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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在无线通信系统中处理覆盖率增强的

方法。该方法用于一无线通信系统的一用户端，

包含有根据该用户端为成功解码一系统信息区

块(system information block，SIB)所依据的

一下行链路传输的重复传送次数，判断该用户端

是否位于一覆盖率增强模式；以及根据该用户端

是否位于该覆盖率增强模式，重复传送一上行链

路传输或仅传送一次该上行链路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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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处理覆盖率增强的方法，用于无线通信系统的网络端，该方法包含有：

当该网络端知道该无线通信系统的用户端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时，该网络端决定将随

机接入设置包含在交递命令中，其中，该随机接入设置指示该用户端需遵循的传送随机接

入前导码的重复次数；

该网络端传送包含有该随机接入设置的该交递命令至该用户端；

该网络端从该用户端接收该随机接入前导码的重复讯息；以及

该网络端以该重复次数传送随机接入响应，以回应该随机接入前导码的重复讯息。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根据该交递命令，该用户端在执行交递时知道该用户

端位于该覆盖率增强模式。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根据该交递命令，该用户端在进行交递之后接收包含

有主要信息区块的重复传送的物理广播通道传输以解码该主要信息区块，并接收包含有系

统信息区块的重复传送的物理下行链路共享通道传输以解码该系统信息区块。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该交递命令包含有够大的T304数值，该T304数值足以

涵盖该用户端传送该随机接入前导码的重复讯息所需的时间。

5.一种网络设备，用于无线通信系统，用来处理覆盖率增强，该网络设备包含有：

一存储装置，用来存储以下指令：

当该网络设备知道该无线通信系统的用户端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时，决定将随机接入

设置包含在交递命令中，其中，该随机接入设置指示该用户端需遵循的传送随机接入前导

码的重复次数；

传送包含有该随机接入设置的该交递命令至该用户端；

从该用户端接收该随机接入前导码的重复讯息；以及

以该重复次数传送随机接入响应，以回应该随机接入前导码的重复讯息；以及

一处理电路，耦接于该存储装置，用来执行存储于该存储装置的该指令。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网络设备，其中根据该交递命令，该用户端在执行交递时知道该

用户端位于该覆盖率增强模式。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网络设备，其中根据该交递命令，该用户端在进行交递之后接收

包含有主要信息区块的重复传送的物理广播通道传输以解码该主要信息区块，并接收包含

有系统信息区块的重复传送的物理下行链路共享通道传输以解码该系统信息区块。

8.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网络设备，其中该交递命令包含有够大的T304数值，该T304数值

足以涵盖该用户端传送该随机接入前导码的重复讯息所需的时间。

9.一种通信装置，用于无线通信系统，用来处理覆盖率增强，该通信装置包含有：

一存储装置，用来存储以下指令：

从该无线通信系统的一基站接收包含有随机接入设置的交递命令，其中，该随机接入

设置指示该通信装置需遵循的传送随机接入前导码的重复次数，且当该基站知道该通信装

置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时，该基站将该随机接入设置包含在交递命令中；

以重复次数传送该随机接入前导码至目标小区，以回应该交递命令；以及

接收重复次数的随机接入响应，以回应该目标小区的该随机接入前导码；以及

一处理电路，耦接于该存储装置，用来执行存储于该存储装置的该指令。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通信装置，其中根据该交递命令，该通信装置在执行交递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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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该通信装置位于该覆盖率增强模式。

11.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通信装置，其中根据该交递命令，该通信装置在进行交递之后

接收包含有主要信息区块的重复传送的物理广播通道传输以解码该主要信息区块，并接收

包含有系统信息区块的重复传送的物理下行链路共享通道传输以解码该系统信息区块。

12.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通信装置，其中该交递命令包含有够大的T304数值，该T304数

值足以涵盖该通信装置传送该随机接入前导码的重复讯息所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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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线通信系统中处理覆盖率增强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无线通信系统的方法，尤其涉及一种可在覆盖率增强模式之

下的无线通信系统中进行运作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the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3GPP)为了改

