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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生成码本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向基线多维星座应用一体旋转以产生多维母星

座，其中选择所述一体旋转以优化所述多维母星

座的距离函数，并向所述多维母星座应用一组运

算以产生一组星座点。所述方法还包括将所述一

组星座点存储为所述多个码本中的所述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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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生成多个码本中的码本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设计设备向基线多维星座应用一体旋转以产生多维母星座，其中选择所述一体旋转以

优化所述多维母星座的距离函数，其中，所述距离函数包括所述多维母星座的点的投影的

最小乘积距离，以及所述一体旋转以使所述最小乘积距离最大化；

所述设计设备向所述多维母星座应用一组运算以产生一组星座点；以及

所述设计设备将所述一组星座点存储为所述多个码本中的所述码本。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选择所述基线多维星座以实现以下两者中

的至少一种：使得所述基线多维星座中的各点之间的最小欧几里得距离最大化，以及将邻

近点数量减少至所述基线多维星座中的每个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多维母星座是N维复星座，其中N为大

于或等于2的整数，以及所述基线多维星座包括N维复星座、N维格型星座和N个正交幅度调

制(QAM)星座的乘积中的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多维母星座是N维复星座，其中N为大

于或等于2的整数，所述基线多维星座包括第一N维实星座和第二N维实星座，所述一体旋转

包括第一一体旋转和第二一体旋转，以及向所述基线多维星座应用所述一体旋转包括：

向所述第一N维实星座应用所述第一一体旋转以产生第一旋转后星座；

向所述第二N维实星座应用所述第二一体旋转以产生第二旋转后星座；以及

重整所述第一旋转后星座的轴和所述第二旋转后星座的轴以产生所述多维母星座。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组运算包括映射运算、一维置换运

算、相位旋转运算和共轭运算中的至少一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组运算包括投影。

7.一种用于传输数据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传输设备确定多个码本，其中每个码本通过以下方式生成：向基线多维星座应用一体

旋转以产生多维母星座并向所述多维母星座应用一组运算以产生所述码本，其中选择所述

一体旋转以优化所述多维母星座的距离函数，其中，所述距离函数包括所述多维母星座的

点的投影的最小乘积距离，以及所述一体旋转以使所述最小乘积距离最大化；

所述传输设备通过从第一码本选择第一码字来对与第一数据层相关联的第一数据进

行编码，其中所述第一码本被专门分配给所述第一数据层；

所述传输设备通过从第二码本选择第二码字并将第二码本专门分配给第二数据层来

对与第二数据层相关联的第二数据进行编码；以及

所述传输设备传输所述第一码字和所述第二码字。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组合所述第一码字和所述第二码字以产生输出码字；以及

传输所述输出码字。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确定所述多个码本包括从存储设备检索所

述多个码本。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传输所述第一码字和所述第二码字发生

在通信网络的共享资源上。

11.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编码所述第一数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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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所述第一数据的第一值从所述第一码本中的第一多个码字中选择所述第一码字。

12.一种用于接收数据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接收设备确定多个码本，其中每个码本通过以下方式生成：向基线多维星座应用一体

旋转以产生多维母星座并向所述多维母星座应用一组运算以产生所述码本，其中选择所述

一体旋转以优化所述多维母星座的距离函数，其中，所述距离函数包括所述多维母星座的

点的投影的最小乘积距离，以及所述一体旋转以使所述最小乘积距离最大化；

所述接收设备接收包括多个码字的输出码字，其中每个码字属于所述多个码本中的不

同码本，所述多个码本中的每个码本与多个数据层中的不同数据层相关联；

所述接收设备识别所述输出码字内的多个码字中的第一码字，所述第一码字属于所述

多个码本中的专门分配给所述多个数据层中的第一数据层的第一码本；以及

所述接收设备解码所述第一码字以产生第一数据。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码字使用消息传递算法(MPA)

进行识别。

14.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解码所述第一码字包括：

在所述第一码本中搜索与所述第一码本中的对应于所述第一码字的条目相关联的索

引；以及

将所述第一数据设置为等于所述索引。

15.一种设计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

处理器，用于：向基线多维星座应用一体旋转以产生多维母星座，其中选择所述一体旋

转以优化所述多维母星座的距离函数，并向所述多维母星座应用一组运算以产生一组星座

点，并将所述一组星座点存储为多个码本中的码本，其中，其中，所述距离函数包括所述多

维母星座的点的投影的最小乘积距离，以及所述一体旋转以使所述最小乘积距离最大化。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设计设备，其特征在于，选择所述基线多维星座以使得所述

基线多维星座中的点之间的最小欧几里得距离最大化。

17.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设计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多维母星座是N维复星座，其中

N为大于或等于2的整数；所述基线多维星座包括第一N维实星座和第二N维实星座；所述一

体旋转包括第一一体旋转和第二一体旋转；以及所述处理器用于：向所述第一N维实星座应

用所述第一一体旋转以产生第一旋转后星座，向所述第二N维实星座应用所述第二一体旋

转以产生第二旋转后星座，以及重整所述第一旋转后星座的轴和所述第二旋转后星座的轴

以产生所述多维母星座。

18.一种传输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

处理器，用于：确定多个码本，其中每个码本通过以下方式生成：向基线多维星座应用

一体旋转以产生多维母星座并向所述多维母星座应用一组运算以产生所述码本，其中选择

所述一体旋转以优化所述多维母星座的距离函数，其中，所述距离函数包括所述多维母星

座的点的投影的最小乘积距离，以及所述一体旋转以所述最小乘积距离最大化；通过从第

一码本选择第一码字来对与第一数据层相关联的第一数据进行编码，其中所述第一码本被

专门分配给所述第一数据层；通过从第二码本选择第二码字并将第二码本专门分配给第二

数据层来对与第二数据层相关联的第二数据进行编码；以及

可操作地耦合至所述处理器的发射器，所述发射器用于传输所述第一码字和所述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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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字。

19.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传输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用于组合所述第一码字

和所述第二码字以产生输出码字，并且其中所述发射器用于传输所述输出码字。

20.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传输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用于根据所述第一数据

