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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

系统，包括：信息接收机构，设置在车辆的中控台

内，用于基于预设时间间隔定时接收当地气象部

门的当地气象信息，所述当地气象信息包括雪天

标识，在当前处于雪天气候时，所述雪天标识为

1；实时录影机构，设置在车辆的前端安全护栏的

中央位置，用于在接收到的雪天标识为1时方执

行对车体前方场景的实时录影操作，以获得当前

时刻对应的即时录影帧。本发明还涉及一种基于

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方法。本发明的基于实景分

析的轮胎请求系统及方法应用广泛、操作方便。

由于能够基于车辆前方行驶场景中雪地的松软

度判断车辆当前是否需要更换雪地胎，从而提升

了车辆控制的智能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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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包括：

信息接收机构，设置在车辆的中控台内，用于基于预设时间间隔定时接收当地气象部

门的当地气象信息。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系统，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信息接收机构中，所述当地气象信息包括雪天标识，在当前处于雪天气候时，所

述雪天标识为1，在当前处于非雪天气候时，所述雪天标识为0。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还包括：

实时录影机构，设置在车辆的前端安全护栏的中央位置，与所述信息接收机构连接。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实时录影机构用于在接收到的雪天标识为1时方执行对车体前方场景的实时录影

操作，以获得当前时刻对应的即时录影帧。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基于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还包括：

范围扩展设备，与所述实时录影机构连接，用于对接收到的即时录影帧执行动态范围

扩展处理，以获得并输出对应的范围扩展图像；

雪粒检测机构，与所述范围扩展设备连接，用于基于雪粒的颜色成像特征识别出所述

范围扩展图像中的每一个雪粒对象，并将所述范围扩展图像中的各个雪粒对象围设的区域

作为现场雪体区域输出；

空隙剥离设备，与所述雪粒检测机构连接，用于将所述现场雪体区域去除各个雪粒对

象分别占据的各个成像区域以获得各个空隙对象分别占据的各个成像区域；

在所述空隙剥离设备中，每一个空隙对象为其附近各个雪粒对象的各个边缘围成的、

不存在任何雪粒对象的空间；

比例分析机构，分别与所述雪粒检测机构和所述空隙剥离设备连接，用于获取所述现

场雪天区域占据的像素的数量以作为第一现场数量，获取各个空隙对象整体占据的像素的

数量以作为第二现场数据，并将所述第二现场数量除以所述第一现场数量以作为空隙占据

比例输出；

松软度估算设备，与所述比例分析机构连接，用于基于接收到的空隙占据比例估算车

体前方场景的雪体的松软度，所述空隙占据比例越大，估算的车体前方场景的雪体的松软

度越高；

轮胎分析机构，与所述松软度估算设备连接，用于在接收到的车体前方场景的雪体的

松软度大于等于预设松软度阈值时，发出雪地胎需求指令；

中控显示机构，设置在所述信息接收机构的附近，用于接收并显示所述雪地胎需求指

令；

其中，所述雪地胎需求指令为请求车辆驾驶员将车辆的行驶轮胎更换为雪地胎的指

令；

其中，基于预设时间间隔定时接收当地气象部门的当地气象信息包括：基于预设时间

间隔定时通过无线网络搜索当地气象部门的服务器的IP地址，并通过搜索到的IP地址访问

当地气象部门的服务器以获得当地气象部门的当地气象信息；

其中，所述信息接收机构包括地址搜索单元、信息获取单元和信息分析单元；

其中，所述地址搜索单元用于基于预设时间间隔定时通过无线网络搜索当地气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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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器的IP地址，所述信息获取单元与所述地址搜索单元连接，用于在所述地址搜素单

元获取到当地气象部门的服务器的IP地址后，通过搜索到的IP地址访问当地气象部门的服

务器以获得当地气象部门的当地气象信息；

其中，所述信息分析单元与所述信息获取单元连接，用于解析出所述当地气象信息的

雪天标识。

6.一种基于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使用信息接收机构，设置在车辆的中控台内，用于基于预设时间间隔定时接收当地气

象部门的当地气象信息。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信息接收机构中，所述当地气象信息包括雪天标识，在当前处于雪天气候时，所

