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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頻率夏用率的接收帆及元域通信系統

技木領域

本投明涉及元絨通信技木領域，尤其涉及一柳降低頻率夏用率的元戳通信技木。

岌明背景

理冶上已鋒征明，采用多介友射天錶能把元錶信道分割成多介井行的窄帶信道，具有提

高信道比特估輸率的潛能，且研究結果昱示，信道容量隨天絨數量增加而找性增大。勻接

收分集和智能天錶相比， 多輸入多輸出 系統不但能夥提供分集增益和陣列增益，

而且可以采用 空同夏用 的方式提高系統容量。

BL T 是元絨通信申采用空岡夏用技木提高帶筑有效性的一神途徑，林力貝示安醃室分

廣空肘結枸。BL 系統利用多介天戮在同一頻段同肘友迭非行的數据流，利用丰富的多往

估播不同的數据流，并可在接收帆迸行分萬，伙而取得空岡分集。

BL T 的原理如團 所示。多介友射帆采用相同的碉制方式，多介接收帆也采用相同的

解稠方式。BL T E卑介用戶的數据流分割成多介子流，井利用多介天絨同吋岌迭迭些并行

子流，所有子流在同佯的頻帶內友迭，因此頻槽使用效率很高。所需數据有多介副本迸入

信道 投射天域 ，同肘有多介輸出 接收天絨 在接收帆端，多介天絨挑迭出岌迭柬的

多介數据于流及其散射副本，每介接收天錶接收疊加在一起的所有岌迭汞的數据子流，井

能膨利用夏染的信骨她理技木，通迂迭些子信道的差昇能分萬數据子流井迸行檢測。

由于元冶岌射帆胚是接收帆的天找數都是有限的，因此增加分集增益和提高友射速率是

一吋矛盾。 S T 空肘碑 和 F 空頻碉 能較好地解決迭一矛盾。

其中，所迷的空肘碉利用了多天錶系統所能提供的空同分集，其性能取決于系統的天錢

數和信弓在空閒和肘同上的銅碉，包括空吋分坦碉和空吋阿格碉。迭些碉的投汁都假投了

非多往信道集件，厲于窄帶碉，最大可茨得的分集增益等于友射天錢數和接收天哉數的乘

秧。

在筑帶多往信道奈件下，空肘碑的性能井不是最佳的，因力它只利用了空同分集，而未

能利用多往提供的信道頻率分集。因此，在研冤了多往杯境下，基于 F 正交頻分夏用

的多天域系統的貌罔河題，提出了空頻碉的概念，迭些碉潛在能安現的分集增益是岌射天

錶數、接收天域數和信道沖苗晌匝仗度 f 道多往數 的乘秧。

伙衰落信道的相干吋同和相干帶竟來看，空肘碉要求在跨越几介 F 字符的一介碉坎

周期內信道衰落吋何晌匝保持近似不交，即相干吋阿越大越好 而空頻碉要求跨越几介子

載波的一介碉坎的信道衰落頻率晌匝保持近似不交，即相千帶寬越大越好 。 八釣束集件上

看，空吋碉在乎坦衰落信道中具有較好性能，而空頻碉在快衰落信道中具有較好性能。



在寞阮匝用迂程中，由于友射杭是元法預知信道狀悉信息的，力此，可以整合空肘碉和

空頻碉的仇勢，捉出 TF 空肘頻碉 方案，在空阿城、肘間域和頻率城上耿合考厲，伙

而突叨了多天找衰落信道下的最大分集增益。

基于上迷空吋 空頻 空肘頻 空岡夏用躺罔她理技木，聊有技木申元找通信系統巾匝用

的友射帆和接收帆的拮枸如團 6 至團 15 所示，咐于需要向同一接收帆岌迭信弓的友射帆需

要采用不同的頻率迸行岌送，以避免同頻千抗。

在蜂窩系統申，由于頻率掩源是有限的，頻率夏用是提高頻率利用率的有效手段。在基

于頻率夏用的雌窩系統中，相翎同頻 B 基站 何由一族采用不同頻率的小函迸行覆蓋，

用 表示頻率夏用族小匡 即所迷采用不同頻率的小 致目。假投系統有 介頻焦，

在核頻率夏用族巾，每介小 分得 J 介頻庶 J ，則有

二JN=常量。

如果核頻率夏用族在某地域重夏 坎，則核地域的系統容量 力

= K

系統容量 和 成正比，而 則和 N 成反比。阿絡棚划吋如果能伏化 N最小，則蜂窩系

統容量最大。

頻率夏用率 q 定叉力 3N 2

式中，D 力頻率夏用距萬，即力相卻同頻基站同的距萬 R 力小匡半往。

可凡，蜂窩系統容量由頻率夏用率 q 決定。

頻率夏用必然造成相互間的千抗，即同頻干抗。相卻同頻基站同的距寓 越近，頻率夏

用率 q 越小，蜂窩系統容量越大，頻率利用率越高，但是同頻干抗也越大。 同頻干抗主要

有 4 中千抗模式，如團 2 至團 5 所示。其中，BS 力基站， S 力用戶站 T 表示友迭模坎，

表示接收模坎 并假投 厲于 B , 2 厲于 B 2

干抗功率的大小取決于有效友射功率、夏用距萬和路徑衰耗。在現有的蜂窩系統申，通

常采用夏奈的功率控制技米，以減小同頻千抗。因此，現有技木需要迸行夏荼的阿絡規划，

井需要采用夏架的功率控制技木。

岌明內容

本友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神降低頻率夏用率的接收帆及元我通信系統，伙而可以有效降低