的第一值从所述第一码本中的第一多个码字中选择所述第一码字。

21.一种接收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

处理器，用于：确定多个码本，其中每个码本通过以下方式生成：向基线多维星座应用

一体旋转以产生多维母星座并向所述多维母星座应用一组运算以产生所述码本，其中，选

择所述一体旋转以优化所述多维母星座的点的投影的距离函数，其中，所述距离函数包括

所述多维母星座的最小乘积距离，以及所述一体旋转以使所述最小乘积距离最大化；识别

输出码字内的多个码字中的第一码字，所述第一码字属于所述多个码本中的专门分配给多

个数据层中的第一数据层的第一码本；解码所述第一码字以产生第一数据，其中所述输出

码字包括多个码字，每个码字属于所述多个码本中的不同码本，以及所述多个码本中的每

个码本与所述多个数据层中的不同数据层相关联；以及

接收器，其可操作地耦合至所述处理器，所述接收器用于接收所述输出码字。

22.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接收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用于使用消息传递算法

(MPA)识别所述第一码字。

23.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接收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用于：在所述第一码本

中搜索与所述第一码本中的对应于所述第一码字的条目相关联的索引，以及将所述第一数

据设置为等于所述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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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设计和使用多维星座的系统和方法

[0001] 相关申请案交叉申请

[0002] 本发明要求2013年6月17日递交的发明名称为“用于设计和使用多维星座的系统

和方法(System  and  Method  for  Designing  and  Using  Multidimensional 

Constellations)的第13/919,918号美国专利申请案的在先申请优先权，该在先申请的内

容以引入的方式明确地并入本文本中。

技术领域

[0003] 本发明大体上涉及数字通信，具体而言，涉及一种用于设计和使用多维星座的系

统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4] 码分多址(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CDMA)是一种数据符号呈正交和/或

近似正交码序列分布的多址技术。传统CDMA编码是一种两步骤过程，其中在应用扩频序列

之前，二进制码被映射至正交幅度调制(quadrature  amplitude  modulation，QAM)符号。虽

然传统CDMA编码可以提供相对较高的编码速率，但需要实现更高编码速率的新技术/机制，

以满足下一代无线网络日益增长的需求。低密度扩频(low  density  spreading，LDS)是一

种用于复用不同数据层的CDMA形式。LDS在层特定的时间或频率非零位置上重复使用同一

符号。作为示例，在LDS-正交频分复用(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OFDM)中，星座点在LDS块的非零频率音调上重复。稀疏码多址(sparse  code  multiple 

access，SCMA)是LDS的一种推广，其中多维码本用于将数据分布在音调上而不一定需要重

复符号。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示例实施例提供一种用于设计和使用多维星座的系统和方法。

[0006] 根据本发明的示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用于生成多个码本中的码本的方法。所述

方法包括：设计设备向基线多维星座应用一体旋转以产生多维母星座，其中选择所述一体

旋转以优化所述多维母星座的距离函数，以及所述设计设备向所述多维母星座应用一组运

算以产生一组星座点。所述方法还包括所述设计设备将所述一组星座点存储为所述多个码

本中的所述码本。

[0007]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示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用于传输数据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传输设备确定多个码本，其中每个码本通过以下方式生成：向基线多维星座应用一体旋转

以产生多维母星座并向所述多维母星座应用一组运算以产生所述码本，其中选择所述一体

旋转以优化所述多维母星座的距离函数。所述方法还包括：传输设备通过从第一码本选择

第一码字来对与第一数据层相关联的第一数据进行编码，其中所述第一码本被专门分配给

所述第一数据层，以及所述传输设备通过从第二码本选择第二码字并将所述第二码本专门

分配给所述第二数据层来对与第二数据层相关联的第二数据进行编码。所述方法还包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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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传输设备传输所述第一码字和所述第二码字。

[0008]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示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用于接收数据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接收设备确定多个码本，其中每个码本通过以下方式生成：向基线多维星座应用一体旋转

以产生多维母星座并向所述多维母星座应用一组运算以产生所述码本，其中选择所述一体

旋转以优化所述多维母星座的距离函数。所述方法还包括：所述接收设备接收包括多个码

字的输出码字，其中每个码字属于所述多个码本中的不同码本，其中所述多个码本中的每

个码本与多个数据层中的不同数据层相关联，以及所述接收设备识别所述输出码字内的多

个码字中的第一码字，所述第一码字属于所述多个码本中的专门分配给所述多个数据层中

的第一数据层的第一码本。所述方法还包括所述接收设备解码所述第一码字以产生第一数

据。

[0009]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示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设计设备。所述设计设备包括处理器。

所述处理器向基线多维星座应用一体旋转以产生多维母星座，其中选择所述一体旋转以优

化所述多维母星座的距离函数，并向所述多维母星座应用一组运算以产生一组星座点，并

将该组星座点存储为多个码本中的码本以供在通信系统中使用，其中所述码本被分配给多

个数据层中的一个数据层。

[0010]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示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传输设备。所述传输设备包括处理器，

以及可操作地耦合至所述处理器的发射器。所述处理器确定多个码本，其中每个码本通过

以下方式生成：向基线多维星座应用一体旋转以产生多维母星座，其中选择所述一体旋转

以优化所述多维母星座的距离函数，并向所述多维母星座应用一组运算以产生所述码本。

所述处理器通过从第一码本选择第一码字来对与第一数据层相关联的第一数据进行编码，

其中所述第一码本被专门分配给所述第一数据层，并通过从第二码本选择第二码字并将所

述第二码本专门分配给所述第二数据层来对与第二数据层相关联的第二数据进行编码。所

述发射器传输所述第一码字和所述第二码字。

[0011]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示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接收设备。所述接收设备包括处理器，

