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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输器，包括：存储用以计算同时传送第一与

第二应用数据的传输速率组合的多个规则。自接

收器接收对于传输第一应用数据的传输许可。判

断是否需同时传输第二应用数据。以及若需同时

传输第二应用数据，则：基于规则计算同时传送

第一与第二应用数据的多个传输速率组合以计

算传输速率组合表或根据预先存储传输速率组

合表建立传输速率组合表。根据第二应用数据的

传输速率需求，从所选择传输速率组合表的多个

传输速率组合中选择一组传输速率组合。基于选

择的传输速率组合同时传输第一与第二应用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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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传输器，适用于非正交多址通信系统，包括：

存储介质，存储用以计算同时传送第一应用数据与第二应用数据的多个传输速率组合

的多个规则；

处理器，耦接所述存储介质，经配置以执行：

自接收器接收对于传输所述第一应用数据的传输许可；

判断是否需同时传输所述第二应用数据；以及

若需同时传输所述第二应用数据，则：

基于所述规则计算同时传送所述第一应用数据与所述第二应用数据的所述多个传输

速率组合以计算传输速率组合表、或根据所述存储介质中的预先存储传输速率组合表建立

所述传输速率组合表；

根据所述第二应用数据的传输速率需求，从所述传输速率组合表的所述多个传输速率

组合中选择传输速率组合；以及

基于选择的传输速率组合同时传输所述第一应用数据与所述第二应用数据至所述接

收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传输器，其中所述选择的传输速率组合包括用于传输所述第一

应用数据的第一调制方法与第一编码率，及用于传输所述第二应用数据的第二调制方法与

第二编码率。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传输器，还包括：

第一通道编码器，耦接所述处理器且接收所述第一应用数据，所述第一通道编码器受

控于所述处理器以基于所述第一编码率编码所述第一应用数据；

第一调制器，耦接所述处理器与所述第一通道编码器，所述第一调制器受控于所述处

理器以基于所述第一调制方法调制经编码的所述第一应用数据；

第二通道编码器，耦接所述处理器且接收所述第二应用数据，所述第二通道编码器受

控于所述处理器以基于所述第二编码率编码所述第二应用数据；

第二调制器，耦接所述处理器与所述第二通道编码器，所述第二调制器受控于所述处

理器以基于所述第二调制方法调制经编码的所述第二应用数据；以及

天线，耦接所述第一调制器以及所述第二调制器，传输经编码与经调制的所述第一应

用数据与所述第二应用数据至所述接收器。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传输器，其中所述处理器还利用所述天线自所述接收器接收包

括传输速率组合表尺寸与总编码率的配置信息，并依据所述传输速率组合表尺寸与所述总

编码率计算出所述多个传输速率组合。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传输器，其中所述处理器还基于所述总编码率以及对应于所述

选择的传输速率组合的一功率比计算所述第一编码率以及所述第二编码率。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传输器，其中所述配置信息还包括后退指示，且所述处理器还基

于所述后退指示将所计算的所述第一编码率及所述第二编码率分别减去第一差值与第二

差值，或是分别乘上第一比率与第二比率，以降低用以传输所述第一应用数据的所述第一

编码率与用以传输所述第二应用数据的所述第二编码率。

7.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传输器，其中所述配置信息还包括组合表子集合索引，且所述处

理器还基于所述组合表子集合索引选择所述传输速率组合表的子集合作为新的传输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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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表。

8.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传输器，其中所述处理器还基于所述接收器的类型计算所述传

输速率组合表。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传输器，其中所述处理器还计算各所述多个传输速率组合中适

于传输所述第二应用数据的传输速率，并与所述第二应用数据的所述传输速率需求比较，

以从满足所述传输速度需求的至少一个所述多个传输速率组合中选择所述传输速率最接

近所述传输速率需求的所述传输速率组合作为所述传输速率组合。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传输器，其中所述处理器还经配置以执行：

若判断不传输所述第二应用数据，则基于初始传输速率组合传输所述第一应用数据。

11.一种传输方法，适用于非正交多址通信系统的传输器，包括：

存储用以计算同时传送第一应用数据与第二应用数据的多个传输速率组合的多个规

则；

自接收器接收对于传输所述第一应用数据的传输许可；

判断是否需同时传输所述第二应用数据；以及

若需同时传输所述第二应用数据，则：

基于所述规则计算同时传送所述第一应用数据与所述第二应用数据的所述多个传输

速率组合以计算传输速率组合表、或根据预先存储传输速率组合表建立所述传输速率组合

表；

根据所述第二应用数据的传输速率需求，由所述传输速率组合表的所述多个传输速率

组合中选择传输速率组合；以及

基于选择的传输速率组合同时传输所述第一应用数据与所述第二应用数据。

12.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传输方法，其中选择的所述传输速率组合包括用于传输所述

