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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通信的装置，包括：

至少一个处理器；

存储指令程序的存储器；

其中存储所述指令程序的所述存储器被配置为与所述至少一个处理器一起使得所述

装置至少：

响应于接受对允许控制实体来控制所述装置的协调无线电传输的控制主张请求，关于

比可使用的全带宽更少的指定无线电资源而以传输的静默或者传输的被降低的功率进行

响应，其中所述控制实体指示无线电资源的优先级，并且其中所述装置关于所述指定无线

电资源的所述传输的静默或者所述传输的被降低的功率是基于所述优先级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中进一步使得所述装置：

评估所述装置与所述控制实体之间的相对优先级以便确定所述响应；

如果所述控制实体具有较高优先级，以接受进行响应并且在所述控制实体的控制之下

执行所述协调传输；

如果所述控制实体具有较低优先级，以拒绝进行响应并且自主地执行传输。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装置，其中对所述请求的接受或拒绝是关于比可使用的全带

宽更少的指定无线电资源的。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装置是eNodeB。

5.根据权利要求2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控制实体是eNodeB或独立节点。

6.根据权利要求2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控制实体的所述优先级由网络管

理功能来配置。

7.根据权利要求2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控制实体的所述优先级在所述控

制实体与所述装置之间被协商。

8.一种用于通信的方法，包括：

响应于接受对允许控制实体来控制基站的协调无线电传输的控制主张请求，关于比可

使用的全带宽更少的指定无线电资源而以传输的静默或者传输的被降低的功率进行响应，

其中所述控制实体指示无线电资源的优先级，并且其中关于所述指定无线电资源的所述传

输的静默或者所述传输的被降低的功率是基于所述优先级的。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进一步包括：

评估所述基站与所述控制实体之间的相对优先级；

如果所述控制实体具有较高优先级，以接受进行响应并且在所述控制实体的控制之下

执行所述协调传输；以及

如果所述控制实体具有较低优先级，以拒绝进行响应并且自主地执行传输。

10.根据权利要求8至9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对所述请求的接受或拒绝是关于比

可使用的全带宽更少的无线电资源的。

11.根据权利要求8至9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基站是eNodeB。

12.一种存储指令程序的非暂态计算机可读介质，处理器对所述指令程序的执行将装

置配置为至少：

响应于接受对允许控制实体来控制所述装置的协调无线电传输的控制主张请求，关于

比可使用的全带宽更少的指定无线电资源而以传输的静默或者传输的被降低的功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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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其中所述控制实体指示无线电资源的优先级，并且其中所述装置关于所述指定无线

电资源的所述传输的静默或者所述传输的被降低的功率是基于所述优先级的。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计算机可读介质，其中所述指令程序的执行进一步将所述

装置配置为：

评估所述装置与所述控制实体之间的相对优先级以便确定所述响应；

如果所述控制实体具有较高优先级，以接受进行响应并且在所述控制实体的控制之下

执行所述协调传输；

如果所述控制实体具有较低优先级，以拒绝进行响应并且自主地执行传输。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计算机可读介质，其中对所述请求的接受或拒绝是关于比

可使用的全带宽更少的指定无线电资源的。

15.一种用于通信的装置，包括：

至少一个处理器；

存储指令程序的存储器；

其中存储所述指令程序的所述存储器被配置为与所述至少一个处理器一起使得所述

装置至少：

向基站发送控制主张请求，以请求对所述基站的协调无线电传输的控制；以及

响应于所述基站对所述请求的接受，向所述基站发送一个或多个请求以对传输进行静

默，以便使所述基站静默比可使用的全带宽更少的指定无线电资源，其中所述装置向所述

基站指示无线电资源的优先级，并且其中所述基站关于所述指定无线电资源对所述传输的

静默是基于所述优先级的。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装置，其中进一步使得所述装置：

评估所述装置与所述基站之间的相对优先级；

如果所述装置的所述优先级低于所述基站的所述优先级，避免尝试控制所述基站的所

述协调无线电传输；以及

如果所述装置的所述优先级高于所述基站的所述优先级，向所述基站发送一个或多个

请求以便对传输进行静默。

17.根据权利要求15至16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其中对控制的所述请求标识用于控制

