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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传输时延处理方法及其装置和设备，该方法包括：获取传输时延值，传输时延值为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
与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之和；其中，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对应的量化精度为 3 码片，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对
应的量化精度小于 3 码片；根据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与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的量化精度，分别将传输时延值
整数部分转换为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将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转换为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向无线
网络控制器上报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该传输时延处理方法及其装置和设
备，可以提高传输时延的精度。



传输时延处理方法及其装置和设备

技术领域

本发明实施例涉及通信技术 ，尤其涉及一种传输时延处理方法及其装置

和设备。

背景技术

在宽带码分多址（Wideband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简称 WCDMA)

频分复用 （Frequency Division Duplex , 简称 FDD ) 模式中 ，空口的单程传输

时延 （Transport Propagation Delay , 简称 TP ) 由基站中的物理随机接入信道

(Physical Random Access Channel , 简称 PRACH ) 计算得到。

基站通过帧协议 （Frame Protocol , 简称 FP ) 包形式将传输时延上报给无

线网络控制器 （Radio Network Controller , 简称 RNC 在第三代合作伙伴计

划 （The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 简称 3GPP ) 25.435 及 25.433 协议

中定义了 TP 的含义、承载方式及取值范围 ，在 WCDMA 第 7 版本 （Release

7 ) 以前的协议中用传输时延 （Propagation Delay ) 表示 ，协议字段为 8 比特 ，

取值范围为 0~255 , 量化精度为 3 码片 （chips ) , 实际范围为 0~765 码片 ；而

在 Release 7 版本中增加了扩展传输时延 （Extended Propagation Delay ) 字段 ，

扩大了 TP 的取值范围 ，协议字段为 10 比特 ，取值范围为 255~1023 , 量化精

度为 3 码片 ，实际范围为 765~3096 码片。其中 ，1码片对应的距离为 78.125

米。根据传输时延 ，可以获得基站和用户设备之间的距离。在建立专用信道

时 ，RNC 可以将 PRACH 上报的 TP 值下发给基站 ，用于配置相应的专用信

道。RNC 根据基站上报的传输时延或扩展传输时延及用户测量报告统计出不

同传输时延的信号质量分布 ，分析网络覆盖情况 ，从而用于 日常网络优化及

维护。

然而 ，在实际无线网络中 ，热点城区、边远郊区以及微小区网络覆盖情

况完全不同 ，对于热点城区以及微小区 ，站点分布密集 ，且小区内用户设备

大部分分布在距基站 2 千米范围以内 （TP 小于 30 码片 ），且分布密集 ，而

FP 包中 TP 的量化精度太粗 ，导致传输时延精度较低。



发明内容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传输时延处理方法及其装置和设备 ，用以提高传
输时延的精度。

第一方面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传输时延处理方法 ，包括 ：
获取传输时延值 ，所述传输时延值为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与传输时延值

偏置部分之和 ，其中 ，所述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对应的量化精度为 3 码片 ，
所述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对应的量化精度小于 3 码片 ；

根据所述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的量化精度与所述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的
量化精度 ，分别将所述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转换为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 ，
将所述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转换为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

向无线网络控制器上报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
置部分上报值。

结合第一方面 ，在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向无线网
络控制器上报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包括 ：
将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写入帧

协议包 ，向所述无线网络控制器上报所述帧协议包。
结合第一方面 ，在第一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向无线网

络控制器上报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还包括 ：
当用户设备从 CELL_PCH 状态或 CELL_FACH 状态迁移到 CELL_DCH

状态时 ，将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写
入帧协议包 ，向所述无线网络控制器上报所述帧协议包 ，其中 ，所述帧协议
包包括上行专用信道帧协议包或增强专用信道帧协议包。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一种至第一方面的第二种任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在
第一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将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
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写入帧协议包包括 ：

若所述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小于或等于 255x 3 码片 ，则将传输时延上报
值确定为传输时延的上报比特 ；若所述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大于 255x 3 码



片 ，则将传输时延上报值确定为扩展传输时延的上报 比特 ，写入所述帧协议

包 ；

将所述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对应的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确定为传输

时延偏置的上报 比特 ，写入所述帧协议包。

结合第一方面、第一方面的第一种至第一方面的第三种任一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 ，在第一方面的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获取传输时延值包括 ：

通过第一搜索窗搜索用户设备发送的接入前导 ；

根据所述第一搜索窗的窗 口长度和搜索到的所述接入前导的位置 ，获取

物理随机接入信道的传输时延值。

结合第一方面、第一方面的第一种至第一方面的第四种任一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 ，在第一方面的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向无线网络控制器上

报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之后 ，还包

括 ：

接收所述无线网络控制器发送的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

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

根据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确定搜索

上行专用物理信道多径的第二搜索窗的起始位置 ；

在所述第二搜索窗 内搜索上行专用物理信道的多径 ，并根据搜索结果 ，

确定上行专用物理信道 ；或 ，在所述第二搜索窗内搜索上行增强专用物理信

道的多径 ，并根据搜索结果 ，确定上行增强专用物理信道。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一方面的第六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 ，所述接收无线网络控制器发送的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

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包括 ：

接收无线网络控制器发送的无线链路建立请求消息 ，所述无线链路建立

请求消息 中包括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

值。

结合第一方面、第一方面的第一种至第一方面的第六种任一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 ，在第一方面的第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

量化精度为 1/4 码片。

第二方面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传输时延处理方法 ，包括 ：



接收基站上报的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
其中 ，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对应的量化精度为 3 码片 ，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
对应的量化精度小于 3 码片 ；

向所述基站发送无线链路建立请求消息 ，所述无线链路建立请求消息中
包括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结合第二方面 ，在第二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接收基站

上报的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包括 ：
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帧协议包 ，从所述帧协议包中解析所述传输时延整

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结合第二方面 ，在第二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接收基站

上报的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还包括 ：
当用户设备从 CELL_PCH 状态或 CELL_FACH 状态迁移到 CELL_DCH

状态时 ，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帧协议包 ，从所述帧协议包中解析所述传输时
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其中 ，所述帧协议包包
括上行专用信道帧协议包或增强专用信道帧协议包。

结合第二方面、第二方面的第一种至第二方面的第二种任一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 ，在第二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方法还包括 ：

获取用户设备的测量报告及呼叫信息。
结合第二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二方面的第四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 ，所述获取用户设备的测量报告及呼叫信息之后 ，还包括 ：

