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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基站和元我中蛙站的元域侍渝岡烙的自這座管理方法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一神元域侍瑜岡絡的管理方法，特別涉及包含基站和元域 中

錐站的元域估瑜岡絡的管理方法。

背景技木

占前存在有多神元域通信系統，它們的一介共同魚是 站魚架改夏染，

基站需要有域支持，基站的覆蓋相吋固定。 由于元域通信杯境的夏染性，比

如侍播路往上建筑物的阻挫，或者基站和用戶的接收天域和友射天域之同存
在障得物等，使得用戶赴于基站服芬的盲匡。速梓，呈然用戶赴于基站覆蓋

的小匡之札 但是邦元法七基站之間保持正常的通信，早致用戶的通信戾量
尹重下降 甚至，用戶元法接入系統。吋于小匡逆緣的用戶 ，由于信考努枋

較長路往的侍播，信寺衰減丹重，八而影晌用戶和基站之同的通信辰量和服
各辰量，比如，力了保征小 匹述緣用戶能移正常的接收基站的信寺，只 能采
用低阱的編硝稠制方式，迷梓就降低了用戶的數搪速率 如果力了保征用戶

的數搪速率而采用 高什的編碼調制方式，則基站和用戶的友射功率都需要增

加，迷梓吋小匡中的其他用戶以及郊小匹的用戶造成干抗。 另外，隨看座用

的深入，送些元域接入系統不能很好的滿足隨和突友的元域接入需求和一些

有域不可迭匡域的覆蓋。

因此，力了折展基站服各匡域的覆蓋，以及改善小匹迫緣用戶的服各底
量，占前已銓存在多神中錐 系統，即通迂中錐站完成基站占用戶之同的通信。

較早出現的中錐 系統是模拙中錐 系統 。 中錐站接收到信寺之后，不迸行
教字部分的赴理，只是把接收的信考迸行模拙放大，然后友送給用戶，或者
基站，或者下一介中錐站。迷科中錐方法筒羊，但是缺魚明昱，除了有效信
考之外，中錐站接收的帝內干抗信寺也舍被放大，井錐鏤在友送路往上侍瑜。

