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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射步卓元接收敖搪 坡 steps: RRU receives a data frame and buffers;
frame-parses to a wireless frame impulse signal

2 and a carrier wave data signal of the data frame,
-ft r J i f - setting the maximum time-lapse compensating

Ji解析 最 延 吋 time; a time-lapse is redeemed to the wireless
frame impulse signal after parsing, according

S3 to the time of transmission and buffering, and
根搪侍伶和坡存的吋 最 延吋朴仁吋 吋元 the maximum time-lapse compensating time,

豚 仁青 延吋 友 射妒羊元適仁 and then sends to the communication port of
行佑偷 RRU to transmit; a time-lapse is redeemed to the

- S4 carrier wave data signal after parsing, according
根搪佑伶和坡 的吋 最 延吋朴 吋 及教搪 埋侍 to the time of transmission and buffering, the
什吋 吋栽波敖搪仁 迭行延 栽波敖搪迸行 理 maximum time-lapse compensating time, and

友三 瑞射 卓元 仁 迭行佑午 其 叩 transmission time of processing data, the carrier
仁 和 教搪仁 吋友 射妒羊元適仁 wave data is processed, and then is sent to the

communication port of RRU to transmit; the
囚 wireless frame impulse signal and the carrier wave

data signal are sent to the communication port of
RRU simultaneously. The solution redeems the
carry time-lapse for transmission data, so that the
redeeming precision can reach multiple seconds,
thus improving synchro precision of the data in an
effective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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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本友明公升了 神提高救搪侍偷的同步精度的方法和 統 所述方法包

括步驟 RRU 接收敬搪幀井緩存 將所迷敖搪幀的元伐幀泳沖信青和載波敖

搪信青迸行幀解析 定最大延吋朴候吋間 根搪侍瑜和緩存的吋間、 最大

延忖朴僕吋間吋幀解析后的元我幀泳沖信寺迸行延忖朴僕，井友送到 RRU

通信 口迸行侍瑜 根搪侍瑜和緩存的忖同、 最大延吋朴佳吋同以及敖搪赴理

估輸忖鬥吋幀解析后的載波數搪信考迸行延忖朴佬 吋載波數搪迸行赴理，

井友送到 RRU 通信 迸行估瑜 其中所述元域幀泳沖信青和載波敖搪信考

同忖友送到 RRU 通信 。 通迂本友明技木方案，可以吋侍瑜救搪迸行延忖

朴僕，朴傍的精度可迭到几納秒 大大提高了敖搪同步的精度。



數搪侍愉的同步精度控制方法和系統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通信技木領域，尤其涉及通信技木中救搪估瑜的同步精度控