根据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所
述用户设备的测量报告和所述呼叫信息 ，确定网络覆盖信息和话务信息 ；

根据所述网络覆盖信息和所述话务信息 ，进行网络的规划或优化。
第三方面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基站侧传输时延处理装置 ，包括 ：
获取模块 ，用于获取传输时延值 ，所述传输时延值为传输时延值整数部

分与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之和 ；其中 ，所述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对应的量化
精度为 3 码片 ，所述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对应的量化精度小于 3 码片 ；

处理模块 ，用于根据所述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与所述传输时延值偏置部

分的量化精度 ，分别将所述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转换为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
报值 ，将所述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转换为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



发送模块 ，用于向无线网络控制器上报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
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结合第三方面 ，在第三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发送模块
包括 ：

第一写入单元 ，用于将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
置部分上报值写入帧协议包 ；

第一上报单元 ，用于向所述无线网络控制器上报所述帧协议包。
结合第三方面 ，在第三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发送模块

还包括 ：
第二写入单元 ，用于当用户设备从 CELL_PCH 状态或 CELL_FACH 状态

迁移到 CELL_DCH 状态时 ，将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

偏置部分上报值写入帧协议包 ，其中 ，所述帧协议包包括上行专用信道帧协
议包或增强专用信道帧协议包 ；

第二上报单元 ，用于向所述无线网络控制器上报所述帧协议包。
结合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的第一种至第三方面的第二种任一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 ，在第三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第一写入单元或所述
第二写入单元具体用于 ：

若所述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小于或等于 255x 3 码片 ，则将传输时延上报
值确定为传输时延的上报比特 ；若所述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大于 255x 3 码
片 ，则将传输时延上报值确定为扩展传输时延的上报比特 ，写入所述帧协议

包 ；
将所述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对应的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确定为传输

时延偏置的上报比特 ，写入所述帧协议包。
结合第三方面、第三方面的第一种至第三方面的第三种任一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 ，在第三方面的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获取模块包括 ：
搜索接入前导单元 ，用于通过第一搜索窗搜索用户设备发送的接入前导 ；
传输时延值确定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第一搜索窗的窗口长度和搜索到的

所述接入前导的位置 ，获取物理随机接入信道的传输时延值。
结合第三方面、第三方面的第一种至第三方面的第四种任一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 ，在第三方面的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装置还包括 ：



接收模块 ，用于接收所述无线网络控制器发送的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
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

搜索窗确定模块 ，用于根据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
延偏置部分上报值确定搜索上行专用物理信道多径的第二搜索窗的起始位
置 ；

信道确定模块 ，用于在所述第二搜索窗内搜索上行专用物理信道的多径 ，
并根据搜索结果 ，确定上行专用物理信道 ；或 ，在所述第二搜索窗内搜索上

行增强专用物理信道的多径 ，并根据搜索结果 ，确定上行增强专用物理信道。
结合第三方面的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三方面的第六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 ，所述接收模块包括 ：

消息接收单元 ，用于接收无线网络控制器发送的无线链路建立请求消息 ，
所述无线链路建立请求消息中包括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
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结合第三方面、第三方面的第一种至第三方面的第六种任一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 ，在第三方面的第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量

化精度为 1/4 码片。

第四方面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无线接入网侧传输时延处理装置 ，包

括 ：
上报值接收模块 ，用于接收基站上报的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

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其中 ，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对应的量化精度为 3码片 ，

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对应的量化精度小于 3码片 ；

发送模块 ，用于向所述基站发送无线链路建立请求消息 ，所述无线链路
建立请求消息中包括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值偏置部

分上报值。
结合第四方面 ，在第四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上报值接

收模块具体用于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帧协议包 ，从所述帧协议包中解析所述

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结合第四方面 ，在第四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上报值接

收模块还用于当用户设备从 CELL_PCH 状态或 CELL_FACH 状态迁移到
CELL_DCH 状态时 ，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帧协议包 ，其中 ，所述帧协议包包



括上行专用信道帧协议包或增强专用信道帧协议包 ，从所述帧协议包中解析

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结合第四方面、第四方面的第一种至第四方面的第二种任一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 ，在第四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装置还包括 ：

测量报告获取模块 ，用于获取用户设备的测量报告及呼叫信息。

结合第四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四方面的第四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 ，所述装置还包括 ：

确定模块 ，用于根据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

部分上报值、所述用户设备的测量报告和所述呼叫信息 ，确定网络覆盖信息

和话务信息 ；

优化模块 ，用于根据所述网络覆盖信息和所述话务信息 ，进行网络的规

划或优化。

第五方面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基站 ，包括 ：处理器和存储器 ，所述

存储器存储执行指令 ，当所述基站运行时 ，所述处理器与所述存储器之间通

信 ，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执行指令使得所述基站执行如第一方面、第一方面

的第一种至第一方面的第七种任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第六方面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无线网络控制器 ，包括处理器和存储

器 ，所述存储器存储执行指令 ，当所述无线网络控制器运行时 ，所述处理器

与所述存储器之间通信 ，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执行指令使得所述无线网络控

制器执行如第二方面、第二方面的第一种至第二方面的第四种任一种可能的

实现方式。

第七方面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计算机可读介质 ，包含计算机执行指

令 ，所述计算机执行指令用于使基站执行如第一方面、第一方面的第一种至

第一方面的第七种任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第八方面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计算机可读介质 ，包括计算机执行指

令 ，所述计算机执行指令用于使无线网络控制器执行第二方面、第二方面的

第一种至第二方面的第四种任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传输时延处理方法及其装置和设备 ，该方法通过获

取传输时延值 ，该传输时延值为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与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

之和 ，根据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的量化精度与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的量化精



度 ，分别将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和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转换为传输时延整数

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其中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量化精度

为 3 码片 ，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的量化精度小于 3 码片 ，以此对传输时延值

偏置部分的量化精度做了更精确的细化 ，使传输时延上报值的精度更高。



装置来执行 ，该装置可以通过软件和/或硬件实现。本实施例中 ，该装置可 以

集成在基站中。如图 1 所示 ，本实施例的方法可 以包括 ：

步骤 101 ：获取传输时延值 ，所述传输时延值为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与

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之和 ；其中 ，所述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对应的量化精度

为 3 码片 ，所述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对应的量化精度小于 3 码片。

在本实施例中 ，传输时延值为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与传输时延值偏置部

分之和 ，其中 ，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为量化精度的倍数。传输时延值整数部

分的量化精度为 3 码片 ，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的量化精度小于 3 码片。本领