迷祥，銓迂中錐站之后，有用信于的可信度降低。

隨看技木的友展，數字中錐 系統逐步成熟 。核 系統吋接收到的信寺可以



迸行解調解硝，逆原 出信源信青，井迸行一定的存儲和赴理，然后再編碼稠

制，友送給用戶，或者基站，或者下一介中姓站。迷科中錐方法克服了模拙

信考的噪戶侍速，提高了侍瑜的可靠性。

一般的，元域 系統力高速率的元域數搪侍瑜提供的是魚到多魚的岡塔拓

朴錯枸 。力了解決核元域 系統中基站服各盲匹以及小 匹述緣用戶通信辰量的

岡題，元域 中錐站的概念被引入到元域 岡絡中，而尤域 中鑑站本身具各固定

性，游牧性，以及移功性，村整介元域 岡塔的功怒枸建和稠整等管理提出了

新的挑城。

但是迷美元我中姓站的引入使得元我岡絡的管理交得非常夏染 。借統的

中蛙站的建改，堆妒，仇化等都是由人工迸行，吋于宴阮座用未說，工作量

非常大。而教字中牲站可以 自行迸行基帶的赴理，有一定的控制和資源調度
能力，近可以迭捧接入的基站或者中錐站。迷些特魚力元域中牲站的 自配置，
自伉化提供了基拙。

在有域 P 岡絡中，路由表可以用采郡助路由岡夫迭梓最佳路往，迸行
路由仇化，路由岡芙需要功怒堆妒路由表。但是迷科方式在元域侍偷岡中元

法這用，主要有以下原旺
元域侍瑜岡絡的各介市魚可以 因力元域杯境友生狀況，而寺致元哉健路

友生更新 。 速占有域岡塔中固定的達接不同。

元域侍瑜岡塔的元找鏈路可靠性占有域 岡絡不同。

元域侍瑜岡絡每介健路需要占用元域資源，元找鏈路一旦建立就已努 占

用 了元域資源 。

基于以上岡題，如何在元域岡絡中迸行元域中錐站的 自配置，自主仇化
需要重新考慮解決方案。

友明內容

本友明要解決的技木問題是提供一科 包含基站和元域 中姓站的元域侍

瑜岡絡的 自迢座管理方法，可以更合理和高效地迸行核元域估瑜 岡絡的管理

如接入、配置和稠度，有效地提高其服各戾量和資源利用率。



力了解決上迷技木岡題，本友明提供了一神包含基站和元域中姓站的元

域侍瑜岡絡的 自迢座管理方法，座用于一介基站及其所轄元域中魅站組成的

元域估瑜岡絡組，核方法包括以下步驟

a 元域估瑜岡絡組中的管理布魚劍建本姐的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結枸

b ) 管理市魚在元域估瑜 岡絡姐的岡絡拓朴芙 系友生交化忖，史新本
姐的元域同絡拓朴信息

C 管理布魚利用本姐的元域岡絡拓朴信息及相座策略，吋所轄的元

域中錐站和移功終端迸行管理。

迸一步地，上迷方法近可具有以下特魚，所迷管理市魚力基站。

迸一步地，上迷方法迂可具有以下特魚，在元域侍瑜岡絡粗中，將下轄

有其它元域中姓站的元域中姓站作力代理市魚，咳元域中姓站及其下轄的元

域 中魅站姐成一介元域侍瑜子岡，由核代理市魚劍建所在元找侍瑜子岡的元

域 岡絡拓朴信息結枸，筑 責在孩元域侍瑜子岡的岡絡拓朴芙 系友生交化吋更

新元域岡絡拓朴信息，井上扳到所在元哉侍偷岡絡組的管理市魚，由管理市

魚完成本元域侍瑜岡絡組的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的更新。

迸一步地，上迷方法迂可具有以下特魚，所迷元域岡絡拓朴信息結枸包

含元域 岡塔中元域健路的丙端市魚信息，以及任意 丙介市魚的達接芙 系信
息，有達接忖近包含跳數信息。

迸一步地，上迷方法逐可具有以下特魚，所迷管理市魚在元域中魅站切
換迂程中，根搪岡絡拓朴夫系判晰要切換到的目杆元域中錐站的跳數，如果

超迂規定的跳效門限，則拒絕其清求，或者力其迭捧另外的目林市魚 。

迸一步地，上迷方法近可具有以下特魚，所迷元域侍瑜岡絡粗中的管理
市魚逐栓測和祀汞元域侍瑜岡絡組的元我健路狀況信息，在栓測到元我鏈路

狀況信息交化忖，更新原有的元域鏈路狀況信息，井利用本組的元域 岡絡拓
朴信息 、元域健路狀況信息及相座策略，吋所轄元域 中錐站和/或移功終端

迸行管理。

迸一步地，上迷方法近可具有以下特魚，所迷元域健路狀況信息包括以

下參效中的一神或任意姐合 信道載干比 /載噪比、元域健路丟包/褚包率、



元域健路的赴理和侍瑜返延、元域健路奕 阮吞吐量、元域健路配置的資源 。

迸一步地，上迷方法逛可具有以下特魚，所迷元域鏈路狀況信息是根搪
吋止各信青的栓測錯果柬茨取，吋于管理市魚所直接連接的元錢鏈路，管理

市魚檢測出上行撻路狀況的相夫參教，井要求吋端市魚上扳下行健路狀況的

相芙參數 村于其它布魚之同的鏈路狀況，由其中的上一跳的市魚按相同方

法未萊取井上扳到管理市魚 。

迸一步地，上迷方法近可具有以下特魚，所迷元域健路狀況信息根搪吋
檢測信考的測量結果未茨取，管理市魚指定拓朴中的某介或多介市魚吋外友
送一次或一系 列測試信考，同吋指示其它市魚配合測拭，井將測拭結果返回
給友送信寺的市魚或者直接友送給管理市魚，友送信考的市魚或者管理市魚

根搪檢測結果茨取相夫元域健路的狀況信息，如果友送信考的市魚不是管理

市魚，則需要將更新的元域飪路狀況信息扳告給管理市魚 管理布魚根搪占

前的元域 岡塔拓朴信息和新的元域鏈路狀況信息迸行元找侍瑜岡絡達接芙

系 的碉整。

迸一步地，上迷方法迷可具有以下特魚，所迷管理市魚迭捧基站和所有

接入有元我中錐站的元我中錐站采友送一次或一系 列的測試信寺，井指定拓

朴芙 系 中的吋端市魚配合測試，返回測試結果，管理市魚根搪測試結果分析
更新元找佑瑜岡絡粗中的元域鏈路狀況信息，井根搪占前的元域 岡塔拓朴信
息和新的元找鏈路狀況信息迸行元域估瑜岡絡達接芙 系 的稠整。

