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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在使用非授杈频段 的小区上传输第一参考信号时使用的候选资源 quency band. The method comprises: determining a candid
集合，候选资源集合包括预设資源和至少一个灵活候选资源，预设资
源为小区处于激活态时按照第一周期传输笫一参考信号时需要使用的 ate resource set used when a first reference signal i s transmit
在时间窗内的 源，灵活候选资源为预设资源在时间上平移后得到的 ted on a cell using an unlicensed frequency band, the candid
且在时间窗内的候选资源，时间窗出现的周期为第二周期，第二周期 ate resource set comprising a preset resource and at least one

大于第一周期 flexible candidate resource; determining a first candidate re
source used when the first reference signal i s transmitt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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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在使用非授权频段的小区中传输第一参考信号时使用的第一候选 the unlicensed frequency band corresponding to the first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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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第一候选资源所对应的非授权频段上的信道处于空闲状态，且 didate resource being in an idle state, the first candidate re
第一候选资源为候选資源集合 中的预设资源或者灵活候选 源 source being the preset resource or the flexible candidate re

source in the candidate resource set; sending the first refer
ence signal on the first candidate resource. The present in
vention improves the success rate of sending a reference sig
nal.

(57)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在使用非授权频段的
小区中传输参考信号的方法及设备。该方法包括：
确定在使用非授权频段的小区上传输第一参考信号
时使用的候选资源集合，候选资源集合包括预设资
源和至少一个灵活候选资源；确定在使用非授权频
段的小区中传输第一参考信号时使用的第一候选资
源，第一候选资源所对应的非授权频段上的信道处
于空闲状态，且第一候选资源为候选资源集合中的
预设资源或者灵活候选资源；在第一候选资源上发
送第一参考信号。本发明实施例能够提高发送参考
信号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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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非授权频段的小区中传输参考信号的方法及设备

技术领域

本发明实施例涉及通信领域，并且更具体地，涉及一种在使用非授权频

段的小区中传输参考信号的方法及设备 。

背景技术

在进行小区选择、重选或切换时，用户设备 （User Equipment, U E ) 需

要根据基站发送的参考信号进行小区同步及识別、信道状态信息 （Channel

State Information, CSI ) 测量和无线资源管理 ( Radio Resource Management,

RRM ) 测量。小区同步包括初始粗 同步和时频跟踪精 同步。具体地，UE 可

以根据基站周期性发送的主同步信号 （Primary Synchronization Signal, PSS )

和辅 同步信号 （Secondary Synchronization Signal, SSS ) 完成初始粗 同步，

根据基站周期性发送的小区特定参考信号 （Cell-specific Reference Signal,

CRS ) 完成时频跟踪精 同步。CSI 测量 包括信道测量和干扰测量。UE 可以根

据基站发送的 CRS 或信道状态信 息参考信号 （Channel State Information

Reference Signal, CSI-RS ) 来进行信道测量和干扰测量。RRM 测量包括参

考信号接收功率 （Reference Signal Received Power, RSRP ) 测量、参考信号

接收质量 （Reference Signal Received Quality, RSRQ ) 测量和接收信号强度

指示 （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Indicator, RSSI ) 测量等，UE 可以根据基站

周期性发送的 CRS 来完成 RRM 测量。

然而，在使用非授权频谱的通信 系统中，使用非授权频谙进行通信时需

要满足一定的共存法规 。例如 ，先检测后发送 （Listen-Before-Talk ，LBT )

法规。具体地 ，基站在非授权频 对应的信道上发送信号之前，需要对该信

道进行空闲信道评测 （Clear Channel Assessment, CCA )。如果检测到的接收

功率超过預设的阈值，则认为该信道繁忙，基站暂时不能在该信道上发送信

号。当检测到信道空闲时，基站才可以在该信道上发送信号。

因此，由于 LBT 法规的约束，PSS、SSS、CRS 和 CSI-RS 等参考信号

的周期性发送特性会受到影响。例如 ，在预设周期的发送机会点，基站可能

检测到信道繁忙，因而在一个或多个发送机会点无法发送参考信号。这样 ，

影响了 UE 进行小区同步和 CSI 测量，进而影响 了 UE 的移动性性能。因此，



如何在使用非授权频谱的通信系统中发送参考信号，以满足小区同步和 CSI

测量的要求，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在使用非授权频段的小区中传输参考信号的

方法及设备，能够提高在非授权频段的小区发送参考信号的成功率。
第一方面，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在使用非授权频段的小区中传输参

考信号的方法，包括：
确定在使用非授权频段的小区上传输第一参考信号时使用的候选资源

集合，候选资源集合包括预设资源和至少一个灵活候选资源，预设资源为小
区处于激活态时按照第一周期传输第一参考信号时需要使用的在时间窗内
的资源，灵活候选资源为预设资源在时间上平移后得到的且在时间窗内的候
选资源，时间窗出现的周期为第二周期，第二周期大于第一周期；

确定在使用非授权频段的小区中传输第一参考信号时使用的第一候选
资源，第一候选资源所对应的非 受权频段上的信道处于空闲状态，且第一候
选资源为候选资源集合中的预设资源或者灵活候选资源；

在第一候选资源上发送第一参考信号。
结合第一方面，在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实现方式中，确定在使用非授权频

段的小区中传输第一参考信号时使用的第一候选资源，第一候选资源所对应
的非授权频段上的信道处于空闲状态，包括：

在第一候选资源之前的预设时间间隔处，启动在非授权频上的空闲信道
评测 CCA, 得到 CCA 的结果；

根据 CCA 的结果，确定第一候选资源所对应的非授权频段上的信道处
于空闲状态。

结合第一方面及其上述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二种实现方式中，根
据 CCA 的结果，确定第一候选资源所对应的非授权频段上的信道处于空闲
状态，包括：

