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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The embodiments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provide a communication
method, a communication apparatus and a

基 站设 备 向 用 户设 备 发 送 至 少 一 个 测 量指 示信 息 ，该 测 communications device. The communication
量 指 示信 息 包括 用 于指 示 目标 载 频 的 第 一 载 频信 息 ，该 method comprises: a base station equipment
目标 载 频 上 配 置有 至 少一 个 机 器类 型 通 信 小 区 ， sending at least one piece of measurement in

该 测 量 指 示信 息还 包括 以 下 至 少一 个信 息 ： 第 一 测 量 带
宽指 示信 息 、至 少 一 个参 考符 号 指 示信 息 、至 少 一 个 子

dication information to a user equipment, the
帧指 示信 息 measurement indication information compris

ing first carrier ：frequency information for in
dicating a target carrier ：frequency, at least one

该 基 站设 备 接 收 该 用 户设 备 根 据 该 测 量指 示信 息进 行 测
machine-type communication (MTC) cell be

量后 发 送 的 第 一 测 量 上报 信 息 ，并根 据 该 第一 测 量 上报 ing configured on the target carrier ：frequency,
信 息 ，与该 用 户设 备 通 信 and the measurement indication information

also comprising at least one piece of the fol
lowing information: first measurement band
width indication information, at least one
piece of reference symbol indication informa
tion and at least one piece of sub -feme indic

日
ation information; and the base station equip
ment receiving first measurement report in
formation sent by the user equipment after a
measurement i s performed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ment indicatio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ng with the user equipment ac
cording to the first measurement report in
formation. By setting different measurement

bandwidths for the MTC cell and a non-MTC cell, measuring the MTC cell according to a reference symbol at a side corresponding
to the MTC cell, and only monitoring and measuring a sub -frame comprising the MTC cell, the measurement effect on the MTC cell
can be improved.

(5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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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通信方法 、通信装置和通信设备 ，该通信方法包括 ：基站设备 向用户设备发送至少
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用于指示 目标载频 的第一载频信 息 ，该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至少一个
机器类型通信 MTC 小 区，该测量指示信息还包括 以下至少一个信息：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至少一个参考
符号指示信息、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该基站设备接收该用户设备根据该测量指示信息进行测量后发送 的
第一测量上报信 息 ，并根据该第一测量上信息 ，与该用户设备通信 ，通过 为 MTC 小 区和非 MTC 小 区设置不
同的测量带宽、根据与该 MTC 小 区相对应侧参考 符号对该 MTC 小 区进行测量 、仅对包括该 MTC 小 区的子帧
进行监听及测量 ，能够提高对 MTC 小区的测量效果 。



通信方法、通信装置和通信设备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通信领域 ，并且更具体地 ，涉及通信方法、通信装置和通信

设备 。

背景技术
物联 网，也称为机器类型通信 （MTC, 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 )

或机 器间通信 （M2M, Machine-To-Machine ) , 是指将物品通过信 息传感设

备与互联 网连接起来 ，实现智能化识别和管理 ，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小型设备

可 以通过无线的方式接入例如 ，蜂 窝网络 ，以 实现机器类型通信 。

随着物联 网技术的发展 ，物联 网设备 的数量会 变的十分 巨大，这些设备

会和无线通信技术紧密结合 ，并且通过无线连接获得数据或者将数据上报到

控制 中心。从 而，可能产生大量的随机或周期的上报数据 ，这些数据可能来

自于各种具体应用 ，例如 ，无线水表 电表 、 自动售货机 、pos 机等等。这些

应用的用户数 目庞 大，但是单次传输 的数据量又相对较 小 （通常应用层数据

在几十字节到几百字节 ），甚至小于 IP 包头开销 。

因此 ，机器类型通信通常会利用独立的窄带资源，或者传统小区 （或者

说 ，传统小区，即，蜂 窝网络等通信 系统使用的系统小区 ）中的部分窄带资

源，形成所谓 的 MTC 小区 （或者说 ，MTC 载波 ），并利用该 MTC 小区实现

通信 。

测量是用户设备在 MTC 小区通信 的基础 ，基站会根据用户的测量上报

来控制用户的通信 ，包括切换 ，多载波的载波配置/重配置和数据传输 。因为

MTC 小区的配置和特性不同于传统小区，所以为 了支持用户设备在 MTC 小

区的通信 ，需要提供一种通信方法、通信装置和通信设备 ，以提 高对 MTC

小区测量效果。

发明内容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一种机器类型通信 的方法，能够提 高对 MTC 小区的

测量效果。

第一方面，提供 了一种机器类型通信 的方法，该方法包括 ：基站设备 向



用户设备发送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用于指示 目标载

频的第一载频信 息，该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至少一个机器类型通信 MTC 小区，

该测量指示信 息还 包括以下至 少一个信 息：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至少一

个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该基站设备接收该用户设备

根据该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后发送的第一测量上 信 息，并根据该第一测

量上 信 息，与该用户设备通信 ，其 中，该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

第一测量带宽，该第一测量带宽用于该至少一个 MTC 小区的测量 ，该第一

测量带宽与第二测量带宽相异 ，该第二测量带宽用于配置在该 目标载频上的

第一非 MTC 小区的测量；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对应 的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的配置 ，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用于该 MTC 小区的测量；

该子帧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对应 的 MTC 小区使用的子帧。

结合第一方面，在第一方面的第一种 实现方式中，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

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该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是基 于第二非 MTC 小区的

时频资源配置的，且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是基 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

参考符号配置的，其 中，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用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测量 ，以及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时频资

源在该第二非 MTC 小区时频资源中的位置，或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

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在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中的位置。

结合第一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二种 实现方式 中，该

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第一带宽信 息、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第

二载频信 息和/或偏移信 息，其 中，该第一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带宽，该第二载频信 息用于指示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 ，该偏移

信 息用于指示该 目标载频相对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的偏移 。

结合第一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三种 实现方式 中，该

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还 包括第二带宽信 息，该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带宽。

结合第一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四种 实现方式 中，该

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以及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基础

序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该基础序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该 MTC 小区参

考符号的基础序列，该端 口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

结合第一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五种 实现方式 中，该



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还 包括第二带宽信 息，该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带宽。

结合第一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六种 实现方式 中，该

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还 包括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

结合第一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七种 实现方式 中，该

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该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与该

至少一个 MTC 小区—— 对应 。

结合第一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八种 实现方式 中，该

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该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至少两个 MTC

小区，该至少两个 MTC 小区使用的子帧相 同。

结合第一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九种 实现方式 中，该

向该用户设备发送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

通过无线资源控制连接 重配置消息，向该用户设备发送该测量指示信

息。

结合第一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十种 实现方式 中，该

通过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配置消息，向该用户设备发送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

括：

通过无线资源控制连接 重配置消息，向该用户设备发送该测量指示信

息，其 中，该测量指示信 息承载于该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配置消息中的测量

对 象信元或无线资源配置信元 。

结合第一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十一种 实现方式中，

在该基站设备 向用户设备发送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之前 ，该方法还 包括 ：

该基站设备确定该用户设备 能够进行机 器类型通信 。

结合第一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十二种 实现方式中，

在该基站设备 向用户设备发送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之前 ，该方法还 包括：

该基站设备确定该用户设备 的通信 能力；该基站设备根据该用户设备 的通信

能力，确定该用户设备 能够测量的邻 小区；该基站设备根据该邻小区的载频 ，

确定该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

结合第一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十三种 实现方式中，

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以及该方法还 包括 ：该基站

设备确定该用户设备 能够进行非机器类型通信 ；该基站设备 向该用户设备发



送用于指示该第二测量带宽的第二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该基站设备接收该用

户设备在根据该第二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后发送 的第二测量上报信

息，并根据该第二测量上报信 息，与该用户设备通信 。

第二方面，提供 了一种通信方法，该方法 包括：用户设备获取基站设备

发送的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用于指示 目标载频的第

一载频信 息，该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至少一个机 器类型通信 MTC 小区，该测

量指示信 息还 包括以下至 少一个信 息：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至少一个参

考符号指示信 息，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该用户设备根据该测量指示信 息

进行测量 ，并根据测量结果，向该基站设备发送第一测量上报信 息，其 中，

该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第一测量带宽，该第一测量带宽用于该至

少一个 MTC 小区的测量 ，该第一测量带宽与第二测量带宽相异 ，该第二测

量带宽用于配置在该 目标载频上的第一非 MTC 小区的测量；该参考符号指

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对应 的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的配置，该 MTC 小区的参

考符号用于该 MTC 小区的测量；该子帧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对应 的 MTC

小区使用的子帧。

结合第二方面，在第二方面的第一种 实现方式中，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

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该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是基 于第二非 MTC 小区的

时频资源配置的，且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是基 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

参考符号配置的，其 中，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用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测量 ，以及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时频资

源在该第二非 MTC 小区时频资源中的位置，或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

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在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中的位置。

结合第二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二种 实现方式 中，该

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第一带宽信 息、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第

二载频信 息和/或偏移信 息，其 中，该第一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带宽，该第二载频信 息用于指示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 ，该偏移

信 息用于指示该 目标载频相对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的偏移 ，以及该

用户设备根据该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具体 包括 ：该用户设备根据 系统信

息，确定该 MTC 小 区的带宽；该用户设备根据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和该

MTC 小区的带宽，确定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该用户设备根据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该 MTC 小区进行测量。



结合第二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三种 实现方式 中，该

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第二带宽信 息、第一带宽信

息、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第二载频信 息和/或偏移信 息，其 中，

该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带宽，该第一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该

第二非 MTC 小区的带宽，该第二载频信 息用于指示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

载频 ，该偏移信 息用于指示该 目标载频相对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的

偏移 ，以及该用户设备根据该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具体 包括 ：该用户设备

根据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该用户设备根据

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该 MTC 小区进行测量。

结合第二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四种 实现方式 中，该

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基础序 列

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该基础序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该 MTC 小区参考符

号的基础序列，该端 口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以 及

该用户设备根据该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具体 包括：该用户设备根据 系统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带宽；该用户设备 居该 系统信 息或 同步信 息，确

定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该用户设备根据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该 MTC

小区的带宽和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确定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该

用户设备根据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该 MTC 小区进行测量 。

结合第二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五种 实现方式 中，该

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第二带宽

信 息、基础序 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该基础序 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该

MTC 小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 列，该端 口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

号的端 口，该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带宽，以及该用户设备

根据该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具体 包括：该用户设备根据该 系统信 息或 同步

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该用户设备根据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

和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确定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该用户设备根

据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该 MTC 小区进行测量 。

结合第二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六种 实现方式 中，该

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基础序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该基础序列信 息用于指

示生成该 MTC 小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 列，该端 口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以 及 该用户设备根据该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具体 包

括：该用户设备根据 系统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带宽；该用户设备根据

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和该 MTC 小区的带宽，确定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该用户设备根据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该 MTC 小区进行测量 。

结合第二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七种 实现方式 中，该

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第二带宽信 息、基础序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该基础

序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该 MTC 小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列，该端 口信 息用于

指示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该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

区的带宽，以 及 该用户设备根据该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具体 包括 ：该用户

设备根据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该用户设备

根据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对该 MTC 小区进行测量。

结合第二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八种 实现方式 中，该

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该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与该

至少一个 MTC 小区—— 对应 。

结合第二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九种 实现方式 中，该

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该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至少两个 MTC

小区，该至少两个 MTC 小区使用的子帧相 同。

结合第二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十种 实现方式 中，该

用户设备获取基站设备发送的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用户设备接收

基 站设备发送 的包括该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的无线资源控制连接 重配置

消息；该用户设备从该无线资源控制连接 重配置消息中，获取该测量指示信

息。

结合第二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十一种 实现方式中，

该测量指示信 息承载于该无线资源控制连接 重配置消息 中的测量对 象信元

或 MTC 小区配置信元 ，以及该用户设备从该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配置消息

中，获取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 ：该用户设备从该测量对 象信元或该 MTC

小区配置信元 中，获取该测量指示信 息。

结合第二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十二种 实现方式中，

该用户设备 能够进行机器类型通信 。

结合第二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十三种 实现方式中，



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该用户设备 能够进行非机 器

类型通信 ，以及该方法还 包括：该用户设备获取该基站设备发送的用于指示

该第二测量带宽的第二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该用户设备根据该第二测量带宽

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 ，并根据测量结果，向该基站设备发送第二测量上报信 息。

第三方面，提供 了一种通信装置，该装置 包括：发送单元 ，用于向用户

设备发送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用于指示 目标载频的

第一载频信 息，该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至少一个机器类型通信 MTC 小区，该

测量指示信 息还 包括 以下至少一个信 息：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至少一个

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接收单元 ，用于接收该用户设

备根据该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后发送的第一测量上 信 息；处理单元 ，用

于根据该第一测量上 信 息，控制该用户设备 的通信 ；其 中，该第一测量带

宽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第一测量带宽，该第一测量带宽用于该至少一个 MTC

小区的测量 ，该第一测量带宽与第二测量带宽相异 ，该第二测量带宽用于配

置在该 目标载频上的第一非 MTC 小区的测量；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用于指

示所对应 的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的配置 ，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用于该

MTC 小区的测量；该子帧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对应 的 MTC 小区使用的子帧。

结合第三方面，在第三方面的第一种 实现方式中，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

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该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是基 于第二非 MTC 小区的

时频资源配置的，且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是基 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

参考符号配置的，其 中，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用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测量 ，以及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时频资

源在该第二非 MTC 小区时频资源中的位置，或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

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在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中的位置。

结合第三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三方面的第二种 实现方式 中，该

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第一带宽信 息、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第

二载频信 息和/或偏移信 息，其 中，该第一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带宽，该第二载频信 息用于指示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 ，该偏移

信 息用于指示该 目标载频相对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的偏移 。

结合第三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三方面的第三种 实现方式 中，该

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还 包括第二带宽信 息，该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带宽。



结合第三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三方面的第四种 实现方式 中，该

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以及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基础

序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该基础序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该 MTC 小区参

考符号的基础序列，该端 口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

结合第三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三方面的第五种 实现方式 中，该

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还 包括第二带宽信 息，该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带宽。

结合第三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三方面的第六种 实现方式 中，该

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还 包括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

结合第三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三方面的第七种 实现方式 中，该

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该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与该

至少一个 MTC 小区—— 对应 。

结合第三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三方面的第八种 实现方式 中，该

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该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至少两个 MTC

小区，该至少两个 MTC 小区使用的子帧相 同。

结合第三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三方面的第九种 实现方式 中，该

发送单元具体用于通过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配置消息，向该用户设备发送该

测量指示信 息。

结合第三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三方面的第十种 实现方式 中，该

发送单元具体用于通过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配置消息，向该用户设备发送该

测量指示信 息，其 中，该测量指示信 息承载于该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配置消

息中的测量对 象信元或无线资源配置信元 。

结合第三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三方面的第十一种 实现方式中，

该处理单元还用于确定该用户设备 能够进行机器类型通信 。

结合第三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三方面的第十二种 实现方式中，

该处理单元还用于确定该用户设备 的通信 能力；用于根据该用户设备 的通信

能力，确定该用户设备 能够测量的邻小区；用于根据该邻小区的载频 ，确定

该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

结合第三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三方面的第十三种 实现方式中，

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以及该处理单元还用于确定

该用户设备 能够进行非机器类型通信 ；该发送单元还用于向该用户设备发送



用于指示该第二测量带宽的第二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该接收单元还用于接 收

该用户设备在根据该第二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后发送 的第二测量上

报信 息，并根据该第二测量上报信 息，与该用户设备通信 。

第四方面，提供 了一种通信装置，该装置 包括：获取单元 ，用于获取基

站设备发送的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用于指示 目标载

频的第一载频信 息，该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至少一个机器类型通信 MTC 小区，

该测量指示信 息还 包括以下至少一个信 息：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至少一

个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处理单元 ，用于根据该测量

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发送单元 ，用于根据测量结果，向该基站设备发送第一

测量上 信 息；其 中，该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第一测量带宽，该

第一测量带宽用于该至少一个 MTC 小区的测量 ，该第一测量带宽与第二测

量带宽相异 ，该第二测量带宽用于配置在该 目标载频上的第一非 MTC 小区

的测量；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对应 的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的配

置，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用于该 MTC 小区的测量；该子帧指示信 息用

于指示所对应 的 MTC 小区使用的子帧。

结合第四方面，在第四方面的第一种 实现方式中，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

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该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是基 于第二非 MTC 小区的

时频资源配置的，且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是基 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

参考符号配置的，其 中，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用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测量 ，以及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时频资

源在该第二非 MTC 小区时频资源中的位置，或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

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在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中的位置。

结合第四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四方面的第二种 实现方式 中，该

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第一带宽信 息、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第

二载频信 息和/或偏移信 息，其 中，该第一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带宽，该第二载频信 息用于指示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 ，该偏移