述雪天标识为1，在当前处于非雪天气候时，所述雪天标识为0。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基于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

使用实时录影机构，设置在车辆的前端安全护栏的中央位置，与所述信息接收机构连

接。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基于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实时录影机构用于在接收到的雪天标识为1时方执行对车体前方场景的实时录影

操作，以获得当前时刻对应的即时录影帧。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基于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

使用范围扩展设备，与所述实时录影机构连接，用于对接收到的即时录影帧执行动态

范围扩展处理，以获得并输出对应的范围扩展图像；

使用雪粒检测机构，与所述范围扩展设备连接，用于基于雪粒的颜色成像特征识别出

所述范围扩展图像中的每一个雪粒对象，并将所述范围扩展图像中的各个雪粒对象围设的

区域作为现场雪体区域输出；

使用空隙剥离设备，与所述雪粒检测机构连接，用于将所述现场雪体区域去除各个雪

粒对象分别占据的各个成像区域以获得各个空隙对象分别占据的各个成像区域；

在所述空隙剥离设备中，每一个空隙对象为其附近各个雪粒对象的各个边缘围成的、

不存在任何雪粒对象的空间；

使用比例分析机构，分别与所述雪粒检测机构和所述空隙剥离设备连接，用于获取所

述现场雪天区域占据的像素的数量以作为第一现场数量，获取各个空隙对象整体占据的像

素的数量以作为第二现场数据，并将所述第二现场数量除以所述第一现场数量以作为空隙

占据比例输出；

使用松软度估算设备，与所述比例分析机构连接，用于基于接收到的空隙占据比例估

算车体前方场景的雪体的松软度，所述空隙占据比例越大，估算的车体前方场景的雪体的

松软度越高；

使用轮胎分析机构，与所述松软度估算设备连接，用于在接收到的车体前方场景的雪

体的松软度大于等于预设松软度阈值时，发出雪地胎需求指令；

使用中控显示机构，设置在所述信息接收机构的附近，用于接收并显示所述雪地胎需

求指令；

其中，所述雪地胎需求指令为请求车辆驾驶员将车辆的行驶轮胎更换为雪地胎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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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其中，基于预设时间间隔定时接收当地气象部门的当地气象信息包括：基于预设时间

间隔定时通过无线网络搜索当地气象部门的服务器的IP地址，并通过搜索到的IP地址访问

当地气象部门的服务器以获得当地气象部门的当地气象信息；

其中，所述信息接收机构包括地址搜索单元、信息获取单元和信息分析单元；

其中，所述地址搜索单元用于基于预设时间间隔定时通过无线网络搜索当地气象部门

的服务器的IP地址，所述信息获取单元与所述地址搜索单元连接，用于在所述地址搜素单

元获取到当地气象部门的服务器的IP地址后，通过搜索到的IP地址访问当地气象部门的服

务器以获得当地气象部门的当地气象信息；

其中，所述信息分析单元与所述信息获取单元连接，用于解析出所述当地气象信息的

雪天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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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雪地胎应用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系统及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根据路面防滑性能冬季轮胎分为锯齿状面轮胎、雪地轮胎和防滑钉轮胎三种规