域技术人员可 以理解 ，本实施例 中的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上报值的取值范围

为 0~11 , 量化精度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取 1 码片、 1/2 码片、 1/4 码片、 1/8

码片等 ，其中 ，量化精度越高 ，所需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占用比特数越

多。在具体实现过程中 ，可根据基站的产品器件实际能测量到的最高精度及

用户设备的分布情况选取合适的量化精度 ，例如 ，当用户设备分布较密集时 ，

基站的测量精度能达到 1/8 码片以上 ，选取 1/8 码片 ，当用户设备分布一般密

集时 ，选取 1/2 或者 1 码片。对于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量化精度的具体值的

选取 ，本实施例在此不作特别限制。

步骤 102 ：根据所述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的量化精度与所述传输时延值

偏置部分的量化精度 ，分别将所述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转换为传输时延整数

部分上报值 ，将所述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转换为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基站获取到传输时延值之后 ，根据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的量化精度与传

输时延值偏置部分的量化精度 ，分别将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转换为传输时延

整数部分上报值 ，将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转换为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 ，基站可根据量化精度采取向下取整的方式 ，将获取到的

传输时延值转化为传输时延上报值 ，其中 ，传输时延上报值包括传输时延整

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例如 ，当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的

量化精度为 3 码片 ，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的量化精度为 1/4 码片 ，基站获取

到的传输时延值为 4.5 码片时 ，则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为 3 码片 ，传输时延

值偏置部分为 1.5 码片 ，根据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的量化精度将传输时延值

整数部分的 3 码片转换为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 1 , 根据传输时延值偏置

部分的量化精度将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 1.5 码片转换为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



报值 6 , 则 RNC 得到的传输时延上报值为 4.5 码片 ，即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

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分别乘以对应的量化精度之和。而若利用现
有技术中只通过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的量化精度 3 码片对传输时延进行转
换 ，则 RNC 接收的传输时延上报值为 1 , 由上可以看出 ，传输时延值偏置部

分对应的量化精度越细 ，得到的传输时延上报值越准确。
步骤 103、向无线网络控制器上报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

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按现有协议规定 ，基站获取空口的单程传输时延值之后 ，将传输时延值

整数部分和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分别转换为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
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通过 FP 包形式将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
偏置部分上报值分别上报给 RNC , 在建立专用信道或增强专用信道时 ，基站

获取 RNC 下发的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并根

据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配置专用信道或增强
专用信道。在本实施例中 ，专用信道即专用物理信道 （Dedicated Physical

Channel , 简称 DPCH ) , 包含专用物理控制信道 （Dedicated Physical Control

Channel ,简称 DPCCH 专用物理数据信道（Dedicated Physical Data Channel ,

简称 DPDCH ) , 增强专用信道即增强专用物理信道 （Enhanced Dedicated

Physical Channel , 简称 EDPCH ) , 包含增强专用物理控制信道 （Enhanced
Dedicated Physical Control Channel , 简称 EDPCCH 增强专用物理数据信道
( Enhanced Dedicated Physical Data Channel , 简称 EDPDCH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传输时延处理方法及其装置和设备 ，该方法通过获
取传输时延值 ，该传输时延值为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与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
之和 ，根据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的量化精度与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的量化精
度 ，分别将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和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转换为传输时延整数
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其中传输时延整数部分量化精度为

3 码片 ，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的量化精度小于 3 码片 ，以此对传输时延值偏

置部分的量化精度做了更精确的细化 ，使传输时延上报值的精度更高。
特别地 ，根据量化精度的不同 ，以及传输时延的上报比特和扩展传输时

延的上报比特的不同 ，基站将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
上报值写入帧协议包具体有两种写入方式。



其中 ，传输时延的上报比特为 8 比特 ，取值范围为 0~255 , 扩展传输时

延的上报比特为 10 比特 ，取值范围为 255~1023 。因此 ，一种写入方式为 ：

若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小于或等于 255 χ 3 码片 ，则将传输时延上报值确定为

传输时延 （Propagation delay ) 的上报比特 ，另一种写入方式为 ：若传输时延

值整数部分大于 255x 3 码片 ，则将传输时延上报值确定为扩展传输时延

( Extended Propagation delay ) 的上报比特 ，将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对应的传

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确定为传输时延偏置的上报比特 ，写入帧协议包中 ，

将得到 FP 包上报给 RNC 。

进一步地 ，以 UE 从 CELL_PCH 状态或 CELL_FACH 状态迁移到

CELL_DCH 状态时的应用场景说明基站将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

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写入帧协议包 ，向 RNC 上报帧协议包的过程 ，其中 ，帧

协议包包括上行专用信道帧协议包或增强专用信道帧协议包。
具体地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 ，UE在UTRAN 网络中存在URA_PCH 、

CELL_PCH 、CELL_FACH 和CELL_DCH 四种状态 ，各种状态之间可以相互迁

移。 在 本 实施 中 ，当UE 从 CELL_PCH 状 态 或 CELL_FACH 状 态 迁移 到

CELL_DCH 状态时 ，基站将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

报值写入上行DCH 或EDCH 的FP包中 ，并周期性地上报给RNC , 其中 ，上报

周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取



度做了更精确的细化 ，使传输时延上报值的精度更高。
图 2 为本发明传输时延处理方法实施例二的流程示意图。本发明实施例

提供了一种传输时延处理方法 ，该方法可以由任意执行传输时延处理方法的

装置来执行 ，该装置可以通过软件和/或硬件实现。本实施例中 ，该装置可以
集成在无线网络控制器中。本实施例在传输时延处理方法实施例一的基础上 ，
对 RNC 接收基站发送的传输时延上报值 ，并将该传输时延值下发给基站 ，以

使基站建立专用信道的具体过程做详细说明。如图 2 所示 ，本实施例的方法

可以包括 ：
步骤 201 ：接收基站上报的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

分上报值 ，其中 ，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对应的量化精度为 3 码片 ，传输时延

值偏置部分对应的量化精度小于 3 码片。

当基站根据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对应的量化精度与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
的量化精度 ，分别将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转换为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 ，
将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转换为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之后 ，向 RNC 发送传
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RNC 将得到的传输时延

上报值进行存储。其中 ，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对应的量化精度为 3 码片 ，传
输时延值偏置部分对应的量化精度小于 3 码片。