元錢通信系統申的同頻干抗，筒化阿絡棚划方案。

本岌明的目的是通迂以下技木方案宴現的

本岌明提供了一神降低頻率夏用率的接收帆，包括

一組接收夭域 用于接收各路信骨

信肯接收她理革元 分別用于肘接收的各路信骨迸行她理



干抗抑制和抵消卑元 用于利接收的各路信骨之間的千枕述行抑制和抵消她理。

所迷的千枕抑制和抵消卑元包括

一狙千抗抑制和抵消子卑元 包括勻接收信弓路數相同的千枕抑制和抵消子啦元，井

分別用于肘各路信弓述行她理孜得相互狙立的各路接收信弓，所迷的各介千枕抑制和抵消

于埠元之間力依吹串耿，且其輸入信弓路數依吹減少上一吹她理狹得接收信弓的一路信弓

或者，

一介于抗抑制和抵消子卑元 用于肘接收的各路信弓迸行她理，井直接輸出一路有效

的信弓。

所迷的降低頻率夏用率的接收帆胚包括勻友射 帆端肘匝的空吋 空頻 空肘頻 空岡夏

用解碑卑元 用于肘接收信骨逃行空吋 空頻 空吋頻 空岡夏用解碉她理。

所迷的信弓接收她理卑元包括

解稠器 用于肘接收的信弓迸行解碉她理

解映射她理模坎 用于鋒迂解稠她理后的信弓迸行解映射她理

信道解罔她理模抉 用于肘鋒迂解映射她理后的信青述行信道解碉她理。

所迷的干抗抑制和抵消卓元達接投置于解碉器，解映射她理模映，信道解碉她理模坎，

或者，空肘 空頻 空肘頻 空間夏用解碑卑元的信弓輸出側，肘鋒迂相匝她理后的信骨述行

干抗抑制和抵消灶理。

所迷接收帆迂包括

倍弓迭擇草元 用于伙接收的且笙迂相匝她理后的信弓申迭擇一路信骨作力有效接收

信骨。

所迷的千抗抑制和抵消羊元力基于最大似然 L澤罔、域性算法澤碉或非錢性算法澤硝

本友明迅提供了一神降低頻率夏用率的元域通信系統，包括友射帆和所迷的降低頻率

夏用率的接收肌，岌則帆將餐迂信道躺罔、符骨映射及稠制她理的信弓通迂岌射天域岌迭，

所迷接收帆接收所迷的岌射帆岌迭的信骨，非肘信弓述行信道解碉、符骨解映則、解稠及

千枕抑制和抵消她理，歌得接收信骨。

所迷的岌射帆包括至少丙介，所迷的接收帆肘接收的至少丙路信弓迸行千枕抑制和抵

消她理。

所迷的各介友射帆包括基于比特級的卑貌碑卑元岌射棚和 或基于符肯級的草編碑單

元岌射帆，且所迷的接收帆側鈷枸勻各介岌射帆結枸肘匝投置。

所迷的接收帆包括

基于比特級的筒革干抗抑制接收帆或多解碑革元干抗抑制接收帆、基于符骨級的筒單



干枕抑制接收帆或多僻碉卑元干抗抑制接收帆、基于比特級混合、基于符弓圾混合和基于

比特叛和符另級混合的多僻碉埤元干枕抑制接收帆。

所迷的降低頻率夏用率的元錢通信系統，包括基站和用戶站，且，

基站岌射帆采用普通友射帆或弟躺罔卑元岌射帆，不同的基站之間同肘或分肘友迭，

接收帆采用筒埠干抗抑制接收帆或多僻碉卑元千抗抑制接收柳，用戶站岌射帆采用普通岌

射帆或羊締碉準元岌射帆，用戶站接收帆采用筒卑干抗抑制接收帆或多僻碉卑元干枕抑制

接收帆

或者，

基站采用基站友射帆采用普通友射帆或萃締昭革元友射帆，不同酌基站之間分吋友迭，

接收帆采用筒車干抗抑制接收帆或多解碉卑元千抗抑制接收帆，用戶站友射肌宋用普通友