格。

[0003] 雪地轮胎指的是适合在雪天使用的轮胎，橡胶轮胎有金属钉，可以增加抓地力，在

较为寒冷且容易积雪的地方，人们冬天会使用这种轮胎，比如俄罗斯。在积雪路面开车时最

好使用雪地轮胎（snow  tire），雪地胎的胎面有更多细小纹路可增强抓地力。

[0004] 与普通轮胎相比，雪地轮胎通过特殊的配方来增大与冰雪路面的摩擦力。它的优

点在于提高了冰雪路面的通过性和安全性。雪地轮胎胎面的材质更软，精心配制的二氧化

硅混合物橡胶配方能与光滑冰面接触得更紧密，从而产生比四季轮胎更大的摩擦力，使得

车辆在光滑冰面上的操控性和安全性大大提高。当温度低于10℃时，雪地轮胎的表面变得

更软，从而获得更好的抓地力。普通轮胎正好相反，越冷越硬。

[0005] 现有技术中，当车辆行驶在雪天环境时，是否需要使用雪地胎是基于雪地的松软

度来进行判断的。然而，车辆本身并不存在执行前方雪地松软度判断的相关机制，同时，依

赖驾驶员的人工经验对前方雪地松软度进行判断也不现实。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系

统及方法，能够基于车辆前方行驶场景中雪地的松软度判断车辆当前是否需要更换雪地

胎，从而提升了车辆控制的智能化水平。

[0007] 为此，本发明至少需要具备以下两处重要的发明点：

（1）对车辆前方行驶场景中雪地的松软度进行实时分析，并在分析到的松软度大于等

于预设松软度阈值时，发出雪地胎需求指令以请求车辆驾驶员将车辆的行驶轮胎更换为雪

地胎；

（2）基于雪地成像区域中雪粒之间的空隙占据的成像区域的比例估算雪地的松软度，

所述比例越大，估算的雪地的松软度越高。

[0008] 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基于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系统，所述系统包括：

信息接收机构，设置在车辆的中控台内，用于基于预设时间间隔定时接收当地气象部

门的当地气象信息，所述当地气象信息包括雪天标识，在当前处于雪天气候时，所述雪天标

识为1，在当前处于非雪天气候时，所述雪天标识为0；

实时录影机构，设置在车辆的前端安全护栏的中央位置，与所述信息接收机构连接，用

于在接收到的雪天标识为1时方执行对车体前方场景的实时录影操作，以获得当前时刻对

应的即时录影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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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扩展设备，与所述实时录影机构连接，用于对接收到的即时录影帧执行动态范围

扩展处理，以获得并输出对应的范围扩展图像；

雪粒检测机构，与所述范围扩展设备连接，用于基于雪粒的颜色成像特征识别出所述

范围扩展图像中的每一个雪粒对象，并将所述范围扩展图像中的各个雪粒对象围设的区域

作为现场雪体区域输出；

空隙剥离设备，与所述雪粒检测机构连接，用于将所述现场雪体区域去除各个雪粒对

象分别占据的各个成像区域以获得各个空隙对象分别占据的各个成像区域；

在所述空隙剥离设备中，每一个空隙对象为其附近各个雪粒对象的各个边缘围成的、

不存在任何雪粒对象的空间；

比例分析机构，分别与所述雪粒检测机构和所述空隙剥离设备连接，用于获取所述现

场雪天区域占据的像素的数量以作为第一现场数量，获取各个空隙对象整体占据的像素的

数量以作为第二现场数据，并将所述第二现场数量除以所述第一现场数量以作为空隙占据

比例输出；

松软度估算设备，与所述比例分析机构连接，用于基于接收到的空隙占据比例估算车

体前方场景的雪体的松软度，所述空隙占据比例越大，估算的车体前方场景的雪体的松软

度越高；

轮胎分析机构，与所述松软度估算设备连接，用于在接收到的车体前方场景的雪体的

松软度大于等于预设松软度阈值时，发出雪地胎需求指令；

其中，所述雪地胎需求指令为请求车辆驾驶员将车辆的行驶轮胎更换为雪地胎的指

令。

[0009]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还提供了一种基于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方法，所述方法