第一应用数据的第一调制方法与第一编码率，及用于传输所述第二应用数据的第二调制方

法与第二编码率。

13.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传输方法，还包括：

基于所述第一编码率编码所述第一应用数据；

基于所述第一调制方法调制经编码的所述第一应用数据；

基于所述第二编码率编码所述第二应用数据；

基于所述第二调制方法调制经编码的所述第二应用数据；以及

传输经编码与经调制的所述第一应用数据与所述第二应用数据至所述接收器。

14.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传输方法，还包括：

自所述接收器接收包括传输速率组合表尺寸与总编码率的配置信息；以及

依据所述传输速率组合表尺寸与所述总编码率计算出所述多个传输速率组合。

15.如权利要求14所述的传输方法，还包括：

基于所述总编码率以及对应于所述选择的传输速率组合的功率比计算所述第一编码

率以及所述第二编码率。

16.如权利要求14所述的传输方法，其中所述配置信息还包括后退指示，且所述传输方

法还包括：

基于所述后退指示将所计算的所述第一编码率及所述第二编码率分别减去第一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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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二差值，或是分别乘上第一比率与第二比率，以降低用以传输所述第一应用数据的所

述第一编码率与用以传输所述第二应用数据的所述第二编码率。

17.如权利要求14所述的传输方法，其中所述配置信息还包括组合表子集合索引，且所

述传输方法还包括：

基于所述组合表子集合索引选择所述传输速率组合表的子集合作为新的传输速率组

合表。

18.如权利要求14所述的传输方法，还包括：

基于接收所述接收器的类型计算所述传输速率组合表。

19.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传输方法，还包括：

计算各所述多个传输速率组合中适于传输所述第二应用数据的传输速率，并与所述第

二应用数据的所述传输速率需求比较，以从满足所述传输速度需求的至少一个所述多个传

输速率组合中选择所述传输速率最接近所述传输速率需求的所述传输速率组合作为所述

选择的传输速率组合。

20.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传输方法，还包括：

若判断不传输所述第二应用数据，则基于初始传输速率组合传输所述第一应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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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非正交多址通信系统的传输器及传输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是有关于一种通信方法，且特别是有关于一种适用于非正交多址通信系统

的传输器及传输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对网络需求的提升，通信系统的规格也需随之提升。对应于此，第三代合作伙

伴计划(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3GPP)提出了新一代的移动通信标准，即

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5th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5G)。5G通信系统定义了三种类型

的通信应用场景，分别为增强移动宽带通信(enhanced  mobile  broadband，eMBB)、大连接

物联网通信(massive  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s，mMTC)以及超高可靠性与超低延迟

通信(ultra-reliable  and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s，URLLC)。

[0003] eMBB、mMTC以及URLLC三者对通信系统的需求并不相同。例如，eMBB场景适用于高

用户密度的场景，因此，为了响应大量的传输速率需求，在eMBB场景下运行的通信装置需具

备较大的通道容量以分配给多个用户。mMTC场景则适用于如物联网等具有大量机器型通信

需求的场景，其虽然对传输延迟的需求较低，但在mMTC场景下运行的通信装置需具备能高

效地传输小型分组的能力。另一方面，URLLC场景适用于具有较高可靠性与较低传输延迟的

需求的场景，例如无人机控制或紧急事件通知等。

[0004] 为了符合5G通信系统的需求(例如：传输速率及传输延迟等)，需提出一种更有效

率的数据传输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本公开提供一种传输器，适用于非正交多址通信系统，包括：存储介质以及处理