当 CCA 的结杲表示信道空闲时，确定第一候选资源所对应的非授权频
段上的信道处于空闲状态；或者

当 CCA 的结果表示信道空闲时，进行随机回退，当在随机回退的时间
内信道仍为空闲时，确定第一候选资源所对应的非 受权频段上的信道处于空



闲状 态。

结合 第一方 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 ，在第一方面的第三种 实现方式 中，在

第一候选 资源上发送 第一参考信 号 ，包括 ：

如 杲确定信 道处 于 空闲状 态的时刻与第一候选 资 源的起 始 时刻相 同，在

第一候选 资源上发送 第一参考信 号；

如 果确定信 道处 于 空闲状 态的时刻早 于第一候选 资源的起 始 时刻 ，发送

填充信 号 占用信 道 ，直至第一候选 资源的起 始 时刻开始在 第一候 选 资源上发

送第一参考信 号 。

结合 第一方 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 ，在第一方面的第四种 实现方式 中，第

一参考信 号 包括用于小 区同步的参考信 号 ，在第一候选 资源上发 送第一参考

信 号之后 ，该方法还 包括 ：

当第一候选 资源 占用 时隙的最后 的相应数量 的符 号时，在第一候选 资源

结束 时的下一个 时隙的开始处发 送第二参考信号 ；

其 中，第二参考信 号 包括 小 区特 定参考信 号 CRS 、信道状 态信 息参考信

号 CSI-RS 和定位 参考信 号 PRS 中的一种或多种 。

结合 第一方 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 ，在第一方面的第五种 实现方式 中，第

一参考信 号 包括用于小 区同步的参考信 号 ，在第一候选 资源上发 送第一参考

信 号之后 ，该方法还 包括 ：

当第一候选 资源不是 占用 时 隙的最后 的相应数 量 的符 号 时，在第一候选

资源结束 时发送填充信 号直至 时 隙结束 ，并在 下一个 时隙的开始处发送笫二

参考信 号 ；

其 中，第二 参考信 号 包括 小 区特 定参考信 号 CRS 、信道状 态信 息参考信

号 CSI-RS 和定位 参考信 号 PRS 中的一种或多种 。

结合 第一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 ，在第一方面的第六种 实现方式 中，灵

活候选 资源为预设 资源在 时间上向前平移或向后平移 的资源。

结合 第一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 ，在第一方面的第七种 实现方式 中，在

时间上进行平移 的粒度 为一个或 多个 时 隙。

结合 第一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 ，在第一方面的第八种 实现方式 中，灵

活候选 资源 占用 时间窗 内的时 隙的最后 的相应数量的符 号 。

结合 第一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 ，在第一方面的第九种 实现方式 中，时

间窗与在相 同频 点 的邻 小 区使 用 的发 送 第一 参考信 号 的灵 活候 选 资源所在



的时间窗相 同。

第二方 面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在使用非 曼权 频段 的小 区中传输参

考信 号 的方法 ，包括 ：

确 定使 用 非授 权 频段 的小 区传 输 笫一参 考信 号 时使 用 的候 选 资源集合

所在 的时间窗，候选 资源集合 包括预设 资源和至少一个灵活候选 资源，预设

资源为 小 区处 于激 活 态时按 照 第一周期传 输 第一参考信 号 时需要 使 用 的在

时间窗 内的资源 ，灵活候选 资源为预设 资源在 时间上平移后得到 的且在 时间

窗 内的候 选 资源 ，时间窗 出现 的周期为第二周期 ，第二周期 大于第一周期 ；

在 时间窗 内，在 非授权 频段上检 测第一参考信 号 。

结合 第二方 面，在第二 方 面的第一种 实现方式 中，第一参考信 号 包括用

于小 区同步的参考信 号 ，在 非授权频段 上检 测第一参考信 号之后 ，方法还 包

括 ：

如果成 功检 测到第一参考信 号 ，在非授权 频段上检 测第二参考信 号 ，第

二参考信 号 占用 的传输 资源在 时 间上晚于第一参考信 号 占用 的传输 资源，第

二参考信 号 包括 小 区特 定参考信 号 CRS 、信 道状 态信 息参考信 号 CSI-RS 和

定位参考信 号 PRS 中的一种 或 多种 。

结合 第二 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 ，在第二方面的第二种 实现方式 中，在

确 定使 用 非授 权 频段 的小 区传 输 第一参考信 号 时使 用 的候 选 资源集合 所在

的时间窗之前 ，该方法还 包括 ：

接 收基 站发送 的无线资源控制 RRC 信令 ，RRC 信令携 带时间窗的长度

及 出现周期 。

结合 第二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 ，在第二 方面的第三种 实现方式 中，灵

活候选 资源为预设 资源在 时间上向前平移或向后平移 的资源。

结合 第二 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 ，在第二方面的第四种 实现方式 中，在

时间上进行平移 的粒度 为一个或 多个 时 隙。

结合 第二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 ，在第二 方面的第五种 实现方式 中，灵

活候选 资源 占用 时间窗 内的时 隙的最后 的相应数量的符 号 。

结合 第二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 ，在第二 方面的第六种 实现方式 中，时

间窗与在相 同频 点 的邻 小 区使 用 的发 送 第一 参考信 号 的灵 活候选 资源所在

的时间窗相 同。

第三方 面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基 站 ，包括 ：



第一确定单元，用于确定在使用非授权频段的小区上传输第一参考信号
时使用的候选资源集合，候选资源集合包括预设资源和至少一个灵活候选资
源，预设资源为小区处于激活态时按照第一周期传输第一参考信号时需要使
用的在时间窗内的资源，灵活候选资源为预设资源在时间上平移后得到的且
在时间窗内的候选资源，时间窗出现的周期为第二周期，第二周期大于第一

周期；
第二确定单元，用于确定在使用非授权频段的小区中传输第一参考信号

时使用的第一候选资源，第一候选资源所对应的非 权频段上的信道处于空
闲状态，且第一候选资源为候选资源集合中的预设资源或者灵活候选资源；

发送单元，用于在第一候选资源上发送第一参考信号。
结合第三方面，在第三方面的第一种实现方式中，第二确定单元具体用

于，
在第一候选资源之前的预设时间间隔处，启动在非授权频上的空闲信道

评测 CCA, 得到 CCA 的结果；
根据 CCA 的结果，确定第一候选资源所对应的非授权频段上的信道处

于空闲状态。
结合第三方面及其上述实现方式，在第三方面的第二种实现方式中，第

二确定单元具体用于，
当 CCA 的结果表示信道空闲时，确定第一候选资源所对应的非授权频

段上的信道处于空闲状态；或者
当 CCA 的结杲表示信道空闲时，进行随机回退，当在随机回退的时间

内信道仍为空闲时，确定第一候选资源所对应的非 受权频段上的信道处于空
闲状态。

结合第三方面及其上述实现方式，在第三方面的第三种实现方式中，发
送单元具体用于，

如杲确定信道处于空闲状态的时刻与第一候选资源的起始时刻相同，在
第一候选资源上发送第一参考信号；

如杲确定信道处于空闲状态的时刻早于第一候选资源的起始时刻，发送
填充信号占用信道，直至第一候选资源的起始时刻开始在第一候选资源上发
送第一参考信号。

结合第三方面及其上述实现方式，在第三方面的第四种实现方式中，第



一参考信 号 包括用于小 区同步的参考信 号 ，发送单元还 用于 ，

当第一候选 资源 占用 时隙的最后 的相应数量 的符 号时，在第一候选 资源

结束 时的下一个 时隙的开始处发 送第二参考信号 ；

其 中，第二 参考信 号 包括 小 区特 定参考信 号 CRS 、信道状 态信 息参考信

号 CSI-RS 和定位 参考信 号 PRS 中的一种或多种 。

结合 第三方 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 ，在第三方面的第五种 实现方式 中，第

一参考信 号 包括用于小 区同步的参考信 号 ，发送单元还 用于 ，

当第一候选 资源不是 占用 时 隙的最后 的相应数 量 的符 号 时，在第一候选

资源结束 时发送填充信 号直至 时 隙结束 ，并在 下一个 时隙的开始处发送第二

参考信 号 ；

其 中，第二 参考信 号 包括 小 区特 定参考信 号 CRS 、信道状 态信 息参考信

号 CSI-RS 和定位 参考信 号 PRS 中的一种或多种 。

结合 第三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 ，在第三方面的第六种 实现方式 中，灵

活候选 资源为预设 资源在 时间上向前平移或向后平移 的资源。

结合 第三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 ，在第三方面的第七种 实现方式 中，在

时间上进行平移 的粒度 为一个或 多个 时 隙。

结合 第三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 ，在第三方面的第八种 实现方式 中，灵

活候选 资源 占用 时间窗 内的时 隙的最后 的相应数量的符 号 。

结合 第三方面及其上述 实现方式 ，在第三方面的第九种 实现方式 中，时

间窗与在相 同频 点 的邻 小 区使 用 的发 送 第一 参考信 号 的灵 活候选 资源所在

的时间窗相 同。

第四方 面 ，本发 明实施 例提供 了一种用户设备 ，包括 ：

确 定单元 ，用于确定使用非授权频段 的小 区传输第一参考信 号 时使 用 的

候选 资源集合 所在 的时间窗，候选 资源集合 包括预设 资源和至少一个灵活候

选 资源，预设 资源为小 区处于激活态时按 照第一周期传 输第一参考信 号 时需

要使用 的在 时间窗 内的资源，灵活候选 资源为预设 资源在 时间上平移后得到

的且在 时间窗 内的候选 资源，时间窗 出现 的周期 为第二周期 ，第二周期 大于

第一周期 ；

检 测单元 ，用 于在 时间窗 内，在非授权频段上检 测第一参考信 号 。

结合 第四方 面，在第四方 面的第一种 实现方式 中，第一参考信 号 包括用

于小 区同步的参考信 号 ，检 测单元还用 于 ，



如果成功检测到第一参考信号，在非授权频段上检测第二参考信号，第

二参考信号 占用的传输资源在时间上晚于第一参考信号占用的传输资源，第

二参考信号包括小区特定参考信号 CRS 、信道状态信息参考信号 CSI-RS 和

定位参考信号 PRS 中的一种或多种。

结合第四方面及其上述实现方式，在第四方面的第二种实现方式中，基

站还 包括接收单元，用于接收基站发送的无线资源控制 RRC 信令，RRC 信

令携带时间窗的长度及 出现周期。

结合第四方面及其上述实现方式，在第四方面的第三种 实现方式中，灵

活候选资源为预设资源在时间上向前平移或向后平移的资源。

结合第四方面及其上述实现方式，在第四方面的第四种实现方式中，在

时间上进行平移的粒度为一个或多个时隙。
结合第四方面及其上述实现方式，在第四方面的第五种实现方式中，灵

活候选资源占用时间窗内的时隙的最后的相应数量的符号。

结合第四方面及其上述实现方式，在第四方面的第六种实现方式中，时

间窗与在相 同频点的邻小区使用的发送第一参考信号的灵活候选资源所在

的时间窗相同。

基于上述技术方案，在本发明实施例中，为发送参考信号确定候选资源

集合，以增加参考信号的发送机会。这样，本发明实施例能够保证在不影响

系统正常通信的前提下，提高发送参考信号的成功率。

附图说明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

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 ，在不付 出创造性劳动的

前提下，还可以 良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图 1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在使用非 曼权频段的小区中传输参考信号的

方法的示意性流程图；

图 2 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候选资源集合的示意图；

图 3 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时频资源的示意图；

图 4是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在使用非 吏权频段的小区中传输参考信号的

方法的示意性流程图；



图 5 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基站的示意性框图；

图 6 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用户设备的示意性框图；

图 7 是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基站的示意性框图；

图 8 是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用户设备的示意性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

是全部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 出创

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应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应理解，在本发明实施例中，用户设备 （User Equipment, UE ) 可称之

为终端（Terminal )、移动台（Mobile Station, M S )、移动终端（Mobile Terminal )

等，该用户设备可以经无线接入网 （Radio Access Network, RAN ) 与一个或

多个核心网进行通信，例如，用户设备可以是移动电话 （或称为 "蜂 窝" 电

话 ）、具有移动终端的计算机等，例如，用户设备还可以是便携式、袖珍式、

手持式、计算机内置的或者车载的移动装置，它们与无线接入网交换语音和

/或数据。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基站可以是 LTE 中的演进型基站 （Evolutional Node