以及可操作地耦合至所述处理器的接收器。所述处理器确定多个码本，其中每个码本通过

以下方式生成：向基线多维星座应用一体旋转同时保持所述基线多维星座的最小欧几里得

距离以产生多维母星座，并向所述多维母星座应用一组运算以产生所述码本。所述处理器

识别输出码字内的多个码字中的第一码字，其中所述第一码字属于所述多个码本中的专门

分配给多个数据层中的第一数据层的第一码本，并解码所述第一码字以产生第一数据，其

中：所述输出码字包括多个码字，每个码字属于所述多个码本中的不同码本，以及所述多个

码本中的每个码本与所述多个数据层中的不同数据层相关联。所述接收器接收所述输出码

字。

[0012] 一实施例的一个优点在于提供了一种设计用作码本的多维星座的系统方法。所述

系统方法可以应用于任何多维星座，包括格型星座。

[0013] 一实施例的另一优点在于，可以进行优化以使多样化增益最大化。此外，可以使乘

积距离最大化而不失去欧几里得距离，这对于分布式音调尤其有用，例如在稀疏码多址

(SCMA)码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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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4] 为了更完整地理解本发明及其优点，现在参考下文结合附图进行的描述，其中：

[0015] 图1a示出根据本文中所描述的示例实施例的示例通信系统；

[0016] 图1b示出根据本文中所描述的示例实施例的用于编码数据的示例SCMA编码器；

[0017] 图2示出根据本文中所描述的示例实施例的用于编码数据的示例SCMA复用方案；

[0018] 图3a示出根据本文中所描述的示例实施例的用于生成码本的示例技术；

[0019] 图3b示出根据本文中所描述的示例实施例的用于生成多维复母星座的技术的示

例高级视图；

[0020] 图3c示出根据本文中所描述的示例实施例的用于使用多个实星座生成多维复母

星座的技术的示例高级视图；

[0021] 图3d示出根据本文中所描述的示例实施例的用于从多维复母星座中生成码本的

技术的示例高级视图；

[0022] 图4示出根据本文中所描述的示例实施例的生成多维复星座的操作的示例流程

图；

[0023] 图5示出根据本文中所描述的示例实施例的生成多维复星座的示例技术；

[0024] 图6a示出根据本文中所描述的示例实施例的当设备利用重整生成多维复星座时

在设备中发生的操作的示例流程图；

[0025] 图6b示出根据本文中所描述的示例实施例的利用重整生成的示例多维复星座的

示例图；

[0026] 图7示出根据本文中所描述的示例实施例的利用高维度重整生成的示例多维复星

座的示例图；

[0027] 图8a示出根据本文中所描述的示例实施例的使用使非零投影最小化的旋转生成

的示例多维复星座的示例图；

[0028] 图8b示出根据本文中所描述的示例实施例的示例8点复星座(8  point  complex 

constellation，T6QAM)；

[0029] 图8c示出根据本文中所描述的示例实施例的示例4点复星座(4  point  complex 

constellation，T4QAM)；

[0030] 图9a示出根据本文中所描述的示例实施例的当传输设备向接收设备传输信息时

在传输设备中发生的操作的示例流程图；

[0031] 图9b示出根据本文中所描述的示例实施例的当设备设计一个或多个码本时在设

备中发生的操作的示例流程图；

[0032] 图9c示出根据本文中所描述的示例实施例的当设备使用重整设计一个或多个码

本时在设备中发生的操作的示例流程图；

[0033] 图10示出根据本文中所描述的示例实施例的当设备从传输设备接收信息时在设

备中发生的操作的示例流程图；

[0034] 图11a示出根据本文中所描述的示例实施例的示例第一设备；

[0035] 图11b示出根据本文中所描述的示例实施例的示例码本确定单元的详细视图；以

及

[0036] 图12示出根据本文中所描述的示例实施例的示例第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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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以下详细论述当前实例实施例的操作和其结构。但应了解，本发明提供的许多适

用发明概念可实施在多种具体环境中。所论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说明本发明的具体结构以

及用于操作本发明的具体方式，而不应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38] 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涉及设计和使用多维星座。作为示例，设计设备向基线多维