步骤 202、向基站发送无线链路建立请求消息 ，无线链路建立请求消息

中包括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当基站需要建立专用信道时 ，RNC 通过向基站发送无线链路建立请求消

息的方式 ，向基站下发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本发明实施例中 RNC 通过接收基站上报的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

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并使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的量化精度小于 3 码片 ，

对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的量化精度做了更精确的细化 ，使传输时延上报值的
精度更高。

可选地 ，当 UE 从 CELL_PCH 状态或 CELL_FACH 状态迁移到

CELL_DCH 状态时 ，基站将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

报值写入上行 DCH 或 EDCH 的 FP 包中并周期性地进行上报 ，RNC 接收基

站发送的 FP 包 ，并从 FP 包中解析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

部分上报值并进行存储。



本实施例中 RNC 接收基站发送的 FP 包 ，从 FP 包中解析传输时延整数

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实现了当 UE 从 CELL_PCH 状态或

CELL_FACH 状态迁移到 CELL_DCH 状态时 ，上行专用信道的 FP 包或增强

专用信道的 FP 包也能携带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

报值 ，并将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的量化精度做了更精确的细化 ，使传输时延

上报值的精度更高。

此外 ，RNC 还可以获取用户设备的测量报告及呼叫信息 ，在具体实现过

程中 ，当用户设备对无线网络进行测量得到测量报告及呼叫信息后 ，将测量

报告及呼叫信息发送给基站 ，再由基站将测量报告及呼叫信息发送给 RNC 。

该测量报告中包括基站的发射功率 ，信道的信噪比 ，以及接收信号码域功率

( Received Signal Code Power , 简称 RSCP ) , 该呼叫信息中包括呼叫次数 ，

呼叫容量等。

RNC 可以根据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以及

用户设备的测量报告和呼叫信息 ，确定网络覆盖信息和话务信息。具体地 ，

RNC 可以根据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确定基站

和用户设备的距离 ，绘制用户设备的覆盖地图。例如 ，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

对应的量化精度为 3 码片 ，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对应的量化精度为 1/4 码片 ，

传输时延值为 7.5 码片时 ，根据量化精度 ，将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转换为 2 ,

以 2 作为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 ，将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转换为 6 , 以 6

作为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RNC 将两部分上报值分别乘以对应的量化精

度再相加 ，得到最终的传输时延上报值 7.5 码片 ，则基站与用户设备的距离

为 585.938 米 ，由此可见 ，由于在原协议定义的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的

基础上增加了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并将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的量化精

度做了更精确的细化 ，使最终得到的传输时延上报值精度更高。RNC 可以根

据多个传输时延上报值 ，确定各用户设备与基站的距离 ，绘制覆盖地图。 NC

可以根据测量报告和呼叫信息获知小区的无线覆盖情况和话务信息。同时 ，

RNC 还可以从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和测量报

告及呼叫信息综合考虑 ，统计出不同传输时延上报值对应的用户设备的信号

质量分布等 ，分析网络的容量或者覆盖性能。

进而 ，RNC 可以根据网络的容量或者覆盖信息 ，对无线网络进行规划或



优化。 例 如 ，当热点城 区的用户设备分布较密集 ，而且 出现 网络容量拥 塞或

者 网络边缘覆盖较差 的情 况时 c 可指示在热点城 区增加宏基站或微基站。

而 当边远郊 区的用户设 备分布较疏松 且 网络覆盖情 况较好时 ，则可 以根 据话

务信息及 网络覆盖情况调整基站 的布局。

本领 域技 术人 员可 以理解 ，本实施例 中精细化配置传输 时延值偏置部分

量化精度 ，根 据最终获得 的传输 时延 上报值可 以准确 的获取基 站和用户设 备

的距离 ，绘制 出的覆盖地 图可识 别性较高 ，支持现有 网络优化 的需要 ，为 网

络优化提供 了准确 的依据。

下面采用几个具体 的实施例 ，对传输 时延处理 方法 实施例 一 以及传输 时

延处理方法 实施例二 的技术方案进行详细说 明。

图 3 为本发 明传输 时延处理方法 实施例 三的流程示意 图。 本实施例在 传

输 时延处理方法 实施例 一和传输 时延处理方法 实施例 二 的基础 上 ，对基 站 获

取传输 时延值 ，并将该传输时延值 上报 给无线 网络控制器 的实施例 ，做详细

说 明。 如 图 3 所示 ，本实施例 的方法可 以包括 ：

步骤 301 ：基站通过第 一搜索窗搜索用户设备发送 的接入前导。

用户设 备在 向基站发送无线资源控制协议 （Radio Resource Control , 简 称

RRC ) 连 接 请 求 消 息 ，以建 立 网络 连 接 之 前 ，用 户 设 备会 先 发 送 接 入 前 导

( Preamble 基 站通过第 一搜索窗搜索用户设 备发送 的接入前导 ，第 一搜索

窗 的起始位置从 0 开始 ，基 站 收到用户设 备发送 的接入前导时 ，停止搜索。

其 中 ，第 一搜索窗 的窗 口长度根 据 实 际需要进行设置 ，本发 明对此不作

限制。

步骤 302 ：基站根 据第 一搜索窗 的窗 口长度和搜索到 的接入前导的位置 ，

获取物理随机接入信道 的传输时延值。

基站 收到用户设 备发送 的接入前导后 ，可根 据第 一搜索窗 的窗 口长度和

搜 索 到 接 入 前 导 的 位 置 ，并 利 用 现 有 的 计 算 物 理 随 机 接 入 信 道 （Physical

Random Access Channel ,简称 PRACH ) 传 输时延值 的方法 ，获取传输时延值。

步骤 303 ：基 站根 据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 的量化精度 与传输 时延值偏置

部分 的量化精度 ，分别将 传输 时延值整 数部分转换 为传输时延整 数部分 上报

值 ，将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转换 为传输时延偏置部分 上报值。

基站 获取到 的传输 时延值 为传输 时延值整 数部分 与传输 时延值偏置部分



之和 ，根据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的量化精度与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的量化精

度 ，分别将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和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转换为传输时延整数

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在本实例中 ，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

的量化精度为 3 码片 ，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的量化精度为 1/4 码片。例如 ，

当获取的传输时延值为 770.5 码片时 ，由于传输时延值超过了 765 码片 ，则

使用扩展传输时延值来表示 ，将扩展传输时延值分成扩展传输时延值整数部

分和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 ，其中扩展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为 768 码片 ，传输