迸一步地，上迷方法近可具有以下特魚，所迷管理市魚迂將本組的元域

朴信息和相座策略，迸行元域侍愉組的達接仇化。

迸一步地，上迷方法近可具有以下特魚，所迷管理市魚將本組的元域 岡

絡拓朴信息侍速到本姐的所有元域 中魅站，或者接入有其它元我中鎖站的元

域中錐站，或者第 跳之前的元域中錐站 和/或

元域中錐站向本組的管理市魚清求元找岡絡拓朴信息，管理市魚根搪申

清內容提供相座的元域岡絡拓朴信息 。



迸一步地，上迷方法近可具有以下特魚，所迷管理市魚吋本組的元域 岡

絡拓朴信息迸行戶播，侍速到本元找侍瑜岡絡姐覆蓋范園 內的元域 中魅站和

/或移功終端。

迸一步地，上迷方法近可具有以下特魚，所迷管理布魚將本組的元域岡

絡拓朴信息侍速到本組的元域中姓站吋，是在現有的下行敖搪指示消息中增

加一神配置指示信息羊元，用未指示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和元域鏈路狀況信息

數搪的位置和大小信息 或者直接使用配置指示消息，擄帝元找同絡拓朴信
息和元域健路狀況信息 。

迸一步地，上迷方法迂可具有以下特魚，所迷相郊元域侍瑜岡的管理市

魚之同交互各 自所在元找侍瑜岡絡組的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或元域 岡絡拓朴

信息和元域健路狀況信息，在元域中錐站切換吋迂程中栓測到郊匡市魚忖，

基站依搪核郊匹市魚所在侍瑜岡絡組的拓朴信息，或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和元

域鏈路狀況信息，結合相座策略迭捧 目析市魚 。

迸一步地，上迷方法逐可具有以下特魚，所迷管理布魚將郊匹的元域 岡

塔拓朴信息，或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和元域健路狀怒信息侍速到本組的全部或

部分元域中錐站，送些元域中雛站或其覆蓋范固內的移功終端在切換忖檢測

到郊匡信寺忖，根搪上迷信息結合相座策略迭捧 目杆市魚 。

迸一步地，上迷方法迂可具有以下特魚，所迷管理市魚迂將本組的元域

鏈路狀況信息侍速到本組的元域 中魅站和/或覆蓋范園 內的移功終端

茨取了元域健路狀況信息的元域 中錐站和/或移功終端利用元域 岡絡拓

朴信息 、元域鏈路狀況信息和相座策略，迸行元域侍瑜姐的達接仇化。

采用本友明所迷的方法，可以在元域通信 系統中，充分利用元域中錐站
的仇勢提高覆蓋和吞吐量，同吋通迂拓朴芙 系 的劍建和更新，可以智能地碉

整元域中錐站占基站的拓朴芙 系和資源配置等，有效地提高元域侍瑜岡塔的
服各底量和資源利用效率。

附困概迷



圈 是本友明方案元域中姓通信 系統的組岡囚。

圈 2 囚 5 是本友明元域侍瑜岡絡的 自迢座管理方法的 4 介示例 。

本友明的較佳奕施方式

以下結合附因和具休方案，村本友明迸行祥細說明。

本方案元域 中錐的智能枸建所座用于的元域通信系統如團 1 所示，包括

以下几介部分

1 ) 至少一介基站 ( BS ，核基站友送同步信考和控制信息，用于終端

和中錐站的接入和控制 基站可以直接七終端迸行通信 基站也可以通迂中

魅站均終端迸行通信。

2 至少一介第一跳中錐站 ( RS ) ，孩中姓站直接接入一介基站，基站

和元域中錐站友送同步信考和控制信息，用于終端和其他中魅站的接入和控

制 。

3 至少 包括一介通迪中魅站均基站迸行通信的終端 )

5 4 可能包括多跳的中錐站

5 可能包括一介直接均基站迸行通信的終端。

如因 1 所示，每介基站可以帝一介或者多介元域 中魅站，每介中錐站也

可以根搪需要再拐帶元域中魅站，也就是 BS RS RS，例如因 1 中的 RS21

就是一介第 2 跳的元域中錐站。有的 RS 如 RS 是力了提高岡絡覆盞，有
的 R 例如 R 2 是力了提高吞吐量。終端可以 同吋接收到多介基站、元域中

錐站的信考。

因此，本友明將 BS 以及它所轄的 RS 即直接或間接接入到咳 BS 的
RS ) 枸成的組妳力一介元域估瑜同絡姐。 一介基站只有一介元域侍瑜 阿絡

組，不同的基站厲于不同的元域侍瑜岡絡姐。

5

元我侍瑜岡絡的 自迢座管理方法

第一神方案



本方案中，如因 2 所示，包括以下步驟

步驟 11、元域侍瑜 岡絡組中的管理市魚劍建本組的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

結枸

丙端市魚信息，端布魚可以用基站析祇 ( 和元域中錐站杯祇 ( )