制方法和系 統 。

背景技木
在 T -SC A 系 統中，空中接口的同步精度要求力 1/8 碉片 寬度，即大

約 1 。 在基帶羊元 ( B ) +迅端射頻羊元 ( RR ) 的基站方式中，空中

接口同步的精度主要由光仟延忖測量的精度，以及空中接口同步延忖朴佬的

精度迷丙部分決定 。

然而，光仟延忖測量的精度受技木余件的限制，要想提高測量精度比較
困稚，其精度一般都較低，而且在多級 RR 級耿情況下，光仟健路的延忖

測量侯差舍比較大。

因此，高精度的延忖朴佬方法在空中接口同步的延忖赴理中是昱得很有

意叉的，要提高空中接口的同步精度，就要吋救搪估瑜迸行延忖朴佬的精度

碉整。

友明內容
本友明的友明 目的是提供提高救搪估瑜的同步精度的控制方法和系 統 。

力迭到上述友明 目的，本友明提出以下的技木方案

一神救搪估瑜的同步精度控制方法，包抬

迅端射頻羊元 RR 接收救搪幀井鍰存

將所述救搪幀的元域幀泳沖信寺和載波救搪信寺迸行幀解析，改定最大

延忖朴佬忖同

根搪估瑜和鍰存的忖同、 最大延忖朴佬忖同吋幀解析后的元域幀泳沖信

寺迸行延忖朴佬，戶生估瑜控制信寺，井友送到 RR 通信 口迸行估瑜

根搪估瑜和鍰存的吋間 、 最大延吋朴佳吋間以及救搪赴理估瑜吋間吋幀

解析后的載波救搪信寺迸行延忖朴佬，吋載波救搪迸行赴理，井友送到 RR

通信 口迸行估瑜 其中所述元域幀泳沖信寺和載波救搪信寺同忖友送到 RR



通信 口。

其中，所述吋元域幀泳沖信寺迸行延忖朴僕的忖同等于最大延忖朴僕忖

同減去估瑜和鍰存的忖同

瑜和鍰存的忖同、 數搪赴理估瑜忖同。

其中，數搪幀伙基帶資源池 B 的信寺瑜 出端估速到 RR 的信寺瑜入
端井鍰存

將所述數搪幀的元域幀泳沖信寺和載波數搪信寺迸行幀解析，改定最大

延忖朴僕忖同

根搪所述估瑜和鍰存的忖同、 最大延忖朴僕忖同吋元域幀泳沖信寺迸行

延忖朴僕，戶生射頻控制信寺，井友送到天域友送口

根搪所述估瑜和鍰存的忖同、 最大延忖朴僕忖同以及 C 赴理忖同、

AC 赴理忖同、射頻模決侍瑜的忖同吋載波數搪信寺迸行延忖朴僕，吋載波

數搪迸行 C 赴理 、 AC 赴理，通迂射頻模決估瑜到天域友送口 其中所

述元域幀泳沖信寺和載波數搪信寺同忖友送到天域接收口。

其中，所述數搪幀伙 BB 的信寺瑜 出端估速到 RR 的信寺瑜入端井鍰

存之后 包抬

將 BB 或上一級 RR 的數搪幀特友到下一級 RR

其中，RR 的天域接收口接收數搪幀井估瑜到射頻模決

將所述數搪幀的元域幀泳沖信寺和載波數搪信寺迸行幀解析，改定最大

延忖朴僕忖同

根搪數搪幀鍰存和估速到 BB 的忖同、 最大延忖朴僕忖同吋元域幀泳

沖信寺迸行延忖朴僕，鍰存到 RR 的瑜 出信寺端，估速到 BB 的瑜入信寺

端

吋載波數搪信寺迸行 A C 赴理 、 C 赴理，根搪射頻模決估瑜的忖同、

A C 赴理忖同、 C 赴理忖同、 最大延忖朴僕忖同以及估瑜和鍰存的忖同

吋載波數搪信寺迸行延忖朴僕，吋載波數搪迸行 A C 赴理 、 C 赴理，鍰

存 RR 的瑜出信寺端，侍速 BB 的瑜入信寺端 其中所述元域幀泳沖

信寺和載波數搪信寺同忖友送到 RR 的瑜 出信寺端 。

其中，所述元域幀泳沖信寺和載波數搪信寺鍰存到 RR 的瑜 出信寺端



之后 包抬

將本級數搪幀占下一級上行的數搪幀迸行組幀，估速到上一級 或

其中，所述最大延忖朴僕忖同的取值范固力 0 1

一神數搪估瑜的同步精度控制 系 統，包抬 BB 及 RR ，所述 BB 用于

向 RR 友送數搪幀，接收 RR 友送的數搪幀，所述 RR 包抬

接收羊元，用于接收數搪幀井鍰存，將所述數搪幀的元域幀泳沖信寺和

載波數搪信寺迸行幀解析

延忖朴僕羊元，用于根搪估瑜和鍰存的忖同、 最大延忖朴僕忖同吋幀解

析后的元域幀泳沖信寺迸行延忖朴僕，近用于根搪估瑜和鍰存的忖同、 最大

僕．
百，

通信羊元，用于將所述元域幀泳沖信寺友送迸行估瑜，近用于吋載波數
搪迸行赴理和估瑜 其中所述元域幀泳沖信寺和載波數搪信寺同忖迸行估瑜 。

其中，在所述延忖朴僕羊元中，吋元域幀泳沖信寺迸行延忖朴僕的忖同

