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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一种灵敏无线接入网的方法及系统。

管理灵敏无线接入网的方法实施例包括：通过网

络控制器确定无线接入网中无线节点的能力以

及邻居关系。网络控制器然后根据无线节点的能

力以及邻居关系为无线接入网配置回程网络基

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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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管理灵敏无线接入网的方法，包括：

通过网络控制器确定所述无线接入网中的无线节点的能力、邻居关系和网络资源利用

信息并识别所述无线接入网的网络流量状况；以及

根据所述无线节点的能力、邻居关系、网络资源利用信息和所述无线接入网的网络流

量状况，为所述无线接入网配置回程网络基础结构；

其中，识别所述网络流量状况包括：利用网络状态分析器来监控网络流量负荷，预测网

络流量负荷，预测网络流量迁移，检测拥塞，检测交付的体验质量(QoE)水平，或以上的组

合；

所述网络资源利用信息包括所述无线接入网中的无线节点的硬/软频谱资源利用信

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配置所述回程网络基础结构包括：顺次地配置所

述回程网络基础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配置所述回程网络基础结构包括配置一个或更多

个替代的回程网络基础结构地形，并选择所述一个或更多个替代的回程网络基础结构地形

中的一个。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无线节点的能力和邻居关系存储在节点数据

库中。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将所述无线接入网的当前回程网络基础结构存

储在地形数据库中。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将所述网络资源利用信息存储在资源池数据库

中。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通过所述网络控制器、根据所述网络流量状况将

一个或更多个私有部署的无线节点集成到所述回程网络基础结构中。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将关于所述一个或更多个私有部署的无线节点

的信息存储在私有节点数据库中。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中，集成所述一个或更多个私有部署的无线节点包括

识别用于集成的潜在的私有部署的无线节点，与所述一个或更多个私有部署的无线节点协

商集成条款，激活所述无线接入网与所述一个或更多个私有部署的无线节点中每个的控制

平面之间的逻辑接口。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还包括根据所述网络流量状况或集成状况释放所述一

个或更多个私有部署的无线节点。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还包括通过所述网络控制器、根据所述网络流量状况

在所述灵敏无线接入网中配置一个或更多个接入链路。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配置所述回程网络基础结构包括：根据所述网络

流量状况添加回程链路，移除回程链路，引导回程链路，向回程链路的端点添加载波，或以

上的组合。

13.一种网络控制器，包括：

处理器、存储器以及存储在所述存储器上并在所述处理器上运行的计算机程序，其特

征在于，所述计算机程序在所述处理器上运行时实现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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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所述网络控制器确定由所述网络控制器控制的无线接入网区域中的无线节点的

能力、邻居关系和网络资源利用信息并识别所述无线接入网的网络流量状况；以及

根据所述无线节点的能力、邻居关系、网络资源利用信息和所述无线接入网的网络流

量状况，为所述无线接入网区域配置回程网络基础结构；

其中，所述网络流量状况包括：网络流量负荷，网络流量迁移，拥塞，交付的体验质量

(QoE)水平，或以上的组合；

所述网络资源利用信息包括所述无线接入网中的无线节点的硬/软频谱资源利用信

息。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网络控制器，其中，所述无线节点包括用于为所述无线接入

网区域中的终端提供终端专用接入链路的多个运营商部署的无线节点，其中，所述程序还

包括根据网络流量状况配置所述接入链路的指令。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网络控制器，其中，所述多个运营商部署的无线节点包括密

集部署的低功率无线节点。

16.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网络控制器，其中，所述无线接入网还包括识别多个运营商

部署的无线节点的每个的节点数据库以及关于多个运营商部署的无线节点中每个的信息，

其中所述信息包括有关无线节点能力、能源供应类型、邻居关系、位置、或以上组合的信息。

1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网络控制器，其中，所述有关无线节点能力的信息包括与无

线节点处回程端口的数量，所述无线节点支持的通信制式、接入链路的射频能力、回程链路

中的射频能力，存储能力，或以上的组合有关的信息。

18.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网络控制器，其中，所述无线节点包括一个或更多个私有部

署的无线节点，其中所述配置回程网络基础结构的指令还包括根据网络流量状况集成所述

一个或更多个私有部署的无线节点的指令。

19.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网络控制器，其中，所述一个或更多个私有部署的无线节点

