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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緩沖区状态报告的触发方法、装置、终端、存储介质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本申请基于申请号为 201710184414.8 、申请 日为 2017 年 03 月 24 日的

中国专利申请提 出，并要求该中国专利申请的优先权 ，该中国专利申请的

全部 内容在此引入本申请作为参考。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通信工程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緩冲区状态报告的触发方法、

装置、终端、存储介质。

背景技术

长期演进 （Long Term Evolution, 简称为 LTE ) 系统中，终端建立数据

无线承载 （Data Radio Bearer, DRB ) 时，基站会分配该 DRB 归属的逻辑

信道 ( Logical Channel, L C )， 以及 逗辑信道组 ( Logical Channel Group,

LCG ) , LCG 目前有 0，1，2，3 共四个分组。处于连接态的终端需要发送

上行数据时，如果没有足够的上行资源或授权 ，会先给基站发送緩冲区状

态报告 （Buffer Status Report, BSR ) , 携带 LCG 上准备好的緩冲数据信息

即緩冲数据大小 （Buffer Size, B S ) 对应的索引值。基站收到后根据收到的

索引值获知緩冲数据大小给终端配置相应的上行授权 ，终端收到上行授权

就可以发送上行数据。BS 包含 LCG 上对应的 DRB 在无线链路控制 （Radio

Link Control, RLC )层的緩冲数据、分组数据汇聚 （Packet Data Convergence

Protocol, PDCP ) 层的緩冲数据。

为了让基站及时获知终端 已经准备好 了将要发送的 BSR ，定义了以下

几个触发 BSR 的事件：上行数据到达包含比当前准备好的数据更高优先级



的数据到达或 当前没有任何准备好的数据 ，收到上行资源分配并且填充的

字节等于或大于 BSR ( 包含头 ），BSR 周期定时器超时，重传 BSR 定时器

超时并且 当前有准备好的数据。当以上几个事件发生时，会触发 BSR ，终

端在有上行授权后，就会发送 BSR 给基站。

为了满足 可 以预测到的未来更高、更快、更新的通信需求，业界 已经

着手展开对未来 5G 技术的研究。5G 将在更大的吞吐量，更多的用户连接 ，

更低时延，更高可靠性，更低功耗 （包括 网络侧设备和用户终端 ）方面进

行进一步的技术研究。目前，业界提 出了 5G 技术 目标：到 2020 年左右，

实现每 区域 1000 倍的移动数据流量增长，每用户设备 ( User Equipment,

UE ) 10 到 100 倍的吞吐量增长，连接设备数 10 到 100 倍的增长，低功率

设备 10 倍的电池寿命延长，以及 端到端 5 倍延迟的下降。从 应用场景的角

度而言，5G 将釆用一个统一的技术架构来支持增强移动宽带 （enhanced

Mobile broadband , eMBB ) 业务 ，海量机 器类 ( massive 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 , mMTC ) 业务和 高可靠低 时延 （Ultra Reliable and Low