善通用移动电信系统(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UMTS)，制定了具

有较佳效能的长期演进(Long  Term  Evolution，LTE)系统，其支持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第

八版本(3GPP  Rel-8)标准和/或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第九版本(3GPP  Rel-9)标准，以满足

日益增加的使用者需求。长期演进系统被视为提供高数据传输率、低潜伏时间、分组最佳化

以及改善系统容量和覆盖范围的一种新无线接口及无线网络架构，包含有由多个演进式基

站(evolved  Node-Bs，eNBs)所组成的演进式通用陆地全球无线接入网络(Evolved 

Universal  Terrestrial  Radio  Access  Network，E-UTRAN)，其一方面与用户端(user 

equipment，UE)进行通信，另一方面与处理接入层(Non  Access  Stratum，NAS)控制的核心

网络进行通信，而核心网络包含服务网关(serving  gateway)及移动管理单元(Mobility 

Management  Entity，MME)等实体。

[0003] 先进长期演进(LTE-advanced，LTE-A)系统由长期演进系统进化而成，其包含有载

波集成(carrier  aggregation，CA)、协调多点(coordinated  multipoint，CoMP)传送/接收

以及上行链路(uplink，UL)多输入多输出(UL  multiple-input  multiple-output，UL-

MIMO)等先进技术，以延展带宽、提供快速转换功率状态及提升小区边缘效能。为了使先进

长期演进系统中的用户端及演进式基站能相互通信，用户端及演进式基站必须支持为了先

进长期演进系统所制定的标准，如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第十版本(3GPP  Rel-10)标准或较

新版本的标准。

[0004] 机器类型通信(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MTC)装置可自动进行预设工作并

回报其结果至其它装置、服务器、基站(Node-B，NB)或演进式基站，其可用于各种领域，如安

全性、数据追踪、电子钱包、安全照护、计量等。较佳地，机器类型通信装置可通过无线网络

进行回报，以避免环境因素造成信号传输的限制。然而，使用无线网络的机器类型通信装置

在进行传输之前必须先建立无线链路，并分配予进行无线链路传输所需的无线资源，因此，

现有的无线通信系统及设备即可作为机器类型通信装置运作的媒介。在此情况下，目前已

广为使用的由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所发展的通用移动电信系统、长期演进系统及先进长期

演进系统等也同时适用于机器类型通信装置的运作。机器类型通信装置即可视为用户端的

一种类型。

[0005] 部分机器类型通信装置可能设置在住家大楼的地下室，或设置在被覆箔绝缘体、

金属窗或厚墙建筑结构隔绝的地点，因此，相较于一般通信装置而言，这些机器类型通信装

置在无线接口上往往面临到较严重的穿透损耗(penetration  loss)。而覆盖率较差的机器

类型通信装置可能具有低数据率、较大延迟容忍度等特性且通常不具有移动性，在此情况

说　明　书 1/9 页

4

CN 104601276 B

4



下，部分的讯息和/或通道可被省略。在覆盖率较差的情况下，属于机器类型通信装置的用

户端可运作于一覆盖率增强模式(enhanced  coverage  mode)，此时，信令、数据传输及无线

资源的形式不同于一般环境之下的用户端。

[0006] 为改善覆盖率，机器类型通信装置可藉由延长传输时间来累积更多的传输能量。

现有用于数据通道的传输时间间隔集束(transmission  time  interval  bundling，TTI 

bundling)及混合自动重送请求(hybrid  automatic  repeat  request，HARQ)重传皆可有效

改善覆盖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目前所规范的上行链路混合自动重送请求重传的最大数

量为28，而传输时间间隔集束为4个连续子帧，因此，机器类型通信装置可使用较大集束量

的传输时间间隔集束以及最高的混合自动重送请求重传次数来取得较佳效能。除了传输时

间间隔集束及混合自动重送请求重传之外，其它用来改善覆盖率的方式还包括传送多次具

有相同或不同冗余版本(redundancy  version，RV)的重复讯息。此外，时域上的扩展码

(code  spreading)亦被普遍认为可用来改善覆盖率。机器类型通信的讯务分组可分割为较

小分组的无线链路控制(radio  link  control，RLC)传输，也可使用极低速率编码、较低的

调制阶数(modulation  order)(如二进制相移键控(binary  phase  shift  keying，BPSK))