包括私有部署的移动无线节点。

20.一种网络控制器，包括：

处理器、存储器以及存储在所述存储器上并在所述处理器上运行的计算机程序，其特

征在于，所述计算机程序在所述处理器上运行时实现以下步骤：

从网络状态分析器接收由所述网络控制器控制的无线接入网区域中的网络流量状况；

根据节点数据库确定所述无线接入网区域中无线节点的能力以及邻居关系；

根据私有节点数据库确定所述无线接入网中私有部署的无线节点的可用性；

根据资源池数据库确定所述无线接入网区域的网络资源利用信息；

根据所述网络流量状况、所述无线节点的能力、所述无线节点的邻居关系、所述私有部

署的无线节点的可用性以及所述网络资源利用信息，为所述无线接入网区域配置回程网络

基础结构；

将所述回程网络基础结构通过信号通知给一个或更多个可用的最终用户终端、一个或

更多个可用的无线节点、一个或更多个私有部署的可用的无线节点以及所述无线接入网区

域的控制平面；以及

以所述回程网络基础结构来更新所述资源池数据库以及地形数据库；

其中，所述网络流量状况包括：网络流量负荷，网络流量迁移，拥塞，交付的体验质量

权　利　要　求　书 2/3 页

3

CN 105308999 B

3



(QoE)水平，或以上的组合；

所述网络资源利用信息包括所述无线接入网中的无线节点的硬/软频谱资源利用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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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灵敏无线接入网的方法及网络控制器

[0001] 本申请要求于2013年6月5日递交的发明名称为“一种灵敏无线接入网的方法及系

统”的第61/831，296号美国临时申请案的在先申请优先权，以及于2013年11月1日递交的发

明名称为“一种灵敏无线接入网的方法及系统”的第14/069，948号美国非临时申请案的在

先申请优先权，该两个在先申请的内容以引入的方式并入本文。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一种无线通信方法和系统，尤其在特定的实施例中，涉及一种灵敏无

线接入网的方法和系统。

背景技术

[0003] 现有无线网络一般部署的无线节点(例如，宏蜂窝基站(BS))分布松散，从而为在

无线节点覆盖区域内的终端(例如，用户设备(UE))提供接入链路功能。相比之下，预计未来

的无线网络是密集部署的异构网络，其具有多种类型的无线节点，该无线节点配备有回程

和交换/路由功能以及可配置的接入链路功能。例如，现有的无线网络可以在每平方公里范

围内部署一个或两个宏蜂窝。相比之下，未来的无线网络可以在每平方公里范围内部署几

百个低功率无线节点(例如，微蜂窝或微微蜂窝)。预计私有部署的网络及节点的数量也会

大幅增加，同时私有部署的网络及节点可以集成到这些未来的网络中。

[0004] 不幸的是，现有无线接入网(RAN)的回程基础结构地形一般在部署时就固定了。现

有无线节点只提供有限的无线回程接入功能，同时现有网络不能基于网络流量要求(例如，

体验质量(QoE)要求、检测到的拥塞或预测到的网络负荷的变化)的变化为异构网络节点按

需地分配带宽。进一步地，无线节点回程基础结构的动态配置和私有网络节点的集成都无

法实现。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优选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灵敏无线接入网的方法及系统，一般可以解决或规

避这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同时一般可以实现技术上的优势。

[0006] 根据一实施例，一种管理灵敏无线接入网的方法包括：通过网络控制器确定无线

接入网中无线节点的能力和邻居关系。之后网络控制器根据无线节点的能力以及邻居关

系，为无线接入网配置回程网络基础结构。

[0007] 根据另一实施例，网络控制器包括处理器和用于存储处理器执行的程序的计算机

可读存储介质。程序包括用于实现以下操作的指令：确定网络控制器控制的无线接入网区

域中的无线节点的能力以及邻居关系；根据无线节点的能力以及无线节点的邻居关系，为

无线接入网区域配置回程网络基础结构。

[0008] 根据再一实施例，网络控制器包括处理器和用于存储处理器执行的程序的计算机

可读存储介质。程序包括用于实现以下操作的指令：从网络状态分析器接收网络控制器控

制的无线接入网区域的网络流量状况。网络控制器从网络状态分析器接收网络控制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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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线接入网区域的网络流量状况。网络控制器根据节点数据库确定无线接入网区域中无

线节点的能力以及邻居关系。网络控制器还根据私有节点数据库确定无线接入网中私有部

署的无线节点的可用性，并根据资源池数据库确定无线接入网区域的网络资源利用信息。

程序包括用于实现以下操作的指令：根据网络流量状况、无线节点的能力、无线节点的邻居

关系、私有部署的无线节点的可用性以及网络资源利用信息，为无线接入网区域配置回程

网络基础结构；将回程网络基础结构通过信号通知给一个或更多个可用最终用户终端、一

个或更多个可用无线节点、一个或更多个可用私有部署的无线节点以及无线接入网区域的

控制平面；以回程网络基础结构更新资源池数据库以及地形数据库。

附图说明

[0009] 为了更完整地理解本发明及其优点，现在参考下文结合附图进行的描述，其中：

[0010] 图1A至图1C为根据各个实施例的灵敏无线接入网的框图；

[0011] 图2A至图2C为根据各个实施例的灵敏网络基础结构管理的流程图；

[0012] 图3A至图3C为根据各个实施例的私有网络节点集成的流程图；以及

[0013] 图4为根据实施例的用于实现例如此处描述的方法以及设备的计算系统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文将详细论述实施例的制作和使用。然而，应了解，本发明提供可在各种具体上