信 息用于指示该 目标载频相对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的偏移 ，以及该

处理单元具体用于根据 系统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带宽；用于根据该参

考符号指示信 息和该 MTC 小区的带宽，确定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根

据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该 MTC 小区进行测量 。

结合第四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四方面的第三种 实现方式 中，该



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第二带宽信 息、第一带宽信

息、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第二载频信 息和/或偏移信 息，其 中，

该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带宽，该第一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该

第二非 MTC 小区的带宽，该第二载频信 息用于指示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

载频 ，该偏移信 息用于指示该 目标载频相对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的

偏移 ，以及该处理单元具体用于根据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确定该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用于根据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该 MTC 小区进行测

量。

结合第四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四方面的第四种 实现方式 中，该

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基础序 列

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该基础序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该 MTC 小区参考符

号的基础序列，该端 口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以及

该处理单元具体用于根据 系统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带宽；用于根据该

系统信 息或 同步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用于根据该参考符号

指示信 息、该 MTC 小区的带宽和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确定该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用于根据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该 MTC 小区进行测

量。

结合第四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四方面的第五种 实现方式 中，该

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第二带宽

信 息、基础序 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该基础序 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该

MTC 小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 列，该端 口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

号的端 口，该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带宽，以及该处理单元

具体用于根据该 系统信 息或 同步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用于

根据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和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确定该 MTC 小区的

参考符号；用于根据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对该 MTC 小区进行测量。

结合第四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四方面的第六种 实现方式 中，该

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基础序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该基础序列信 息用于指

示生成该 MTC 小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 列，该端 口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以及该处理单元具体用于根据 系统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带宽；用于根据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和该 MTC 小区的带宽，确定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用于根据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对该 MTC 小区

进行测量。

结合第四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四方面的第七种 实现方式 中，该

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第二带宽信 息、基础序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该基础

序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该 MTC 小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列，该端 口信 息用于

指示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该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

区的带宽，以及 该处理单元具体用于根据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用于根据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该 MTC 小区进行

测量 。

结合第四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四方面的第八种 实现方式 中，该

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该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与该

至少一个 MTC 小区—— 对应 。

结合第四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四方面的第九种 实现方式 中，该

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该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至少两个 MTC

小区，该至少两个 MTC 小区使用的子帧相 同。

结合第四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四方面的第十种 实现方式 中，该

装置还 包括：接收单元 ，用于接收该基站设备发送的包括该至少一个测量指

示信 息的无线资源控制连接 重配置消息；该获取单元具体用于从该无线资源

控制连接重配置消息中，获取该测量指示信 息。

结合第四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四方面的第十一种 实现方式中，

该测量指示信 息承载于该无线资源控制连接 重配置消息 中的测量对 象信元

或 MTC 小区配置信元 ，以及该获取单元具体用于从该测量对 象信元或该

MTC 小区配置信元 中，获取该测量指示信 息。

结合第四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四方面的第十二种 实现方式中，

该用户设备 能够进行机器类型通信 。

结合第四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四方面的第十三种 实现方式中，

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该用户设备 能够进行非机 器

类型通信 ，以及该获取单元还用于获取该基站设备发送的用于指示该第二测

量带宽的第二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该处理单元还用于根据该第二测量带宽指

示信 息进行测量；该发送单元还用于根据测量结果，向该基站设备发送第二



测量上报信 息。

第五方面，提供 了一种通信设备 ，该设备 包括：总线；与该总线相连的

处理器；与该总线相连的存储器；与该总线相连的收发 器；其 中，该处理器

通过该总线，调用该存储器 中存储 的程序 ，以用于控制该收发器向用户设备

发送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用于指示 目标载频的第一

载频信 息，该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至少一个机器类型通信 MTC 小区，该测量

指示信 息还 包括以下至少一个信 息：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至少一个参考

符号指示信 息、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用于控制该收发器接收该用户设备

根据该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后发送的第一测量上 信 息，并根据该第一测

量上 信 息，与该用户设备通信 ，其 中，该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

第一测量带宽，该第一测量带宽用于该至少一个 MTC 小区的测量 ，该第一

测量带宽与第二测量带宽相异 ，该第二测量带宽用于配置在该 目标载频上的

第一非 MTC 小区的测量；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对应 的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的配置 ，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用于该 MTC 小区的测量；

该子帧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对应 的 MTC 小区使用的子帧。

结合第五方面，在第五方面的第一种 实现方式中，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

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该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是基 于第二非 MTC 小区的

时频资源配置的，且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是基 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

参考符号配置的，其 中，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用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测量 ，以及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时频资

源在该第二非 MTC 小区时频资源中的位置，或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

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在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中的位置。

结合第五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五方面的第二种 实现方式 中，该

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第一带宽信 息、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第

二载频信 息和/或偏移信 息，其 中，该第一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带宽，该第二载频信 息用于指示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 ，该偏移

信 息用于指示该 目标载频相对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的偏移 。

结合第五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五方面的第三种 实现方式 中，该

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还 包括第二带宽信 息，该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带宽。

结合第五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五方面的第四种 实现方式 中，该



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以及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基础

序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该基础序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该 MTC 小区参

考符号的基础序列，该端 口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

结合第五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五方面的第五种 实现方式 中，该

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还 包括第二带宽信 息，该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带宽。

结合第五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五方面的第六种 实现方式 中，该

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还 包括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

结合第五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五方面的第七种 实现方式 中，该

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该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与该

至少一个 MTC 小区—— 对应 。

结合第五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五方面的第八种 实现方式 中，该

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该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至少两个 MTC

小区，该至少两个 MTC 小区使用的子帧相 同。

结合第五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五方面的第九种 实现方式 中，该

处理器具体用于控制该收发器通过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配置消息，向该用户

设备发送该测量指示信 息。

结合第五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五方面的第十种 实现方式 中，该

处理器具体用于控制该收发器通过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配置消息，向该用户

设备发送该测量指示信 息，其 中，该测量指示信 息承载于该无线资源控制连

接重配置消息中的测量对 象信元或无线资源配置信元 。

结合第五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五方面的第十一种 实现方式中，

该处理器还用于确定该用户设备 能够进行机器类型通信 。

结合第五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五方面的第十二种 实现方式中，

该处理器还用于确定该用户设备 的通信 能力；用于根据该用户设备 的通信 能

力，确定该用户设备 能够测量的邻 小区；用于根据该邻小区的载频 ，确定该

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

结合第五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五方面的第十三种 实现方式中，

该处理器还用于确定该用户设备 能够进行非机 器类型通信 ；用于控制该收发

器向该用户设备发送用于指示该第二测量带宽的第二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用

于控制该收发 器接 收该用户设备在根据该第二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



后发送的第二测量上报信 息，并根据该第二测量上报信 息，与该用户设备通

信 。

第六方面，提供 了一种通信设备 ，其特征在于，该设备 包括 ：总线；与

该总线相连的处理器；与该总线相连的存储 器；与该总线相连的收发 器；其

中，该处理器通过该总线，调用该存储 器中存储 的程序 ，以用于获取基站设

备发送的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用于指示 目标载频的

第一载频信 息，该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至少一个机器类型通信 MTC 小区，该

测量指示信 息还 包括 以下至少一个信 息：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至少一个

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用于根据该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

测量 ，并根据测量结果 ，控制该收发器向该基站设备发送第一测量上报信 息，

其 中，该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第一测量带宽，该第一测量带宽用

于该至少一个 MTC 小区的测量 ，该第一测量带宽与第二测量带宽相异 ，该

第二测量带宽用于配置在该 目标载频上的第一非 MTC 小区的测量；该参考

符号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对应 的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的配置，该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用于该 MTC 小区的测量；该子帧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对应 的

MTC 小区使用的子帧。

结合第六方面，在第六方面的第一种 实现方式中，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

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该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是基 于第二非 MTC 小区的

时频资源配置的，且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是基 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

参考符号配置的，其 中，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用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测量 ，以及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时频资

源在该第二非 MTC 小区时频资源中的位置，或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

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在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中的位置。

结合第六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六方面的第二种 实现方式 中，该

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第一带宽信 息、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第

二载频信 息和/或偏移信 息，其 中，该第一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带宽，该第二载频信 息用于指示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 ，该偏移

信 息用于指示该 目标载频相对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的偏移 ，以及该

处理器具体用于根据 系统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带宽；用于根据该参考

符号指示信 息和该 MTC 小区的带宽，确定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用于

根据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对该 MTC 小区进行测量。



结合第六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六方面的第三种 实现方式 中，该

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第二带宽信 息、第一带宽信

息、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第二载频信 息和/或偏移信 息，其 中，

该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带宽，该第一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该

第二非 MTC 小区的带宽，该第二载频信 息用于指示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

载频 ，该偏移信 息用于指示该 目标载频相对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的

偏移 ，以 及 该处理器具体用于根据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

的参考符号；用于根据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该 MTC 小区进行测量。

结合第六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六方面的第四种 实现方式 中，该

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基础序 列

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该基础序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该 MTC 小区参考符

号的基础序列，该端 口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以 及

该处理器具体用于根据 系统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带宽；用于根据该 系

统信 息或 同步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用于根据该参考符号指

示信 息、该 MTC 小区的带宽和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确定该 MTC 小区

的参考符号；用于根据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该 MTC 小区进行测量。

结合第六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六方面的第五种 实现方式 中，该

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第二带宽

信 息、基础序 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该基础序 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该

MTC 小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 列，该端 口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

号的端 口，该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带宽，以及该处理器具

体用于根据该 系统信 息或 同步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用于根

据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和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确定该 MTC 小区的参

考符号；用于根据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对该 MTC 小区进行测量。

结合第六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六方面的第六种 实现方式 中，该

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基础序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该基础序列信 息用于指

示生成该 MTC 小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 列，该端 口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以 及 该处理器具体用于根据 系统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带宽；用于根据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和该 MTC 小区的带宽，确定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用于根据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对该 MTC 小区



进行测量。

结合第六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六方面的第七种 实现方式 中，该

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第二带宽信 息、基础序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该基础

序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该 MTC 小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列，该端 口信 息用于

指示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该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

区的带宽，以及该处理器具体用于根据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用于根据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该 MTC 小区进行

测量 。

结合第六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六方面的第八种 实现方式 中，该

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该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与该

至少一个 MTC 小区—— 对应 。

结合第六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六方面的第九种 实现方式 中，该

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该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至少两个 MTC

小区，该至少两个 MTC 小区使用的子帧相 同。

结合第六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六方面的第十种 实现方式 中，该

处理器具体用于控制该收发 器接 收基 站设备发送 的 包括该至少一个测量指

示信 息的无线资源控制连接 重配置消息；用于从该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配置

消息中，获取该测量指示信 息。

结合第六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六方面的第十一种 实现方式中，

该测量指示信 息承载于该无线资源控制连接 重配置消息 中的测量对 象信元

或 MTC 小区配置信元 ，以及该处理器具体用于从该测量对 象信元或该 MTC

小区配置信元 中，获取该测量指示信 息。

结合第六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六方面的第十二种 实现方式中，

该用户设备 能够进行机器类型通信 。

结合第六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在第六方面的第十三种 实现方式中，

该处理器具体用于获取该基 站设备发送 的用于指示该第二测量带宽的第二

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用于根据该第二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 ，并根据测

量结果 ，控制该收发器向该基站设备发送第二测量上报信 息。

本发 明实施例的通信方法、通信装置和通信设备 ，通过基站设备 为 MTC

小区和非 MTC 小区设置不同的测量带宽，能够在不影响非 MTC 小区测量



效果的前提下，提高对 MTC 小区的测量效果。通过基站设备根据 MTC 小

区指示用户设备根据与该 MTC 小区相对应侧参考符号对该 MTC 小区进行

测量，能够提高对 MTC 小区的测量效果。通过基站设备根据 MTC 小区指

示用户设备仅对包括该 MTC 小区的子帧进行监听及测量，能够提 高对该

MTC 小区的测量的准确性，进而能够提高对 MTC 小区的测量效果。

附图说明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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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发明一实施例的通信方法的示意性流程图。

图 2 是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通信方法的示意性流程图。

图 3 是本发明一实施例的通信装置的示意性框图。

图 4 是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通信装置的示意性框图。

图 5 是本发明一实施例的通信设备的示意性结构图。

图 6 是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通信设备的示意性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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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地说，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通信方法 100 可 以适用于各种能够进行

机器类型通信 （或者说，为能够进行机器类型通信的设备服务 ）的系统，例

如：全球移动通讯系统 ( GSM, Global System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 , 码

分多址 （CDMA ,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 系统 ，宽带码分多址

( WCDMA, Wideband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Wireless ) , 通用分组无

线业务 （GPRS , 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 ) , 长期演进 （LTE, Long Term

Evolution ) , 机械型通信 ( MTC, 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s ) 等等。以

下，为了便于理解，以将本发明实施例的通信适用于 LTE 系统时的实现过程



和方法为例 ，进行说 明。

用 户 设 备 （UE , User Equipment ) , 也 可 称 之 为 移 动 终 端 （Mobile

Terminal ) 移 动用户设备 等 ，可 以 经无线接入 网 （例如 ，RAN, Radio Access

Network ) 与一 个或 多个核 心 网进行通信 ，用户设备 可 以是移动终端 ，如移

动 电话 （或称为 "蜂 窝" 电话 ）和具有移动终端 的计算机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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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 与无线接入

网交换语 言和 /或数据 。另外 ，需要说 明的是 ，在本发 明实施 例 中，用户设备

能够进行机 器类型通信 。

基 站设备 可 以是 GSM 或 CDMA 中的基 站 （BTS , Base Transceiver

Station ) , 也 可 以是 WCDMA 中的基 站 （NodeB ) , 还 可 以是 LTE 中的演进

型基 站 （eNB 或 e-NodeB , evolutional Node B ) 另夕卜，基 站设备 可 以是微

基 站 （Micro ) , 也 可 以是微微基 站 （Pico ) , 还 可 以是 家庭基 站 ，也可称之 为

毫微微蜂 窝基 站 ( femto ) 或接入 点 （AP, Access Point ) , 本发 明并不限定 。

本发 明并不限定 。以 下 ， 为 了便 于理解 ，以 eNB 为例 ，对基 站设备 的动作

进行说 明。需要说 明的是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基 站设备 可 以控制用户设备 在

多个小 区之 间进行接入 、切换或重选等动作 ，并且 ，该过程 可 以与现有技 术

相 同。

图 1示 出了从基 站设备 角度 的根据本发 明实施 例通信 方法 100 的示意性

流程 图，如 图 1 所示 ，该方法 100 包括 ：

S110, 基 站设备 向用户设备发送至少一个测量指 示信 息 ，该测量指示信

息 包括用于指 示 目标载频 的第一载频信 息，该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 至少一个机

器类型通信 MTC 小 区 （或称 MTC 载 波 ），该测量指示信 息还 包括 以下至少

一个信 息：第一测量 带宽指 示信 息 、至少一个参考符 号指示信 息、至少一个

子帧指 示信 息；

S120, 该基 站设备接 收该用户设备根据 该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后发 送

的第一测量上报信 息，并根据 该第一测量上报信 息 ，与该用户设备通信 ；

其 中，该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第一测量 带宽，该第一测量 带

宽用于该至少一个 MTC 小 区的测量 ，该第一测量带宽与第二测量 带宽相 异 ，

该第二 测量带宽用于配置在该 目标载频上 的第一非 MTC 小 区的测量 ；

该参考符 号指示信 息用 于指示所对应 的 MTC 小 区的参考符 号 的配置 ，

该 MTC 小 区的参考符 号用于该 MTC 小 区的测量 ；



该子帧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对应 的 MTC 小 区使用 的子帧。

具体地说 ，例如 ，当 UE 在 系统 中移动时，存在 当前服务小区 （或基站

设备 ）的通信质量降低或不能继续为该 UE 服务的情况 ，从 而需要执行切换

或者多载波的载波配置/重配置流程 ，UE 的移动性 （或者说 ，切换和多载 波

的载波配置/重配置 ），需要通过例如无线资源管理 （RRM, Radio Resource

Management ) 的测量来支持 ，即，网络侧设备 （具体地说 ，是 当前为 UE 服

务的基 站设备 ，以 下 ， 为 了便 于理解和说 明，称为服务基 站 ）通过 UE 的测

量和上报来控制该 UE 的切换或者多载 波的配置/重配置。此外 ，UE 在数据

传输 的过程 中，也需要通过譬如信道质量的测量和上报 ，让基站可 以根据信

道的情况，动 态的调整数据 的传输格 式。

在 S110, 该服务基 站可以向 UE 发送用于对 MTC 小 区（可以包括该 UE

当前的服务小 区以及邻 小区中的一个或多个小区 ）的测量指示信 息。

可选地 ，在该基站设备 向用户设备发送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之前 ，该

方法还 包括 ：

该基 站设备确定该用户设备 能够进行机 器类型通信 。

具体地说 ，由于该测量指示信 息用于对 MTC 小区的测量 ，因此 ，例如 ，

在将本发 明实施例的通信方法 100 适用于 LTE 系统 中时，服务基站还可以确

认该 UE 是 否能够进行机 器类型通信 ，并且 ，在确定该 UE 能够进行机 器类

型通信 时，为该 UE 配置该测量指示信 息。作 为该服务基站确认该 UE 是 否

能够进行机 器类型通信 的方法 ，可以列举 以下方法：

a. UE 可 以 在入 网或者切换 时，通过信令告知服务基站该 UE 是否能够

进行机 器类型通信 。

b. 服 务基 站的上层 网络侧设备 ，例如 ，移动性管理 实体 （MME, Mobility

Management Entity ) 可 以 从 例如 ，该 UE 的签 约运 营商，获知该 UE 是否能

够进行机 器类型通信 ，从 而，服务基 站可以从该 MME 获知该 UE 是 否能够

进行机 器类型通信 。

在该 UE 是从 源基 站切换 至该服 务基站 ，且 UE 已告知 源基站该 UE

是否能够进行机 器类型通信 的情况下 ，该服务基站可 以 从 源基站获知该 UE

是否能够进行机 器类型通信 。

应理解 ，以 上列举 的方法 a~c 仅 为示例性说 明，本发 明并不限定于此 ，

其他 能够使基站设备确定 UE 是 否能够进行机 器类型通信 的方法均落入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内。