及长度较短的循环冗余检查码(cyclic  redundancy  check，CRC)。若考虑特定通道的特性

(例如通道周期性、参数变化率、通道结构、内容限制等)以及放宽的性能需求(例如延迟容

忍度)，新的解码技术(例如相关性或缩小的搜寻空间解码)也可用于改善覆盖率。

[0007] 值得注意的是，为提升小区在下行链路(downlink，DL)的覆盖率，重复传送可在下

行链路传输上进行，例如系统信息及物理下行链路共享通道(physical  DL  shared 

channel，PDSCH)。为提升小区在上行链路的覆盖率，重复传送可在上行链路传输上进行，例

如前置(preamble)及物理上行链路共享通道(physical  UL  shared  channel，PUSCH)。然

而，被设定来执行覆盖率增强运作(如重复传送)的用户端(如机器类型通信装置)必须永远

执行覆盖率增强运作，而无法根据信号完整性、移动性等环境因素来决定其是否应执行覆

盖率增强运作。若用户端永远被设定在覆盖率增强模式时，用户端将进行更多的重复传送，

因而消耗更多功率且占用更多资源，即便覆盖率增强模式在某些情况下是不需要的。

[0008] 另一方面，当用户端接收到一交递命令以交递至一小区时，用户端会对该小区执

行随机接入(random  access)。然而，在进行覆盖率增强运作的系统中，用户端不知应如何

执行随机接入，特别是当用户端因交递而执行随机接入时，用户端无法判断其是否位于覆

盖率增强模式。

发明内容

[0009] 因此，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即在于提供一种可在无线通信系统中处理覆盖率增强的

方法，以解决上述问题。

[0010] 本发明公开一种处理覆盖率增强的方法，用于一无线通信系统的一用户端，该方

法包含有根据该用户端为成功解码一系统信息区块(system  information  block，SIB)所

依据的一下行链路传输的重复传送次数，判断该用户端是否位于一覆盖率增强模式；以及

根据该用户端是否位于该覆盖率增强模式，重复传送一上行链路传输或仅传送一次该上行

链路传输。

[0011] 本发明另公开一种处理覆盖率增强的方法，用于一无线通信系统的一网络端，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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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包含有当从该无线通信系统的一用户端接收到该用户端不位于该覆盖率增强模式的

通知时，在传送至该用户端的一下行链路传输上停止进行重复传送，其中，该用户端藉由传

送一随机接入前导码或一第一讯息，将该用户端不位于该覆盖率增强模式的讯息告知该网

络端。

[0012] 本发明另公开一种处理覆盖率增强的方法，用于一无线通信系统的一网络端，该

方法包含有传送包含有一随机接入设置的一交递命令至该无线通信系统的一用户端，其

中，该随机接入设置指示该用户端需遵循的传送一随机接入前导码的一重复次数。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无线通信系统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一通信装置的示意图。

[0015]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流程的流程图。

[0016]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流程的流程图。

[0017] 【主要元件符号说明】

[0018] 10                       无线通信系统

[0019] 20                       通信装置

[0020] 200                      处理装置

[0021] 210                       存储单元

[0022] 214                      程序代码

[0023] 220                      通信接口单元

[0024] 30                       流程

[0025] 300～306                 步骤

[0026] 40                       流程

[0027] 400～404                 步骤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请参考图1，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无线通信系统10的示意图。无线通信系统10简

略地由一网络端及多个用户端(user  equipment，UE)所组成。在图1中，网络端及用户端仅

是用来说明无线通信系统10的结构。实际上，在通用移动电信系统(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UMTS)中，网络端可为一通用陆地全球无线接入网络

(Universal  Terrestrial  Radio  Access  Network，UTRAN)，其包括多个基站(Node-Bs，

NBs)。在长期演进(Long  Term  Evolution，LTE)系统、先进长期演进(LTE-Advanced，LTE-A)

