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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Disclosed are a method and apparatus for transmitting a power control command. The method for a U E side thereof
comprises: determining a TPC-RNTI corresponding to each carrier group and a tpc-index corresponding to each carrier group; de
tecting a PDCCH adopting a DCI format 3/3 A and scrambled by using the TPC-RNTI corresponding to each carrier group in a com
mon search space of a PCC; and according to the tpc-index corresponding to each carrier group, determining the position of an up -
link power control command corresponding to the carrier group in the detected PDCCH scrambled by using the TPC-RNTI corres -
ponding to the carrier group, and acquiring the uplink power control command corresponding to the carrier group fiOm a corres -
ponding position. Thus, a user equipment transmits a corresponding uplink power control command while supporting that uplink
channels are transmitted over different uplink carriers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carrier groups, thereby guaranteeing the normal and
stable operation of a system.

(5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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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了一种功率控制命令传输方法及装置。其 UE侧方法包括：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和每个载波
组对应的 tpc-index; 在 PCC 的公共搜索空间中检测采用 DCI fomat3/3A 且使用各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加
扰的 PDCCH ; 根据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index , 在所述检测到的使用该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加扰的 PD
CCH 中确定该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的位置，并从相应位置获取该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控制命
令 。 从而实现了用户设备支持在不同的载波组对应的不同的上行载波上传输上行信道时，进行相应的上行功
率控制命令的传输，从而保证系统正常、稳定的运行。



一种上行功率控制命令传输方法及装置

本 申请要求在2013 年 1月10 日提 交中国专利局 、申请号为201 3 10009440.9 、发 明名称为

"上行功率控制命令传输方法及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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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一种上行功率控制命令传输 方法及装置 。

背景技术

LTE 系统 中的 PUCCH 功率控制长期演进 （Long Term Evolution, LTE ) 系统 中，仅 支

持在主成 员载波 （Primary Component Carrier, PCC ) 上传输物理上行控制信 道 （Physical

Uplink Control Channel, PUCCH )。PUCCH 的发射功率在每个传输子帧 中根据相应 的上行

功率控制 （Transmit Power Control, TPC ) 命 令进行调整 ，该上行 TPC 命令可 以通过如下

两种 方式获得 ：

一、从对应 PCC 的釆用下行控制信 息 （Downlink Control Information, DCI ) 格 式

( format ) 1A/1B/1D/1/2A/2/2B/2C/2D 且使 用 小 区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 （Cell-Radio Network

Temporary Identifier , C-RNTI ) 进行加 尤的物理下行控制信 道 （Physical Downlink Control

Channel, PDCCH ) 或增 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 道 （Enhanced PDCCH ) 中的 TPC 域获得 。

二 、从在 PCC 的公共搜 索空间（Common Search Space, CSS )中传输 的釆用 DCI format

3/3 A 且使 用 TPC-PUCCH-RNTI 进行加扰 的 PDCCH 或 EPDCCH 中获得 。该方式为 TPC

组播 方式 ，即多个 UE 的上行 TPC 命令可在 同一个 PDCCH 中发送 ，每个用户设备 （User

Equipment, UE ) 通 过 高层预先配置的功率控制 -索引 （TPC-index ) 获取 TPC 组播命令 中

针对 自身的上行 TPC 命令 。

当 UE 同时检 测到上述 两种 方式发送的 PDCCH 时 ，按 照第一种 方式获取 的 PDCCH

中的上行 TPC 命令进行功率调整 。

载波聚合技术

长期演进增强（Long Term Evolution - Advanced , LTE-A )系统 引入 了载波聚合（Carrier

Aggregation, CA ) 技 术 ，即将 同一个基 站 （e ) 下的多个连续或 不连续的载波聚合在一

起 ，同时为 UE 服 务 。这些聚合在一起 的载波称为成 员载波 （Component Carrier, CC )。每

个小 区都可 以是 一个成 员载波 ，不同 eNB 下 的小 区 （成 员载 波 ）不能聚合 。为 了保证对

LTE UE 的后 向兼容性 ，每一个载波的带宽最 大不超过 20MHz 。



在 UE 聚合 的成 员载波中定义一个主成 员载波 （Primary Component Carrier, PCC ), 其

他成 员载波都称为辅成 员载波 （Secondary Component Carrier, SCC )。

在 LTE- A 后续演进 系统 中可能支持频分双工 （FDD , Frequency Division Duplex ) 载波

和时分双工 （Time Division Duplex, TDD ) 载波进行载波聚合 。由于 FDD 载波和 TDD 载

波的工作方式不同，可能引入一种新 的上行肯定确认/否定确认 （ACK/NACK ) 传输方案 ，

即：

e 将聚合 的下行载波分为 N 个下行载波组 Si, —个下行载波只属于一个下行载波组 ，

一个下行载波组 中的载波釆用相 同的双工方式。一个载波组 内的所有 TDD 载波釆用相 同

的 TDD 上/下行配置。

eNB 为下行载波组 Si 配置一个上行载波 CUL,i, 该上行载波 CUL,i 釆用与该下行载波

组相 同的双工方式。如果是 TDD 载波，则该上行载波釆用与对应下行载波组相 同的 TDD

上/下行配置。不同下行载波组对应 的上行载波各 不相 同。

UE 在下行载波组 Si 内接 收的下行数据对应 的 ACK/NACK 信 息，通过上行载波 CUL,i

上 的 PUCCH 进行传输 。

当 UE 支持在 不同的载波组对应 的不同的上行载波上传输 PUCCH 时，还没有相应 的

上行功率控制命令 的传输方案 。

发 明内容

本发 明的 目的是提供一种上行功率控制命令传输方法及装置 ，以解决 UE 支持在 不同

的载波组对应 的不同的上行载波上传输 PUCCH 时，如何 实现上行功率控制命令 的问题 。

本发 明的 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 实现的：

第一方面、一种上行功率控制命令传输方法，包括：

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和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

引；

在主成 员载波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检测釆用下行控制信 息格式 3/3A 且使用各个载波组

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加扰 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根据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在所述检测到的使用该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加扰 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中确定该载波组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 的

位置 ，并从相应位置获取该载波组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 。

结合第一方面，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

络临时标识 ，以及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具体 包括如下方式中的任意一种 ：

方式 1: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每

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

控制索引，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各不相 同；或者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

率控制索引偏移量；才艮据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及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

控制索引偏移量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各 不相 同。

方式 2 :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

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各 不相 同；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

引，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 制 索引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 制 索

引；或者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或者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用户设备对

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根据所述用户设

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及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

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

方式 3 :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

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不完全相 同；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

控制索引；对应相 同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的载波组 ，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各 不相 同；

或者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

索引、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才艮据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及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对应相 同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的载波组 ，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各 不相 同。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当釆用方式 1

或方式 3 时，根据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在所述检测到的使用该载波组对应 的

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加扰 的物理下行控制信 道 中确定该载波组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

制命令 的位置 ，并从相应位置获取该载波组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 ，具体 包括：

当用户设备 的多个载波组对应相 同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时，在所述检测到的



使用该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加扰 的 1 个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中，分别根据所述对应相

同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确定所述每个载波组

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 的位置 ，并从相应位置获取所述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

命令 。

结合第一方面的上述任意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功

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包括：功率控制-物理上行控制信道-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功率控

制-物理上行共 享信道-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

第二方面、一种功率控制命令传输方法，包括：

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和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

功率控制索引；

根据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将该载波组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映射到釆

用下行控制信 息格式 3/3 A 的物理下行控制信 道 中的相应位置 ，并且使用该载波组对应 的

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对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进行加扰 ，在所述用户设备 的主成 员

载波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发送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结合第二方面、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

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以及 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具体 包括

如下方式中的任意一种 ：

方式 1: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

时标识 ，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并通过 高层信

令将所述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

率控制索引，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并通

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弓I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其 中，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各 不相 同；或者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

率控制索引、和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或者 ，确定

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

制索引偏移量 ，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和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配置给所述用

户设备 ；根据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以及 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其 中，

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各 不相 同；



方式 2 :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

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

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配置给所述用

户设备 ；其 中，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各 不相 同；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或者 ，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配置给

所述用户设备 ，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

率控制索引；或者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

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

控制索引，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或者 ，通过与所述

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

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

索引、和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

所述功率控制索引和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才艮据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功率控制索引及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确定各载波

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

方式 3 :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

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

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配置给所述用

户设备 ；其 中，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不完全相 同；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

率控制索引，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并通

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其 中，对应相 同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的载波组 ，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各 不相 同；或者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

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所述用户

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

和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根据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及所

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

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其 中，对应相 同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的载波组 ，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各 不相 同。



结合第二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当釆用方式 2

或方式 3 时，根据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将该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

映射到釆用下行控制信息格式 3/3A 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中的相应位置，并且使用该载波

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对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进行加扰 ，在所述用户设备

的主成员载波的公共搜索空间中发送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具体 包括：

将所述用户设备 的对应不同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的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

控制命令 ，映射到釆用下行控制信息格式 3/3A 的并且分别使用对应的所述不同的功率控

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进行加扰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中，分别通过不同的下行子帧，在所述

用户设备的主成员载波的公共搜索空间中发送所述多个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或者，

当釆用方式 1或方式 3 时，才 居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将该载波组对应的

上行功率控制命令映射到釆用下行控制信息格式 3/3A 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中的相应位置，

并且使用该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对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进行加扰 ，

在所述用户设备的主成员载波的公共搜索空间中发送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具体 包括：

将所述用户设备 的对应相 同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的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

控制命令 ，映射到同一个釆用下行控制信息格式 3/3A 且使用所述相 同功率控制-无线网络

临时标识进行加扰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中，在所述用户设备的主成员载波的公共搜索空间

中发送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或者，

根据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将该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映射到釆

用下行控制信息格式 3/3A 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中的相应位置，并且使用该载波组对应的

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对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进行加扰 ，在所述用户设备的主成员

载波的公共搜索空间中发送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具体 包括：

将不同用户设备 的对应相 同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的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

控制命令 ，映射到同一个釆用下行控制信息格式 3/3A 且使用所述同一个功率控制-无线网

络临时标识进行加扰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中，在所述用户设备的主成员载波的公共搜索空

间中发送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结合第二方面或第二方面的上述任意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 包括：功率控制-物理上行控制信道-无线网络临时标

识 TPC-PUCCH-RNTI 、 功 率 控 制 - 物 理 上 行 共 享 信 道 - 无 线 网 络 临 时 标 识

TPC-PUSCH-RNTI 。

第三方面、一种功率控制命令传输方法，包括 :



确定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和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
分别在每个载波组对应的检索载波的公共搜索空间中检测釆用下行控制信息格式

3/3A 且使用该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加扰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所述
每个载波组对应的检索载波为高层信令预先配置或者与网络侧预先约定的该载波组中的
一个载波；

分别根据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
在该载波组对应的检索载波上检测到的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中的位置，并从相应位置获
取该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

结合第三方面、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
络临时标识，以及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具体包括：

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用户设备对应的 1 个功率控制-

无线网络临时标识，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即为该用户设备的每
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

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用户设备对应的 1个功率控制索
引，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即为该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
引；或者，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或者，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用户设备对
应的 1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根据所述用户设
备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及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确定每个载波组分
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

结合第三方面或第三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
述每个载波组对应的检索载波为：

该载波组中、与该载波组对应的用于传输上行控制信息的上行载波配对的 1个下行载
波；

或者，

该载波组中的下行主成员载波。

结合第三方面或第三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

述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为功率控制-物理上行控制信道-无线网络临时标识，或者，

所述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为功率控制-物理上行共享信道-无线网络临时标识。

第四方面、一种功率控制命令传输方法，包括：
确定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和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



根据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将该载波组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映射到釆

用下行控制信 息格式 3/3 A 的物理下行控制信 道 中的相应位置 ，并使用该载波组对应 的功

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对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进行加扰 ，在所述用户设备 的该载波组

对应 的检 索载波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发送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所述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检

索载波为高层信令预先配置或者与所述用户设备预先约定的该载波组 中的一个载波。

结合第四方面，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

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以及 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具体 包括：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

时标识 ，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并通过 高层信

令将所述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或者 ，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配置给

所述用户设备 ；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

率控制索引；或者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

制索引；或者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

率控制索引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或者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

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或者 ，确

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

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和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根据所

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及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确定每个

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

结合第四方面或第四 方 面 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还

包括：

将工作在 同一个载波组 中的对应相 同的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 的用户设备在该

载波组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 ，映射到 同一个釆用下行控制信 息格式 3/3 A 且使用所述