在该基站设备向用户设备发送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息之前，该方法还 包

括：

该基站设备确定该用户设备的通信能力；

该基站设备根据该用户设备的通信能力，确定该用户设备能够测量的邻

小区；

才艮据该邻小区的载频，确定该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息。

具体地说 ，在 当前服务小区存在多个邻小区 （例如，MTC 邻小区 ）的

情况下，服务基站可以为与多个邻小区 （具体地说 ，是多个邻小区的载频，

随后详细说明 ）相对应的多个测量指示信息，从而，UE 可以根据该多个测

量指示信息，对该多个邻小区进行测量，但是，如果 UE 受其通信能力的限

制而仅能够测量该多个邻小区中的部分小区，则服务基站对其他小区的测量

指示信息的配置无用，且造成系统通信资源的浪 费。因此，在本发明实施例

中，服务基站可以预先确定 UE 的通信能力，或者说 ，测量能力，即，服务

基站可以确定 UE 能够测量到的 MTC 小区，从而，服务基站可以仅配置并

向 UE 下发该 UE 能够测量到的 MTC 小区的测量指示信息。从而，能够提

高处理效率，并减少对 系统通信资源的浪费。

作为该服务基站确认该确定 UE 的通信能力的方法，可以列举以下方法：

d. UE 可 以在入 网或者切换时，通过信令告知服务基站该 UE 的通信能

力。

e. 服务基站的上层 网络侧设备 ，例如 ，移动性管理实体 （MME, Mobility

Management Entity ) 可 以从 例如 ，该 UE 的签约运营商，获知该 UE 的通信

能力，从而，服务基站可以从该 MME 获知该 UE 的通信能力。

f . 在该 UE 是从源基站切换至该服务基站，且 UE 已告知源基站该 UE

的通信能力的情况下，该服务基站可 以从 源基站获知该 UE 的通信能力。

应理解，以 上列举的方法 d~f 仅为示例性说明，本发明并不限定于此，

其他能够使基站设备确定 UE 的通信能力的方法均落入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

内。

另外，当服务基站需要向 UE 下发针对多个测量指示信息时，可以使各

测量指示信息与各 MTC 小区的载频相对应。即，该测量指示信息可以包括

用于指示能够使用该测量指示信息进行测量的小区 （目标载频 ）的信息 （第



一载频信息 ）。

例如 ，当同一载频上配置有多个 MTC 小区 （例如 ，各 MTC 小区的带

宽相异 ）时，由于 MTC 小区的带宽均较小，例如，可 以小于等于 1.4MHz,

因此，可 以使用带宽较小的相 同的测量带宽，例如，可 以小于等于 1.4MHz,

对多个 MTC 小 区进行测量，随后 ，对该测量带宽的作用进行详细说明。即，

在一个载频上具有多个 MTC 小区 （中心频点相 同，带宽相异 ）的情况下 ，

该多个 MTC 小 区可 以共用测量指示信息中的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息。

从而，UE 可以根据该第一载频信息，确定可以使用该测量指示信息 （具

体地说 ，是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息 ）进行测量的载频 （具体地说 ，是该载频

上的一个或多个 MTC 小区 ）。

应理解，以上列举的根据 MTC 小 区的载频来确定测量指示信息 （一个

测量指示信息仅与一个载频相对应 ) 方式仅为示例性说明，本发明并不限定

于此，还可以使一个测量指示信息仅与一个 MTC 小区相对应 ，例如，除上

述用于指示 MTC 小区的载频的信息 （第一载频信息 ）外，还可以在该测量

指示信息中增加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带宽的信息。

从而，UE 可以根据该第一载频信息和该用于指示该 MTC 小 区的带宽的

信息，确定可以使用该测量指示信息进行测量的 MTC 小区。

并且 ，此时，还可以根据该 MTC 小区的带宽，确定与该 MTC 小区相

对应的测量带宽，即，在一个载频上具有多个 MTC 小区 （中心频点相 同，

带宽相异 ）的情况下 ，使用不同的测量带宽对该多个 MTC 小 区进行测量。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当在 同一载频上配置有多个 MTC 小区 （例如，各

MTC 小区的带宽相异 ）时，由于各 MTC 小区的带宽相异，对各 MTC 小区

进行测量时使用的参考符号也可能相异，此时，在 同一测量指示信息 （与一

个载频相对应 ）可以包括多个参考符号指示信息，其 中，多个参考符号指示

信息与多个 MTC 小区一一对应 ，即，一个参考符号指示信息仅用于指示一

个 MTC 小区的配置。并且 ，在本发明实施例 中，例如，UE 和服务基站可以

通过载频和带宽来区别各 MTC 小区。

另外，可选地 ，在本发明实施例 中，该测量指示信息包括该至少一个子

帧指示信息，该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息与该至少一个 MTC 小区—— 对应。

具体地说 ，当在 同一载频上配置有多个 MTC 小区 （例如，各 MTC 小

区的带宽相异 ）时，如果各 MTC 小区所处子帧相异 （或者说 ，在时域资源



上 的配置相异 ），则在 同一测量指示信 息 （与一个载频相对应 ）可 以 包括 多

个子帧指示信 息，其 中，多个子帧指示信 息与各 MTC 小区所处子帧一一对

应 。并且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例如 ，UE 和服务基 站可以通过载频和带宽

来 区别各 MTC 小区。

可选地 ，该测量指示信 息 包括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该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

至少两个 MTC 小区，该至少两个 MTC 小区使用的子帧相 同。

具体地说 ，当在 同一载频上配置有 多个 MTC 小区 （例如 ，各 MTC 小

区的带宽相异 ）时，如果各 MTC 小区所处子帧相 同 （或者说 ，在 时域 资源

上 的配置相 同 ），则在 同一测量指示信 息 （与一个载频相对应 ）可 以 包括一

个子帧指示信 息。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该测量指示信 息可 以包括 以下任一信 息的组合 ：用

于指示对 MTC 小区进行测量时使用的测量带宽 （第一测量带宽 ) 的信 息 （第

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 ）、用于指示对 MTC 小区进行测量时使用的参考符号的

配置的信 息 （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 ）、用于指示 MTC 小区所使用的子帧的信 息

( 子帧指示信 息 ）。下面，分别说 明上述各信 息的作用及使用流程 。

一、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

具体地说 ，MTC 小 区和传统小 区 （非 MTC 小区 ）可能具有相 同的载频

( 也可 以称为 中心频点 ），但 带宽上存在很 大的差异 ，例如 ，传统 小 区的带

宽为 20MHz, 而 MTC 小区的带宽通常为 1.4MHz 。目前 ，对 系统小区测量 ，

例如 ，RRM 测量是通过 以下方式实现 ，即，基 站为用户设备 配置测量使用

的参数 ，即，"测量对 象 （Measurement Object )" , 以使 用户设备根据该测量

对 象进行对 系统 小 区的测量 。一个载频只会 配置一个唯一 的 "测量对 象" ，

并且 ，该 "测量对 象" 中包含用于指示测量使用 的带宽的参数 ，即，"测量

带宽" 。用户设备根据该测量带宽对该载频上各 小 区进行测量 。然而，因为

MTC 小区是 窄带的，如果要保证 MTC 小区的测量 ，则只能将测量带宽设定

为窄带宽，但是 ，如果用户设备还需要 测量该载频上 的其他 小区（传统小区 ），

则该窄带宽的测量带宽会影响该传统小区的测量效果。同样 ，如果为 了确保

对传统 小区的测量效果而使用 宽带宽的测量带宽，则会影响该 MTC 小区的

测量效果。

与此相对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一个载频上既配置有 MTC 小区又配置

有非 MTC 小区时，服务基站可 以为 MTC 小 区和非 MTC 小 区配置不 同的测



量对象，具体地说 ，是测量带宽，其 中，用于测量非 MTC 小区的测量带宽

( 第二测量带宽 ）的配置方法和数值可以与现有技术相似 ，这里为 了避免赘

述，省略其说 明。并且 ，服务基站可以根据 MTC 小区的带宽，设置用于测

量该 MTC 小区的测量带宽 （第一测量带宽 ），例如 ，由于 MTC 小区的带宽

通常为 1.4MHz, 因此 ，服务基站可以将该第一测量带宽设为 1.4MHz, 即，

与该 MTC 小区的带宽相 同，或者 ，服务基站也可以将该第一测量带宽的数

值设为小于 MTC 小区的带宽，本发明并未特别限定。

UE 在获取各 MTC 小区的测量带宽 （第一测量带宽 ）后 ，可以根据该测

量带宽对各 MTC 小区进行测量，并且 ，在本发明实施例 中，UE 根据测量带

宽对 MTC 小区进行测量的方法和过程与现有技术相似 ，这里为了避免赘述，

省略其说明。

该测量指示信息包括该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息，以及

该方法还 包括：

该基站设备确定该用户设备 能够进行非机器类型通信 ；

该基站设备 向该用户设备发送用于指示该第二测量带宽的第二测量带

宽指示信息；

该基站设备接 收该用户设备在根据该第二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

后发送的第二测量上报信息，并根据该第二测量上报信 息，与该用户设备通

信 。

具体地说 ，如果该 UE 仅能够进行机器类型通信 而不能够进行非机器类

型通信 （具体地说 ，是使用传统小区进行的通信 ），或者 ，UE 仅 能够测量

MTC 小区而不能够测量非 MTC 小区，则服务基站可以仅向该 UE 下发第一

测量带宽指示信息，从而，UE 可以仅根据该第一测量带宽，仅测量配置在

该载频上的 MTC 小区，而不对配置在该载频上的非 MTC 小区进行测量。

如果该 UE 即能够进行机器类型通信又能够进行非机器类型通信 （具体

地说 ，是使用传统小区进行的通信 ），或者 ，UE 即能够测量 MTC 小区又能

够测量非 MTC 小区，则服务基站可以向该 UE 下发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

以及第二测量带宽指示信息，从而，UE 可以根据该第一测量带宽，测量配

置在该载频上的 MTC 小区，根据该第二测量带宽，测量配置在该载频上的

非 MTC 小区进行测量。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通信方法，通过为同一载频上的 MTC 小区和非



MTC 小区配置不同的测量带宽，能够提 高对双方的测量效果。

二 、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

现有技术 中，MTC 小区可以根据传统小区的部分资源 （具体地说 ，是

时频资源 ）来配置，即该 MTC 小区虽然是窄带宽的，但用于对该 MTC 小

区进行测量的参考符号却仍沿用传统小区 （宽带宽小区 ）的参考符号 （宽带

宽的参考符号 ），因此 ，可能影响测量效果。

与此相对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服务基站可以通知 UE 专用于测量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以 下，为 了便 于 区分 ，称为参考符号 A ), 这里 ，"专用于

测量 MTC 小区" 是指 ，用于对该 MTC 小区进行测量的参考符号 A 不沿用

传统小区的参考符号 （以 下，为 了便 于区分 ，称为参考符号 B ), 而是与该

MTC 小区相对应 ，具体地说 ，是与 MTC 小区的带宽相对应 。

可选地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

该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是基 于第二非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配置的，且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是基 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配置的，其 中，

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用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测量 ，以 及

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在该第二非

MTC 小区时频资源中的位置 ，或

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在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中的位置。

具体地说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在该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是根据传统

小区 （第二非 MTC 小区 ）的时频资源来配置 ，具体地说 ，是从传统小区的

时频资源中选择一部分作为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的情况下，可以根据 MTC

小区的配置，从该参考符号 B 中选择部分参考符号，作 为用于测量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八。这里 ，需要说 明的是 ，该 MTC 小区的载频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可以相 同，也可以相异 ，本发 明并未特别限定 ，并且 ，当

该 MTC 小区的载频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相 同时，该第二非 MTC 小

区与上述第一非 MTC 小区可以相 同 （带宽相 同 ），也可以相异 （带宽相异 ），

本发 明并未特别限定。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服务基站可以通过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通知 UE 该

参考符号 A 在参考符号 B 中的位置 ，从 而，UE 可以获取该参考符号 B , 并

根据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确定参考符号 B。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UE 获取



该参考符号 B 的方法可以与现有技术相似 ，这里 ，为 了避免赘述 ，省略其说

明。

或者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该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在传统小区的时频

资源中的位置与该参考符号 A 在该参考符号 B 中的位置相对应 ，例如 ，如

果该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在第二非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中的中央位置 ，

则该参考符号 A 也在该参考符号 B 中的中央位置。从 而，服务基站可以通

过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通知 UE 该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在该第二非 MTC 小

区的时频资源中的位置，从 而，UE 可以获取该参考符号 B , 并根据该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在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中的位置 ，确定该参考符

号 A 在参考符号 B 中的位置，从 而确定参考符号 B。

可选地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第一带宽信 息、

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第二载频信 息和/或偏移信 息，其 中，该第

一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带宽，该第二载频信 息用于指示

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 ，该偏移信 息用于指示该 目标载频相对于该第二

非 MTC 小区的载频的偏移 。

例如 ，为 了该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在第二非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中

的位置 ，UE 需要获知该 MTC 小区的带宽，该 MTC 小区的载频 ，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带宽，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 ，以及该 MTC 小区在该第二

非 MTC 小区中的位置与参考符号 A 在该参考符号 B 中的位置的关系。

具体地说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UE 可以根据 系统信 息，确定该 MTC 小

区的带宽。并根据该 MTC 小区的带宽，确定参考符号 A 的带宽 （或者说 ，

长度 ）。

服务基站可以向 UE 发送该非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UE 可以根据该非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确定参考符号 B。

服务基站可以向 UE 发送指示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带宽的信 息 （第一

带宽信 息 ），从 而，UE 可 以根据该第一带宽指示信 息，确定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带宽，进而，可以根据该 MTC 小区的带宽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

带宽的关系、该参考符号 A 的带宽与该参考符号 B 的带宽的关系，确定该

目标载频相对于该非 MTC 小区的载频的偏移 （或者说 ，该 MTC 小区的时

频资源在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中的位置 ）与参考符号 A 在该参考

符号 B 中的位置的关系 （以下，筒称参考位置关系 ）。



服务基站可以向 UE 发送指示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的信 息 （第二

载频信 息 ），从 而，UE 可以根据该第二载频信 息，确定该第二非 MTC 小区

的载频 ，进而，确定该 目标载频 （MTC 小区的载频 ）相对于该非 MTC 小区

的载频的偏移 。从 而 ，可 以确定该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在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中的位置。

从 而，UE 可以根据该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在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时

频资源中的位置，以及 上述参考位置关系，确定参考符号 A 在该参考符号 B

中的位置。进而，确定参考符号 A 。

应理解 ，以上 列举 的服务基站向 UE 发送第二载频信 息以使 UE 确定该

目标载频 （MTC 小区的载频 ）相对于该非 MTC 小区的载频的偏移 的方法仅

为示例性说 明，本发 明并未限定于此 ，例如 ，服务基站也可以直接 向 UE 下

发指示该 MTC 小区的载频相对于该非 MTC 小区的载频的偏移的信 息 （偏

移信 息 ）。

可选地 ，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还 包括第二带宽信 息，该第二带宽信 息用

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带宽。

具体地说 ，以上 列举 了 UE 根据 系统信 息确定 MTC 小 区的带宽的实施

例 ，但本发 明并不限定于此 ，服务基站也可以向 UE 下发指示该 MTC 小区

的带宽的信 息 （第二带宽信 息 ）。

可选地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

以及

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基础序 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该基础序 列

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该 MTC 小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列，该端 口信 息用于指示

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

具体地说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MTC 小 区可以不 以非 MTC 小 区为基础

配置 ，即，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不属于任何非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因此 ，

服务基站独立配置并指示 UE 用于测量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以下，称

为参考符号 c )。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该 UE 可以根据 系统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带