星座应用一体旋转以产生多维母星座，其中选择一体旋转以优化多维母星座的距离函数，

并向多维母星座应用一组运算以产生一组星座点，并将该组星座点存储为多个码中本的码

本以供在通信系统中使用，其中码本被分配给多个数据层中的一个数据层。

[0039] 作为另一示例，传输设备确定多个码本，其中每个码本通过以下方式生成：向基线

多维星座应用一体旋转以产生多维母星座并向多维母星座应用一组运算以产生码本，其中

选择一体旋转以优化多维母星座的距离函数。传输设备通过从第一码本选择第一码字来对

与第一数据层相关联的第一数据进行编码，其中第一码本被专门分配给第一数据层，并通

过从第二码本选择第二码字并将第二码本专门分配给第二数据层来对与第二数据层相关

联的第二数据进行编码，并传输第一码字和第二码字。

[0040] 作为另一示例，接收设备确定多个码本，其中每个码本通过以下方式生成：向基线

多维星座应用一体旋转以产生多维母星座并向多维母星座应用一组运算以产生码本，其中

选择一体旋转以优化多维母星座的距离函数。接收设备接收包括多个码字的输出码字，其

中每个码字属于多个码本中的不同码本，其中多个码本中的每个码本与多个数据层中的不

同数据层相关联，识别输出码字内的多个码字中的第一码字，第一码字属于多个码本中的

专门分配给多个数据层中的第一数据层的第一码本，并解码第一码字以产生第一数据。

[0041] 本发明将相对于特定上下文中的示例实施例进行描述，该特定上正文即使用稀疏

码多址(SCMA)以提供高数据速率来满足对更大数据流量的要求的通信系统。然而，本发明

也可以应用于使用从多维母亲星座推导出的码本以提高通信速率的其它符合标准的和非

标准的通信系统。

[0042] SCMA是一种将数据流编码成多维码字的编码技术，数据流诸如二进制数据流，或

者一般情况下，M进制数据流，其中M为大于或等于2的整数。SCMA直接将数据流编码成多维

码字并规避正交幅度调制(quadrature  amplitude  modulation，QAM)符号映射，这可以使

得编码增益优于常规CDMA编码。值得注意的是，SCMA编码技术使用多维码字而不是QAM符号

传输数据流。

[0043] 此外，SCMA编码通过使用不同码本用于不同复用层来提供多址，而不是使用不同

扩频序列用于不同复用层，例如，LDS中的LDS签名，如在常规CDMA编码中常见的那样。另外，

SCMA编码通常使用具有稀疏码字的码本，这种稀疏码字使得接收器能够使用低复杂度算

法，如消息传递算法(message  passing  algorithm，MPA)，来从由接收器接收到的组合码字

中检测出相应码字，从而减少了接收器中的处理复杂度。

[0044] 图1a示出示例通信系统100。通信系统100包括多个增强型基站(enhanced  NodeB，

eNB)，如eNB  105和eNB  107，这些eNB可以服务多个用户设备(user  equipment，UE)，如UE 

110至116。eNB也可以称为通信控制器、基站、控制器等，而UE也可以称为移动台、用户、终

端、订户等。一般情况下，eNB可以具有多个发射天线，从而允许eNB向多个UE进行传输、向单

个UE传输多个层，或其组合。另外，第一eNB可以向还正在接收来自第二UE的传输的UE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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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设备(例如，eNB  105至107，以及UE  110至116)可以使用SCMA进行通信。

[0045] 虽然可以理解，通信系统可以采用能够与多个UE通信的多个eNB，但为简单起见，

仅示出两个eNB和多个UE。

[0046] 通信系统100还可以包括设计设备120，设计设备120可以用于设计供通信系统100

中的eNB、UE等使用的码本。一般情况下，码本可以由传输设备和/或接收设备使用。设计设

备120可以设计多个码本，其中每个码本被分配给不同复用层。设计设备120可以将多个码

本提供给通信系统100中的eNB，eNB转而可以在UE与通信系统100关联时将多个码本提供给

UE。可替代地，设计设备120可以将多个码本保存至存储设备，如中央数据库、远程磁盘驱动

器等。多个码本可以根据需要由eNB和/或UE从存储设备进行检索。

[0047] 图1b示出用于编码数据的示例SCMA编码器150。如图1b所示，SCMA编码器150使用

扩频解码器160和一个或多个扩频码165将从前向纠错(forward  error  correcting，FEC)

编码器155接收的数据流，例如二进制数据流(b1，b2)，映射至多维码字以获得编码后数据流

(x1，x2，x3，x4)。多维码字可以属于不同多维码本，其中每个码本与不同复用层相关联。如本

文中所论述，复用层可以包括任何层，复用数据流在这些层上可以通过通信系统的共享资

源进行传送。作为示例，复用层可以包括多输入多输出(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MIMO)空间层、正交频分多址(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OFDMA)音调、时分多址(tim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TDMA)层等。

[0048] 图2示出用于编码数据的示例SCMA复用方案200。如图2中所示，SCMA复用方案200

可以使用多个码本，如码本210、码本220、码本230、码本240、码本250和码本260。多个码本

中的每个码本分配给不同复用层。每个码本包括多个多维码字。更具体而言，码本210包括

码字211至214，码本220包括码字221至224，码本230包括码字231至234，码本240包括码字

241至244，码本250包括码字251至254，码本260包括码字261至264。

[0049] 相应码本中的每个码字可以映射至不同数据，例如，二进制值。作为说明性示例，

码字211、221、231、241、251和261映射至二进制值'00'，码字212、222、232、242、252和262映

射至二进制值'01'，码字213、223、233、243、253和263映射至二进制值'10'，码字214、224、

234、244、254和264映射至二进制值'11'。应注意，虽然图2中的码本被描绘为每个具有四个

码字，但SCMA码本一般可以具有任何数量的码字。作为示例，SCMA码本可以具有8个码字(例

如，映射至二进制值'000 '…… '111 ')、16个码字(例如，映射至二进制值'0000 '…… '

1111')，或更多。

[0050] 如图2所示，根据在复用层上传输的二进制数据，从各码本210、220、230、240、250

和260中选择不同码字。在该示例中，从码本210中选择码字214，因为二进制值'11'正在第

一复用层上传输；从码本222中选择码字220，因为二进制值'01'正在第二复用层上传输；从

码本233中选择码字230，因为二进制值'10'正在第三复用层上传输；从码本242中选择码字

240，因为二进制值'01'正在第四复用层上传输；从码本252中选择码字250，因为二进制值'

01'正在第五复用层上传输；从码本260中选择码字264，因为二进制值'11'正在第六复用层

上传输。码字214、222、233、242、252和264可以随后组合在一起以形成复用数据流280，复用

数据流380通过网络的共享资源进行传输。应注意，码字214、222、233、242、252和264是稀疏

码字，因此可以在接收到复用数据流280后使用诸如MPA的低复杂度算法进行识别。

[0051] 图3a示出用于生成码本360的技术300。码本360可以在使用SCMA的通信系统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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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般情况下，码本360可以从一个或多个多维复星座推导出来。如图3a所示，技术300包

括选择参数310至355，这些参数包括映射矩阵310、实多维星座320、实一体矩阵330、多维复

母星座340、置换运算符350、以及相位与共轭运算符355。此外，运算符X表示矩阵乘法运算，

同时运算符 表示置换运算。应注意，在一些实施例中，多个多维复母星座可以用于生成码

本。技术300可以包括向资源节点的传入分支分配相位共轭运算符的额外步骤。码本360可

以通过以图3所示的方式组合参数310至355来获得。总之，多维复母星座340(例如，通过将

实多维星座320与实一体矩阵330相乘产生(以及如果实多维星座320与实一体矩阵330相乘

的结果是实数，通过实数到复数转换产生))可以通过相位与共轭运算符355乘以映射矩阵

310进行置换，映射矩阵310可能已根据分配给特定的复用层或用户的非零音调确定下来。

[0052] 根据一示例实施例，多维复母星座340可以设计成使得多样性增益最大化。此外，

可以使乘积距离最大化同时保持欧几里得距离，这对于分布式音调可能尤其有用，例如在

SCMA码本中使用的那些。根据该示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在设计用于生成SCMA码本的多维