包括：

使用信息接收机构，设置在车辆的中控台内，用于基于预设时间间隔定时接收当地气

象部门的当地气象信息，所述当地气象信息包括雪天标识，在当前处于雪天气候时，所述雪

天标识为1，在当前处于非雪天气候时，所述雪天标识为0；

使用实时录影机构，设置在车辆的前端安全护栏的中央位置，与所述信息接收机构连

接，用于在接收到的雪天标识为1时方执行对车体前方场景的实时录影操作，以获得当前时

刻对应的即时录影帧；

使用范围扩展设备，与所述实时录影机构连接，用于对接收到的即时录影帧执行动态

范围扩展处理，以获得并输出对应的范围扩展图像；

使用雪粒检测机构，与所述范围扩展设备连接，用于基于雪粒的颜色成像特征识别出

所述范围扩展图像中的每一个雪粒对象，并将所述范围扩展图像中的各个雪粒对象围设的

区域作为现场雪体区域输出；

使用空隙剥离设备，与所述雪粒检测机构连接，用于将所述现场雪体区域去除各个雪

粒对象分别占据的各个成像区域以获得各个空隙对象分别占据的各个成像区域；

在所述空隙剥离设备中，每一个空隙对象为其附近各个雪粒对象的各个边缘围成的、

不存在任何雪粒对象的空间；

使用比例分析机构，分别与所述雪粒检测机构和所述空隙剥离设备连接，用于获取所

述现场雪天区域占据的像素的数量以作为第一现场数量，获取各个空隙对象整体占据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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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数量以作为第二现场数据，并将所述第二现场数量除以所述第一现场数量以作为空隙

占据比例输出；

使用松软度估算设备，与所述比例分析机构连接，用于基于接收到的空隙占据比例估

算车体前方场景的雪体的松软度，所述空隙占据比例越大，估算的车体前方场景的雪体的

松软度越高；

使用轮胎分析机构，与所述松软度估算设备连接，用于在接收到的车体前方场景的雪

体的松软度大于等于预设松软度阈值时，发出雪地胎需求指令；

其中，所述雪地胎需求指令为请求车辆驾驶员将车辆的行驶轮胎更换为雪地胎的指

令。

[0010] 本发明的基于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系统及方法应用广泛、操作方便。由于能够基

于车辆前方行驶场景中雪地的松软度判断车辆当前是否需要更换雪地胎，从而提升了车辆

控制的智能化水平。

附图说明

[0011] 以下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案进行描述，其中：

图1为根据本发明实施方案示出的基于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系统及方法使用的雪地胎

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下面将参照附图对本发明的基于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系统及方法的实施方案进

行详细说明。

[0013] 轮胎是在各种车辆或机械上装配的接地滚动的圆环形弹性橡胶制品。通常安装在

金属轮辋上，能支承车身，缓冲外界冲击，实现与路面的接触并保证车辆的行驶性能。轮胎

常在复杂和苛刻的条件下使用，它在行驶时承受着各种变形、负荷、力以及高低温作用，因

此必须具有较高的承载性能、牵引性能、缓冲性能。同时，还要求具备高耐磨性和耐屈挠性，

以及低的滚动阻力与生热性。

[0014] 轮胎作为汽车与地面接触的唯一零部件，轮胎性能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车辆驾驶人

员和乘客的安全，轮胎性能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为此各个国家也针对轮胎安全性能做出了

明确的要求。随着汽车行业的突飞猛进，消费者在关注轮胎安全性能之余，开始关注整车的

舒适性、操控稳定性、NVH等性能。

[0015] 现有技术中，当车辆行驶在雪天环境时，是否需要使用雪地胎是基于雪地的松软

度来进行判断的。然而，车辆本身并不存在执行前方雪地松软度判断的相关机制，同时，依

赖驾驶员的人工经验对前方雪地松软度进行判断也不现实。

[0016] 为了克服上述不足，本发明搭建了一种基于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系统及方法，能

够有效解决相应的技术问题。

[0017] 图1为根据本发明实施方案示出的基于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系统及方法使用的雪

地胎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如图1所示，在所述雪地胎中，1为雪地胎的侧壁，2为雪地胎的花纹，3为雪地胎的

正面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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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根据本发明实施方案示出的基于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系统包括：