宽，从 而，可以根据该 MTC 小区的带宽确定参考符号 c 的带宽。

并且 ，该 UE 可以根据该 系统信 息或 同步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小

区标识 ，以根据该小区标识和规定算法，基 于基础序列生成参考序列 c。在



本发 明实施例 中，UE 根据规定算法和小区标识 ，基 于基础序列生成参考序

列的方法与现有技术相似 ，这里 ，为 了避免赘述 ，省略其说 明。

服务基站可以向 UE 发送指示用于生成该参考符号 c 的基础序 列的信 息

( 基础序列信 息 ），从 而，UE 可以根据该基础序 列信 息，确定用于生成该参

考符号 c 的基础序列。

服务基站可以向 UE 发送指示用于该参考符号 c 的端 口 （具体地说 ，是

端 口号和数 目）的信 息 （端 口信 息 ）。从 而，UE 可以根据该端 口信 息，确定

参考符号 c 的端 口号及数 目。

从 而，UE 可以根据 以上信 息，确定参考符号 c。

可选地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还 包括第二带宽信 息，

该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带宽。

可选地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还 包括该 MTC 小区

的小区标 只。

具体地说 ，以上 列举 的 UE 根据 系统信 息确定该 MTC 小 区的带宽的方

法以及 UE 根据该 系统信 息或 同步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的方法

仅为示例性说 明，本发 明并未限定于此 ，例如 ，服务基站也可以直接 向 UE

下发指示该 MTC 小区的带宽的信 息 （第二带宽信 息 ）和/或该 MTC 小区的

小区标识 。

UE 在获取各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后 ，可 以根据该参考符号对各 MTC

小 区进行测量 ，并且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UE 根据参考符号对 MTC 小 区进

行测量的方法和过程与现有技术相似 ，这里为 了避免赘述 ，省略其说 明。

三 、子帧指示信 息

现有技术 中，与测量非 MTC 小区的方式相 同，为 了测量 MTC 小区，

用户设备需要连续地监听并测量每个子帧，但是 ，MTC 小区可能仅存在于

部分子帧，从 而导致测量结果不准确 。

与此相对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服务基站可以确定 MTC 小区所属于的

子帧，并通知 UE, 从 而，UE 可以仅监 听并测量 包括该 MTC 小区的子帧，

从 而能够提 高测量的准确性。

可选地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该向该用户设备发送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

通过无线资源控制连接 重配置消息，向该用户设备发送该测量指示信

息。



具体地说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可 以通过无线 资源控制连接 重配置消息

中的剩余 比特 向 UE 发送该测量指 示信 息 ，或者使用新 定义的扩展 比特 ，向

UE 发送该测量指 示信 息。

可选地 ，该通过无线资源控制连接 重配置消息，向该用户设备发送该测

量指示信 息，包括 ：

通过无 线 资源控 制连接 重 配置 消息 ，向该用户设备 发 送该 测量指 示信

息，其 中，该测量指示信 息承 载于该无线资源控制连接 重配置消息 中的测量

对 象信元或无线资源配置信元 。

具体地说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可 以利用无线 资源控制连接 重配置消息

中的 "测量对 象" 信元 中剩余 比特或新 定义的扩展 比特 ，承 载上述测量指 示

信 息，例如 ，当需要传输 第一测量 宽度信 息和第二测量 宽度信 息双方时 ，"测

量对 象" 的 "测量 宽度 " 子信元可 以承载第一测量 宽度信 息和第二 测量 宽度

信 息双方 ，也可 以仅承载第一测量 宽度信 息或第二测量 宽度信 息 中的一方 ，

并在 "测量对 象" 的其他子信元 中承 载另一方 。

另外 ，还可 以利用无线资源控制连接 重配置消息 中的 "无线 资源配置 "

信元 中剩余 比特或新 定义的扩展 比特 ，承载上述测量指示信 息。

应理解 ，以上列举 的承载测量指示信 息的消息以及在该 消息 中的位 置仅

为示例性说 明 ，本发 明并不限定于此 ，例如 ，还可 以新增用 于传输 该测量指

示信 息的信令 。

UE 在根据 以上测量指示信 息对 MTC 小 区进行测量后 ，可 以将测量结果

上报给服 务基 站 ，这里 ，需要说 明的是 ，在本发 明实施 例 中，MTC 小 区的

测量结果 （第一测量上 信 息 ）与非 MTC 小 区的测量结果 （第二 测量上才艮

信 息 ）可 以承 载于 同一 消息 ，例如 ，测量上报 消息 中，也可 以承载于不 同的

消息，本发 明并未特别 限定 。

在 S120, 服 务基 站可 以获取该 MTC 小 区的测量结果 ，并根据该测量结

果与 UE 通信 ，或者说 ，控 制 UE 的通信 ，具体地说 ，可 以 包括控制 UE 的

切换 ，多载 波的载 波配置/重配置 ，数据传输等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上述 流

程可 以与现有技 术相似 ，这里 ，为 了避免赘述 ，省略其说 明。

本发 明实施 例 的通信 方法 ，通过基 站设备 为 MTC 小 区和非 MTC 小 区

设 置不 同的测量带宽，能够在 不影响非 MTC 小 区测量效果 的前提 下 ，提 高

对 MTC 小 区的测量效果 。通过基 站设备根据 MTC 小 区指示用户设备根据



与该 MTC 小 区相对应侧参考符 号对该 MTC 小 区进行 测量 ，能够提 高对 MTC

小 区的测量效果 。通过基 站设备根据 MTC 小 区指 示用户设备 仅对 包括该

MTC 小 区的子帧进行监 听及测量 ，能够提 高对该 MTC 小 区的测量 的准确性 ，

进 而能够提 高对 MTC 小 区的测量效果 。

图 2 示 出了从用户设备 角度 的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通信 方法 200 的示意

性流程 图，如 图 2 所 示 ，该方法 200 包括 ：

S210, 用 户设备 获取基 站设备发 送 的至少一个测量指 示信 息，该测量指

示信 息 包括用 于指示 目标载频 的第一载频信 息，该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 至少一

个机 器类型通信 MTC 小 区，该测量指 示信 息还 包括 以下至少一个信 息：第

一测量 带宽指 示信 息、至少一个参考符 号指示信 息，至少一个子帧指 示信 息；

S220, 该用户设备根据该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 ，并根据 测量结果 ，向

该基 站设备发 送第一测量上报信 息；

其 中，该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第一测量 带宽，该第一测量 带

宽用于该至少一个 MTC 小 区的测量 ，该第一测量带宽与第二测量 带宽相 异 ，

该第二 测量带宽用于配置在该 目标载频上 的第一非 MTC 小 区的测量 ；

该参考符 号指示信 息用 于指示所对应 的 MTC 小 区的参考符 号 的配置 ，

该 MTC 小 区的参考符 号用于该 MTC 小 区的测量 ；

该子 帧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对应 的 MTC 小 区使用 的子帧 。

具体地说 ，例如 ，当 UE 在 系统 中移动 时，存在 当前服 务 小 区 （或基 站

设备 ）的通信质量 降低或不能继续为该 UE 服 务 的情况 ，从 而需要执行切换

或者 多载 波的载 波配置/重 配置流程 ，UE 的移动性 （或者说 ，切换 和多载 波

的载 波配置/重 配置 ），需要 通过例如无线资源管理 （RRM, Radio Resource

Management ) 的测量来支持 ，即，网络侧设备 （具体地说 ，是 当前 为 UE 服

务的基 站设备 ，以 下 ， 为 了便 于理解和说 明，称为服 务基 站 ）通过 UE 的测

量和上报 来控 制该 UE 的切换或者 多载 波的配置/重配置 。此外 ，UE 在数据

传输 的过程 中，也需要通过譬如信道质量 的测量和上报 ，让基 站可 以根据信

道 的情况 ，动 态的调 整数据 的传输格 式。

该服 务基 站可 以向 UE 下发 用于对 MTC 小 区 （可 以 包括该 UE 当前 的

服 务小 区以 及邻 小 区中的一个或多个小 区的测量指 示信 息。

从 而 ，在 S210, UE 可 以接 收该测量指示信 息

可选地 ，该用户设备 能够进行机 器类型通信 。具体 的 ，用户设备 可 以发



送该用户设备 能够进行机器类型通信的能力信息给服务基站。

具体地说 ，由于该测量指示信息用于对 MTC 小区的测量，因此，UE

需要是能够进行机器类型通信的用户设备 （也可以称为 MTC 设备 ）。并且，

例如，在将本发明实施例的通信方法 100 适用于 LTE 系统 中时，服务基站还

可 以确认该 UE 是否能够进行机器类型通信 ，并且 ，在确定该 UE 能够进行

机器类型通信时，为该 UE 配置该测量指示信息。作为该服务基站确认该

UE 是否能够进行机器类型通信的方法，例如 ，可以列举上述方法 a~c。

另外，在 当前服务小区存在多个邻小区 （具体地说 ，是 MTC 邻小区 ）

的情况下，服务基站可以为与多个邻小区 （具体地说 ，是多个邻小区的载频，

随后详细说明 ）相对应的多个测量指示信息，从而，UE 可以根据该多个测

量指示信息，对该多个邻小区进行测量，但是，如果 UE 受其通信能力的限

制而仅能够测量该多个邻小区中的部分小区，则服务基站对其他小区的测量

指示信息的配置无用，且造成系统通信资源的浪 费。因此，在本发明实施例

中，服务基站可以预先确定 UE 的通信能力，或者说 ，测量能力，即，服务

基站可以确定 UE 能够测量到的 MTC 小区，从而，服务基站可以仅配置并

向 UE 下发该 UE 能够测量到的 MTC 小 区的测量指示信息。从而，能够提

高处理效率，并减少对 系统通信资源的浪费。

作为该服务基站确认该确定 UE 的通信能力的方法，例如，可以列举上

述方法 d ~f„

另外 ，当服务基站需要向 UE 下发针对多个测量指示信息时，可以使各

测量指示信息与各 MTC 小区的载频相对应。即，该测量指示信息可以包括

用于指示能够使用该测量指示信息进行测量的小区 （目标载频 ）的信息 （第

一载频信息 ）。

例如 ，当同一载频上配置有多个 MTC 小区 （例如 ，各 MTC 小区的带

宽相异 ）时，由于 MTC 小区的带宽均较小，例如，可以小于等于 1.4MHz,

因此，可 以使用带宽较小的相 同的测量带宽，例如，可 以小于等于 1.4MHz,

对多个 MTC 小 区进行测量，随后 ，对该测量带宽的作用进行详细说明。即，

在一个载频上具有多个 MTC 小区 （中心频点相 同，带宽相异 ）的情况下，

该多个 MTC 小 区可 以共用测量指示信息中的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息。

从而，UE 可以根据该第一载频信息，确定可以使用该测量指示信息 （具

体地说 ，是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息 ）进行测量的载频 （具体地说 ，是该载频



上的一个或多个 MTC 小区 ）。

应理解 ，以 上列举 的根据 MTC 小区的载频来确定测量指示信 息 （一个

测量指示信 息仅与一个载频相对应 ) 方式仅为示例性说 明，本发 明并不限定

于此 ，还可以使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仅与一个 MTC 小区相对应 ，例如 ，除上

述用于指示 MTC 小区的载频的信 息 （第一载频信 息 ) 外 ，还可以在该测量

指示信 息中增加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带宽的信 息。

从 而，UE 可以根据该第一载频信 息和该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带宽的

信 息，确定可以使用该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的 MTC 小区。

并且 ，此时，还可以根据该 MTC 小区的带宽，确定与该 MTC 小区相

对应 的测量带宽，即，在一个载频上具有 多个 MTC 小区 （中心频点相 同，

带宽相异 ）的情况下，使用不 同的测量带宽对该多个 MTC 小区进行测量。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当在 同一载频上配置有 多个 MTC 小区 （例如 ，各

MTC 小区的带宽相异 ）时，由于各 MTC 小区的带宽相异 ，对各 MTC 小区

进行测量时使用的参考符号也可能相异 ，此时，在 同一测量指示信 息 （与一

个载频相对应 ）可以包括多个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其 中，多个参考符号指示

信 息与多个 MTC 小区一一对应 ，即，一个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仅用于指示一

个 MTC 小区的配置。并且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例如 ，UE 和服务基站可以

通过载频和带宽来 区别各 MTC 小区

另外 ，可选地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至少一个子

帧指示信 息，该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与该至少一个 MTC 小区—— 对应 。

具体地说 ，当在 同一载频上配置有 多个 MTC 小区 （例如 ，各 MTC 小

区的带宽相异 ）时，如果各 MTC 小区所处子帧相异 （或者说 ，在 时域资源

上的配置相异 ），则在 同一测量指示信 息 （与一个载频相对应 ）可 以 包括多

个子帧指示信 息，其 中，多个子帧指示信 息与各 MTC 小区所处子帧一一对

应 。并且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例如 ，UE 和服务基站可以通过载频和带宽

来 区别各 MTC 小区

可选地 ，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该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

至少两个 MTC 小区，该至少两个 MTC 小区使用的子帧相 同。

具体地说 ，当在 同一载频上配置有 多个 MTC 小区 （例如 ，各 MTC 小

区的带宽相异 ）时，如果各 MTC 小区所处子帧相 同 （或者说 ，在 时域资源

上的配置相 同 ），则在 同一测量指示信 息 （与一个载频相对应 ）可以包括一



个子帧指示信 息。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该测量指示信 息可以包括以下任一信 息的组合 ：用

于指示对 MTC 小区进行测量时使用的测量带宽 （第一测量带宽 ) 的信 息 （第

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 ）、用于指示对 MTC 小区进行测量时使用的参考符号的

配置的信 息 （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 ）、用于指示 MTC 小区所使用的子帧的信 息

( 子帧指示信 息 ）。下面，分别说 明上述各信 息的作用及使用流程 。

一、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

具体地说 ，MTC 小 区和传统小区 （非 MTC 小区 ）可能具有相 同的载频

( 也可 以称为 中心频点 ），但 带宽上存在很 大的差异 ，例如 ，传统小区的带

宽为 20MHz, 而 MTC 小区的带宽通常为 1.4MHz 。目前 ，对 系统小区测量 ，

例如 ，RRM 测量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即，基站为用户设备 配置测量使用

的参数 ，即，"测量对 象 （Measurement Object )" , 以使用户设备根据该测量

对 象对 系统小区的测量 。一个载频只会 配置一个唯一的 "测量对 象" ，并且 ，

该 "测量对 象" 中包含用于指示测量使用的带宽的参数 ，即，"测量带宽" 。

用户设备根据该测量带宽对该载频上各小区进行测量。然而，因为 MTC 小

区是窄带的，如果要保证 MTC 小区的测量 ，则只能将测量带宽设定为窄带

宽，但是 ，如果用户设备还需要 测量该载频上的其他 小区 （传统小区 ），则

该窄带宽的测量带宽会影响该传统小区的测量效果。同样 ，如果为 了确保对

传统小区的测量效果而使用宽带宽的测量带宽，则会影响该 MTC 小 区的测

量效果。

与此相对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一个载频上即配置有 MTC 小区又配置

有非 MTC 小区时，服务基站可以为 MTC 小区和非 MTC 小区配置不同的测

量对 象，具体地说 ，是测量带宽，其 中，用于测量非 MTC 小 区的测量带宽

( 第二测量带宽 ）的配置方法和数值可以与现有技术相似 ，这里为 了避免赘

述 ，省略其说 明。并且 ，服务基站可以根据 MTC 小区的带宽，设置用于测

量该 MTC 小区的测量带宽 （第一测量带宽 ），例如 ，由于 MTC 小区的带宽

通常为 1.4MHz, 因此 ，服务基站可以将该第一测量带宽设为 1.4MHz, 即，

与该 MTC 小区的带宽相 同，或者 ，服务基站也可以将该第一测量带宽的数

值设为小于 MTC 小区的带宽，本发 明并未特别限定。

UE 在获取各 MTC 小区的测量带宽 （第一测量带宽 ）后 ，可以根据该测

量带宽对各 MTC 小区进行测量 ，并且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UE 根据测量带



宽对 MTC 小区进行测量的方法和过程与现有技术相似 ，这里为 了避免赘述 ，

省略其说 明。

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该用户设备 能够进行非

机器类型通信 ，以 及

该方法还 包括：

该用户设备 获取该基 站设备发送 的用于指示该第二测量带宽的第二测

量带宽指示信 息；

该用户设备根据该第二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 ，并根据测量结果，

向该基站设备发送第二测量上报信 息。

具体地说 ，如果该 UE 仅 能够进行机器类型通信 而不能够进行非机器类

型通信 （具体地说 ，是使用传统小 区进行 的通信 ），或者 ，UE 仅 能够测量

MTC 小区而不能够测量非 MTC 小区，则服务基站可以仅向该 UE 下发第一

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从 而，UE 可以仅根据该第一测量带宽，仅测量配置在

该载频上的 MTC 小区，而不对配置在该载频上的非 MTC 小区进行测量。

如果该 UE 即能够进行机器类型通信 又能够进行非机器类型通信 （具体

地说 ，是使用传统小区进行 的通信 ），或者 ，UE 即能够测量 MTC 小区又能

够测量非 MTC 小区，则服务基站可以向该 UE 下发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

以及第二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从 而，UE 可以根据该第一测量带宽，测量配

置在该载频上的 MTC 小区，根据该第二测量带宽，测量配置在该载频上的

非 MTC 小区进行测量 。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通信 方法 ，通过为 同一载频上 的 MTC 小 区和非