复母星座，如多维复母星座340中使用的系统化方法。

[0053] 图3b示出用于生成多维复母星座的技术370的高级视图。如前文所论述，一体旋转

372可以使用矩阵乘法运算374应用到N维复星座373以产生多维母星座375，多维母星座375

是旋转后N维复星座。然而，为了在通信系统，如SCMA通信系统中获得良好性能，在选择N维

复星座373时可以使用的设计标准是使最小欧几里得距离最大化。另外，其它设计标准可能

是减少每个星座中邻近点的数量。应注意，一体旋转372可以应用于实数和/或虚数域中。

[0054] 一体旋转372还可以根据以下设计标准进行选择：指定一体旋转372优化(例如，最

大化或最小化)多维母星座375中的点的距离函数同时保持N维复星座373的欧几里得距离。

一般可以认为距离函数是多维母星座375中的点的投影的距离的函数。作为示例，距离函数

可以是多维母星座375中的点的投影的最小乘积距离，该最小乘积距离可以描述为多维母

星座375中的每对点的投影的距离的乘积的最小值。距离函数的其它示例包括：多维母星座

375中的星座点的平均乘积距离(例如，逐对平均)、多维母星座375的星座点对的投影距离

的广义平均的最小值的p次幂(其中p的范围为[0，1])等。应注意，可以使用多维母星座375

中的点的投影的距离的任何特定函数作为距离函数。用于一体旋转372的次优设计标准可

以是增大上述设计标准(使多维母星座375中的点的投影的最小乘积距离最小化同时保持N

维复星座373的欧几里得距离)，但同时减少每复用维的投影数量。作为说明性示例，N维复

星座373可能包含16个点，但为了降低检测复杂度，应用一体旋转372之后，多维母星座375

的投影可能包含9个点。

[0055] 通常，使用N维复星座373可以产生最优结果。然而，设计这样的符合相应设计标准

的星座可能是困难的。可能能够使用更容易设计并且更适用于标记(尤其适用于Gray标记)

的其它星座，但可能得到次优结果。作为示例，代替N维复星座373，可以使用N维格型星座

376或N个QAM星座377的乘积。应注意，从N维复星座373到N维格型星座376到N个QAM星座377

的乘积，设计越来越容易，但结果也越来越差。应注意，如果使用N个QAM星座377的乘积代替

N维复星座373，那么一体旋转372可能引入多维母星座375的维度之间的依赖性，这种依赖

性在接收器处恢复数据时可能有用。

[0056] 图3c示出用于使用多个实星座生成多维复母星座的技术380的高级视图。代替使

用N维复星座来生成多维母星座，可以使用两个独立的N维实星座，即第一N维实星座382和

说　明　书 6/12 页

10

CN 105432034 B

10



第二N维实星座383。这两个独立的N维实星座可以分别根据两个一体旋转，即第一一体旋转

384和第二一体旋转385进行旋转。所得的两个旋转后N维实星座可以认为是多维母星座(N

维复母星座)的部分。因此，两个N维实星座可以用于生成单一的N维复母星座。两个独立的N

维实星座可以根据不同的一体旋转彼此独立地进行旋转。

[0057] 重整386可以应用于所得的两个旋转后N维实星座以产生N维复母星座387。重整

386可以表达为多维母星座的等于第一N维实星座382的旋转后版本的第K个实维度和第二N

维实星座383的旋转后版本的第K个实维度的第K个复维度。一般情况下，重整386引入N维复

母星座387的维度之间的依赖性。

[0058] 图3d示出用于从多维复母星座392生成码本的技术390的高级视图。一般情况下，

可以使用诸如映射运算、维度置换运算、相位旋转运算、共轭运算及其组合的运算来从多维

复母星座392生成码本。第一组运算393可以应用于多维复母星座392以生成第一码本395，

第一码本395可以分配给第一层。类似地，第二组运算394可以应用于多维复母星座392以生

成第二码本396，第二码本396可以分配给第二层。通常，不同的一组运算可以用于生成不同

的码本。然而，在生成码本时可能使用不同的多维复母星座。作为说明性示例，可以使用二

个多维复母星座，结合三组运算，以生成总共6个码本。

[0059] 一般情况下，向多维复星座应用一体旋转的技术可以用于生成多维复母星座。它

可以用于生成具有最大化的多样性增益和/或一个或多个优化的距离函数的多维复母星

座，如具有最大化的最小乘积距离。所生成的多维复母星座对于在SCMA通信系统中使用可

以特别有用。该技术可以包括向具有优化的最小欧几里得距离的多维复星座应用特别选择

以使乘积距离最大化的一体旋转。一体旋转也可以使多样性增益最大化。

[0060] 图4示出生成多维复母星座的操作450的流程图。操作450可以表示当传输设备生

成多维复母星座时在设备中发生的运算，传输设备诸如向UE传输下行链路传输的eNB，或向

eNB传输上行链路传输的UE，或生成码本的设计设备。

[0061] 操作450可以开始于设备获得优化距离函数的一体旋转(方框455)。一体旋转可以

优化距离函数同时保持欧几里德距离，距离函数即各点的投影的距离的函数，优化诸如使

最小乘积距离最大化。一体旋转可以存储在存储器中并由设备检索。另外，可以使用单一的

一体旋转来生成多维复母星座。可替代地，多个一体旋转可以用于生成多维复母星座，其中

特定一体旋转根据某一选择标准来选择，选择标准诸如复用层号、复用层标识符、用户标识

符等。设备可以获得具有优化的欧几里德距离的星座(方框460)。星座可以存储在存储器中

并由设备检索。设备可以向星座应用一体旋转，从而产生多维星座(方框465)。如果应用一

体旋转后所得的星座是实星座，那么转换，如实数到复数运算，可以将实多维星座转换为多

维复母星座(方框470)。

[0062] 根据示例实施例，如前文所论述，可以利用通过乘以较小星座所生成的次优星座。

一般情况下，次优星座可以针对次优星座的每个维度使用独立的较小星座来生成。与使用

全维星座相比，使用较小星座可以降低计算要求。通常，次优星座可能没有优化的欧几里得

距离。作为说明性示例，两个4点星座，2个实维度上各一个，可以相乘在一起以产生4个实维

度的16点星座。两个4点星座可以在每个维度上具有独立的正交幅度调制(QAM)。应注意，正

交星座(即，非零音调上的独立QAM点)的旋转可以用于引入非零音调之间的依赖性并减轻

冲突的影响。另外，可以实现多样性(或等效地，冲突避免)而不牺牲最小欧几里得距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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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可以通过最小乘积距离进行量化。诸如Gray标记的技术可以用于QAM。一体旋转可以应