柬表示。

上迷信息可以用一介基本夫系矩陣束描迷，在核矩陣中描迷了咳元域侍

偷岡絡粗中任意丙介市魚的連接芙 系 ，包括是否有連接的信息，有連接吋迂
包含了跳數的信息 。

以 囤 1 力例，左迪基站所在的元域侍瑜 岡絡組的芙 系矩陣如下

BS 2 2 1

BS 0 2

0 0

2 0 0

2 2 0 0

同梓的，囿 1 右述基站所在的元域侍瑜岡絡組的芙 系矩陣如下所示

BS 11 2

B 0

0

1 0

2 0 0 0

速里， 。
第一行和第一列都是本元域侍瑜岡絡組內所有市魚的蝙考 。 0

表示迷丙市魚之間 。沒有元域鏈路 。 1 表示速丙介市魚之間有直接的元域

健路，以第二行第三列的值 " 1" 力例，它表示 RS 和 BS 之間有直接的元

域達接。 "2" 表示送丙介市魚之同是通迂丙介元域鏈路連接的。 以第二行
第五列力例，它表示 RS2 占 BS 之同是通迂丙奈元域健路連接的，也就是
說 RS21 通迂了一介元域 中錐均基站 BS 相連。



因此，咳芙 系矩陣中 "1" 村座于一介元域鏈路，其所村座的第一行和
第一列中的布魚即力核元域健路的丙端市魚 。 同吋，通迂核芙 系矩陣近可以

直接得到丙介市魚之間的跳教信息 。

具有管理功能的市魚的改置有几科可迭的方式

第一科，采用集中控制的方式，則一般將基站作力唯一的管理市魚，束

劍建本組的允域岡絡拓朴信息錯枸，井 灸 責信息的更新和估速。但也不排除
在特殊情況下指定某介 R 作力管理市魚的可能性。

第二神，采用分布式控制的方式，基站作力管理市魚，劍建本姐的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結枸，井 灸 責信息的更新和侍速 。 另外，可以由元域中姥站作

力代理布魚柬管理 自己所轄下的元域侍瑜子同，元域侍瑜子岡的布魚 包括代
理市魚以及通迂核代理市魚接入 B 的一介或多介 RS，如左側的 RS2 可以

作力代理布魚柬管理 RS21 .
代理市魚劍建本子岡的元我岡塔拓朴信息結枸，井 負 責子岡內核信息的

更新和侍速，同吋需將本子岡的元域岡絡拓朴信息侍速到基站，由基站完成

整介元域侍瑜岡塔組的更新 。

在速科情況下，作力代理市魚的 RS 劍建的子同的元域岡塔拓朴信息結

枸占基站劍建的上迷結枸是基本相同的，即包括元域侍瑜子岡中元域健路的
丙端市魚信息，迂可迸一步包括丙介市魚之同的跳效信息 。核結枸也可以用

迷基本芙 系矩陣的相同方式采描迷。

例如，RS 作力下桂有 RS 中魅站的市魚，可以 自行管理送梓一介芙

系矩陣

S

核基本芙 系 矩陣中信息的解棲在上文中已說明，不再重夏。



步驟 12 、 管理市魚在元域侍偷岡絡姐的岡絡拓朴芙 系友生交化忖，吏

新本組的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

新的 RS 的加入，已有 RS 的切換、 已有 RS 終止連接等情況 RS 的切

換和終止可以由管理市魚主功友起，也可以由 RS 主功友起 ，都可能引起
元域侍瑜岡絡組的岡絡拓朴芙 系 的交化。速些迪程一般都需要管理市魚的參

占，因此管理市魚可以根搪相座的信令茨取岡絡拓朴芙系 的奕化情況。如果

送些交化是在代理布魚管轄的元域侍瑜子岡中完成的，代理市魚座將本元域

侍瑜子岡的吏新后拓朴芙 系上扳管理市魚，管理市魚 因此可以更新元域侍瑜
岡絡匆中原有的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 。

步驟 13 、 管理市魚利用本組的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及相座策略，吋所轄
RS 或 S 迸行管理。