MTC 小区配置不同的测量带宽，能够提 高对双方的测量效果。

二 、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

现有技术 中，MTC 小区可以根据传统小区的部分资源 （具体地说 ，是

时频资源 ）来配置，即该 MTC 小区虽然是窄带宽的，但用于对该 MTC 小

区进行测量的参考符号却仍沿用传统小区 （宽带宽小区 ）的参考符号 （宽带

宽的参考符号 ），因此 ，可能影响测量效果。

与此相对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服务基站可以通知 UE 专用于测量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以 下，为 了便 于 区分 ，称为参考符号 A ), 这里 ，"专用于

测量 MTC 小区" 是指 ，用于对该 MTC 小区进行测量的参考符号 A 不沿用

传统小区的参考符号 （以 下，为 了便 于区分 ，称为参考符号 B ), 而是与该



MTC 小区相对应 ，具体地说 ，是与 MTC 小区的带宽相对应 。

可选地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

该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是基 于第二非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配置的，且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是基 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配置的，其 中，

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用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测量 ，以及

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在该第二非

MTC 小区时频资源中的位置 ，或

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在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中的位置。

具体地说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在该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是根据传统

小区 （第二非 MTC 小区 ）的时频资源来配置 ，具体地说 ，是从传统小区的

时频资源中选择一部分作为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的情况下，可以根据 MTC

小区的配置，从该参考符号 B 中选择部分参考符号，作 为用于测量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八。这里 ，需要说 明的是 ，该 MTC 小区的载频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可以相 同，也可以相异 ，本发 明并未特别限定 ，并且 ，当

该 MTC 小区的载频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相 同时，该第二非 MTC 小

区与上述第一非 MTC 小区可以相 同 （带宽相 同 ），也可以相异 （带宽相异 ），

本发 明并未特别限定。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服务基站可以通过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通知 UE 该

参考符号 A 在参考符号 B 中的位置 ，从 而 ，UE 可 以获取该参考符号 B , 并

根据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确定参考符号 B。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UE 获取

该参考符号 B 的方法可以与现有技术相似 ，这里 ，为 了避免赘述 ，省略其说

明。

或者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该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在传统小区的时频

资源中的位置与该参考符号 A 在该参考符号 B 中的位置相对应 ，例如 ，如

果该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在第二非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中的中央位置 ，

则该参考符号 A 也在该参考符号 B 中的中央位置。从 而 ，服务基站可 以通

过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通知 UE 该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在该第二非 MTC 小

区的时频资源中的位置，从 而，UE 可以获取该参考符号 B , 并根据该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在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中的位置 ，确定该参考符

号 A 在参考符号 B 中的位置，从 而确定参考符号 B。



可选地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第一带宽信 息、

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第二载频信 息和/或偏移信 息，其 中，该第

一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带宽，该第二载频信 息用于指示

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 ，该偏移信 息用于指示该 目标载频相对于该第二

非 MTC 小区的载频的偏移 ，以及

该用户设备根据该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具体 包括：

该用户设备根据 系统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带宽；

该用户设备根据该参考符 号指示信 息和该 MTC 小 区的带宽，确定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该用户设备根据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对该 MTC 小区进行测量。

或者 ，可选地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

号指示信 息包括第二带宽信 息、第一带宽信 息、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小区

标识 、第二载频信 息和/或偏移信 息，其 中，该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带宽，该第一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带宽，该第二

载频信 息用于指示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 ，该偏移信 息用于指示该 目标

载频相对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的偏移 ，以及

该用户设备根据该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具体 包括：

该用户设备根据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该用户设备根据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对该 MTC 小区进行测量。

具体地说 ，例如 ，为 了该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在第二非 MTC 小区的

时频资源中的位置，UE 需要获知该 MTC 小区的带宽，该 MTC 小区的载频 ，

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带宽，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 ，以及该 MTC 小区

在该第二非 MTC 小区中的位置与参考符号 A 在该参考符号 B 中的位置的关

系。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UE 可以根据 系统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带宽。

并根据该 MTC 小区的带宽，确定参考符号 A 的带宽 （或者说 ，长度 ）。

服务基站可以向 UE 发送该非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UE 可以根据该非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确定参考符号 B。
服务基站可以向 UE 发送指示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带宽的信 息 （第一

带宽信 息 ），从 而，UE 可 以根据该第一带宽指示信 息，确定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带宽，进而，可以根据该 MTC 小区的带宽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



带宽的关系、该参考符号 A 的带宽与该参考符号 B 的带宽的关系，确定该

目标载频相对于该非 MTC 小区的载频的偏移 （或者说 ，该 MTC 小区的时

频资源在该第二非 MTC 小 区的时频资源中的位置 ）与参考符号 A 在该参考

符号 B 中的位置的关系 （以下，筒称参考位置关系 ）。

服务基站可以向 UE 发送指示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的信 息 （第二

载频信 息 ），从 而，UE 可以根据该第二载频信 息，确定该第二非 MTC 小 区

的载频 ，进而，确定该 目标载频 （MTC 小区的载频 ）相对于该非 MTC 小区

的载频的偏移 。从 而 ，可 以确定该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在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中的位置。

从 而，UE 可以根据该 MTC 小 区的时频资源在该第二非 MTC 小 区的时

频资源中的位置，以及 上述参考位置关系，确定参考符号 A 在该参考符号 B

中的位置。进而，确定参考符号 A 。

应理解 ，以上 列举 的服务基站向 UE 发送第二载频信 息以使 UE 确定该

目标载频 （MTC 小区的载频 ）相对于该非 MTC 小区的载频的偏移 的方法仅

为示例性说 明，本发 明并未限定于此 ，例如 ，服务基站也可以直接 向 UE 下

发指示该 MTC 小区的载频相对于该非 MTC 小区的载频的偏移的信 息 （偏

移信 息 ）。

并且 ，以上 列举 了 UE 根据 系统信 息确定 MTC 小 区的带宽的实施例 ，

但本发 明并不限定于此 ，服务基站也可以向 UE 下发指示该 MTC 小区的带

宽的信 息 （第二带宽信 息 ）。

可选地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

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基础序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该基础序列信 息

用于指示生成该 MTC 小 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 列 ，该端 口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以及

该用户设备根据该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具体 包括：

该用户设备根据 系统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带宽；

该用户设备根据该 系统信 息或 同步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该用户设备根据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该 MTC 小区的带宽和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确定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该用户设备根据该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 ，对该 MTC 小 区进行测量。

或者 ，可选地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



示信 息，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第二带宽信 息、基础序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

其 中，该基础序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该 MTC 小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列，该

端 口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该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

示该 MTC 小区的带宽，以及

该用户设备根据该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具体 包括：

该用户设备根据该 系统信 息或 同步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该用户设备根据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和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确定

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该用户设备根据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对该 MTC 小区进行测量。

或者 ，可选地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

示信 息，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基础序列信 息

和端 口信 息，其 中，该基础序 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该 MTC 小 区参考符号的

基础序 列，该端 口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以及

该用户设备根据该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具体 包括：

该用户设备根据 系统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带宽；

该用户设备根据该参考符 号指示信 息和该 MTC 小 区的带宽，确定该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

该用户设备根据该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 ，对该 MTC 小 区进行测量。

或者 ，可选地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

示信 息，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第二带宽信 息、

基础序 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该基础序 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该 MTC 小

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列，该端 口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该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带宽，以及

该用户设备根据该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具体 包括：

该用户设备根据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该用户设备根据该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 ，对该 MTC 小 区进行测量。

具体地说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MTC 小 区可以不 以非 MTC 小 区为基础

配置 ，即，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不属于任何非 MTC 小区的视频资源，因此 ，

服务基站独立配置并指示 UE 用于测量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以下，称

为参考符号 c )。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该 UE 可以根据 系统信 息，确定该 MTC 小 区的带



宽，从 而 ，可 以根据该 MTC 小 区的带宽确定参考符号 c 的带宽。

并且 ，该 UE 可以根据该 系统信 息或 同步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小

区标识 ，以根据该小区标识和规定算法，基 于基础序列生成参考序列 c。在

本发 明实施例 中，UE 根据规定算法和小区标识 ，基 于基础序列生成参考序

列的方法与现有技术相似 ，这里 ，为 了避免赘述 ，省略其说 明。

服务基站可以向 UE 发送指示用于生成该参考符号 c 的基础序 列的信 息

( 基础序列信 息 ），从 而，UE 可以根据该基础序 列信 息，确定用于生成该参

考符号 c 的基础序列。

服务基站可以向 UE 发送指示用于该参考符号 c 的端 口 （具体地说 ，是

端 口号和数 目）的信 息 （端 口信 息 ）。从 而，UE 可以根据该端 口信 息，确定

参考符号 c 的端 口号及数 目。

从 而 ，UE 可 以根 据 以上信 息，确定参考符号 c。

应理解 ，以上 列举 的 UE 据 系统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带宽的方法

以及 UE 根据该 系统信 息或 同步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的方法仅

为示例性说 明，本发 明并未限定于此 ，例如 ，服务基站也可以直接 向 UE 下

发指示该 MTC 小区的带宽的信 息 （第二带宽信 息 ）和/或该 MTC 小区的小

区标识 。

UE 在获取各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后 ，可 以根据该参考符号对各 MTC

小区进行测量 ，并且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UE 根据参考符号对 MTC 小区进

行测量的方法和过程与现有技术相似 ，这里为 了避免赘述 ，省略其说 明。

三 、子帧指示信 息

现有技术 中，与测量非 MTC 小区的方式相 同，为 了测量 MTC 小区，

用户设备需要连续地监听并测量每个子帧，但是 ，MTC 小区可能仅存在于

部分子帧，从 而导致测量结果不准确 。

与此相对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服务基站可以确定 MTC 小区所属于的

子帧，并通知 UE, 从 而，UE 可以仅监 听并测量 包括该 MTC 小区的子帧，

从 而能够提 高测量的准确性。

可选地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该用户设备获取基站设备发送的至少一个

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

该用户设备接 收基 站设备发送 的 包括该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的无线

资源控制连接 重配置消息；



该用户设备 从 该无 线 资源控 制连接 重 配置 消息 中，获取 该 测量指 示信

息。

具体地说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可 以 通过无线 资源控制连接 重配置消息

中的剩余 比特 向 UE 发送该测量指 示信 息 ，或者使用新 定义的扩展 比特 ，向

UE 发送该测量指 示信 息。

可选地 ，该测量指示信 息承 载于该无线 资源控 制连接 重配置消息 中的测

量对 象信元或 MTC 小 区配置信元 ，以 及

该用户设备 从 该无 线 资源控 制连接 重 配置 消息 中，获取 该 测量指 示信

息，包括 ：

该用户设备从该测量对 象信元或该 MTC 小 区配置信元 中，获取该测量

指示信 息。

具体地说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可 以 利用无线 资源控制连接 重配置消息

中的 "测量对 象" 信元 中剩余 比特或新 定义的扩展 比特 ，承 载上述测量指 示

信 息，例如 ，当需要传输 第一测量 宽度信 息和第二测量 宽度信 息双方时 ，"测

量对 象" 的 "测量 宽度 " 子信元可 以承载第一测量 宽度信 息和第二 测量 宽度

信 息双方 ，也可 以仅 载第一测量 宽度信 息或第二测量 宽度信 息 中的一方 ，

并在 "测量对 象" 的其他子信元 中承 载另一方 。

另外 ，还可 以利用无线资源控制连接 重配置消息 中的 "无线资源配置 "

信元 中剩余 比特或新 定义的扩展 比特 ，承载上述测量指示信 息。

应理解 ，以上列举 的承载测量指示信 息的消息以及在该 消息 中的位 置仅

为示例性说 明 ，本发 明并不限定于此 ，例如 ，还可 以新增用 于传输 该测量指

示信 息的信令 。

在 S220, UE 在根据 以上测量指 示信 息对 MTC 小 区进行测量后 ，可 以

将 测量 结果上报给服 务基 站 ，这里 ，需要 说 明的是 ，在 本发 明 实施 例 中，

MTC 小 区的测量结果 （第一测量上 信 息 ) 与非 MTC 小 区的测量结果 （第

二测量上报信 息 ）可 以承载 于 同一 消息，例如 ，测量上报 消息 中，也可 以承

载于不 同的消息，本发 明并未特别 限定 。

服 务基 站可 以获取该 MTC 小 区的测量结果 ，并根据该测量结果与 UE

通信 ，或者说 ，控制 UE 的通信 ，具体地说 ，可 以 包括控制 UE 的切换 ，多

载 波的载 波配置/重 配置 ，数据传输 等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上述流程可 以与

现有技 术相似 ，这里 ，为 了避免赘述 ，省略其说 明。



本发 明实施 例 的通信 方法 ，通过基 站设备 为 MTC 小 区和非 MTC 小 区

设 置不 同的测量带宽，能够在 不影响非 MTC 小 区测量效果 的前提 下 ，提 高

对 MTC 小 区的测量效果 。通过基 站设备根据 MTC 小 区指示用户设备根据

与该 MTC 小 区相对应侧参考符 号对该 MTC 小 区进行 测量 ，能够提 高对 MTC

小 区的测量效果 。通过基 站设备根据 MTC 小 区指 示用户设备 仅对 包括该

MTC 小 区的子帧进行监 听及测量 ，能够提 高对该 MTC 小 区的测量 的准确性 ，

进 而能够提 高对 MTC 小 区的测量效果 。

以上 ，结合 图 1 至 图 2 详 细说 明 了根据 本发 明实施例 的通信 方法 ，下面，

结合 图 3 至 4 图详 细说 明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通信 装置 。

图 3 示 出了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通信装置 300 的示意性框 图。如 图 3 所

示 ，该装置 300 包括 ：

发送单元 310, 用 于向用户设备发送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该测量指

示信 息 包括用 于指示 目标载频 的第一载频信 息，该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 至少一

个机 器类型通信 MTC 小 区，该测量指 示信 息还 包括 以下至少一个信 息：第

一测量 带宽指 示信 息、至少一个参考符 号指示信 息、至少一个子帧指 示信 息；

接 收单元 320, 用 于接 收该用户设备根据 该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 测量后发

送 的第一测量上报信 息；

处理单元 330, 用 于根据 该第一测量上报信 息，控制该用户设备 的通信 ；

其 中，该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第一测量 带宽，该第一测量 带

宽用于该至少一个 MTC 小 区的测量 ，该第一测量带宽与第二测量 带宽相 异 ，

该第二 测量带宽用于配置在该 目标载频上 的第一非 MTC 小 区的测量 ；

该参考符 号指示信 息用 于指示所对应 的 MTC 小 区的参考符 号 的配置 ，

该 MTC 小 区的参考符 号用于该 MTC 小 区的测量 ；

该子帧指 示信 息用于指 示所对应 的 MTC 小 区使 用 的子 帧。

可选地 ，该测量指示信 息 包括该参考符 号指 示信 息 ，该 MTC 小 区的时

频 资源是基 于第二非 MTC 小 区的时频 资源配置的 ，且该 MTC 小 区的参考

符 号是基 于该第二非 MTC 小 区的参考符 号配置的，其 中，该第二 非 MTC

小 区的参考符 号用于该第二非 MTC 小 区的测量 ，以及

该参考符 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于指示该 MTC 小 区的时频 资源在该第二 非

MTC 小 区时频 资源 中的位 置 ，或

该参考符 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于指示该 MTC 小 区的参考符 号在该第二 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中的位置。

可选地 ，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第一带宽信 息、该第二非 MTC 小区

的小区标识 、第二载频信 息和/或偏移信 息，其 中，该第一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

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带宽，该第二载频信 息用于指示该第二非 MTC 小区

的载频 ，该偏移信 息用于指示该 目标载频相对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

的偏移 。

可选地 ，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还 包括第二带宽信 息，该第二带宽信 息用

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带宽。

可选地 ，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以及

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基础序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该基础序 列

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该 MTC 小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列，该端 口信 息用于指示

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

可选地 ，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还 包括第二带宽信 息，该第二带宽信 息用

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带宽。

可选地 ，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还 包括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

可选地 ，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该至少一个子

帧指示信 息与该至少一个 MTC 小区—— 对应 。

可选地 ，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该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

至少两个 MTC 小区，该至少两个 MTC 小区使用的子帧相 同。

可选地 ，该发送单元 310 具体用于通过无线资源控制连接 重配置消息，

向该用户设备发送该测量指示信 息。

可选地 ，该发送单元 310 具体用于通过无线资源控制连接 重配置消息，

向该用户设备发送该测量指示信 息，其 中，该测量指示信 息承载于该无线资

源控制连接重配置消息中的测量对 象信元或无线资源配置信元 。

可选地 ，该处理单元 330 还用于确定该用户设备 能够进行机器类型通信 。

可选地 ，该处理单元 330 还用于确定该用户设备 的通信 能力；

用于根据该用户设备 的通信 能力，确定该用户设备 能够测量的邻小区；

用于 据该邻小区的载频 ，确定该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

可选地 ，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以及

该处理单元 330 还用于确定该用户设备 能够进行非机 器类型通信 ；

该发送单元 310 还用于向该用户设备发送用于指示该第二测量带宽的第



二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

该接收单元 320 还用于接 收该用户设备在根据该第二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

进行测量后发送的第二测量上 信 息，并根据该第二测量上 信 息，与该用

户设备通信 。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通信装置 300 可对应 于本发 明实施例的方法中的基