下文中实现的许多适用的发明性概念。所论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说明用以实施和使用本发

明的具体方式，而不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15] 各个实施例针对特定的上下文、即无线接入网(RAN)的一种灵敏基础结构来描述。

但各个实施例也可以应用于各个不同的网络以及网络节点。

[0016] 各个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灵敏网络基础结构的框架，所述灵敏网络基础结构根据网

络流量状况，对运营商部署的网络节点进行按需的回程网络基础结构配置并对私有网络节

点进行按需的集成。还提供无线回程基础结构的灵敏配置的针对性框架，以使得可用回程

资源的利用满足变化的流量状况、检测到的拥塞、预测的网络负荷的变化以及预测的流量

负荷迁移，进而满足体验质量(QoE)的要求等。

[0017] 一实施例的灵敏RAN基础结构包括针对按需的回程和接入链路带宽管理、按需的

回程链路管理(例如，在运营商开发的网络中，添加、引导以及移除节点)、按需的私有固定

节点管理以及按需的移动节点管理的机制或功能。灵敏RAN基础结构可以基于网络状态、流

量负荷迁移以及可用的网络资源(例如，硬频谱资源和软频谱资源)来动态配置。

[0018] 图1A示出了各个实施例的网络100。网络100支持按需的回程网络基础结构配置以

及管理(例如，在网络节点中，添加、移除以及引导回程链路)。网络100包括多个密集部署的

运营商小区，例如地理覆盖区域102中的无线节点104(标为104A和104B)。例如，在网络100

中，覆盖区域102中每平方公里范围内可能有一百个以上低功率无线节点104。无线节点104

可以是接入网(AN)，例如长期演进(LTE)基站(BS)微蜂窝、LTE  BS微微蜂窝、无线网络控制

器(RNC)、WiFi接入点(AP)、未来的AN，或其组合等，其为区域102上的最终用户终端，例如用

户设备(UE)154提供接入链路功能。进一步地，无线节点104可以支持根据各个通信制式比

如码分多址(CDMA)、LTE、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MS)、通用移动电信系统(UMTS)、未来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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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式以及以上组合等的通信。每个无线节点104能够或不能根据超过一个以上的制式进行

通信。

[0019] 在网络100中，每个密集部署的无线节点104可以用于例如基于终端的地理以及接

收的通道状况，为特定的最终用户终端(例如，UE  154)提供接入链路。无线节点104可以为

最终用户终端提供特定的空中无线接入链路接口。

[0020] 无线节点104通过核心回程网络150为终端提供接入链路功能，其可以包括多个通

过有线连接互相连接的网关152。某些无线节点(节点104A)可以通过到网关152的有线回程

链路108直接与核心回程网络150连接。然而，由于无线节点104部署密集，直接有线回程链

路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无线节点104。因此，某些无线节点(节点104B)可能具有至核心回

程网络150的多跳连接。也就是说，无线节点104B通过其他的无线节点104使用间接回程链

路106与核心回程网络150连接，其中间接回程链路106可以是有线或无线回程链路。无线回

程链路106可以是在比无线节点104与终端(例如，UE  154)之间的接入链路较高的射频(RF)