系统或是先进长期演进系统的后续版本中，网络端可为一演进式通用陆地全球无线接入网

络(evolved  UTRAN，E-UTRAN)，其可包括多个演进式基站(evolved  eNBs)和/或中继站

(relays)。

[0029] 除此之外，网络端也可同时包括通用陆地全球无线接入网络/演进式通用陆地全

球无线接入网络及核心网络，其中，核心网络可包括服务网关(Serving  Gateway，S-GW)、移

动管理单元(Mobility  Management  Entity，MME)、分组数据网络(Packet  Data  Network，

PDN)网关(PDN  gateway，P-GW)、自我组织网络(Self-Organizing  Network，SON)服务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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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无线网络控制器(Radio  Network  Controller，RNC)等网络实体。换句话说，在网络端接

收用户端所传送的信息后，可由通用陆地全球无线接入网络/演进式通用陆地全球无线接

入网络来处理及产生对应于该信息的决策。或者，通用陆地全球无线接入网络/演进式通用

陆地全球无线接入网络可将信息转传至核心网络，由核心网络来产生对应于该信息的决

策。此外，也可在通用陆地全球无线接入网络/演进式通用陆地全球无线接入网络及核心网

络进行合作及协调后，共同处理该信息，以产生决策。用户端可为机器类型通信(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MTC)装置、移动电话、笔记型计算机、平板计算机、电子书或便携式计

算机系统等装置，而不限于此。此外，根据数据传输方向，网络端及用户端可分别视为传送

端或接收端。举例来说，对于一上行链路(uplink，UL)而言，用户端为传送端而网络端为接

收端；对于一下行链路(downlink，DL)而言，网络端为传送端而用户端为接收端。更具体来

说，对于网络端而言，传送的方向为下行链路而接收的方向为上行链路；对于用户端而言，

传送的方向为上行链路而接收的方向为下行链路。

[0030] 请参考图2，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一通信装置20的示意图。通信装置20可以是图1中

的用户端或网络端，但不限于此。通信装置20包含一处理装置200、一存储单元210及一通信

接口单元220。处理装置200可为一微处理器或一特定应用集成电路(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ASIC)。存储单元210可为任一数据存储装置，用来存储一

程序代码214，并通过处理装置200读取及执行程序代码214。举例来说，存储单元210可为用

户识别模块(subscriber  identity  module，SIM)、只读式存储器(read-only  memory，

ROM)、快闪存储器(flash  memory)、随机存取存储器(random-access  memory，RAM)、光盘只

读存储器(CD-ROM/DVD-ROM)、磁带(magnetic  tape)、硬盘(hard  disk)及光学数据存储装

置(optical  data  storage  device)等，而不限于此。通信接口单元220可为一无线收发器，

其可根据处理装置200的处理结果，进行无线信号(如讯息或分组)的传送及接收。

[0031] 请参考图3，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流程30的流程图。流程30可用于图1中的无线通

信系统10的用户端，用来处理覆盖率增强。流程30可被编译成程序代码214，其包含以下步

骤：

[0032] 步骤300：开始。

[0033] 步骤302：根据用户端为成功解码一系统信息区块(system  information  block，

SIB)所依据的一下行链路传输的重复传送次数，判断用户端是否位于一覆盖率增强模式。

[0034] 步骤304：根据用户端是否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重复传送一上行链路传输或仅传

送一次上行链路传输。

[0035] 步骤306：结束。

[0036] 根据流程30，用户端可根据其为了成功解码一系统信息区块所依据的一下行链路

传输的重复传送次数，判断其是否位于一覆盖率增强模式。在一实施例中，步骤302中的系

统信息区块可以是一主要信息区块(MIB)、一系统信息区块SIB1或一系统信息区块SIB2，上

述系统信息区块皆包含来自于演进式基站的系统信息。主要信息区块是在物理广播通道

(physical  broadcast  channel，PBCH)上进行传送，而系统信息区块SIB1及系统信息区块

SIB2则是在物理下行链路共享通道(physical  DL  shared  channel，PDSCH)上进行传送。在

另一实施例中，步骤302中的系统信息区块也可以是主要信息区块、系统信息区块SIB1及系

统信息区块SIB2以外的任何系统信息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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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详细来说，步骤302包括当用户端根据多个重复传送的(包含有系统信息区块的)