站设备 （服务基站 ），并且 ，该通信装置 300 中的各单元 即模块和上述其他

操作和/或功能分别为 了实现 图 1 中的方法 100 的相应流程 ，为 了筒洁，在此

不再赘述。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通信装置，通过基站设备 为 MTC 小 区和非 MTC

小区设置不同的测量带宽，能够在不影响非 MTC 小区测量效果的前提下，

提 高对 MTC 小区的测量效果。通过基站设备根据 MTC 小 区指示用户设备

根据与该 MTC 小 区相对应侧参考符号对该 MTC 小 区进行测量 ，能够提 高

对 MTC 小 区的测量效果。通过基站设备根据 MTC 小 区指示用户设备仅对

包括该 MTC 小区的子帧进行监听及测量 ，能够提 高对该 MTC 小 区的测量

的准确性 ，进而能够提 高对 MTC 小区的测量效果。

图 4 示 出了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通信装置 400 的示意性框 图。如 图 4 所

示，该装置 400 包括 ：

获取单元 410, 用 于获取基站设备发送的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该测

量指示信 息包括用于指示 目标载频的第一载频信 息，该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至

少一个机器类型通信 MTC 小 区，该测量指示信 息还 包括以下至少一个信 息：

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至少一个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

处理单元 420, 用 于根据该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

发送单元 430, 用 于根据测量结果，向该基站设备发送第一测量上报信

息；

其 中，该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第一测量带宽，该第一测量带

宽用于该至少一个 MTC 小区的测量 ，该第一测量带宽与第二测量带宽相异 ，

该第二测量带宽用于配置在该 目标载频上的第一非 MTC 小区的测量；

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对应 的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的配置 ，

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用于该 MTC 小 区的测量；

该子帧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对应 的 MTC 小区使用的子帧。



可选地 ，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该 MTC 小区的时

频资源是基 于第二非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配置的，且该 MTC 小区的参考

符号是基 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配置的，其 中，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用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测量 ，以及

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在该第二非

MTC 小区时频资源中的位置 ，或

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在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中的位置。

可选地 ，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第一带宽信 息、该第二非 MTC 小区

的小区标识 、第二载频信 息和/或偏移信 息，其 中，该第一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

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带宽，该第二载频信 息用于指示该第二非 MTC 小区

的载频 ，该偏移信 息用于指示该 目标载频相对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

的偏移 ，以及

该处理单元 420 具体用于根据 系统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带宽；

用于根据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和该 MTC 小区的带宽，确定该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

根据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对该 MTC 小区进行测量。

可选地 ，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第二带宽信

息、第一带宽信 息、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第二载频信 息和/或偏

移信 息，其 中，该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带宽，该第一带宽

信 息用于指示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带宽，该第二载频信 息用于指示该第二

非 MTC 小区的载频 ，该偏移信 息用于指示该 目标载频相对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的偏移 ，以及

该处理单元 420 具体用于根据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

的参考符号；

用于根据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该 MTC 小区进行测量。

可选地 ，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 包括基础序 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该基础序 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该

MTC 小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 列，该端 口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

号的端 口，以及

该处理单元 420 具体用于根据 系统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带宽；



用于 据该 系统信 息或 同步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用于根据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该 MTC 小区的带宽和该 MTC 小区的

小区标识 ，确定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用于根据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该 MTC 小区进行测量。

可选地 ，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第二带宽信 息、基础序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该基础序 列信 息用

于指示生成该 MTC 小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列，该端 口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该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带宽，以

及

该处理单元 420 具体用于根据该 系统信 息或 同步信 息，确定该 MTC 小

区的小区标 只；

用于根据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和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确定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用于根据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该 MTC 小区进行测量。

可选地 ，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基础序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该基础

序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该 MTC 小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列，该端 口信 息用于

指示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以及

该处理单元 420 具体用于根据 系统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带宽；

用于根据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和该 MTC 小区的带宽，确定该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

用于根据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该 MTC 小区进行测量。

可选地 ，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第二带宽信 息、基础序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

其 中，该基础序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该 MTC 小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列，该

端 口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该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

示该 MTC 小区的带宽，以及

该处理单元 420 具体用于根据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

的参考符号；

用于根据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该 MTC 小区进行测量。

可选地 ，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该至少一个子



帧指示信 息与该至少一个 MTC 小区—— 对应 。

可选地 ，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该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

至少两个 MTC 小区，该至少两个 MTC 小区使用的子帧相 同。

可选地 ，该装置还 包括 ：

接收单元 440, 用 于接收该基站设备发送的包括该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的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配置消息；

该获取单元 410 具体用于从该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配置消息中，获取该

测量指示信 息。

可选地 ，该测量指示信 息承载于该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配置消息中的测

量对 象信元或 MTC 小区配置信元 ，以及

该获取单元 410 具体用于从该测量对 象信元或该 MTC 小 区配置信元 中，

获取该测量指示信 息。

可选地 ，该用户设备 能够进行机器类型通信 。

可选地 ，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该用户设备 能

够进行非机器类型通信 ，以及

该获取单元 410 还用于获取该基站设备发送的用于指示该第二测量带宽

的第二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

该处理单元 420 还用于根据该第二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

该发送单元 430 还用于根据测量结果 ，向该基站设备发送第二测量上报

信 息。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通信装置 400 可对应 于本发 明实施例的方法中的用

户设备 ，并且 ，该通信装置 400 中的各单元 即模块和上述其他操作和/或功能

分别为 了实现 图 2 中的方法 200 的相应流程 ，为 了筒洁，在此不再赘述 。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通信装置，通过基站设备 为 MTC 小 区和非 MTC

小区设置不同的测量带宽，能够在不影响非 MTC 小区测量效果的前提下，

提 高对 MTC 小区的测量效果。通过基站设备根据 MTC 小 区指示用户设备

根据与该 MTC 小 区相对应侧参考符号对该 MTC 小 区进行测量 ，能够提 高

对 MTC 小 区的测量效果。通过基站设备根据 MTC 小 区指示用户设备仅对

包括该 MTC 小区的子帧进行监听及测量 ，能够提 高对该 MTC 小 区的测量

的准确性 ，进而能够提 高对 MTC 小区的测量效果。

以上 ，结合 图 1 至 图 2 详 细说 明 了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通信方法，下面，



结合 图 5 至 6 图详 细说 明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通信设备 。

图 5 示 出了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通信设备 500 的示意性框 图。如 图 5 所

示 ，该设备 500 包括 ：

总线 510;

与该总线 510 相 连 的处理器 520;

与该总线 510 相 连 的存储 器 530;

与该总线 510 相 连 的收发 器 540;

其 中，该处理器 520 通过该总线 510, 调 用该存储 器 530 中存储 的程序 ，

以用于控制该收发 器 540 向用户设备发送至少一个测量指 示信 息 ，该测量指

示信 息 包括用 于指示 目标载频 的第一载频信 息，该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 至少一

个机 器类型通信 MTC 小 区，该测量指 示信 息还 包括 以下至少一个信 息：第

一测量 带宽指 示信 息、至少一个参考符 号指示信 息、至少一个子帧指 示信 息；

用于控 制该收发 器 540 接 收该用户设备根据该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后

发送 的第一测量上报信 息，并根据该第一测量上报信 息，与该用户设备通信 ，

其 中，该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第一测量 带宽，该第一测量 带

宽用于该至少一个 MTC 小 区的测量 ，该第一测量带宽与第二测量 带宽相 异 ，

该第二 测量带宽用于配置在该 目标载频上 的第一非 MTC 小 区的测量 ；

该参考符 号指示信 息用 于指示所对应 的 MTC 小 区的参考符 号 的配置 ，

该 MTC 小 区的参考符 号用于该 MTC 小 区的测量 ；

该子帧指 示信 息用于指 示所对应 的 MTC 小 区使 用 的子帧。

可选地 ，该测量指示信 息 包括该参考符 号指 示信 息 ，该 MTC 小 区的时

频 资源是基 于第二非 MTC 小 区的时频 资源配置的 ，且该 MTC 小 区的参考

符 号是基 于该第二非 MTC 小 区的参考符 号配置的，其 中，该第二 非 MTC

小 区的参考符 号用于该第二非 MTC 小 区的测量 ，以及

该参考符 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于指示该 MTC 小 区的时频 资源在该第二 非

MTC 小 区时频 资源 中的位 置 ，或

该参考符 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于指示该 MTC 小 区的参考符 号在该第二 非

MTC 小 区的参考符 号 中的位 置 。

可选地 ，该参考符 号指 示信 息 包括第一带宽信 息、该第二非 MTC 小 区

的小 区标识 、第二载频信 息和/或偏移信 息 ，其 中，该第一带宽信 息用于指 示

该第二 非 MTC 小 区的带宽，该第二载频信 息用于指示该第二 非 MTC 小 区



的载频 ，该偏移信 息用于指示该 目标载频相对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

的偏移 。

可选地 ，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还 包括第二带宽信 息，该第二带宽信 息用

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带宽。

可选地 ，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以及

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基础序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该基础序 列

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该 MTC 小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列，该端 口信 息用于指示

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

可选地 ，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还 包括第二带宽信 息，该第二带宽信 息用

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带宽。

可选地 ，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还 包括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

可选地 ，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该至少一个子

帧指示信 息与该至少一个 MTC 小区—— 对应 。

可选地 ，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该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

至少两个 MTC 小区，该至少两个 MTC 小区使用的子帧相 同。

可选地 ，该处理器 520 具体用于控制该收发器 540 通过无线资源控制连

接重配置消息，向该用户设备发送该测量指示信 息。

可选地 ，该处理器 520 具体用于控制该收发器 540 通过无线资源控制连

接重配置消息，向该用户设备发送该测量指示信 息，其 中，该测量指示信 息

承载于该无线资源控制连接 重配置消息 中的测量对 象信元或无线资源配置

信元 。

可选地 ，该处理器 520 还用于确定该用户设备 能够进行机 器类型通信 。

可选地 ，该处理器 520 还用于确定该用户设备 的通信 能力；

用于根据该用户设备 的通信 能力，确定该用户设备 能够测量的邻小区；

用于 据该邻小区的载频 ，确定该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

可选地 ，该处理器 520 还用于确定该用户设备 能够进行非机 器类型通信 ；

用于控制该收发器 540 向该用户设备发送用于指示该第二测量带宽的第

二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

用于控制该收发器 540 接 收该用户设备在根据该第二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

进行测量后发送的第二测量上 信 息，并根据该第二测量上 信 息，与该用

户设备通信 。



处理器 520 控制通信设备 500 的操作 ，处理器 520 还可以称为 CPU 。存

储器 530 可 以 包括只读存储 器和随机存取存储器，并向处理器 520 提供指令

和 数 据 。存 储 器 530 的 一 部 分 还 可 以 包括 非 易失 行 随机 存 取 存 储 器

( NVRAM )。具体 的应用 中，通信设备 500 可 以嵌入或者本身可以就是例如

移动 电话之类 的无线通信设备 ，还可 以 包括容纳发射 电路和接 收 电路 的载

体 ，以 允许通信设备 500 和远程位置之 间进行数据发射和接 收。发射 电路和

接收电路可以耦合到天线。通信设备 500 的各个组件通过总线 （也可以称为

总线 系统 ）510 耦合在一起 ，其 中，总线 510 除 包括数据总线之外 ，还 包括

电源总线、控制总线和状态信号总线。但是为 了清楚明起见 ，在 图中将各种

总线都标为总线 510 。通信设备 500 还 可 以 包括用于处理信号的处理单元 、

此外还 包括功率控制器、解码处理器。具体 的不同产品中解码器可能与处理

单元集成为一体 。

辑框 图。处理器可以是微处理器或者该处理器也可以是任何常规 的处理器，

解码器等。结合本发 明实施例所公开的方法的步骤可以直接体现为硬件处理

器执行完成 ，或者用解码处理器中的硬件及软件模块组合执行完成 。软件模

块可以位于随机存储器，闪存 、只读存储器，可编程只读存储器或者 电可擦

写可编程存储 器、寄存器等本领域成熟的存储介质 中。该存储介质位于存储

器 530, 解码单元或者处理单元读取存储器 530 中的信 息，结合其硬件完成

上述方法的步骤 。

应理解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该处理器 520 可以是 中央处理单元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筒称为 "CPU" ), 该处理器 520 还可以是其他通用处理器、

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 )、专用集成 电路 （ASIC )、现成可编程 门阵列 （FPGA )

或者其他可编程逻辑器件 、分立 门或者 晶体管逻辑器件 、分立硬件组件等。

通用处理器可以是微处理器或者该处理器也可以是任何常规 的处理器等。

在 实现过程 中，上述方法的各步骤可以通过处理器 520 中的硬件 的集成

逻辑 电路或者软件形式的指令完成 。结合本发 明实施例所公开的方法的步骤

可 以 直接体现为硬件处理器执行完成 ，或者用处理器 中的硬件及软件模块组

合执行完成。软件模块可以位于随机存储 器，闪存 、只读存储 器，可编程只

读存储 器或者 电可擦写可编程存储器、寄存器等本领域成熟的存储介质 中。

该存储介质位 于存储器 530, 处理器 520 读取存储器 530 中的信 息，结合其



硬件 完成上述方法的步骤 。为避免 重复 ，这里 不再详 细描 述 。

根据本发 明实施 例 的通信设备 500 可对应 于本发 明实施 例 的方法 中的基

站设备 （服 务基 站 ），并且 ，该通信设备 500 中的各单元 即模 块和上述其他

操作 和/或功 能分别为 了实现 图 1 中的方法 100 的相应 流程 ，为 了筒洁，在此

不再赘 述 。

根据 本发 明实施例 的通信设备 ，通过基 站设备 为 MTC 小 区和非 MTC

小 区设 置不 同的测量 带宽，能够在 不影响非 MTC 小 区测量效果的前提 下 ，

提 高对 MTC 小 区的测量效果 。通过基 站设备根据 MTC 小 区指示用户设备

根据 与该 MTC 小 区相对应侧参考符 号对该 MTC 小 区进行 测量 ，能够提 高

对 MTC 小 区的测量效果 。通过基 站设备根据 MTC 小 区指示用户设备仅对

包括该 MTC 小 区的子帧进行监 听及测量 ，能够提 高对该 MTC 小 区的测量

的准确性 ，进 而能够提 高对 MTC 小 区的测量效果 。

图 6 示 出了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通信设备 600 的示意性框 图。如 图 6 所

示 ，该设备 600 包括 ：

总线 610;

与该总线 610 相 连 的处理 器 620;

与该总线 610 相 连 的存储 器 630;

与该总线 610 相 连 的收发 器 640;

其 中，该处理 器 620 通过该总线 610, 调 用该存储 器 630 中存储 的程序 ，

以用于获取基 站设备发 送 的至少一个测量指 示信 息，该测量指示信 息 包括用

于指示 目标载频 的第一载频信 息，该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 至少一个机 器类型通

信 MTC 小 区，该测量指示信 息还 包括 以下至少一个信 息：第一测量带宽指

示信 息 、至少一个参考符 号指 示信 息，至少一个子 帧指示信 息；

用于根据 该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 测量 ，并根据 测量结果 ，控制该收发 器 640

向该基 站设备发送第一测量上报信 息 ，

其 中，该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第一测量 带宽，该第一测量 带

宽用于该至少一个 MTC 小 区的测量 ，该第一测量带宽与第二测量 带宽相 异 ，

该第二 测量带宽用于配置在该 目标载频上 的第一非 MTC 小 区的测量 ；

该参考符 号指示信 息用 于指示所对应 的 MTC 小 区的参考符 号 的配置 ，

该 MTC 小 区的参考符 号用于该 MTC 小 区的测量 ；

该子帧指 示信 息用于指 示所对应 的 MTC 小 区使 用 的子帧。



可选地 ，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该 MTC 小区的时

频资源是基 于第二非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配置的，且该 MTC 小区的参考

符号是基 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配置的，其 中，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用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测量 ，以及

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在该第二非

MTC 小区时频资源中的位置 ，或

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在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中的位置。

可选地 ，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第一带宽信 息、该第二非 MTC 小区

的小区标识 、第二载频信 息和/或偏移信 息，其 中，该第一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

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带宽，该第二载频信 息用于指示该第二非 MTC 小区

的载频 ，该偏移信 息用于指示该 目标载频相对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

的偏移 ，以及

该处理器 620 具体用于根据 系统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带宽；

用于根据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和该 MTC 小区的带宽，确定该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