B，ENB 或 e-NodeB ) , 本发明并不限定。但为描述方便，下述实施例将以基

站 ENB 和用户设备 UE 为例进行说明。

在一种现实的场景中，基站为了使得处在本小区的用户设备能够正常的

获得时频同步信息、信道估计信息等，该基站会以一个预设的周期发送参考

信号，对应的处在本小区的用户设备会根据这个预设的周期检测参考信号，

并根据检测到的参考信号获得时频同步信息、信道估计信息等。在本发明实

施例中，将这个预设的周期称为第一周期，将处在第一周期位置、用于发送

所述参考信号的资源称为预设资源。

当基站在非授权频段的小区传输信号时，考虑到竟争机制的引入，基站

很难保证在每个预设资源处都被允许 占用非授权频段的小区的信道；基站在

非授权频段的小区上发送参考信号的机会减少，使得处在本小区或者邻小区

的用户设备难以及时获得必要的时频同步信息、信道统计信息等，从而影响

通信的质量。



为了增加基站在非授权频段的小区内发送参考信号的机会，本发明实施

例提 出一种在使用非授权频段的小区中传输参考信号的方法，在现有的按照

第一周期尝试在预设资源上发送参考信号的基础上，进一步在 出现周期为第

二周期的时间窗内设置了灵活候选资源，以作为发送参考信号的候选资源。

图 1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在使用非 吏权频段的小区中传输参考信号的

方法的示意性流程 图。图 1 所示的方法可以由基站执行 ，该方法包括：

101 ，确定在使用非授权频段的小区上传输第一参考信号时使用的候选

资源集合 ，候选资源集合 包括预设资源和至少一个灵活候选资源，预设 资源

为小区处于激活态时按照第一周期传输第一参考信号时需要使用的在时间

窗内的资源，灵活候选资源为预设资源在时间上平移后得到的且在时间窗内

的候选资源，时间窗出现的周期为第二周期，第二周期大于第一周期。

应理解，小区处于激活态是与小区处于休眠态相对的概念。小区处于激

活态时会较为频繁的向 UE 发送参考信号，而小区处于休眠态时发送参考信

号的频率会相对较低。例如 ，处于激活态时 5ms 发送一次 PSS/SSS 信号，而

处于休眠态时 40 或 80ms 发送一次 PSS/SSS 信号。

例如，使用非授权频段进行通信的系统有：部署在非授权频段上的 LTE

系统 U-LTE 和无线局域 网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WLAN ) 系统等。

例如，为了提升服务能力，通常把非授权频借上部署的 U-LTE 服务小区作为

辅服务小区与授权频谱上部署的主服务小区进行载波聚合来服务 UE 。

在使用非授权频段的辅服务小区为 UE 提供服务时，通常需要向 UE 发

送一些参考信号用于小区识别、小区同步、信道测量和千扰测量等。然而，

在按照预设的周期 占用预设资源向 UE 发送参考信号的过程 中，由于 LBT 法

规的约束，在信道被 占用时，并不能完成参考信号的发送。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方法，为发送参考信号确定候选资源集合 ，也就是

增加 了参考信号的发送机会 ，进而能够提高发送参考信号的成功率。候选资

源集合 包括预设 资源和至少一个灵活候选资源。其中，灵活候选资源与预设

资源在频率上相 同，或者说 ，灵活候选资源是预设资源在时间上进行平移后

得到的资源。另外，灵活候选资源需要 同时落在周期性 出现的时间窗内。

具体地，时间窗出现的第二周期大于预设的发送参考信号的第一周期。

举例说来，第一周期可以为 5ms, 第二周期为 40 或 80ms 。应理解，这些例

子只是为了帮助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实施例，而非限制本发明



实施例的范围。时间窗长度的大小可以结合信道繁忙程度等情况确定，本发

明实施例对此不 限定。

102, 确定在使用非授权频段的小区中传输第一参考信号时使用的第一

候选资源，第一候选资源所对应的非授权频段上的信道处于空闲状态，且第

一候选资源为候选资源集合中的预设资源或者灵活候选资源。

103，在第一候选资源上发送第一参考信号。

例如，可 以按照时间顺序确定预设资源与灵活候选资源处的信道忙闲状

态。『设本次发送参考信号共有三个资源可用，这三个资源在时间上出现的

顺序是第一灵活候选资源、预设资源、第二灵活候选资源。

这样，可以先确定第一灵活候选资源处信道是否空闲，如杲空闲，便在

第一灵活候选资源 （这种情况下，第一灵活候选资源即为第一候选资源）处

发送参考信号。反之，如果第一灵活候选资源处信道繁忙，需要继续确定在

预设资源处是信道是否空闲，如果空闲，便在预设资源处发送参考信号。反

之，如果预设资源处信道繁忙，需要继续确定在第二灵活候选资源处信道是

否空闲，如果空闲，便在第二灵活候选资源 （这种情况下，第二灵活候选资

源即为第一候选资源 ）处发送参考信号。反之，如杲第二灵活候选资源处信
道繁忙，不能在第二灵活候选资源上发送第一参考信号，也即本次发送第一

参考信号失败。

基于上述技术方案，在本发明实施例中，为发送参考信号确定候选资源

集合，以增加参考信号的发送机会。这样，本发明实施例能够保证在不影响

系统正常通信的前提下，提高发送参考信号的成功率。

进一步地，在使用非授权频谙的通信系统中发送参考信号时，本发明实

施例提供的方案可以满足小区同步和 CSI 测量的要求，进而保证 UE 的解调
和移动性性能。

另夕卜，本发明实施例的主流部署场景是将授权频谱上的主服务小区和非

授权频谱上的 U-LTE 辅服务小区进行载波聚合来使用。其中，LTE 主服务小

区与 U-LTE 辅服务小区可以共站部署，也可以是非共站部署，两个服务小区

之间有理想的回传路径。

或者，本发明还可以部署在两个服务小区之间没有理想回传路径的场

景，比如回传延迟较大，导致两个服务小区之间无法快速的协调信息。此外，

本发明实施例还可以部署可以独立接入的 U-LTE 服务小区，即此时 U-LTE



服务小区不需要与 LTE 服务小区进行载波聚合。以上应用场景的举例只是为

了帮助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实施例，而非限制本发明实施例的

范围。

可选地，作为一个实施例，确定在使用非授权频段的小区中传输第一参

考信号时使用的第一候选资源时，在第一候选资源之前的预设时间间隔处，

启动在非授权频上的空闲信道评测 CCA, 得到 CCA 的结果。然后，根据 CCA

的结果，确定第一候选资源所对应的非授权频段上的信道处于空闲状态。

可选地，作为一个实施例，当 CCA 的结果表示信道空闲时，确定第一

候选资源所对应的非授权频段上的信道处于空闲状态。或者，当 CCA 的结

果表示信道空闲时，进行随机回退，当在随机回退的时间内信道仍为空闲时，

确定第一候选资源所对应的非授权频段上的信道处于空闲状态。

图 2 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候选资源集合的示意图。具体地，如图 2 所示，

时间窗每隔 40ms 出现一次。时间窗内包括预设资源和至少一个灵活候选资

源。CCA 的起始时刻可以在灵活候选资源之前的预设时间间隔处。

预设资源就是发送周期为 5ms 时发送第一参考信号时使用的资源，也就

是说，该小区无论是在时间窗内还是时间窗外都按照预设 5ms 周期来发送第

一参考信号。同时，按照本发明实施例的方法，还为该小区提供 了灵活候选

资源以增加第一参考信号的发送机会。

时间窗内的第一个子帧的第一个时隙的最后两个符号 （即子帧中的第 6

和第 7 个符号，假设一个子帧包括 14 个符号 ）为该预设资源。灵活候选资

源可以在时间窗内对上述预设资源进行时域平移，这里的平移可以是提前或

者延迟。图 2 示出的是在时间窗的第二个子帧的最后两个符号 （即子帧中的

第 13 和第 14 个符号 ）。

将预设资源进行时域平移得到灵活候选资源时，具体平移的时间粒度可

以为符号级、时隙级或子帧级。比如，符号级是指每隔 4 个符号出现一个平

移副本，时隙级指每隔一个时隙包括的 7 符号出现一个平移副本，子帧级指

一个子帧包括的 14 符号出现一个平移副本。

应注意，这些例子只是为了帮助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实施

例，而非限制本发明实施例的范围。

这样，当 CCA 的结果表示信道空闲时，直接在第一候选资源上发送第

一参考信号，而不做随机回退时，可以提高发送参考信号的优先级，进而提



高了发送参考信号的成功率。

或者，当 CCA 的结杲表示信道空闲时，先进行随机回退。若随机回退

的时间内信道仍为空闲时，才在第一候选资源上发送第一参考信号。这样可

以保护 系统中其它通信设备的信号传输 ，防止该小区的参考信号的传输与其

它通信设备的信号传输之 间相互干扰。

可选的，上述 CCA 启动起点可以为时间窗的第一个子帧的起始时刻，

此时上述预设时间间隔为 5 个符号。或者，前述预设时间间隔还可以为当前

最大的回退时间，比如回退机制中的竟争窗口的长度 ，具体等于 CCA 单位

时间长度乘以回退计数器的取值范围的最大值。应注意，这些例子只是为了

帮助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实施例，而非限制本发明实施例的范

围。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如杲确定信道处于空闲状态的时刻与第一候

选资源的起始时刻相 同，在第一候选资源上发送第一参考信号。

也就是说 ，前述根据 CCA 的结果确定信道空闲的时刻与第一候选资源

的起始时刻相 同时，便可以直接在第一候选资源上发送参考信号。应理解 ，

与第一候选资源的起始时刻相 同并不要求在数字上严格一致 ，只要 两者之间

的差距小于预设 的阈值，便可认为确定信道忙闲状态为空闲的时刻与第一候

选资源的起始时刻相 同。

如果确定信道处于空闲状态的时刻早于第一候选资源的起始时刻，发送

填充信号 占用信道，直至第一候选资源的起始时刻开始在笫一候选资源上发

送第一参考信号

可选地 ，作为另一实施例，如果小区已经为发送数据进行 了 CCA ，且

进入随机回退过程。上述数据可以是准备为该 UE 发送，也可以是准备为其

他 UE 发送。如果在为数据发送的随机回退过程 中，到达了发送参考信号的

灵活候选资源处，这时先将随机回退的计数器挂起 ，等待发送完参考信号之

后 ，再恢复上述为数据发送的 CCA 做的回退计数器。或者，在为发送数据

进行随机回退的过程中，到达了为发送参考信号而启动的 CCA 起点处，即

灵活候选资源之前的预设 时间间隔处，可以先进行为发送参考信号的 CCA 。

同时，将为发送数据所做的 CCA 的回退计数器临时挂起 。一 旦参考信号的

CCA 成功，也即 CCA 的结果表示信道空闲，就可以先发送参考信号。在发

送参考信号之后 ，再恢复上述挂起的计数器。或者 ，在为发送数据而进行的



随机回退过程中，到达了为发送参考信号而启动的 CCA 起点处，即灵活候

选资源之前的预设时间间隔处，可以同时进行数据发送和参考信号发送的

CCA 。若参考信号的 CCA 先成功，就可以先发送参考信号，此时数据发送

的 CCA 的回退计数器挂起 ，待参考信号发送结束后再恢复。若数据发送的

CCA 先成功，则可以发送数据和参考信号。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第一参考信号包括用于小区同步的参考信号。