射杭或草締碉草元投射肌，用戶站接收帆采用普通接收帆或卑解碉單元接收帆

或者，

基站和用戶站岌射帆采用普通岌射帆或卑銅碑革元友射帆，基站和用戶站接收帆采用

普通接收帆或草解碉草元接收帆，不同的基站之阿分肘岌迭井分吋接收。

所迷的卑躺昭革元岌射帆包括

信肯岌迭她理革元 用于肘信弓迸行信道躺碉、符骨映射及稠制她理

空吋 空頻 空肘頻 室阿夏用締碉羊元 用于肘鋒信道編碉她理之前，或者信道締碑、

符骨映射或碉制她理后的信肯迸行空肘 空頻 空肘頻 空岡夏用躺昭她理。

由上迷本岌明提供的技木方案可以看出，本友明的安現可以有效克服現有的各神同頻

千抗，有效縮短夏用距萬，降低頻率夏用率，增大蜂窩系統容量。甚至蜂甯系統所有小匡

可以只采用同一神頻率，且元需夏荼的岡絡棚划和功率控制技木。

也就是稅，本岌明的宴現可以在不增加帶竟和天我友送功率的情況下，成倍地提高頻槽

利用率，迸而提高元域通倍系統容量。

附團筒要協明

圈1力BL ST的原理團

團2至團5力現有技木中的四神同頻干抗坊景示意團

團6力現有技木申的普通友射帆

團7力現有技木中的普通接收帆

團8至圈 力現有技木中的四神革貌碉草元友射帆

圍 2至團 5力現有技木申的四神車解硝車元接收帆

圈16力本友明提供的信源比特級筒革干枕抑制接收帆

團 7力本友明提供的信道比特級筒車千抗抑制接收帆



圈18力本友明提供的信源符弓級筒卑干枕抑制接收帆

團19力本岌明堤供的倩道符骨級筒埤干枕抑制接收帆

團20力本友明提供的另一神信道比特級筒單千枕抑制接收帆

團2 1力本岌明捉供的信源比特級多僻碉埠元干抗抑制接收帆

團22力本岌明提供的信道比特級多解碉羊元干抗抑制接收帆

團23力本友明提供的信源符弓級多解碉羊元干抗抑制接收棚

團24力本岌明提供的信道符骨級多僻碑革元干抗抑制接收帆

團25力本岌明提供的信道比特級和信源符另級混合多解碑卑元干枕抑制接收肌

圍26力本岌明提供的另一神信源符弓級多解昭卑元干枕抑制接收帆

團27力千抗抑制和抵消卑元的鈷枸示意團1

團28力干抗抑制和抵消卑元的拮枸示意團乙

團29力本岌明提供的元域通信系統錯枸示意團1

團30力本友明提供的元緘通信系統拮枸示意團2

團3 力本友明提供的元錢通信系統鈷枸示意團3

圈32力本岌明提供的元找通信系統結枸示意團4

團33力本岌明提供的元絨通信系統結枸示意團5 。

團34力基于室吋碉的BS 的岌射帆的拮枸示意團

團3 5力基于空肘碉的B 2的友射帆的拮枸示意團

團36力基于空肘碉的 S 的接收帆的結枸示意團

． 團 37 力基于空吋罔的 2 的接收帆的拮枸示意團。

宴施本岌明的方式

本岌明的核心是利用 和混合空同技米 例如，分居空間夏用碉、空吋碉、空頻罔或

空肘頻碉的狙合 ，以克服所迷4神同頻干抗，有效縮短夏用距萬，降低頻率夏用率，提高

頻率利用率，以及增大蜂寓系統容量。

本岌明迷的降低頻率夏用率的元找通信系統申涉及普通岌射帆、普通接收帆、革編碉革

元友射帆、卑銅碉草元接收帆、筒草千抗抑制接收帆和多解罔革元千抗抑制接收帆，下面

將分別迸行兢明。

所迷的普通友射帆的拮枸如圈6所示，具休包括