波段处配置的窄波束链路。这些无线回程链路106可以是在两个可用的端点无线节点104之

间形成的很窄的波束，且可以类似于有线链路，从而对网络100中的其他无线通信的干扰最

小。为了支持多跳连接，至少一些无线节点104有交换/路由功能来从核心回程网络150转发

分组给目标无线节点104，反之亦然。然而，其他无线节点104可能没有交换/路由功能。

[0021] 一般地，跳数指的是无线节点104B与至核心回程网络150的网关152之间的节点

数。例如，直接与无线节点104A连接的无线节点104B是一跳远，而通过另一个无线节点104B

与无线节点104A连接的无线节点104B是两跳远。尽管图1A中示出的最大跳数是3，根据网络

配置在各个实施例中构思了无线节点与回程网络之间有四跳或更多跳连接的其他配置。

[0022] 无线节点104可以有一个或更多个用于回程链路的回程端口。也就是说，无线节点

104处的附加回程端口允许至核心回程网络150的附加回程链路(直接或间接)。进一步地，

无线节点104可能够支持一个或更多个载波带宽上的通信。网络100中所支持的回程端口数

和/或载波数可以在无线节点104之间不同。因此，详情如下文所述，网络100可以通过配置

回程网络基础结构、例如根据无线节点104的能力和网络流量状况激活/去激活附加载波以

及激活/去激活附加回程链路等，为无线节点104动态分配回程链路带宽。

[0023] 因此，至少部分无线节点104是多功能的无线节点(MFRN)。也就是说，无线节点104

可以支持根据一个或更多个通信制式的通信、一个或多个回程端口、一个或多个载波、路

由/交换功能、可配置的接入链路功能、带外感知，或其组合等。

[0024] 可用节点104的列表、节点104的邻居关系(例如，可以与之建立回程连接的附近节

点104)以及网络100中每个节点104的能力可以存储在节点数据库114中。节点数据库114可

以在网络100部署时被创建，并且可以在向网络添加或从网络移除无线节点时被更新。除了

无线节点的能力之外，节点数据库114可以包括关于每个无线节点的其他相关信息，例如能

源供应类型(例如，电力线或电池)以及位置等。

[0025] 网络100的地形可以存储在地形数据库116中。地形数据库116可以包括关于每个

节点104的位置、节点104之间的连接(例如，间接回程链路106)以及核心回程网络150的信

息。连接信息可以识别位于回程链路端点的两个节点104以及链路的能力(例如，带宽)。该

地形信息可以在网络部署时确定。

[0026] 例如，部署时已知网络100中有线连接的端点以及能力。又如，基于波束的回程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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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例如，基于天线阵列的链路)可以利用传输及接收对准信息来确定链路的端点。基于波

束的回程链路的能力可以通过接收的节点间信号统计数据(例如，接收的信噪比(SINR))来

预测。再如，其他类型的无线回程链路可以在网络部署的邻居发现阶段使用特定的协议。例

如，一个节点104可以广播一条“hello”消息，然后从邻居节点接收响应。基于响应的内容和

SINR，节点104可以确定邻居节点的列表以及相关链路的能力。可以选择适当的邻居节点以

形成无线链路。该信息可被通过信号通知给网络并存入地形数据库116以及节点数据库114

中。

[0027] 网络100还可以包括资源池数据库126。资源池数据库126可以追踪网络100区域

(例如，区域102)中无线节点的硬/软频谱资源利用信息。硬频谱资源利用信息可以包括例

如与每个无线节点104的端口总数相对的现使用的端口数以及可用端口数。软频谱资源利

用信息可以包括例如网络100中在无线节点104之间带宽以及载波的分配。

[0028] 地形数据库116和/或资源池数据库126可以随着网络中连接的变化(例如，重构回

程网络基础结构时)而更新。尽管在图1A中节点数据库114、地形数据库116以及资源池数据

库126被示为分离的数据库，但这些数据库可以共同位于同一个数据库中。进一步地，这些

数据库可以存储在相同的或分离的位置。

[0029] 网络100包括在某个时间/地理区域监控网络100的流量状况的网络状态分析器

112。流量状况可以包括流量负荷、预期流量负荷、实时流量拥塞以及体验质量(QoE)要求

等。网络状态分析器112可以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理区域监控网络负荷并基于历史统计数据

预测网络100未来的流量负荷。网络状态分析器112也可以基于实时网络统计数据，如缓冲

区大小和分组/数据丢弃率，监控并检测网络100的拥塞。

[0030] 例如，对于给定的地理区域(例如，区域102)，流量负荷可以在一周内每天每小时

记录一次。所记录的流量负荷信息可以用于预测网络100基于例如某天的某一刻或某一周

的某天的未来流量负荷。在未来的某个给定时间，特定地理区域的流量负荷可被计算为相

似时间段内(例如某天的同一时间)该区域内所有终端的流量速率的总和。又如，流量负荷

预测可以基于网络100的地理区域内每个终端的移动性预测、网络100内在终端上运行的应

用等，来预测流量迁移模式。

[0031] 又如，基于与回程链路(例如，直接回程链路108或间接回程链路106)相关的缓存

状态，可以识别网络100中的拥塞。如果缓存区尺寸(例如，队列中的字节)在某个时间段(例

如，几分钟)持续大于预定义阈值，或缓存区尺寸在大于特定百分比(例如，90％)时间上大

于预定义阈值，则可以检测出链路中的拥塞。又如，如果链路上缓存区的溢出状况到了一定

水平(例如，在某段时间内由溢出导致的数据/报文丢弃率高于预定义的阈值)，可以检测出

拥塞。再如，与链路相关的报文队列延迟可以用于检测拥塞。例如，某时间段内的平均报文

延迟高于预定义的阈值，或一定百分比(例如，90％)的时间，报文延迟高于预定义的阈值。

[0032] QoE要求也可以作为评估流量状况的一个因素。例如，当体验到的视频质量不如预

期的好(例如，中断的时间超过阈值)时，可以识别出缺乏网络回程能力。因此，可能需要提

升用于用户的网络回程能力，以满足期望的或要求的QoE水平。交付的QoE可以由网络状态

分析器112或单独的QoE分析器设备来检测。

[0033] 当网络100的网络状况随着时间变化，通过控制器110按需配置回程网络基础结

构，网络回程基础结构(例如，回程链路)适应这些变化。例如，网络状态分析器112将包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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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变化的网络流量状况通过信号通知给控制器110，其根据流量负荷、流量负荷预测、检测