相 同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进行加扰 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中，在该载波组对应 的检 索

载波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发送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结合第四方面或第四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

述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检 索载波为：

该载波组 中、与该载波组对应 的用于传输上行控制信 息的上行载波配对 的 1 个下行载

波；

或者 ，



该载波组中的下行主成员载波。

结合第四方面或第四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

述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为功率控制-物理上行控制信道-无线网络临时标识；或者，

所述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为功率控制-物理上行共享信道-无线网络临时标识。

第五方面、一种用户设备，包括：

第一参数确定模块，用于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和每个载

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

第一信道检索模块，用于在主成员载波的公共搜索空间中检测釆用下行控制信息格式

3/3A 且使用各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加扰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第一功率控制命令获取模块，用于根据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在所述检测

到的使用该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加扰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中确定该

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的位置，并从相应位置获取每个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控

制命令。

结合第五方面，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

络临时标识，以及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时，所述第一参数确定模块具体用

于执行以下方式中的任意一种：

方式 1:

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用户设备对应的 1 个功率控制-

无线网络临时标识，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即为该用户设备的每

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

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个功率

控制索引，不同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各不相同；或者，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用户设备对应的 1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

率控制索引偏移量；才艮据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及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

控制索引偏移量，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不同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

索引各不相同；

方式 2:

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个功率

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不同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各不相同；

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用户设备对应的 1个功率控制索

引，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即为该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

引；或者，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或者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用户设备对

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 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根据所述用户设

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及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

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

方式 3 :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

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不完全相 同；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

控制索引；对应相 同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的载波组 ，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各 不相 同；

或者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

索引、 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才艮据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及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对应相 同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的载波组 ，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各 不相 同。

结合第五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当釆用方式 1 或方式 3 时，所述第一功率控制命令获取模块具体用于：

当用户设备 的多个载波组对应相 同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时，在所述检测到的

使用该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加扰 的 1 个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中，分别根据所述对应相

同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确定所述每个载波组

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 的位置 ，并从相应位置获取所述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

命令 ；

结合第五方面或第五方面的上述任意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包括：功率控制-物理上行控制信道-无线 网络临时标

识 、功率控制-物理上行共 享信道-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

第六方面、一种 网络侧设备 ，包括：

第三参数确定模块 ，用于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

识和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

第三功率控制命令发送模块 ，用于才 居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将该载波组

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映射到釆用下行控制信 息格式 3/3 A 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中的相

应位置 ，并使用该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对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进行

加扰 ，在所述用户设备 的主成 员载波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发送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结合第六方面，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

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以及 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时，所述第



三 参数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方式 1: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

时标识 ，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并通过 高层信

令将所述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

率控制索引，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并通

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弓I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其 中，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各 不相 同；或者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

率控制索引、和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或者 ，确定

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 和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

制索引偏移量 ，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和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配置给所述用

户设备 ；根据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以及 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其 中，

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各 不相 同；

方式 2 :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

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

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配置给所述用

户设备 ；其 中，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各 不相 同；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或者 ，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配置给

所述用户设备 ；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

率控制索引；或者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

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

控制索引，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或者 ，通过与所述

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

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

索引、和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

所述功率控制索引和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才艮据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功率控制索引及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确定各载波

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



方式 3: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的预先约定，确定所述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个功

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或者，确定所述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个功率控

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并通过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配置给所述用

户设备；其中，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不完全相同；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的预先约定，确定所述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个功

率控制索引，或者，确定所述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个功率控制索引，并通

过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其中，对应相同功率控制-无线网络

临时标识的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各不相同；或者，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的预先约

定，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 1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所述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或者，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 1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所述用户

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并通过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

和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及所

述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确定所述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

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其中，对应相同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的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各不相同。

结合第六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当釆用方式 2 或方式 3 时，所述第三功率控制命令发送模块具体用于：

将所述用户设备的对应不同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的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

控制命令，映射到釆用下行控制信息格式 3/3A 的并且分别使用对应的所述不同的功率控

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进行加扰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中，分别通过不同的下行子帧，在所述

用户设备的主成员载波的公共搜索空间中发送所述多个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或者，

当釆用方式 1或方式 3 时，所述第三功率控制命令发送模块具体用于：

将所述用户设备的对应相同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的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

控制命令，映射到同一个釆用下行控制信息格式 3/3A 且使用所述相同功率控制-无线网络

临时标识进行加扰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中，在所述用户设备的主成员载波的公共搜索空间

中发送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或者，

所述第三功率控制命令发送模块具体用于：将不同用户设备的对应相同的功率控制-

无线网络临时标识的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映射到同一个釆用下行控制信息格

式 3/3A 且使用所述同一个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进行加扰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中，

在所述用户设备的主成员载波的公共搜索空间中发送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结合第六方面或第六方面的上述任意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包括：功率控制-物理上行控制信道-无线网络临时标
识、功率控制-物理上行共享信道-无线网络临时标识。

第七方面、一种用户设备，包括：
第二参数确定模块，用于每个载波组对应的确定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和每个载

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
第二信道检索模块，用于分别在每个载波组对应的检索载波的公共搜索空间中检测釆

用下行控制信息格式 3/3A 且使用该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加扰的物理
下行控制信道，所述每个载波组对应的检索载波为高层信令预先配置或者与网络侧预先约

定的该载波组中的一个载波；
第二功率控制命令获取模块，用于分别 居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确定每个

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在该载波组对应的检索载波上检测到的所述物理下行控
制信道中的位置，并从相应位置获取该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

结合第七方面，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
络临时标识，以及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时，所述第二参数确定模块具体用

于：
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用户设备对应的 1 个功率控制-

无线网络临时标识，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即为该用户设备的每
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

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用户设备对应的 1个功率控制索
引，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即为该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

引；或者，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或者，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用户设备对
应的 1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根据所述用户设
备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及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确定每个载波组分
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

结合第七方面或第七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
述每个载波组对应的检索载波为：

该载波组中、与该载波组对应的用于传输上行控制信息的上行载波配对的 1个下行载
波；

或者，
该载波组中的下行主成员载波。



结合第七方面或第七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

述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为功率控制-物理上行控制信道-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或者 ，

所述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为功率控制-物理上行共 享信道-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

第八方面、一种 网络侧设备 ，包括：

第四参数确定模块 ，用于确定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和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

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

第四功率控制命令发送模块 ，用于才 居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将该载波组

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映射到釆用下行控制信 息 3/3 A 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中的相应位

置 ，并使用该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对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进行加

扰 ，在所述用户设备 的该载波组对应 的检 索载波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发送所述物理下行控制

信道 ，所述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检 索载波为高层信令预先配置或者与所述用户设备预先约定

的该载波组 中的一个载波。

结合第八方面，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

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以及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时，所述第

四参数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

时标识 ，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并通过 高层信

令将所述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或者 ，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配置给

所述用户设备 ；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

率控制索引；或者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

制索引；或者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

率控制索引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或者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

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或者 ，确

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

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和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根据所

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及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确定每个

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

结合第八方面或第八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

述第四功率控制命令发送模块还用于：



将工作在 同一个载波组 中的对应相 同的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 的用户设备在该

载波组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 ，映射到 同一个釆用下行控制信 息格式 3/3 A 且使用所述

相 同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进行加扰 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中，在该载波组对应 的检 索

载波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发送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结合第八方面或第八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

述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检 索载波为：

该载波组 中、与该载波组对应 的用于传输上行控制信 息的上行载波配对 的 1 个下行载

波；

或者 ，

该载波组 中的下行主成 员载波。

结合第八方面或第八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

述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为功率控制-物理上行控制信道-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或者 ，

所述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为功率控制-物理上行共 享信道-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

第九方面、一种用户设备 ，包括：

第一处理器，用于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和每个载波组对

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在主成 员载波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检测釆用下行控制信 息格式 3/3 A 且

使用各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加扰 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以及用于根

据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在所述检测到的使用该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

络临时标识加扰 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中确定该载波组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 的位置 ，并

从相应位置获取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 。

结合第九方面，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

络临时标识 ，以及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时，所述第一处理器用于执行 以下

方式中的任意一种 ：

方式 1: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每

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

控制索引，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各不相 同；或者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

率控制索引偏移量；才艮据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及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

控制索引偏移量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各 不相 同。

方式 2 :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

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各 不相 同；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

引，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 制 索引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 制 索

引；或者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或者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用户设备对

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 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根据所述用户设

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及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

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

方式 3 :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

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不完全相 同；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

控制索引；对应相 同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的载波组 ，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各 不相 同；

或者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

索引、 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才艮据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及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对应相 同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的载波组 ，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各 不相 同。

结合第九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当釆用方式 1 或方式 3 时，所述第一处理器具体用于：

当用户设备 的多个载波组对应相 同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时，在所述检测到的

使用该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加扰 的 1 个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中，分别根据所述对应相

同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确定所述每个载波组

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 的位置 ，并从相应位置获取所述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

命令 ；

结合第九方面或第九方面的上述任意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包括：功率控制-物理上行控制信道-无线 网络临时标

识 、功率控制-物理上行共 享信道-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

第十方面、一种 网络侧设备 ，包括：

第三处理器，用于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和每



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

第三通信端 口，用于根据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将该载波组对应 的上行功

率控制命令映射到釆用下行控制信 息格式 3/3 A 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中的相应位置 ，并使

用该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对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进行加扰 ，在所述

用户设备 的主成 员载波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发送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结合第十方面，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

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以及 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时，所述第

三处理器具体用于：

方式 1: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

时标识 ，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并通过 高层信

令将所述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

率控制索引，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并通

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弓I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其 中，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各 不相 同；或者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

率控制索引、和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或者 ，确定

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 和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

制索引偏移量 ，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和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配置给所述用

户设备 ；根据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以及 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其 中，

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各 不相 同；

方式 2 :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

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

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配置给所述用

户设备 ；其 中，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各 不相 同；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或者 ，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配置给

所述用户设备 ；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

率控制索引；或者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

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



控制索引，并通过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或者，通过与所述

用户设备的预先约定，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 1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所述用户设备的每

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或者，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 1个功率控制

索引、和所述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并通过高层信令将

所述功率控制索引和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才艮据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

功率控制索引及所述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确定各载波

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

方式 3: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的预先约定，确定所述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个功

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或者，确定所述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个功率控

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并通过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配置给所述用

户设备；其中，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不完全相同；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的预先约定，确定所述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个功

率控制索引，或者，确定所述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个功率控制索引，并通

过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其中，对应相同功率控制-无线网络

临时标识的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各不相同；或者，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的预先约

定，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 1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所述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或者，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 1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所述用户

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并通过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

和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及所

述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确定所述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

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其中，对应相同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的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各不相同。

结合第十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当釆用方式 2 或方式 3 时，所述第三通信端口具体用于：

将所述用户设备的对应不同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的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

控制命令，映射到釆用下行控制信息格式 3/3A 的并且分别使用对应的所述不同的功率控

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进行加扰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中，分别通过不同的下行子帧，在所述

用户设备的主成员载波的公共搜索空间中发送所述多个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或者，

当釆用方式 1或方式 3 时，所述第三通信端口具体用于：

将所述用户设备的对应相同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的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

控制命令，映射到同一个釆用下行控制信息格式 3/3A 且使用所述相同功率控制-无线网络



临时标识进行加扰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中，在所述用户设备的主成员载波的公共搜索空间

中发送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或者，

所述第三通信端口具体用于：将不同用户设备的对应相同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

识的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映射到同一个釆用下行控制信息格式 3/3A 且使用

所述同一个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进行加扰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中，在所述用户设备

的主成员载波的公共搜索空间中发送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结合第十方面或第十方面的上述任意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包括：功率控制-物理上行控制信道-无线网络临时标

识、功率控制-物理上行共享信道-无线网络临时标识。

第十一方面、一种用户设备，包括：

第二处理器，用于每个载波组对应的确定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和每个载波组对

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分别在每个载波组对应的检索载波的公共搜索空间中检测釆用下行控

制信息格式 3/3A 且使用该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加扰的物理下行控制

信道，所述每个载波组对应的检索载波为高层信令预先配置或者与网络侧预先约定的该载

波组中的一个载波，以及分别 居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上行功率控制命令在该载波组对应的检索载波上检测到的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中的位

置，并从相应位置获取该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

结合第十一方面，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以及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时，所述第二处理器具体用于：

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用户设备对应的 1 个功率控制-

无线网络临时标识，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即为该用户设备的每

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

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用户设备对应的 1个功率控制索

引，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即为该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

引；或者，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或者，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用户设备对

应的 1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根据所述用户设

备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及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确定每个载波组分