一神示例是在 RS 或終端清求伙姐內的一介 RS 向另一介 RS 切換忖，基
站可以根搪同絡拓朴芙 系未判斬要切換到的目杆 RS 的跳數，如果超迂規定

的跳數口限，如 2 跳，則可以拒絕其晴求或者力其迭捧另外一介 目林市魚 。

迷祥可以避兔接入后吋延迂大。但本友明不限定送神管理的具休情形，奕 阮

上在配置、調度、切換等管理上可以有很多 的座用 。

第二神方案

本方案中，如固 3 所示，元域侍偷岡絡的 自迢座管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驟

步驟 20、元域侍瑜 岡絡姐中的管理市魚劍建本姐的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

結枸

步驟 2 1、 管理市魚在元域侍偷岡絡姐的岡絡拓朴芙 系友生交化吋，更

新本組的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

以上丙步和第一神方案相同。

步驟 22、管理市魚將本姐的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侍速到本組的 R 和/或

本組覆蓋范 固內的

本方案中，管理市魚將本組的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侍速到本組的所有 RS

但在其它情況下，也可以只侍速到其中部分 RS 如作力代理市魚的 R ，或



者第 1跳的 RS

元域拓朴夫 系表的估速可以有以下几科方式 A，在現有 的下行效搪
指示消息中增加一科配置指示信息羊元，用柬指示堵如元域岡絡拓朴信息和
元域健路狀況信息等元域 岡絡配置信息數搪的位置，大小等信息。 ，直接
使用配置指示消 息，擄帝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和元域健路狀凡信息等配置信

息 。 送些配置信息可以通迂戶播方式友拾侍瑜組內的各市魚 。 侍瑜姐 內各
市魚也可以主功清求茨得元域岡塔的配置信息 。

由于作力代理市魚的 RS 也可以俐建所在的元域侍瑜子岡的元域 岡洛拓
朴信息結枸。 因此，村于本友明未說，R J 可能具有整介元域估瑜同絡組

的拓朴信息，也可能具有所在元域侍瑜子岡的拓朴信息，也可能沒有任何拓

朴信息 。

侍速信息吋，管理布魚也可以將本姐的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在戶 翻言道上
戶播，郡助 R 和 S 茨取更多 的元域侍瑜岡信息 。 元域佑瑜組內的市魚也
可以向管理市魚 申清茨取元域鏈路拓朴信息，管理布魚根搪申清內容提供相
座的元域健路拓朴信息 。

步驟 23、管理市魚以及茨取了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的 RS 和/或 S 利用元

域 岡絡拓朴信息和相座策略，迸行元域侍瑜姐的達接伉化。

一介示例是，RS 根搪整介元域侍瑜同絡匆或者所轄佑瑜子岡的岡絡拓
朴信息，可以控制新的 RS 的接入，例如，占一介赴于第 2 跳位置的 RS 在
收到新的 RS 的接入清求忖，可以拒絕其接入。

另一介示例是， 如果可以伙戶播消息中茨得岡絡拓朴信息，則可根
搪核信息判斬出可以切換迂去的候迭 RS 的跳數，如果是第 3 跳的 RS，即

使其信考最強也不接入，而是伙第 以上的 RS 或 S 中迭捧一介信于最

強的市魚采迸行切換。

同梓地，在本友明中不限定迷神管理的具休情形 。

明昱的，第一神方案和第二神方案中的丙神管理方式可以 同時使用 。即

在第一科方案中也可迸行第二神方案的步驟 22 和步驟 23 的操作。



第三科方案

本方案中，在劍建、吏新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的基絀上，逐吋其中元域健
路的鏈路狀況信息迸行栓測、祀汞和吏新，井依搪元域鏈路狀況迸行更力戶

泛和有效的管理。

本方案方法如因 4 所示，包括以下步驟

步驟 30、 元域侍瑜 岡絡組中的管理市魚劍建本組的元域岡絡拓朴信息

結枸，井栓測和祀汞元域健路狀況信息

元域鏈路狀況信息可以 包括信道載干比/載噪bL C叭 、元域鏈路丟刨
措包率、元域健路的赴理和侍愉返延、每奈元域鏈路宴阮吞吐量、元域鏈路
配置的資源等等，可以采用其中的一科參效或任意組合，也可以采用其它的

參敬。

元域鏈路狀況信息可以通迂以下丙科方式采茨取

1 根搪吋止券信考的栓測錯果束茨取，吋于管理市魚 通常力基站 )

所直接連接的元域鏈路，管理市魚可以栓測出上行鏈路狀況的相芙參數，井
要求村端市魚上扳下行健路狀況的相芙參數 可以采用周期上扳或事件蝕友
上扳等方式 村于其它市魚之間的健路狀況，由其中的上一跳的市魚按相
同方法采茨取井上扳到管理市魚 。