Latency ) 业务。不同业务对服务质量 （Quality of Service, QoS ) 的要求是

不同的。

LTE 系统中，QoS 架构的数据传输时以寿义载 （bearer ) 作为最小 QoS 处

理单位，如图 1 为 LTE 中以承载粒度执行 QoS 处理进行数据传输的结构示

意图。图 1 只示例用户设备 （UE ) 和分组数据 网络 （Public Data Network,

PDN )之间建立一个 PDN 连接 ( PDN connection ) 的情况，为服务于该 PDN

连接上具有不同 QoS 需求的业务，核心网可以在 UE 和 PDN 网关 （PDN

gateway, P-GW ) 之间建立多个演进分组 系统承载 （Evolved Packet System

bearer, EPS bearer )，每个 EPS bearer 上承载一个或多个数据业务流（service

traffic flow, SDF )，承载在一个 EPS bearer 上的一个或者多个 SDF 将具有

相 同的 QoS 。EPS bearer 是 UE 和 P-GW 之间的端到端逻辑承载，EPS bearer



在 LTE 网络架构中在所经过的三个网络接 口上对应建立了三段承载，包括

建立在 P-GW 与服务网关 （Serving Gateway, S-GW ) 接 口上的 S5 和 S8

bearer, 建立在 S-GW 与基站 （eNB ) 接 口上的 SI -bearer 以及 建立在 eNB

和 UE 之间空中接 口上的数据无线承载 （Data Radio Bearer, DRB ) , 其中

SI -bearer 和 DRB —起又被定义为 UE 与 S-GW 之间的演进的通用陆地无线

接入 网寿义载 ( E-UTRAN Radio Access Bearer, E-RAB )。EPS bearer 的建立

以及 SDF 与 EPS bearer 的映射关系，完全由核心网决策和控制，核心网建

立 EPS bearer 时，会通知 eNB 每个 E-RAB ( 即 EPS bearer 在 E-URTAN 侧

的一段承载 ）的 QoS 参数，eNB 只能被动接受或者决绝，如果接受，则对

应在空中接 口上建立和 UE 之间的 DRB ，并根据接收到的 E-RAB 级别的

QoS 参数进行数据调度传输。

双连接 ( Dual Connectivity ) 中，终端可 以 同时与两个以上的网络节点

保持连接 ，但是控制面连接只与其中一个小区比如宏小区有连接 ，举个例

子来说，UE 同时处在小区 1及小区 2 的覆盖范围内，小区 1 归属 eNBl 是

宏基站，小区 2 归属 eNB2 是小小区基站，当釆用双连接技术时，UE 与小

区 1保持连接如控制面链接，还可以包含用户面链接，同时，UE 与小区 2

保持连接如用户面链接，即 UE 同时与小区 1及小区 2 均建立有无线承载。

双连接 中，为了更好地进行基站间的负荷均衡，并最大程度地优化小区资

源，引入分割数据无线承载，因此，双连接 中，存在分割数据无线承载和

非分割数据无线承载，非数据分割无线承载可 以 只存在于主基站 （Master

eNB , MeNB )、或辅基站 （secondary eNB , SeNB )，一共会有三种类型的

数据无线承载，只存在于 MeNB 上的数据无线承载简称 MeNB 承载，只存

在于 SeNB 上的数据无线承载简称 SeNB 承载，同时存在于 MeNB 和 SeNB

上的数据无线承载简称分割承载（split 承载 ）。对于上行数据如何通过 MeNB

和 SeNB 发送，即如何分配 MeNB 和 SeNB 发送比例，称为分流数据配比，



比如 MeNB 上发送该数据承载全部需要发送数据的 30% ， SeNB 上发送该

数据无线承载全部需要发送数据的 70% 。

LTE 系统中，QoS 策略和参数 ， 以及 SDF 与承载之间的映射关系完全

由核心网控制，基站只能被动地接受或拒绝建立 DRB 。在无线通信 系统中，

无线接 口是真正执行和满足 QoS 的关键所在，而当前的 QoS 架构 中，基站

无法根据 实际无线负荷 、无线链路质量调整每个 DRB 上映射的 SDF ，因此

无法最高效的执行 QoS 。此外，核心网和接入 网耦合性太强，核心网的修

改将直接影响接入 网需要做 出对应修改，无法实现核心网和接入 网的独立

扩展或演进。

为克服 4G QoS 架构 中的以上缺 陷，3GPP 在 5G 系统设计中提 出了一

种基于流的 QoS 架构。在基于流的 QoS 架构 中，核心网和无线接入 网之 间

取消了承载，但是在空中接 口上继续保 留了 DRB 。但是，3GPP 目前提 出的

以上基于流的 QoS 架构中，对于緩冲区状态报告的发送，尤其是緩冲区状

态报告的触发 ，尚未有有效的解决方案。

发明内容

本发 明实施例的主要 目的是提供一种緩冲区状态报告的触发方法、装

置、终端、存储介质 ，旨在 5G 系统基于流的QoS 架构 中解决緩冲区状态报

告的触发 问题 。

本发 明实施例一方面提供 了一种緩冲区状态报告的触发方法，包括：

终端检测到数据无线承载 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所述终

端触发緩冲区状态报告 BSR 。

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 了另一种緩冲区状态报告的触发方法，终端检测

到所述 DRB 为分割数据无线承载，且所述分割无线承载的分流数据配比发

生变化；所述终端触发 BSR 。

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緩冲区状态报告的触发装置，包括：第一



检测模块 ，配置为检测到 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映射 关系发生变化 ；第一触

发模块 ，配置为触发 BSR 。

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緩 冲区状态报告的触发装置 ，包括：

第二检测模块 ，配置为检测到所述 DRB 为分割数据无线承载 ，且所述

分割无线承载的分流数据配比发生变化 ；第二触发模块 ，配置为触发 BSR 。

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终端 ，包括存储 器和处理器，所述存储 器

存储有程序 ，所述程序在被所述处理器读取执行 时，执行 以下操作 ：检 测

到数据无线承载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映射 关系发生变化 ；触发緩 冲 区状 态

报告 BSR 。

或者 ，执行 以下操作 ：终端检 测到所述DRB 为分割数据无线承载 ，且

所述分割无线承载的分流数据 配比发生变化 ；所述终端触发 BS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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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地介绍 ，显 而易见地 ，下面描述 中的