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

结合第十一方面或第十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每个载波组对应的检索载波为：



该载波组中、与该载波组对应的用于传输上行控制信息的上行载波配对的 1个下行载

波；

或者，

该载波组中的下行主成员载波。

结合第十一方面或第十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为功率控制-物理上行控制信道-无线网络临时标识，

或者，所述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为功率控制-物理上行共享信道-无线网络临时标

识。

第十二方面、一种网络侧设备，包括：

第四处理器，用于确定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和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

率控制索引；

第四通信端口，用于根据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将该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

率控制命令映射到釆用下行控制信息 3/3A 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中的相应位置，并使用该

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对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进行加扰，在所述用户

设备的该载波组对应的检索载波的公共搜索空间中发送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所述每个

载波组对应的检索载波为高层信令预先配置或者与所述用户设备预先约定的该载波组中

的一个载波。
结合第十二方面，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确定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

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以及确定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时，所述

第四处理器具体用于：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的预先约定，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 1个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

时标识，或者，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 1个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并通过高层信

令将所述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功率控制

-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即为该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的预先约定，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 1个功率控制索引，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 1个功率控制索引，并通过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配置给

所述用户设备；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即为该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

率控制索引；或者，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的预先约定，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

制索引；或者，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个功率控制索引，并通过高层信令将所述功

率控制索引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或者，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的预先约定，确定所述用户

设备对应的 1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或者，确

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 1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并通过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和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

述用户设备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及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确定每个

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

结合第十二方面或第十二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第四通信端口还用于：

将工作在同一个载波组中的对应相同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的用户设备在该

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映射到同一个釆用下行控制信息格式 3/3A 且使用所述

相同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进行加扰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中，在该载波组对应的检索

载波的公共搜索空间中发送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结合第十二方面或第十二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每个载波组对应的检索载波为：

该载波组中、与该载波组对应的用于传输上行控制信息的上行载波配对的 1个下行载

波；

或者，

该载波组中的下行主成员载波。

结合第十二方面或第十二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为功率控制-物理上行控制信道-无线网络临时标识，

或者，所述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为功率控制-物理上行共享信道-无线网络临时标

识。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技术方案，在用户设备的主载波的公共搜索空间中，在各个载波

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所指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位置，使用各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

-小区无线网络识别码进行加扰后，釆用下行控制信息格式 3/3A 发送各载波组对应的上行

功率控制命令。或者在每个载波组中的检索载波的公共搜索空间中，在载波组对应的功率

控制索引指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位置，使用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小区无线网络识别码

进行加扰后，釆用下行控制信息格式 3/3A 发送各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从而

实现了用户设备支持在不同的载波组对应的不同的上行载波上传输上行信道时，进行相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的传输，从而保证系统正常、稳定的运行。

附图说明

图 1为本发明第一种实现方式实施例提供的UE 侧方法流程图；

图 2 为本发明第一种实现方式实施例提供的网络侧方法流程图;

图 3 为本发明第二种实现方式实施例提供的UE 侧方法流程图；



图 4 为本发 明第二种 实现方式实施例提供的网络侧方法流程 图；

图 5 为本发 明第一种 实现方式实施例提供的用户设备结构示意图；

图 6 为本发 明第一种 实现方式实施例提供的网络侧设备结构示意图；

图 7 为本发 明第二种 实现方式实施例提供的用户设备结构示意图；

图 8 为本发 明第二种 实现方式实施例提供的网络侧设备结构示意图；

图 9 为本发 明第一种 实现方式实施例提供的用户设备 实体结构示意图；

图 10 为本发 明第一种 实现方式实施例提供的网络侧设备 实体结构示意图；

图 11 为本发 明第二种 实现方式实施例提供的用户设备 实体结构示意图；

图 12 为本发 明第二种 实现方式实施例提供的网络侧设备 实体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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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UE 支持在不同的载波组对应的不同上行载波上传输上行信道时，本发 明实施例提

供的技术方案如下：在为 UE 配置的聚合载波中预先确定用于传输上行 TPC 命令的载波。

当需要获取上行 TPC 命令时，在用于传输上行 TPC 命令的载波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通过

釆用 DCI format3/3A 且使用各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加扰的 PDCCH 获取各个载波组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 ，其 中，每个载波组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在 PDCCH 中的位置由各

载波组对应的 TPC-index 指示。从 而实现 了用户设备 支持在不同的载波组对应的不同的上

行载波上传输上行信道时，进行相应的上行 TPC 命令的传输和获取 ，从 而保证 系统正常、

稳定的运行 。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上行 TPC 命令的传输方案 ，具体有 两种 实现方式。一种 实现方式

中，用于传输上行 TPC 命令的载波是 UE 的 PCC。相应的，在 UE 的 PCC 的公共搜 索空

间中，按照各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index 所指示的该载波组的 TPC 命令在 PDCCH 中的位

置，在使用该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进行加扰的且釆用 DCI format3/3A 的 PDCCH 中发

送各载波组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 ，其 中，具有相 同 TPC-RNTI 的各载波组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可以在 同一个 PDCCH 中发送。另一种 实现方式中，每个载波组 中配置或约定一个特

定的载波为该载波组对应的用于传输上行 TPC 命令的载波，也称为检 索载波。相应的，在

每个载波组 中的检 索载波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按照该载波组对应的 TPC-index 指示的该载

波组的 TPC 命令在 PDCCH 中的位置，在使用该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进行加扰的且釆



用 DCI format3/3A 的 PDCCH 中发送该载波组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 。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技术方案进行详细说 明。

针对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上述第一种上行 TPC 命令传输方式，其 UE 侧实现方式如 图

1所示，具体 包括如下操作：

步骤 100、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和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index 。

其 中，载波组具体是指针对 UE 的聚合载波划分的载波组。

步骤 110、在 PCC 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检测釆用 DCI format3/3A 且使用各个载波组对应

的 TPC-RNTI 力口扰的 PDCCH 。

其 中，PCC 具体是指为 UE 配置的 PCC 。步骤 110 中，具体是釆用 DCI format3/3A,

使用步骤 100 中确定的各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在 PCC 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进行盲检使用

各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加扰的 PDCCH; 其 中，检测到的 PDCCH 个数取决于具体的

TPC-RNTI 配置情况，当 UE 的多个载波组对应 同一个 TPC-RNTI 时，可能仅检测到 1 个

PDCCH, 当 UE 的多个载波组对应 的 TPC-RNTI 不完全相 同时，可能检测到多个 PDCCH 。

步骤 120、根 据每 个载 波组对应 的 TPC-index, 在检 测到 的使 用该载 波组对应 的

TPC-RNTI 加扰的 PDCCH 中确定该载波组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的位置 ，并从相应位置获

取该载波组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 。

其 中，TPC-index 用于指示载波组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在 PDCCH 中的位置。

载波组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具体是指 ，针对该载波组对应的用于传输上行控制信 息的

特定载波上的上行信道 （可以仅指 PUCCH, 也可以包括 PUSCH 和 SRS ) 的上行 TPC 命

令 ，也可以指该载波组 中的任何一个上行载波上的上行信道 （可以为 PUCCH 、PUSCH 和

SRS ) 的上行 TPC 命令 。

由于步骤 110 中，使用各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进行盲检 的过程 中，如果盲检成

功，也就对相应的 PDCCH 成功解扰 ，且确定 了该 PDCCH 与 TPC-RNTI 的对应关系，即

确定 了该 PDCCH 与每个载波组的对应关系。因此在步骤 120 中，在确定 了载波组 i 对应

的上行 TPC 命令在 PDCCH 中的位置后 ，就可以从载波组 i对应的 TPC-RNTI 解扰的PDCCH

中获取其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 。

在 图 1所示的上行 TPC 命令传输方法实施例基础上 ，步骤 100 的具体 实现方式可以有

多种 ，下面例举其 中几种：

( 一 ）

根据 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 UE 对应的 1 个 TPC-RNTI, 该

UE 对应的 TPC-RNTI 即为该 UE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 的预先约定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

TPC-index 。或者 ，根据 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 UE 对应的 1 个



TPC-index, 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TPC-index-offset ); 根据该 UE

对应的 TPC-index 及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offset ,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 。

例如，UE 对应的 TPC-index 为 TPC-indexUE, 载波组 i 对应的 TPC-index-offset 为

TPC-index-ofFseti, 则载波组 i 对应的 TPC-index 为 TPC-indexUE+TPC-index-offesti 。

其中，由于各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相同，则各个载波组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可

能会打包到同一个 PDCCH 中发送，因此，需要预先确定不同载波组对应的 TPC-index 各

不相同。

假设系统聚合了 4 个载波 C l 、 C2、 C3 和 C4, C I 为 UE 的 PCC, 且 4 个载波被分为

2 个载波组，其中载波组 S1={C1 , C2} , 载波组 S2={C3 , C4 } 。

基于步骤 100 的第 （一 ）种实现方式，e 为 UE 配置了 TPC-PUCCH-RNTIUE, 并

为 S1 配置了 TPC-indexl , 为 S 配置了 TPC-index2„

其中，TPC-indexl 与 TPC-index2 不同。

UE 侧实现上行 TPC 命令传输的具体实现方式可以是：

在载波 C 1 的公共搜索空间中检测釆用 DCI format3/3A 且使用 TPC-PUCCH-RNTIUE

加扰的 PDCCH 。

根据 TPC-indexl 确定 SI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在检测到的 PDCCH 中的位置，并从相

应位置获取 S1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

根据 TPC-index2 确定 S2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在检测到的 PDCCH 中的位置，并从相

应位置获取 S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

基于步骤 100 的第 （一 ）种实现方式，eNB 为 UE 配置了 TPC-PUCCH-RNTIUE 和

TPC-indexUE, 并为 S1 配置了 TPC-index-offset 1, 为 S2 配置了 TPC-index-offset2 。

其中，TPC-index-offset 1与 TPC-index-offset2 不同。

UE 侧实现上行 TPC 命令传输的具体实现方式可以是：

在载波 C 1 的公共搜索空间中检测釆用 DCI format3/3A 且使用 TPC-PUCCH-RNTIUE

加扰的 PDCCH 。

根据 TPC-indexUE +TPC-index-ofFsetl 确定 SI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在检测到的

PDCCH 中的位置，并从相应位置获取 S1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

根据 TPC-indexUE +TPC-index-ofFset2 确定 S2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在检测到的

PDCCH 中的位置，并从相应位置获取 S2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

( 二 ）

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 个

TPC-RNTI, 不同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各不相同。



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 UE 对应的 1 个 TPC-index, 该

UE 对应的 TPC-index 即为该 UE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index 。

假设系统聚合了 4 个载波 C l 、 C2、 C3 和 C4, C I 为 UE 的 PCC, 且 4 个载波被分为

2 个载波组，其中载波组 S1={C1 , C2} , 载波组 S2={C3 , C4 } 。

基于步骤 100 的第 （二 ）种实现方式，e 为 UE 配置了 TPC-indexUE, 并为 S1 配置

了 TPC-PUCCH-RNTI1 , 为 S2 配置了 TPC-PUCCH-RNTI 2。

其中，TPC-PUCCH-RNTI 1与 TPC-PUCCH-RNTI2 不同。

UE 侧实现上行 TPC 命令传输的具体实现方式可以是：

在载波 C 1 的公共搜索空间中检测釆用 DCI format3/3 A 且使用 TPC-PUCCH-RNTI 1加

扰的 PDCCH1 和使用 TPC-PUCCH-RNTI2 加扰的 PDCCH2 。

根据 TPC-indexUE 确定 SI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在检测到的 PDCCH1 中的位置，并从

相应位置获取 S1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

根据 TPC-indexUE 确定 S2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在检测到的 PDCCH2 中的位置，并从

相应位置获取 S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

( 三 ）

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 个

TPC-RNTI, 不同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各不相同。

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 个

TPC-index 。或者，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 UE 对应的 1 个

TPC-index 、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offset; 根据该 UE 对应的 TPC-index 及每

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offset ,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 。

由于不同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各不相同，不同载波组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在不同

PDCCH 中传输，因此，不同载波组对应的 TPC-index 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