信骨友送她理卑元，用于肘岌迭信弓迸行信道銅碉、符弓映射及稠制她理，并由友射天

錶岌迭

所迷的普通接收帆的鈷枸如團7所示，具休包括

信弓接收她理羊元，用于咐接收天域的接收信弓迸行信道解罔、符弓解映射和解稠她理



三 所迷的革縮碉革元岌射棚的拮枸如團8 至圍1 所示，具休包括

空吋 空頻 空吋頻 空阿夏用躺碉卑元，用于肘信源信弓迸行空吋 空頻 空吋獗 空阿夏

用躺碉，形成 茶投迭文路

信骨友送她理卑元，用于肘岌迭信弓迸行信道貌碉、符弓映射及稠制她理，井岌送

按躺碉器放置的位置的不同，可以有基于比特級的弟締罔卑元岌射肌，如團8 和圍9 所示，

基于符弓級的革貌碉卑元岌射棚，如團 1 0和團1 所示 比特級締碉器的締碉最小卑位力比

特，而符骨級締碉器的躺碑最小埠位力符弓，例如，團 0 中貌碉最小革位可以力鋒 符弓
映射后的符兮 囤1 1申締昭最小卓位可以力鋒 F 稠制后的 F D 符骨。

肘于不同岌迭支路，可采用相同模式或不同模式的信道銅碉方式、符弓映射方式和稠制

方式 例 F D 碉制、 F MA稠制或折頻碉制

四 革僻碉革元接收帆，如團 2至團 5所示，具休包括

信弓接收她理革元，用于肘不同接收支路，采用相同模式或不同模式的信道解碉方式、

符骨解映射方式和解稠方式，例如 F 解稠、 F 帆解稠或折頻解稠

按解罔器放置位置的不同，可以有基于比特級的卑僻碉革元接收帆，如團 呀口圍1 3 ，基

于符骨級的卑解碉卑元接收帆，如團 4和團1 5 比特級解碉器的解碉最小革位力比特，而

符弓級解碉器的解碉最小埠位力符骨，例如，團 4 中解碉最小卑位可以力鋒 符骨解映射

之前的符骨 團1 5 申貌碉最小卑位可以力鋒 F D 解凋之前的 F D 符弓。

上迷岌射帆和接收帆力現有技木中的岌射帆和接收帆。

五 肘于筒車干枕抑制接收帆，核接收帆力本友明提供的接收帆，如團1 6至團2 0所示，

具休包括

信弓接收她理卑元，咐座有 q介接收天找 即一組接收天錶 ，接收不同文路信弓，假

役力q 路信另，非采用相同模式或不同模式的信道解碉方式、符骨解映射方式和解稠方式，

例如 F 解稠、 F 解稠或扒頻解碉

干抗抑制和抵消革元，肘信弓接收她理革元輸出的q茶解碑支路耿合迸行千抗抑制和抵

消，得到q 路干抗抑制和抵消后的接收信弓，或得到卑路干枕抑制和抵消后的接收信弓，如

團2 0 所示。

根据干枕抑制和抵消卑元放置位置的不同，可以有基于比特級的筒草千排抑制接收帆，

如團 6 、團 7或團2 0 ，基于符骨級的筒卑干抗抑制接收帆，如團 8或圈1 9

信骨逝擇革元，用于圭鋒上述接收帆各革元她理后，如果得到的是q 路千枕抑制和抵消

后的接收信弓，則八q路接收信弓中迸擇出一路信骨作力有用接收信弓，具休的迭擇方式本

岌明中不作限定 如果得到的是革路干抗抑制和抵消后的接收信骨，則元需核信弓迭擇革

兀。



六 咐于多解罔卑元干枕抑制接收帆，核接收肌力本岌明提供的接收肌，如圈2 1至圍

2 6所示，具休包括

信骨接收她理弟元，有 q介接收夭絨，接收不同支路信弓，非采