器。存储介质存储用以计算同时传送第一应用数据与第二应用数据的多个传输速率组合的

多个规则。处理器耦接存储介质，经配置以执行：自接收器接收对于传输第一应用数据的传

输许可(grant)、判断是否需同时传输第二应用数据、以及若需同时传输第二应用数据，则：

基于规则计算同时传送第一应用数据与第二应用数据的多个传输速率组合以计算传输速

率组合表、或根据存储介质中的预先存储传输速率组合表建立传输速率组合表。根据第二

应用数据的传输速率需求，从传输速率组合表的多个传输速率组合中选择传输速率组合。

以及基于选择的传输速率组合同时传输第一应用数据与第二应用数据至接收器。

[0006] 本公开提供一种传输方法，适用于非正交多址通信系统，包括：存储用以计算同时

传送第一应用数据与第二应用数据的多个传输速率组合的多个规则。自接收器接收对于传

输第一应用数据的传输许可。判断是否需同时传输第二应用数据。以及若需同时传输第二

应用数据，则：基于规则计算同时传送第一应用数据与第二应用数据的多个传输速率组合

以计算传输速率组合表、或根据预先存储传输速率组合表建立传输速率组合表。根据第二

应用数据的传输速率需求，从传输速率组合表的多个传输速率组合中选择传输速率组合。

以及基于选择的传输速率组合同时传输第一应用数据与第二应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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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基于上述，本公开的传输器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下同时传送与两种应用相关的数

据，并且可从所计算出的传输速率组合表之中，基于各应用对传输速率的需求而选择其中

一个传输速率组合。由此，本公开的传输器可以在不停止正使用的应用的数据传输的情况

下，传送另一种较为紧急的应用的相关数据。

[0008] 为让本公开的上述特征和优点能更明显易懂，下文特举实施例，并配合所附图示

作详细说明如下。

附图说明

[0009] 图1是依照本公开的实施例的一种传输器及接收器的示意图。

[0010] 图2是图1的传输器的更详细的示意图。

[0011] 图3是依照本公开的实施例的数据传输方法的流程图。

[0012] 图4是依照本公开的实施例的数据接收方法的流程图。

[0013] 图5是依照本公开的实施例的数据接收方法的流程图。

[0014] 标记说明

[0015] 100：传输器

[0016] 110：处理器

[0017] 130：存储介质

[0018] 131：传输速率组合表

[0019] 150：天线

[0020] 200：接收器

[0021] 210、220：通道编码器

[0022] 212、222：调制器

[0023] 214、224：乘法器

[0024] 230：加法器

[0025] 300：传输方法

[0026] 400、500：接收方法

[0027] a、b、c、d：连线端点

[0028] d1：第一应用数据

[0029] d2：第二应用数据

[0030] i：标记

[0031] S301、S303、S305、S307、S309、S311、S410、S430、S431、S433、S435、S451、S453、

S455、S470、S501、S503、S505、S507、S509、S511、S513、S515：步骤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对应于5G通信系统的规格需求，本公开提出了一种适用于非正交多重存取(non-

orthogonal  multiple  access，NOMA)通信系统的传输器以及传输方法。相较于传统使用的

正交频分多工(orthogonal  frequency-division  multiplexing，OFDM)通信系统，NOMA通

信系统除了能较有效率地使用频宽之外，还可额外提供功率域以实施多重存取。

[0033] 图1是依照本公开的实施例的一种传输器100及接收器200的示意图。传输器100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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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非正交多址通信系统，其可包括但不限于处理器110、存储介质130以及天线150。传输

器100可以表示多种实施例，这些实施例可以包含但不限于例如移动台、高级移动台

(advanced  mobile  station，AMS)、服务器、客户端、桌上型电脑、笔记型电脑、网络型电脑、

工作站、个人数字助理(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PDA)、个人电脑(personal 

computer，PC)、扫描仪、电话装置、呼叫器、照相机、电视、掌上型游戏机、音乐装置、无线感

测器等。在一些应用中传输器100可例如是在公共汽车、火车、飞机、船、汽车等移动环境中

操作的固定计算机装置。传输器100可使用NOMA通信技术同时传输与两种(或以上)不同的

应用相关联的第一应用数据d1以及第二应用数据d2。

[0034] 存储介质130可存储用以计算同时传送第一应用数据d1与第二应用数据d2的多个

传输速率组合的多个规则。存储介质130可例如是硬盘机、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static 

random  access  memory，S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

DRAM)或固态硬盘(solid  state  disk，SSD)等常见的存储装置。天线150可接收或传输支持

各种无线通信标准的电磁波，例如是5G通信标准、Wi-Fi通信标准或长期演进技术(Long 

Term  Evolution，LTE)通信标准等，但本公开并不限定于此。

[0035] 处理器110耦接存储介质130，可用以存取存储介质130中的多个规则且基于多个

规则计算出多个传输速率组合，藉以计算传输速率组合表131。其中，处理器110可将所计算

的传输速率组合表131存储于存储介质130之中，并通过存取传输速率组合表131来调整第

一应用数据d1与第二应用数据d2的传输。在一实施例中，处理器110可不通过计算出多个传

输速率组合以计算传输速率组合表131，而是直接读取预先存储于存储介质130中的预设传

输速率组合表，并以该预设传输速率组合表作为传输速率组合表131。处理器110的功能可

以通过使用例如微处理器、微控制器、数字信号处理器(Digital  signal  processor，DSP)