附图仅仅是本发 明的一些 实施例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来讲 ，在不付

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 的附图。

图1为LTE 中以承载粒度执行QoS 处理进行数据传输的结构示意 图；

图2为基 于流的QoS 架构的示意图；

图3为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供 的緩 冲区状 态报告 的触发方法的流程 图；

图4为本发 明实施例七提供 的緩 冲区状 态报告 的触发方法的流程 图；

图5为本发 明实施例九提供 的緩 冲区状 态报告 的触发装置的结构框 图；

图 6 为本发 明实施例十提供 的緩冲区状态报告 的触发装置的结构框 图。

具体 实施方式

下面将结合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技术方案进



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

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

在没有作 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

护的范围。

本申请实施例可以5G系统中，但不限于该系统。进一步的，本申请实

施例应用于基于流的QoS架构上，该架构可以包括RAN 侧设备 （比如5G基

站，eLTE基站等 ）和终端。在本申请实施例中提供 了一种可运行于上述架

构上的緩冲区状态报告的触发方法，需要说明的是，本申请实施例中提供

的上述緩冲区状态报告的触发方法的运行环境并不限于上述架构。

以下将详细描述本申请实施例所应用的基于流的QoS架构，图2所示为

基于流的QoS架构的示意图，5G核心网 （Core ) 接收来 自分组数据网络 （比

如，因特网 （Internet ) ) 的SDF ( 比如，网络之间互联协议流向 （IP Flow ) )，

将SDF映射成服务质量流 （QoS Flow ) , 比如可以将多个具有相同或者类似

QoS要求的SDF聚合成一个QoS Flow, 当然也可以是将一个SDF映射成一个

QoS Flow 。这里，5G核心网根据核心网的QoS策略，SDF的QoS需求，用户

的签约信息等生成QoS规则 （QoS rule ), 并完成SDF到QoS Flow 的映射。5G

核心网通过与无线接入 网 （RAN ) 之间的控制面接 口将其决策生成的QoS

rule 中的QoS特性参数发送给RAN ( 比如5G基站，eLTE基站等 ），5G核心网

通过与RAN 之间的用户面接 口将QoS Flow 发送给RAN ，在发送给RAN 的每

个包含QoS flow 的数据包的包头中包含该数据包所使用的QoS特性参数的

QoS标识 （QoS ID )。RAN 根据从核心网接收到的QoS特性参数，从核心网

接收到的数据包包头中的QoS ID, 将数据包映射到空中接 口的DRB 上，完

成QoS Flow 与DRB 之间的映射。在此过程中，RAN 侧可以充分考虑实际无

线负荷、无线链路质量等因素，决策建立DRB 以及 决定将QoS Flow 与DRB

之间的映射关系。



实施例一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提供的緩冲区状态报告的触发方法的流程图，如

图3所示，该緩冲区状态报告的触发方法包括：

步骤 S101 : 终端检测到数据无线承载 DRB 和服务质量流 QoS flow 的

映射关系发生变化；

步骤S102: 所述终端触发所述緩冲区状态报告BSR 。

按照上述的触发方法，终端通过检测DRB 和QoS flow 之间的映射关系

是否发生变化，判断是否触发BSR ，这种BSR 的触发方法可以使得基站在基

于流的QoS架构上，及时获知终端将要发送的BSR ( 也即终端将要发送的数

据的详细信息 ），这样能更有效地分配资源，满足不同业务的不同QoS要求。

上述方法的各步骤的实现细节如下：

在步骤 S101 中终端检测到 DRB 和 QoS flow 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即

首先，终端判断 DRB 和 QoS flow 的映射关系是否发生变化，其次，终端

判断出 DRB 和 QoS flow 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所述终端触发的 BSR 中例

如可以至少包括：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前，DRB 所携逻

辑信道组 LCG 的緩冲数据大小 BS信息；和 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映射关系

发生变化后，DRB 所携 LCG 的 BS 信息。所述 BS 信息例如可以包括：所

述 BS 对应的索引值。所述终端触发的 BSR 中例如还可以包括：所述 DRB

所携 LCG 中，分组数据汇聚 PDCP 层的数据、无线链路控制 RLC 层的数

据、以及媒体介入控制 MAC 层尚未调度的数据。

需要注意的是，终端检测到 DRB 和 QoS flow 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

例如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方法：

第一种，显式配置法(Explicit Configuration) 。

在显式配置法中，一个可能的实现方式为：终端接收到基站发送的无

线资源控制 RRC 初始配置命令；所述终端根据所述 RRC 初始配置命令，



配置所述 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映射 关系；所述终端接 收到基站发送的 RRC

修改配置命令 ；所述终端根据所述 RRC 修改配置命令 ，修改所述 DRB 和

服务质量流的映射 关系。当终端根据 所述 RRC 修 改配置命令 ，修 改所述

DRB 和力良务质量流的映射 关系后 ，所述终端检 测到 DRB 和 QoS flow 的映

射 关系发生变化 。

第二种 ，反射法 (Reflective mapping) 。

反射法中，一个可能的实现方式为：所述终端在第一时刻解析所述 BRD

的下行数据 包中包含 的服务质量流量标识 ，并生成 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第

一映射 关系；当所述第一映射 关系与 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初始映射 关系不

同时，所述终端检测到 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映射 关系发生变化 。

其 中，所述初始映射 关系例如 可 以 包括 ：所述终端在第二 时刻解析所

述 DRB 的下行数据 包中包含 的服务质量流标识 ，并生成的初始映射 关系；

所述第二时刻 包括：所述终端监测到 DRB 的下行数据 包中包含服务质量流

标识 的时刻 。或者 ，所述初始映射 关系包括 ：所述终端通过无线资源控制

RRC 初始配置命令获得 的初始映射 关系。

当然，反射法中，还有其他 的实现方式，例如 ，周期性的解析所述DRB

的下行数据 包中包含 的QoS flow ID, 并生成不 同周期的DRB 和QoS flow 的

映射 关系，当相邻 两个周期的映射 关系不同时，所述终端检测到DRB 和QoS

flow 的映射 关系发生变化 。

在步骤 S102 中所述终端触发 BSR ，其 中，触发 BSR 是指 ：使终端做好发

送BSR 给基站的准备 ，一旦满足发送条件 ，马上将BSR 发送给基站。

结合 步骤 S101 和步骤 S102 ，可总结为：终端判断DRB 和QoS flow 的映

射 关系是否发生变化 ，当DRB 和QoS flow 的映射 关系发生变化 时，所述终

端触发 BSR 。而作 为可选 的方案 ，对于触发 BSR 的前提条件还 可 以增加 。

增加一： 当终端检测到 DRB 和 QoS flow 的映射 关系发生变化后 ，还



需要判断 QoS flow 的逻辑信道组 LCG 是否发生变化；当所述服务质量流的

LCG 发生变化时，所述终端触发所述 BSR 。

增加二：当终端检测到 DRB 和 QoS flow 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后，还

需要判断所述 DRB 所携 LCG 的 BS是否发生变化；当所述 BS对应的索引

值发生变化时，所述终端触发所述 BSR。需要注意的是，BS发生变化，可

以是 BS对应的索引发生变化。

增加三 ： 当终端检测到 DRB 和 QoS flow 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后，所

述终端判断 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前，所述 LCG 的 BS对

应的索引值，和，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后，所述 LCG 的

BS对应的索引值是否至少有一个不为 0; 当变化前所述 LCG 的 BS对应的

索引值和变化后所述 LCG 的 BS 对应的索引值至少有一个不为 0 时，所述

终端触发所述 BSR 。

增加四： 当终端检测到 DRB 和 QoS flow 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后，还