到的拥塞、QoE要求、网络节点能力和/或邻居关系来动态地在网络100中重构回程链路。网

络节点能力、网络资源可用性以及邻居关系信息可以基于存储在节点数据库114、地形数据

库116和/或资源池数据库126中的信息。例如，详情如下所述，控制器110可以添加回程链

路，添加附加的载波带宽，或者根据节点能力和邻居关系引导回程连接至不同节点，以期更

高的流量负荷或减轻拥塞。

[0034] 控制器110可以根据流量状况、QoE要求和终端设备能力等，进一步为网络100中的

最终用户终端(例如，UE)动态地配置接入链路。也就是说，控制器110可以动态地选择一个

合适的无线节点(例如，无线节点104或106)，动态地为接入链路分配带宽等。接入链路的动

态配置可以考虑接入链路的规格(例如，空中接口类型，如UMTS、LTE或未来的空中接口)、接

入链路的特定配置(例如，波形、帧结构等)以及可用接入链路载波/带宽(例如，天线配置)。

[0035] 控制器110、网络状态分析器112、资源池数据库126、节点数据库114以及地形数据

库116可以分别位于单独的设备、共同位于单个无线节点104中、共同位于多个无线节点104

中，或者以上的组合等。进一步地，简单起见，网络100被示为只具有一个控制器110和一个

网络状态分析器112。然而，网络100可以有多个用以动态地重构回程链路的多个控制器110

和/或多个用以分析网络流量状况的网络状态分析器112。控制器110的数量和/或网络状态

分析器112的数量可以取决于网络100的大小以及网络配置的复杂程度。进一步地，控制器

110/分析器112可以由区域性或其他更高层控制器/分析器协调。当然，取决于网络的大小、

复杂程度和/或配置，也可以实现包括例如总控制器和/或总网络状态分析器的多层的控制

器层级。

[0036] 除了运营商部署的无线节点104之外，如图1B所述，网络100可以包括多个私有(或

任何其他运营商)部署的网络节点120。私有部署的无线节点120可以是覆盖由企业、小型公

司以及居所等所部署的有限区域的无线节点。私有节点120可以例如在高流量负荷期间或

为减轻拥塞为网络100提供下行和/或上行转发辅助。私有节点的运营商可以同意提供这样

的辅助，例如以在未来时间交换运营商网络信用。提供的辅助和运营商网络信用的交换率

不必一对一。

[0037] 为了提供上行和/或下行转发辅助，私有节点120可以与核心回程网络150的网关

152有连接122。连接122可以是无线或有线连接。替代地或除了连接122之外，私有节点120

可以与运营商部署的无线节点104有连接124。连接124可以通过WiFi连接和蜂窝连接等形

成。运营商部署的无线节点和私有无线节点之间可以有互相认证。为安全起见，通过私有节

点转发的流量可以在最终用户终端和运营商的网关之间加密。

[0038] 私有节点的发现可以由网络100在私有节点部署时、私有节点注册时、在启动时，

通过网络运营商或其他第三方轮询等来完成。控制器110可以根据网络流量状况集成私有

节点。例如，可以集成私有节点，以预期更高的流量负载、流量迁移、检测的拥塞、由紧急情

况导致的运营商网络过载、单个反向链路故障、网络崩溃等，以满足QoE要求等。一段时间

后，如果网络状况改善(例如，紧急情况结束、反向链路故障恢复、重流量负载减轻和重流量

负载迁移等)，可以释放私有节点。私有节点也可以由私有节点自行决定来释放。例如，在集

成时可创建条件比如用于连接的有限时间段；控制器在该有限的时间段结束时释放私有节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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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私有节点数据库118可以包括关于可用私有节点120的信息，类似于存储在节点数

