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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

木发明公开了一种获得正交可变扩频闲子码的方法。该方法包括：对接收信号进行解扰 ( 101 ) ；将解扰后

的接收信号与第 到 256 种扩频因子为 256 的止交可变扩频因子码分别进行相关 （102) ；对相关后的 255 路信号

分别进行长度为 256 的相关值 累加 （103 ) ；对相关值累加后的 255 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第一预设值的累加平均

( 104) ；分别获得 255 路第一预设值累加下均后的信号的能量，将获得的 255 路能量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第二预

设值的累加平均 （105 ) ；根据 255 路第二预设倌累加平均后的能量信 号获得辅导频的正交可变扩频因子码 （106)

本发明使得不支持多入多出的用户设备可以根据接收到的信号获得辅导频的正交可变扩频 子码 。



获得正交可变扩频因子码的方法和用户设备
本申请要求于2010年9月7日提交中国专利局、申请号为201010276512.2 、

发明名称为"获得正交可变扩频因子码的方法和用户设备"的中国专利申请的

优先权，其全部内容通过引用结合在本申请中。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移动通信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获得正交可变扩频因子码的

方法和用户设备。

背景技术
在宽带码分多址 （Wideband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WCDMA ) 系

统中，导频信道是固定速率的下行物理信道，其用于传送导频符号。

在 WCDMA 系统中，基站如果使用双天线发射 , 则可以通过主辅导频模

式来发射导频符号。基站通过主天线发送主导频，主导频的正交可变扩频因子

码 ( Orthogonal Variable Spreading Factor code, OVSF ) 为 0 , 基站还通过辅天

线发送辅导频，辅导频的 OVSF 是基站通过信令告知用户设备。

发明人在研究现有技术的过程中发现，在配置为主辅导频模式的小区内，

若用户设备不支持多入多出 （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 MIMO )，无法接

收到基站发送的信令，从 而无法获得本小区的辅导频的 OVSF, 因而无法消除

来 自基站辅天线的干扰。

如果邻小区配置为主辅导频模式，那么本小区的用户设备无法获得邻小区

的辅导频的 OVSF, 因而无法消除来 自邻小区基站辅天线的干扰。

发明内容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可以使得不支持多入多出的用户设备获得正交可

变扩频因子码的方法以及用户设备。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实施例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获得正交可变扩频因子码的方法，包括：

对接收信号进行解扰；

将解扰后的接收信号与第 2到 256 种扩频因子为 256 的正交可变扩频因子

码分别进行相关；

对相关后的 255 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 256 的相关值累加；



对相关值 累加后的 255 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第一预设值的累加平均；

分别获得 5 路第一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信号的能量，将获得的 255 路能

量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第二预设值的累加平均；

根据 5 路第二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能量信号获得辅导频的正交可变扩

频 因子码。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获得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的方法，其 包括：

对接收信号进行解扰；

相关，所述 k 为正整数；

对相关后的 k 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 k 的相关值 累加；

对相关值 累加后的 k 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第三预设值的累加平均；

分别获得 k 路第三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信号的能量，将获得的 k 路能量信

号分别进行长度为第四预设值的累加平均；

根据 k 路第四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能量信号获得生成辅导频的正交可变

扩频 因子码且扩频 因子为 k 的第一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将所述第一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生成的扩频 因子为 256 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中第 2 到第 256/k 个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分别与所述解扰后的接收信号进

行相关；

对相关后的 256/k- 1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 256 的相关值 累加；

对相关值 累加后的 256/k-l 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第五预设值的累加平

均；

分别获得 256/k-l 路第五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信号的能量，将获得的能量

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第六预设值的累加平均；

根据 256/k-l 路第六预设值的累加平均后的能量信号获得辅导频的正交可

变扩频 因子码。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用户设备 ，其 包括：

第一接收单元 , 用于对接收信号进行解扰；

第一相关单元 ，用于将解扰后的接收信号与第 2 到 256 种扩频 因子为 256

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分别进行相关；



第一相关值 累加单元，用于对相关后的 255 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 256

的相关值 累加；

第一累加平均单元，用于对相关值 累加后的 255 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第

一预设值的累加平均；

第一获得单元，用于分别获得 5 路第一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信号的能

量；
第二 累加平均单元，用于将获得的 255 路能量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第二预