时延值偏置部分为 2.5 码片 ，根据扩展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的量化精度和传

输时延值偏置部分的量化精度 ，将扩展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转换为 256 , 以

256 作为扩展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 ，将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转换为 10 ,

以 10 作为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步骤 304 ：将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

报值写入帧协议包 ，向所述无线网络控制器上报所述帧协议包。

步骤 305 ：无线网络控制器接收基站发送的帧协议包 ，从帧协议包中解

析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 ，本实施例中的传输时延的处理方法 ，在原协

议定义的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的基础上增加 了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

值 ，并保持原协议中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对应的量化精度 3 码片不变 ，将传

输时延值偏置部分对应的量化精度细化 ，可以与现有技术中的传输时延的处

理方法兼容。

本实施例中提供的传输时延处理方法 ，将传输时延值分为传输时延值整

数部分与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之和 ，通过精细化配置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的

量化精度 ，将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与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转换为传输时延整

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并将该上报值分别上报给无线网

络控制器 ，使无线网络控制器可以进行网络优化。

图 4 为本发明传输时延处理方法实施例四的流程示意图。本实施例在传

输时延处理方法实施例一至实施例三的基础上 ，对基站向无线网络控制器上

报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之后 ，基站从无线网

络控制器获取传输时延上报值 ，并根据传输时延上报值确定上行专用物理信

道做详细说明。同时 ，本实施例的各步骤可选地可在图 3 所示的步骤 305 后



执行。如图 4 所示 ，本实施例的方法可以包括 ：

步骤 401 ：基站接收无线网络控制器发送的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

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基站接收无线网络控制器发送的无线链路建立请求消息 ，无线链路建立

请求消息 中包括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基站

可 以从无线链路建立请求消息 中获取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

置部分上报值。

步骤 402 ：基站根据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

值确定搜索上行专用物理信道多径的第二搜索窗的起始位置。

在具体实现过程中 ，基站可根据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

置部分上报值设置搜索上行专用物理信道多径的第二搜索窗的起始位置。例

如 ，在本实施例中 ，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对应的量化精度为 3 码片 ，传输时

延值偏置部分对应的量化精度为 1/4 码片 ，若传输时延值为 8 码片时 ，则传

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为 2 , 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上报值为 8 , 则 RNC 最终

获得的传输时延值为 8 码片 ，则将搜索上行专用物理信道的第二搜索窗的起

始位置设置为 8 码片。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 ，若采用现有技术中仅通过

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的量化精度 3 码片来计算 ，若传输时延值为 8 码片 ，则

传输时延上报值为 2 , 对应的传输时延值为 6 码片 ，则基站将第二搜索窗的

起始位置设置为 6 码片。

由上可 以看出 ，本实施例 中 ，将传输时延值分为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与

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之和 ，通过精细化配置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的量化精度 ，

搜索窗的起始位置更接近真实位置 ，使搜索精度更高。

步骤 403 ：基站在第二搜索窗 内搜索上行专用物理信道的多径 ，并根据

搜索结果 ，确定上行专用物理信道 ；或 ，在第二搜索窗 内搜索上行增强专用

物理信道的多径 ，并根据搜索结果 ，确定上行增强专用物理信道。

基站在第二搜索窗 内搜索上行专用物理信道的多径 ，在搜索到多径后 ，

可根据现有技术确定上行专用物理信道 ，基站也可 以在第二搜索窗内搜索上

行增强专用物理信道的多径 ，并根据搜索结果 ，依据现有技术确定上行增强

专用物理信道。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 ，若传输时延上报值的误差较大 ，

实际多径将会落在第二搜索窗外。而在本实施例 中 ，RNC 最终获得的传输时



延上报值的误差极小 ，实际多径会落在搜索窗内 ，提高了搜索的精度。

本实施例中提供的传输时延处理方法 ，将传输时延值分为传输时延值整

数部分与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之和 ，通过精细化配置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的

量化精度 ，得到准确的传输时延值 ，可以提高多径搜索的搜索精度。

图 5 为本发明基站侧传输时延处理装置实施例一的结构示意图 ，如图 5 所

示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基站侧传输时延处理装置包括获取模块 501 , 处理

模块 502 和发送模块 503。

其中 ，获取模块 501 用于获取传输时延值 ，所述传输时延值为传输时延

值整数部分与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之和 ；其中 ，所述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对

应的量化精度为 3 码片 ，所述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对应的量化精度小于 3 码

片 ；处理模块 502 用于根据所述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与所述传输时延值偏置

部分的量化精度 ，分别将所述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转换为传输时延整数部分

上报值 ，将所述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转换为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发送

模块 503 用于向无线网络控制器上报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

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本实施例的基站侧传输时延处理装置 ，可以用于传输时延处理方法实施

例一的技术方案 ，其实现原理和技术效果类似 ，此处不再赘述。

图 6 为本发明基站侧传输时延处理装置实施例二的结构示意图 ，如图 6

所示 ，本实施例在图 5 所示实施例的基础上 ，所述发送模块 503 包括 ：

第一写入单元 5031 , 用于将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

延偏置部分上报值写入帧协议包 ；

第一上报单元 5032 , 用于向所述无线网络控制器上报所述帧协议包。

图 7 为本发明基站侧传输时延处理装置实施例三的结构示意图 ，如图 7

所示 ，本实施例中以 UE 从 CELL_PCH 状态或 CELL_FACH 状态迁移到

CELL_DCH 状态时的应用场景进行说明 ，本实施例在图 7 所示实施例的基础

上 ，所述发送模块 503 包括 ：

第二写入单元 5033 ,用于当用户设备从 CELL_PCH 状态或 CELL_FACH

状态迁移到 CELL_DCH 状态时 ，将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

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写入帧协议包 ，其中 ，所述帧协议包包括上行专用信道

帧协议包或增强专用信道帧协议包 ；



第二上报单元 5034 , 用于向所述无线网络控制器上报所述帧协议包。

具 体 的 ，当 UE 从 CELL_PCH 状 态 或 CELL_FACH 状 态 迁 移 到

CELL_DCH 状态时 ，将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写入上行 DCH 或 EDCH 的 FP 包中 ，并周期性地上报给 RNC 。例如 ，在上