用于如上所述的次优星座以优化次优星座的距离函数(即，点的投影的距离的函数)，例如

像最小乘积距离。

[0063] 图5示出生成多维复母星座的示例技术500。技术500提供了从两个正交相移键控

(quadrature  phase  shift  keying，QPSK)星座生成多维复母星座。

[0064] 如图5所示，各具有四个点的2个QPSK星座(标有“QPSK1”505和“QPSK2”507)可以相

乘以产生4个实维度的16点多维星座(星座510)。一体旋转515可以应用于星座510(即，4个

实维度的16点多维星座)以产生具有优化的乘积距离的4个实维度的16点多维星座(星座

520)。星座520可以称为多维母星座。星座520的投影，其可以是一体旋转515的函数，可以用

于生成码本。还应注意，投影的数量可以取决于SCMA传输中存在的非零音调的数量。作为示

例，如果SCMA传输包括四个音调，四个音调中的两个非零，那么将存在两个投影，其中这两

个投影的特异性取决于所使用的一体旋转。从多维母星座(星座520)生成的码本的码字可

以根据正在传输以填充SCMA  535的非零音调的数据进行选择。另外，线性和/或非线性运算

可以应用于一个或多个多维母星座以产生额外的SCMA码本。作为示例，不同的线性和/或非

线性运算可以应用于星座520以产生用于不同的复用层和/或用户的SCMA码本。如图5所示，

2个QPSK星座(星座505和星座507)中的各点可以通过2比特表示。因此，在所得的16点多维

母星座中，SCMA块可以传送2×2比特＝4比特的信息。

[0065] 根据示例实施例，如前文所论述，可以执行多维星座的轴，如实轴和虚轴的重整。

与利用较小星座的相乘的次优星座方法一样，可以通过针对不同轴，如实轴和虚轴，分别独

立旋转正交星座来节省计算资源。

[0066] 图6a示出当设备利用重整生成多维复星座时在设备中发生的操作600的流程图。

操作600可以表示当传输设备生成多维复星座时在设备中发生的操作，传输设备诸如向UE

传输下行链路传输的eNB，或向eNB传输上行链路传输的UE，或生成码本的设计设备。

[0067] 操作600可以开始于设备获得星座(方框605)。作为示例，设备可以获得两个独立

的N维星座，其中N为大于或等于2的整数值。N维星座可以是N维QAM星座或N维格型星座。设

备可以向星座应用一体旋转(方框607)。设备可以对旋转后星座进行投影(方框609)。投影

的数量可以取决于应用于星座的一体旋转。设备可以对投影进行重整(方框611)。重整可以

包括旋转后星座的投影中的点的改组、重组或重排。设备可以从重整后投影获得多维母星

座(方框613)。两个旋转后N维星座对应于多维母星座的星座点的实部和虚部。

[0068] 多维星座的实部和虚部的分离(即N个旋转后QAM星座)可以有助于减少接收设备

处的解码复杂度，同时保持多维母星座的复维度之间的依赖性。作为说明性示例，在MPA中，

如果k个签名共享同一非零音调并且如果每个星座在每个实维度上投影的数目可以表示为

m(或每音调或每复维度m2)，那么解码的复杂度在实部或虚部不分离时与m2k成比例，而在实

部或虚部分离时与mk成比例。因此，复杂度的降低近似于平方根的两倍。

[0069] 图6b示出使用重整生成的示例多维复星座的图650。在两个正交复平面上构建了

两个独立的旋转后4点QAM星座(第一2维QAM星座655表示用于使乘积距离最大化的旋转后

第一QAM，第二2维QAM星座657表示用于使乘积距离最大化的旋转后第二QAM)。该构建得到4

个维度的16点星座。四个比特可以直接分配给4个维度(作为示例，前两个比特可以分配给

第一复平面上的投影，后两个比特可以分配给第二复平面上的投影)。作为示例，考虑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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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Y1和Y2分别作为第一复平面上的投影的实部和虚部和第二复平面上的投影的实部和虚