据库114中的信息。例如，私有节点数据库118可以识别每个可用私有节点，且包括每个私有

节点120的信息，其中该信息涉及私有节点的能力(例如，回程端口数量、接入链路和回程链

路的射频能力、存储能力等)、能源供应类型(例如，电池或电力线)、节点物理层标识、位置

和邻居关系(例如，可以与之建立连接的其他节点，具有高于阈值的链路能力)等。集成私有

节点时，网络设备(例如，节点104或终端)可以监控关于私有节点的统计数据，如链路的能

力。释放私有节点时，该信息可以用于更新私有节点数据库。

[0040] 该私有节点数据库信息可以被提供给控制器110，以便于控制器110可以根据需要

集成私有节点，以便根据流量状况动态地重构网络100中的回程网络基础结构。控制器110

识别潜在的候选私有节点，就集成(例如，时长、信用以及分配的带宽等)与候选私有节点协

商，同时就集成通知节点的控制面。当不再需要私有节点时，控制器110识别潜在的私有节

点以进行释放，协商释放条款(例如，更新信用)，并且就释放通知节点的控制面。因此，通过

私有节点的集成，网络100平衡消费者网站与附加的回程资源，降低了资本支出以及运营支

出。

[0041] 进一步地，网络100可以包括可以提供附加回程网络支持的移动私有节点。移动私

有节点是运输中的节点，其能够根据网络流量状况按照需要向终端转发数据/分组。移动节

点的示例包括：移动节点和终端同时移动(例如，两个设备位于同一移动车辆上)；移动节点

和终端异步移动(例如，车载网络)；移动节点移动而终端固定(例如经过)。

[0042] 除了网络100可能依赖于关于移动中的移动设备的知识之外，移动私有节点的集

成/释放操作类似于固定私有节点的集成/释放操作。该知识可以例如通过在无线节点获取

辅助下使用邻居发现机制来被获取。控制器然后可以向寻求辅助的已识别邻居移动节点传

送请求。

[0043] 图1C示出了控制器110以及和控制器110通信的各个网络实体的框图。如上所述，

根据网络流量状况，控制器110动态地配置回程网络基础结构和/或接入链路。网络流量状

况(例如，网络流量负荷预测、接收的QoE以及检测的拥塞等)可以从网络状态分析器112被

通过信号通知给控制器110。回程基础结构/接入链路的动态配置也可以考虑接收到的信

息，其中该信息涉及各个网络无线节点104(存储在节点数据库114中)的配置和邻居关系、

可用私有无线节点106(存储在私有节点数据库118中)、网络资源利用(存储在资源池数据

库126中)，和/或关于现有网络地形(存储在地形数据库116中)的信息。控制器110将回程网

络基础结构/接入链路的配置通过信号通知给可用无线节点104和106，其也可被称为数据

面。对于控制面与数据面功能性分开的各个网络(例如，在软件定义网络(SDN)中)来说，控

制器110可以分别通过信号通知控制平面网络地形中的变化，使得传输可以被正确地转发。

[0044] 控制器110还可以向最终用户终端(例如，UE  154)通过信号通知网络地形的指示，

因此最终用户终端可以相应地与可用的网络节点建立接入链路。每当更新特定的最终用户

终端的网络地形时，控制器110可以通过信号通知地形变换的指示。进一步地，控制器110可

以更新资源池数据库126和地形数据库116，以反映因重构而必然导致的任何网络地形变化

和/或任何资源利用变化(例如，添加回程链路或重构载波带宽时)。

[0045] 图2A示出了一种网络控制器(例如，控制器110)有次序地动态配置回程网络基础

结构的示例算法。步骤200中，控制器识别网络(例如，网络100)中的网络流量状况。例如，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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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可以从网络状态分析器接收网络流量状况，该网络流量状况由于例如时间、天或链路