在第一候选资源上发送第一参考信号之后，当第一候选资源占用时隙的最后

的相应数量的符号时，在第一候选资源结束时的下一个时隙的开始处发送第

二参考信号。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当第一候选资源不是 占用时隙的最后的相应

数量的符号时，在第一候选资源结束时发送填充信号直至时隙结束，并在下

一个时隙的开始处发送第二参考信号。

其中，第二参考信号包括小区特定参考信号 CRS 、信道状态信息参考信

号 CSI-RS 和定位参考信号 PRS 中的一种或多种。

例如 ，以 U-LTE 系统下行传输基 于正 交频分复用多址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Access , OFDM A ) 技术为例进行说明，其时

频资源被划分成时间域维度上的 OFDM 符号和频率域维度上的 OFDM 子载

波。图 3 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时频资源的示意图。如图 3 所示，最小的资源粒

度叫做一个资源单位（Resource Element, RE ) , 即表示时间域上的一个 OFDM

符号和频率域上的一个 OFDM 子载波的时频格点。

如图 3 所示，预设资源位于子帧 0 的第一个时隙的末尾。如果灵活候选

资源并不在时隙的末尾，若是成功地 占用灵活候选资源发送 了第一参考信

号，则需要先发送填充信号占用信道，到下一个时隙的开始处再发送 CRS

( 第二参考信号 ）信号。这样能够保证下行数据的图样不发生变化，进而避

免了 UE 检测复杂度的增大。

或者，直接将灵活候选资源选在时隙的末尾，进而可以在发送完第一参

考信号后直接发送 CRS, 这样也能够保证下行数据的图样不发生变化，进而

避免 了 UE 检测复杂度的增大。同时，由于不必发送填充信号可以降低系统

开销。

可选地，上述第二参考信号还可以与当前的 CRS 不同，比如该第二参

考信号可以是连续 N 个符号的 CRS, 而不是之前占用离散符号的 CRS 。具



体的，当前一个子帧的 14 个符号中 CRS 所在符号为符号 0，4，7 和 11，更

改后的 CRS 可以为 7，8，9 和 10，这里假设 PSS/SSS 在符号 5 和 6 上，而

每个符号上的 CRS 可 以与原有每个符号上的 CRS 的位置相 同，或者进行频

域子载波移位。这样做的好处是 ，可以连续 占用信道，期间其他强干扰结点

不会抢 占到信道；且与原有 占用非连续的符号的 CRS 方案相比，还可以节

约时域资源开销 。由于 CRS 占用连续的时域符号，还可以增强信号的检测

性能，这样甚至可以将 PSS/SSS 取消发送，而只发送该 CRS 进行小区识别

和测量。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灵活候选资源为预设资源在时间上向前平移

或向后平移的资源。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在时间上进行平移的粒度为一个或多个时隙。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灵活候选资源占用时间窗内的时隙的最后的

相应数量的符号。

例如，假设灵活候选资源在时域上 占用两个符号，那么灵活候选资源是

时间窗内的某一个时隙的最后两个符号对应的资源。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该时间窗与在相 同频点的邻小区使用的发送

第一参考信号的灵活候选资源所在的时间窗相 同。

例如，在 同一频点的多个 U-LTE 辅服务小区可 以选用相 同的时间窗。

也就是说 ，各个 U-LTE 辅服务小区的时间窗的长度及 出现的周期相 同。这样，

UE 可以在该时间窗内尽可能的识別和测量所有该频点上的小区，降低 了 UE

测量的复杂度并节省 了 UE 的功耗。另外，也为各个 U-LTE 辅服务小区进行

协作提供 了保证 。

图 4是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在使用非 吏权频段的小区中传输参考信号的

方法的示意性流程 图。图 4 所示的方法可以由 UE 执行 ，该方法包括：

401 ，确定使用非授权频段的小区传输第一参考信号时使用的候选资源

集合所在的时间窗，候选资源集合 包括预设资源和至少一个灵活候选资源，

预设 资源为小区处于激活态时按照第一周期传输第一参考信号时需要使用

的在时间窗内的资源，灵活候选资源为预设资源在时间上平移后得到的且在

时间窗内的候选资源，时间窗出现的周期为第二周期，第二周期大于第一周

期。

例如，使用非授权频段进行通信的系统有：部署在非授权频段上的 LTE



系统 U-LTE 和 WLAN 系统等。例如，为了提升服务能力，通常把非授权频

谱上部署的 U-LTE 服务小区作为辅服务小区与授权频谱上部署的主服务小

区进行载波聚合来服务 UE。

在使用非授权频段的辅服务小区为 UE 提供服务时，通常需要向 UE 发

送一些参考信号用于小区识别、小区同步、信道测量和千扰测量等。然而，

在按照预设的周期占用预设资源向 UE 发送参考信号的过程中，由于 LBT 法

规的约束，在信道被 占用时，并不能完成参考信号的发送。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方法，为发送参考信号确定候选资源集合，也就是

增加了参考信号的发送机会，进而能够提高发送参考信号的成功率。候选资

源集合包括预设资源和至少一个灵活候选资源。其中，灵活候选资源与预设

资源在频率上相同，或者说，灵活候选资源是预设资源在时间上进行平移后

得到的资源。另外，灵活候选资源需要 同时落在周期性出现的时间窗内。

具体地，时间窗出现的第二周期大于预设的发送参考信号的第一周期。

举例说来，第一周期可以为 5ms，第二周期为 40 或 80ms。应理解，这些例

子只是为了帮助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实施例，而非限制本发明

实施例的范围。时间窗长度的大小可以结合信道繁忙程度等情况确定，本发

明实施例对此不 故限定。

这样，UE 可 以先确定灵活候选资源所在的时间窗 （如，时间窗的长度

和出现周期 ），进而可以获知需要检测第一参考信号的时间。

402, 在时间窗内，在非授权频段上检测第一参考信号。

例如，在使用相同频点的多个邻小区 （如，U-LTE 辅服务小区）使用相

同时间窗时，可 以 同时对该多个邻小区发送的第一参考信号进行检测。

基于上述技术方案，在本发明实施例中，为发送参考信号确定候选资源

集合，以增加参考信号的发送机会。这样，本发明实施例能够保证在不影响

系统正常通信的前提下，提高发送参考信号的成功率。

进一步地，在使用非授权频 的通信系统中发送参考信号时，本发明实

施例提供的方案可以满足小区同步和 CSI 测量的要求，进而保证 UE 的解调

和移动性性能。

另外，本发明实施例的主流部署场景是将授权频借上的主服务小区和非

授权频谱上的 U-LTE 辅服务小区进行载波聚合来使用。其中，LTE 主服务小

区与 U-LTE 辅服务小区可以共站部署，也可以是非共站部署，两个服务小区



之 间有理想的回传路径。

或者 ，本发 明还可以部署在 两个服务小区之 间没有理想回传路径 的场

景，比如回传延迟较 大，导致两个服务小区之 间无法快速的协调信息。此外，

本发 明实施例还可以部署可以独立接入 的 U-LTE 服务小区，即此时 U-LTE

服务小区不需要与 LTE 服务小区进行载波聚合 。以上应用场景的举例只是为

了帮助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 明实施例 ，而非限制本发 明实施例的

范围。

可选地，作为一个实施例，第一参考信号包括用于小区同步的参考信号。

在非授权频段上检测第一参考信号之后 ，如果成功检测到第一参考信号，在

非授权频段上检测第二参考信号。其中，第二参考信号 占用的传输资源在时

间上晚于第一参考信号 占用的传输资源，第二参考信号包括小区特定参考信

号 CRS 、信道状态信息参考信号 CSI-RS 和定位参考信号 PRS 中的一种或多

种 。

例如 ，在成功检测到第一参考信号之前，UE 可 以假定基站并没有发送

第二参考信号，因而不对第二参考信号进行检测或其它相应 的准备工作。在

成功检测到第一参考信号之后 ，U E 再对第二参考信号进行检测。

假设第一参考信号为 PSS/SSS, U E 检测 出 PSS/SSS 之后 ，可 以基 于该

PSS/SSS 确定第二参考信号比如 CRS 的资源位置。可选的，PSS/SSS 的灵活

候选资源可以基 于时隙级或子帧级的时域平移 ，即 PSS/SSS 的灵活候选资源

可以时隙或子帧的最后 两个符号上。这样 ，可以确定 PSS/SSS 之后的 CRS

占用完整的时隙或子帧，且不改变 CRS 在时隙或子帧中的资源位置，对正

常的数据调度和其他参考信号的发送没有影响。也就是说 ，U E 假设第二参

考信号存在于检测 出的 PSS/SSS 之后 ，即在检测 出的 PSS/SSS 时域位置之前

假设该 CRS 不存在 ，这样可以避免 U E 对 CRS 进行存在性的盲检 。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在确定使用非授权频段 的小区传输第一参考