设值的累加平均；

第二获得单元，用于根据 5 路第二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能量信号获得辅

导频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用户设备 ，其 包括：

第二接收单元，用于对接收信号进行解扰；

第二相关单元，用于将解扰后的接收信号与 k 种扩频因子为 k 的正交可变

扩频因子码分别进行相关，所述 k 为正整数；

第二相关值 累加单元，用于对相关后的 k 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 k 的相关

值 累加；

第三 累加平均单元，用于对相关值 累加后的 k 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第三

预设值的累加平均；

第三获得单元，用于分别获得 k 路第三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信号的能量；

第四累加平均单元，用于将获得的 k 路能量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第四预设

值的累加平均；

第四获得单元，用于根据 k 路第四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能量信号获得生成

辅导频的正交可变扩频因子码且扩频因子为 k 的第一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所述第二相关单元还用于将所述第一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生成的扩频 因

子为 256 的正交可变扩频因子中第 2 到第 256/k 个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分别与所

述解扰后的接收信号进行相关；

所述第二相关值 累加单元还用于对相关后的 256/k-l 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

为 256 的相关值 累加；

所述第三累加平均单元还用于对相关值 累加后的 256/k-l 路信号分别进行



长度为第五预设值的累加平均；

所述第三获得单元还用于分别获得 256/k-l 路 第五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信

号的能量，将获得的能量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第六预设值 的累加平均；

所述第四获得单元还用于根据 256/k- 1路第六预设值 的累加平均后的能量

信号获得辅导频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本发 明实施例通过将解扰后的信号与 255 种扩频 因子为 256 的 OVSF 进行

相关并进行相关值 累加 ，可以使得其它信道的干扰得到一定程度的抵 消，从 而

使得辅导频发送 固定符号的性质得到增强，相关值 累加后的信号能量更大，进

而可 以根据第二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能量信号来获得辅导频的 OVSF 码 ，使得

不支持多入多出的用户设备可以根据接收到的信号获得辅导频的 OVSF 码 。

附图说 明

为 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 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现有技术和 实施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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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附图。

图 1是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供的获得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的方法流程 图；

图 2 是本发 明实施例二提供的获得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的方法流程 图；

图 3 是本发 明实施例三提供的用户设备 的结构示意图；

图 4 是本发 明实施例四提供的用户设备 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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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发 明保护的范围。

本发 明提供 了一种获得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的方法和用户设备 。为 了更好

的理解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 , 下面结合 附图对本发 明提供的实施例进行详 细地描

述。

参见 图 1，图 1是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供的获得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的方法

的流程 图。



在本发 明实施例中，用户设备接收基站发射的信号，基站发射的信号中插

进行扩频，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获得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的方法可以包括：

101、对接收信号进行解扰。

具体的，用户设备对接收到的信号进行解扰。

102、将解扰后的接收信号与第 2 到 256 种扩频 因子为 256 的正交可变扩

频 因子码分别进行相关。

具体的，用户设备将解扰后的接收信号与第 2 到 256 种扩频 因子为 256

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分别进行相关，得到 255 路相关后的信号。

在本发 明实施例中，第 1种扩频 因子为 256 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为主导

频在发射端进行扩频时使用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103、对相关后的 255 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 256 的相关值 累加。

具体的，用户设备可以对相关后的 255 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 256 的相关

值 累加 ，从 而 实现对 SF=256 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的解扩。

104、对相关值 累加后的 255 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第一预设值的累加平

均。

具体的，用户设备对相关值 累加后的 255 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第一预设

值的累加平均。其中，累加平均的 目的是提 高接收信号的质量，第一预设值可

以根据信道变化快慢来确定，若信道变化越快则第一预设值越小，信道变化越

慢 ，则第一预设值越大。

105、分别获得 5 路第一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信号的能量，将获得的 255