行 DCH 或 EDCH 的 FP 中的 Payload CRC 字段前面新增 Private IE Flags 字段 ，

用来标识是否需要携带传输时延或传输时延偏置字段 ，Private IE Flags 为 8

比特 ，Bit 0 用来标识是否在 Payload CRC 前面携带 1 个字节的传输时延字段

和 4bit 的传输时延偏置字段 ，当 Bit O为 1 时表示携带 ，为 0 时表示不携带 ；

Bit 1 用来标识是否在 Payload CRC 前面携带 lObit 的扩展传输时延上报值 ，

当 Bit 1 为 1 时表示携带 ，为 0 时表示不携带 ，其中 ，当传输时延超过 765 码

片时 ，Bit 1 的值为 1。

可选地 ，所述第一写入单元 5031 或所述第二写入单元 5033 具体用于 ：

若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小于或等于 255x 3 码片 ，则将传输时延上报值确

定为传输时延的上报比特 ；若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大于 255x 3 码片 ，则将传

输时延上报值确定为扩展传输时延的上报比特 ，写入帧协议包 ；将传输时延

值偏置部分对应的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确定为传输时延偏置的上报 比

特 ，写入帧协议包。

图 8 为本发明基站侧传输时延处理装置实施例四的结构示意图 ，如图 8

所示 ，本实施例在图 5 所示实施例的基础上 ，所述获取模块 501 包括 ：

可选地 ，所述获取模块 501 包括 ：

搜索接入前导单元 5011 用于通过第一搜索窗搜索用户设备发送的接入

前导 ；

传输时延值确定单元 5012 用于根据所述第一搜索窗的窗口长度和搜索

到的所述接入前导的位置 ，获取物理随机接入信道的传输时延值。

可选地 ，所述装置还包括 ：

接收模块 504 用于接收所述无线网络控制器发送的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

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搜索窗确定模块 505 用于根据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

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确定搜索上行专用物理信道多径的第二搜索窗的起始位

置。



信道确定模块 506 用于在所述第二搜索窗内搜索上行专用物理信道的多

径 ，并根据搜索结果 ，确定上行专用物理信道 ；或 ，在所述第二搜索窗内搜

索上行增强专用物理信道的多径 ，并根据搜索结果 ，确定上行增强专用物理

信道。

可选地 ，所述接收模块 504 包括 ：

消息接收单元 5041 用于接收无线网络控制器发送的无线链路建立请求

消息 ，所述无线链路建立请求消息中包括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

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可选地 ，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的量化精度为 1/4 码片。

本实施例的基站侧传输时延处理装置 ，可以用于执行本发明任意实施例

所提供的传输时延处理方法的技术方案 ，其实现原理和技术效果类似 ，此处

不再赘述。

图 9 为本发明无线接入网侧传输时延处理装置实施例一的结构示意图 ，

如图 9 所示 ，本实施例提供的无线接入网侧传输时延处理装置包括上报值接

收模块 701 , 发送模块 702。

其中 ，上报值接收模块 701 用于接收基站上报的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

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其中 ，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对应的量化精度

为 3 码片 ，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对应的量化精度小于 3 码片 ；发送模块 702

用于向所述基站发送无线链路建立请求消息 ，所述无线链路建立请求消息中

包括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上报值。

本实施例的无线接入网侧传输时延处理装置 ，可以用于执行传输时延处

理方法实施例二的技术方案 ，其实现原理和技术效果类似 ，此处不再赘述。

图 10 为本发明无线接入网侧传输时延处理装置实施例二的结构示意图 ，

如图 10 所示 ，本实施例在图 9 所示实施例的基础上 ，所述上报值接收模块

701 具体用于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帧协议包 ，从所述帧协议包中解析所述传

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上报值接收模块 701

还 用 于 当用 户 设 备 从 CELL_PCH 状 态 或 CELL_FACH 状 态 迁 移 到

CELL_DCH 状态时 ，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帧协议包 ，从所述帧协议包中解析

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其中 ，所述

帧协议包包括上行专用信道帧协议包或增强专用信道帧协议包。



可选地 ，所述装置还包括 ：

测量报告获取模块 704 , 用于获取用户设备的测量报告及呼叫信息。

可选地 ，所述装置还包括 ：

确定模块 703 , 用 于根据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

偏置部分上报值、所述用户设备的测量报告和所述呼叫信息 ，确定网络覆盖

信息和话务信息 ；

优化模块 705 , 用 于根据所述网络覆盖信息和所述话务信息 ，进行网络

的规划或优化。

本实施例的无线接入网侧传输时延处理装置 ，可以用于执行本发明任意

实施例所提供的传输时延处理方法的技术方案 ，其实现原理和技术效果类似 ，

此处不再赘述。

图 11 为本发明基站实施例一的结构示意图。如图 11 所示 ，本实施例提

供的基站 100 包括处理器 1001 和存储器 1002。基站 100 还可以包括发射器

1003 、接收器 1004。发射器 1003 和接收器 1004 可以和处理器 1001 相连。

其中 ，存储器 1002 存储执行指令 ，当基站 100 运行时 ，处理器 1001 与存储

器 1002 之间通信 ，处理器 1001 调用存储器 1002 中的执行指令 ，用于执行以

下操作 ：

获取传输时延值 ，所述传输时延值为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与传输时延值

偏置部分之和 ；其中 ，所述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对应的量化精度为 3 码片 ，

所述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对应的量化精度小于 3 码片 ；

根据所述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的量化精度与所述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的

量化精度 ，分别将所述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转换为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 ，

将所述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转换为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

向无线网络控制器上报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

置部分上报值。

可选地 ，所述向无线网络控制器上报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

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包括 ：

一方面 ，将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

值写入帧协议包 ，向所述无线网络控制器上报所述帧协议包 ；另一方面 ，当

用户设备从 CELL_PCH 状态或 CELL_FACH 状态迁移到 CELL_DCH 状态时 ，



将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写入帧协议
包 ，向所述无线网络控制器上报所述帧协议包 ，其中，所述帧协议包包括上
行专用信道帧协议包或增强专用信道帧协议包。

可选地 ，所述将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写
入帧协议包包括：

若所述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小于或等于 255x 3 码片，则将传输时延上报
值确定为传输时延的上报比特 ；若所述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大于 255x 3 码
片 ，则将传输时延上报值确定为扩展传输时延的上报比特 ，写入所述帧协议
包；将所述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对应的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确定为传输
时延偏置的上报比特 ，写入所述帧协议包。