的指定资源或者使指定资源免受控制。

18.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指定资源是物理资源块。

19.根据权利要求15至16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其中进一步使得所述装置向所述基站

发送经更新的控制主张请求，以指定经更新的控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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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多小区协调中的静默管理的系统和技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一般涉及无线网络通信。更具体地，本发明涉及用于多小区协调调度的改

进系统和技术。

背景技术

[0002] 无线网络通信中的有效性是一个重要目标，随着用户数量和用户对服务的需求持

续增长而变得越来越重要。网络运营商希望最小化他们必须提供的基础设施。此外，专用于

无线网络通信的频带是有限且有价值的资源，并且网络运营商一直致力于有效地使用这个

资源以便避免可用频率变得过于饱和。如果频率过于饱和，网络元件将彼此干扰。例如，一

个基站的传输可能干扰相邻基站的传输。为了避免干扰，网络运营商可以在做出调度决策

时考虑附近发射器的存在，并且发射器(诸如基站)可以协调它们的传输以便避免彼此的干

扰。

发明内容

[0003]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一种装置包括至少一个处理器和存储指令程序的存储

器。存储指令程序的存储器被配置为与至少一个处理器一起使得装置至少：响应于对允许

控制实体控制该装置的协调无线电传输的控制主张请求，以对该请求的接受或拒绝进行响

应；并且如果响应是接受，则在控制实体的控制之下执行协调传输。

[0004] 在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中，一种方法包括：响应于对允许控制实体控制基站的

协调无线电传输的控制主张请求，以对请求的接受或拒绝进行响应；并且如果响应是接受，

则在控制实体的控制之下执行协调传输。

[0005] 在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中，一种非暂态计算机可读介质存储指令程序。处理器

对指令程序的执行将装置配置为至少：响应于对允许控制实体控制装置的协调无线电传输

的控制主张请求，以对请求的接受或拒绝进行响应；并且如果响应是接受，则在控制实体的

控制之下执行协调传输。

[0006] 在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中，一种装置包括至少一个处理器和存储指令程序的存

储器。存储指令程序的存储器被配置为与至少一个处理器一起使得装置至少：向基站发送

控制主张请求，请求对基站的协调无线电传输的控制；以及响应于基站对请求的接受，向基

站发送一个或多个请求以便对传输进行静默。

附图说明

[0007] 图1图示了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无线网络；

[0008] 图2-图6图示了执行本发明的实施例的元件之间的信令和元件的操作；

[0009] 图7图示了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元件的细节；以及

[0010] 图8图示了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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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1] 本发明的实施例解决了对协调多点通信、特别是多小区协调调度的改进。在蜂窝

通信系统中，用于多点协调调度的各种方法在发展或者在使用。这些方法包括集中式方法

和分散式方法。基站可以协调传输顺序以便避免彼此的干扰。一种机制是对要求特定资源

的传输或者在特定时间处的传输进行静默(静默被定义为零功率的传输或间隔)，而另一种

机制是在特定资源或时间段中以降低的功率进行传输。在用于协调调度的分散式方法中，

小区(其可以由基站表示)自己做出关于静默的决策(也就是说，避免它的用户设备中的一

个或多个用户设备的传输或调度传输)。在根据第三代合作伙伴技术(3GPP)、3GPP长期演进

(LTE)和3GPP  LTE高级(LTE-A)的标准进行操作的网络中，基站可以被实施为eNodeB(eNB)，

其中eNB服务它的覆盖区域内的用户设备(UE)。

[0012] 在遵循集中式方法的网络或部分网络中，中央实体做出关于特定基站是否应当静

默的决策、并且向基站(诸如eNB)发出恰当的请求。基站可以被设计为受集中式控制(出于

方便，这样的基站可以被称为受中央控制的基站)或者可以被设计用于分散式操作(这样的

基站可以被称为自主基站——意味着该基站的协调决策是自主的)。受中央控制的基站将

执行由中央实体引导的协调，并且自主基站一般将忽略中央实体的请求。在一些情况中，基

站可以在它的大多数操作期间对来自中央实体的请求进行响应、但是在一些情形下忽略请

求并且做出自己的决策。这样的情形可以包括例如使用指定资源处理高优先级业务。出于

方便，这样的基站可以被称为部分自主基站。参与并且控制协调传输的各种元件可以被称

为节点，并且这些节点中的一个或多个节点可以出于方便而被称为独立节点，独立节点可

以控制和引导其他节点、但是本身不可以服务用户设备。在本发明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中，