假设系统聚合了 4 个载波 C l 、 C2、 C3 和 C4, C I 为 UE 的 PCC, 且 4 个载波被分为

2 个载波组，其中载波组 S1={C1 , C2} , 载波组 S2={C3 , C4 } 。

基于步骤 100 的第 （三 ）种实现方式，eNB 为 S1 配置了 TPC-PUCCH-RNTI 1 和

TPC-indexl , 为 S2 配置了 TPC-PUCCH-RNTI 和 TPC-index2 。

其中，TPC-PUCCH-RNTI 1 与 TPC-PUCCH-RNTI2 不同，TPC-indexl 与 TPC-index2

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

UE 侧实现上行 TPC 命令传输的具体实现方式可以是：

在载波 C 1 的公共搜索空间中检测釆用 DCI format3/3 A 且使用 TPC-PUCCH-RNTI 1加

扰的 PDCCH1 和使用 TPC-PUCCH-RNTI2 加扰的 PDCCH2 。

根据 TPC-indexl 确定 S1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在检测到的 PDCCH1 中的位置，并从



相应位置获取 SI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

根据 TPC-index2 确定 S2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在检测到的 PDCCH2 中的位置，并从

相应位置获取 S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

( 四 ）

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 个

TPC-RNTI , 不同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不完全相同。

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 个

TPC-index 。或者，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 UE 对应的 1 个

TPC-index 、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offset; 根据该 UE 对应的 TPC-index 及每

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offset,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 。

其中，对应相同 TPC-RNTI 的载波组，这些载波组对应的 TPC-index 各不相同。

不同 TPC-RNTI 对应的载波组，这些载波组对应的 TPC-index 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

较佳地，在上述步骤 100 的第 （一 ）或 （四 ）种实现方式基础上，步骤 120 的具体实

现方式可以是：当 UE 的多个载波组对应相同的 TPC-RNTI 时，在所述检测到的使用该

TPC-RNTI 加扰的 1 个 PDCCH 中，分别根据所述对应相同的 TPC-RNTI 的每个载波组对

应的 TPC-index, 确定所述每个载波组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的位置，并从相应位置获取所

述每个载波组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

针对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上述第一种上行 TPC 命令传输方式，其网络侧实现方式如图

2 所示，具体包括如下操作：

步骤 200、确定 UE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和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index 。

步骤 210、根据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index, 将该载波组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映射

到釆用 DCI format3/3A 的 PDCCH 中的相应位置，并使用该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对

PDCCH 进行加扰，在该 UE 的PCC 的公共搜索空间中发送映射有上行 TPC 命令的PDCCH 。

其中，具体将上行 TPC 命令映射到哪个 PDCCH 中，根据相应的 TPC-RNTI 、上行 TPC

命令的大小、资源占用情况等确定，具体映射规则本发明不作限定。例如，对应相同

TPC-RNTI 的多个载波组，其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可以映射到同一个 PDCCH 中。对应不

同 TPC-RNTI 的多个载波组，其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要映射到不同的 PDCCH 中，具体将

上行 TPC 命令映射到哪个 PDCCH 中，可根据现有的资源配置规则确定。

基站侧实施例的描述中，与 UE 侧对应的技术特征，其具体实现方式可以参照 UE 侧

实施例的描述，将不再赘述。

在图 2 所示的上行 TPC 命令传输方法实施例基础上，步骤 200 的具体实现方式可以有

多种，下面例举其中几种：

( 一 ）



通过与上述 UE 的预先约定，确定该 UE 对应的 1个 TPC-RNTI 。或者，确定上述 UE

对应的 1个 TPC-RNTI, 并通过高层信令将该 TPC-RNTI 配置给该 UE。其中，该 UE 对应

的 TPC-RNTI 即该 UE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

通过与上述 UE 的预先约定，确定该 UE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个 TPC-index 。或

者，确定上述 UE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个 TPC-index, 并通过高层信令将该 TPC-index

配置给该 UE。或者，通过与上述 UE 的预先约定，确定该 UE 对应的 1个 TPC-index 、和

该 UE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offset, 或者，确定上述 UE 对应的 1 个

TPC-index 和该 UE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offset, 并通过高层信令将该

TPC-index 和 TPC-index-offset 配置给该 UE; 根据该 UE 对应的 TPC-index 以及该 UE 的每

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offset, 确定该 UE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 。

其中，不同载波组对应的 TPC-index 各不相同。

假设系统聚合了 4 个载波 C l 、 C2、 C3 和 C4, C I 为 UE 的 PCC, 且 4 个载波被分为

2 个载波组，其中载波组 S1={C1 , C2} , 载波组 S2={C3 , C4 } 。

基于步骤 200 的第 （一 ）种实现方式，e 为 UE 配置了 TPC-PUCCH-RNTIUE, 并

为 S1 配置了 TPC-indexl , 为 S 配置了 TPC-index2„

其中，TPC-indexl 与 TPC-index2 不同。

网络侧设备实现上行 TPC 命令传输的具体实现方式可以是：

根据 TPC-indexl 确定 S1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在 PDCCH 中的位置。

根据 TPC-index2 确定 S2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在 PDCCH 中的位置。

使用 TPC-PUCCH-RNTIUE 对用于传输上行 TPC 命令的 C 1的公共搜索空间的PDCCH

加扰后，按照 S1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在该 PDCCH 中的位置和 S2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

在该 PDCCH 中的位置，在该 PDCCH 上釆用 DCI format3/3A 发送 S1 对应的上行 TPC 命

令和 S2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

基于步骤 200 的第 （一 ）种实现方式，eNB 为 UE 配置了 TPC-PUCCH-RNTIUE 和

TPC-indexUE, 并为 S1 配置了 TPC-index-offset 1, 为 S2 配置了 TPC-index-offset2 。

其中，TPC-index-offset 1与 TPC-index-offset2 不同。

网络侧设备实现上行 TPC 命令传输的具体实现方式可以是：

根据 TPC-indexUE+TPC-index-offsetl 确定 SI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在 PDCCH 中的位

置。

根据 TPC-indexUE+TPC-index-offsetl 确定 S2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在 PDCCH 中的位

置。

使用 TPC-PUCCH-RNTIUE 对用于传输上行 TPC 命令的 C 1的公共搜索空间的PDCCH

加扰后，按照 S1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在该 PDCCH 中的位置和 S2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



在该 PDCCH 中的位置 ，在该 PDCCH 上釆用 DCI format3/3A 发送 S1 对应 的上行 TPC 命

令和 S2 对应 的上行 TPC 命令 。

( 二 ）

通过与上述 UE 的预先约定 ，确定该 UE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个 TPC-RNTI 。或

者 ，确定上述 UE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个 TPC-RNTI, 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该 TPC-RNTI

配置给该 UE 。其 中，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 TPC-RNTI 各 不相 同。

通过与上述 UE 的预先约定 ，确定该 UE 对应 的 TPC-index, 该 UE 对应 的 1个 TPC-index

即该 UE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 TPC-index 。或者 ，确定上述 UE 对应 的 1 个 TPC-index, 并

通过 高层信令将该 TPC-index 配置给该 UE 。

假设 系统聚合 了 4 个载波 C l 、 C2、 C3 和 C4, C I 为 UE 的 PCC, 且 4 个载波被分为

2 个载波组 ，其 中载波组 S1={C1 , C2} , 载波组 S2={C3 , C4 } 。

基 于步骤 200 的第 （二 ）种 实现方式，e 为 UE 配置 了 TPC-indexUE, 并为 S1 配置

了 TPC-PUCCH-RNTI1 , 为 S2 配置 了 TPC-PUCCH-RNTI 2。

其 中，TPC-PUCCH-RNTI 1 与 TPC-PUCCH-RNTI2 不同。

网络侧设备 实现上行 TPC 命令传输 的具体 实现方式可以是 ：

根据 TPC-indexUE 确定 S1 对应 的上行 TPC 命令在 PDCCH1 中的位置。

根据 TPC-indexUE 确定 S2 对应 的上行 TPC 命令在 PDCCH2 中的位置。

使用 TPC-PUCCH-RNTI 1 对用于传输 S1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 的 C 1 的公共搜 索空间

的 PDCCH1 加扰后 ，按照 S1 对应 的上行 TPC 命令在该 PDCCH1 中的位置 ，在该 PDCCH1

上釆用 DCI format3/3A 发送 S1对应 的上行 TPC 命令 。

使用 TPC-PUCCH-RNTI2 对用于传输 S2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 的 C 1 的公共搜 索空间

的 PDCCH2 加扰后 ，按照 S2 对应 的上行 TPC 命令在该 PDCCH2 中的位置 ，在该 PDCCH2

上釆用 DCI format3/3A 发送 S2 对应 的上行 TPC 命令 。

( 三 ）

通过与上述 UE 的预先约定 ，确定该 UE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个 TPC-RNTI 。或

者 ，确定上述 UE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个 TPC-RNTI, 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该 TPC-RNTI

配置给该 UE 。其 中，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 TPC-RNTI 各 不相 同。

通过与上述 UE 的预先约定 ，确定该 UE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个 TPC-index 。或

者 ，确定上述 UE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个 TPC-index, 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该 TPC-index

配置给该 UE 。或者 ，通过与上述 UE 的预先约定 ，确定该 UE 对应 的 1 个 TPC-index 、和

该 UE 的每 个载 波组分别对应 的 TPC-index-offset, 或 者 ，确定上述 UE 对应 的 1 个

TPC-index 和该 UE 的每 个载 波组分别对应 的 TPC-index-offset, 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该

TPC-index 和 TPC-index-offset 配置给该 UE; 根据该 UE 对应 的 TPC-index 及该 UE 的每个



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offset, 确定各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 。

假设系统聚合了 4 个载波 C l 、 C2、 C3 和 C4, C I 为 UE 的 PCC, 且 4 个载波被分为

2 个载波组，其中载波组 S1={C1 , C2} , 载波组 S2={C3 , C4 } 。

基于步骤 200 的第 （三 ）种实现方式，e 为 S1 配置了 TPC-PUCCH-RNTI1 和

TPC-indexl , 为 S2 配置了 TPC-PUCCH-RNTI 和 TPC-index2 。

其中，TPC-PUCCH-RNTI 1 与 TPC-PUCCH-RNTI2 不同，TPC-indexl 与 TPC-index2

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

网络侧设备实现上行 TPC 命令传输的具体实现方式可以是：

根据 TPC-indexl 确定 S1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在 PDCCH1 中的位置。

根据 TPC-index2 确定 S2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在 PDCCH2 中的位置。

使用 TPC-PUCCH-RNTI 1对用于传输 S1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的 C 1 的公共搜索空间

的 PDCCH1 加扰后，按照 S1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在该 PDCCH1 中的位置，在该 PDCCH1

上釆用 DCI format3/3A 发送 S1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

使用 TPC-PUCCH-RNTI2 对用于传输 S2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的 C 1 的公共搜索空间

的 PDCCH2 加扰后，按照 S2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在该 PDCCH2 中的位置，在该 PDCCH2

上釆用 DCI format3/3A 发送 S2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

( 四 ）

通过与上述 UE 的预先约定，确定该 UE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个 TPC-RNTI 。或

者，确定上述 UE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个 TPC-RNTI, 并通过高层信令将该 TPC-RNTI

配置给该 UE。其中，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不完全相同。

通过与上述 UE 的预先约定，确定该 UE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个 TPC-index 。或

者，确定该 UE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个 TPC-index, 并通过高层信令将该 TPC-index

配置给该 UE。或者，通过与上述 UE 的预先约定，确定该 UE 对应的 TPC-index 、和该 UE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offset, 或者，确定上述 UE 对应的 1 个 TPC-index 、

和该 UE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offset, 并通过高层信令将该 TPC-index 和

TPC-index-offset 配置给该 UE; 根据该 UE 对应的 TPC-index 及该 UE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

应的 TPC-index-offset, 确定该 UE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 。

其中，相同 TPC-RNTI 对应的载波组，这些载波组对应的 TPC-index 各不相同。

对于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不同的上述各基站侧实施例中，较佳地，可以将上述 UE

的对应不同的 TPC-RNTI 的载波组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映射到釆用 DCI format3/3A 的并

且分别使用对应的不同的 TPC-RNTI 进行加扰的 PDCCH 中，分别通过不同的下行子帧，

在上述 UE 的 PCC 的公共搜索空间中发送映射有上行 TPC 命令的多个 PDCCH 。

由于在 PCC 的公共搜索空间中，釆用 DCI format3/3A 传输各个载波组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 ，是一种 TPC 组播传输方式，因此 ，多个 UE 的载波组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可以在

同一个 PDCCH 中发送。在 同一个 PDCCH 中发送不同载波组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 ，需要

使用相 同的 TPC-RNTI 进行加扰 。因此 ，在该第 （一 ）种确定 TPC-RNTI 及 TPC-index 的

基础上 ，较佳地 ，同一个 UE 的各个载波组对应相 同的 TPC-RNTI, 则该 UE 的各个载波组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可以在 同一个釆用 DCI format 3/3A 且使用该 TPC-RNTI 加扰 的