芯片、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FPGA)等可编程单元实施。处

理器110的功能也可以通过单独的电子装置或IC实施，并且通过处理器110执行的功能还可

以在硬件或软件领域内实施。

[0036] 传输速率组合表131包括了对应于第一应用数据d1的第一调制方法Mod1与第一编

码率R1，及对应于第二应用数据d2的第二调制方法Mod2与第二编码率R2。以表一为例，表一

揭示了具有五种传输速率组合(索引1至索引5)的传输速率组合表131，如下所示：

[0037]

[0038]

[0039] 表一

[0040] 其中，索引栏位表示传输速率组合的编号。调制方式Mod1与调制方式Mod2栏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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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值则表示所使用调制方式(modulation  scheme)耗用的比特数。在本实施例中，调制方

式Mod1与调制方式Mod2栏位中的数值表示正交振幅调制(quadrature  amplitude 

modulation，QAM)所耗用的比特数。以传输速率组合1(即：索引1表示的传输速率组合)为

例，Mod1栏位的空白表示传输速率组合1会将传输器100被分配到的传输频宽用于第二应用

数据d2的传输。即，传输速率组合1仅传输第二应用数据d2，而无传输第一应用数据d1；Mod2

栏位的数值“8”表示所使用的调制方式为耗用了“8”比特的正交振幅调制，即使用256QAM的

方式进行调制。以传输速率组合2(即：索引2表示的传输速率组合)为例，Mod1栏位的数值

“2”表示所使用的调制方式为耗用了“2”比特的正交振幅调制，即使用4QAM的方式进行调

制；Mod2栏位的数值“6”则表示所使用的调制方式为耗用了“6”比特的正交振幅调制，即使

用64QAM的方式进行调制。以传输速率组合5为例，Mod2栏位的空白表示传输速率组合5会将

传输器100被分配到的传输速率用于第一应用数据d1的传输。即，传输速率组合5仅传输第

一应用数据d1，而无传输第二应用数据d2。

[0041] 另一方面，第一编码率R1及第二编码率R2栏位中的数值分别表示用于第一应用数

据d1与第二应用数据d2的编码率。以传输速率组合1的第二编码率R2栏位为例，所述栏位的

数值“0.6689”表示传输器100将以“0.6689”的编码率对第二应用数据d2进行通道编码。

[0042] 传输速率组合表131中的索引(或传输速率组合的数量)、调制方式Mod1以及调制

方式Mod2，均可由传输器100以及对应于传输器100的任一接收器200(假设为基站)预先设

定。第一编码率R1以及第二编码率R2则可由处理器110计算而得。举例来说，接收器200可事

先与传输器100约定好使用五组传输速率组合以及对应于各传输速率组合第一调制方式

Mod1与第二调制方式Mod2。当传输器100经由天线150接收到由所述基站发出的配置信息

时，处理器110便可基于已知的索引、调制方式Mod1以及调制方式Mod2、总编码率以及功率

比等信息，计算出各传输速率组合对应的第一编码率R1以及第二编码率R2，从而计算传输

速率组合表131。

[0043] 具体而言，传输器100可通过天线150接收例如由接收器200所发出的配置信息(例

如是上行链路许可(uplink  grant))。处理器110例如可利用香农理论(Shannon  theory)由

配置信息计算出总编码率，其计算公式如下：

[0044]

[0045] 其中，R为总编码率(单位：比特/秒)，P为传输器100可用的总功率，N0为杂讯的平

均功率，P/N0则为信噪比(signal-to-noise  ratio，SNR)。此外，处理器110还可由配置信息

中获得对应于传输速率组合表131中各个传输速率组合的功率比。处理器110可基于总编码

率以及各个传输速率组合的功率比，计算出对应于各个传输速率组合的第一编码率R1以及

第二编码率R2，其计算公式如下：

[0046]

[0047]

[0048] 其中α表示传输器100在传输第一应用数据d1与第二应用数据d2时使用的功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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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值介于“0”至“1”之间。SNR1为满足第一应用数据d1对比特错误率(bit  error  rate，BER)