需要判断是否满足以下至少之一的条件：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映射关系发

生变化前所述 DRB 所携 LCG 的 BS对应的索引值低于门限 1、DRB 和服务

质量流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后所述 BS对应的索引值高于门限 2; 当满足以

上至少之一的条件时，所述终端触发所述 BSR 。

增加五 ：所述终端检测到 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后，

还需要判断所述 DRB 是否有数据包到达；当所述 DRB 有数据包到达时，

所述终端触发所述 BSR 。

增加六：所述终端检测到 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后，

还需要判断所述终端是否收到所述基站发送的触发 BSR 的指示；当所述终

端收到所述基站发送的触发 BSR 的指示时，所述终端触发所述 BSR; 其中，

所述触发 BSR 的指示通过 RRC 进行配置。

增加七：所述终端检测到 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后，



还需要判断所述终端是否收到所述基站发送的触发 BSR 的指示；当所述终

端收到所述基站发送的触发 BSR 的指示时，所述终端触发所述 BSR; 其中，

所述触发 BSR 的指示通过 RRC 进行配置。

需要注意的是，还有一种可能实现的方式为：当终端检测到 DRB 为分

割无线承载，且所述分割无线承载的分流数据配比发生变化时，所述终端

触发所述 BSR 。

还需要注意的是，另外一种可能实现的方式为：终端已经触发 了 BSR

后，且收到上行资源后，上报 BSR 给基站，包含 LCG 中 PDCP 准备好的数

据，RLC 准备好的数据，MAC 尚未调度的数据。此时，如果终端检测到

MAC 有新的数据等待调度，则终端触发所述 BSR 。

在步骤 S102 之后，即所述终端触发 BSR 之后，也即所述终端做好发

送 BSR 给基站的准备之后，还包括：当所述终端收到上行资源后，终端发

送所述 BSR 给基站，所述基站根据所述 BSR ( BSR 携带 LCG 上准备好的

緩冲数据信息即緩冲数据大小对应的索引值 ) 为所述终端配置上行授权；

所述终端收到所述上行授权后，发送上行数据给所述基站。

至此，便完成了终端给基站发送上行数据的过程，通过上述方法，终

端通过检测DRB 和QoS flow 之间的映射关系是否发生变化，判断是否触发

BSR, 使得基站在基于流的QoS架构上，及时获知终端已准备好 了将要发送

的BSR ( 也即终端将要发送的数据的详细信息 ），这样能更有效地分配资源，

满足不同业务的不同QoS要求。

实施例二

本实施例是在实施例一的基础上緩冲区状态报告的触发方法的具体实

施方式，终端与小区1建立了连接，配置有两个数据无线承载 （DRB ) ，分

别为数据无线承载 1 ( DRB1 ) 和数据无线承载2 ( DRB2 ) ，并通知终端，

通过反射法获得DRB 和QoS flow 的映射关系。



DRB 和与归属的L C、LCG之间的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示：

步骤一：在第二时刻，终端检测DRB1 的下行数据包，解析出数据包中

包含QoS flow ID为1，生成DRB 和QoS flow 的映射关系，终端检测DRB2 的

下行数据包，解析出数据包中包含QoS flow ID为2，生成DRB 和QoS flow 的

映射关系 （初始映射关系），如下表所示：

步骤二：在第一时刻，终端检测到DRB2 的下行数据包中包含有QoS

flow ID为1，而且DRB2 的下行数据包中还包含有QoS flow ID为2，重新生成

DRB 和QoS flow 的映射关系 （第一映射关系），如下表所示：

终端检测到QoS flow ID1 与DRB 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 （也即DRB 和QoS

flow 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 ），触发BSR 。

步骤三：终端收到上行资源后，上报BSR给基站，携带变化前LCG0 ( 分

组为0的逻辑信道组 ），及LCG0 的緩冲数据大小（BS )对应的索引值，LCG1

( 分组为1的逻辑信道组 ），及LCG1 的BS对应的索引值。

其中，变化后LCG0 因为没有映射的QoS flow ID，或者LCGO没有緩冲

区数据，则变化后LCG0 的BSR无需上报。



步骤四：基站收到终端上报的BSR ，根据緩冲数据大小，配置上行授权。

步骤五：终端收到上行授权，发送上行数据给基站。

在一实施例中，上述步骤二实际上还需要进一步满足触发BSR更高的要

求，例如：

终端检测到QoS flow IDl 与DRB 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变化前QoS flow

ID 1映射的DRB 1对应的LCG0 ，对应的BS不为0；

或者，变化后QoS flow ID1 映射的DRB2 对应的LCG1 ，对应的BS不为0，

则触发BSR;

或者，变化前QoS flow ID1 映射的DRB1 对应的LCG0 ，对应的BS1，与

变化后QoS flow IDl 映射的DRB2 对应的LCGl ，对应的BS2 ，BS1和BS2不同，

则触发BSR ，所述不同，指的是，该BS对应的索引值不同；

或者，变化前QoS flow ID1 映射的DRB1 对应的LCG0 ，对应的BS1，低

于指定门限1，且变化后映射的DRB2 对应的LCG1 ，对应的BS2，高于指定

门限2，则触发BSR;

或者，变化前QoS flow ID1 映射的DRB1 对应的LCG0 ，对应的BS1，低

于指定门限1，则触发BSR;