路能量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第二预设值的累加平均。

具体的，用户设备分别获得 5 路第一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信号的能量，

然后将获得的 255 路能量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第二预设值的累加平均。

其中，本发明实施例进行 累加平均可以降低信号中噪声能量的变化范围，

降低噪声对最终的判决结果的影响。第二预设值可以根据具体的实施代价来确

定，若需要获得更精确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则设置较大的第二预设值。

106、根据 5 路第二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能量信号获得辅导频的正交可

变扩频 因子码。



具体的，用户设备根据 5 路第二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能量信号获得辅导

频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

在本发 明实施例中，由于 OVSF 码之 间是正交的，使用正确的 OVSF 码对

解扰后信号进行解扩得到的信号会具有较 高的能量 ，另外，由于辅导频发射 的

是 固定符号，而除了主导频外其它信道发送的不是 固定符号，本发 明实施例通

加 ，可以使得其它信道的干扰得到一定程度的抵 消，从 而使得辅导频发送 固定

符号的性质得到增强，相 关值 累加后的信号能量更大，进 而可 以根据第二预设

值 累加平均后的能量信号来获得辅导频的 OVSF 码 ，使得不支持多入多出的用

户设备可以根据接收到的信号获得辅导频的 OVSF 码 。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获取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的方法可以使用在 当前小

区配置为主辅导频模式下，此时不支持 MIMO 的用户设备在获得本小区辅导

频的 OVSF 之后 ，可 以根据辅导频的 OVSF 消除基站辅天线的干扰 。另夕卜，本

发 明实施例还可以使用在邻小区配置为主辅导频模式的场景 中，那么本小区的

用户设备获取 的邻小区的辅导频的 OVSF, 从 而 据邻小区的辅导频的 OVSF

消除邻 小区基站辅天线的干扰 。

进一步的，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供的获得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的方法中，根

据 255 路第二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能量信号获得辅导频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

码的步骤具体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

1 ) 若 255 路第二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能量信号的 当前值 中的最大值 M l

大于次大值 M 2 的第一预设倍数 ，则获得最大值 M l 对应 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

码 。

具体的，用户设备可以获得 5 路第二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能量信号的 当

前值 中的最大值 M l 以及 次大值 M 2。若最大值 M l 大于次大值 M 2 的第一预

因子码 ，用户设备 即可获得最大值 M l 对应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2 ) 连续获得预设 N 个周期 内 255 路第二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能量信号的

N 个最大值 ，若 N 个最大值 中相 同的最大值连续 出现的次数 大于或等于第一

预设次数 ，且相 同的最大值对应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相 同，则获得最大值对



应的正交可变扩频因子码。

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一预设次数和第一预设倍数可以根据判决的准确度来

确定，若要求本发明实施例获取的辅导频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的准确度较

高，则设置较大的第一预设次数和第一预设倍数，反之设置较小的第一预设次

数和第一预设倍数。

需要指出的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根据 5 路第二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能量

可以使用其它的方法。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在获得辅导频的正交可变扩频因子码之后，可以根据

辅导频的正交可变扩频因子码对接收信号进行加扰解扩，并对解扰解扩后的信

号进行信道估计 , 从 而 消除基站辅天线发射的信号产生的干扰。

为更伴细的理解本发明实施例，下面给出根据获得的辅导频的正交可变扩

频因子码来消除基站辅天线发射的信号产生的干扰的具体推导过程。

用户设备接收信号可以表示为：

κ
= H + H + n

z=l

其中，r 是接收信号，X 是期望信号，H 是期望信号的信道，x i 为干扰信

号，H i 干扰信号的信道，n 是高斯白噪声。

那么线性最小均方误差 （Linear Minimum Mean Square Error, LMMSE )