的需求的信噪比的最低值，其可表示为SNR1＝P1/N0，其中P1为第一应用数据d1的载波功率

(carrier  power)。SNR2为满足第二应用数据d2对比特错误率的需求的信噪比的最低值，其

可表示为SNR2＝P2/N0，其中P2为第二应用数据d2的载波功率，其中，P1+P2＝P。

[0049] 举例来说，当第一应用数据d1对比特错误率的需求与第二应用数据d2对比特错误

率的需求相同时(例如：第一应用数据d1与第二应用数据d2的比特错误率均需小于“1e-

3”)，SNR1将等同于SNR2(即：P1等于P2)。当第二应用数据d2对比特错误率的要求较高时，即

第二应用数据d2的比特错误率需小于第一应用数据d1的比特错误率(例如：第一应用数据

d1的比特错误率需小于“1e-3”，且第二应用数据d2的比特错误率需小于“1e-5”)时，SNR1将

小于SNR2(即：P1小于P2)。

[0050] 功率比α可基于第一应用数据d1与第二应用数据d2的传输需求而制定。以表一为

例，表一的传输速率组合1仅传输第二应用数据d2而并不传输第一应用数据d1。因此，可将

传输速率组合1的功率比α设定为“0”。由此，可最大化第二应用数据d2的第二编码率R2，而

第一应用数据d1将不被分配任何的可用编码率。此外，以表一的传输速率组合5为例，传输

速率组合5仅传输第一应用数据d1而并不传输第二应用数据d2。因此，可将传输速率组合5

的功率比α设定为“1”。由此，可最大化第一应用数据d1的第一编码率R1，而第二应用数据d2

将不被分配任何的可用编码率。各个传输速率组合所对应的功率比α可由使用者依其需求

制定，本公开并不加以限制。

[0051] 在一实施例中，若传输器100仅需传输第一应用数据d1，则处理器110可由传输速

率组合表131中选择初始传输速率组合(例如：表一的传输速率组合5)且基于初始传输速率

组合传输第一应用数据d1，其中所有可用的编码率都分配给第一应用数据d1。

[0052] 在另一实施例中，若传输器100需传输例如是在需要较高可靠性的URLLC场景下传

输的第二应用数据d2，则处理器110可基于第二应用数据d2的传输速率需求，从传输速率组

合表中131中选出一个选择的传输速率组合。举例来说，处理器110可基于例如第二应用数

据d2的数据量及/或优先度等信息，判断第二应用数据d2的传输速率需求为2比特/秒。在确

定了第二应用数据d2的传输速率需求后，处理器110可基于“比特数x编码率＝传输速率”的

公式，计算出传输速率组合表中131中各传输速率组合所对应的传输速率。基此，处理器110

可计算出表一中，传输速率组合1～5所对应的第二应用数据d2的传输速率分别为5.35

(8x0.6689＝5.35)比特/秒、3.74

[0053] (6x0.6235＝3.74)比特/秒、2.28(4x0.5702＝2.28)比特/秒、1.08(2x0.5417＝

1.08)比特/秒以及0比特/秒。基于上述计算结果，处理器110可选择传输速率刚好可以满足

第二应用数据d2的传输速率需求(即：传输速率大于或等于2比特/秒)的传输速率组合3，以

同时传输第一应用数据d1与第二应用数据d2。由此，可在满足第二应用数据d2的传输速率

需求的情况下，最大化第一应用数据d1可用的传输速率。

[0054] 在选择传输速率组合后，处理器110便可根据此选择的传输速率组合(即：传输速

率组合3)传输第一应用数据d1以及第二应用数据d2。其中，处理器110会以0.9165比特/秒

的编码率对第一应用数据d1进行通道编码，且以0.5702比特/秒的编码率对第二应用数据

d2进行通道编码。此外，处理器110会以16QAM(使用4比特的QAM调制)的调制方式调制第一

应用数据d1，且以16QAM的调制方式调制第二应用数据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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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图2是图1的传输器100的更详细的示意图，其中，处理器110、存储介质130以及天