或者，变化后映射的DRB2 对应的LCG1 ，对应的BS2，高于指定门限2，

则触发BSR 。

实施例三

本实施例是在实施例一的基础上緩冲区状态报告的触发方法的具体实

施方式，终端与小区2建立了连接，配置有两个数据无线承载 （DRB ) ，分

别为数据无线承载 1 ( DRB1 ) 和数据无线承载2 ( DRB2 ) ，并通知终端，

通过反射法获得数据无线承载和QoS flow 的映射关系。

DRB 和与归属的LC、LCG之间的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示：

无线承载 归属的 LC 归属的 LCG



数据无线承载 1 3 0

数据无线承载 4 1

步骤一：在第二时刻，终端检测DRB1 的下行数据包，解析出数据包中

包含QoS flow ID为1，包含的QoS flow ID为2，生成DRB 和QoS flow 的映射

关系，终端检测DRB2 的下行数据包，解析出数据包中包含QoS flow ID为3，

生成DRB 和QoS flow 的映射关系 （初始映射关系），如下表所示：

步骤二 ：在第一时刻，终端检测到DRB1 的下行数据包中包含有QoS

flow ID为1，DRB2 的下行数据包包含有QoS flow ID为2，还包含有QoS flow

ID为3，重新生成DRB 和QoS flow 的映射关系 （第一映射关系），如下表所

终端检测到QoS flow ID2 与DRB 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 （也即DRB 和QoS

flow 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 ），触发BSR。

步骤三：终端收到上行资源后，上报BSR给基站，携带变化前的LCG0 ，

及LCGO的緩冲数据大小对应的索引值，携带变化后的LCG1 ，及LCG1 的緩

冲数据大小对应的索引值。

步骤四：基站收到终端上报的BSR ，根据緩冲数据大小，配置上行授权。

步骤五：终端收到上行授权，发送上行数据给基站。



本实施例进一步优化后，上述步骤二实际上还需要进一步满足触发BSR

更高的要求，例如：

终端检测到QoS flow ID2 与DRB 的映射关系变化后，变化后QoS flow

ID2 映射的DRB2 对应的LCG1 ，与变化前QoS flow ID2 映射的DRB1 对应的

LCG0 不同，因此触发BSR;

或者，终端检测到QoS flow ID2 与DRB 的映射关系变化后，变化后QoS

flow ID2 映射的DRB2检测到有新数据到达，触发BSR 。

实施例四

本实施例是在实施例一的基础上緩冲区状态报告的触发方法的具体实

施方式，终端与小区3建立了连接，配置有两个数据无线承载 （BRD ) ，分

别为数据无线承载1 ( BRD1 ) 和数据无线承载2 ( BRD2 ) ，并通知终端，

通过显式配置法获得数据无线承载和QoS flow 的映射关系，如下表所示：

步骤一：T 1时刻，终端收到基站的RRC配置命令，修改QoS flow ID为1

映射到DRB2 ，如下表所示：

终端检测到QoS flow ID1 与DRB 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 （也即DRB 和QoS

flow 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 ），触发BSR 。

步骤二：终端收到上行资源后，上报BSR给基站，携带变化前LCG0 ，

及LCG0 的緩冲数据大小对应的索引值。变化后也是LCG0 ，因此无需特别



处理。

步骤三：基站收到终端上报的BSR ，根据緩冲数据大小，配置上行授权。

步骤四：终端收到上行授权，发送上行数据给基站。

本实施例进一步优化后，上述步骤二实际上还进一步满足了触发BSR

更高的要求，例如：

终端检测到QoS flow ID1 与DRB 的映射关系变化后，变化后QoS flow

ID1 映射的DRB2 对应的LCG0 ，与变化前QoS flow ID1 映射的DRB1 对应的

LCGO相同，因此可以不触发BSR。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此步骤时，可以

不触发BSR ，但是终端将继续监测QoS flow 与DRB 的映射关系是否有新的变

化，当有新的变化时，继续利用本申请的方法判断终端是否触发BSR 。

或者，终端收到基站的RRC配置命令，修改QoS flow ID1 映射到DRB2

后，如果基站在命令中携带触发BSR的指示，则触发BSR，如果没有携带指

示，则不触发BSR。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此步骤时，可以不触发BSR ，但

是终端将继续监测QoS flow 与DRB 的映射关系是否有新的变化，当有新的

变化时，继续利用本申请的方法判断终端是否触发BSR 。

实施例五

本实施例是在实施例一的基础上緩冲区状态报告的触发方法的具体实

施方式，终端与小区4建立了连接，配置有两个数据无线承载 （BRD ) ，分

别为数据无线承载 1 ( BRD1 ) 和数据无线承载2 ( BRD2 ) ，并通知终端，

通过显式配置法获得数据无线承载和QoS flow 的映射关系，如下表所示：

步骤一：T 1时刻，终端收到基站的RRC配置命令，修改QoS flow ID为2



映射到DRB2 ，如下表所示

终端检测到QoS flow ID2 与DRB 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 （也即DRB 和QoS