用于根据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该 MTC 小区进行测量。

可选地 ，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第二带宽信

息、第一带宽信 息、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第二载频信 息和/或偏

移信 息，其 中，该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带宽，该第一带宽

信 息用于指示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带宽，该第二载频信 息用于指示该第二

非 MTC 小区的载频 ，该偏移信 息用于指示该 目标载频相对于该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的偏移 ，以及

该处理器 620 具体用于根据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

参考符号；

用于根据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该 MTC 小区进行测量。

可选地 ，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 包括基础序 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该基础序 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该

MTC 小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 列，该端 口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

号的端 口，以及

该处理器 620 具体用于根据 系统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带宽；



用于 据该 系统信 息或 同步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用于根据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该 MTC 小区的带宽和该 MTC 小区的

小区标识 ，确定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用于根据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该 MTC 小区进行测量。

可选地 ，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第二带宽信 息、基础序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该基础序 列信 息用

于指示生成该 MTC 小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列，该端 口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该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带宽，以

及

该处理器 620 具体用于根据该 系统信 息或 同步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

的小区标 只；

用于根据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和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确定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用于根据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该 MTC 小区进行测量。

可选地 ，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基础序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该基础

序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该 MTC 小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列，该端 口信 息用于

指示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以及

该处理器 620 具体用于根据 系统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带宽；

用于根据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和该 MTC 小区的带宽，确定该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

用于根据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该 MTC 小区进行测量。

可选地 ，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该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第二带宽信 息、基础序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

其 中，该基础序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该 MTC 小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列，该

端 口信 息用于指示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该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

示该 MTC 小区的带宽，以及

该处理器 620 具体用于根据该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确定该 MTC 小区的

参考符号；

用于根据该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该 MTC 小区进行测量。

可选地 ，该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该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该至少一个子



帧指示信息与该至少一个 MTC 小区—— 对应。
可选地，该测量指示信息包括一个子帧指示信息，该目标载频上配置有

至少两个 MTC 小区，该至少两个 MTC 小区使用的子帧相同。

可选地，该处理器 620 具体用于控制该收发器 640 接收基站设备发送的

包括该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息的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配置消息；

用于从该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配置消息中，获取该测量指示信息。

可选地，该测量指示信息承载于该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配置消息中的测

量对象信元或 MTC 小区配置信元，以及

该处理器 620 具体用于从该测量对象信元或该 MTC 小区配置信元中，

获取该测量指示信息。

可选地，该用户设备能够进行机器类型通信。

可选地，该处理器 620 具体用于获取该基站设备发送的用于指示该第二

测量带宽的第二测量带宽指示信息；
用于根据该第二测量带宽指示信息进行测量，并根据测量结果，控制该

收发器 640 向该基站设备发送第二测量上报信息。

处理器 620 控制通信设备 600 的操作，处理器 620 还可以称为 CPU。存

储器 630 可 以 包括只读存储器和随机存取存储器，并向处理器 620 提供指令

和数据 。存储 器 630 的一部分还可以包括非 易失行随机存取存储器

( NVRAM )。具体的应用中，通信设备 600 可以嵌入或者本身可以就是例如
移动电话之类的无线通信设备，还可以包括容纳发射电路和接收电路的载

体，以允许通信设备 600 和远程位置之间进行数据发射和接收。发射电路和

接收电路可以耦合到天线。通信设备 600 的各个组件通过总线 （也可以称为

总线系统 ）610 耦合在一起，其中，总线 610 除包括数据总线之外，还包括

电源总线、控制总线和状态信号总线。但是为了清楚明起见，在图中将各种

总线都标为总线 610。通信设备 600 还 可 以 包括用于处理信号的处理单元、
此外还包括功率控制器、解码处理器。具体的不同产品中解码器可能与处理

单元集成为一体。

辑框图。处理器可以是微处理器或者该处理器也可以是任何常规的处理器，

解码器等。结合本发明实施例所公开的方法的步骤可以直接体现为硬件处理

器执行完成，或者用解码处理器中的硬件及软件模块组合执行完成。软件模



块可以位 于随机存储 器 ，闪存 、只读存储 器，可编程 只读存储 器或者 电可擦

写可编程存储 器、寄存 器等本领域成熟的存储介质 中。该存储介质位 于存储

器 630, 解码单元或者处理单元读取存储 器 630 中的信 息，结合其硬件 完成

上述方法的步骤 。

应理解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该处理器 620 可 以是 中央处理单元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筒称 为 "CPU" ) , 该处理器 620 还 可以是其他通用处理器、

数字信 号处理器 （DSP )、专用集成 电路 （ASIC )、现成可编程 门阵列 （FPGA )

或者其他可编程逻辑器件 、分立 门或者 晶体管逻辑器件 、分立硬件组件等 。

通用处理器可 以是微处理器或者该处理器也可以是任何常规 的处理器等 。

在 实现过程 中，上述方法的各步骤可以通过处理器 620 中的硬件 的集成

逻辑 电路或者软件形式的指令 完成 。结合本发 明实施例所公开的方法的步骤

可 以直接体现 为硬件处理器执行完成 ，或者用处理器 中的硬件及软件模块组

合执行 完成 。软件模块可以位 于随机存储 器，闪存 、只读存储 器，可编程只

读存储 器或者 电可擦 写可编程存储 器 、寄存 器等本领域成熟的存储介质 中。

该存储介质位 于存储 器 630, 处理器 620 读取存储 器 630 中的信 息，结合其

硬件 完成上述方法的步骤 。为避免 重复 ，这里不再详 细描述 。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通信设备 600 可对应 于本发 明实施例的方法 中的用

户设备 ，并且 ，该通信设备 600 中的各单元 即模块和上述其他操作和/或功能

分别为 了实现 图 2 中的方法 200 的相应 流程 ，为 了筒洁，在此不再赘述 。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通信设备 ，通过基站设备 为 MTC 小 区和非 MTC

小区设 置不 同的测量带宽，能够在不影响非 MTC 小区测量效果的前提 下 ，

提 高对 MTC 小区的测量效果。通过基站设备根据 MTC 小 区指示用户设备

根据与该 MTC 小 区相对应侧参考符号对该 MTC 小 区进行测量 ，能够提 高

对 MTC 小 区的测量效果。通过基 站设备根据 MTC 小 区指示用户设备仅对

包括该 MTC 小区的子帧进行监 听及测量 ，能够提 高对该 MTC 小 区的测量

的准确性 ，进 而能够提 高对 MTC 小区的测量效果。

应理解 ，本文 中术语 "和 /或 " ，仅仅是一种描述 关联对 象的关联 关系，

表示可 以存在三种 关 系，例如 ，A 和/或 B , 可 以表示：单独存在 A , 同时存

在 A 和 B , 单独存在 B 这三种情况。另外 ，本文 中字符 "/" , 一般表示前后

关联对 象是一种 "或 " 的关 系。

应理解 ，在本发 明的各种 实施例 中，上述各过程 的序号的大小并不意味



着执行顺序的先后 ，各过程 的执行顺序应 以其功能和 内在逻辑确定，而不应

对本发 明实施例的实施过程构成任何 限定。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可以意识到，结合本文 中所公开的实施例描述的各

示例的单元及算法步骤 ，能够以电子硬件 、或者计算机软件和电子硬件的结

合来实现。这些功能究竟以硬件还是软件方式来执行 ，取决于技术方案的特

定应用和设计约束条件 。专业技术人 员可以对每个特定的应用来使用不同方

法来实现所描述的功能，但是这种 实现不应认为超 出本发 明的范围。

所属领域的技术人 员可以清楚地 了解到 ，为描述的方便和筒洁，上述描

述的系统、装置和单元的具体工作过程 ，可以参考前述方法实施例 中的对应

过程 ，在此不再赘述。

在本 申请所提供的几个实施例 中，应该理解到，所揭露的系统、装置和

方法，可以通过其它的方式实现。例如 ，以上所描述的装置实施例仅仅是示

意性的，例如 ，所述单元的划分 ，仅仅为一种逻辑功能划分 ，实际实现时可

以有另外的划分方式，例如多个单元或组件可以结合或者可以集成到另一个

系统，或一些特征可以忽略 ，或不执行。另一点，所显示或讨论的相互之 间

的耦合或直接耦合或通信连接可以是通过一些接 口，装置或单元的间接耦合

或通信连接 ，可以是 电性，机械或其它的形式。

所述作为分 离部件说 明的单元可以 是或者也可以 不是物理上分开的，作

为单元显示的部件可以是或者也可以不是物理单元 ，即可以位于一个地方，

或者也可以分布到多个网络单元上。可以根据 实际的需要选择其 中的部分或

者全部单元来实现本实施例方案的 目的。

另外 ，在本发 明各个实施例 中的各功能单元 可 以 集成在一个处理单元

中，也可以是各个单元单独物理存在 ，也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单元集成在一

个单元 中。

所述功能如果以软件功能单元 的形式实现并作 为独立的产品销售或使

用时，可以存储在一个计算机可读取存储介质 中。基于这样的理解 ，本发明

的技术方案本质上或者说对现有技术做 出贡献的部分或者该技术方案 的部

分可以以软件产品的形式体现 出来，该计算机软件产品存储在一个存储介质

中，包括若干指令用以使得一 台计算机设备 （可以是个人计算机 ，服务器，

或者 网络设备等 ）执行本发 明各个实施例所述方法的全部或部分步骤 。而前

述的存储介质 包括：U 盘 、移动硬盘 、只读存储器（ROM, Read-Only Memory )、



随机存取存储器 （RAM, Random Access Memory ) 磁碟或者光盘等各种可

以存储程序代码的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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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通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 包括：

基站设备 向用户设备发送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包

括用于指示 目标载频的第一载频信 息，所述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至少一个机 器

类型通信 MTC 小区，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还 包括以下至少一个信 息：第一测

量带宽指示信 息、至少一个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

所述基 站设备接 收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后发

送的第一测量上报信 息，并根据所述第一测量上报信 息，与所述用户设备通

信 ，

其 中，所述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第一测量带宽，所述第一测

量带宽用于所述至少一个 MTC 小区的测量 ，所述第一测量带宽与第二测量

带宽相异 ，所述第二测量带宽用于配置在所述 目标载频上的第一非 MTC 小

区的测量；

所述参考符 号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对应 的 MTC 小 区的参考符 号的配

置，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用于所述 MTC 小区的测量；

所述子帧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对应 的 MTC 小区使用的子帧。

2、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

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所述 MTC 小 区的时频资源是基 于第二非 MTC 小

区的时频资源配置的，且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是基 于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配置的，其 中，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用于所述

第二非 MTC 小 区的测量 ，以及

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 区的时频资源在所述

第二非 MTC 小 区时频资源中的位置 ，或

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在所述

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中的位置。

3、根据权利要 求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

包括第一带宽信 息、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第二载频信 息和/

或偏移信 息，其 中，所述第一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二非 MTC 小 区的带

宽，所述第二载频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 ，所述偏移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目标载频相对于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的偏移 。

4、根据权利要 求 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



还 包括第二带宽信 息，所述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区的带宽。

5、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

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以及

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基础序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所述基础

序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所述 MTC 小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列，所述端 口信 息

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

6、根据权利要 求 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

还 包括第二带宽信 息，所述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区的带宽。

7、根据权利要 求 5 或 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参考符号指示

信 息还 包括所述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

8、根据权利要 求 1 至 7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

指示信 息包括所述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所述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与所

述至少一个 MTC 小区—— 对应 。

9、根据权利要 求 1 至 7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

指示信 息包括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所述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至少两个 MTC 小

区，所述至少两个 MTC 小区使用的子帧相 同。

10、根据权利要求 1 至 9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向所

述用户设备发送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

通过无线资源控制连接 重配置消息，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所述测量指示

信 息。

11、根据权利要 求 10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通过无线资源控

制连接 重配置消息，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

通过无线资源控制连接 重配置消息，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所述测量指示

信 息，其 中，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承载于所述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配置消息中

的测量对 象信元或无线资源配置信元 。

12、根据权利要 求 1 至 11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基站设备 向用户设备发送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之前 ，所述方法还 包括：

所述基站设备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能够进行机器类型通信 。

13、根据权利要 求 1 至 12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基站设备 向用户设备发送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之前 ，所述方法还 包括：

所述基站设备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通信 能力；



所述基站设备根据所述用户设备 的通信 能力，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能够测

量的邻 小区；

所述基 站设备根据所述邻 小 区的载频 ，确定所述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

14、根据权利要 求 1 至 13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测

量指示信 息包括所述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以及

所述方法还 包括 ：

所述基站设备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能够进行非机器类型通信 ；

所述基 站设备 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用于指示所述第二测量带宽的第二

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

所述基 站设备接 收所述用户设备在根据所述第二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进

行测量后发送的第二测量上 信 息，并根据所述第二测量上 信 息，与所述

用户设备通信 。

15、一种通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 包括：

用户设备获取基站设备发送的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用于指示 目标载频的第一载频信 息，所述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至少一个

机器类型通信 MTC 小区，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还 包括 以下至少一个信 息：第

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至少一个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 ，并根据测量结果 ，向所

述基站设备发送第一测量上报信 息，

其 中，所述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第一测量带宽，所述第一测

量带宽用于所述至少一个 MTC 小区的测量 ，所述第一测量带宽与第二测量

带宽相异 ，所述第二测量带宽用于配置在所述 目标载频上的第一非 MTC 小

区的测量；

所述参考符 号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对应 的 MTC 小 区的参考符 号的配

置，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用于所述 MTC 小区的测量；

所述子帧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对应 的 MTC 小区使用的子帧。

16、根据权利要 求 1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包

括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所述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是基 于第二非 MTC

小区的时频 资源配置的，且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是基 于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配置的，其 中，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用于



所述第二非 MTC 小 区的测量 ，以及

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 区的时频资源在所述

第二非 MTC 小 区时频资源中的位置 ，或

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在所述

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中的位置。

17、根据权利要 求 1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第一带宽信 息、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第二载频信 息和/

或偏移信 息，其 中，所述第一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二非 MTC 小 区的带

宽，所述第二载频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 ，所述偏移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目标载频相对于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的偏移 ，以及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具体 包括 ：

所述用户设备 居系统信 息，确定所述 MTC 小区的带宽；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和所述 MTC 小区的带宽，确

定所述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所述 MTC 小区进行

测量 。

18、根据权利要 求 1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第二带宽信 息、第一带宽信 息、所述第二

非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第二载频信 息和/或偏移信 息，其 中，所述第二带

宽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区的带宽，所述第一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第

二非 MTC 小区的带宽，所述第二载频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

的载频 ，所述偏移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目标载频相对于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

的载频的偏移 ，以及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具体 包括 ：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确定所述 MTC 小 区的参考

符号；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所述 MTC 小区进行

测量 。

19、根据权利要 求 1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包

括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基础序列信 息和端 口

信 息，其 中，所述基础序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所述 MTC 小区参考符号的基



础序列，所述端 口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以及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具体 包括 ：

所述用户设备 居系统信 息，确定所述 MTC 小区的带宽；

所述用户设备 居所述 系统信 息或 同步信 息，确定所述 MTC 小区的小

区标识 ；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所述 MTC 小区的带宽和所

述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确定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所述 MTC 小区进行

测量 。

20、根据权利要 求 1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包

括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第二带宽信 息、基础

序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所述基础序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所述 MTC 小

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 列，所述端 口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的端 口，所述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区的带宽，以及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具体 包括 ：

所述用户设备 居所述 系统信 息或 同步信 息，确定所述 MTC 小区的小

区标识 ；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和所述 MTC 小 区的小 区标

识 ，确定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所述 MTC 小区进行

测量 。

21、根据权利要 求 1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包

括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所述 MTC 小区的小

区标识 、基础序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所述基础序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

所述 MTC 小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 列，所述端 口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以及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具体 包括 ：

所述用户设备 居系统信 息，确定所述 MTC 小区的带宽；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和所述 MTC 小区的带宽，确

定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所述 MTC 小区进行



测量。

22、根据权利要 求 1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包

括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所述 MTC 小区的小

区标识 、第二带宽信 息、基础序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所述基础序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所述 MTC 小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列，所述端 口信 息用于指

示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所述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区的带宽，以及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具体 包括 ：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确定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

符号；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所述 MTC 小区进行

测量 。

23、根据权利要求 15 至 22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测

量指示信 息包括所述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所述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与

所述至少一个 MTC 小区—— 对应 。

24、根据权利要求 15 至 22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测

量指示信 息包括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所述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至少两个 MTC

小区，所述至少两个 MTC 小区使用的子帧相 同。

25、根据权利要求 15 至 24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用

户设备获取基站设备发送的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

所述用户设备接 收基 站设备发送 的 包括所述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的

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配置消息；

所述用户设备从所述无线资源控制连接 重配置消息中，获取所述测量指

示信 息。

26、根据权利要 求 2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承

载于所述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配置消息中的测量对 象信元或 MTC 小区配置

信 元 ，以及

所述用户设备从所述无线资源控制连接 重配置消息中，获取所述测量指

示信 息，包括 ：

所述用户设备从所述测量对 象信元或所述 MTC 小区配置信元 中，获取

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



27、根据权利要求 15 至 26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用

户设备 能够进行机器类型通信 。

28、根据权利要求 15 至 27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测

量指示信 息包括所述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所述用户设备 能够进行非机 器

类型通信 ，以及

所述方法还 包括 ：

所述用户设备 获取所述基 站设备发送的用于指示所述第二测量带宽的
第二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