部。可以对轴进行重整并设置不同的轴作为信号在第一复平面和第二复平面中的实部和虚

部。作为示例，X1和Y1可以设置为信号在第一复平面上的上实部和虚部(其可以表示为例如

音调或时隙)，并且X2和Y2可以设置为信号在第二复平面上的实部和虚部。第一2维格660表

示旋转后格的第一投影，并且第二2维格662表示旋转后格的第二投影，旋转后格具有第一2

维QAM星座655作为实部和第二2维QAM星座657作为虚部。

[0070] 图7示出使用较高维度重整生成的示例多维复星座的图700。第一3维QAM星座705

表示用于使乘积距离最大化的旋转后第一QAM，并且第二3维QAM星座707表示用于使乘积距

离最大化的旋转后第二QAM。第一2维格710表示旋转后格的第一投影，第二3维格712表示旋

转后格的第二投影，第三3维格714表示旋转后格的第三投影，旋转后格具有第一3维QAM星

座705作为实部和第二3维QAM星座707作为虚部。

[0071] 根据示例实施例，每音调具有较小投影的多维星座可以有助于降低接收设备处的

计算要求。当利用MPA在接收设备处解码一个或多个复用码字时，由于与每个音调相关联的

非零投影越多，解码复杂度可能增大，因此与每个音调相关联的非零投影的数量可能是重

要的。可以选择使与每个音调相关联的非零投影的数量最小化的一体旋转，从而有助于降

低解码复杂度。然而，这可能牺牲最小乘积距离并且性能可能受到影响。

[0072] 图8a示出使用使非零投影最小化的旋转生成的示例多维复星座的图800。第一2维

QAM星座805表示旋转后第一QAM，并且第二2维QAM星座807表示旋转后第二QAM。第一2维星

座810表示旋转后星座的第一投影，旋转后星座具有第一2维QAM星座805作为实部和第二2

维QAM星座807作为虚部；第二2维星座810表示旋转后星座的第二投影。应注意，第一2维格

810和第二2维格812具有最少的与每个音调相关联的非零投影。

[0073] 图8b示出8点复星座(T6QAM)830。第一星座835是8点复星座830在第一维度上的投

影，第二星座840是8点复星座830在第二维度上的投影。图8c示出4点复星座(T4QAM)860。第

一星座865、第二星座867、第三星座870和第四星座872是4点复星座860在不同维度上的投

影。

[0074] 图9a示出当传输设备向接收设备传输信息时在传输设备中发生的操作900的流程

图。操作900可以表示当传输设备向接收设备传输信息时发生在传输设备中的操作，传输设

备诸如向UE传输下行链路传输的eNB，或向eNB传输上行链路传输的UE。

[0075] 操作900可以开始于传输设备确定多个码本(方框905)。根据示例实施例，传输设

备可以从存储设备检索多个码本，其中多个码本是由设计设备设计的，并存储在存储设备

中。作为说明性示例，传输设备可以在初始加电序列期间、在重启序列期间、在初始化序列

期间等检索多个码本。作为另一说明性示例，传输设备可以用于以周期性的方式、在指定时

间、在接收到指令时等检索多个码本。根据另一示例实施例，传输设备可以设计多个码本，

并将它们存储在本地存储和/或存储器中供后续使用。

[0076] 图9b示出当设备设计一个或多个码本时在设备中发生的操作930的流程图。操作

930可以表示当传输设备设计码本时在设备中发生的操作，传输设备诸如向UE传输下行链

路传输的eNB，或向eNB传输上行链路传输的UE，或生成码本的设计设备。

[0077] 操作930可以开始于设备检索星座和一体旋转(方框935)。可以选择一体旋转以优

化多维母星座中的各点的距离函数。设备可以向星座应用一体旋转同时保持最小欧几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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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方框937)。设备可以将星座与一体旋转相乘。旋转后星座可以用于形成多维复母星座

(方框939)。投影和/或运算集可以应用于多维复母星座以推导出一个或多个码本(方框

941)。另外，线性和/或非线性运算可以应用于旋转后星座以推导出额外的码本。设备可以

存储一个或多个码本(方框943)。一个或多个码本可以存储在存储器、本地存储(硬盘、固态

存储器设备等)、远程存储(远程硬盘、网络驱动器、数据库等)等之中。

[0078] 图9c示出当设备使用重整设计一个或多个码本时在设备中发生的操作960的流程

图。操作960可以表示当传输设备使用重整设计码本时在设备中发生的操作，传输设备诸如

向UE传输下行链路传输的eNB，或向eNB传输上行链路传输的UE，或生成码本的设计设备。

[0079] 操作960可以开始于设备检索星座和一个或多个一体旋转(方框965)。设备可以将

星座分离成实部和虚部(方框967)。应注意，虽然论述集中在实轴和虚轴，但也可以使用其

它轴，只要它们是正交的。设备可以向星座的实部和虚部应用一个或多个一体旋转同时保

持最小欧几里得距离(方框969)。可以向星座的实部和虚部应用不同的一体旋转，或可以应

用同一一体旋转。可以重整星座的旋转后的实部和虚部(方框971)。重整并旋转后的实部和

虚部可以用作多维复母星座(方框973)。投影和/或运算集可以应用于多维复母星座以推导

出一个或多个码本(方框975)。另外，线性和/或非线性运算可以在重整星座的旋转后实部

和虚部之前和/或之后应用以推导出更多码本。设备可以存储一个或多个码本(方框977)。

一个或多个码本可以存储在存储器、存储设备诸如本地存储(硬盘、固态存储器设备等)或

远程存储(远程硬盘、网络驱动器、数据库等)等之中。

[0080] 返回参照图9a，传输设备可以接收第一数据和第二数据(方框907)。第一数据和第

二数据可以在传输设备处以第一数据流和第二数据流的形式接收。传输设备可以使用多个

码本中的第一码本来编码第一数据以产生第一码字(方框909)。作为示例，第一数据可以具

有第一值并且传输设备可以确定第一码本中的哪一码字对应于第一值并使用该码字作为

第一码字。传输设备可以使用多个码本中的第二码本来将第二数据编码为第二码字以产生

第二码字(方框911)。作为示例，第二数据可以具有第二值并且传输设备可以确定第二码本

中的哪一码字对应于第二值并使用该码字作为第二码字。应注意，第一码本和第二码本分

别专门分配给第一数据流和第二数据流。还应注意，虽然论述集中在第一数据流和第二数

据流，可能存在多个数据流并且本文中呈现的示例实施例可以对大于2的任意数量的数据

流进行操作。

[0081] 传输设备可以组合第一码字和第二码字以产生输出码字(方框913)。如前文所论

述，第一码字和第二码字可以相加在一起以形成输出码字。传输设备可以传输输出码字(方

框915)。输出码字可以通过通信系统的共享资源进行传输。

[0082] 图10示出当设备从传输设备接收信息时在设备中发生的操作1000的流程图。操作

1000可以表示当接收设备从传输设备接收信息时在接收设备中发生的操作，接收设备诸如

从UE接收上行链路传输的eNB，或从eNB接收下行链路传输的UE。

[0083] 操作1000可以开始于接收设备确定多个码本(方框1005)。根据示例实施例，接收

设备可以从存储设备检索多个码本，其中多个码本是由设计设备设计的，并存储在存储设

备中。作为说明性示例，接收设备可以在初始加电序列期间、在重启序列期间、在初始化序

列期间等检索多个码本。作为另一说明性示例，接收设备可以用于以周期性的方式、在指定

时间、在接收到指令时等检索多个码本。根据另一示例实施例，接收设备可以设计多个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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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并将它们存储在本地存储和/或存储器中供后续使用。