信号时使用的灵活候选资源所在的时间窗之前 ，接收基站发送的无线资源控

制 （Radio Resource Control ，RRC ) 信令 ，RRC 信令携带时间窗的长度及 出

现周期。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灵活候选资源为预设 资源在时间上向前平移

或向后平移的资源。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在时间上进行平移的粒度为一个或多个时隙。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灵活候选资源占用时间窗内的时隙的最后的

相应数量的符号。

例如，假设灵活候选资源在时域上 占用两个符号，那么灵活候选资源是

时间窗内的某一个时隙的最后两个符号对应的资源。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时间窗与在相同频点的邻小区使用的发送第

一 参考信号的灵活候选资源所在的时间窗相 同。

例如，在同一频点的多个 U-LTE 辅服务小区可以选用相同的时间窗。

也就是说 ，各个 U-LTE 辅服务小区的时间窗的长度及 出现的周期相同。这样，

UE 可以在该时间窗内尽可能的识别和测量所有该频点上的小区，降低 了 UE

测量的复杂度并节省了 UE 的功耗。另外，也为各个 U-LTE 辅服务小区进行

协作提供 了保证。

图 5 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基站的示意性框图。图 5 所示的基站包括第

一确定单元 501 、第二确定单元 502 和发送单元 503 。

第一确定单元 501，用于确定在使用非授权频段的小区上传输第一参考

信号时使用的候选资源集合，候选资源集合 包括预设资源和至少一个灵活候

选资源，预设资源为小区处于激活态时按照第一周期传输第一参考信号时需

要使用的在时间窗内的资源，灵活候选资源为预设资源在时间上平移后得到

的且在时间窗内的候选资源，时间窗出现的周期为第二周期，第二周期大于

第一周期。

应理解，小区处于激活态是与小区处于休眠态相对的概念。小区处于激

活态时会较为频繁的向 UE 发送参考信号，而小区处于休眠态时发送参考信

号的频率会相对较低。例如，处于激活态时 5ms 发送一次 PSS/SSS 信号，而

处于休眠态时 40 或 80ms 发送一次 PSS/SSS 信号。

例如，使用非授权频段进行通信的系统有：部署在非授权频段上的 LTE

系统 U-LTE 和无线局域网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WLAN ) 系统等。

例如，为了提升服务能力，通常把非授权频谱上部署的 U-LTE 服务小区作为

辅服务小区与授权频谱上部署的主服务小区进行载波聚合来服务 UE。

在使用非授权频段的辅服务小区为 UE 提供服务时，通常需要向 UE 发
送一些参考信号用于小区识别、小区同步、信道测量和干扰测量等。然而，

在按照预设的周期 占用预设资源向 UE 发送参考信号的过程中，由于 LBT 法

规的约束，在信道被 占用时，并不能完成参考信号的发送。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方法，为发送参考信号确定候选资源集合 ，也就是

增加 了参考信号的发送机会 ，进而能够提高发送参考信号的成功率。候选资

源集合 包括预设 资源和至少一个灵活候选资源。其中，灵活候选资源与预设

资源在频率上相 同，或者说 ，灵活候选资源是预设资源在时间上进行平移后

得到的资源。另外，灵活候选资源需要 同时落在周期性 出现的时间窗内。

具体地，时间窗出现的第二周期大于预设的发送参考信号的第一周期。

举例说来，第一周期可以为 5ms ，第二周期为 40 或 80ms 。应理解，这些例

子只是为了帮助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实施例，而非限制本发明

实施例的范围。时间窗长度的大小可以结合信道繁忙程度等情况确定，本发

明实施例对此不 故限定。

第二确定单元 502, 用于确定在使用非授权频段的小区中传输第一参考

信号时使用的第一候选资源，第一候选资源所对应的非授权频段上的信道处

于空闲状态，且第一候选资源为候选资源集合中的预设资源或者灵活候选资

源。

发送单元 503 ，用于在第一候选资源上发送笫一参考信号。

例如，可 以按照时间顺序确定预设 资源与灵活候选资源处的信道忙闲状

态。『设本次发送参考信号共有三个资源可用，这三个资源在时间上 出现的

顺序是第一灵活候选资源、预设资源、第二灵活候选资源。

这样 ，可以先确定第一灵活候选资源处信道是否空闲，如果空闲，便在

第一灵活候选资源 （这种情况下，第一灵活候选资源即为第一候选资源 ）处

发送参考信号。反之 ，如果第一灵活候选资源处信道繁忙，需要继续确定在

预设资源处是信道是否空闲，如果空闲，便在预设 资源处发送参考信号。反

之 ，如果预设资源处信道繁忙，需要继续确定在第二灵活候选资源处信道是

否空闲，如果空闲，便在第二灵活候选资源 （这种情况下，第二灵活候选资

源即为第一候选资源 ）处发送参考信号。反之 ，如杲第二灵活候选资源处信

道繁忙，不能在第二灵活候选资源上发送第一参考信号，也即本次发送第一

参考信号失败。

基于上述技术方案，在本发明实施例中，为发送参考信号确定候选资源

集合 ，以增加参考信号的发送机会。这样 ，本发 明实施例能够保证在不影响

系统正常通信的前提下，提 高发送参考信号的成功率。

进一步地，在使用非授权频谱的通信 系统中发送参考信号时，本发明实



施例提供的方案可以满足小区同步和 CSI 测量的要求，进而保证 UE 的解调
和移动性性能。

另夕卜，本发明实施例的主流部署场景是将授权频谱上的主服务小区和非
授权频谱上的 U-LTE 辅服务小区进行载波聚合来使用。其中，LTE 主服务小
区与 U-LTE 辅服务小区可以共站部署，也可以是非共站部署，两个服务小区
之间有理想的回传路径。

或者，本发明还可以部署在两个服务小区之间没有理想回传路径的场
景，比如回传延迟较大，导致两个服务小区之间无法快速的协调信息。此外，

本发明实施例还可以部署可以独立接入的 U-LTE 服务小区，即此时 U-LTE

服务小区不需要与 LTE 服务小区进行载波聚合。以上应用场景的举例只是为
了帮助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实施例，而非限制本发明实施例的

范围。
可选地，作为一个实施例，第二确定单元 502 具体用于，在第一候选资

源之前的预设时间间隔处，启动在非授权频上的空闲信道评测 CCA, 得到
CCA 的结果。然后，根据 CCA 的结果，确定第一候选资源所对应的非授权
频段上的信道处于空闲状态。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第二确定单元 502 具体用于，当 CCA 的结

果表示信道空闲时，确定第一候选资源所对应的非 吏权频段上的信道处于空
闲状态。或者，当 CCA 的结果表示信道空闲时，进行随机回退，当在随机
回退的时间内信道仍为空闲时，确定第一候选资源所对应的非授权频段上的
信道处于空闲状态。

这样，当 CCA 的结果表示信道空闲时，直接在第一候选资源上发送第
一参考信号，而不做随机回退时，可以提高发送参考信号的优先级，进而提
高了发送参考信号的成功率。

或者，当 CCA 的结杲表示信道空闲时，先进行随机回退。若随机回退
的时间内信道仍为空闲时，才在第一候选资源上发送第一参考信号。这样可
以保护系统中其它通信设备的信号传输，防止该小区的参考信号的传输与其
它通信设备的信号传输之间相互干扰。

可选的，上述 CCA 启动起点可以为时间窗的第一个子帧的起始时刻，
此时上述预设时间间隔为 5 个符号。或者，前述预设时间间隔还可以为当前
最大的回退时间，比如回退机制中的竟争窗口的长度，具体等于 CCA 单位



时间长度乘以回退计数器的取值范围的最大值。应注意，这些例子只是为了

帮助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实施例，而非限制本发明实施例的范

围。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发送单元 503 具体用于，如杲确定信道处于

空闲状态的时刻与第一候选资源的起始时刻相同，在第一候选资源上发送第

一参考信号。

也就是说，前述根据 CCA 的结杲确定信道空闲的时刻与第一候选资源

的起始时刻相 同时，便可以直接在第一候选资源上发送参考信号。应理解，

与第一候选资源的起始时刻相 同并不要求在数字上严格一致，只要两者之间

的差距小于预设的阈值，便可认为确定信道忙闲状态为空闲的时刻与第一候

选资源的起始时刻相同。
或者 ，如杲确定信道处于空闲状态的时刻早于第一候选资源的起始时

刻，发送填充信号占用信道，直至第一候选资源的起始时刻开始在第一候选

资源上发送第一参考信号。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第一参考信号包括用于小区同步的参考信号。

发送单元 503 还用于，当第一候选资源占用时隙的最后的相应数量的符号时，

在第一候选资源结束时的下一个时隙的开始处发送第二参考信号。

其中，第二参考信号包括小区特定参考信号 CRS 、信道状态信息参考信

号 CSI-RS 和定位参考信号 PRS 中的一种或多种。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第一参考信号包括用于小区同步的参考信号，

发送单元 503 还用于，当第一候选资源不是 占用时隙的最后的相应数量的符

号时，在第一候选资源结束时发送填充信号直至时隙结束，并在下一个时隙

的开始处发送第二参考信号。

其中，第二参考信号包括小区特定参考信号 CRS 、信道状态信息参考信

号 CSI-RS 和定位参考信号 PRS 中的一种或多种。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灵活候选资源为预设资源在时间上向前平移

或向后平移的资源。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在时间上进行平移的粒度为一个或多个时隙。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灵活候选资源占用时间窗内的时隙的最后的

相应数量的符号。

例如，假设灵活候选资源在时域上 占用两个符号，那么灵活候选资源是



时间窗内的某一个时隙的最后两个符号对应的资源。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时间窗与在相同频点的邻小区使用的发送第