flow 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 ），触发BSR 。

步骤二：终端收到上行资源后，上报BSR给基站，携带变化前LCG0 ，

及LCG0 的緩冲数据大小对应的索引值。携带变化后LCG1 ，及LCG1 的緩冲

数据大小对应的索引值。

步骤三：基站收到终端上报的BSR ，根据緩冲数据大小，配置上行授权。

步骤 四：终端收到上行授权，发送上行数据给基站。

实施例六

以上 实施例 中，终端上报 BSR 时，携带终端侧 LCG 中緩冲数据 大小

( BS ) , BS包括分组数据汇聚PDCP层准备好的数据，和无线链路控制RLC

层准备好的数据，还可以包含媒体接入控制MAC ( Media Access Control,

MAC ) 层准备好的数据，其中MAC 准备好的数据，指的是，MAC 尚未调度

的数据。

步骤一 ：终端收到上行资源后，上报BSR给基站，包含LCG 中对应的

DRB 的PDCP层准备好的数据，RLC 层准备好的数据，MAC 层尚未调度的数

据。

步骤二 ：MAC 层检测到有新的数据等待调度，触发BSR 。

实施例七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七提供的緩冲区状态报告的触发方法的流程图，如

图4所示，该緩冲区状态报告的触发方法包括：



步骤 S201 : 终端检测到所述 DRB 为分割数据无线承载，且所述分割无

线承载的分流数据配比发生变化；

步骤S202: 所述终端触发所述緩冲区状态报告BSR 。

按照上述的触发方法，终端通过检测到DRB 是否为分割数据无线承载，

且所述分割无线承载的分流数据配比是否发生变化 ，判断是否触发BSR ，这

种BSR 的触发方法可以使得基站在基于流的QoS 架构上，及时获知终端将要

发送的BSR ( 也 即终端将要发送的数据的详细信息 ），这样能更有效地分配

资源，满足不同业务的不同QoS要求。

步骤S202 中，所述终端触发的BSR 中至少包括：主基站MeNB 上DRB 归

属的LCG 的BS信息，辅基站SeNB 上DRB 归属的LCG 的BS信息。

在步骤 S202之后 ，即所述终端触发 BSR 之后 ，也即所述终端做好发送

BSR 给基站的准备之后 ，还 包括：当所述终端收到上行资源后 ，终端发送所

述BSR 给基站，所述基站根据所述BSR ( BSR 携带准备好的緩冲数据信息即

緩冲数据 大小对应的索引值 ）为所述终端配置上行授权；所述终端收到所

述上行授权后 ，发送上行数据给所述基站。

实施例八

终端与小区5和 6建立 了连接 ，并配置 了双连接 ，小区5归属的基站是

MeNB , 另外一个是小区6，归属的基站是SeNB 。终端配置有一个数据无线

承载 （DRB ) ，为数据无线承载 1 ( DRB1 ) ，是分割数据无线承载，并通

知终端，通过反射法获得DRB 和QoS flow 的映射关系。另外，还通知终端，

对于分割数据无线承载DRB1 ，发送数据的分配比例是 ，通过MeNB 发送数

据的40% ，通过SeNb发送数据的60% 。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基站检测到SeNB 发生数据发送失败。

步骤二：基站等待 SeNB 恢复的过程 中，通知终端 ，DRB1 发送数据的

分配比例是 ，通过MeNB 发送数据的 100% ，通过SeNB 发送数据的0% 。



步骤三：终端收到基站的配置，检测到DRB1 为分割无线承载，且DRB1

的分流数据配比发生变化，则触发BSR 。

步骤 四：终端收到上行资源后 ，上报BSR 给基站，携带至少MeNB 上

DRB1 的BS信息，SeNB 上DRB1 的BS信息。

步骤五：基站收到终端上报的BSR ，根据緩冲数据大小，配置上行授权。

步骤六：终端收到上行授权，发送上行数据给基站。

上述步骤三之后，还可能发生的步骤为：基站检测到SeNB 恢复，重新

通知终端，DRB1 发送数据的分配比例是，通过MeNB 发送数据的30% ，通

过SeNB 发送数据的70% ，终端收到基站的配置，检测到DRB1 为分割无线承

载，且DRB1 的分流数据配比发生变化 ，则触发BSR ， BSR 至少包含MeNB

上DRB1 的BS信息，SeNB 上DRB1 的BS信息。

本 实施例以DRB 为例子说 明，对于信令无线承载 （signalling radio

bearer, SRB ) ，同样的处理方式。

实施例九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九提供的緩冲区状态报告的触发装置的结构框图，

如图5所示，该緩冲区状态报告的触发装置包括：

第一检测模块 301，配置为检测到 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映射关系发生

变化；

第一触发模块302 ，配置为触发BSR 。

所述触发装置，还包括：

第一发送模块 303，配置为收到上行资源后，发送所述 BSR 给基站，

以使所述基站为所述终端配置上行授权；还配置为收到所述上行授权后，

发送上行数据给所述基站。

所述终端触发的BSR 中至少包括：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映射关系发生

变化前，DRB 归属的逻辑信道组LCG 的緩冲数据大小BS信息；和DRB 和服



务质量流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后，DRB 归属的LCG 的BS信息。

所述终端触发的BSR 中包括：所述DRB 对应的分组数据汇聚PDCP 层的

緩冲区数据、无线链路控制RLC 层的緩冲区数据、以及媒体介入控制MAC

层尚未调度的数据。

所述终端检测到 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包括：

所述终端在第一时刻解析所述 DRB 的下行数据包，获得服务质量流量

标识，并生成 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第一映射关系，或者，所述终端收到

RRC 修改配置命令获得第一映射关系；

当所述第一映射关系与 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初始映射关系不同时，所

述终端检测到 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

所述初始映射关系包括：所述终端在第二时刻解析所述 DRB 的下行数

据包，获得服务质量流标识，并生成的初始映射关系；

或者，所述初始映射关系包括：所述终端通过RRC 初始配置命令获得

的初始映射关系。

所述终端检测到 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后，包括：

当所述终端确定所述 DRB 归属的逻辑信道组 LCG 发生变化时，所述

终端触发所 BSR;

或者，当所述终端确定所述 DRB 归属的 LCG 的 BS 发生变化时，所述

终端触发 BSR;

或者，当所述终端确定第一索引值和第二索引值至少有一个不为 0 时，

所述终端触发 BSR; 其中，所述第一索引值为 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映射关

系发生变化前，所述 DRB 归属的 LCG 的 BS 对应的索引值，所述第二索引

值为 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后，所述 DRB 归属的 LCG 的

BS 对应的索引值；

或者，当所述终端确定满足以下条件中的至少之一时，所述终端触发



所述 BSR; 其中，所述条件包括：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

前所述 DRB 归属的 LCG 的 BS 对应的索引值低于门限 1、DRB 和服务质量

流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后所述 DRB 归属的 LCG 的 BS对应的索引值高于门