PDCCH 中发送；在该第 （四 ）种确定 TPC-RNTI 及 TPC-index 的基础上 ，较佳地 ，同一个

UE 的部分载波组对应相 同的 TPC-RNTI, 则该 UE 的具有相 同 TPC-RNTI 的载波组对应的

上行 TPC 命令可以在 同一个釆用 DCI format 3/3A 且使用该 TPC-RNTI 加扰 的 PDCCH 中

发送。也就是说 ，将上述 UE 对应相 同的 TPC-RNTI 的载波组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 ，映射

到同一个釆用 DCI format3/3A 且使用这一相 同的 TPC-RNTI 进行加扰的 PDCCH 中，在该

UE 的 PCC 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发送该 PDCCH 。

此外，在该第 （四 ）种确定 TPC-RNTI 及 TPC-index 的基础上 ，对于与上述 UE 的载

波组 i 对应的 TPC-RNTI 相 同且对应的 TPC-index 不同的、其他 UE 的载波组 ，其对应的

上行 TPC 命令也可以与上述 UE 的载波组 i 对应 的上行 TPC 命令在 同一个釆用 DCI

format3/3A 且使用同一个 TPC-RNTI 加扰 的 PDCCH 中发送，相应的，基于上述载波分组

的假设 ，进一步的，假设 系统中每个 UE 的载波分组相 同，且 PCC 均为 Cl 。那么，以 S1

为例，针对不同的 UE , 为其 S1 配置的 TPC-PUCCH-RNTI 或 TPC-index 不同。

在上述任一 网络侧实施例基础上 ，较佳地 ，步骤 210 的具体 实现方式还可以是：将不

同 UE 的对应相 同的 TPC-RNTI 的载波组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 ，映射到同一个釆用 DCI

format3/3 A 且使用所述同一个 TPC-RNTI 进行力。扰的 PDCCH 中，在该 UE 的 PCC 的公共

搜 索空间中发送该 PDDCH 。

针对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上述第二种上行 TPC 命令传输方式，其 UE 侧实现方式如 图

3 所示，具体 包括如下操作：

步骤 300、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和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index 。

其 中，载波组具体是指针对 UE 的聚合载波划分的载波组。

步骤 310、分别在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检 索载波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检测釆用下行 DCI

format3/3A 且使用该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加扰 的 PDCCH 。

其 中，每个载波组对应的检 索载波为高层信令预先配置或者与网络侧预先约定的该载

波组 中的一个载波。

其 中，PDCCH 的具体检测方式可以参照第一种 实现方式中 UE 侧实施例的描述，这里

不再赘述。

步骤 320、分别根据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index 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的上行 TPC 命

令在该载波组对应的检 索载波上检测到的 PDCCH 中的位置，并从相应位置获取该载波组



对应 的上行 TPC 命令 。

步骤 320 的具体 实现方式可以参照第一种 实现方式中 UE 侧 实施例的描述 ，这里不再

赘述。

由于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上行 TPC 分别在 不同的载波中传输 ，因此 ，步骤 300 中，确定

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 TPC-RNTI 的一种优选的实现方式可以是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 UE 对应 的 1 个 TPC-RNTI , 该 UE 对应 的 TPC-RNTI 即为该 UE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 TPC-RNTI 。 当然，也可以预先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 TPC-RNTI 各

不相 同或者不完全相 同。

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 TPC-index 的一 种优选 的实现方式可以是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

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 UE 对应 的 1 个 TPC-index, 该 UE 对应 的 TPC-index 即

该 UE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 TPC-index 。当然，也可以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

预先约定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 TPC-index 。还可以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

与 网络 侧 的预 先 约定 ，确 定 UE 对 应 的 1 个 TPC-index 、和 每 个 载 波组 分 别对 应 的

TPC-index-ofFset; 根据该 UE 对应 的 TPC-index 及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TPC-index-offset,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TPC-index 。

上述第二种上行 TPC 命令传输 的 UE 侧 实施例 中，较佳地 ，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检 索载

波可以是 ：该载波组 中、与该载波组对应 的用于传输上行控制信 息的上行载波配对 的 1个

下行载波；或者 ，该载波组 中的下行 PCC 。

以包括载波 C 1和 C2 的载波组 S1 为例。在 FDD 系统 中，进一步的，载波 C 1 包括上

行载波 CUL1 和下行载波 CDL1 。载波 C2 包括上行载波 CUL2 和下行载波 CDL2 。如果

CUL1 用于传输上行控制信 息，则其配对 的下行载波即为 CDL1 。在 TDD 系统 中，根据 TDD

上下行配置 ，在下行子帧，载波 C 1和载波 C2 即为下行载波，在上行子帧，载波 C 1和载

波 C2 即为上行载波。如果 C 1 用于在上行子帧传输上行控制信 息，则在下行子帧时刻的

C 1 即为相应 的配对下行载波。

假设 系统聚合 了 4 个载波 C l 、 C2、 C3 和 C4, C I 为 UE 的 PCC, 且 4 个载波被分为

2 个载波组 ，其 中载波组 S1={C1 , C2} , 载 波组 S2={C3 , C4 } 。 SI 中用于传输上行控制

信 息的载波是 C I , S 中用于传输上行控制信 息的载波是 C4。

e 配置 SI 对应 的检 索载波为 C I , S2 对应 的检 索载波为 C4。

e 为 UE 配置 了 TPC-indexUE, 并为 UE 配置 了 TPC-PUCCH-RNTIUE 。

UE 侧 实现上行 TPC 命令传输 的具体 实现方式可以是 ：

在 C 1 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检测釆用下行 DCI format3/3A 且使用 TPC-PUCCH-RNTIUE

加扰 的 PDCCH1 。

在 C4 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检测釆用下行 DCI format3/3A 且使用 TPC-PUCCH-RNTIUE



加扰的 PDCCH2 。

根据 TPC-indexUE 确定 SI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在 PDCCH1 中的位置，并从相应位置

获取 S1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

根据 TPC-indexUE 确定 S2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在 PDCCH2 中的位置，并从相应位置

获取 S2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

针对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上述第二种上行 TPC 命令传输方式，其网络侧实现方式如图

4 所示，具体包括如下操作：

步骤 400、确定 UE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和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index 。

步骤 410、根据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index, 将该载波组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映射

到釆用 DCI format3/3A 的 PDCCH 中的相应位置，并使用该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对映

射有上行 TPC 命令的 PDCCH 加扰，在该 UE 的该载波组对应的检索载波的公共搜索空间

中发送 PDCCH 。

其中，每个载波组对应的检索载波为高层信令预先配置或者与该 UE 预先约定的该载

波组中的一个载波。

该网络侧实施例中，与图 1所示实施例相似的技术特征，其具体实现方式可以参照上

述 UE 侧实施例的描述，这里不再赘述。

由于不同载波组对应的上行 TPC 分别在不同的载波中传输，因此，步骤 400 中，确定

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的一种优选的实现方式可以是：通过与上述 UE 的预先约定，

确定该 UE 对应的 1个 TPC-RNTI 。或者，确定上述 UE 对应的 1个 TPC-RNTI, 并通过高

层信令将该 TPC-RNTI 配置给该 UE。该 UE 对应的 TPC-RNTI 即为该 UE 的每个载波组对

应的 TPC-RNTI 。当然，也可以预先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各不相同或者不完

全相同。

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index 的一种优选的实现方式可以是：通过与上述 UE 的

预先约定，确定该 UE 对应的 TPC-index 。或者，确定上述 UE 对应的 1个 TPC-index, 并

通过高层信令将该 TPC-index 配置给该 UE。该 UE 对应的 TPC-index 即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index 。当然，也可以通过与上述 UE 的预先约定，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 。还可 以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 个 TPC-index, 并通过高层信令将该

TPC-index 配置给该 UE。还可以通过与上述 UE 的预先约定，确定该 UE 对应的 TPC-index 、

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offset; 根据该 UE 对应的 TPC-index 及每个载波组分

别对应的 TPC-index-offset,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 。还可以确定该 UE 对

应的 1 个 TPC-inde 、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offset, 并通过高层信令将该

TPC-inde 和 TPC-index-offset 配置给该 UE; 根据该 UE 对应的 TPC-index 及每个载波组分

别对应的 TPC-index-offset,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 。



由于在 PCC 的公共搜索空间中，釆用 DCI format3/3A 传输各个载波组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是一种 TPC 组播传输方式，因此，工作在同一个载波组中的多个 UE 的载波组对应

的上行 TPC 命令可以在同一个 PDCCH 中发送。在同一个 PDCCH 中发送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上行 TPC 命令，需要使用相同的 TPC-RNTI 进行加扰。因此，上述第二种上行 TPC 命

令传输的网络侧实施例中，较佳地，将工作在同一个载波组中的对应相同的 TPC-RNTI 的

用户设备在该载波组中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映射到釆用 DCI format3/3A 且使用相同的

TPC-RNTI 进行加扰的 PDCCH 中，在该载波组对应的检索载波的公共搜索空间中发送该

PDCCH 。

另外，由于本发明提供的第二种上行 TPC 命令传输方式中，每个载波组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分别在各 自对应的检索载波中传输。因此，工作在同一个载波组中的不同 UE 的

载波组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在同一个 PDCCH 中传输的另一个前提是，这些载波组对应同

一 个检索载波。

上述第二种上行 TPC 命令传输的网络侧实施例中，较佳地，每个载波组对应的检索载

波可以是：该载波组中、与该载波组对应的用于传输上行控制信息的上行载波配对的 1个

下行载波；或者，该载波组中的下行 PCC 。

上述第二种上行 TPC 命令传输的网络侧实施例中，较佳地，网络侧还预先为 UE 配置

每个载波组的检索载波。相应的，为上述 UE 的每个载波组配置检索载波，将配置结果通

过高层信令发送给该 UE。

假设系统聚合了 4 个载波 C l 、C2、 C3 和 C4, C I 为 UE 的 PCC, 且 4 个载波被分为

2 个载波组，其中载波组 S1={C1 , C2} , 载波组 S2={C3 , C4 }。 SI 中用于传输上行控制

信息的载波是 C I , S 中用于传输上行控制信息的载波是 C4。

e 配置 SI 对应的检索载波为 C I , S2 对应的检索载波为 C4。

e 为 UE 配置了 TPC-indexUE, 并为 UE 配置了 TPC-PUCCH-RNTIUE 。

网络侧设备实现上行 TPC 命令传输的具体实现方式可以是：

根据 TPC-indexUE 确定 S1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在 PDCCH1 中的位置。

根据 TPC-indexUE 确定 S1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在 PDCCH2 中的位置。

使用 TPC-PUCCH-RNTIUE 对 C 1 的公共检索空间中的 PDCCH1 加扰后，按照 S1 对

应的上行 TPC 命令在 PDCCH1 中的位置，在 PDCCH1 上釆用 DCI format3/3A 发送 S1 对

应的上行 TPC 命令。

使用 TPC-PUCCH-RNTIUE 对 C4 的公共检索空间中的 PDCCH2 加扰后，按照 S2 对

应的上行 TPC 命令在 PDCCH2 中的位置，在 PDCCH2 上釆用 DCI format3/3A 发送 S2 对

应的上行 TPC 命令。

针对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第一种上行 TPC 命令传输方式，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用



户设备 ，其结构如 图 5 所示，具体 实现结构 包括：

第一参数确定模块 501 , 用于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 TPC-RNTI 和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

TPC-index 。

第一信道检 索模块 502, 用于在 PCC 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检测釆用 DCI format3/3A 且使

用各个载波组对应 的 TPC-RNTI 加扰 的 PDCCH 。

第一功率控制命令获取模块 503 , 用于根据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 TPC-index, 在检测到的

使用该载波组对应 的 TPC-RNTI 加扰 的 PDCCH 中确定该载波组对应 的上行 TPC 命令 的位

置 ，并从相应位置获取该载波组对应 的上行 TPC 命令 。

较佳地 ，在 图 5 所示的用户设备 实施例基础上 ，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 TPC-RNTI 时，

所述第一参数确定模块 501 具体用于：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 TPC-RNTI,

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TPC-RNTI 即为该用户设备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 TPC-RNTI;

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 TPC-index 时，所述第一参数确定模块 501 具体用于：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 示或者 与 网络侧 的预先 约定 ，确定每 个载 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

TPC-index, 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 TPC-index 各 不相 同；或者 ，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用户设备对应 的 1个 TPC-index 、

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TPC-index-offset; 根据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TPC-index 及每个载

波组分别对应 的 TPC-index-offset,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TPC-index, 不同载波组对