等于最大延忖朴僕忖同減去估瑜和鍰存的忖同 吋載波數搪信寺迸行延忖朴

僕的忖同等于最大延忖朴僕忖同減去估瑜和鍰存的忖同、數搪赴理估瑜忖同 。

其中，所述接收羊元力 的信寺瑜入端，通信羊元包抬天域友送口

或

所述接收羊元力天域接收口，通信羊元包抬 RR 的信寺瑜入端 。

伙以上技木方茉可以看出，本友明在接收下行或上行數搪幀之后，吋其

中的元域幀泳沖信寺和載波數搪迸行迸行幀解析，井分別吋其迸行延忖朴僕，

使得載波數搪可以在元域幀泳沖信寺到迭的同忖友送出去。 通迂本友明技木

方茉，延忖朴僕的精度可迭到几納秒，大大提高了數搪 同步的精度。

附囤說明

因 1 力本友明方法的基本流程因

因 2 力本友明方法中下行同步延忖赴理的示意因

因 3 力本友明系 統的結枸框因。



具休奕施方式

下面吋本友明技木方案迸行祥細描述 。

力迭到吋通汎數搪迸行延忖朴僕，提高空中接口的同步精度的目的，本

友明提供一神提高數搪估瑜的同步精度的方法，如囚 1 所示，包抬

步驟 RR (Rad o Re o e ，迅端射頻羊元)接收數搪幀井鍰存 。

步驟 S 2 、 將所述數搪幀的元域幀泳沖信寺和載波數搪信寺迸行幀解析，

改定最大延忖朴僕忖同。 幀解析后的元域幀泳沖信寺和載波數搪分別特到步

驟 3 和步驟 4 迸行赴理 。

步驟 S 3 、根搪估瑜和鍰存的忖同、最大延忖朴僕忖同吋幀解析后的元域

幀泳沖信寺迸行延忖朴僕，井友送到 R R 通信 口迸行估瑜 。

步驟 S 4 、根搪估瑜和鍰存的忖同、最大延忖朴僕忖同以及數搪赴理估瑜

忖同吋幀解析后的載波數搪信寺迸行延忖朴僕，吋載波數搪迸行赴理，井友
送到 RR 通信 口迸行估瑜 其中所述元域幀泳沖信寺和載波數搪信寺同忖

友送到 R R 通信 口。

結合囚 2 ，以下行同步力例說明其工作迂程和原理

首先，BB (Ba eba d ，基帶羊元 信寺瑜 出端將包含元域幀泳沖

信寺和載波數搪的數搪幀友送到 R R 的信寺瑜入井鍰存 。

吋于 BB 端光接口友送數搪的 元域幀泳沖信寺 BB _TFP，此信

寺需要根搪 BB 空口同步基准元域幀泳沖信寺戶生，即 BB TFP 相吋 BB

空口同步基准元域幀泳沖信寺提前一介固定的忖同同隔。BB 空口同步基准

信寺 BB _SY C 是 BB 端戶生的一介空口同步基准信寺，用未栓測各級

R R 是否占 BB 建立空口同步吳 系 。 RR 伙下行光仟健路恢夏的 元

域幀泳沖信寺 RR _RFP, RR _RFP 相吋 BB _TFP 延忖值力數搪伙 BB

端到 RR 端的估瑜和鍰存的忖同 T 2

接看，根搪本級 RR 的 R R R FP 信寺作延忖，其碉整值力泳沖延忖朴

僕忖同 ad o 什
一 a e_ e ay，戶生空口同步元域幀泳沖信寺 RR _SY C,

使得 RR 空口同步元域幀泳沖信寺占 BB 空口同步基准元域幀泳沖信寺

BB _SY C 同步 述沿吋芥 )，也就是相吋 BB TFP 延吋值力最大延吋朴

僕忖同 F x e d_ e ay 。 迷梓各級 RR 的 R R 空口同步元域幀泳沖信寺就能

同步，R R 的天域收友切換升吳信寺需要根搪 RR 空口同步元域幀泳沖信



寺 未戶生 。 下行元 域 幀 的泳 沖延 忖 朴佬 忖 同等于最 大延 忖 朴佬 忖 同

F xed_ e ay 減去估瑜和鍰存的忖同 T12 ，即

ad o a e_ e ay=F xed_ e ay-T 2

其中，占上行光仟和下行光仟等弋忖，伙 端到 端的估瑜和鍰

存忖同 T12 占 RR 端到 BB 端的估瑜和鍰存忖同 T34 一致，通迂測量 R R

瑜入信寺端和瑜 出信寺端之同的 元域幀忖同差 几 e , RR 瑜 出信寺

端和瑜入信寺端之同的 m 元域幀忖同差 T14 ，可以通迂以下汁算公式汁

算 T12 或 T 34

T 14 T 2+To e +T 34

吋于載波救搪，BB 端光接口友送的下行載波 救搪 BB _Tx, RR

端光接口接收的下行載波 1Q 救搪 R R _Rx。 在 BB 占 R R 之同約定的一
介固定的最大延忖朴佬忖同 F xed_ e ay，核最大延忖朴佬忖同占元域幀泳沖