算法均衡矢量可以表示为：

= H H Η Η¾ + Η + „2Ι

其中， 为期望信号功率，、 为第 i 个干扰信号功率， σ " 为噪声功率。

Rxy 是发送信号和接收信号的互相关矩阵，Ryy 是接收信号的 自相关矩阵，HH

是信道估计矩阵的共轭转置矩阵，I 代表单位阵。



由于信道估计矩阵是通过导频得到的，只有知道 了导频的 OVSF 才能对正

确地对导频进行解扰解扩 ，进而信道估计 ，进而求得均衡矢量进行干扰消除。

本发 明实施例使用均衡矢量对接收信号进行滤波，滤波后的信号为 y=wr,

即消除干扰后的信号。

实施例二

参见 图 2，图 2 是本发 明实施例二提供的获得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的方法

流程 图。

在本发 明实施例二提供的获得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的方法可以包括：

201、对接收信号进行解扰 。

具体的，步骤 201 的执行过程和上述实施例一中的步骤 101 相 同，详情参

见上述实施例一。

202、将解扰后的接收信号与 k 种扩频 因子为 k 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分

别进行相关，k 为正整数 。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用户设备将解扰后的接收信号与 k 种扩频 因子为 k

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分别进行相关，k 为正整数 ，得到 k 路相 关后的信号。

其 中，扩频 因子 k 可以取 2、 4、 8、 16、 32、 64 或 128。

203、对相 关后的 k 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 k 的相 关值 累加 。

具体的，用户设备对相 关后的 k 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 k 的相关值 累加 ，

从 而 实现对 SF=k 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的解扩。

204 、对相 关值 累加后的 k 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第三预设值 的累加平均。

具体的 , 用户设备对相关值 累加后的 k 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第三预设值

的累加平均。其 中，累加平均的 目的是提 高接收信号的质量。第三预设值可以

根据信道变化快慢来确定 ，若信道变化越快则第三预设值越 小，信道变化越慢 ，

则第三预设值越大。

205、分别获得 k 路第三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信号的能量，将获得的 k 路

能量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第四预设值的累加平均。

具体的，用户设备可以分别获得 k 路第三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信号的能

量 ，将获得的 k 路 能量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第四预设值的累加平均。

其 中，进行 累加平均可以降低信号中噪声能量的变化范围，降低噪声对最



终的判决结果的影响。第四预设值可 以根据具体 的实施代价来确定 ，若需要获

得 更精确的正 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则设 置较 大的第四预设值 。

206 、根据 k 路第四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 的能量信号获得 满足 第二预设条件

的第一正 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由于辅导频发送的是 固定的符号且 OVSF 码之 间是正

交的。通过将接 收信号与 k 种扩频 因子为 k 的 OVSF 码进行相 关和相 关值 累加 ，

使得其 它信道使用的 OVSF 码对辅导频的干扰减 小，因而辅导频发送 固定符号

的性质 得 到增 强 ，进 而 可 以根据 第二预设 值 累加 平 均后 的 能量信 号来获得

OVSF 码树上生成辅导频 OVSF 码 的 SF=k 的 OVSF 码 。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在执行 步骤 206 后 ，即可获知辅导频 的 OVSF 码 的范

围是第一正 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所生成的 SF=265 中的正 交可 变扩频 因子码 。

207 、将第一正 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生成的扩频 因子为 256 的正 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中第 2 到第 256/k 个正 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分别与解扰后 的接 收信号进行

相 关。

其 中，第一正 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生成的扩频 因子为 256 的正 交可 变扩频 因

子码 的数量为 256/k ，用户设备将 256/k 个 SF-256 的正 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中第

到第 256/k 个正 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分别与解扰后 的接 收信号进行相 关。另外 ，

256/k 表 示 256 除以 k ， "/，，表示除号。

频 因子码 。

208 、对相 关后 的 256/k-l 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 为 256 的相 关值 累加 。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进行相 关值 累加后可 以实现对 SF=256 的正 交可变扩

频 因子码 的解扩 。其 中，256/k-l 表 示 256 除以 k 的商减 1。

209 、对相 关值 累加后 的 256/k-l 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 为第五预设值 的 累加

平均。

用户设备对相 关值 累加后 的 256/k-l 路信号分别进行 长度 为第五预设值 的

累加平均。其 中，累加平均的 目的是提 高接 收信号的质量 ，第五预设值可 以根

据信道变化快慢来确定 ，若信 道变化越快则第五预设值越 小，信道变化越慢 ，

则第五预设值越 大。



210、分别获得 256/k-l 路第五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信号的能量，将获得的

