馈 结果确定无可用频点 ，则向所述基站覆盖 范

围内的所述用户设备发送第一下行 消息，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用于指示所述

用户设备 降低发送功率 。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基站获知存在邻频干扰

的情况后 ，还 包括：

所述基站确定是否有可用的载波进行切换 ；



若所述基站确定有可用的载 波进行切换 ，则基站切换到所述任一可用

载波，并 同时将所有用户设备切换到相 同的载波；

若所述基站确定没有可用的载波进行切换 ，则向所述基站覆盖 范围内

的用户设备发送第一下行 消息，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用于指示的所述用户设

备 降低发送功率 。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基站对所述第二用

户设备进行切换具体 包括：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入到无线链路 失败状 态前 ，所述基站向所述第二

用户设备发送第二下行 消息，所述无线链路 失败状 态指所述用户设备 与所

述基站通信 失败的状 态，所述第二下行 消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增

大发送功率；

所述基站向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发送切换 测量消息，以使得所述第二用

户设备对相邻小区进行测量；

所述基站接 收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发送的对相邻 小区进行测量的测量报

告并根据所述测量报告确定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 的 目标小区；

所述基站向所述 目标小区发送切换请 求消息，请 求所述第二用户设备

切换到所述 目标小区；

所述基站接收所述 目标小区的切换请 求反馈 消息；

所述基站向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发送切换命令 ，以使得所述第二用户设

备和所述 目标小区建立连接 。

5、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基站对所述第二用

户设备进行切换具体 包括：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入到所述无线链路 失败状 态前 ，所述基站向所述

第二用户设备发送第二下行 消息，所述第二下行 消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二用

户设备增 大发送功率；

所述基站向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发送切换 测量消息，以使得所述第二用



户设备对载波进行测量；

所述基站接 收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对所述载波进行测量后发送的反馈 消

息；

所述基站根据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对所述载波进行测量后发送的反馈 消

息，确定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 的 目标载波；

所述基站向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发送载波切换 消息，所述载波切换 消息

携带有 目标载波信 息，以使得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切换到所述 目标载波。

6、一种用户设备 的切换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 ：

所述用户设备接 收所述基站发送的第一下行 消息，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

用于指示所述基站覆盖 范围内的所述用户设备 降低发送功率；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进行配置 ，降低所述用户设备 的

发送功率；

所述用户设备 向所述基站发送信号 ，所述信号携 带有所述用户设备 的

标识 ；以使得所述基站接 收第一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降低功率

后发送的信号 ，所述信号携 带有所述第一用户设备 的标识 ，所述第一用户

设备 为根据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降低功率后通信正常的用户设备 ；并且 ，所

述基站根据 已知 的其覆盖 范围内所述用户设备 与所述第一用户设备确定第

二用户设备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指发送所述基站未接 收到的所述信号的用

户设备 ，即所述基站覆盖范围内上行信号功率受限的用户设备 ；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 。

7、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

切换具体 包括：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接 收所述基站发送的切换测量消息，所述切换测量

消息用于使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对相邻 小区进行测量；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对所述相邻 小区进行测量；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 向所述基 站发送对所述相邻 小区进行测量的测量报



告 ，以使得所述基站根据所述测量报告确定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 的

目标小区；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切换命令 ；

根据所述切换命令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 与所述 目标小区建立连接 。

8、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

切换具体 包括：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接 收所述基站发送的切换测量消息，所述切换测量

消息配置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对所述基站的载波进行测量；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对载波进行测量 ，并向所述基站发送对所述基站 的

载波进行测量的反馈 消息，以 使 得所述基站根据所述反馈 消息确定所述第

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 的 目标载波；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接 收所述基站发送的载波切换 消息，所述载波切换

消息携带有 目标载波信 息；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根据所述载波切换 消息切换到所述 目标载波。

9、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若所述用户设备被所述基站确定为第二用户设备 ，在所述第二用户设