信寺的最大延忖朴佬忖同一致，井且可使得下行救搪伙 BB 端光接口到 R R

端天域 口的患延忖力 F xed e ay RR 端天域 口接收的上行信寺到 BB 端

光接口的患延忖也力 F xed e ay

接看，吋 R R 端光接口接收的載波救搪作延忖赴理，其碉整值力載波

救搪延忖朴佬忖同 Q e ay，使得延忖赴理后的載波救搪，婪迂 C

( g a p C o ve e , 救字上吏頻 ) 赴理 C ( g a a og C o ve e ,

救字模捆特換 )赴理 、射頻模決估瑜到 RR 天域 口的忖候能移占 R R _SY C

同步 。 其中， C 赴理 、 DAC 赴理 、 射頻模決估瑜的忖同可以根搪奕踐婪

驗改置，此三部分的患忖同力救搪赴理估瑜忖同 T2a 。 延忖朴佬后，可通迂

R R 端天域 口友射下行載波信寺 R R _SY C_Tx

載波救搪延忖朴佬忖同的碉整值 Q_ e ay 最大延忖朴佬忖同減去

估瑜和鍰存的忖同 T12 、 救搪赴理估瑜忖同 T2a ，即

_ Q_ e ay F xed_De ay-T 2-T2a

以上各神延忖碉整值的汁算都由 RR 端的 C P 算得到，井特換成

FPGA 需要的碉整值格式估瑜到 FPGA, FPGA 根搪估瑜迂未的延忖信息吋元

域幀泳沖信考和載波救搪信青吋 RR _RFP 延吋 ad o _ a e_ e ay，得

到 R R S Y C，伙而戶生 RR 的天域收友升吳切換信寺 FPGA 通迂 R A

吋伙光接口提取的下行載波救搪鍰存 _ Q_ e ay，之后瑜 出到 C 模決



迸行后埃赴理 。

以上吋掩的是 BB 占羊級 RR 吋接下行同步延忖赴理的的情形 ，上行

延忖赴理迂程占之美似 。

吋于多級 RR 其他的組同方式，比如健型組同，村型組同等等，需

要迸一步增加吋非本級 RR 光仟估瑜延忖的測量，其延忖朴僕忖同占羊級

RR 數搪估瑜相比，要減少非本級 RR 光仟估瑜的延忖忖同，然后根搪上
述方法可准碉的宴現各級 RR 的空口同步 。

在具休的宴施例 中，吋于下行同步延忖，提高數搪估瑜的同步精度的方

法包抬以下步驟

數搪幀伙 BB 的信寺瑜 出端估速到 RR 的信寺瑜入端井鍰存

將所述數搪幀的元域幀泳沖信寺和載波數搪信寺迸行幀解析，改定最大

延忖朴僕忖同

根搪所述估瑜和鍰存的忖同、 最大延忖朴僕忖同吋元域幀泳沖信寺迸行
延忖朴僕，戶生射頻控制信寺，井友送到天域友送口

根搪所述估瑜和鍰存的忖同、 最大延忖朴僕忖同以及 C 赴理忖同、

AC 赴理忖同、射頻模決估瑜的忖同吋載波數搪信寺迸行延忖朴僕，吋載波

數搪迸行 C 赴理 、 AC 赴理，通迂射頻模決估瑜到天域友送口 其中所

吋于下行同步延忖的 RR 多級級耿情形 ，所述數搪幀伙 BB 的信寺瑜

出端估速到 RR 的信寺瑜入端井鍰存之后 包抬
將 BB 或上一級 RR 的數搪幀特友到下一級 RR

在具休的宴施例 中，吋于上行同步延忖，提高數搪估瑜的同步精度的方

法包抬以下步驟

RR 的天域接收口接收數搪幀井估瑜到射頻模決

將所述數搪幀的元域幀泳沖信寺和載波數搪信寺迸行幀解析，改定最大

延忖朴僕忖吼
根搪數搪幀鍰存和估速到 BB 的忖同、 最大延忖朴僕忖同吋元域幀泳

沖信寺迸行延忖朴僕，鍰存到 RR 的瑜 出信寺端，估速到 BB 的瑜入信寺

端

吋載波數搪信寺迸行 A C ( a og g a Co ve e ，模捆數字特換 )