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第二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 ，并根据测量结

果，向所述基站设备发送第二测量上报信 息。

29、一种通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 包括：

发送单元 ，用于向用户设备发送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所述测量指示

信 息包括用于指示 目标载频的第一载频信 息，所述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至少一

个机器类型通信 MTC 小区，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还 包括以下至少一个信 息：

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至少一个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

接 收单元 ，用于接 收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后发

送的第一测量上报信 息；

处理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第一测量上报信 息，控制所述用户设备 的通信 ；

其 中，所述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第一测量带宽，所述第一测

量带宽用于所述至少一个 MTC 小区的测量 ，所述第一测量带宽与第二测量

带宽相异 ，所述第二测量带宽用于配置在所述 目标载频上的第一非 MTC 小

区的测量；

所述参考符 号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对应 的 MTC 小区的参考符 号的配

置，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用于所述 MTC 小区的测量；

所述子帧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对应 的 MTC 小区使用的子帧。

30、根据权利要 求 29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包

括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所述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是基 于第二非 MTC

小区的时频 资源配置的，且所述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是基 于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配置的，其 中，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用于

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的测量 ，以及



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在所述

第二非 MTC 小区时频资源中的位置 ，或

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在所述

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中的位置。

31、根据权利要 求 30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第一带宽信 息、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第二载频信 息和/

或偏移信 息，其 中，所述第一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的带

宽，所述第二载频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 ，所述偏移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目标载频相对于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的偏移 。

32、根据权利要 求 31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还 包括第二带宽信 息，所述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区的带宽。

33、根据权利要 求 29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包

括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以及

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基础序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所述基础

序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所述 MTC 小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列，所述端 口信 息

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

34、根据权利要 求 33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还 包括第二带宽信 息，所述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区的带宽。

35、根据权利要求 33 或 34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参考符号指

示信 息还 包括所述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

36、根据权利要求 29 至 35 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测

量指示信 息包括所述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所述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与

所述至少一个 MTC 小区—— 对应 。

37、根据权利要求 29 至 35 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测

量指示信 息包括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所述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至少两个 MTC

小区，所述至少两个 MTC 小区使用的子帧相 同。

38、根据权利要求 29 至 37 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

送单元具体用于通过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配置消息，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所

述测量指示信 息。

39、根据权利要 求 38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送单元具体用

于通过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配置消息，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其 中，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 载于所述无线资源控制连接 重配置消息中的

测量对 象信元或无线资源配置信元 。

40、根据权利要求 29 至 39 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处

理单元还用于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能够进行机器类型通信 。

4 1、根据权利要求 29 至 40 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处

理单元还用于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通信 能力；

用于根据所述用户设备 的通信 能力，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能够测量的邻 小

区；

用于 据所述邻 小区的载频 ，确定所述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

42、根据权利要求 29 至 4 1 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测

量指示信 息包括所述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以及

所述处理单元还用于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能够进行非机 器类型通信 ；

所述发送单元还用于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用于指示所述第二测量带宽

的第二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

所述接 收单元还用于接 收所述用户设备在根据所述第二测量带宽指示

信 息进行测量后发送的第二测量上报信 息，并根据所述第二测量上报信 息，

与所述用户设备通信 。

43、一种通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 包括：

获取单元 ，用于获取基站设备发送的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所述测量

指示信 息包括用于指示 目标载频的第一载频信 息，所述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至

少一个机器类型通信 MTC 小区，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还 包括 以下至少一个信

息：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至少一个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至少一个子帧指

示信 息；

处理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

发送单元 ，用于根据测量结果，向所述基站设备发送第一测量上报信 息；

其 中，所述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第一测量带宽，所述第一测

量带宽用于所述至少一个 MTC 小区的测量 ，所述第一测量带宽与第二测量

带宽相异 ，所述第二测量带宽用于配置在所述 目标载频上的第一非 MTC 小

区的测量；

所述参考符 号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对应 的 MTC 小区的参考符 号的配

置，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用于所述 MTC 小区的测量；



所述子帧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对应 的 MTC 小区使用的子帧。

44、根据权利要 求 43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包

括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所述 MTC 小 区的时频资源是基 于第二非 MTC

小区的时频 资源配置的，且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是基 于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配置的，其 中，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用于

所述第二非 MTC 小 区的测量 ，以及

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 区的时频资源在所述

第二非 MTC 小区时频资源中的位置 ，或

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在所述

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中的位置。

45、根据权利要 求 44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第一带宽信 息、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第二载频信 息和/

或偏移信 息，其 中，所述第一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二非 MTC 小 区的带

宽，所述第二载频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 ，所述偏移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目标载频相对于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的偏移 ，以及

所述处理单元具体用于根据 系统信 息，确定所述 MTC 小区的带宽；

用于根据所述参考符 号指示信 息和所述 MTC 小 区的带宽，确定所述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

根据所述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 ，对所述 MTC 小 区进行测量。

46、根据权利要 求 44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第二带宽信 息、第一带宽信 息、所述第二

非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第二载频信 息和/或偏移信 息，其 中，所述第二带

宽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区的带宽，所述第一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第

二非 MTC 小区的带宽，所述第二载频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

的载频 ，所述偏移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目标载频相对于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

的载频的偏移 ，以及

所述处理单元具体用于根据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确定所述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

用于根据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所述 MTC 小区进行测量。

47、根据权利要 求 43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包

括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基础序列信 息和端 口



信 息，其 中，所述基础序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所述 MTC 小区参考符号的基

础序列，所述端 口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以及

所述处理单元具体用于根据 系统信 息，确定所述 MTC 小区的带宽；

用于 据所述 系统信 息或 同步信 息，确定所述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

用于根据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所述 MTC 小区的带宽和所述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确定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用于根据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所述 MTC 小区进行测量。

48、根据权利要 求 43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包

括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第二带宽信 息、基础

序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所述基础序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所述 MTC 小

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 列，所述端 口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的端 口，所述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区的带宽，以及

所述处理单元具体用于根据所述 系统信 息或 同步信 息，确定所述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用于根据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和所述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确定所

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用于根据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所述 MTC 小区进行测量。

49、根据权利要 求 43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包

括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所述 MTC 小区的小

区标识 、基础序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所述基础序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

所述 MTC 小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 列，所述端 口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以及

所述处理单元具体用于根据 系统信 息，确定所述 MTC 小区的带宽；

用于根据所述参考符 号指示信 息和所述 MTC 小 区的带宽，确定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用于根据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所述 MTC 小区进行测量。

50、根据权利要 求 43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包

括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所述 MTC 小区的小

区标识 、第二带宽信 息、基础序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所述基础序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所述 MTC 小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列，所述端 口信 息用于指

示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所述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 区的带宽，以及

所述处理单元具体用于根据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确定所述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

用于根据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所述 MTC 小区进行测量。

5 1、根据权利要求 43 至 50 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测

量指示信 息包括所述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所述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与

所述至少一个 MTC 小区—— 对应 。

52、根据权利要求 43 至 50 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测

量指示信 息包括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所述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至少两个 MTC

小区，所述至少两个 MTC 小区使用的子帧相 同。

53、根据权利要求 43 至 52 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

置还 包括：

接 收单元 ，用于接 收所述基站设备发送的包括所述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的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配置消息；

所述获取单元具体用于从所述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配置消息中，获取所

述测量指示信 息。

54、根据权利要 求 53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承

载于所述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配置消息中的测量对 象信元或 MTC 小 区配置

信 元 ，以及

所述获取单元具体用于从所述测量对 象信元或所述 MTC 小 区配置信元

中，获取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

55、根据权利要求 43 至 54 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用

户设备 能够进行机器类型通信 。

56、根据权利要求 43 至 55 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测

量指示信 息包括所述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所述用户设备 能够进行非机 器

类型通信 ，以及

所述获取单元还用于获取所述基 站设备发送 的用于指示所述第二测量

带宽的第二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

所述处理单元还用于根据所述第二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

所述发送单元还用于根据测量结果，向所述基站设备发送第二测量上报

信 息。



57、一种通信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设备 包括：

总线；

与所述总线相连的处理器；

与所述总线相连的存储 器；

与所述总线相连的收发 器；

其 中，所述处理器通过所述总线，调用所述存储 器中存储 的程序 ，以用

于控制所述收发器向用户设备发送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用于指示 目标载频的第一载频信 息，所述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至少一个

机器类型通信 MTC 小区，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还 包括 以下至少一个信 息：第

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至少一个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

用于控制所述收发 器接 收所述用户设备根据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测

量后发送的第一测量上 信 息，并根据所述第一测量上 信 息，与所述用户

设备通信 ，

其 中，所述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第一测量带宽，所述第一测

量带宽用于所述至少一个 MTC 小区的测量 ，所述第一测量带宽与第二测量

带宽相异 ，所述第二测量带宽用于配置在所述 目标载频上的第一非 MTC 小

区的测量；

所述参考符 号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对应 的 MTC 小 区的参考符 号的配

置，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用于所述 MTC 小区的测量；

所述子帧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对应 的 MTC 小区使用的子帧。

58、根据权利要 求 57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包

括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所述 MTC 小 区的时频资源是基 于第二非 MTC

小区的时频 资源配置的，且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是基 于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配置的，其 中，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用于

所述第二非 MTC 小 区的测量 ，以及

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 区的时频资源在所述

第二非 MTC 小 区时频资源中的位置 ，或

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在所述

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中的位置。

59、根据权利要 求 58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第一带宽信 息、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第二载频信 息和/



或偏移信 息，其 中，所述第一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的带

宽，所述第二载频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 ，所述偏移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目标载频相对于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的偏移 。

60、根据权利要 求 59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还 包括第二带宽信 息，所述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区的带宽。

61、根据权利要 求 57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包

括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以及

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基础序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所述基础

序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所述 MTC 小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列，所述端 口信 息

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

62、根据权利要 求 61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还 包括第二带宽信 息，所述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区的带宽。

63、根据权利要求 61 或 62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参考符号指

示信 息还 包括所述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

64、根据权利要求 57 至 63 中任一项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测

量指示信 息包括所述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所述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与

所述至少一个 MTC 小区—— 对应 。

65、根据权利要求 57 至 63 中任一项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测

量指示信 息包括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所述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至少两个 MTC

小区，所述至少两个 MTC 小区使用的子帧相 同。

66、根据权利要求 57 至 65 中任一项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处

理器具体用于控制所述收发器通过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配置消息，向所述用

户设备发送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

67、根据权利要 求 66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

控制所述收发 器通过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配置消息，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所

述测量指示信 息，其 中，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承载于所述无线资源控制连接 重

配置消息中的测量对 象信元或无线资源配置信元 。

68、根据权利要求 57 至 67 中任一项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处

理器还用于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能够进行机器类型通信 。

69、根据权利要求 57 至 68 中任一项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处

理器还用于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的通信 能力；



用于根据所述用户设备 的通信 能力，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能够测量的邻 小

区；

用于 据所述邻 小区的载频 ，确定所述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

70、根据权利要求 57 至 69 中任一项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处

理器还用于确定所述用户设备 能够进行非机器类型通信 ；

用于控制所述收发 器向所述用户设备发送用于指示所述第二测量带宽

的第二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

用于控制所述收发 器接 收所述用户设备在根据所述第二测量带宽指示

信 息进行测量后发送的第二测量上报信 息，并根据所述第二测量上报信 息，

与所述用户设备通信 。

7 1、一种通信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设备 包括：

总线；

与所述总线相连的处理器；

与所述总线相连的存储 器；

与所述总线相连的收发 器；

其 中，所述处理器通过所述总线，调用所述存储 器中存储 的程序 ，以用

于获取基站设备发送的至少一个测量指示信 息，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包括用于

指示 目标载频的第一载频信 息，所述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至少一个机 器类型通

信 MTC 小区，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还 包括以下至少一个信 息：第一测量带宽

指示信 息、至少一个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

用于根据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 ，并根据测量结果，控制所述收发

器向所述基站设备发送第一测量上报信 息，

其 中，所述第一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第一测量带宽，所述第一测

量带宽用于所述至少一个 MTC 小区的测量 ，所述第一测量带宽与第二测量

带宽相异 ，所述第二测量带宽用于配置在所述 目标载频上的第一非 MTC 小

区的测量；

所述参考符 号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对应 的 MTC 小 区的参考符 号的配

置，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用于所述 MTC 小区的测量；

所述子帧指示信 息用于指示所对应 的 MTC 小区使用的子帧。

72、根据权利要 求 7 1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包

括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所述 MTC 小区的时频资源是基 于第二非 MTC



小区的时频 资源配置的，且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是基 于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配置的，其 中，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用于

所述第二非 MTC 小 区的测量 ，以及

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 区的时频资源在所述

第二非 MTC 小区时频资源中的位置 ，或

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具体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在所述

第二非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中的位置。

73、根据权利要 求 72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第一带宽信 息、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第二载频信 息和/

或偏移信 息，其 中，所述第一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二非 MTC 小 区的带

宽，所述第二载频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 ，所述偏移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目标载频相对于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的载频的偏移 ，以及

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根据 系统信 息，确定所述 MTC 小区的带宽；

用于根据所述参考符 号指示信 息和所述 MTC 小 区的带宽，确定所述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

用于根据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所述 MTC 小区进行测量。

74、根据权利要 求 72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第二带宽信 息、第一带宽信 息、所述第二

非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第二载频信 息和/或偏移信 息，其 中，所述第二带

宽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区的带宽，所述第一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第

二非 MTC 小区的带宽，所述第二载频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

的载频 ，所述偏移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目标载频相对于所述第二非 MTC 小区

的载频的偏移 ，以及

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根据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确定所述 MTC 小 区

的参考符号；

用于根据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所述 MTC 小区进行测量。

75、根据权利要 求 7 1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包

括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基础序列信 息和端 口

信 息，其 中，所述基础序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所述 MTC 小区参考符号的基

础序列，所述端 口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以及

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根据 系统信 息，确定所述 MTC 小区的带宽；



用于 据所述 系统信 息或 同步信 息，确定所述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

用于根据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所述 MTC 小区的带宽和所述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确定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用于根据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所述 MTC 小区进行测量。

76、根据权利要 求 7 1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包

括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第二带宽信 息、基础

序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所述基础序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所述 MTC 小

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 列，所述端 口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

的端 口，所述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区的带宽，以及

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根据所述 系统信 息或 同步信 息，确定所述 MTC 小

区的小区标 只；

用于根据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和所述 MTC 小区的小区标识 ，确定所

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

用于根据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所述 MTC 小区进行测量。

77、根据权利要 求 7 1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包

括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所述 MTC 小区的小

区标识 、基础序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所述基础序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

所述 MTC 小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 列，所述端 口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以及

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根据 系统信 息，确定所述 MTC 小区的带宽；

用于根据所述参考符 号指示信 息和所述 MTC 小 区的带宽，确定所述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

用于根据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所述 MTC 小区进行测量。

78、根据权利要 求 7 1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包

括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包括所述 MTC 小区的小

区标识 、第二带宽信 息、基础序列信 息和端 口信 息，其 中，所述基础序列信

息用于指示生成所述 MTC 小区参考符号的基础序列，所述端 口信 息用于指

示所述 MTC 小 区的参考符号的端 口，所述第二带宽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 MTC

小 区的带宽，以及

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根据所述参考符号指示信 息，确定所述 MTC 小 区

的参考符号；



用于根据所述 MTC 小区的参考符号，对所述 MTC 小区进行测量。

79、根据权利要求 7 1 至 78 中任一项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测

量指示信 息包括所述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所述至少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与

所述至少一个 MTC 小区—— 对应 。

80、根据权利要求 7 1 至 78 中任一项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测

量指示信 息包括一个子帧指示信 息，所述 目标载频上配置有至少两个 MTC

小区，所述至少两个 MTC 小区使用的子帧相 同。

81、根据权利要求 7 1 至 80 中任一项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处

理器具体用于控制所述收发 器接 收基 站设备发送 的 包括所述至少一个测量

指示信 息的无线资源控制连接 重配置消息；

用于从所述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配置消息中，获取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

82、根据权利要 求 81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承

载于所述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配置消息中的测量对 象信元或 MTC 小区配置

信 元 ，以及

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从所述测量对 象信元或所述 MTC 小 区配置信元

中，获取所述测量指示信 息。

83、根据权利要求 7 1 至 82 中任一项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用

户设备 能够进行机器类型通信 。

84、根据权利要求 7 1 至 83 中任一项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处

理器具体用于获取所述基 站设备发送 的用于指示所述第二测量带宽的第二

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

用于根据所述第二测量带宽指示信 息进行测量 ，并根据测量结果 ，控制

所述收发器向所述基站设备发送第二测量上报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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