应 的 TPC-index 各 不相 同。

较佳地 ，在 图 5 所示的用户设备 实施例基础上 ，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 TPC-RNTI 时，

所述第一参数确定模块 501 具体用于：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 示或者 与 网络侧 的预先 约定 ，确定每 个载 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

TPC-RNTI, 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 TPC-RNTI 各 不相 同；

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 TPC-index 时，所述第一参数确定模块 501 具体用于：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用户设备对应 的 1个 TPC-index,

该用户设备对应 的 TPC-index 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 TPC-index; 或者 ，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 示或者 与 网络侧 的预先 约定 ，确定每 个载 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

TPC-index; 或者 ，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用户设备对应 的 1个 TPC-index 、

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TPC-index-offset; 根据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TPC-index 及每个载

波组分别对应 的 TPC-index-offset,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TPC-index 。

较佳地 ，在 图 5 所示的用户设备 实施例基础上 ，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 TPC-RNTI 时，

所述第一参数确定模块 501 具体用于：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 的预先约定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

TPC-RNTI , 不同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不完全相 同；

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index 时，所述第一参数确定模块 501 具体用于：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 的预先约定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

TPC-index; 对应相 同 TPC-RNTI 的载波组 ，对应的 TPC-index 各 不相 同；或者 ，

根据 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用户设备对应的 1个 TPC-index 、

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offset; 根据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 TPC-index 及每个载

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 对应相 同 TPC-RNTI

的载波组 ，对应的 TPC-index 各 不相 同。

对于用户设备 的载波组对应相 同的 TPC-RNTI 的情况，较佳地 ，述第一功率控制命令

获取模块 503 具体用于：

当用户设备 的多个载波组对应相 同的 TPC-RNTI 时，在所述检测到的使用该 TPC-RNTI

加 扰 的 1 个 PDCCH 中，分别 居所述对应相 同的 TPC-RNTI 的每 个载 波组对应 的

TPC-index, 确定所述每个载波组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的位置，并从相应位置获取所述每

个载波组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 。

针对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第一种上行 TPC 命令传输方式，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 网

络侧设备 ，其结构如 图 6 所示，具体 实现结构 包括：

第三参数确定模块 601 , 用于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和每个载

波组对应的 TPC-index;

第三功率控制命令发送模块 602, 用于根据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index, 将该载波组

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映射到釆用 DCI format3/3A 的 PDCCH 中的相应位置 ，并使用该载波

组对应的 TPC-RNTI 对所述 PDCCH 进行加扰 ，在所述用户设备 的 PCC 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

发送所述 PDCCH 。

较佳地 ，在 图 6 所示的网络侧设备 实施例基础上 ，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时，所述第三参数确定模块 601 具体用于：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 1 个 TPC-RNTI 。或者 ，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 1 个 TPC-RNTI, 并通过高层信令将所述 TPC-RNTI 配置给所述

用户设备 。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 TPC-RNTI 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index 时，所述第三参数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 个

TPC-index; 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个 TPC-index, 并通过高

层信令将所述 TPC-index 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其 中，不同载波组对应的 TPC-index 各 不

相 同；或者 ，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 1 个 TPC-index 、和所述

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offset, 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 1个

TPC-index 和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offset, 并通过 高层信令

将所述 TPC-index 和 TPC-index-offset 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根据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TPC-index 以及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offset, 确定所述用户设

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 不同载波组对应的 TPC-index 各 不相 同。

较佳地 ，在 图 6 所示的网络侧设备 实施例基础上 ，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时，所述第三参数确定模块 601 具体用于：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 个

TPC-RNTI, 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个 TPC-RNTI, 并通过 高

层信令将所述 TPC-RNTI 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其 中，不同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各 不

相 同；

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index 时，所述第三参数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 1 个 TPC-index, 或者 ，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 1 个 TPC-index, 并通过高层信令将所述 TPC-index 配置给所述

用 户设 备 ；所 述 用 户设 备 对 应 的 TPC-index 即 为 该 用 户设 备 的每 个 载 波组 对 应 的

TPC-index; 或者 ，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 个

TPC-index; 或者 ，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 个 TPC-index, 并通过高层信令将所述

TPC-index 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或者 ，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 1 个 TPC-index 、和所述

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offset, 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 1个

TPC-index 和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offset, 并通过 高层信令

将所述 TPC-index 和 TPC-index-offset 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根据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TPC-index 及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offset, 确定各载波组分别

对应的 TPC-index 。

较佳地 ，在 图 6 所示的网络侧设备 实施例基础上 ，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时，所述第三参数确定模块 601 具体用于：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 个

TPC-RNTI, 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个 TPC-RNTI, 并通过 高

层信令将所述 TPC-RNTI 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其 中，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不完

全相 同；



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index 时，所述第三参数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 个

TPC-index, 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个 TPC-index, 并通过高

层信令将所述 TPC-index 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其 中，对应相 同 TPC-RNTI 的载波组 ，对

应的 TPC-index 各 不相 同；或者 ，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 1 个 TPC-index 、和所述

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offset, 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 1个

TPC-index 和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offset, 并通过高层信令

将所述 TPC-index 和 TPC-index-offset 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根据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TPC-index 及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offset,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TPC-index; 对应相 同 TPC-RNTI 的载波组 ，对应的 TPC-index

各 不相 同。

较佳地 ，在基于图 6 所示的网络侧设备 的各 实施例基础上 ，所述第三功率控制命令发

送模块 602 具体用于：

将所述用户设备 的对应不同的 TPC-RNTI 的载波组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 ，映射到釆用

DCI format3/3A 的并且分别使用对应的所述不同的 TPC-RNTI 进行加扰的 PDCCH 中，分

别通过不同的下行子帧，在所述用户设备 的 PCC 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发送所述多个 PDCCH 。

较佳地 ，在基于图 6 所示的网络侧设备 的各 实施例基础上 ，所述第三功率控制命令发

送模块 602 具体用于：

将所述用户设备 的对应相 同的 TPC-RNTI 的载波组对应的上行 TPC 命令 ，映射到同一

个釆用 DCI format3/3A 且使用所述相 同 TPC-RNTI 进行加扰的 PDCCH 中，在所述用户设

备 的 PCC 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发送所述 PDCCH 。

较佳地 ，在基于图 6 所示的网络侧设备 的各 实施例基础上 ，所述第三功率控制命令发

送模块 602 具体用于：

将不同用户设备 的对应相 同的 TPC-RNTI 的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 ，映射到

同一个釆用 DCI format3/3A 且使用所述同一个 TPC-RNTI 进行加扰的 PDCCH 中，在所述

用户设备 的 PCC 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发送所述 PDCCH 。

针对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第二种上行 TPC 命令传输方式，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用

户设备 ，其结构如 图 7 所示，具体 实现结构 包括：

第二参数确定模块 701, 用于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和每个载波组对应的

TPC-index;

第二信道检 索模块 702, 用于分别在每个载波组对应的检 索载波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检

测釆用 DCI format3/3A 且使用该载波组对应的 TPC-RNTI 力口扰的 PDCCH, 所述每个载波



组对应 的检 索载波为高层信令预先配置或者与 网络侧预先约定的该载波组 中的一个载波；

第二功率控制命令获取模块 703 , 用于分别根据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 TPC-index 确定每

个载 波组对应 的上行 功率控 制命令在该 载 波组对应 的对应 的检 索载 波上检 测到 的所述

PDCCH 中的位置 ，并从相应位置获取该载波组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 。

较佳地 ，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 TPC-RNTI 时，所述第二参数确定模块 701具体用于：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 TPC-RNTI,

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TPC-RNTI 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 TPC-RNTI;

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 TPC-index 时，所述第二参数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用户设备对应 的 1个 TPC-index,

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TPC-index 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 TPC-index; 或者 ，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 示或者 与 网络侧 的预先 约定 ，确定每 个载 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

TPC-index; 或者 ，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用户设备对应 的 1个 TPC-index 、

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TPC-index-offset; 根据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TPC-index 及每个载

波组分别对应 的 TPC-index-offset,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TPC-index 。

较佳地 ，在基 于图 7 所示的各个用户设备 实施例基础上 ，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检 索载波

为：该载波组 中与该载波组对应 的用于传输上行控制信 息的上行载波配对 的 1个下行载波；

或者 ，该载波组 中的下行 PCC 。

针对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第二种上行 TPC 命令传输方式，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 网

络侧设备 ，其结构如 图 8 所示，具体 实现结构 包括：

第四参数确定模块 801 , 用于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 TPC-RNTI 和每个载

波组对应 的 TPC-index;

第四功率控制命令发送模块 802, 用于才 居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将该载

波组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映射到釆用下行控制信 息 3/3A 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中的相

应位置 ，并使用该载波组对应 的 TPC-RNTI 对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进行加扰 ，在所述用

户设备 的该载波组对应 的检 索载波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发送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所述每

个载波组对应 的检 索载波为 高层信令预先配置或者与所述用户设备预先约定 的该载 波组

中的一个载波。

较佳地 ，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 TPC-RNTI 时，所述第四参数确定模块 801

具体用于：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 TPC-RNTI, 或者 ，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个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

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TPC-RNTI 即为该用户设



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 TPC-RNTI;

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 TPC-index 时，所述第四参数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 TPC-index, 或者 ，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个功率控制索引，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配置给

所 述 用 户设 备 ；所 述 用 户设 备 对 应 的 TPC-index 即为该 用 户设 备 每 个 载 波组对 应 的

TPC-index; 或者 ，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TPC-index; 或者 ，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个功率控制索引，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I

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或者 ，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 TPC-index 、和每个

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TPC-index-offset , 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个功率控制索引、

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和功

率控制索引偏移量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根据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TPC-index 及每个载波

组分别对应 的 TPC-index-offset,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TPC-index 。

较佳地 ，在基 于图 8 所示的各个 网络侧设备 实施例基础上 ，所述第四功率控制命令发

送模块 802 还用于：

将工作在 同一个载波组 中的对应相 同的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 的用户设备在该

载波组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 ，映射到 同一个釆用下行控制信 息格式 3/3A 且使用所述

相 同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进行加扰 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中，在该载波组对应 的检 索

载波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发送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较佳地 ，在基 于图 8 所示的各个 网络侧设备 实施例基础上 ，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检 索载

波为：该载波组 中、与该载波组对应 的用于传输上行控制信 息的上行载波配对 的 1个下行

载波；或者 ，该载波组 中的下行 PCC。

上述本发 明实施例 中，TPC-RNTI 既可以是 TPC- 物理上行控制信道 （PUCCH ) -RNTI,

也可以是 TPC- 物理上行共 享信道 （PUSCH ) /SRS-RNTL

如果是 TPC-PUCCH-RNTI , 对应 的上行 TPC 命令为针对 PUCCH 的上行 TPC 命令 。

如果是 TPC-PUSCH-RNTI, 对应 的上行 TPC 命令为针对 PUSCH/SRS 的上行 TPC 命

令 。

上述本发 明实施例 中，实现上行 TPC 命令传输 的网络侧设备可以是 e , 当然也可以

是其他具备传输控制信令 能力的网络侧设备 。

参 阅图 9 所示，本发 明实施例 中，用户设备 包括第一处理器 901 , 其 中，

第一处理器 901 , 用于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和每个载波

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在主成 员载波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检测釆用下行控制信 息格式 3/3A



且使用各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加扰 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以及根据

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在上述检测到的使用该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加扰 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中确定该载波组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 的位置 ，并从

相应位置获取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 。

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以及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

控制索引时，第一处理器 901 用于执行 以下方式中的任意一种 ：

方式 1:

(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上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

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

率控制索引，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各 不相 同；或者 ，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

引、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才艮据上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

引及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

引，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各 不相 同。）

方式 2 :

(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

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各 不相 同；）

(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

索引，上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

引；或者 ，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

控制索引；或者 ，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

引、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才艮据上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

引及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

引。）

方式 3 :

(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

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不完全相 同；）

(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

率控制索引；对应相 同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的载波组 ，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各 不相



同；或者 ，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 的预先约定 ，确定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 索

引、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偏移量 ；才艮据上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

引及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偏移量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

引；对应相 同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 的载波组 ，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各 不相 同。）

当釆用方式 1 或方式 3 时，第一处理 器 901 具体用于：

当用户设备 的多个载波组对应相 同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 时，在上述检 测到的

使用该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加扰 的 1 个物理下行控制信 道 中，分别根据上述对应相

同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确定上述每个载波组

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 的位置 ，并从相应位置获取上述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

命令 。

上述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 包括 ：功率控制-物理上行控制信 道-无线 网络 临时标