用相同模式或不同模式的信道僻碉方式、符弓僻映射方式和解稠方式，例如 F 伯$稠、 F

解稠或扒頻僻凋

勻友射帆側咐匝役置有空吋 空頻 空吋獗 空同夏用解僻革元，具休可以有q介空肘 空

頻 空吋頻 空間夏用解昭卑元，每介僻碉卑元分別肘座 ， ， ， ，R q介接收天絨，形成口

茶解碉文路 可以是所有僻碑支路都采用一神阿格僻碉或分狙解碉，也可以是一部分僻碉

支路采用阿格僻碉，而另一部分解碉接收支路采用分狙解碉 尚解碉第 解碑文路的接收信

骨吋，其它解碉支路信骨被看作干枕信弓她理。接收帆的空吋 空頻 空肘頻解罔器需要

多愉入多輸出 ． 多輸入卑輸出 或 羊輸入多輸出 的信道估汁。

根据咳解碉卑元放置位置的不同，可以有基于比特級的多解碑卑元干枕抑制接收肌，如
團2 1或團羽，基于符肯級的多解碉革元干枕抑制接收帆，如團2 3 、圍羽或團2 6 ，基于信源

比特級和信道比特級混合、基于信源符弓級和信道符弓級混合及基于比特叛 信源或信弓
和符弓叛 信源或信肯 混合的多解碑卑元干枕抑制接收帆，如團2 5 比特級解碉器的解

碉最小革位力比特，而符弓級解碉器的解罔最小卑位力符弓，例如，圈2 3 中解碉最小卑位

可以力鋒 符骨解映射之前的符骨 團2 4 中締稱最小卑位可以力笙 F D 解稠之前的 F 符

肯。

千抗抑制和抵消卑元，位于空吋 空頻 空吋頻 空何夏用解碉卓元之后，不一定緊隨其

后，q荼解碑支路耿合述行干枕抑制和抵消，得 q路干抗抑制和抵消后的接收信骨，或得

到卑路干抗抑制和抵消后的接收信弓，如團2 6所示。

信弓迭擇車元，用于舀鋒上迷接收帆各羊元她理后，如果得到的是q路干抗抑制和抵消

后的接收信弓，則伙 路接收信弓申迭擇出一路信弓作力有用接收信青，具休的迭擇方式本

岌明申不作限定 如果得到的是車路干抗抑制和抵消后的接收信骨，則元需核信骨逝擇卑

兀。

咐于所迷千批抑制和抵消革元，理冶上，可采用 L 最大似然 澤碑能得到最大的空同

分集度 力R ，但其澤碉夏荼度大。也可采用吹最佳的算法 包括錢性算法，如迫零 Z□
算法和最小均方碳差 M E 算法等 ，以及非錶性算法，如 (SUccess v e a ce a on

一神逐坎抵消算法 ， de ed U ccessive C a n c e a on，另一神逐吹抵消算法 ，

即 F BL ST 迫零只示粟強室分屋空肘結枸 ，等等。其中的哉性算法澤碉夏朵度低，

但由于沒有充分利用接收信弓中的有用信息，能得到的分集度只有 T + ，近低于方法 L

方法，空肘特性較差 星然M S E 的性能較Z F好 。非絨性方法的特性星不如 L方法，但其



洋禍夏朵度大大低于 L方法，在性能和夏染度之阿做了很好的折申。在非錢性方法申， U

的性能 比『絨性方法略好，而 U 鄰近近仇于絨性方法。

假投有q路倩源丸 ，和 其中有效信源力X，，即接收帆其正要接收的目棕信弓。則所途

的千枕抑制和抵消草元的結枸可以采用如團27所示的結枸，干枕抑制和抵消卑元有q路偷入
，
「，
．，．，叭，分別宋 自接收夭域 1， ，q，則千枕抑制和抵消車元由q居千抗抑制和抵消子卑元