下行链路传输而成功解码系统信息区块时，用户端判断其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的情况。更

明确来说，用户端可接收多个重复传送的物理下行链路共享通道或物理广播通道传输，并

结合接收到的多个重复传送的物理下行链路共享通道或物理广播通道传输，以解码系统信

息区块(其可为物理下行链路共享通道上的系统信息区块SIB1或系统信息区块SIB2，或物

理广播通道上的主要信息区块)。步骤302亦包含当用户端各别根据仅传送一次的(包含有

系统信息区块的)下行链路传输而成功解码不同的系统信息区块时，用户端判断其不位于

覆盖率增强模式的情况。

[0038] 当判断出用户端是否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之后，在步骤304中，用户端根据其是否

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重复传送上行链路传输或仅传送一次上行链路传输。换句话说，若用

户端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时，用户端重复传送上行链路传输；若用户端不位于覆盖率增强

模式时，用户端仅传送一次上行链路传输。在一实施例中，上行链路传输可为一随机接入程

序(random  access  procedure)中的一随机接入前导码(random  access  preamble，又称之

为“随机接入前置”)。

[0039] 此外，本发明传送多个重复的系统信息区块的方式不同于已知长期演进系统传送

系统信息区块的方式。在上述实施例中，重复传送的次数介于5次到80次之间，以实现不同

程度的小区覆盖率，且上述重复传送的次数大于已知技术使用的重复传送次数。一般来说，

在长期演进系统中传送系统信息区块(如主要信息区块或系统信息区块SIB1)的重复传送

次数为4，且4个重复传送的系统信息区块的位置定义于3GPP技术规格书TS  36.331无线资

源控制(radio  resource  control，RRC)规格(RRC  specification)。换句话说，若用户端以

传统方式(即藉由接收小于5个重复传送的系统信息区块)成功解码所有不同的系统信息区

块时，用户端可判断其不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若用户端以传统方式解码一第一系统信息

区块失败时，用户端会尝试通过更多次的第一系统信息区块的重复传送(传送次数大于传

统方式)来对第一系统信息区块进行解码，并在成功解码系统信息区块时，据以判断其位于

覆盖率增强模式之下。

[0040] 当用户端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时，可重复传送上行链路传输，使相对应的演进式

基站更可能成功接收到该上行链路传输；当用户端不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时，仅传送一次

上行链路传输。在此情况下，用户端自行判断其是否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而不是预先被决

定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如传统机器类型通信装置的情况。当用户端判断其位于覆盖率增

强模式之后，用户端可弹性地决定是否重复传送上行链路传输或进行覆盖率增强运作。因

此，当用户端不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或离开覆盖率增强模式时，由于其不再需要覆盖率的

提升，因此不再进行重复传输及其它覆盖率增强运作，进而降低耗电以及无线资源的浪费。

[0041] 在一实施例中，当一用户端欲接入网络端的一演进式基站时，用户端同时需要接

收主要信息区块、系统信息区块SIB1及系统信息区块SIB2。若主要信息区块、系统信息区块

SIB1及系统信息区块SIB2三者皆能够被用户端接收并解码且不需要任何重复传送的(包含

有主要信息区块、系统信息区块SIB1或系统信息区块SIB2的)物理广播通道或物理下行链

路共享通道传输时，用户端可判断其不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因而不执行任何重复传输或

其它覆盖率增强运作。相反地，若主要信息区块、系统信息区块SIB1及系统信息区块SIB2当

中任一个需通过重复传送的(包含有主要信息区块、系统信息区块SIB1或系统信息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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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B2当中任一个的)物理广播通道或物理下行链路共享通道传输才能被用户端解码时，用