可选地 ，所述获取传输时延值包括：
通过第一搜索窗搜索用户设备发送的接入前导；
根据所述第一搜索窗的窗口长度和搜索到的所述接入前导的位置 ，获取

物理随机接入信道的传输时延值。
可选地 ，所述向无线网络控制器上报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

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之后 ，还包括 ：
接收所述无线网络控制器发送的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

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根据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确定搜索

上行专用物理信道多径的第二搜索窗的起始位置；
在所述第二搜索窗内搜索上行专用物理信道的多径 ，并根据搜索结果 ，

确定上行专用物理信道；或，在所述第二搜索窗内搜索上行增强专用物理信
道的多径，并根据搜索结果 ，确定上行增强专用物理信道。

可选地 ，所述接收无线网络控制器发送的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
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包括：

接收无线网络控制器发送的无线链路建立请求消息 ，所述无线链路建立
请求消息中包括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
值。

可选地 ，所述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的量化精度为 1/4 码片。
本实施例的基站 ，可以用于执行本发明任意实施例所提供的传输时延处



理方法的技术方案 ，其实现原理和技术效果类似 ，此处不再赘述。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计算机可读介质 ，包含计算机执行指令 ，所述计

算机执行指令用于使基站执行上述的方法。

图 12 为本发明无线 网络控制器实施例一的结构示意图。如图 12 所示 ，

本实施例提供的无线网络控制器 110 包括处理器 1101 和存储器 1102。无线网

络控制器还可 以包括发射器 1103、接收器 1104。发射器 1103 和接收器 1104

可 以和处理器 1101 相连。其中 ，存储器 1102 存储执行指令 ，当无线网络控

制器运行时 ，处理器 1101 与存储器 1102 之间通信 ，处理器 1101 调用存储器

1102 中的执行指令 ，用于执行 以下操作 ：

接 收基站上报的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

其中 ，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对应的量化精度为 3 码片 ，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

对应 的量化精度小于 3 码片 ；

向所述基站发送无线链路建立请求消息 ，所述无线链路建立请求消息 中

包括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可选地 ，所述接 收基站上报 的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

部分上报值包括 ：

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帧协议包 ，从所述帧协议包中解析所述传输时延整

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可选地 ，所述接 收基站上报 的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

部分上报值还包括 ：

当用户设备从 CELL_PCH 状态或 CELL_FACH 状态迁移到 CELL_DCH

状态时 ，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帧协议包 ，从所述帧协议包中解析所述传输时

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其 中 ，所述帧协议包包

括上行专用信道帧协议包或增强专用信道帧协议包。

可选地 ，所述方法还包括 ：

获取用户设备的测量报告及呼叫信息。

可选地 ，所述获取用户设备的测量报告及呼叫信息之后 ，还包括 ：

根据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所

述用户设备的测量报告和所述呼叫信息 ，确定网络覆盖信息和话务信息 ；

根据所述网络覆盖信息和所述话务信息 ，进行网络的规划或优化。



本实施例的无线网络控制器 ，可以用于执行本发明任意实施例所提供的
传输时延处理方法的技术方案 ，其实现原理和技术效果类似 ，此处不再赘述。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计算机可读介质 ，包括计算机执行指令 ，所述
计算机执行指令用于使无线网络控制器执行上述的方法。

在本申请所提供的几个实施例中 ，应该理解到 ，所揭露的设备和方法 ，
可以通过其它的方式实现。例如 ，以上所描述的设备实施例仅仅是示意性的 ，
例如 ，所述单元或模块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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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多个单元或模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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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或模块的间接耦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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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可以是或者也可以不是物理上分开的 ，作
为模块显示的部件可以是或者也可以不是物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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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全部模块来实现本实施例方案的目的。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 ：实现上述各方法实施例的全部或部分步
骤可以通过程序指令相关的硬件来完成。前述的程序可以存储于一计算机可
读取存储介质中。该程序在执行时 ，执行包括上述各方法实施例的步骤 ；而
前述的存储介质包括 ：ROM、RAM, 磁碟或者光盘等各种可以存储程序代码
的介质。

最后应说明的是 ：以上各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而非对
其限制 ；尽管参照前述各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本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应当理解 ：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 ，
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 ，并
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范围。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传输时延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 ：

获取传输时延值 ，所述传输时延值为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与传输时延值

偏置部分之和 ；其中 ，所述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对应的量化精度为 3 码片 ，

所述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对应的量化精度小于 3 码片 ；

根据所述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的量化精度与所述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的

量化精度 ，分别将所述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转换为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 ，

将所述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转换为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

向无线网络控制器上报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

置部分上报值。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向无线网络控制器上

报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包括 ：

将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写入帧

协议包 ，向所述无线网络控制器上报所述帧协议包。

3、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向无线网络控制器上

报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还包括 ：
当用户设备从 CELL_PCH 状态或 CELL_FACH 状态迁移到 CELL_DCH

状态时 ，将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写

入帧协议包 ，向所述无线网络控制器上报所述帧协议包 ，其中 ，所述帧协议

包包括上行专用信道帧协议包或增强专用信道帧协议包。

4、根据权利要求 2 或 3 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将传输时延整数

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写入帧协议包包括 ：

若所述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小于或等于 255x 3 码片 ，则将传输时延上报

值确定为传输时延的上报比特 ；若所述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大于 255x 3 码

片 ，则将传输时延上报值确定为扩展传输时延的上报比特 ，写入所述帧协议

包 ；

将所述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对应的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确定为传输

时延偏置的上报比特 ，写入所述帧协议包。

5、根据权利要求 1至 4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获取传输

时延值包括 ：



通过第一搜索窗搜索用户设备发送的接入前导 ；

根据所述第一搜索窗的窗 口长度和搜索到的所述接入前导的位置 ，获取

物理随机接入信道的传输时延值。

6、根据权利要求 1 至 5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向无线网

络控制器上报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之后 ，还包括 ：

接收所述无线网络控制器发送的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

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

根据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确定搜索

上行专用物理信道多径的第二搜索窗的起始位置 ；

在所述第二搜索窗 内搜索上行专用物理信道的多径 ，并根据搜索结果 ，

确定上行专用物理信道 ；或 ，在所述第二搜索窗内搜索上行增强专用物理信

道的多径 ，并根据搜索结果 ，确定上行增强专用物理信道。

7、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接收无线网络控制器

发送的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包括 ：

接收无线网络控制器发送的无线链路建立请求消息 ，所述无线链路建立

请求消息 中包括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

值。

8、根据权利要求 1 至 7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传输时延

值偏置部分的量化精度为 1/4 码片。

9、 一种传输时延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 ：

接收基站上报的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

其中 ，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对应的量化精度为 3 码片 ，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