能量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第六预设值的累加平均。

其中，进行 累加平均可以降低信号中噪声能量的变化范围，降低噪声对最

终的判决结果的影响。第六预设值可以根据具体的实施代价来确定，若需要获

得更精确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则设置较 大的第六预设值 。

2 11、根据 256/k-l 路第六预设值的累加平均后的能量信号获得辅导频的正

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具体的，用户设备可以获得 256/k-l 路第六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能量信号

的当前值 中的最大值 L 1 以及 次大值 L2, 若 L 1 大于 L2 的第二预设倍数 ，则

码 ，用户设备获得最大值 L 1对应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另夕卜，本发明实施例在执行步骤 2 11 时还可 以连续获得预设 N 个周期 内 k

路第四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能量信号的 N 个最大值 ，N 为大于 1 的整数。若 N

个最大值 中相 同的最大值连续 出现的次数大于或等于第二预设次数 ，且相 同的

最大值对应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相 同，则该最大值对应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

码为辅导频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用户设备获得相 同的最大值对应的扩频 因

子为 k 的第一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由于 OVSF 码之间是正交的，使用正确的 OVSF 码对

解扰后信号进行解扩得到的信号会具有较 高的能量，另外，由于辅导频发射的

是 固定符号，而除了主导频外其它信道发送的不是 固定符号，本发 明实施例通

过将解扰后的信号与 256/k-l 种扩频 因子为 256 的 OVSF 进行相关并进行相关

值 累加 ，可以使得其它信道的干扰得到一定程度的抵消，从而使得辅导频发送

固定符号的性质得到增强，相关值 累加后的信号能量更大，进而可以才良据第二

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能量信号来获得辅导频的 OVSF 码 ，使得不支持多入多出

的用户设备可以根据接收到的信号获得辅导频的 OVSF 码 。

相对于本发 明实施例一，本发 明实施例二需要对解扰后的信号与正交可变

扩频 因子码相关的次数为 k-l+256/k 次 ，相对于实施例一中需要进行 255 次相

关相比 , 本发明实施例二提供的获取辅导频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的实现代价

较 小。



进一步的，在本发 明实施例二提供 的获得正 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的方法中，

上述根据 k 路第四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 的能量信 号获得 满足第二预设 条件 的第

一正 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步骤 206 ) 具体可 以通过如下方式来 实现 ：

1 )若 路第四预 设值 累加平均后 的能量信 号的 当前值 中的最大值 L 1 大于

次大值 L 的第二预设倍数 ，则获得最大值 L 1 对应 的扩频 因子为 k 的第一正

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

具体 的，用户设备可 以获得 k 路第二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 的能量信号的 当前

值 中的最大值 L 1 以及 次大值 L2。若最大值 L 1 大于次大值 L 的第二预设倍

码 ，用户设备 即可获得 最大值 L 1对应 的正 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

2 ) 连续获得预设 N 个周期 内 k 路第四预 设 值 累加平均后 的能量信号的 N

个最大值 ，若 N 个最大值 中相 同的最大值连续 出现 的次数 大于或等于第二预

设 次数 ，且相 同的最大值对应 的正 交可 变扩频 因子码相 同，则获得相 同的最大

值对应 的扩频 因子为 k 的第一正 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N 为大于 1 的整数 。

本发 明实施例 中 , 第二预设 次数可 以根据和第二预设倍数可 以根据判决的

准确度 来确定 ，若要求本发 明实施例获取 的辅导频的正 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的准

确度较 高，则设 置较 大的第二预设 次数和第二预设倍数 ，反之设 置较 小的第二

预设 次数和第二预设倍数 。

需要指 出的是 ，本发 明实施例 中根据 k 路第四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 的能量信

以使用其它的方法。

以上对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获得正 交可 变扩频 因子码 的方法进行 了详 细