线150的结构与功能均与图1及其相关叙述中的描述相同，在此不再赘述。参照图2，传输器

100更包括第一通道编码器210、第一调制器212、乘法器214、第二通道编码器220、第二调制

器222、乘法器224以及加法器230。

[0056] 第一通道编码器210耦接处理器110且可接收第一应用数据d1。处理器110可基于

当前所选择的传输速率组合，控制第一通道编码器210对第一应用数据d1进行通道编码。举

例来说，当处理器110选用表一中的传输速率组合3作为选择的传输速率组合时，处理器110

可发出信号控制第一通道编码器210以第一编码率R1(“0.9165比特/秒”)对第一应用数据

d1进行通道编码。

[0057] 第一调制器212耦接处理器110与第一通道编码器210。处理器110可基于当前所选

择的传输速率组合，控制第一调制器212对经过第一通道编码器210编码的第一应用数据d1

进行调制。举例来说，当处理器110选用表一中的传输速率组合3作为选择的传输速率组合

时，处理器110可发出信号控制第一调制器212以16QAM对第一应用数据d1进行调制。

[0058] 第二通道编码器220耦接处理器110且可接收第二应用数据d2。处理器110可基于

当前所选择的传输速率组合，控制第二通道编码器220对第二应用数据d2进行通道编码。举

例来说，当处理器110选用表一中的传输速率组合3作为选择的传输速率组合时，处理器110

可发出信号控制第二通道编码器220以第二编码率R2(「0.5702比特/秒」)对第二应用数据

d2进行通道编码。

[0059] 第二调制器222耦接处理器110与第二通道编码器220。处理器110可基于当前所选

择的传输速率组合，控制第二调制器222对经过第二通道编码器220编码的第二应用数据d2

进行调制。举例来说，当处理器110选用表一中的传输速率组合3作为选择的传输速率组合

时，处理器110可发出信号控制第二调制器222以16QAM对第二应用数据d2进行调制。

[0060] 当第一应用数据d1以及第二应用数据d2的通道编码与调制均完成时，传输器100

可通过乘法器214与乘法器224分别分配载波功率P1与载波功率P2给第一应用数据d1与第

二应用数据d2。而后，经通道编码及调制的第一应用数据d1与第二应用数据d2可由加法器

230相加为同一信号，并通过天线150传输。

[0061] 在一实施例中，基于可靠性等原因，共用同一传输速率组合表131的传输器100及

其对应的接收器200还可以调整第一编码率R1以及第二编码率R2的计算结果，藉以产生新

的传输速率组合表。具体而言，传输器100可通过天线150接收接收器200(例如：基站)所发

出的配置信息(例如：上行链路许可)，且配置信息可包括后退(Backoff)指示。在处理器110

基于已知的索引、调制方式Mod1和Mod2、总编码率以及功率比等信息而计算出各传输速率

组合所对应的第一编码率R1以及第二编码率R2之后，处理器110可进一步根据所述后退指

示，调整(降低)所计算的第一编码率R1以及第二编码率R2，使传输器100以低于理论值的传

输速率传输第一应用数据d1与第二应用数据d2，从而降低传输时比特错误率。

[0062] 在一实施例中，后退指示例如是指示将所计算的第一编码率R1以及第二编码率R2

分别减去一预设的量，例如将第一编码率R1减去0.3比特、将第二编码率R2减去0.5比特。在

另一实施例中，后退指示例如是指示将所计算的第一编码率R1以及第二编码率R2乘上一预

设的比率，例如将第一编码率R1乘上0.9、将第二编码率R2乘上0.8。由此，可降低传输时的

比特错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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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在一实施例中，传输器100还可基于不同的配置信息计算出不同的传输速率组合

表。以表二为例，表二揭示了具有三种传输速率组合(索引1至索引3)的传输速率组合表，如

下所示：

[0064]