对应的量化精度小于 3 码片 ；

向所述基站发送无线链路建立请求消息 ，所述无线链路建立请求消息 中

包括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10、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接收基站上报的传

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包括 ：

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帧协议包 ，从所述帧协议包中解析所述传输时延整

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11、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接收基站上报的传

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还包括 ：
当用户设备从 CELL_PCH 状态或 CELL_FACH 状态迁移到 CELL_DCH

状态时 ，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帧协议包 ，从所述帧协议包中解析所述传输时
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其中 ，所述帧协议包包

括上行专用信道帧协议包或增强专用信道帧协议包。
12、根据权利要求 9 至 11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方法还

包括 ：
获取用户设备的测量报告及呼叫信息。
13、根据权利要求 12 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获取用户设备的测

量报告及呼叫信息之后 ，还包括 ：
根据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所

述用户设备的测量报告和所述呼叫信息 ，确定网络覆盖信息和话务信息 ；
根据所述网络覆盖信息和所述话务信息 ，进行网络的规划或优化。
14、一种基站侧传输时延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 ：

获取模块 ，用于获取传输时延值 ，所述传输时延值为传输时延值整数部
分与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之和 ；其中 ，所述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对应的量化
精度为 3码片 ，所述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对应的量化精度小于 3 码片 ；

处理模块 ，用于根据所述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与所述传输时延值偏置部
分的量化精度 ，分别将所述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转换为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

报值 ，将所述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转换为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
发送模块 ，用于向无线网络控制器上报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

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15、根据权利要求 14 所述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发送模块包括 ：

第一写入单元 ，用于将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
置部分上报值写入帧协议包 ；

第一上报单元 ，用于向所述无线网络控制器上报所述帧协议包。
16、根据权利要求 14 所述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发送模块包括 ：
第二写入单元 ，用于当用户设备从 CELL_PCH 状态或 CELL_FACH 状态

迁移到 CELL_DCH 状态时 ，将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



偏置部分上报值写入帧协议包 ，其中 ，所述帧协议包包括上行专用信道帧协
议包或增强专用信道帧协议包 ；

第二上报单元 ，用于向所述无线网络控制器上报所述帧协议包。
17、根据权利要求 15 或 16 所述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写入单

元或所述第二写入单元具体用于 ：
若所述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小于或等于 255x 3 码片 ，则将传输时延上报

值确定为传输时延的上报比特 ；若所述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大于 255x 3 码
片 ，则将传输时延上报值确定为扩展传输时延的上报比特 ，写入所述帧协议
包 ；

将所述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对应的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确定为传输
时延偏置的上报比特 ，写入所述帧协议包。

18、根据权利要求 14-17 任一项所述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获取模
块包括 ：

搜索接入前导单元 ，用于通过第一搜索窗搜索用户设备发送的接入前导 ；
传输时延值确定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第一搜索窗的窗口长度和搜索到的

所述接入前导的位置 ，获取物理随机接入信道的传输时延值。
19、根据权利要求 14-18 任一项所述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装置还

包括 ：
接收模块 ，用于接收所述无线网络控制器发送的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

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
搜索窗确定模块 ，用于根据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

延偏置部分上报值确定搜索上行专用物理信道多径的第二搜索窗的起始位
置 ；

信道确定模块 ，用于在所述第二搜索窗内搜索上行专用物理信道的多径 ，
并根据搜索结果 ，确定上行专用物理信道 ；或 ，在所述第二搜索窗内搜索上
行增强专用物理信道的多径 ，并根据搜索结果 ，确定上行增强专用物理信道。

20、根据权利要求 19 所述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接收模块包括 ：
消息接收单元 ，用于接收无线网络控制器发送的无线链路建立请求消息 ，

所述无线链路建立请求消息中包括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
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21、根据权利要求 14-20 任一项所述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传输时

延偏置部分的量化精度为 1/4 码片。

22、一种无线接入网侧传输时延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 ：

上报值接收模块 ，用于接收基站上报的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传输

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其中 ，传输时延值整数部分对应的量化精度为 3 码片 ，

传输时延值偏置部分对应的量化精度小于 3 码片 ；

发送模块 ，用于向所述基站发送无线链路建立请求消息 ，所述无线链路

建立请求消息中包括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值偏置部

分上报值。

23、根据权利要求 22 所述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上报值接收模块具

体用于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帧协议包 ，从所述帧协议包中解析所述传输时延

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24、根据权利要求 22 所述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上报值接收模块还

用于当用户设备从 CELL_PCH 状态或 CELL_FACH 状态迁移到 CELL_DCH

状态时 ，接收所述基站发送的帧协议包 ，从所述帧协议包中解析所述传输时

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部分上报值 ，其中 ，所述帧协议包包

括上行专用信道帧协议包或增强专用信道帧协议包。

25、根据权利要求 22-24 任一项所述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装置还

包括 ：

测量报告获取模块 ，用于获取用户设备的测量报告及呼叫信息。

26、根据权利要求 25 所述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装置还包括 ：

确定模块 ，用于根据所述传输时延整数部分上报值和所述传输时延偏置

部分上报值、所述用户设备的测量报告和所述呼叫信息 ，确定网络覆盖信息

和话务信息 ；

优化模块 ，用于根据所述网络覆盖信息和所述话务信息 ，进行网络的规

划或优化。

27、 一种基站 ，其特征在于 ，包括 ：处理器和存储器 ，所述存储器存储

执行指令 ，当所述基站运行时 ，所述处理器与所述存储器之间通信 ，所述处

理器执行所述执行指令使得所述基站执行如权利要求 1-8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

28、一种无线网络控制器 ，其特征在于 ，包括处理器和存储器 ，所述存



储器存储执行指令 ，当所述无线网络控制器运行时 ，所述处理器与所述存储

器之间通信 ，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执行指令使得所述无线网络控制器执行如

权利要求 9-13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

29、一种计算机可读介质 ，包含计算机执行指令 ，所述计算机执行指令

用于使基站执行权利要求 1-8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

30、一种计算机可读介质 ，包括计算机执行指令 ，所述计算机执行指令

用于使无线网络控制器执行权利要求 9-13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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