识 、功率控制-物理上行共 享信 道-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 。

参 阅图 10 所示 ，本发 明实施例 中，网络侧设备 包括第三处理 器 1001 和第三通信 端 口

1002, 其 中，

第三处理 器 1001 , 用于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 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 临时标

识和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

第三通信 端 口 1002, 用于 据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将该载波组对应 的上

行功率控制命令 映射到釆用下行控制信 息格 式 3/3 A 的物理下行控制信 道 中的相应位置 ，

并使用该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对上述物理下行控制信 道进行加扰 ，在

上述用户设备 的主成 员载波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发送上述物理下行控制信 道 。

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 ，以及确定用户设备 的

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时，第三处理 器 1001 具体用于：

方式 1:

( 通过与上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上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 ，或者 ，确定上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 ，并通过 高层

信令将上述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配置给上述用户设备 ；上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

制-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 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 ；)

( 通过与上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上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

功率控制 索引，或者 ，确定上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 索引，并

通过 高层信令将上述功率控制 索引配置给上述用户设备 ；其 中，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

制 索引各 不相 同；或者 ，

通过与上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上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 索引、和上



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或者 ，

确定上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和上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上述功率控制索引和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配置

给上述用户设备 ；根据上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以及 上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

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确定上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

引；其 中，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各 不相 同；）

方式 2 :

( 通过与上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上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

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或者 ，确定上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

控制-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 ，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上述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配置给上述

用户设备 ；其 中，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各 不相 同；）

( 通过与上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上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或

者 ，确定上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上述功率控制索引配

置给上述用户设备 ；上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或者 ，

通过与上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上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

率控制索引；或者 ，

确定上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 , 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上

述功率控制索引配置给上述用户设备 ；或者 ，

通过与上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上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和上

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或者 ，确定上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和上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并

通过 高层信令将上述功率控制索引和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配置给上述用户设备 ；根据上述

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及上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偏

移量 ，确定各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

方式 3 :

( 通过与上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上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

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或者 ，确定上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

控制-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 ，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上述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配置给上述

用户设备 ；其 中，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不完全相 同；）

( 通过与上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上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

功率控制索引，或者 ，确定上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并

通过 高层信令将上述功率控制索引配置给上述用户设备 ；其 中，对应相 同功率控制-无线 网



络临时标识的载波组 ，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各不相 同；或者 ，

通过与上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确定上述用户设备对应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和上

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或者 ，确定上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和上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并

通过高层信令将上述功率控制索引和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配置给上述用户设备 ；根据上述

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及上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

移量 ，确定上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其 中，对应相 同功率控

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的载波组 ，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各不相 同。）

当釆用方式 2 或方式 3 时，第三通信端 口 1002 具体用于：

将上述用户设备 的对应 不同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的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

控制命令 ，映射到釆用下行控制信 息格式 3/3A 的并且分别使用对应的上述不同的功率控

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进行加扰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中，分别通过不同的下行子帧，在上述

用户设备 的主成员载波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发送上述多个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或者 ，

当釆用方式 1 或方式 3 时，第三通信端 口 1002 具体用于：

将上述用户设备 的对应相 同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的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

控制命令 ，映射到同一个釆用下行控制信 息格式 3/3A 且使用上述相 同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进行加扰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中，在上述用户设备 的主成员载波的公共搜 索空间

中发送上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或者 ，

第三通信端 口 1002 具体用于：将不同用户设备 的对应相 同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

标识的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 ，映射到同一个釆用下行控制信 息格式 3/3 A 且使

用上述同一个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进行加扰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中，在上述用户设

备 的主成员载波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发送上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包括：功率控制-物理上行控制信道-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功率控制-物理上行共享信道-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参阅图 11 所示，本发 明实施例中，用户设备 包括第二处理器 1101 , 其 中，

第二处理器 1101 , 用于每个载波组对应的确定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和每个载

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分别在每个载波组对应的检 索载波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检测釆用

下行控制信 息格式 3/3A 且使用该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加扰的物理下

行控制信道，上述每个载波组对应的检 索载波为高层信令预先配置或者与网络侧预先约定

的该载波组 中的一个载波，以及 分别才 居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确定每个载波组

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在该载波组对应 的检 索载波上检测到的上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中的位置 ，并从相应位置获取该载波组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 。

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 ，以及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

控制 索引时，第二处理 器 1101 具体用于：

(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 的预先约定 ，确定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 ，上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 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

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

(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 的预先约定 ，确定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

索引，上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

引；或者 ，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 的预先约定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

控制 索引；或者 ，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 的预先约定 ，确定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 索

引、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偏移量 ；才艮据上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

引及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偏移量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

引。）

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检 索载波为：

该载波组 中、与该载波组对应 的用于传输上行控制信 息的上行载波配对 的 1 个下行载

波；

或者 ，

该载波组 中的下行主成 员载波。

功率控 制 -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 为功率控 制 -物理上行控 制信 道 -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 ，或

者 ，上述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为功率控制 -物理上行共 享信 道 -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 。

参 阅图 12 所示 ，本发 明实施例 中，网络侧设备 包括第四处理 器 1201 和第四通信 端 口

1202, 其 中，

第四处理 器 1201 , 用于确定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和用户设备 的每 个载波组对

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

第四通信 端 口 1202, 用于 据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将该载波组对应 的上

行功率控制命令 映射到釆用下行控制信 息 3/3 Α 的物理下行控制信 道 中的相应位置 ，并使

用该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对上述物理下行控制信 道进行加扰 ，在上述

用户设备 的该载波组对应 的检 索载波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发送上述物理下行控制信 道 ，上述

每 个载 波组对应 的检 索载 波为 高层信令 预先 配置或者 与上述用户设备 预先 约定 的该 载 波

组 中的一个载波。

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 ，以及确定用户设备 的



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时，上述第四处理 器 1201 具体用于：

( 通过与上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上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 ，或者 ，确定上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 ，并通过 高层

信令将上述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配置给上述用户设备 ；上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

制 -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 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 ；）

( 通过与上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上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 索引，或

者 ，确定上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 索引，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上述功率控制 索引配

置给上述用户设备 ；上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或者 ，

通过与上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或者 ，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 索引，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上述功率控制 索引

配置给上述用户设备 ；或者 ，

通过与上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上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 索引、和每

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偏移量 ，或者 ，确定上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

索引、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偏移量 ，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上述功率控制 索

引和功率控制 索引偏移量配置给上述用户设备 ；根据上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及

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偏移量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

第四通信 端 口 1202 还用于：

将 工作在 同一个载 波组 中的对应相 同的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 的用户设备在该

载波组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 ，映射到 同一个釆用下行控制信 息格 式 3/3 A 且使用上述

相 同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进行加扰 的物理下行控制信 道 中，在该载波组对应 的检 索

载波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发送上述物理下行控制信 道 。

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检 索载波为：

该载波组 中、与该载波组对应 的用于传输上行控制信 息的上行载波配对 的 1 个下行载

波；

或者 ，

该载波组 中的下行主成 员载波。

功率控 制 -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 为功率控 制 -物理上行控 制信 道 -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 ，或

者 ，上述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为功率控制 -物理上行共 享信 道 -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 。

应理解 ，本发 明的技 术方案可 以应 用于各种通信 系统 ，例如 ：全球移动通讯 （Global

System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GSM ) 系统 、码分 多址 (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CDMA ) 系统 、 宽带码分 多址 （Wideband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 WCDMA ) 系统 、

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 GPRS )、长期演进 （Long Term Evolution,



LTE ) 系统、先进的长期演进 （Advanced long term evolution, LTE-A ) 系统、通用移动通

信系统 ( 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UMTS ) 等。

还应理解，在本发明实施例中， UE 包括但不限于移动台 （Mobile Station, M S )、移

动终端（Mobile Terminal )、移动电话（Mobile Telephone )、手机（handset )及便携设备（portable

equipment ) 等，该用户设备可以经无线接入网 （Radio Access Network, RAN ) 与一个或

多个核心网进行通信，例如，用户设备可以是移动电话 （或称为 "蜂窝，，电话）、具有无

线通信功能的计算机等，用户设备还可以是便携式、袖珍式、手持式、计算机内置的或者

车载的移动装置。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基站 （例如，接入点）可以是指接入网中在空中接口上通过一个

或多个扇区与无线终端通信的设备。基站可用于将收到的空中帧与 IP 分组进行相互转换，

作为无线终端与接入网的其余部分之间的路由器，其中接入网的其余部分可包括网际协议

( IP ) 网络。基站还可协调对空中接口的属性管理。例如，基站可以是 GSM 或 CDMA 中

的基站 （Base Transceiver Station, BTS ), 也可以是 WCDMA 中的基站 （NodeB ), 还可以

是 LTE 中的演进型基站 （NodeB 或 eNB 或 e-NodeB , evolutional Node B ), 本发明并不限

定。

本领域内的技术人员应明白，本发明的实施例可提供为方法、系统、或计算机程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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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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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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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产品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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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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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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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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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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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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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置。

这些计算机程序指令也可存储在能引导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以特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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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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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框中指定的功能。

这些计算机程序指令也可装载到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上，使得在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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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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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框或多个方框 中指定的功能的步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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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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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例以及落入本发 明范围的所有 变更和修 改。

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可以对本发 明实施例进行各种 改动和变型而不脱 离本发 明实

施例的精神和范围。这样 ，倘若本发 明实施例的这些修 改和变型属于本发 明权利要求及其

等 同技术的范围之 内，则本发 明也意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型在 内。



权 利 要 求

1、一种上行功率控制命令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和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

引；

在主成员载波的公共搜索空间中检测釆用下行控制信息格式 3/3A 且使用各个载波组

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加扰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根据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在所述检测到的使用该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

-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加扰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中确定该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的

位置，并从相应位置获取该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以及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具体包括如下方式中的任意一

种：

方式 1:

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用户设备对应的 1 个功率控制-

无线网络临时标识，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即为该用户设备的每

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

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个功率

控制索引，不同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各不相同；或者，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用户设备对应的 1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

率控制索引偏移量；才艮据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及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

控制索引偏移量，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不同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

索引各不相同；

方式 2:

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个功率

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不同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各不相同；

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用户设备对应的 1个功率控制索

引，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即为该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

引；或者，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或者，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用户设备对

应的 1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根据所述用户设

备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及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确定每个载波组分



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

方式 3 :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

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不完全相 同；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

控制索引；对应相 同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的载波组 ，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各 不相 同；

或者 ，根据 高层信令 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 ，确定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

索引、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才艮据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及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对应相 同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的载波组 ，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各 不相 同。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当釆用方式 1 或方式 3 时，根据每个

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在所述检测到的使用该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

标识加扰 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中确定该载波组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 的位置 ，并从相应

位置获取该载波组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 ，具体 包括：

当用户设备 的多个载波组对应相 同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时，在所述检测到的

使用该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加扰 的 1 个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中，分别根据所述对应相

同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确定所述每个载波组

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 的位置 ，并从相应位置获取所述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

命令 。

4 、根据权利要求 1~3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

标识 包括：功率控制-物理上行控制信道-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功率控制-物理上行共 享信道

-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

5、一种功率控制命令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和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

功率控制索引；

根据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将该载波组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映射到釆

用下行控制信 息格式 3/3 A 的物理下行控制信 道 中的相应位置 ，并且使用该载波组对应 的

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对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进行加扰 ，在所述用户设备 的主成 员

载波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发送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6、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

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以及 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具体 包

括如下方式中的任意一种 ：

方式 1 :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

时标识 ，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并通过 高层信

令将所述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

率控制索引，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并通

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弓I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其 中，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各 不相 同；或者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

率控制索引、和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或者 ，确定

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 和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

制索引偏移量 ，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和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配置给所述用

户设备 ；根据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以及 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其 中，

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各 不相 同；

方式 2 :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

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

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配置给所述用

户设备 ；其 中，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各 不相 同；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或者 ，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配置给

所述用户设备 ，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

率控制索引；或者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

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

控制索引，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或者 ，通过与所述

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

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

索引、和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

所述功率控制索引和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才艮据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功率控制索引及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确定各载波

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

方式 3 :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



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或者，确定所述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个功率控

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并通过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配置给所述用

户设备；其中，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不完全相同；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的预先约定，确定所述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个功

率控制索引，或者，确定所述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个功率控制索引，并通

过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其中，对应相同功率控制-无线网络

临时标识的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各不相同；或者，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的预先约

定，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 1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所述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或者，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 1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所述用户

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并通过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

和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及所

述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确定所述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

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其中，对应相同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的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各不相同。