户端可判断其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举例来说，用户端可能不需通过重复传送来解码主要

信息区块及系统信息区块SIB1，但需通过重复传送的(包含有系统信息区块SIB2的)物理下

行链路共享通道传输的接收来解码系统信息区块SIB2，在此情况下，由于主要信息区块、系

统信息区块SIB1及系统信息区块SIB2三者皆为用户端与演进式基站进行通信的必要信息，

即使只有信息区块SIB2需要进行重复传送才能被解码，用户端仍判断其位于覆盖率增强模

式。

[0042] 一般来说，系统信息可周期性地被传送，且每隔一段改变执行期间(modification 

period)会发生变化。因此，用户端可在每一段改变执行期间进行一次系统信息区块的解

码。在此情况下，用户端每隔一段改变执行期间即进行一次是否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的判

断，换句话说，用户端可周期性地判断其是否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即步骤302具有周期性。

[0043] 用户端可藉由重复传送上行链路传输或仅传送一次上行链路传输，将其是否位于

覆盖率增强模式的讯息告知演进式基站(如步骤304)。在一实施例中，上行链路传输可为一

随机接入程序中的一随机接入前导码。用户端可根据其是否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传送一

随机接入前导码至演进式基站，以执行一随机接入程序。更明确来说，当用户端位于覆盖率

增强模式时，用户端可重复传送随机接入前导码；当用户端不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时，用户

端仅传送一次随机接入前导码。在覆盖率增强模式之下，随机接入前导码可在频率、时间或

扩展码(code  spreading)等特定无线资源上重复。或者，当用户端不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

时，可传送一较短的随机接入前导码；而当用户端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时，可传送一较长的

随机接入前导码，该较长的随机接入前导码可包含在时间或频率上重复出现多次的必要信

息。当演进式基站接收到重复传送的随机接入前导码或较长的随机接入前导码时，演进式

基站会知道用户端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且需要执行上行链路传输的重复传送，因此，演进

式基站可传送包含有一上行链路允量(UL  grant)的一随机接入响应(random  access 

response，RAR)或多个重复的随机接入响应，该上行链路允量指示一物理上行链路共享通

道(physical  UL  shared  channel，PUSCH)传输的重复传送次数。因此，当用户端接收到随

机接入响应之后，会根据随机接入响应指示的重复传送次数来执行物理上行链路共享通道

的传输，上述重复传送次数介于3次到150次之间。另一方面，当演进式基站从用户端接收到

仅传送一次的随机接入前导码时，演进式基站可判断用户端不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因此

执行一般随机接入程序。换句话说，演进式基站可传送一般的随机接入响应，此随机接入响

应仅包含上行链路允量而未指示物理上行链路共享通道传输的重复传送次数。

[0044] 在上述实施例中，用户端可在随机接入程序中，藉由传送随机接入前导码来告知

演进式基站该用户端是否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在另一实施例中，用户端可传送一专属讯

息(例如无线资源控制讯息或介质访问控制(media  access  control，MAC)单元)来告知演

进式基站其是否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另外需注意的是，用户端是否重复传送专属讯息至

演进式基站可根据用户端所在的模式而定。若用户端目前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但欲离开覆

盖率增强模式时，用户端可重复传送专属讯息；若用户端目前不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但欲

进入覆盖率增强模式时，用户端可仅传送一次专属讯息。当演进式基站接收到指示用户端

不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的专属讯息之后，演进式基站可在传送至用户端的下行链路传输上

停止进行重复传送。此外，当演进式基站接收到指示用户端不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的讯息

说　明　书 6/9 页

9

CN 104601276 B

9



时，演进式基站也可对应传送另一讯息至用户端，以指示演进式基站解除用于用户端的重

复传送设置(例如用于用户端的上行链路传输的重复传送次数)。换句话说，当用户端离开

覆盖率增强模式时(例如离开地下室)，由于该用户端不再需要进行重复传送，演进式基站

应解除用于该用户端的重复传送设置。

[0045] 另一方面，当演进式基站接收到指示一用户端不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的一讯息