限 2 ;

或者，当所述终端确定 DRB 有数据包到达时，所述终端触发所述 BSR 。

或者，当所述终端确定所述终端收到基站发送的触发BSR 的指示，所述

终端触发所述BSR; 其中，所述触发BSR 的指示通过RRC 进行配置。

当所述终端监测到所述DRB 对应的MAC 层有数据等待调度时，所述终

端触发所述BSR 。

实施例十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十提供的緩冲区状态报告的触发装置的结构框图，

如图6所示，该緩冲区状态报告的触发装置包括：

第二检测模块 401 ，配置为检测到所述 DRB 为分割数据无线承载，且

所述分割无线承载的分流数据配比发生变化；

第二触发模块 402 ，配置为触发 BSR 。

还包括：第二发送模块 403 ，配置为收到上行资源后，发送所述 BSR

给基站，以使所述基站为所述终端配置上行授权；还配置为收到所述上行

授权后，发送上行数据给所述基站。

所述终端触发的 BSR 中至少包括：主基站 MeNB 上 DRB 的 BS 信息，

辅基站 SeNB 上 DRB 的 BS 信息。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实施例九和实施例十之中的第一检测模块 301、第

一触发模块 302、和第一发送模块 303 ， 以及 第二检测模块 401 、第二触发

模块 402 、和第二发送模块 403 可 以通过软件或硬件来实现的，对于后者，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但不限于此：上述模块均位于同一处理器中；或

者，上述模块分别位于多个处理器中。



实施例十一

本发明第十一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终端，包括存储器和处理器，所述存

储器存储有程序，所述程序在被所述处理器读取执行时，执行以下操作：

检测到数据无线承载 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

触发緩冲区状态报告BSR 。

或者，执行以下操作：

终端检测到所述 DRB 为分割数据无线承载，且所述分割无线承载的分

流数据配比发生变化；

所述终端触发BSR 。

实施例十二

本发明的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存储介质。在本实施例中，上述存储介

质可以被设置为存储配置为执行以下步骤的程序代码：

步骤 S101 : 终端检测到数据无线承载 DRB 和服务质量流 QoS flow 的

映射关系发生变化；

步骤S102: 所述终端触发所述緩冲区状态报告BSR 。

在本实施例中，上述存储介质可以包括但不限于：U盘 、只读存储器

( ROM, Read-Only Memory ) 、随机存取存储器 （RAM, Random Access

Memory ) 、移动硬盘 、磁碟或者光盘等各种可以存储程序代码的介质。

在本实施例中，处理器根据存储介质 中已存储的程序代码执行上述实

施例记载的方法步骤。

本实施例中的具体示例可以参考上述实施例一至六及可选实施方式中

所描述的示例，本实施例在此不再赘述。

实施例十三

本发明的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存储介质。在本实施例中，上述存储介

质可以被设置为存储配置为执行以下步骤的程序代码：



步骤 S201 : 终端检测到所述 DRB 为分割数据无线承载，且所述分割无

线承载的分流数据配比发生变化；

步骤S202: 所述终端触发BSR 。

在本实施例中，上述存储介质可以包括但不限于：U盘 、只读存储器

( ROM, Read-Only Memory ) 、随机存取存储器 （RAM, Random Access

Memory ) 、移动硬盘 、磁碟或者光盘等各种可以存储程序代码的介质。

在本实施例中，处理器根据存储介质 中已存储的程序代码执行上述实

施例记载的方法步骤。

本实施例中的具体示例可以参考上述实施例七和八及可选实施方式中

所描述的示例，本实施例在此不再赘述。

在上述实施例中，终端通过检测DRB 和QoS flow 之间的映射关系是否

发生变化 ，判断是否触发BSR; 或者终端通过检测到DRB 是否为分割数据

无线承载，且所述分割无线承载的分流数据配比是否发生变化 ，判断是否

触发BSR ，终端这两种BSR 的触发方法可以使得基站在基于流的QoS 架构

上，及时获知终端 已准备好 了将要发送的BSR ( 也即终端将要发送的数据的

详细信息 ），这样能更有效地分配资源，满足不同业务的不同QoS要求。

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该明白，上述的本发明的各模块或各步骤

可以用通用的计算装置来实现，它们可以集中在单个的计算装置上，或者

分布在多个计算装置所组成的网络上，它们可以用计算装置可执行的程序

代码来实现，从而，可以将它们存储在存储装置中由计算装置来执行，并

且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以不同于此处的顺序执行所示出或描述的步骤 ，或

者将它们分别制作成各个集成电路模块，或者将它们 中的多个模块或步骤

制作成单个集成电路模块来实现。这样 ，本发明不限制于任何特定的硬件

和软件结合。

虽然本发明所揭露的实施方式如上，但所述的内容仅为便于理解本发



明而釆用的实施方式，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本发明所属领域内的技

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所揭露的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可以在实施的形

式及细节上进行任何的修改与变化，但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仍须以所

附的权利要求书所界定的范围为准。

工业实用性

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具有以下的有益效果：终端通过检测DRB 和

QoS flow 之间的映射关系是否发生变化，判断是否触发BSR; 或者终端通过

检测到DRB 是否为分割数据无线承载，且所述分割无线承载的分流数据配

比是否发生变化，判断是否触发BSR，终端这两种BSR的触发方法可以使得

基站在基于流的QoS架构上，及时获知终端已准备好了将要发送的BSR ( 也

即终端将要发送的数据的详细信息），这样能更有效地分配资源，满足不同

业务的不同QoS要求。



权利要求书

1、一种緩冲区状态报告的触发方法，包括：

终端检测到数据无线承载 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

所述终端触发緩冲区状态报告 BSR 。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触发方法，其中，还 包括：