2 根搪吋栓測信考的測量結果采茨取，由管理市魚 ( 通常力基站
定拓朴中的某介或多介市魚吋外友送一次或一系 列測拭信考，同忖指示其它
布魚配合測試，井將測試結果返回給友送信寺的市魚或者直接友送給管理市

魚 。友送信寺的布魚或者管理市魚根搪栓測結果茨取相芙元域健路的狀況信
息，如果友送信考的市魚不是管理市魚，則需要將更新的元域健路狀況信息

扳告給管理市魚 。

在迷神情況下，可以有多神栓測的方式，如可以是在新的 RS 初始接入
后，由管理布魚指定核 RS 友送栓測信寺，井指示其余 RS 配合測試，將測

試結果 例如測試 RS 信青接收強度、信噪比等 ) 返回基站，管理市魚就可
以分析得到相芙鏈路的狀況，井根搪拓朴芙 系和迷些元域鏈路的狀況未判晰

是否需要吋核 R 接入市魚迸行碉整。



另一科可能的方式是，在岡絡校力空閑吋，管理市魚迭捧基站和所有接

入有 RS 的 RS 未友送上迷測試信寺，井指定拓朴夫系 中的吋端市魚配合測

試，返回測拭結果，迷祥可以保征測試到拓朴中每一元找健路的狀況。 管理

市魚根搪測拭錯果分析更新元域侍瑜岡絡姐中的元域撻路狀況信息，井根搪

芙 系 的碉整。

步驟 3 1、管理市魚在元域侍瑜岡絡姐的同絡拓朴芙 系友生交化吋，更

新本組的元域岡絡拓朴信息，井在栓測到元域侍瑜岡絡組內的元域鏈路狀況

信息交化忖，更新原有的元域鏈路狀況信息

立的。元域撻路狀況信息的更新同祥可以根搪上文中的丙神方式，即根搪吋
並芬信于的栓測結果茨取元域健路狀況信息后迸行更新，或者根搪吋栓測信

寺的測量結果茨取元域撻路狀況信息后迸行吏新。

步驟 32、管理布魚利用本組的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元域撻路狀況信息

及相座策略，吋所轄 RS 和/或 迸行管理。

在本方案中，由于管理市魚茨取了元域健路狀況信息，可以 奕現更力合
理和智能的管理。 下面以几介示例迸行祝明

占基站迸行一次栓測后友現某介第 1跳的 RS 止各迂于繁忙忖，可以指

示其下的第 2 跳 RS 切換到另一介第 跳 RS 上，即 自這座地迸行負 荷平衡
的操作 。

占 R 初始接入到一介第 1跳的 R 吋，一般未說是迭捧信寺強度最大

的 R 未接入，而此忖基站如友現核第 1跳的 RS 均基站之同的鏈路狀況十
分糟糕如迂于扔梓吋，就可以址核 RS 切換到另一介 R 上，送介 R 的信青

可能不是最強，但整介路往上的健路的辰量更好。

占一介 RS 要切換忖，基站或作力代理市魚的 R 可以根搪元域 岡絡拓

朴信息和元域健路狀況信息，根搪路往上的多介元域健路狀況迸行加杖送

算，力 RS 迭梓一介服券席量 ( QoS ) 最好的 目林市魚，等等。



第四神方案

本方案中，如因 5 所示，元域侍偷岡絡的 自迢座管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驟

步驟 40、元域侍瑜岡絡粗中的管理市魚劍建本匆的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

結枸，井栓測和祝汞元域健路狀況信息

步驟 4 1、管理市魚在元我侍瑜岡塔組的岡絡拓朴夫 系友生交化吋，更

新本組的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井在檢測到元域侍瑜岡絡組內的元域鏈路狀況

信息交化吋，更新原有的元域健路狀況信息

以上丙步和第三神方案相同。

步驟 42、管理市魚將本組的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以及元域鏈路狀況信息

侍速到本姐的 RS 和/或本組覆蓋范園 內的 S

管理市魚可以將本組的元域 岡塔拓朴信息以及元域蛀路狀況信息侍速

到本組的所有 RS，也可以只侍速到其中部分 RS 如第 跳 RS 或接入有 RS

J RS 。 管理市魚近可以將本組的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和元域撻路狀況信息在
戶 翻言道上戶播， S 可以在接入之前就接收到送些信息。 另外，元域侍偷
姐內的市魚也可以向管理市魚 申清茨取元域鏈路狀況信息，管理市魚根搪申