[0084] 接收设备可以接收具有输出码字的信号(方框1007)。信号可以通过通信系统的共

享资源接收。接收设备可以从输出码字识别第一码字(方框1009)。第一码字可以与分配给

第一层的第一码本相关联的，并且可以根据解码算法，如MPA来识别。接收设备可以使用第

一码本解码第一码字以确定第一数据(方框1011)。接收设备可以从输出码字识别第二码字

(方框1013)。第二码字可以与分配给第二层的第二码本相关联的，并且可以根据解码算法，

如MPA来识别。接收设备可以使用第二码本解码第二码字以确定第二数据(方框1015)。还应

注意，虽然论述集中在第一层和第二层，可能存在多个层并且本文中呈现的示例实施例可

以对大于2的任意数量的层进行操作。接收设备可以分别从第一数据重建第一数据流并且

从第二数据重建第二数据流(方框1017)。

[0085] 图11a示出第一设备1100。设备1100可以是通信控制器的实现方式，如基站、接入

点、NodeB、eNB、基站终端等，或用户设备，如移动台、用户、订户、终端等，或用于生成码本的

设计设备。设备1100可以用于实施本文中论述的各实施例。如图11a所示，发射器1105用于

传输数据包等。设备1100还包括用于接收数据包等的接收器1110。

[0086] 码本确定单元1120用于通过向星座应用一体旋转来从星座生成多维母星座。码本

确定单元1120用于通过应用一组运算，如映射运算、维度置换运算、相位旋转运算、共轭运

算及其组合，来从多维母星座生成码本。码本确定单元1120用于对旋转后星座进行投影，以

及对轴进行重整。码本确定单元1120用于向星座和/或投影应用线性和/或非线性运算。码

本确定单元1120用于从存储设备检索码本。数据编码单元1122用于利用分配给层或用户的

码本来对用于层或用户的数据进行编码。数据编码单元1122用于根据数据的值从码本选择

码字。组合单元1124用于组合码字以产生输出码字。存储控制单元1126用于控制信息向存

储设备的存储和/或从存储设备的检索，信息诸如码本，存储设备诸如存储器、本地存储、远

程存储等。存储器1130用于存储星座、多维母星座、一体旋转、数据、码本、码字、输出码字

等。

[0087] 设备1100的元件可以实施为特定的硬件逻辑块。在可替代方案中，设备1100的元

件可以实施为在处理器、控制器、专用集成电路等中执行的软件。在另一可替代方案中，设

备1100的元件可以实施为软件和/或硬件的组合。

[0088] 作为示例，接收器1110和发射器1105可以实施为特定的硬件块，而码本确定单元

1120、数据编码单元1122、复用单元1124和存储控制单元1126可以是在微处理器(如处理器

1115)或定制电路或现场可编程逻辑阵列的定制编译逻辑阵列中执行的软件模块。码本确

定单元1120、数据编码单元1122、复用单元1124和存储控制单元1126可以是存储在存储器

1130中的模块。

[0089] 图11b示出用于生成码本的示例码本确定单元1150的详细视图。码本确定单元

1150包括星座处理单元1155、旋转单元1157、投影处理单元1159和重整单元1161。星座处理

单元1155用于处理星座，包括将星座相乘在一起、提取星座的部分，例如实部和/或虚部等。

旋转单元1157用于向星座应用一体旋转。一体旋转可以优化距离函数，如使最小欧几里得

距离最大化。投影处理单元1159用于对星座进行投影，例如沿某些轴。重整单元1161用于对

星座的轴进行重整。

[0090] 图12示出第二设备1200。设备1200可以是接收设备的实现方式，包括通信控制器，

说　明　书 11/12 页

15

CN 105432034 B

15



如基站、接入点、NodeB、eNB、基站终端等，或用户设备，如移动台、用户、订户、终端等。设备

1200可以用于实施本文中论述的各实施例。如图12所示，发射器1205用于传输数据包等。设

备1200还包括用于接收数据包等的接收器1210。

[0091] 码本确定单元1220用于通过向星座应用一体旋转来从星座生成多维母星座。码本

确定单元1120用于通过应用一组运算，如映射运算、维度置换运算、相位旋转运算、共轭运

算及其组合，来从多维母星座生成码本。码本确定单元1220用于对旋转后星座进行投影，以

及对轴进行重整。码本确定单元1220用于向星座和/或投影应用线性和/或非线性运算。码

本确定单元1220用于从存储设备检索码本。数据解码单元1222用于利用分配给层或用户的

码本来从输出码字对用于层或用户的数据进行解码。数据解码单元1222用于使用诸如MPA

的解码算法从输出码字对用于层或用户的数据进行识别，并使用码本将码字与解码后数据

进行匹配。存储器1230用于存储星座、多维母星座、一体旋转、数据、码本、码字、输出码字

等。

[0092] 设备1200的元件可实施为特定的硬件逻辑块。在替代性实施例中，设备1200的元

件可实施为在处理器、控制器、专用集成电路等中执行的软件。在又一替代性实施例中，设

备1200的元件可实施为软件和/或硬件的组合。

[0093] 例如，接收器1210和发射器1205可实施成特定的硬件块，而码本确定单元1220、数

据解码单元1222可以是在微处理器(例如，处理器1215)或者定制电路或现场可编程逻辑阵

列的定制编译逻辑阵列中执行的软件模块。码本确定单元1220和数据解码单元1222可以是

存储在存储器1230中的模块。

[0094] 虽然已详细地描述了本发明及其优点，但是应理解，可以在不脱离如所附权利要

求书所界定的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对本发明做出各种改变、替代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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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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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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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a

图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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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c

图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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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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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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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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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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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b

图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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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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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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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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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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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a

图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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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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