所述终端收到上行资源后 ，发送所述 BSR 给基站，以使所述基站为所

述终端配置上行授权；

所述终端收到所述上行授权后，发送上行数据给所述基站。

3、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触发方法，其中，所述终端触发的 BSR 中包括：

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前，DRB 归属的逻辑信道组

LCG 的緩冲数据大小 BS 信息；和

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后，DRB 归属的 LCG 的 BS

信息。

4、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触发方法，其中，所述 BS 信息包括：所述 BS

对应的索引值。

5、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触发方法，其中，所述终端触发的 BSR 中包括：

所述 DRB 对应的分组数据汇聚 PDCP 层的緩冲区数据、无线链路控制 RLC

层的緩冲区数据、以及媒体介入控制 MAC 层尚未调度的数据。

6、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触发方法，其中，所述终端检测到 DRB 和服

务质量流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 包括：

所述终端在第一时刻解析所述 DRB 的下行数据 包，获得服务质量流量

标识，并生成 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第一映射关系，或者，所述终端收到无

线资源控制 RRC 修改配置命令，获得第一映射关系；

当所述第一映射关系与 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初始映射关系不同时，所

述终端检测到 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



7、如权利要求 6 所述的触发方法，其中，

所述初始映射关系包括：所述终端在第二时刻解析所述 DRB 的下行数

据包，获得服务质量流标识，并生成的初始映射关系；

或者，所述初始映射关系包括：所述终端通过 RRC 初始配置命令获得

的初始映射关系。

8、如权利要求 1-7 中任一项所述的触发方法，其中，所述终端触发 BSR ，

包括：

当所述终端确定所述 DRB 归属的逻辑信道组 LCG 发生变化时，所述

终端触发所述 BSR;

或者，当所述终端确定所述 DRB 归属的 LCG 的 BS发生变化时，所述

终端触发所述 BSR;

或者，当所述终端确定第一索引值和第二索引值至少有一个不为 0 时，

所述终端触发 BSR; 其中，所述第一索引值为 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映射关

系发生变化前，所述 DRB 归属的 LCG 的 BS 对应的索引值，所述第二索引

值为 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后，所述 DRB 归属的 LCG 的

BS 对应的索引值；

或者，当所述终端确定满足以下条件中的至少之一时，所述终端触发

所述 BSR; 其中，所述条件包括：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

前所述 DRB 归属的 LCG 的 BS 对应的索引值低于门限 1、DRB 和服务质量

流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后所述 DRB 归属的 LCG 的 BS对应的索引值高于门

限 2 ;

或者，当所述终端确定 DRB 有数据包到达时，所述终端触发所述 BSR;

或者，当所述终端确定所述终端收到基站发送的触发 BSR 的指示，所

述终端触发所述 BSR; 其中，所述触发 BSR 的指示通过 RRC 进行配置。

9、如权利要求 5 所述的触发方法，其中，当所述终端监测到所述 DRB



对应的 MAC 层有数据等待调度时，所述终端触发所述 BSR 。

10、一种緩冲区状态报告的触发方法，

终端检测到所述 DRB 为分割数据无线承载，且所述分割无线承载的分

流数据配比发生变化；

所述终端触发 BSR 。

11、如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触发方法，还包括：

所述终端收到上行资源后，发送所述 BSR 给基站，以使所述基站为所

述终端配置上行授权；

所述终端收到所述上行授权后，发送上行数据给所述基站。

12、如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触发方法，其中，所述终端触发的 BSR 中至

少包括：主基站 MeNB 上 DRB 归属的 LCG 的 BS 信息，辅基站 SeNB 上

DRB 归属的 LCG 的 BS信息。

13、一种緩冲区状态报告的触发装置，包括：

第一检测模块，配置为检测到 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

第一触发模块，配置为触发BSR 。

14、如权利要求 13所述的触发装置，还 包括：

第一发送模块，配置为收到上行资源后，发送所述 BSR 给基站，以使

所述基站为所述终端配置上行授权；还配置为收到所述上行授权后，发送

上行数据给所述基站。

15、一种緩冲区状态报告的触发装置，包括：

第二检测模块，配置为检测到所述 DRB 为分割数据无线承载，且所述

分割无线承载的分流数据配比发生变化；

第二触发模块，配置为触发 BSR 。

16、如权利要求 15 所述的触发装置，还 包括：

第二发送模块，配置为收到上行资源后，发送所述 BSR 给基站，以使



所述基站为所述终端配置上行授权；还配置为收到所述上行授权后 ，发送

上行数据给所述基站。

17、一种终端，包括存储器和处理器，所述存储器存储有程序 ，所述

程序在被所述处理器读取执行时，执行以下操作：

检测到数据无线承载 DRB 和服务质量流的映射关系发生变化；

触发緩冲区状态报告BSR 。

18、一种终端，其中，包括存储器和处理器，所述存储器存储有程序 ，

所述程序在被所述处理器读取执行时，执行以下操作：

终端检测到所述 DRB 为分割数据无线承载，且所述分割无线承载的分

流数据配比发生变化；

所述终端触发 BSR 。

19、一 种存储介质 ，其中，所述存储介质被设置为存储设置为执行权

利要求 1-9 中任一步骤的程序代码 。

20、一 种存储介质 ，其中，所述存储介质被设置为存储设置为执行权

利要求 10-12 中任一步骤的程序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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