赴理 、 C( g a ow Co ve e ，數字下吏頻 )赴理，根搪射頻模決估瑜的

忖同、 A C 赴理忖同、 C 赴理忖同、 最大延忖朴僕忖同以及估瑜和鍰存

的忖同吋載波數搪信寺迸行延忖朴僕，吋載波數搪迸行 A C 赴理 、 C 赴

理，鍰存到 RR 的瑜 出信寺端，估速到 BB 的瑜入信寺端 其中所述元域

幀泳沖信寺和載波數搪信寺同忖友送到 RR 的瑜 出信寺端 。

吋于上行同步延忖的 RR 多級級耿情形 ，所述元域幀泳沖信寺和載波

數搪信寺鍰存到 RR 的瑜 出信寺端之后 包抬
將本級數搪幀占下一級上行的數搪幀迸行組幀，估速到上一級 RR 或

BB 。 本級的元域幀泳沖信寺和載波信寺組成本級數搪幀之后，占下一級上

行的數搪幀組合成上行數搪幀，牲埃往上估速，直至 BB

在仇迭的宴施例 中，所述最大延忖朴僕忖同的取值范固 F xed_ e ay 力

0

根搪本友明方法的工作迂程和原理，本友明近提供一神提高數搪估瑜 同

步精度的系 統，包抬 BB 和 RR , B 用于向 RR 友送數搪幀，接收 RR

友送的數搪幀，如因 3 所示，所述 RR 包抬接收羊元 3 0 1 、 延忖朴僕羊元
3 02 和通信羊元 3 0 3

接收羊元 3 0 1，用于接收數搪幀井鍰存，將所述數搪幀的元域幀泳沖信

寺和載波數搪信寺迸行幀解析 。 延忖朴僕羊元 3 02，用于根搪估瑜和鍰存的

忖同、 最大延忖朴僕忖同吋幀解析后的元域幀泳沖信寺迸行延忖朴僕，戶生

估瑜控制信寺，近用于根搪估瑜和鍰存的忖同、 最大延忖朴僕忖同以及數搪

赴理估瑜忖同吋幀解析后的載波數搪信寺迸行延忖朴僕 。 通信羊元 3 0 3，用

于將所述元域幀泳沖信寺友送迸行估瑜，近用于吋載波數搪迸行赴理和估瑜

在具休的宴施例，在延忖朴僕羊元 3 02 中，吋元域幀泳沖信寺迸行延忖

朴僕的忖同等于最大延忖朴僕忖同減去估瑜和鍰存的忖同 吋載波數搪信寺

迸行延忖朴僕的忖同等于最大延忖朴僕忖同減去估瑜和鍰存的忖同、 數搪赴

理估瑜忖同 。

吋于下行同步延忖的 多級級耿情形 ，所述接收羊元 3 0 1 力 RR 的

信寺瑜入端，通信羊元 3 0 3 包抬天域友送口 吋于上行同步延忖的 RR 多

級級耿情形 ，所述接收羊元 3 0 1 力天域接收口，通信羊元 3 0 3 包抬 RR 的



信寺瑜入端 。

以上所述宴施例伏表迭了本友明的几神宴施方式，其描述較力具休和祥

細，但井不能因此而理解力吋本友明舌利范固的限制 。 座 占指 出的是，吋于

本領域的普通技木人員 未說，在不脫 禹本友明枸思的前提下，近可以做出若

干吏形和改迸，迷些都厲于本友明的俸妒范固 。 因此，本友明舌利的俸妒范

固座以所附杖利要求力准 。



杖 利 要 求

1、 一神數搪估瑜的同步精度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抬

迅端射頻羊元接收數搪幀井鍰存

將所述數搪幀的元域幀泳沖信寺和載波數搪信寺迸行幀解析，改定最大

延忖朴僕忖同

根搪估瑜和鍰存的忖同、 最大延忖朴僕忖同吋幀解析后的元域幀泳沖信

寺迸行延忖朴僕，戶生估輸控制信寺，井友送到迅端射頻羊元通信 口迸行估

瑜

根搪估瑜和鍰存的忖同、 最大延忖朴僕忖同以及數搪赴理估瑜忖同吋幀

解析后的載波數搪信寺迸行延忖朴僕，吋載波數搪迸行赴理，井友送到迅端

射頻羊元通信 口迸行估瑜 其中所述元域幀泳沖信寺和載波數搪信寺同忖友
送到迅端射頻羊元通信 口。

2、 根搪杖利要求 1 所述的數搪估瑜的同步精度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吋元域幀泳沖信寺迸行延忖朴僕的忖同等于最大延忖朴僕忖同減去