周围的地形的变化导致的检测到的拥塞或预测到的增加的流量负荷，而需要回程链路(例

如，链路106或108)中的附加带宽。

[0046] 在步骤202到206中，控制器确定网络中网络节点的能力和邻居关系。步骤202中，

控制器确定在回程链路任一端上的两个网络节点能否支持附加载波的带宽。控制器可以识

别链路任一端上的节点，并通过参考存储在节点数据库和/或地形数据库中的信息确定该

能力。如果确定为是，则在步骤204中，控制器在两个节点激活一个或更多个附加载波以增

加回程带宽。例如，步骤204同样以框图的形式示出，且控制器可以为节点201A和201B添加

附加载波以按照需要为回程链路203提供更多带宽。

[0047] 如果所述节点不支持附加载波，那么在步骤206中，控制器确定对于回程链路端部

处的任一节点来说，任何其他潜在的候选回程链路是否可用。控制器可以基于节点能力、网

络资源利用信息以及存储在节点数据库、资源池数据库和/或地形数据库中的邻居关系信

息，来确定所述可用性。例如，控制器可以确定任一节点是否有附加回程端口以及可用的邻

居节点来建立附加链路。如果确定为是，那么在步骤208中，控制器激活新的回程链路。例

如，步骤208同样以框图的形式示出，控制器可以在节点201A和分离的节点201C之间添加附

加回程链路205，以基于网络状况(例如，预期的网络负荷或拥塞)，按照需要为节点201A提

供更多带宽。需要注意的是，节点201C可以是运营商部署的节点或私有部署节点。

[0048] 如果没有其他可用的潜在的候选回程链路，控制器确定是否有具有更好的连接的

其他潜在的邻居节点可用。基于存储在节点数据库和/或地形数据库中的邻居关系信息，控

制器可以确定可用性。如果确定为是，那么步骤212中，控制器将回程链路引导至替代的节

点。例如，步骤212同样以框图的形式示出，控制器可以把节点201A与201B之间的链路引导

至(例如，断开回程链路，以及连接不同的回程链路)节点201A和201C之间的回程链路205。

这一点在例如如果由于更有利的网络状况节点201A和201C之间的回程链路优于节点201A

和201B之间的链路的情况下可以实现。

[0049] 如果没有其他潜在的邻居节点可用，则由于通过重构网络的回程基础结构附加改

善网络状况也许不可行，算法结束。在每个步骤204、208或212后，网络状态分析器可以持续

监控网络以确定是否需要附加重构来改善网络状况(例如，基于确认的拥塞或预期增加的

网络负荷)。进一步地，图2A中示出了重构网络的一种特定的次序，但替代实施例中的步骤

可以有不同的顺序。例如，控制器可以在试着激活附加载波(即步骤204)之前，试着激活一

条新的回程链路(即步骤208)。

[0050] 图2B示出了网络控制器(例如，控制器110)以优化的方式动态配置回程网络基础

结构的算法示例。在步骤220中，控制器识别网络流量状况。例如，控制器可以从网络状态分

析器接收网络流量状况，该网络流量状况由于时间、天或链路周围的地形变化导致的所检

测到的拥塞或预测到的增加的流量负荷，需要回程链路(例如，链路106或108)中的附加带

宽。

[0051] 在步骤222中，控制器例如通过检查节点数据库、私有节点数据库、资源池数据库

和/或地形数据库，确定现有网络中的邻居关系、网络节点能力、地形和/或网络资源可用

性。在步骤224中，控制器定义目标网络基础结构的优化，例如，根据网络流量状况而需要的

期望网络地形。在步骤226中，控制器根据所定义的目标优化，例如通过激活可用节点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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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载波(步骤226A)、激活新的回程链路(步骤226B)和/或将回程链路引导至替代的节点