組成 其申，第1侯干枕抑制和抵消子羊元血黃由q路輸入叭 ，

天找q的接收貢獻伙接收夭找 ， ，q的接收

申僻出肘信源X。的估汁
。

信弓X 井將接收 信弓中扣除，剩余的信另做力

第 居干枕抑制和抵消于卑元。第2，‥q廣千枕抑制和抵消子卑元重夏上迷第1居千枕抑制和

抵消予羊元的她理迂程，最終得到肘信源X，， ，X。的估汁信骨X 。 ，X 然后由其后的信

骨逃擇埠元迭出目棕信骨X 。
本岌明逐可以采用另一神干抗抑制和抵消單元的錯枸如團28所示，干枕抑制和抵消卑元

有q路輸入叮 ， 分別宋 自接收天絨 1， ，q，則千枕抑制和抵消革元仗由1侯干枕抑制和

抵消子革元狙成 第1居千枕抑制和抵消子卓元負黃由q路輸入乙 ，。中，直接迭擇解出肘

有效信源X，的目枋估汁信骨卜，。核鈷枸干枕抑制和抵消革元之后只有卑路接收她理文路，

避免了上一神結枸千枕抑制和抵消羊元之后需要有q路的后鏤接收她理文路，而且元需在干

枕抑制和抵消卑元之后投置信弓逝擇卑元。

下面以上迷各介岌射帆和接收帆，尤其是筒草干抗抑制接收帆和多解碉卑元千枕抑制接

收杭在元域通信系統，即基站和用戶站系統中的匝用力例迸行魄明。

第一神安現方案如團 和團30所示

咳方案造用于TDD和FDD方式 肘于TDD方式，基于各模式阿絡友迭同步的假役。

基站岌射帆采用如團6所示的普通友射帆或團8至團 所示的單編碉草元岌射帆，且基站

接收帆采用筒草干枕抑制接收帆或多解碑革元千枕抑制接收肌 用戶站友射帆采用如團6所

示的普通岌射帆或圈8至圍 的卑鋪碉革元友射帆，且用戶站接收帆采用筒單千就抑制接收

柳或多解碉羊元干抗抑制接收帆。 以T 力例，參兄團29和團30，在F D下不存在團29的情

況 其中，各幅附團中 、 k和 k+ 表示不同的吋刻 T 表示岌迭模坎， 表示

接收模坎 B 力基站， 力用戶站，井假投 S 厲于B SS2厲于B 2 DL力下行幀，UL力

上行幀 團29力克服團呀口團3所示的干抗的系統示意團，團30力克服圍4和團5所示的干抗

的系統示意團。

第二神宴聊方案如團3 和團32所示

核方案基于各模式岡鎔岌迭同步的假役，造用于TDD方式。

基站友射帆采用如團6所示的普通友射帆或團8至圈 所示的車締碉單元友射帆，且基站



接收帆采用筒卑干抗抑制接收帆或多僻碑埠元干抗抑制接收帆，且不同基站分肘友迭 用

戶站岌射帆采用如團6所示的普通岌射肌或圈8至囤 所示的草躺碉埠元岌射帆，且用戶站

接收帆采用筒卑干抗抑制接收帆或多懈碉革元干抗抑制接收帆。

參兄圈3 1和團32所示 圈3 1力克服圈2和團3所示于抗的系統示意團，團32力克服圈4和

團5所示千枕的系統示意團。

第三神安圳方案如團 3所示

咳方案這用于T 和F D 方式 肘于TDD方式，基于各模式阿烙收友同步的假役。

基站采用團6所示的普通友射帆或如團8至團11所示的車締罔卑元炭射帆，且基站接收柳

采用筒埠干抗抑制接收帆或多懈碉卑元干抗抑制接收帆，且不同基站分肘友送 用戶站采

用如團6所示的普通炭射帆或團8至團11所示的埠躺碉羊元友射帆和圈7所示的普通接收帆

或圍 2至團 5所示的革解罔革元接收帆。