一参考信号的灵活候选资源所在的时间窗相同。

例如，在同一频点的多个 U-LTE 辅服务小区可以选用相同的时间窗。

也就是说，各个 U-LTE 辅服务小区的时间窗的长度及出现的周期相同。这样，

UE 可以在该时间窗内尽可能的识别和测量所有该频点上的小区，降低了 UE

测量的复杂度并节省了 UE 的功耗。另外，也为各个 U-LTE 辅服务小区进行

协作提供 了保证。

图 6 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用户设备的示意性框图。图 6 所示的用户设

备包括确定单元 601 和检测单元 602。

确定单元 601，用于确定使用非授权频段的小区传输第一参考信号时使

用的候选资源集合所在的时间窗，候选资源集合包括預设资源和至少一个灵

活候选资源，预设资源为小区处于激活态时按照第一周期传输第一参考信号

时需要使用的在时间窗内的资源，灵活候选资源为预设资源在时间上平移后

得到的且在时间窗内的候选资源，时间窗出现的周期为第二周期，第二周期

大于第一周期。
例如，使用非授权频段进行通信的系统有：部署在非授权频段上的 LTE

系统 U-LTE 和 WLAN 系统等。例如，为了提升服务能力，通常把非授权频

谱上部署的 U-LTE 服务小区作为辅服务小区与授权频谱上部署的主服务小

区进行栽波聚合来服务 UE。

在使用非授权频段的辅服务小区为 UE 提供服务时，通常需要向 UE 发
送一些参考信号用于小区识别、小区同步、信道测量和千扰测量等。然而，

在按照预设的周期占用预设资源向 UE 发送参考信号的过程中，由于 LBT 法

规的约束，在信道被 占用时，并不能完成参考信号的发送。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方法，为发送参考信号确定候选资源集合，也就是

增加了参考信号的发送机会，进而能够提高发送参考信号的成功率。候选资

源集合包括预设资源和至少一个灵活候选资源。其中，灵活候选资源与预设

资源在频率上相同，或者说，灵活候选资源是预设资源在时间上进行平移后

得到的资源。另外，灵活候选资源需要 同时落在周期性出现的时间窗内。

具体地，时间窗出现的第二周期大于预设的发送参考信号的第一周期。

举例说来，第一周期可以为 5ms，第二周期为 40 或 80ms。应理解，这些例



子只是为了帮助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实施例，而非限制本发明

实施例的范围。时间窗长度的大小可以结合信道繁忙程度等情况确定，本发

明实施例对此不 限定。

这样，UE 可以先确定灵活候选资源所在的时间窗 （如，时间窗的长度

和出现周期 ），进而可以获知需要检测第一参考信号的时间。

检测单元 602, 用于在时间窗内，在非授权频段上检测第一参考信号。

例如，在使用相同频点的的多个邻小区 （如，U-LTE 辅服务'j、区）使用

相同时间窗时，可 以 同时对该多个邻小区发送的第一参考信号进行检测。

基于上述技术方案，在本发明实施例中，为发送参考信号确定候选资源

集合，以增加参考信号的发送机会。这样，本发明实施例能够保证在不影响

系统正常通信的前提下，提高发送参考信号的成功率。

进一步地，在使用非授权频谱的通信系统中发送参考信号时，本发明实

施例提供的方案可以满足小区同步和 CSI 测量的要求，进而保证 UE 的解调
和移动性性能。

另夕卜，本发明实施例的主流部署场景是将授权频谱上的主服务小区和非

授权频 普上的 U-LTE 辅服务小区进行载波聚合来使用。其中，LTE 主服务小

区与 U-LTE 辅服务小区可以共站部署，也可以是非共站部署，两个服务小区

之间有理想的回传路径。

或者，本发明还可以部署在两个服务小区之间没有理想回传路径的场

景，比如回传延迟较大，导致两个服务小区之间无法快速的协调信息。此外，

本发明实施例还 可 以部署可以独 立接入的 U-LTE 服务小 区， 即此时 U-LTE

服务小区不需要与 LTE 服务小区进行载波聚合。以上应用场景的举例只是为

了帮助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实施例，而非限制本发明实施例的

范围。

可选地，作为一个实施例，第一参考信号包括用于小区同步的参考信号。

检测单元 602 还用于，如果成功检测到第一参考信号，在非授权频段上检测
第二参考信号，第二参考信号占用的传输资源在时间上晚于第一参考信号占

用的传输资源，第二参考信号包括小区特定参考信号 CRS、信道状态信息参

考信号 CSI-RS 和定位参考信号 PRS 中的一种或多种。

例如，在成功检测到第一参考信号之前，UE 可 以假定基站并没有发送
第二参考信号，因而不对第二参考信号进行检测或其它相应的准备工作。在



成功检 测到第一参考信号之后 ，U E 再对第二参考信号进行检测。

假设第一参考信号为 PSS/SSS ，U E 检测 出 PSS/SSS 之后 ，可 以基 于该

PSS/SSS 确定第二参考信号比如 CRS 的资源位置。可选 的，PSS/SSS 的灵活

候选资源可以基 于时隙级或子帧级的时域平移 ，即 PSS/SSS 的灵活候选 资源

可以时隙或子帧的最后 两个符号上。这样 ，可以确定 PSS/SSS 之后 的 CRS

占用完整的时隙或子帧，且不改变 CRS 在 时隙或子帧中的资源位置，对正

常的数据调度和其他参考信号的发送没有影响。也就是说 ，U E 假设第二参

考信号存在于检 测 出的 PSS/SSS 之后 ，即在检 测 出的 PSS/SSS 时域位置之前

假设该 CRS 不存在 ，这样可以避免 U E 对 CRS 进行存在性的盲检 。

可选地 ，作 为另一 实施例 ，用户设备还 包括接 收单元 603 ，用于接 收基

站发送的无线资源控制 RRC 信令 ，RRC 信令携带时间窗的长度及 出现周期。

可选地 ，作为另一 实施例 ，灵活候选 资源为预设 资源在时间上向前平移

或向后平移的资源。

可选地 ，作 为另一实施例 ，在 时间上进行平移的粒度 为一个或多个时隙。

可选地 ，作为另一 实施例 ，灵活候选 资源 占用时间窗内的时隙的最后 的

相应数量的符号。

例如 ，假设灵活候选资源在时域上 占用两个符号，那 么灵活候选资源是

时间窗内的某一个时隙的最后 两个符号对应 的资源。

可选地 ，作 为另一 实施例 ，时间窗与在相 同频点的邻 小区使用的发送第

一参考信号的灵活候选资源所在 的时间窗相 同。

例如 ，在 同一频点的多个 U-LTE 辅服务小区可以选用相 同的时间窗。

也就是说 ，各个 U-LTE 辅服务小区的时间窗的长度及 出现的周期相 同。这样 ，

U E 可以在该时间窗内尽可能的识别和测量所有该频点上的小区，降低 了 U E

测量的复杂度并节省 了 U E 的功耗 。另外 ，也为各个 U-LTE 辅服务小区进行

协作提供 了保证 。

图 7 是本发 明另一 实施例的基站的示意性框 图。图 7 的基站 70 可用于

实现上述方法实施例 中各步骤及方法。图 7 的实施例 中，基站 70 包括天线

701 、发射机 702 、接 收机 703 、处理器 704 和存储器 705 。处理器 704 控制

基站 70 的操作 ，并可用于处理信号。存储器 705 可 以 包括只读存储器和随

机存取存储器，并向处理器 704 提供指令和数据 。发射机 702 和接 收机 703

可以耦合到天线 701 。基站 70 的各个组件通过总线 系统 706 耦合在一起 ，其



中总线系统 706 除包括数据总线之外，还包括电源总线、控制总线和状态信
号总线。但是为了清楚说明起见，在图中将各种总线都标为总线系统 706。

具体地，存储器 705 可存储执行以下过程的指令：
确定在使用非授权频段的小区上传输第一参考信号时使用的候选资源

集合，候选资源集合包括预设资源和至少一个灵活候选资源，预设资源为小
区处于激活态时按照第一周期传输第一参考信号时需要使用的在时间窗内
的资源，灵活候选资源为预设资源在时间上平移后得到的且在时间窗内的候
选资源，时间窗出现的周期为第二周期，第二周期大于第一周期；

确定在使用非授权频段的小区中传输第一参考信号时使用的第一候选
资源，第一候选资源所对应的非 受权频段上的信道处于空闲状态，且第一候

选资源为候选资源集合中的预设资源或者灵活候选资源；
在第一候选资源上发送第一参考信号。
基于上述技术方案，在本发明实施例中，为发送参考信号确定候选资源

集合，以增加参考信号的发送机会。这样，本发明实施例能够保证在不影响

系统正常通信的前提下，提高发送参考信号的成功率。
进一步地，在使用非授权频 普的通信系统中发送参考信号时，本发明实

施例提供的方案可以满足小区同步和 CSI 测量的要求，进而保证 UE 的解调
和移动性性能。

另夕卜，本发明实施例的主流部署场景是将授权频 脊上的主服务小区和非
授权频谱上的 U-LTE 辅服务小区进行载波聚合来使用。其中，LTE 主服务小
区与 U-LTE 辅服务小区可以共站部署，也可以是非共站部署，两个服务小区
之间有理想的回传路径。

或者，本发明还可以部署在两个服务小区之间没有理想回传路径的场
景，比如回传延迟较大，导致两个服务小区之间无法快速的协调信息。此外，
本发明实施例还可以部署可以独立接入的 U-LTE 服务小区，即此时 U-LTE

服务小区不需要与 LTE 服务小区进行载波聚合。以上应用场景的举例只是为
了帮助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实施例，而非限制本发明实施例的