(步骤226C)，来动态地重构回程网络基础结构。不像图2A中示出的过程，控制器可以通过与

顺次相对地同时应用多种不同的方法(例如，添加新的载波、添加新的回程链路或引导至替

代的节点)，来重构网络回程基础结构。

[0052] 例如，根据图2B中示出的优化的回程网络基础结构重构，图2C示出了示例网络优

化的流程图。在步骤250中，控制器识别流量状况变化。例如，网络状态分析器可以识别回程

链路中的拥塞或预测时间、天或链路周围的地形变化而造成的增加的流量负荷。网络状态

分析器可以将该网络流量状况通过信号通知给控制器。

[0053] 在步骤252中，控制器确定在需要附加网络资源(例如，带宽)的回程链路的端点节

点处是否有附加载波可用。如果有附加载波可用，在步骤253中，控制器为可用网络节点添

加附加载波。在步骤254中，控制器接收网络流量状况的更新。在步骤256中，控制器确定网

络流量状况是否被处理(例如，拥塞是否被缓解)。如果是，该过程结束。否则，控制器可以尝

试添加附加载波，直到处理了网络流量状况。

[0054] 如果不可以添加附加载波，在步骤258中，控制器确定能否实现替代的网络地形，

以根据网络流量要求提供替代的回程基础结构。基于网络节点能力和节点间的邻居关系，

控制器可以预先配置这些替代的地形。例如，这些替代的地形可以包括用于添加附加的回

程链路和/或引导不同回程链路的各种不同的直接/间接回程链路配置。如果有替代的网络

地形可用，在步骤260中，控制器根据网络流量状况选择并实现一个替代的地形。在步骤262

中，控制器例如从网络流量分析器接收网络流量状况更新。在步骤264中，控制器确定网络

流量状况是否被处理(例如，拥塞是否被缓解，或预期的流量负荷是否被满足)。如果是，该

过程结束。否则，如果有其他替代地形可用，控制器可以试着实现其他的替代地形来处理网

络流量状况。

[0055] 如果没有附加的网络地形替代可用(或如果没有替代的地形能够改善流量状况)，

那么在步骤266中，控制器确定是否有任何未集成的网络节点。这些未集成的网络节点可以

是新部署的运营商节点或私有节点。如果确定为否，过程结束，控制器确定没有可用的附加

重构来处理网络流量状况。如果有未集成的网络节点可用，控制器在步骤268中把这些网络

节点集成到替代的地形方案中。因此，通过实现各个替代的网络地形，控制器可以动态地重

构网络的地形，从而以优化的方式处理网络流量状况。

[0056] 图3A到3C示出了根据各个实施例集成/释放私有节点的流程图。根据流量状况，可

以集成私有节点、从而提供数据上行/下行转发辅助。

[0057] 图3A示出了集成私有节点(固定的或移动的)的流程图。在步骤300中，控制器基于

例如私有节点数据库，识别潜在的候选私有节点。在步骤302中，控制器就集成与私有节点

协商。例如，协商可以包括关于时长、速率和信用等的细节。在步骤304中，控制器通过激活

与私有节点的控制面的逻辑接口以接收控制信令(例如，转发表)，来集成私有节点。控制器

还可以将基础结构变化和相关信息比如基础结构地形变化、新接入链路和/或回程链路的

链路能力、接口规格、传输功率限制、最终用户终端(用于接入链路)的频谱效率(SE)估计等

通知给其他网络控制设备(例如，软件定义的网络流量工程师(SDN-TE))。

[0058] 图3B示出了释放私有节点(固定的或移动的)的流程图。可以例如基于集成状况

(例如，协商的时段后)、最终用户终端位置的变化或网络流量状况是否改善(例如，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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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流量负荷变轻，重流量负荷从一个区域迁移出去等)，来释放私有节点。在步骤306中，控

制器例如基于私有节点可用性或流量状况的变化，识别并释放潜在的候选私有节点。在步

骤308中，控制器就释放与私有节点协商。例如，协商可以包括关于接收的信用更新等的细

节。在步骤310中，控制器通过将本地接口释放到网络控制面且更新任何信用，来释放私有

节点。控制器还可以将私有节点的释放以及相关信息，如基础结构地形变化、获得的所服务

最终用户终端的SE统计数据和私有节点数据库更新(例如，服务位置的SE)等，通知给其他

的网络设备(例如，SDN-TE)。

[0059] 图3C示出了管理与私有节点的最终用户终端连接。在步骤312中，以关于私有节点

和网络地形变化的信息更新系统。例如，当私有节点集成或释放时，会出现系统信息更新。

在步骤314中，控制器指示(例如，通过单播传输)可用的最终用户终端与私有节点建立物理

连接或与私有节点断开连接。如果指示是建立物理连接，则控制器可以通过信号通知相关

信息，如CellID等。如果指示是断开与私有节点的连接，则控制器也可以通过信号通知最终

用户终端以停止监控/检测来自私有节点的信号。

[0060] 图4是处理系统的框图，该处理系统可以用来实现本文公开的设备和方法。特定设

备可利用所有所示的组件或组件的子集，且集成程度可在设备之间不同。此外，设备可以包

括部件的多个实例，例如多个处理单元、处理器、存储器、发射器、接收器等。处理系统可以

包括配备一个或更多个输入/输出设备，例如扬声器、麦克风、鼠标、触摸屏、按键、键盘、打

印机、显示器等的处理单元。处理单元可以包括中央处理器(CPU)、存储器、大容量存储器设

备、视频适配器以及连接至总线的I/O接口。

[0061] 总线可以是任意类型的若干总线基础架构中的一个或多个，包括存储总线或存储

控制器总线、外设总线、视频总线等。CPU可包括任意类型的电子数据处理器。存储器可包括

任何类型的系统存储器，例如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S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同

步DRAM(SDRAM)、只读存储器(ROM)，或其组合等。在实施例中，存储器可包括在开机时使用

的ROM以及执行程序时使用的用于程序和数据存储的DRAM。

[0062] 大容量存储器设备可包括任何类型的存储器设备，其用于存储数据、程序和其它

信息，并使这些数据、程序和其它信息可通过总线访问。大容量存储器设备可包括例如以下

中的一个或更多个：固态磁盘、硬盘驱动器、磁盘驱动器、光盘驱动器等。

[0063] 视频适配器以及I/O接口提供接口以将外部输入输出设备耦合到处理单元。如图

所示，输入输出设备的实例包含耦合到视频适配器的显示器以及耦合到I/O接口的鼠标/键

盘/打印机。其它设备可以耦合到处理单元，并且可以利用额外的或较少的接口卡。举例来

说，串行接口卡(未图示)可以用于为打印机提供串行接口。

[0064] 处理单元还包含一个或更多个网络接口，网络接口可以包括例如以太网电缆等的

有线链路，和/或用以接入节点或不同网络的无线链路。网络接口允许处理单元经由网络与

远程单元通信。举例来说，网络接口可以经由一个或多个发射器/发射天线以及一个或多个

接收器/接收天线提供无线通信。在实施例中，处理单元耦合到局域网或广域网上以用于数

据处理以及与远程设备通信，远程设备例如其它处理单元、因特网、远程存储设施等。

[0065] 虽然已参考示例性实施例描述了本发明，但该描述并不意欲以限制方式来理解。

在参考该描述后，说明性实施例的各种修改和组合，以及本发明其他实施例对所属领域的

技术人员将是明显的。因此，所附权利要求书意图涵盖任何此类修改或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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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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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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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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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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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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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A

图3B

图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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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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