[0065] 表二

[0066] 具体而言，传输器100可通过天线150接收例如由接收器200所发出的配置信息(例

如是上行链路许可)。处理器110可由配置信息中获得总编码率以及的传输速率组合表尺寸

的信息。首先，处理器110可通过传输速率组合表尺寸决定所要计算的传输速率组合表的尺

寸。例如，当传输速率组合表尺寸为“5”时，处理器110可计算出包含了五种传输速率组合的

传输速率组合表131(例如表一)，并基于总编码率计算出所述传输速率组合表131的第一编

码率R1及第二编码率R2。接着，传输器100与发送出配置信息的接收器200便可基于传输速

率组合表131的设定进行通信。另一方面，当传输速率组合表尺寸为“3”时，处理器110可计

算出包含了三种传输速率组合的传输速率组合表131(例如表二)，并基于总编码率计算出

所述传输速率组合表131的第一编码率R1及第二编码率R2。接着，传输器100与发送出配置

信息的接收器200便可基于所述传输速率组合表131的设定进行通信。

[0067] 在一实施例中，传输器100还可基于组合表子集合索引，选择当前使用的传输速率

组合表的子集合作为新的传输速率组合表。

[0068] 具体而言，假设传输器100正通过与接收器200约定好的传输速率组合表尺寸为

“5”的传输速率组合表131与接收器200通信。此时，传输器100可通过天线150接收例如由接

收器200所发出的配置信息(例如是上行链路许可)。处理器110可由配置信息中获得组合表

子集合索引的信息。接着，处理器110便可基于组合表子集合索引选择传输速率组合表131

的其中种子集合作为新的传输速率组合表，藉以通过所述新的传输速率组合表与接收器

200进行通信。举例来说，当组合表子集合索引的值为“0”时，处理器110可基于组合表子集

合索引的值“0”选择传输速率组合表131的子集合(例如表二)作为新的传输速率组合表

131。而后，传输器110便可通过新的传输速率组合表131与接收器200进行通信。

[0069] 在一实施例中，传输器100的处理器110还可基于对应的接收器200的类型计算传

输速率组合表。当对应于传输器100的接收器200其种类为连续干扰消除(successive 

interference  cancellation，SIC)接收器时，第一应用数据d1或第二应用数据2可具有较

高的传输速率。由于SIC接收器是以功率域的数值作为解码的主要依据。因此，具有较低载

波功率的数据的传输速率较容易受到接收器200种类是否为SIC接收器而影响。在一实施例

中，适用于eMBB场景的第一应用数据d1通常被分配较高的载波功率P1，且适用于URLLC场景

的第二应用数据2通常被分配较低的载波功率P2。基此，具有较低载波功率P2的第二应用数

据2，其第二编码率R2(或传输速率)较容易受到接收器200种类的影响而改变。若接收器200

种类为SIC接收器，则第二编码率R2可能显著地提高，如表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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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0071]

[0072] 表三

[0073] 图3是依照本公开的实施例的数据传输方法300的流程图，传输方法300可由图1及

图2所揭示的传输器100实施。在步骤S301，存储介质130可存储用以计算同时传送第一应用

数据d1与第二应用数据d2的多个传输速率组合的多个规则。在步骤S303，处理器110可经由

天线150接收传输许可，且所述传输许可可以是由对应于传输器100的接收器200所发送。在

步骤S305，处理器110可判断是否需同时传输第二应用数据d2，若要传输第二应用数据d2，

则进入步骤S309。若不传输第二应用数据d2，则进入步骤S307。在步骤S307，处理器110可基

于传输速率组合表131中的初始传输速率组合传输第一应用数据d1，其中初始传输速率组

合是将所有可用的编码率都分配给第一应用数据d1的传输速率组合。在步骤S309，处理器

110可基于上述预先存储的规则计算出同时传送第一应用数据d1与第二应用数据d2的多个

传输速率组合以计算传输速率组合表131。在步骤S311，处理器110可根据第二应用数据d2

的传输速率需求，由传输速率组合表131的多个传输速率组合中选择传输速率组合(例如：

表一中的传输速率组合3)。在步骤S313，处理器110可基于选择的传输速率组合同时传输第

一应用数据d1与第二应用数据d2至对应传输器100的接收器200。

[0074] 图4是依照本公开的实施例的数据接收方法400的流程图，接收方法400可适用于

与传输器100共用相同的传输速率组合计算规则的接收器200。由于传输器100是基于与接

收器200事先约定好的规则计算传输速率组合，藉以产生传输速率组合表131，因此，使用相

同规则的接收器200也可计算出与传输器100相同的传输速率组合表131。在步骤S410，接收

器200可接收来自传输器100的数据，并计算出传输速率组合表131。在步骤S430，接收器200

可同时基于传输速率组合表131中的所有传输速率组合对所接收的数据进行盲式解码

(blind  decoding)及解调。举例来说，若现行使用的传输速率组合表131为表二，其具有三

种传输速率组合，则步骤S430可被分为同时进行的步骤S431、S433以及S435，同时使用所述

三种传输速率组合对所接收的数据进行盲式解码。在步骤S431，可基于表二设定的传输速

率组合1对所接收的数据进行盲式解码及解调，藉以还原第一应用数据d1及/或第二应用数

据d2。接着，在步骤S451，可判断还原后的第一应用数据d1及/或第二应用数据d2内容是否

正确。若内容正确，则在步骤S470将还原后的第一应用数据d1及/或第二应用数据d2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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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内容不正确，则代表传输器100并非是使用传输速率组合1的参数来进行传输。