以T 力例，參凡團24，力克服團2和團3所示千枕的系統示意團。 由于各模式柯絡收友

同步，不合引入團4和團5所示的千抗。

下面再以空肘碉力例，以一介具休的宴施例槐明本岌明的具休安現方式。

相匝的安施例如團3 、35 36和3 7所示，具休包括

空肘碉主要仕咐乎坦衰落信道，而在安阮高速數据估輸系統申信道特性通常力頻率逝

擇性衰落。 F 正交頻分夏用 技木能把頻率逝擇性衰落信道划分力多介并行的相芙的

平坦衰落信道，因而各截波上呈瑰非頻率迭擇性衰落。本岌明的一介突施例將空吋硝勻正

交頻分夏用技木的坦合用于 F 系統上。

假枝相卻同頻基站B 和BS2，用戶站 厲于B 受BS2的干枕。基于孜天域岌射分

集、革天域接收的筒卑空肘碉技木的 F D 系統，如團16和團 8所示。在每介基站岌射端有2

根岌射天錶，相距至少力 2 付 力波弋) ，即友迭信弓在不同路往神侍播的迂程匝能移被

近似臥力是相互狙立的衰減迂程，在用戶站接收端有2根接收天錢，速神方案接收肌的空吋

解碉器需要多輸入多輸出 ( ) 的信道估汁。

信源1 或信源幻 通迂信道貌碉 符骨映射，然后餐符骨級筒草空肘編碉，輸出的兩路信

骨再分別鋒迂 F D 稠制，最后友射天域 和2 炭射天哉或3和4 岌迭。

基站 空吋躺罔器輸入成肘符骨 ，曲 ，即在肘刻仇 符骨功和毋分別叭天哉 和天哉

2友射 在肘刻7，符弓 z*) 和 J*)分別叭夭絨 1和天我2友射。基站2空肘貌硝器輸入成

肘符肯 力， ，即在肘刻包 符弓乃和乃分別伙天域 和天錢2岌射 在肘刻几 符弓 乃刁

和 (乃木) 分別伙天錢 3和天絨4友射。其中 俐 表示夏共扼。送梓可保征欲岌射符弓具有正交

空吋結枸，枸成完全吋域分集。



用戶站 接收帆丙路天絨的接收信骨分別堅迫 F D 解稠，輸出的丙路 F 信弓分別鋒符

骨級筒羊空肘僻碉，再鋒干枕抑制和抵消弟元，輸出鈍淨的BS 信骨和鈍淨的B 2信骨，然

后分別做信道懈僻 符弓解映射，最后逃擇得到B 信量。用戶站2接收帆拮枸則更筒浩，丙

路接收信骨分別笙迫 F 解稠，愉出的丙路 F 信弓分別笙符弓級筒卑空肘解碉，再鋒干

枕抑制和抵消革元，直接瑜出鈍淨的B 2信骨，然后做信道僻碉 符弓解映射得到B 2信弓。

在每介接收支路，空肘解碉器按下式肘接收信弓迸行空吋絨性合井，狹得T X 本例

申T 2 ) 盼分集

0

1 川

其申，凡，力友射天錢 到接收天錶 的信道系數，力多輸入多輸出 ( 的信道估汁的

結果 ( ) 力瀰足正悉分布的加性高斯白噪戶 N 系數 1 用于坦一化岌 ．

功率 朋力岌射天域數臥 本例中等于兩介基站友射夭緘的息和4 n= 或2 。

綜上所迷，本友明的寞現可以克服團2至團 所示的同頻干枕，有效縮短夏用距萬，降低

頻率夏用率，增大蜂窩系統容量。甚至蜂窩系統所有 x 可以只采用同一神頻率，而元需

迸行夏荼的阿絡挪划和功率控制技木。

以上所迷，仗力本岌明較佳的具休安施方式，但本友明的保折范園井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米領域的技木人貝在本炭明揭露的技木范園內，可栓易想到的交化或替換，都匝