备进入无线链路 失败状 态前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 ，所述无线链路

失败状态指所述用户设备与所述基站通信失败的状态。

10、一种基站 ，其特征在于 ，包括 ：发送单元 ，接 收单元 ，第一确定

单元和切换单元 ；

所述发送单元 ，用于所述基 站获知存在邻频干扰 的情况后 ，向所述基

站覆盖 范围内的所述用户设备发送第一下行 消息，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用于

指示所述用户设备 降低发送功率；

所述接 收单元 ，用于接 收第一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降低 功

率后发送的信号 ，所述信号携 带有所述第一用户设备 的标识 ，所述第一用

户设备为根据所述第一下行消息降低功率后通信正常的用户设备 ；



所述第一确定单元 ，用于根据 已知 的基 站覆盖 范围内所述用户设备 与

所述第一用户设备确定第二用户设备 ，所述第二用户设备指发送所述基站

未接 收到的所述信号的用户设备 ，即所述基站覆盖 范围内上行信号功率受

限的用户设备 ；

所述切换单元 ，用于对所述第一确定单元确定的所述第二用户设备 进

行切换 。

11、根据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基站 ，其特征在于，

所述发送单元 ，还用于在所述基站获知存在邻频干扰 的情况后 ，向频

谱管理 实体或数据库发送频点 申请 消息；

所述接 收单元 ，还用于接 收所述频谱管理 实体或数据库发送的反馈 结

果；

所述基站还 包括判断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反馈 结果确定是否有可用频

点；

所述发送单元 ，用于若所述判断单元根据所述反馈 结果确定无可用频

点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第一下行 消息，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用于指示所述

基站覆盖 范围内的所述用户设备 降低发送功率；

所述切换单元 ，用于若所述判断单元根据所述反馈 结果确定有可用频

点 ，将所述基站切换到所述任一可用频点 ，同时将所述用户设备切换到相

同的频点。

12、根据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基站 ，其特征在于，所述基站还 包括 ：第

二确定单元 ，用于在所述基站获知存在邻频干扰 的情况后 ，确定是否有可

用的载波进行切换 ；

若所述第二确定单元确定有可用的载波进行切换 ，则切换单元将所述

基站切换到所述任一可用载波，同时所述用户设备切换到相 同的载波；

所述发送单元具体用于：

若所述第二确定单元确定没有可用的载 波进行切换 ，则向所述用户设



备发送第一下行 消息，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用于指示所述基站覆盖 范围内的

所述用户设备 降低发送功率。

13、一种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 包括 ：接 收单元 ，发送单元 ，功率调

整单元和切换单元；

所述接 收单元 ，用于接 收所述基站发送 的第一下行 消息，所述第一下

行消息用于指示所述基站覆盖 范围内的所述用户设备 降低发送功率；

所述功率调整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接 收单元接 收到的所述第一下行 消

息进行配置，降低所述用户设备 的发送功率；

所述发送单元 ，用于所述功率调整单元根据所述第一下行 消息进行 配

置 ，降低所述用户设备 的发送功率后 ，向所述基站发送信号 ，所述信号携

带有所述用户设备 的标识；

所述切换单元 ，用于对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换 。

14、根据权利要求 13 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切换单元具

体用于：

接 收所述基站发送的切换测量消息，根据所述切换测量消息配置并对

相邻小区进行测量；

向所述基站发送对所述相邻 小区进行测量的测量报告 ，以使得所述基

站根据所述测量报告确定切换 的 目标小区；

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切换命令 ；

根据所述切换命令建立与所述 目标小区的连接 。

15、根据权利要求 13 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切换单元还

具体用于：

接 收所述基站发送的切换测量消息，所述切换测量消息配置所述第二

用户设备对所述基站的载波进行测量；

对载波进行测量 ，并向所述基站发送对所述基站的载波进行测量的反

馈 消息，以使得所述基站根据所述反馈 消息确定所述第二用户设备进行切



换 的 目标 载 波；

接 收所 述基 站发 送 的载 波切 换 消 息 ，所 述 载 波切换 消 息携 带有 目标 载

波信 息；

根据 所述 载 波切换 消息切换 到 所述 目标 载 波 。

16、一种 切换 系统 ，其特征 在 于 ，该 系统 包括 ：权 利要 求 10-12 任 一 项

所述 的基 站和权 利要 求 13-15 任 一 项所 述 的用户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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