晴內容提供相座的元域健路狀況信息 。

步驟 43、茨取了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和元域健路狀況信息的 R 和/或

利用元域 同絡拓朴信息、元域健路狀況信息及相座策略，迸行元域估瑜組的
連接仇化。

送里，RS 在控制新的 R 或者 接入吋，除了跳數外，近可以將相芙

的元域鏈路狀況作力考慮因素，因此可以吏加合理地迸行控制，可參照第三
神方案 。元域健路的更新也是如止L，可以 同吋考慮跳數和元域鏈路狀況采迭

捧 目杆市魚 。

明昱的，第三神方案和第四神方案中的兩科管理方式可以 同吋使用 。即

在第三科方案中也可迸行第四神方案的步驟 42 和步驟 43 的操作 。

另外，在上迷任何一科方案中，相郊元域侍瑜岡絡姐的管理市魚之同都

可以交互各 自所在元域侍瑜岡絡組的元域岡絡拓朴信息和元域鏈路信息，在



S 切換時迂程中栓測到祁匡布魚時，基站就可以依搪孩郊匡市魚所在元域

侍瑜岡絡姐的拓朴信息和元域鏈路狀況信息，更力 住硝地迭捧滿足服各廣量

要求的市魚作力 目林市魚 。

管理市魚之岡的交互方式可以有以下几神情形

1 ) 管理市魚在本元域侍瑜同絡姐的拓朴夫 系 ( 可以 包拮元域鏈路狀況

信息 ) 有更新的忖候主功通知相郊基站。

2 管理育魚主功清求郊匹的管理市魚提供核卻匡的元域岡絡拓朴信息

( 近可以 包括元域健路狀志信息 。

管理布魚迂可以迸一步將祁 匡的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和元域健路狀恣信
息佑速到本組的全部或部分 RS，迭些 R 在切換忖栓測到祁匡信寺吋，也
可以更力准硝地迭捧滿足服各辰量要求的市魚作力 目析市魚 。

丰止奕用性

采用本友明所迷的方法，可以在元域通信 系統中，充分利用元域申錐站
的仇勢提高覆孟和吞吐量，同忖通迪拓朴夫系 的劍建和吏新，可以智能地稠

整元域中錐站占基站的拓朴芙系和資源配置等，有效地提高元域侍瑜岡絡的

服各履量和資源利用效率。



杖 利 要 求 半

1、一神包含基站和元域中錐站的元域侍瑜 岡絡的 自迢座管理方法，座

用于一介基站及其所轄元域 中魅站匆成的元域侍愉岡絡鈕，孩方法包括以下

步驟

) 元域侍瑜 岡絡組中的管理市魚劍建本組的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紮枸

) 管理市魚在元域估輸岡咯組的岡絡拓朴芙 系友生交化忖，吏新本

組的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

( 「. 管理市魚利用本組的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及相座策略，吋所轄的元

域中姓站和移功終端迸行管理 。

7、如杖利要求 1 所迷的 自迢虛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管理市魚力基站。

3、如杖利要求 1 所迷的 自迢座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元域侍偷岡絡組中，將下轄有其它元域中錐站的元域中姓站作力代理

市魚，核元域 中魅站及其下轄的元域中錐站組成一介元域侍瑜子阿，由核代
理市魚劍建所在元域侍瑜子岡的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結枸，負 責在核元域侍瑜

子岡的岡塔拓朴芙 系友生交化忖更新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井上扳到所在元域

侍瑜岡絡組的管理市魚，由管理布魚完成本元域侍瑜岡絡組的元我呵絡拓朴

信息的更新。

4、如杖利要求 1或 3 所迷的 自迢座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結枸包含元域 同絡中元域鏈路的丙端市魚信息，

以及任意丙介市魚的達接芙 系信息，有違接忖逐包含跳敬信息。

5、如杖利要求 4 所迷的 自迢座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管理市魚在元我中姓站切換迂程中，根搪岡絡拓朴夫 系判斬要切換
到的目枋元域 中錐站的跳數，如果超迪規定的跳數口限，則拒絕其晴求，或
者力其迭捧另外的 目杆市魚 。

6、如枚利要求 1 所迷的 自這座管埋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元域侍偷 阿絡組中的管理市魚迷栓測和祀汞元域侍偷同絡組的元