[0075] 相似地，在步骤S433，可基于表二设定的传输速率组合2对所接收的数据进行盲式

解码及解调，藉以还原第一应用数据d1及/或第二应用数据d2。接着，在步骤S453，可判断还

原后的第一应用数据d1及/或第二应用数据d2内容是否正确。若内容正确，则在步骤S470将

还原后的第一应用数据d1及/或第二应用数据d2输出。若内容不正确，则代表传输器100并

非是使用传输速率组合2的参数来进行传输。相似地，在步骤S435，可基于表二设定的传输

速率组合3对所接收的数据进行盲式解码及解调，藉以还原第一应用数据d1或第二应用数

据d2。接着，在步骤S455，可判断还原后的第一应用数据d1及/或第二应用数据d2内容是否

正确。若内容正确，则在步骤S470将还原后的第一应用数据d1及/或第二应用数据d2输出。

若内容不正确，则代表传输器100并非是使用传输速率组合3的参数来进行传输。基于上述，

接收方法400可同时针对传输速率组合表131中的多个传输速率组合进行盲式解码及解调。

由此，可增加盲式解码及解调的速度及效率。

[0076] 图5是依照本公开的实施例的数据接收方法500的流程图。与图4的接收方法400不

同的是，接收方法500是依序采用传输速率组合表131中的各个传输速率组合来对所接收的

数据进行解码及解调。详细来说，在步骤S501，接收器200可接收来自传输器100的数据，并

计算出传输速率组合表131。在步骤S503，接收器200可设定标记i的值为“1”，标记i代表传

输速率组合表131中的索引。例如，标记i的值为“1”时，代表选择传输速率组合表131中的传

输速率组合1。标记i的值为“2”时，代表选择传输速率组合表131中的传输速率组合2。在步

骤S505，可根据标记i选择传输速率组合表131中对应于标记i的值“1”的传输速率组合1，并

基于传输速率组合1对所接收的数据进行盲式解码及解调，藉以还原第一应用数据d1及/或

第二应用数据d2。在步骤S507，可判断还原后的第一应用数据d1及/或第二应用数据d2内容

是否正确。若内容正确，则在步骤S509将还原后的第一应用数据d1及/或第二应用数据d2输

出。若内容不正确，则代表传输器100并非是使用对应于当前的标记i的传输速率组合1的参

数来进行传输。在步骤S511，可判断标记i的值是否超过了传输速率组合表131的传输速率

组合数量N。以使用表一为例，其中具有共五组的传输速率组合。因此，若判断标记i的值超

过“5”，即表示已没有对应的传输速率组合可供接收器200进行盲式解码及解调。如此，则进

入步骤S513，宣告还原第一应用数据d1及/或第二应用数据d2失败。若判断标记i的值不超

过传输速率组合表131的传输速率组合数量N，则进入步骤S515，将标记i的值加上“1”。以传

输速率组合表131为表一为例，假设当前的标记i的值为“1”，则在步骤S511，可判断标记i的

值“1”不超过“5”。因此，可在步骤S515将标记i的值加上“1”而成为“2”。在步骤S515后，可回

到步骤S505，重新根据新的标记i(例如：标记i的值为“2”)选择传输速率组合表131中的传

输速率组合(例如：对应于标记i的值为“2”的传输速率组合2)以进行后续的盲式解码以及

解调的步骤。

[0077] 综上所述，本公开的传输器可以在接收到第一应用数据的上行链路许可后且同时

接收到其他应用(例如：第二应用)的数据传输请求的情况下，通过传输器与接收器事先约

定好的传输速率组合的计算规则产生与接收器相同的传输速率组合表，藉以执行基于非正

交多重存取技术的数据传输。由此，本公开的传输器可以在不停止第一应用数据的传输的

情况下，传送第二应用数据，从而满足紧急数据的低延迟(low  latency)传输速率需求或提

升系统容量(channel  capacity)。此外，传输器还可以接收传送自接收器(例如：基站)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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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信息，且根据所述配置信息而选择传输速率组合表的子集合作为新的传输速率组合表，

用以降低接收器对数据进行盲式解码的复杂度。再者，传输器还可以接收例如传送自接收

器的后退指示，且基于所述后退指示将原本计算出的第一编码率及第二编码率的值降低。

由此，传输器可使用低于传输速率组合表的速率来传送第一应用数据及第二应用数据，从

而提升传输时的可靠性。

[0078] 虽然本公开已以实施例揭示如上，然其并非用以限定本公开，任何所属技术领域

中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公开的精神和范围内，当可作些许的更动与润饰，因此本公开的保

护范围以所附的权利要求所界定的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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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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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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