范围。
可选地，作为一个实施例，存储器 705 还可存储执行以下过程的指令：
在第一候选资源之前的预设时间间隔处，启动在非授权频上的空闲信道

评测 CCA ，得到 CCA 的结杲；根据 CCA 的结果，确定第一候选资源所对



应的非授权频段上的信道处于空闲状态。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存储器 705 还可存储执行以下过程的指令：

当 CCA 的结果表示信道空闲时，确定第一候选资源所对应的非授权频

段上的信道处于空闲状态；或者

当 CCA 的结杲表示信道空闲时，进行随机回退，当在随机回退的时间

内信道仍为空闲时，确定第一候选资源所对应的非 受权频段上的信道处于空

闲状态。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存储器 705 还可存储执行以下过程的指令：

如果确定信道处于空闲状态的时刻与第一候选资源的起始时刻相 同，在

第一候选资源上发送第一参考信号；

如杲确定信道处于空闲状态的时刻早于第一候选资源的起始时刻，发送

填充信号 占用信道，直至第一候选资源的起始时刻开始在第一候选资源上发
送第一参考信号。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存储器 705 还可存储执行以下过程的指令：

第一参考信号包括用于小区同步的参考信号，在第一候选资源上发送第

一参考信号之后 ，当第一候选资源占用时隙的最后的相应数量的符号时，在

第一候选资源结束时的下一个时隙的开始处发送第二参考信号；

其中，第二参考信号包括小区特定参考信号 CRS 、信道状态信息参考信

号 CSI-RS 和定位参考信号 PRS 中的一种或多种。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存储器 705 还可存储执行以下过程的指令：

第一参考信号包括用于小区同步的参考信号，在第一候选资源上发送第

一参考信号之后 ，当第一候选资源不是 占用时隙的最后的相应数量的符号

时，在第一候选资源结束时发送填充信号直至时隙结束，并在下一个时隙的

开始处发送第二参考信号；

其中，第二参考信号包括小区特定参考信号 CRS 、信道状态信息参考信

号 CSI-RS 和定位参考信号 PRS 中的一种或多种。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存储器 705 还可存储执行以下过程的指令：

灵活候选资源为预设资源在时间上向前平移或向后平移的资源。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存储器 705 还可存储执行以下过程的指令：

在时间上进行平移的粒度为一个或多个时隙。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存储器 705 还可存储执行以下过程的指令：



灵活候选资源占用时间窗内的时隙的最后的相应数量的符号。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存储器 705 还可存储执行以下过程的指令：
时间窗与在相同频点的邻小区使用的发送第一参考信号的灵活候选资

源所在的时间窗相同。

图 8是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用户设备的示意性框图。图 8 的用户设备 80

可用于实现上述方法实施例中各步骤及方法。图 8 的实施例中，用户设备 80

包括天线 801、发射机 802、接收机 803、处理器 804 和存储器 805。处理器
804 控制基站 80 的操作，并可用于处理信号。存储器 805 可 以 包括只读存储
器和随机存取存储器，并向处理器 804 提供指令和数据。发射机 802 和接收
机 803 可以耦合到天线 801。基站 80 的各个组件通过总线系统 806 耦合在一
起，其中总线系统 806 除包括数据总线之外，还包括电源总线、控制总线和
状态信号总线。但是为了清楚说明起见，在图中将各种总线都标为总线系统
806。

具体地，存储器 805 可存储执行以下过程的指令：
确定使用非授权频段的小区传输笫一参考信号时使用的候选资源集合

所在的时间窗，候选资源集合包括预设资源和至少一个灵活候选资源，预设
资源为小区处于激活态时按照第一周期传输第一参考信号时需要使用的在

时间窗内的资源，灵活候选资源为预设资源在时间上平移后得到的且在时间
窗内的候选资源，时间窗出现的周期为第二周期，第二周期大于第一周期；

在时间窗内，在非授权频段上检测第一参考信号。

基于上述技术方案，在本发明实施例中，为发送参考信号确定候选资源
集合，以增加参考信号的发送机会。这样，本发明实施例能够保证在不影响

系统正常通信的前提下，提高发送参考信号的成功率。
进一步地，在使用非授权频谱的通信系统中发送参考信号时，本发明实

施例提供的方案可以满足小区同步和 CSI 测量的要求，进而保证 UE 的解调
和移动性性能。

另外，本发明实施例的主流部署场景是将授权频谱上的主服务小区和非
授权频语上的 U-LTE 辅服务小区进行载波聚合来使用。其中，LTE 主服务小
区与 U-LTE 辅服务小区可以共站部署，也可以是非共站部署，两个服务小区
之间有理想的回传路径。

或者，本发明还可以部署在两个服务小区之间没有理想回传路径的场



景，比如回传延迟较大，导致两个服务小区之间无法快速的协调信息。此外，

本发明实施例还可以部署可以独立接入的 U-LTE 服务小区，即此时 U-LTE

服务小区不需要与 LTE 服务小区进行载波聚合。以上应用场景的举例只是为

了帮助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实施例，而非限制本发明实施例的

范围。

可选地，作为一个实施例，存储器 805 还可存储执行以下过程的指令：
第一参考信号包括用于小区同步的参考信号，在非授权频段上检测第一

参考信号之后，如果成功检测到第一参考信号，在非授权频段上检测第二参

考信号，第二参考信号占用的传输资源在时间上晚于第一参考信号占用的传

输资源，第二参考信号包括小区特定参考信号 CRS、信道状态信息参考信号

CSI-RS 和定位参考信号 PRS 中的一种或多种。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存储器 805 还可存储执行以下过程的指令：

在确定使用非授权频段的小区传输第一参考信号时使用的候选资源集

合所在的时间窗之前，接收基站发送的无线资源控制 RRC 信令，RRC 信令

携带时间窗的长度及出现周期。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存储器 805 还可存储执行以下过程的指令：

灵活候选资源为预设资源在时间上向前平移或向后平移的资源。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存储器 805 还可存储执行以下过程的指令：

在时间上进行平移的粒度为一个或多个时隙。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存储器 805 还可存储执行以下过程的指令：

灵活候选资源占用时间窗内的时隙的最后的相应数量的符号。

可选地，作为另一实施例，存储器 805 还可存储执行以下过程的指令：

时间窗与在相 同频点的邻小区使用的发送第一参考信号的灵活候选资

源所在的时间窗相同。

应理解，在本发明的各种实施例中，上述各过程的序号的大小并不意味

着执行顺序的先后，各过程的执行顺序应以其功能和内在逻辑确定，而不应

对本发明实施例的实施过程构成任何限定。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意识到，结合本文中所公开的实施例描述的各
示例的单元及算法步骤，能够以电子硬件、计算机软件或者二者的结合来实

现，为了清楚地说明硬件和软件的可互换性，在上述说明中已经按照功能一

般性地描述了各示例的组成及步骤。这些功能究竟以硬件还是软件方式来执



行，取决于技术方案的特定应用和设计约束条件。专业技术人员可以对每个

特定的应用来使用不同方法来实现所描述的功能，但是这种实现不应认为超

出本发明的范围。

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清楚地 了解到，为了描述的方便和简洁，上述

描述的系统、装置和单元的具体工作过程，可 以参考前述方法实施例中的对

应过程，在此不再赘述。

在本申请所提供的几个实施例中，应该理解到，所揭露的系统、装置和

方法，可以通过其它的方式实现。例如，以上所描述的装置实施例仅仅是示

意性的，例如，所述单元的划分，仅仅为一种逻辑功能划分，实际实现时可

以有另外的划分方式，例如多个单元或组件可以结合或者可以集成到另一个

系统，或一些特征可以忽略，或不执行。另外，所显示或讨论的相互之间的

耦合或直接耦合或通信连接可以是通过一些接 口、装置或单元的间接耜合或

通信连接，也可以是电的，机械的或其它的形式连接。

所述作为分离部件说明的单元 可 以是或者也 可 以 不是物理上分开的，作

为单元显示的部件可以是或者也可以不是物理单元，即可以位于一个地方，

或者也可以分布到多个网络单元上。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选择其中的部分或

者全部单元来实现本发明实施例方案的目的。

另外，在本发明各个实施例中的各功能单元 可 以 集成在一个处理单元

中，也可以是各个单元单独物理存在，也可以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单元集成在

一个单元中。上述集成的单元既可以采用硬件的形式实现，也可以采用软件

功能单元的形式实现。

所述集成的单元如果以软件功能单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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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的全部或部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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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Only

Memory, ROM ) 随机存取存储器 （Random Access Memory, RAM )、磁碟

或者光盘等各种可以存储程序代码的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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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各种等效的修改或替换 ，这些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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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权利要求

1、一种在使用非授权频段的小区中传输参考信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

确定在使用非授权频段 的小区上传输第一参考信号时使用的候选资源

集合 ，所述候选资源集合 包括预设资源和至少一个灵活候选资源，所述预设

资源为所述小区处于激活态时按照第一周期传输所述第一参考信号时需要

使用的在时间窗内的资源，所述灵活候选资源为所述子贞设资源在时间上平移

后得到的且在所述时间窗内的候选资源，所述时间窗出现的周期为第二周

期，所述第二周期大于所述第一周期；

确定在使用非授权频段 的小区中传输第一参考信号时使用的第一候选

资源，所述第一候选资源所对应的非授权频段上的信道处于空闲状态，且所

述第一候选资源为候选资源集合 中的预设资源或者灵活候选资源；

在所述第一候选资源上发送第一参考信号。

2、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确定在使用非授权

频段的小区中传输第一参考信号时使用的第一候选资源，所述第一候选资源

所对应的非授权频段上的信道处于空闲状态，包括：

在所述第一候选资源之前的预设时间间隔处，启动在所述非授权频上的

空闲信道评测 CCA ，得到 CCA 的结杲；

根据所述 CCA 的结果，确定所述第一候选资源所对应的非授权频段上

的信道处于空闲状态。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所述 CCA 的结

果，确定所述第一候选资源所对应的非授权频段上的信道处于空闲状态，包

括：

当所述 CCA 的结果表示信道空闲时，确定所述第一候选资源所对应的

非授权频段上的信道处于空闲状态；或者

当所述 CCA 的结果表示信道空闲时，进行随机回退，当在随机回退的

时间内信道仍为空闲时，确定所述第一候选资源所对应的非授权频段上的信

道处于空闲状态。

4、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在所述第一候选资

源上发送第一参考信号，包括：

如果确定信道处于空闲状态的时刻与所述第一候选资源的起始时刻相



同，在所述第一候选资源上发送所述第一参考信号；

如杲确定信道处于空闲状态的时刻早于所述第一候选资源的起始时刻，

发送填充信号 占用所述信道，直至所述第一候选资源的起始时刻开始在所述

第一候选资源上发送所述第一参考信号。

5、根据权利要求 1 至 4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参考信号包括用于小区同步的参考信号，在所述第一候选资源上发送第一参