中央实体可以是独立节点。

[0013] 在受集中式控制的基站和自主基站均存在的环境中，这样的混合可能导致冲突，

因为中央实体向自主基站和受中央控制的基站两者发送请求，并且两种类型的基站冲突，

因为自主基站的行为是不可预测的。

[0014] 因此，在本发明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中，采用涵盖了受集中式控制的协调和自主

协调的统一信令过程。统一信令过程的各种实施例避免了涉及如下的冲突：中央实体与自

主基站之间的交互、中央实体与受集中式控制的基站之间的交互、自主基站与受集中式控

制的基站之间的交互、两个自主基站之间的交互、以及中央实体与关于指定资源而自主地

运转的、受中央控制的基站之间的交互。

[0015] 图1图示了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网络100。网络100包括被实施为eNB  102A

和102B的基站，这些基站分别定义小区104A和104B并且与中央实体106通信。eNB  102A和

102B服务多个UE  108A-108E，多个UE  108A-108E可以在小区之间移动、或者被关闭或以其

他方式与网络断开连接。随着其他UE的打开或从其他地方移入，这些其他UE可以被引入到

该网络中。一个或更多网络节点、诸如eNB  102A和102B或者中央实体106可以参与协调调度

以便减少干扰。

[0016] 在本发明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中，涉及这样的协调的网络节点彼此协商。在一个

示例中，需要针对响应节点(诸如eNB  102A或102B中的一个)的调度决策的请求节点(诸如

中央节点106)向第二节点指示它需要做出这样的决策并且向第二节点发出请求以便做出

这样的动作。第二节点通过指示它将会或者将不会接受这样的请求来对第一节点进行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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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将注意到，响应节点是要指示接受或者是要指示拒绝可以基于任何期望的准则。例如，

响应节点可以指示对来自第一请求节点的请求的接受，或者可以指示对第二请求节点的拒

绝，或者一般性可以接受请求、但是关于特定业务类别或资源可以拒绝请求而自主地做出

决策。例如，请求节点或响应节点、或者请求节点和响应节点两者可以向更高优先级或受保

护类别指派特定物理资源块(PRB)，并且关于这些块的集中式控制调度，请求节点可以回绝

请求，或者响应节点可以拒绝接受。

[0017] 如果响应是拒绝，本发明的各个实施例提供机制用以指定哪些节点的指示将获得

优先级——即，是否拒绝是否将被接受。如果请求节点被给定优先级，响应节点将被强制接

受它的请求，并且如果响应节点被给定优先级，它的拒绝将被接受。将认识到，优先级的指

派可以基于任何期望的准则并且可以改变。例如，基站可以被排序，从而第一中央实体(例

如)可以能够推翻特定响应节点的拒绝，而第二中央实体可能不能够推翻同一响应节点的

拒绝。响应节点可以类似地被排序。备选的方法可以涉及对节点的权重的指派，从而使得较

高加权的节点可以被给定优于较低加权的节点的优先级。优先级决策可以是按事务

(transaction)的、或者可以定义准则以使得节点关于特定资源或业务类别具有相比于其

他资源或业务类别的较高优先级。例如，特定物理资源块(PRB)可以属于高优先级或受保护

类别，具有被指派由响应节点对这些块的使用的较高加权。

[0018] 在本发明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中，各种实体、诸如eNB  102A、eNB  102B和中央实体