介 绍 ，下面再给 出和本发 明方法实施例对应 的装置。

实施例三

参见 图 3 , 图 3 是本发 明实施例三提供 的用户设备 的结构示意 图。

本发 明实施例三提供 的用户设备 包括 ：

第一接 收单元 301 , 用于对接 收信号进行解扰 ；

第一相 关单元 302, 用 于将解扰后 的接 收信号与第 2 到 256 种扩频 因子为

256 的正 交可 变扩频 因子码分别进行相 关；



第一相 关值 累加单元 303 , 用于对相 关后 的 255 路信 号分别进行长度 为 256

的相 关值 累加 ；

第一 累加平均单元 304, 用 于对相 关值 累加后 的 255 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

为第一预设值 的 累加平均；

第一获得单元 305 , 用于分别获得 5 路第一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 的信 号的
匕善 .匕里 ,

第二 累加平均单元 306, 用 于将获得 的 255 路 能量信号分别进行 长度 为第

二预设值 的 累加平均；

第二获得单元 307, 用 于根据 5 路 第二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 的能量信 号获

得辅导频的正 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

本发 明实施例三提供 的用户设备 可 以使 用在 前述对应 的实施例一提供 的

获得正 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的方法 中，详 细执行过程参见上述方法实施例 ，在此

不再重复描述 。

进一步的 ，在本发 明实施例三提供 的用户设备 中，第二获得单元 307 根据

25 路 第二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 的能量信号获得辅导频的正 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

包括 ：

第二获得单元 307 具体用于在 k 路 第四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 的能量信 号的 当

前值 中的最大值 M l 大于次大值 M 2 的第一预设倍数 时，则获得所述最大值

M l 对应 的扩频 因子为 k 的第一正 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或者 ，连续获得预设 N

个周期 内 k 路 第四预 设 值 累加平均后 的能量信号的 N 个最大值 ，若 N 个最大

值 中相 同的最大值连续 出现的次数 大于或等于第一预设 次数 ，且 所述相 同的最

大值对应 的正 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相 同，则获得所述相 同的最大值对应 的扩频 因

子为 k 的第一正交可 变扩频 因子码 ，所述 N 为大于 1 的正整数 。

参见 图 4 , 图 4 是本发 明实施例四提供 的用户设备 的结构示意 图。

本发 明实施例四提供 的用户设备 包括 ：

第二接 收单元 401 ，用于对接 收信 号进行解扰 ；

第二相 关单元 402, 用 于将解扰后 的接收信号与 k 种扩频 因子为 k 的正 交

可 变扩频 因子码分别进行相 关，所述 k 为正整数 ；

第二相 关值 累加单元 403 , 用于对相 关后 的 k 路信 号分别进行长度 为 k 的



相关值 累加；

第三 累加平均单元 404, 用于对相关值 累加后的 k 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

第三预设值的累加平均；

第三获得单元 405 , 用于分别获得 k 路第三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信号的能

量；

第四累加平均单元 406, 用于将获得的 k 路能量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第四

预设值的累加平均；

第四获得单元 407 , 用于根据 k 路第四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能量信号获得

生成辅导频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且扩频 因子为 k 的第一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

码；

所述第二相关单元 402 还用于将所述第一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生成的扩

频 因子为 256 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中第 2 到第 256/k 个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分别

与所述解扰后的接收信号进行相关；

所述第二相关值 累加单元 403 还用于对相关后的 256/k-l 路信号分别进行

长度为 256 的相关值 累加；

所述第三 累加平均单元 404 还用于对相关值 累加后的 256/k-l 路信号分别

进行长度为第五预设值的累加平均；

所述第三获得单元 405 还用于分别获得 256/k-l 路第五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

的信号的能量，将获得的能量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第六预设值的累加平均；

所述第四获得单元 407 还用于根据 256/k-l 路第六预设值的累加平均后的

能量信号获得辅导频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本发 明实施例四提供的用户设备可以使用在前述对应的实施例二提供的

获得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的方法中，详细执行过程参见上述方法实施例，在此

不再重复描述。

进一步的，在本发明实施例四提供的用户设备 中，第四获得单元 407 获得

根据 k 路第四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能量信号获得生成辅导频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且扩频 因子为 k 的第一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包括：