考信号之后，所述方法还包括：

当所述第一候选资源占用时隙的最后的相应数量的符号时，在所述第一
候选资源结束时的下一个时隙的开始处发送第二参考信号；

其中，所述第二参考信号包括小区特定参考信号 CRS 、信道状态信息参

考信号 CSI-RS 和定位参考信号 PRS 中的一种或多种。

6、根据权利要求 1 至 4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参考信号包括用于小区同步的参考信号，在所述第一候选资源上发送第一参

考信号之后，所述方法还包括：

当所述第一候选资源不是 占用时隙的最后的相应数量的符号时，在所述

第一候选资源结束时发送填充信号直至时隙结束，并在下一个时隙的开始处

发送第二参考信号；

其中，所述第二参考信号包括小区特定参考信号 CRS 、信道状态信息参

考信号 CSI-RS 和定位参考信号 PRS 中的一种或多种。

7、根据权利要求 1 至 6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灵活

候选资源为所述预设资源在时间上向前平移或向后平移的资源。

8、根据权利要求 1 至 7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在时

间上进行平移的粒度为一个或多个时隙。

9、根据权利要求 1 至 8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灵活

候选资源占用所述时间窗内的时隙的最后的相应数量的符号。

10、根据权利要求 1 至 9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时间

窗与在相 同频点的邻小区使用的发送所述第一参考信号的灵活候选资源所

在的时间窗相 同。

11、一种在使用非授权频段的小区中传输参考信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

确定使用非授权频段的小区传输第一参考信号时使用的候选资源集合



所在的时间窗，所述候选资源集合 包括预设资源和至少一个灵活候选资源，

所述预设 资源为所述小区处于激活态时按照第一周期传输所述第一参考信

号时需要使用的在时间窗内的资源，所述灵活候选资源为所述预设资源在时

间上平移后得到的且在所述时间窗内的候选资源，所述时间窗出现的周期为

第二周期，所述第二周期大于所述第一周期；

在所述时间窗内，在所述非授权频段上检测第一参考信号。

12、根据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参考信号包

括用于小区同步的参考信号，在所述非授权频段上检测第一参考信号之后 ，

所述方法还包括：

如杲成功检测到所述第一参考信号，在所述非授权频段上检测第二参考

信号，所述第二参考信号 占用的传输资源在时间上晚于所述第一参考信号 占

用的传输资源，所述第二参考信号包括小区特定参考信号 CRS 、信道状态信

息参考信号 CSI-RS 和定位参考信号 PRS 中的一种或多种。

13、根据权利要求 11 或 1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确定使用

非授权频段的小区传输第一参考信号时使用的候选资源集合所在的时间窗

之前，所述方法还 包括：

接收基站发送的无线资源控制 RRC 信令 ，所述 RRC 信令携带所述时间

窗的长度及出现周期。

14、根据权利要求 11 至 13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灵

活候选资源为所述预设资源在时间上向前平移或向后平移的资源。

15、根据权利要求 11 至 14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在

时间上进行平移的粒度为一个或多个时隙。

16、根据权利要求 11 至 15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灵

活候选资源占用所述时间窗内的时隙的最后的相应数量的符号。

17、根据权利要求 11 至 16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时

间窗与在相 同频点的邻小区使用的发送所述第一参考信号的灵活候选资源

所在的时间窗相 同。

18、一种基站，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一确定单元，用于确定在使用非授权频段的小区上传输第一参考信号

时使用的候选资源集合，所述候选资源集合 包括预设资源和至少一个灵活候

选资源，所述预设资源为所述小区处于激活态时按照第一周期传输所述第一



参考信号时需要使用的在时间窗内的资源，所述灵活候选资源为所述预设资

源在时间上平移后得到的且在所述时间窗内的候选资源，所述时间窗出现的

周期为第二周期，所述第二周期大于所述第一周期；

第二确定单元，用于确定在使用非授权频段的小区中传输第一参考信号

时使用的第一候选资源，所述第一候选资源所对应的非授权频段上的信道处

于空闲状态，且所述第一候选资源为候选资源集合 中的预设资源或者灵活候

选资源；

发送单元，用于在所述第一候选资源上发送第一参考信号。

19、根据权利要求 18 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确定单元具

体用于，

在所述第一候选资源之前的预设时间间隔处，启动在所述非授权频上的

空闲信道评测 CCA ，得到 CCA 的结杲；

根据所述 CCA 的结果，确定所述第一候选资源所对应的非授权频段上

的信道处于空闲状态。

20、根据权利要求 19 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确定单元具

体用于，

当所述 CCA 的结果表示信道空闲时，确定所述第一候选资源所对应的

非授权频段上的信道处于空闲状态；或者

当所述 CCA 的结果表示信道空闲时，进行随机回退，当在随机回退的

时间内信道仍为空闲时，确定所述第一候选资源所对应的非授权频段上的信

道处于空闲状态。

2 1、根据权利要求 20 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送单元具体用

于，

如果确定信道处于空闲状态的时刻与所述第一候选资源的起始时刻相

同，在所述第一候选资源上发送所述第一参考信号；

如杲确定信道处于空闲状态的时刻早于所述第一候选资源的起始时刻，

发送填充信号 占用所述信道，直至所述第一候选资源的起始时刻开始在所述

第一候选资源上发送所述第一参考信号。

22、根据权利要求 18 至 2 1 中任一项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参考信号包括用于小区同步的参考信号，所述发送单元还用于，

当所述第一候选资源占用时隙的最后的相应数量的符号时，在所述第一



候选资源结束时的下一个时隙的开始处发送第二参考信号；

其中，所述第二参考信号包括小区特定参考信号 CRS 、信道状态信息参

考信号 CSI-RS 和定位参考信号 PRS 中的一种或多种。

23、根据权利要求 18 至 21 中任一项所述的基站，所述第一参考信号包

括用于小区同步的参考信号，所述发送单元还用于，

当所述第一候选资源不是 占用时隙的最后的相应数量的符号时，在所述

第一候选资源结束时发送填充信号直至时隙结束，并在下一个时隙的开始处

发送第二参考信号；

其中，所述第二参考信号包括小区特定参考信号 CRS 、信道状态信息参

考信号 CSI-RS 和定位参考信号 PRS 中的一种或多种。

24、根据权利要求 18 至 23 中任一项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灵

活候选资源为所述预设资源在时间上向前平移或向后平移的资源。

25、根据权利要求 18 至 24 中任一项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在

时间上进行平移的粒度为一个或多个时隙。

26、根据权利要求 18 至 25 中任一项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灵

活候选资源占用所述时间窗内的时隙的最后的相应数量的符号。

27、根据权利要求 18 至 26 中任一项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时

间窗与在相 同频点的邻小区使用的发送所述第一参考信号的灵活候选资源

所在的时间窗相 同。

28、一种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

确定单元，用于确定使用非授权频段的小区传输第一参考信号时使用的

候选资源集合所在的时间窗，所述候选资源集合 包括预设资源和至少一个灵

活候选资源，所述预设资源为所述小区处于激活态时按照第一周期传输所述

第一参考信号时需要使用的在时间窗内的资源，所述灵活候选资源为所述预

设资源在时间上平移后得到的且在所述时间窗内的候选资源，所述时间窗出

现的周期为第二周期，所述第二周期大于所述第一周期；

检测单元，用于在所述时间窗内，在所述非授权频段上检测第一参考信

号。
29、根据权利要求 28 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参考信

号包括用于小区同步的参考信号，所述检测单元还用于，

如果成功检测到所述第一参考信号，在所述非授权频段上检测第二参考



信号，所述第二参考信号 占用的传输资源在时间上晚于所述第一参考信号 占

用的传输资源，所述第二参考信号包括小区特定参考信号 CRS 、信道状态信

息参考信号 CSI-RS 和定位参考信号 PRS 中的一种或多种。

30、根据权利要求 28 或 29 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接收单元，用于接收基站发送的无线资源控制 RRC 信令 ，所述 RRC 信

令携带所述时间窗的长度及出现周期。

31、根据权利要求 28 至 30 中任一项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

述灵活候选资源为所述预设资源在时间上向前平移或向后平移的资源。

32、根据权利要求 28 至 3 1 中任一项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

述在时间上进行平移的粒度为一个或多个时隙。

33、根据权利要求 28 至 32 中任一项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

述灵活候选资源占用所述时间窗内的时隙的最后的相应数量的符号。

34、根据权利要求 28 至 33 中任一项所述的用户设备，其特征在于，所

述时间窗与在相 同频点的邻小区使用的发送所述第一参考信号的灵活候选

资源所在的时间窗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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