犹如在被设计为提供集中式和分布式协调两者的支持的指定信令框架的支配下进行通信。

通过预先协商或操作和维护配置，指定了协调交互的决策者。可以根据任何期望的准则来

完成对决策者的选择——例如，标识主导的实体、基于诸如业务水平之类的条件来选择主

导实体、或者为每个无线电资源单元(例如、诸如物理资源块(PRB)或资源块组(RBG)之类的

频域资源、或者诸如传输时间间隔(TTI)之类的时域资源)指定决策者。如以下更详细描述

的，可以在握手协调请求(请求和响应)中管理协调。决策者可以是做出请求的节点或者接

收请求的节点。

[0019] 对于无线电资源单元(例如，各个PRB或RBG、或者备选的跨整个带宽的无线电资源

单元)，如果请求实体是决策者，接收eNB必需如所请求的那样进行响应。

[0020] 在接收请求的eNB具有最终权力的情况中，接收eNB可以根据需要而拒绝请求：例

如，尽最大努力来满足请求、但是不保证该请求将被满足。如果无线电资源已经被保留用于

特定目的——例如如果eNB已经在指定PRB上配置SPS传输、或者PRB已经被配置为物理下载

控制信道时，这样的方法是有用的。在另一个典型情况中，接收eNB可能已经被设计用于自

主的或分散式操作，对它的协调动作(诸如静默)做出它自己的决定以使得它一般将不会接

受来自另一个节点的请求。如以下更详细讨论的，可以基于诸如当前负载和业务类型之类

的因素来调整节点之间的相对优先级。网络、诸如网络100因此可以作为集中式和自主通信

之间的混合体而存在。

[0021] 图2图示了给出请求节点和响应节点的信令和操作以及它们之间的信令和操作的

图200，该请求节点的形式是中央实体202，并且该响应节点的形式是eNB  204。中央实体202

发出控制主张消息206，通知eNB  204它意图做出集中式控制的调度请求——一般化的或者

在更受限的基础上、诸如按PRB或按RBG，或者使大多数资源受到中央控制、但是指定资源被

自主地管理。eNB  204以控制接受消息208对控制主张消息206进行响应，指示它同意接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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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控制的调度请求——再次，可以是一般化的或者在更受限的基础上。中央实体然后可

以向eNB  204做出请求，eNB  204然后可以以确认212进行响应。在随后恰当的时间处，eNB 

204可以向中央实体202发送控制接受更新消息214，指示对它将响应的请求的修改。在进一

步随后恰当的时间处，中央实体202可以向eNB  204发送控制主张更新消息216，指示对它将

做出的请求的实质的改变(例如，改变可以受制于请求的资源)。eNB  204可以以修改接受消

息218进行响应。

[0022] 图3图示了中央实体202与eNB  204之间的交互和它们的操作的图300，其中eNB 

204发起协商。eNB  204向中央实体202发送控制接受准备就绪消息306，指示同意接受请求。

中央实体202利用控制主张准备就绪消息308进行响应。中央实体202然后继续做出请求

310，并且eNB  204利用确认312进行响应。根据需要，eNB  204发送控制接受更新消息314，指

示对它接受请求的同意的改变，并且中央实体202利用确认316进行响应。类似地，根据需

要，中央实体202发送控制主张更新消息318，并且eNB  204利用确认320进行响应。

[0023] 图4图示了给出中央实体402与被设计用于分散式操作的eNB404的操作和它们之

间的消息的图400。中央实体402向eNB  404发送控制主张消息406，eNB  404利用控制回绝消

息408对控制主张消息406进行响应。中央实体402做出关于eNB  404的优先级的确定410，并

且如果(412)中央实体402具有较高优先级，中央实体402向eNB  404发送推翻消息414，eNB 

404利用推翻确认416进行响应，并且然后中央实体402发送请求418，这些请求418然后被响

应以确认420。如果(422)中央实体402具有比eNB  404低的优先级，中央实体402关于要由

eNB  404执行的动作不再做出进一步的决策。

[0024] 图5图示了给出第一eNB  502与第二eNB  504的操作和它们之间的消息的图500，其

中第一eNB  502被设计用于集中式操作，并且第二eNB  504被设计用于分散式操作。第一eNB 

502发送控制接受消息506，指示愿意接受控制，但是第二eNB  504利用控制主张回绝消息

508进行响应，指示不愿意践行控制。第二eNB  504不做出(510)对行使控制的尝试，并且第

一eNB可选地寻求(512)另一个实体用于集中式控制。

[0025] 图6图示了给出在第一eNB  602与第二eNB  604的操作和它们之间的消息的图600，

其中eNB  602和604均被设计用于分散式操作。第一eNB  602发送控制主张拒绝消息606，指

示不愿意主张控制，并且第二eNB  604利用控制拒绝消息608进行响应，指示不愿意接受控

制。

[0026] 现在参照图7，以解释说明适合用于实施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例的基站、诸如eNB 