时，演进式基站可开启用于该用户端的一移动管理功能(如交递或测量)，以回应该讯息的

接收。举例来说，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的机器类型通信装置(如电表)通常是固定放置在一

特定位置，因此不需要进行移动管理。当机器类型通信装置离开覆盖率增强模式时(例如当

机器类型通信装置离开信号微弱的位置(如地下室))，该机器类型通信装置将需要进行移

动管理，以移动至另一小区。因此，当演进式基站接收到一机器类型通信装置不位于覆盖率

增强模式的讯息时，演进式基站应开启用于该机器类型通信装置的移动管理功能，亦即，演

进式基站可要求该机器类型通信装置执行测量或交递。另一方面，当演进式基站接收到指

示一用户端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的一讯息时，演进式基站可关闭用于该用户端的移动管理

功能，以回应该讯息的接收。举例来说，进入覆盖率增强模式的机器类型通信装置可能被设

置在一特定位置，且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会被移除，因此，演进式基站不需要通知该机器类型

通信装置去执行测量或交递。在此情况下，可关闭用于该机器类型通信装置的移动管理功

能，以节省无线资源并降低耗电。另一方面，当用户端进入覆盖率增强模式时，用户端也可

主动停止测量邻近的小区。

[0046]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用户端可弹性地运用覆盖率增强模式，上述

用户端可以是移动电话、机器类型通信装置或其它类型的通信装置。因此，用户端可根据环

境的变化(如用户端移动至不同位置)来决定是否在上行链路传输上进行重复传送。举例来

说，当用户端进入地下室或电梯时，可进入覆盖率增强模式并开始进行重复传送。上述环境

的变化也包括网络端环境的变化，例如配置新的演进式基站或现有演进式基站调整设置的

情况。

[0047] 请参考图4，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流程40的流程图。流程40可用于图1中的无线通

信系统10的网络端，用来处理覆盖率增强。流程40可被编译成程序代码214，其包含以下步

骤：

[0048] 步骤400：开始。

[0049] 步骤402：传送包含有一随机接入设置的一交递命令至无线通信系统的一用户端，

其中，随机接入设置指示用户端需遵循的传送一随机接入前导码的重复次数。

[0050] 步骤404：结束。

[0051] 根据流程40，演进式基站可传送包含有一随机接入设置的交递命令至用户端，其

中，随机接入设置指示用户端需遵循的重复次数，以在随机接入程序中重复传送一随机接

入前导码(即传送随机接入前导码的重复讯息)。接着，用户端即可依据该重复次数来传送

随机接入前导码，以回应包含有随机接入设置的交递命令。

[0052] 不同于一般交递命令仅包含指示一随机接入前导码的随机接入设置，本发明的交

递命令中的随机接入设置不仅指示随机接入前导码，同时还指示用户端传送随机接入前导

码的重复次数。因此，用户端可传送该重复次数的随机接入前导码，且演进式基站预期最多

可接收到该重复次数的随机接入前导码。在此情况下，演进式基站可根据用户端所传送的

说　明　书 7/9 页

10

CN 104601276 B

10



随机接入前导码的重复次数来进行相对应的运作。更进一步来说，随机接入设置可包含频

率的设置和/或时间的设置，使得用户端可在频率的设置和/或时间的设置所指示的频率

和/或时间上传送随机接入设置的每一重复讯息。

[0053] 举例来说，演进式基站可根据一重复次数来重复传送一随机接入响应，以回应随

机接入前导码的重复讯息。更明确来说，随机接入响应的重复次数会等于用户端所传送的

随机接入前导码的重复次数，或等于演进式基站成功接收到的随机接入前导码的数量，或

者，相关于随机接入响应的重复次数的指示可来自于随机接入前导码所携带的信息。因此，

在交递期间，用户端预期会接收到该重复次数的随机接入响应。在此情况下，演进式基站可

设定用于用户端的一T304计时器，而用户端可在接收到交递命令时起始T304计时器。当用

户端顺利完成由交递程序所触发的随机接入程序时，用户端即可停止T304计时器。若T304

计时器在用户端顺利完成随机接入程序之前计时期满，用户端会认为交递失败。因此，T304

计时器应具有较大的数值(即T304数值)，使T304计时器的计时期间足以涵盖用户端传送随

机接入前导码的重复讯息所需的时间，甚至是用户端接收随机接入响应的重复讯息的时

间。接着，演进式基站可通过交递命令，传送T304数值至用户端。换句话说，演进式基站可根

据一用户端是否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来设定欲通过交递命令传送至该用户端的T304数值。