信息接收机构，设置在车辆的中控台内，用于基于预设时间间隔定时接收当地气象部

门的当地气象信息，所述当地气象信息包括雪天标识，在当前处于雪天气候时，所述雪天标

识为1，在当前处于非雪天气候时，所述雪天标识为0；

实时录影机构，设置在车辆的前端安全护栏的中央位置，与所述信息接收机构连接，用

于在接收到的雪天标识为1时方执行对车体前方场景的实时录影操作，以获得当前时刻对

应的即时录影帧；

范围扩展设备，与所述实时录影机构连接，用于对接收到的即时录影帧执行动态范围

扩展处理，以获得并输出对应的范围扩展图像；

雪粒检测机构，与所述范围扩展设备连接，用于基于雪粒的颜色成像特征识别出所述

范围扩展图像中的每一个雪粒对象，并将所述范围扩展图像中的各个雪粒对象围设的区域

作为现场雪体区域输出；

空隙剥离设备，与所述雪粒检测机构连接，用于将所述现场雪体区域去除各个雪粒对

象分别占据的各个成像区域以获得各个空隙对象分别占据的各个成像区域；

在所述空隙剥离设备中，每一个空隙对象为其附近各个雪粒对象的各个边缘围成的、

不存在任何雪粒对象的空间；

比例分析机构，分别与所述雪粒检测机构和所述空隙剥离设备连接，用于获取所述现

场雪天区域占据的像素的数量以作为第一现场数量，获取各个空隙对象整体占据的像素的

数量以作为第二现场数据，并将所述第二现场数量除以所述第一现场数量以作为空隙占据

比例输出；

松软度估算设备，与所述比例分析机构连接，用于基于接收到的空隙占据比例估算车

体前方场景的雪体的松软度，所述空隙占据比例越大，估算的车体前方场景的雪体的松软

度越高；

轮胎分析机构，与所述松软度估算设备连接，用于在接收到的车体前方场景的雪体的

松软度大于等于预设松软度阈值时，发出雪地胎需求指令；

其中，所述雪地胎需求指令为请求车辆驾驶员将车辆的行驶轮胎更换为雪地胎的指

令。

[0020] 接着，继续对本发明的基于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系统的具体结构进行进一步的说

明。

[0021] 所述基于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系统中还可以包括：

中控显示机构，设置在所述信息接收机构的附近，用于接收并显示所述雪地胎需求指

令。

[0022] 在所述基于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系统中：

基于预设时间间隔定时接收当地气象部门的当地气象信息包括：基于预设时间间隔定

时通过无线网络搜索当地气象部门的服务器的IP地址，并通过搜索到的IP地址访问当地气

象部门的服务器以获得当地气象部门的当地气象信息。

[0023] 在所述基于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系统中：

所述信息接收机构包括地址搜索单元、信息获取单元和信息分析单元。

[0024] 在所述基于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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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地址搜索单元用于基于预设时间间隔定时通过无线网络搜索当地气象部门的服