估瑜和鍰存的忖同

瑜和鍰存的忖同、 數搪赴理估瑜忖同。

3 、 根搪杖利要求 2 所述的數搪估瑜的同步精度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抬

存

將所述數搪幀的元域幀泳沖信寺和載波數搪信寺迸行幀解析，改定最大

延忖朴僕忖同

根搪所述估瑜和鍰存的忖同、 最大延忖朴僕忖同吋元域幀泳沖信寺迸行

延忖朴僕，戶生射頻控制信寺，井友送到天域友送口

根搪所述估瑜和鍰存的忖同、 最大延忖朴僕忖同以及數字上吏頻赴理忖

同、 教字模捆特挨赴理吋間、 射頻模坡侍瑜的吋同吋載波教搪信寺迸行延吋

朴僕，吋載波數搪迸行數字上吏頻赴理 、 數字模捆特換赴理，通迂射頻模決

估瑜到天域友送口 其中所述元域幀泳沖信寺和載波數搪信寺同忖友送到天



域接收口。

4 、 根搪杖利要求 3 所述的數搪估瑜的同步精度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存之后 包抬

將基帶羊元或上一級迅端射頻羊元的數搪幀特友到下一級迅端射頻羊

兀 。

5 、 根搪杖利要求 2 所述的數搪估瑜的同步精度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抬

基帶羊元的天域接收口接收數搪幀井估瑜到射頻模決

將所述數搪幀的元域幀泳沖信寺和載波數搪信寺迸行幀解析，改定最大

延忖朴僕忖同

根搪數搪幀鍰存和估速到基帶羊元的忖同、 最大延忖朴僕忖同吋元域幀

泳沖信寺迸行延忖朴僕，鍰存到迅端射頻羊元的瑜 出信寺端，估速到基帶羊

元的瑜入信寺端

吋載波數搪信寺迸行模捆數字特換赴理 、 數字下吏頻赴理，根搪射頻模
決估瑜的忖同、模捆數字特換赴理忖同、 數字下吏頻赴理忖同、 最大延忖朴

僕忖同以及估瑜和鍰存的忖同吋載波數搪信寺迸行延忖朴僕，吋載波數搪迸

行模捆數字特換赴理 、數字下吏頻赴理，鍰存到迅端射頻羊元的瑜 出信寺端，

估速到基帶羊元的瑜入信寺端 其中所述元域幀泳沖信寺和載波數搪信寺同

忖友送到迅端射頻羊元的瑜 出信寺端 。

6、 根搪杖利要求 5 所述的數搪估瑜的同步精度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抬

將本級數搪幀占下一級上行的數搪幀迸行組幀，估速到上一級迅端射頻

羊元或基帶羊元。

7 、 根搪杖利要求 1 6 中任一項所述的數搪估瑜的同步精度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最大延忖朴僕忖同的取值范固力 0

8 、 一神數搪估瑜的同步精度控制 系 統，包抬基帶羊元及迅端射頻羊元，

所述基帶羊元用于向迅端射頻羊元友送數搪幀，接收迅端射頻羊元友送的數

搪幀，其特征在于，所述迅端射頻羊元包抬



接收羊元，用于接收數搪幀井鍰存，將所述數搪幀的元域幀泳沖信寺和

載波數搪信寺迸行幀解析

延忖朴僕羊元，用于根搪估瑜和鍰存的忖同、 最大延忖朴僕忖同吋幀解

析后的元域幀泳沖信寺迸行延忖朴僕，近用于根搪估瑜和鍰存的忖同、 最大

佬．
百，

通信羊元，用于將所述元域幀泳沖信寺友送迸行估瑜，近用于吋載波數
搪迸行赴理和估瑜 其中所述元域幀泳沖信寺和載波數搪信寺同忖迸行估瑜 。

9、 根搪杖利要求 8 所述的數搪估瑜的同步精度控制 系 統，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延忖朴僕羊元中，吋元域幀泳沖信寺迸行延忖朴僕的忖同等于最

大延忖朴僕忖同減去估瑜和鍰存的忖同 吋載波數搪信寺迸行延忖朴僕的忖

同等于最大延忖朴僕忖同減去估瑜和鍰存的忖同、 數搪赴理估瑜忖同。

10 、 根搪杖利要求 8 或 9 所述的數搪估瑜的同步精度控制 系 統，其特征

在于

所述接收羊元力迅端射頻羊元的信寺瑜入端，通信羊元包抬天域友送口

或

所述接收羊元力天域接收口，通信羊元包抬迅端射頻羊元的信寺瑜入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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