第四获得单元 407 具体用于在 k 路第四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能量信号的当

前值 中的最大值 M l 大于次大值 M 2 的第二预设倍数时，则获得所述最大值



M l 对应的扩频因子为 k 的第一正交可变扩频因子码，或者

第四获得单元 407 连续获得预设 N 个周期 内 k 路第四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

的能量信号的 N 个最大值，若 N 个最大值中相同的最大值连续出现的次数大

于或等于第二预设次数，且相 同的最大值对应的正交可变扩频因子码相同，则

获得所述相同的最大值对应的扩频因子为 k 的第一正交可变扩频因子码， N

为大于 1 的正整数。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用户设备中各单元之间的信息交互、执行过程等内容，

由于与本发明方法实施例基于同一构思，具体 内容可参见本发明方法实施例中

的叙述，此处不再赘述。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实现上述实施例方法中的全部或部分流程，

是可以通过计算机程序来指令相关的硬件来完成，的程序可存储于计算机可读

取存储介质 中，该程序在执行时，可包括如上述各方法的实施例的流程。其中，

的存储介质可为磁碟、光盘、只读存储记忆体 （Read-Only Memory, ROM )

或随才踏 储记忆体 ( Random Access Memory, RAM ) 等。

以上对本发明提供的获得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的方法和用户设备进行 了

详细介绍，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据本发明实施例的思想，在具体实

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

制。



权 利 要 求

1、一种获得正 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

对接收信号进行解扰；

将解扰后的接 收信号与第 2 到 256 种扩频 因子为 256 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

码分别进行相 关；

对相 关后的 255 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 256 的相 关值 累加；

对相 关值 累加后的 255 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第一预设值 的累加平均；

分别获得 5 路第一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 的信号的能量 ，将获得 的 255 路 能

量信号分别进行长度 为第二预设值 的累加平均；

根据 5 路第二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 的能量信号获得辅导频的正 交可变扩

频 因子码 。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根据 255 路第二预设

值 累加平均后的能量信号获得辅导频的正 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 包括：

若 255 路 第二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能量信号的 当前值 中的最大值 M l 大于

次大值 M 的第一预设倍数 ，则获得所述最大值 M l 对应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

码 ，或者

连续获得预设 N 个周期 内 255 路 第二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能量信号的 N

个最大值 ，若 N 个最大值 中相 同的最大值连续 出现的次数 大于或等于第一预

设 次数 ，且所述相 同的最大值对应的正 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相 同，则获得所述相

同的最大值对应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所述 N 为大于 1 的正整数 。

3、一种获得正 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 ：

对接 收信号进行解扰；

相 关，所述 k 为正整数 ；

对相 关后的 k 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 为 k 的相 关值 累加；

对相 关值 累加后的 k 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 为第三预设值 的累加平均；

分别获得 k 路第三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信号的能量 ，将获得 的 k 路 能量信

号分别进行长度为第四预设值 的 累加平均；

根据 k 路第四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能量信号获得生成辅导频的正 交可变



扩频 因子码且扩频 因子为 k 的第一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将所述第一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生成的扩频 因子为 256 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中第 2 到第 256/k 个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分别与所述解扰后的接收信号进

行相关；

对相关后的 256/k- 1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 256 的相关值 累加；

对相关值 累加后的 256/k-l 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第五预设值的累加平

均；

分别获得 256/k-l 路第五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信号的能量，将获得的能量

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第六预设值的累加平均；

根据 256/k-l 路第六预设值的累加平均后的能量信号获得辅导频的正交可

变扩频 因子码。

4、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 k 路第四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能量信号获得生成辅导频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且扩频 因子为

k 的第一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包括：

若 k 路第四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能量信号的当前值 中的最大值 L 1 大于次

大值 L 的第二预设倍数 ，则获得所述最大值 L 1 对应的扩频 因子为 k 的第一

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或者

连续获得预设 N 个周期 内 k 路第四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能量信号的 N 个