举例来说，若用户端不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时，T304计时器的最大值可设定为8000毫秒

(millisecond，ms)，而8000毫秒在随机接入前导码及随机接入响应皆未包含任何重复讯息

的情况下已足够用户端使用。然而，考虑到具有重复讯息的情况，最大值8000毫秒可能不够

大，因而无法让用户端有足够的时间来等待随机接入响应的最后一个重复讯息的接收。因

此，若用户端在覆盖率增强模式之下运作且需要传送随机接入前导码和/或接收随机接入

响应的重复讯息时，T304计时器应被设定具有更大的最大值，如10000毫秒、12000毫秒、

14000毫秒、16000毫秒或32000毫秒等。

[0054] 除此之外，当演进式基站知道用户端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时，演进式基站可决定

将具有重复传输次数的随机接入设置包含在交递命令中。演进式基站可根据演进式基站的

自行判断，或根据用户端所传送的讯息或信号，得知用户端是否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例如

在上述实施例中，用户端可将其是否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的讯息，通过先前的随机接入前

导码或专属讯息(如无线资源控制讯息)告知演进式基站，但不限于此。用户端另可根据交

递命令，在进行交递之后判断其是否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以回应该交递命令。举例来说，

该交递命令可包含指示用户端是否应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的信息。此外，交递命令也可被

重复传送，使得用户端可根据其为了接收及成功解码交递命令所依据的交递命令的重复传

送次数(例如藉由接收多个重复传送的交递命令而成功解码或仅藉由接收一次交递命令而

成功解码)，来判断其是否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除此之外，当用户端交递至一目标演进式

基站之后，用户端仍需通过该目标演进式基站接收系统信息区块。因此，用户端可根据其为

了成功解码系统信息区块所依据的下行链路传输的重复传送次数(例如重复传送包含有系

统信息区块的物理广播通道或物理下行链路共享通道传输或仅传送一次包含有系统信息

区块的物理广播通道或物理下行链路共享通道传输)，来判断其是否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

举例来说，用户端可根据交递命令，在进行交递之后接收重复传送的包含有主要信息区块

的一物理广播通道，以解码主要信息区块，并接收重复传送的包含有系统信息区块(如系统

信息区块SIB1及系统信息区块SIB2)的一物理下行链路共享通道，以解码系统信息区块，上

说　明　书 8/9 页

11

CN 104601276 B

11



述运作指示用户端是位于覆盖率增强模式。

[0055] 本领域技术人员当可依本发明的精神加以结合、修饰或变化以上所述的实施例，

而不限于此。前述的所有流程的步骤(包含建议步骤)可通过装置实现，装置可为硬件、固件

(为硬件装置与计算机指令与数据的组合，且计算机指令与数据属于硬件装置上的只读软

件)或电子系统。硬件可为模拟微计算机电路、数字微计算机电路、混合式微计算机电路、微

计算机芯片或硅芯片。电子系统可为系统单芯片(System  On  Chip，SOC)、系统级封装

(System  in  Package，SiP)、嵌入式计算机(Computer  On  Module，COM)及通信装置20。

[0056]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处理覆盖率增强的方法，用于一无线通信系统。根据

本发明的方式，用户端可根据环境状况来判断其是否进行重复传输或覆盖率增强运作，以

在不需要增强覆盖率的情况下，节省无线资源并降低耗电。另一方面，若交递程序包含重复

的信号传输时，本发明提供的方式可用来实现关于交递的运作。

[005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凡依本发明权利要求书所做的均等变化与修

饰，皆应属本发明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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