7、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当釆用方式 2 或方式 3 时，根据每个

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将该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映射到釆用下行控制信

息格式 3/3A 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中的相应位置，并且使用该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对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进行加扰，在所述用户设备的主成员载波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发送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具体包括：

将所述用户设备的对应不同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的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

控制命令，映射到釆用下行控制信息格式 3/3A 的并且分别使用对应的所述不同的功率控

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进行加扰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中，分别通过不同的下行子帧，在所述

用户设备的主成员载波的公共搜索空间中发送所述多个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或者，

当釆用方式 1或方式 3 时，才 居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将该载波组对应的

上行功率控制命令映射到釆用下行控制信息格式 3/3A 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中的相应位置，

并且使用该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对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进行加扰，

在所述用户设备的主成员载波的公共搜索空间中发送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具体包括：

将所述用户设备的对应相同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的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

控制命令，映射到同一个釆用下行控制信息格式 3/3A 且使用所述相同功率控制-无线网络

临时标识进行加扰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中，在所述用户设备的主成员载波的公共搜索空间

中发送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或者，



根据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将该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映射到釆

用下行控制信息格式 3/3A 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中的相应位置，并且使用该载波组对应的

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对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进行加扰 ，在所述用户设备的主成员

载波的公共搜索空间中发送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具体 包括：

将不同用户设备 的对应相 同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的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

控制命令 ，映射到同一个釆用下行控制信息格式 3/3A 且使用所述同一个功率控制-无线网

络临时标识进行加扰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中，在所述用户设备的主成员载波的公共搜索空

间中发送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8、根据权利要求 5~7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

标识 包括：功率控制-物理上行控制信道-无线网络临时标识 TPC-PUCCH-RNTI 、功率控制

-物理上行共享信道-无线网络临时标识 TPC-PUSCH-RNTI 。

9、一种功率控制命令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和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

引；

分别在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检 索载波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检 测釆用下行控制信 息格 式

3/3A 且使用该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加扰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所述

每个载波组对应的检 索载波为高层信令预先配置或者与网络侧预先约定的该载波组 中的

一个载波；

分别根据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

在该载波组对应的检 索载波上检测到的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中的位置，并从相应位置获

取该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

10、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以及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具体 包括：

根据 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用户设备对应的 1 个功率控制-

无线网络临时标识，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即为该用户设备的每

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

根据 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用户设备对应的 1个功率控制索

引，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

引；或者，根据 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或者，根据 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用户设备对

应的 1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根据所述用户设

备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及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确定每个载波组分

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



11、根据权利要求 9 或 10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检 索载波

为：

该载波组 中、与该载波组对应 的用于传输上行控制信 息的上行载波配对 的 1 个下行载

波；

或者 ，

该载波组 中的下行主成 员载波。

12、根据权利要求 9 或 10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

识为功率控制-物理上行控制信道-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或者 ，所述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

标识为功率控制-物理上行共 享信道-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

13、一种功率控制命令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和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

根据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将该载波组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映射到釆

用下行控制信 息格式 3/3 A 的物理下行控制信 道 中的相应位置 ，并使用该载波组对应 的功

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对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进行加扰 ，在所述用户设备 的该载波组

对应 的检 索载波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发送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所述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检

索载波为高层信令预先配置或者与所述用户设备预先约定的该载波组 中的一个载波。

14、根据权利要求 1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

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以及 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具体

包括：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

时标识 ，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并通过 高层信

令将所述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或者 ，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配置给

所述用户设备 ；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

率控制索引；或者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

制索引；或者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

率控制索引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或者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

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或者 ，确

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

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和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根据所



述用户设备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及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确定每个

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

15、根据权利要求 13 或 14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将工作在同一个载波组中的对应相同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的用户设备在该

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映射到同一个釆用下行控制信息格式 3/3A 且使用所述

相同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进行加扰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中，在该载波组对应的检索

载波的公共搜索空间中发送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16、根据权利要求 13 或 14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每个载波组对应的检索载

波为：

该载波组中、与该载波组对应的用于传输上行控制信息的上行载波配对的 1个下行载

波；

或者，

该载波组中的下行主成员载波。

17、根据权利要求 13 或 14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

识为功率控制-物理上行控制信道-无线网络临时标识；或者，所述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

标识为功率控制-物理上行共享信道-无线网络临时标识。

18、一种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一参数确定模块，用于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和每个载

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

第一信道检索模块，用于在主成员载波的公共搜索空间中检测釆用下行控制信息格式

3/3A 且使用各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加扰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第一功率控制命令获取模块，用于根据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在所述检测

到的使用该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加扰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中确定该

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的位置，并从相应位置获取该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控制

命令。

19、根据权利要求 18 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

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以及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时，所述第一参数确定模

块具体用于执行以下方式中的任意一种：

方式 1:

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用户设备对应的 1 个功率控制-

无线网络临时标识，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即为该用户设备的每

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

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个功率



控制索引，不同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各不相 同；或者，根据 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

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用户设备对应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

率控制索引偏移量；才艮据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及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

控制索引偏移量，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不同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

索引各不相 同；

方式 2 :

根据 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 个功率

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不同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各不相 同；

根据 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用户设备对应的 1 个功率控制索

引，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

引；或者，根据 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或者，根据 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用户设备对

应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根据所述用户设

备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及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确定每个载波组分

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

方式 3 :

根据 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 个功率

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不同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不完全相 同；

根据 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 个功率

控制索引；对应相 同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的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各不相 同；

或者，根据 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用户设备对应的 1 个功率控制

索引、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才艮据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功率控制

索引及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

索引；对应相 同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的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各不相 同。

20、根据权利要求 19 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当釆用方式 1 或方式 3 时，所

述第一功率控制命令获取模块具体用于：

当用户设备的多个载波组对应相 同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时，在所述检测到的

使用该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加扰的 1 个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中，分别根据所述对应相

同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的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确定所述每个载波组

对应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的位置，并从相应位置获取所述每个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控制

命令。

2 1、根据权利要求 18~20 任一项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功率控制-无线 网

络临时标识 包括：功率控制-物理上行控制信道-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功率控制-物理上行共



享信道-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

22、一种 网络侧设备 ，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三参数确定模块 ，用于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

识和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

第三功率控制命令发送模块 ，用于才 居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将该载波组

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映射到釆用下行控制信 息格式 3/3 A 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中的相

应位置 ，并使用该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对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进行

加扰 ，在所述用户设备 的主成 员载波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发送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23、根据权利要求 22 所述的网络侧设备 ，其特征在于，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

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以及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

时，所述第三参数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方式 1: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

时标识 ，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并通过 高层信

令将所述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

率控制索引，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并通

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弓I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其 中，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

索引各 不相 同；或者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

率控制索引、和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或者 ，确定

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 和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

制索引偏移量 ，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和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配置给所述用

户设备 ；根据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以及 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其 中，

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各 不相 同；

方式 2 :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

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

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配置给所述用

户设备 ；其 中，不同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各 不相 同；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或者 ，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配置给



所述用户设备；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即为该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

率控制索引；或者，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的预先约定，确定所述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分

别对应的 1个功率控制索引；或者，确定所述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个功率

控制索引，并通过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或者，通过与所述

用户设备的预先约定，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 1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所述用户设备的每

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或者，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 1个功率控制

索引、和所述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并通过高层信令将

所述功率控制索引和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才艮据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

功率控制索引及所述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确定各载波

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

方式 3: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的预先约定，确定所述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个功

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或者，确定所述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个功率控

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并通过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配置给所述用

户设备；其中，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不完全相同；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的预先约定，确定所述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个功

率控制索引，或者，确定所述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个功率控制索引，并通

过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其中，对应相同功率控制-无线网络

临时标识的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各不相同；或者，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的预先约

定，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 1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所述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或者，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 1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所述用户

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并通过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

和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及所

述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确定所述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

组分别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其中，对应相同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的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各不相同。

24、根据权利要求 23 所述的网络侧设备，其特征在于，

当釆用方式 2 或方式 3 时，所述第三功率控制命令发送模块具体用于：将所述用户设

备的对应不同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的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映射到釆

用下行控制信息格式 3/3A 的并且分别使用对应的所述不同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

进行加扰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中，分别通过不同的下行子帧，在所述用户设备的主成员载

波的公共搜索空间中发送所述多个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或者，



当釆用方式 1或方式 3 时，所述第三功率控制命令发送模块具体用于：将所述用户设

备的对应相同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的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映射到同

一个釆用下行控制信息格式 3/3A 且使用所述相同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进行加扰的

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中，在所述用户设备的主成员载波的公共搜索空间中发送所述物理下行

控制信道；

或者，

所述第三功率控制命令发送模块具体用于：将不同用户设备的对应相同的功率控制-

无线网络临时标识的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映射到同一个釆用下行控制信息格

式 3/3A 且使用所述同一个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进行加扰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中，

在所述用户设备的主成员载波的公共搜索空间中发送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25、根据权利要求 22~24 任一项所述的网络侧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包括：功率控制-物理上行控制信道-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功率控制-物理上行

共享信道-无线网络临时标识。

26、一种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二参数确定模块，用于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和每个载

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

第二信道检索模块，用于分别在每个载波组对应的检索载波的公共搜索空间中检测釆

用下行控制信息格式 3/3A 且使用该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加扰的物理

下行控制信道，所述每个载波组对应的检索载波为高层信令预先配置或者与网络侧预先约

定的该载波组中的一个载波；

第二功率控制命令获取模块，用于分别 居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确定每个

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在该载波组对应的检索载波上检测到的所述物理下行控

制信道中的位置，并从相应位置获取该载波组对应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

27、根据权利要求 26 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

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以及确定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时，所述第二参数确定模

块具体用于：

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用户设备对应的 1 个功率控制-

无线网络临时标识，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即为该用户设备的每

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无线网络临时标识；

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用户设备对应的 1个功率控制索

引，所述用户设备对应的功率控制索引即为该用户设备的每个载波组对应的功率控制索

引；或者，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或者，根据高层信令的指示或者与网络侧的预先约定，确定用户设备对



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根据所述用户设

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及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

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

28、根据权利要求 26 或 27 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检

索载波为：

该载波组 中、与该载波组对应 的用于传输上行控制信 息的上行载波配对 的 1 个下行载

波；

或者 ，

该载波组 中的下行主成 员载波。

29、根据权利要求 26 或 27 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

时标识为功率控制-物理上行控制信道-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或者 ，所述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为功率控制-物理上行共 享信道-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

30、一种 网络侧设备 ，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四参数确定模块 ，用于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

识和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

第四功率控制命令发送模块 ，用于才 居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将该载波组

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映射到釆用下行控制信 息 3/3 A 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中的相应位

置 ，并使用该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对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进行加

扰 ，在所述用户设备 的该载波组对应 的检 索载波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发送所述物理下行控制

信道 ，所述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检 索载波为高层信令预先配置或者与所述用户设备预先约定

的该载波组 中的一个载波。

3 1、根据权利要求 30 所述的网络侧设备 ，其特征在于，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

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以及确定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

时，所述第四参数确定模块具体用于：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

时标识 ，或者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并通过 高层信

令将所述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或者 ，

确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配置给

所述用户设备 ；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即为该用户设备 的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功

率控制索引；或者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

制索引；或者 ，确定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



率控制索引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或者 ，通过与所述用户设备 的预先约定 ，确定所述用户

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或者 ，确

定所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 1 个功率控制索引、和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

并通过 高层信令将所述功率控制索引和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配置给所述用户设备 ；根据所

述用户设备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及每个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偏移量 ，确定每个

载波组分别对应 的功率控制索引。

32 、根据权利要求 3 0 或 3 1 所述的网络侧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第四功率控制命令

发送模块还用于：

将工作在 同一个载波组 中的对应相 同的功率控制 -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 的用户设备在该

载波组对应 的上行功率控制命令 ，映射到 同一个釆用下行控制信 息格式 3/3 A 且使用所述

相 同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进行加扰 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中，在该载波组对应 的检 索

载波的公共搜 索空间中发送所述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3 3、根据权利要求 3 0 或 3 1 所述的网络侧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每个载波组对应 的

检 索载波为：

该载波组 中、与该载波组对应 的用于传输上行控制信 息的上行载波配对 的 1 个下行载

波；

或者 ，

该载波组 中的下行主成 员载波。

34 、根据权利要求 3 0 或 3 1 所述的网络侧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功率控制-无线 网络

临时标识为功率控制-物理上行控制信道-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或者 ，所述功率控制-无线 网

络临时标识为功率控制-物理上行共 享信道-无线 网络临时标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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