务器的IP地址，所述信息获取单元与所述地址搜索单元连接，用于在所述地址搜素单元获

取到当地气象部门的服务器的IP地址后，通过搜索到的IP地址访问当地气象部门的服务器

以获得当地气象部门的当地气象信息；

其中，所述信息分析单元与所述信息获取单元连接，用于解析出所述当地气象信息的

雪天标识。

[0025] 根据本发明实施方案示出的基于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方法包括：

使用信息接收机构，设置在车辆的中控台内，用于基于预设时间间隔定时接收当地气

象部门的当地气象信息，所述当地气象信息包括雪天标识，在当前处于雪天气候时，所述雪

天标识为1，在当前处于非雪天气候时，所述雪天标识为0；

使用实时录影机构，设置在车辆的前端安全护栏的中央位置，与所述信息接收机构连

接，用于在接收到的雪天标识为1时方执行对车体前方场景的实时录影操作，以获得当前时

刻对应的即时录影帧；

使用范围扩展设备，与所述实时录影机构连接，用于对接收到的即时录影帧执行动态

范围扩展处理，以获得并输出对应的范围扩展图像；

使用雪粒检测机构，与所述范围扩展设备连接，用于基于雪粒的颜色成像特征识别出

所述范围扩展图像中的每一个雪粒对象，并将所述范围扩展图像中的各个雪粒对象围设的

区域作为现场雪体区域输出；

使用空隙剥离设备，与所述雪粒检测机构连接，用于将所述现场雪体区域去除各个雪

粒对象分别占据的各个成像区域以获得各个空隙对象分别占据的各个成像区域；

在所述空隙剥离设备中，每一个空隙对象为其附近各个雪粒对象的各个边缘围成的、

不存在任何雪粒对象的空间；

使用比例分析机构，分别与所述雪粒检测机构和所述空隙剥离设备连接，用于获取所

述现场雪天区域占据的像素的数量以作为第一现场数量，获取各个空隙对象整体占据的像

素的数量以作为第二现场数据，并将所述第二现场数量除以所述第一现场数量以作为空隙

占据比例输出；

使用松软度估算设备，与所述比例分析机构连接，用于基于接收到的空隙占据比例估

算车体前方场景的雪体的松软度，所述空隙占据比例越大，估算的车体前方场景的雪体的

松软度越高；

使用轮胎分析机构，与所述松软度估算设备连接，用于在接收到的车体前方场景的雪

体的松软度大于等于预设松软度阈值时，发出雪地胎需求指令；

其中，所述雪地胎需求指令为请求车辆驾驶员将车辆的行驶轮胎更换为雪地胎的指

令。

[0026] 接着，继续对本发明的基于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方法的具体步骤进行进一步的说

明。

[0027] 所述基于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方法还可以包括：

使用中控显示机构，设置在所述信息接收机构的附近，用于接收并显示所述雪地胎需

求指令。

[0028] 所述基于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方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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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预设时间间隔定时接收当地气象部门的当地气象信息包括：基于预设时间间隔定

时通过无线网络搜索当地气象部门的服务器的IP地址，并通过搜索到的IP地址访问当地气

象部门的服务器以获得当地气象部门的当地气象信息。

[0029] 所述基于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方法中：

所述信息接收机构包括地址搜索单元、信息获取单元和信息分析单元。

[0030] 所述基于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方法中：

所述地址搜索单元用于基于预设时间间隔定时通过无线网络搜索当地气象部门的服

务器的IP地址，所述信息获取单元与所述地址搜索单元连接，用于在所述地址搜素单元获

取到当地气象部门的服务器的IP地址后，通过搜索到的IP地址访问当地气象部门的服务器

以获得当地气象部门的当地气象信息；

其中，所述信息分析单元与所述信息获取单元连接，用于解析出所述当地气象信息的

雪天标识。

[0031] 另外，在本发明的基于实景分析的轮胎请求系统及方法中，所述地址搜索单元内

置有时分双工通信单元。时分双工是一种通信系统的双工方式，在移动通信系统中用于分

离接收和传送信道。移动通信目前正向第三代发展，中国于1997年6月提交了第三代移动通

信标准草案（TD-SCDMA），其TDD模式及智能天线新技术等特色受到高度评价并成三个主要

候选标准之一。在第一代和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中FDD模式一统天下，TDD模式没有引起重

视。但由于新业务的需要和新技术的发展，以及TDD模式的许多优势，TDD模式将日益受到重

视。时分双工的工作原理如下：TDD是一种通信系统的双工方式，在移动通信系统中用于分

离接收与传送信道（或上下行链路）。TDD模式的移动通信系统中接收和传送是在同一频率

信道即载波的不同时隙，用保证时间来分离接收与传送信道；而FDD模式的移动通信系统的

接收和传送是在分离的两个对称频率信道上，用保证频段来分离接收与传送信道。采用不

同双工模式的移动通信系统特点与通信效益是不同的。TDD模式的移动通信系统中上下行

信道用同样的频率，因而具有上下行信道的互惠性，这给TDD模式的移动通信系统带来许多

优势。在TDD模式中，上行链路和下行链路中信息的传输可以在同一载波频率上进行，即上

行链路中信息的传输和下行链路中信息的传输是在同一载波上通过时分实现的。

[0032] 最后应注意到的是，在本发明各个实施例中的各功能设备可以集成在一个处理设

备中，也可以是各个设备单独物理存在，也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设备集成在一个设备中。

[0033] 所述功能如果以软件功能设备的形式实现并作为独立的产品销售或使用时，可以

存储在一个计算机可读取存储介质中。基于这样的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本质上或者说

对现有技术做出贡献的部分或者该技术方案的部分可以以软件产品的形式体现出来，该计

算机软件产品存储在一个存储介质中，包括若干指令用以使得一台计算机设备（可以是个

人计算机，服务器，或者网络设备等）执行本发明各个实施例所述方法的全部或部分步骤。

而前述的存储介质包括：U盘、移动硬盘、只读存储器（ROM，Read-Only  Memory）、随机存取存

储器（RAM，Random  Access  Memory）、磁碟或者光盘等各种可以存储程序代码的介质。

[003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涵

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所述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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