最大值 ，若 N 个最大值 中相 同的最大值连续 出现的次数大于或等于第一预设

次数 ，且所述相 同的最大值对应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相 同，则获得所述相 同

的最大值对应的扩频 因子为 k 的第一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所述 N 为大于 1

的整数。

5、一种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一接收单元 , 用于对接收信号进行解扰；

第一相关单元 ，用于将解扰后的接收信号与第 2 到 256 种扩频 因子为 256

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分别进行相关；

第一相关值 累加单元，用于对相关后的 255 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 256

的相关值 累加；

第一 累加平均单元，用于对相关值 累加后的 255 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第



一预设值 的 累加平均；

第一获得单元 ，用于分别获得 5 路第一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 的信号的能

量；

第二 累加平均单元 ，用于将获得的 255 路 能量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第二预

设值 的 累加平均；

第二获得单元 ，用于根据 5 路第二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能量信号获得辅

导频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

6、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获得单元根

据 255 路第二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 的能量信号获得辅导频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

码 ，包括：

第二获得单元在 k 路第四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 的能量信号的 当前值 中的最

大值 M l 大于次大值 M 的第二预设倍数 时，则获得所述最大值 M l 对应的扩

频 因子为 k 的第一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或者 ，

第二获得单元连续获得预设 N 个周期 内 k 路第四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 的能

量信号的 N 个最大值 ，若 N 个最大值 中相 同的最大值连续 出现的次数 大于或

等于第二预设 次数 ，且所述相 同的最大值对应的正 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相 同，则

获得所述相 同的最大值对应的扩频 因子为 k 的第一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所述

N 为大于 1 的正整数 。

7、一种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二接 收单元 ，用于对接收信号进行解扰；

第二相 关单元 ，用于将解扰后的接收信号与 k 种扩频 因子为 k 的正 交可变

扩频 因子码分别进行相 关，所述 k 为正整数 ；

第二相 关值 累加单元 ，用于对相 关后的 k 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 为 k 的相 关

值 累加；

第三 累加平均单元 ，用于对相 关值 累加后 的 k 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第三

预设值 的累加平均；

第三获得单元 ，用于分别获得 k 路第三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信号的能量；

第四 累加平均单元 ，用于将获得的 k 路 能量信号分别进行长度 为第四预设

值 的累加平均；



第四获得单元，用于根据 k 路第四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能量信号获得生成

辅导频的正交可变扩频因子码且扩频因子为 k 的第一正交可变扩频因子码；

所述第二相关单元还用于将所述第一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生成的扩频 因

子为 256 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中第 2 到第 256/k 个正交可变扩频因子分别与所

述解扰后的接收信号进行相关；

所述第二相关值 累加单元还用于对相关后的 256/k-l 路信号分别进行长度

为 256 的相关值 累加；

所述第三累加平均单元还用于对相关值 累加后的 256/k-l 路信号分别进行

长度为第五预设值的累加平均；

所述第三获得单元还用于分别获得 256/k-l 路第五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信

号的能量，将获得的能量信号分别进行长度为第六预设值的累加平均；

所述第四获得单元还用于根据 256/k-l 路第六预设值的累加平均后的能量

信号获得辅导频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

8、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用户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第四获得单元获

得根据 k 路第四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能量信号获得生成辅导频的正交可变扩

频因子码且扩频因子为 k 的第一正交可变扩频因子码，包括：

所述第四获得单元在 k 路第四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的能量信号的当前值 中

的最大值 L 1 大于次大值 L2 的第二预设倍数时，则获得所述最大值 L 1对应的

扩频因子为 k 的第一正交可变扩频因子码，或者

所述第四获得单元连续获得预设 N 个周期 内 k 路第四预设值 累加平均后

的能量信号的 N 个最大值 ，若 N 个最大值 中相 同的最大值连续出现的次数大

于或等于第二预设次数 ，且所述相 同的最大值对应的正交可变扩频 因子码相

同，则获得所述相 同的最大值对应的扩频因子为 k 的第一正交可变扩频因子

码 ，所述 N 为大于 1 的正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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