700和用户设备、诸如UE  750的简化框图。在图7中，装置、诸如eNB  700被适配用于与具有无

线通信能力的其他装置、诸如UE  750进行通信。

[0027] eNB  700包括：诸如至少一个数据处理器(data  processor，DP)704之类的处理装

置，诸如存储数据708和至少一个计算机程序(PROG)710或其他可执行指令集合的至少一个

计算机可读存储器(memory，MEM)706之类的存储装置，诸如用于经由一个或多个天线716与

UE  750进行双向无线通信的发射器TX  712和接收器RX714之类的通信装置。

[0028] UE  750包括：诸如至少一个数据处理器(DP)754之类的处理装置，诸如存储数据

758和至少一个计算机程序(PROG)760或其他可执行指令集合的至少一个计算机可读存储

器(memory，MEM)756之类的存储装置，诸如用于经由一个或多个天线766与eNB  700进行双

向无线通信的发射器TX  762和接收器RX  764之类的通信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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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eNB  700中的PROG  710中的至少一个PROG假设包括程序指令集合，该程序指令集

合在由相关联的DP  704执行时使得该设备如以上详细描述的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例进行

操作。在这些方面，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例可以至少部分由存储在MEM  706上的计算机软件

来实现，该计算机软件由eNB  700的DP  704、或由硬件、或由有形存储的软件和硬件(以及有

形存储的固件)的组合可执行。类似地，UE  750中的PROG  760中的至少一个PROG假设包括程

序指令集合，该程序指令集合在由相关联的DP  754执行时使得该设备如以上详细描述的本

发明的示例性实施例进行操作。实现本发明的这些方面的电子设备不需要是如图1或图7描

绘的完整设备、或者可以是这些设备的一个或多个组件、诸如以上描述的被有形存储的软

件、硬件、固件和DP、或者片上系统SOC或者专用集成电路ASIC。

[0030] 一般而言，UE  750的各个实施例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具有无线通信能力的个人便携

式数字设备，包括但不限于蜂窝电话、导航设备、膝上型计算机/掌上型计算机/平板计算

机、数字相机和音乐设备、以及因特网家电。

[0031] 计算机可读MEM  706和756的各个实施例包括适于本地技术环境的任何数据存储

技术类型，包括但不限于基于半导体的存储器设备、磁存储器设备和系统、光存储器设备和

系统、固定存储器、可拆卸存储器、盘式存储器、闪存、DRAM、SRAM、EEPROM，等等。DP  704和

754的各个实施例包括但不限于通用计算机、专用计算机、微处理器、数字信号处理器(DSP)

和多核处理器。

[0032] 图8图示了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过程800。在框802，第一和第二设备参与协

商以关于协调传输确定第一设备是否将控制第二设备或者将受第二设备控制。这些设备可

以例如是中央实体或基站，并且协商可以采取如下的形式：对控制的主张和拒绝或接收、对

一个设备准备好接受控制的通知和对主张或控制的接受或拒绝、或者对设备没有准备好接

受控制的通知、以及确认。在框802，根据协商继续进行协调。

[0033] 尽管上文已经描述了各种示例性实施例，将会理解的是，本发明的实践不限于这

里所示出和讨论的示例性实施例。在前述描述的基础上，对本发明的前述示例性实施例的

各种修改和调适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而言将是清楚的。

[0034] 进一步地，上述非限制性实施例的各种特征中的一些特征可以有利地被使用，而

无需其他描述的特征的对应使用。

[0035] 因此，前述描述应当仅仅被认为是对本发明的原理、教导和示例性实施例的解释

说明，而不是对它们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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