我健路狀況信息，在檢測到元域健路狀況信息交化時，更新原有的元域鏈路
狀況信息，井利用本組的元域 阿絡拓朴信息、元域健路狀況信息及相座策略，

吋所轄元域 中姓站和/或移功終端迸行管理。

7、如杖利要求 6 所迷的 自迢座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元域鏈路狀況信息包拮以下參數中的一神或任意組合 信道載干比

/載噪比、元域健路丟包/錯包率、元域健路的赴理和侍偷返延、元域鏈路奕

阮吞吐量、元域健路配置的資源 。

8、如杖利要求 6 所迷的 自這座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元域健路狀況信息是根搪吋並各信寺的栓測錯果采茨取，吋于管理

布魚所直接連接的元域健路，管理市魚栓測出上行健路狀況的相芙參數，井
要求吋端布魚上扳下行鏈路狀況的相芙參數 村于其它市魚之同的健路狀

況，由其中的上一跳的市魚按相同方法柬茨取井上扳到管理市魚 。

9、如杖利要求 6 所迷的 自迢座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元域撻路狀況信息根搪吋栓測信寺的測量結果柬茨取，管理市魚指

定拓朴中的某介或多介市魚吋外友送一次或一系 列測拭信考，同吋指示其它

市魚配合測試，井將測試錯果返回給友送信寺的布魚或者直接友送拾管理市

魚，友送信子的市魚或者管理市魚根搪栓測結果茨取相芙元域健路的狀況信
息，如果友送信考的市魚不是管理布魚，則需要將更新的元域健路狀況信息

扳告給管理布魚 管理市魚根搪 占前的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和新的元找槌路狀

況信息迸行元域侍瑜岡絡連接芙 系 的碉整。

10、如杖利要求 6 所迷的自迢座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管理市魚迭捧基站和所有接入有元域 中錐站的元域 中錐站采友送
一次或一系 列的測試信寺，井指定拓朴吳 系 中的吋端市魚配合測試，返回測

試結果，管理市魚根搪測試錯果分析更新元域侍瑜岡絡粗中的元域鏈路狀況

信息，井根搪占前的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和新的元域鏈路狀況信息迸行元域侍

瑜岡絡連接夫系 的調整。

11、如枚利要求 1 所迷的 自迢座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管理市魚逐將本姐的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估速到本組的元域 中錐站



和/或覆蓋范園 內的移功終端

茨取了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的元域 中錐站和/或移功終端利用元域 岡絡拓

朴信息和相座策略，迸行元域侍瑜組的違接仇化。

12、如杖利要求 11 所迷的 自這座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管理市魚將本姐的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侍速到本姐的所有元域中錐

站，或者接入有其它元域中魅站的元域中魅站，或者第 跳之前的元域中

魅站 和/或

元域中錐站向本姐的管理布魚清求元域岡絡拓朴信息，管理布魚根搪申

清內容提供相座的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 。

13、如校利要求 11 所迷的 自迢座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管理市魚吋本組的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迸行戶播，侍速到本元域侍瑜
岡絡組覆蓋范園內的元域中錐站和/或移功終端。

14、如杖利要求 11 所迷的 自這座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管理市魚將本組的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估速到本組的元域中錐站忖，

是在現有的下行效搪指示消息中增加一神配置指示信息羊元，用未指示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和元域槌路狀況信息數搪的位置和大小信息 或者直接使用配

置指示消息，損帝元域同絡拓朴信息和元域健路狀況信息。

15、如杖利要求 1或 6 所迷的 自迢座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相邵元域侍喻岡的管理市魚之間交互各 自所在元域侍瑜岡絡姐的

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或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和元域健路狀況信息，在元我中錐

站切換吋迂程中栓測到郊 市魚吋，基站依搪核郊匡市魚所在侍愉岡絡姐的

拓朴信息，或元域岡絡拓朴信息和元域健路狀況信息，錯合相座策略迭捧 目

析市魚 。

16、如杖利要求 14 所迷的 自迢座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管理市魚將郊 的元域 岡絡拓朴信息，或元找岡絡拓朴信息和元域

健路狀悉信息侍速到本組的全部或部分元域中錐站，送些元域中魅站或其覆
蓋范 固 內的移功終端在切換忖栓測到郊匡信青吋，根搪上迷信息結合相座策
略迭捧 目林市魚 。



17、如枚利要求 6 或 11所迷的 自迢座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管理市魚近將本組的元域鏈路狀況信息侍速到本組的元域 中錐站
和/或覆蓋范固內的移功終端

茨取了元域鏈路狀況信息的元域 中錐站和/或移功終端利用元域 岡絡拓
朴信息 、 元域健路狀況信息和相座策略，迸行元域估瑜姐的連接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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