涵蓋在本友明的保扣范圃之內。因此，本岌明的保折范園匝核以杖利要求的保扣范圃力准。



杖利要求

、一柳降低頻率夏用率的接收帆，其特征在于，包括

一坦接收天找 用于接收各路信另

骨接收她理卑元 分別用于肘接收的各路信弓迸行她理

千枕抑制和抵消革元 用于肘接收的各路信弓之間的干抗迸行抑制和抵消她理。

2、根据杖利要求 所迷的降低頻率夏用率的接收帆，其特征在于，所迷的干枕抑制和

抵消革元包括

一組干抗抑制和抵消子單元 包括均接收信弓路數相同的干抗抑制和抵消子草元，并

分別用于肘各路信弓迸行她理狹得相互狙立的各路接收信弓，所迷的各介干抗抑制和抵消

于草元之間力依吹串耿，且其偷入信母路數依吹減少上一坎她理燕得接收信弓的一路信弓
或者，

一介干抗抑制和抵消子革元 用于肘接收的各路信青迸行她理，井直接輸出一路有效

的信骨。

3、根据杖利要求1所迷的降低頻率夏用率的接收肌，其特征在于，所迷的接收柳胚包

括占岌射肌端肘匝的空肘 空頻 空吋頻 空間夏用解碉革元 用于肘接收信骨迸行空肘 空

頻 空肘頻 空同夏用解隅她理。

4、根据杖利要求 、2或3所迷的降低頻率夏用率的接收帆，其特征在于，所迷的信骨

接收她理卑元包括

解碉器 用于肘接收的信骨迸行僻稠她理

解映射她理模坎 用于鋒迂解稠她理后的信弓迸行解映射她理

信道解碉她理模抉 用于咐笙迂解映射她理后的信弓迸行信道解碉她理。

5、根据杖利要求4所迷的降低頻率夏用率的接收帆，其特征在于，所迷的千抗抑制和

抵消革元連接沒置于解稠器，解映射她理模坎，信道解碉她理模坎，或者，空肘 空頻 空

吋頻 空閒夏用解碉革元的信弓輸出側，肘鋒池相匝她理后的倍弓迸行干抗抑制和抵消她

理。

6、根据杖利要求5所述的降低頻率夏用率的接收帆，其特征在于，所迷接收帆迅包括

信弓迭擇革元 用于爪接收的且鋒迂相匝她理后的信弓中迭擇一路信弓作力有效接收

信弓。

7、根据杖利要求5所迷的降低頻率夏用率的接收帆，其特征在于，所迷的千拚抑制和

抵消卑元力基于最大似然 L澤碑、錶性算法澤碑或非錶性算法澤碉建立投置。

8、一神降低頻率夏用率的元絨通信系統，其特征在于，包括岌射帆和所迷的降低頻率



夏用率酌接收帆，岌射帆將鋒迪信道締罔、符骨映射及碉制她理的信弓通迂友射夭找岌迭，

所迷接收帆接收所迷的岌射帆岌迭酌信骨，井肘倍骨迸行信道僻碑、符骨僻映射、僻稠及

千枕抑制和抵消她理，狹得接收信骨。

9、根据杖利要求8所迷的降低頻率夏用率的元絨通信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迷的岌射．

帆包括至少兩介，所迷的接收帆咐接收的至少兩路信弓述行干抗抑制和抵消她理。

10、根据杖利要求8或9所迷的降低頻率夏用率的元絨通信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迷的

各介岌射肌包括基于比特級的卑躺罔革元友射帆和 或基于符弓級的車躺碉草元岌射帆，且

所迷的接收帆側鈷枸勻各介岌射帆鈷枸咐匝投置。

1 、根据杖利要求 0所迷的降低頻率夏用率的元找通信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迷的接

收帆包括

基于比特級的筒草干枕抑制接收帆或多解碉單元干枕抑制接收帆、基于符骨級的筒卑

干枕抑制接收肌或多解碉卑元干枕抑制接收帆、基于比特級混合、基于符骨級混合和基于

比特級和符骨級混合的多解碉羊元千枕抑制接收帆。

12、根据杖利要求8或9所迷的降低頻率夏用率的元錶通信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迷的

系統包括基站和用戶站，且，

基站岌射肌采用普通友射肌或革貌碉革元友射肌，不同的基站之同同吋或分肘岌迭，

接收帆采用筒草千枕抑制接收帆或多解碉革元千抗抑制接收帆，用戶站投射帆采用普通岌

射帆或革蝙昭革元岌射帆，用戶站接收帆采用筒革干抗抑制接收帆或多解碑革元干抗抑制

接收棚

或者，

基站采用基站友射杭采用普通友射帆或革躺碑卑元友射帆，不同的基站之間分肘友迭，

接收帆采用筒羊干抗抑制接收帆或多解碉革元干抗抑制接收帆，用戶站友射帆采用普通友

射帆或單貌碉單元岌射帆，用戶站接收帆采用普通接收帆或革解碉卑元接收帆

或者，

基站和用戶站岌射帆采用普通岌射棚或草銅硝草元友射帆，基站和用戶站接收棚采用

普通接收帆或革解碑羊元接收肌，不同的基站之同分吋岌迭非分吋接收。

3、根据杖利要求 2所迷的降低頻率夏用率的元錢通信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迷的革

貌碉卑元岌射肌包括

信青友迭她理革元 用于咐信弓迸行信道編碉、符弓映射及稠制她理

空肘 空頻 空肘頻 空同夏用貌碉單元 用于肘笙信道貌碑她理之前，或者信道蝙硝、

符青映射或稠制她理后的信骨迸行空肘 空頻 空吋頻 空河夏用銅碑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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