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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本发 明实施例 公开 了信 号传 输方法及 用户 终端 ，应用 于通信技 术领域 。用户 终端在 非连续 的上 行资
源块上传 输信号 时 ，确 定射频指标 的频率 区间 内各 阶互调产物对应 的最大 功率 回退量 ，将确 定 的最大功率 回退
量 中的最大值作 为功率 的基准 回退量 ，并根据 该基准 回退量调整实 际发射 功率谱密度 来传 输信号 。通过本发 明
的信 号传 输方法 ，减 小 了互调产物 的大 小 ，使得上 行信道上 的射频指标满 足要求 ；且在确 定最大 功率 回退量 时
考虑 到射频指标在相应 的频段 内的要求 ，可 以确 定 出较为合适 的最大 功率 回退量 ，优化 了确 定 的最大功率 回退



一种信号传输方法及用户终端

本 申请要 求 于 2012 年 08 月 28 日提 交 中国专利局 、 申请 号为

201210310348.1 、发明名称为"一种信号传输方法及用户终端"的中国专利申

请的优先权，其全部 内容通过引用结合在本申请 中。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通信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信号传输方法及用户终端。

背景技术

在移动通信 系统中，网络侧设备给用户终端分配的上行资源中允许在

非连续的资源上进行物理共 享信道 （Physical Uplink Shared Channel ,

PUSCH )信息的传输、PUSCH 和上行物理控制信道（Physical Uplink Control

Channel, PUCCH ) 信息的同传以及上行载波聚合技术的引入，使得在一个

射频链路上可 以有两个及 以上 的资源簇 同时传输，每个资源簇可以包括至

少一个资源块 （Resource block, RB )。

在 实际的应用中，由于发射机射频通道的非线性，这种多个资源簇 同

时传输时会产生互调产物，资源簇在 系统带宽中的位置和大小不同会在不

同位置产生互调产物，从而对不同的射频指标产生影响，比如邻道抑制比

( Adjacent Channel Leakage Ratio , ACLR ) , 杂散 稿射模 板 ( Spurious

Emission Mask, SEM ) 的参数或杂散稿射 （Spurious emission, SE ) 等，使

得这些射频指标无法满足要求。

现有技术中，为了使得射频指标能满足要求，就需要进行功率回退 ，

使得用户终端上的射频功率放 大器进入线性工作 区，从而减小了互调产物

的大小，使得射频指标能满足要求，但是按照现有的方法确定最大功率回

退 （Maximum Power Reduction, MPR ) 量后，在某些情况下，比如两个资



源簇之 间相 隔较近等情况下，会造成过多的不必要 的功率回退量 ，牺牲 了

系统增益 。

发 明内容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一种信号传输方法及用户终端 ，优化 了为 了减小互

调产物大小而进行的功率回退时使用的最大功率回退量 。

本发 明实施例的第一方面，提供一种信号传输方法，包括：

确定射频指标 的频率 区间内各 阶互调产物对应 的最 大功率 回退 MPR

量；

将所述最大功率回退量 中的最大值作为功率的基 准回退量 ，并根据 所

述功率的基 准回退量调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来传输信号。

在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在根据所述功率的基 准回退

量调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来传输信号之前 ，还 包括 ：计算用户终端在所

述多个非连续的资源簇上传输信号的平均功率谱 密度 ，及计算 系统最大功

率谱 密度与所述平均功率谱 密度 的相对差；

则所述根据所述功率的基 准回退量调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来传输信

号具体 包括 ：将所述功率的基 准回退量与所述相对差的差值作为所述用户

终端的实际最大功率回退量 ，并按照所述 实际最大功率回退量调整 实际发

射功率谱 密度来传输信号。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一种 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二种 实现方式中，

在根据所述功率的基 准回退量调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来传输信号之前 ，

还 包括 ： 当在一个位置上有 多个相 同阶数 的互调产物叠加 时，确定所述一

个位置上相 同阶数 的多个互调产物的叠加功率；

则所述根据所述功率的基 准回退量调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来传输信

号具体 包括 ：将所述功率的基 准回退量减去所述相对差与所述叠加功率之



差得到的值作为 实际最大功率回退量 ，并按照所述 实际最大功率回退量调

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来传输信号。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二种 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三种 实现方式中，

当在多个位置上分别有 多个相 同阶数 的互调产物叠加 时，分别确定所述各

个位置上相 同阶数 的多个互调产物的叠加功率 ，并选择 所述各个位置对应

叠加功率的最大值 ；

则所述根据所述功率的基 准回退量传输信号具体 包括 ：将所述功率 的

基 准回退量减去所述相对差与所述叠加 功率最大值之差得到的值作为 实际

最大功率回退量 ，并按照所述 实际最大功率回退量调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

度来传输信号。

本发 明实施例的第二方面，提供一种用户终端 ，包括：

回退量确定单元 ，用于确定射频指标的频率 区间内各 阶互调产物对应

的最大功率回退 MPR 量；

基 准确定单元 ，用于将所述 回退量确定单元确定的所述最大功率回退

量 中的最大值作为功率的基 准回退量；

信号传输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基 准确定单元确定的功率的基 准回退量

调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来传输信号。

在第二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用户终端 ，还 包括：

相对差计算单元 ，用于计算用户终端在所述多个非连续的资源簇上传

输信号的平均功率谱 密度 ，及计算 系统最大功率谱 密度与所述平均功率谱

密度 的相对差；

所述信号传输单元 ，还用于将所述基 准确定单元确定功率的基 准回退

量与所述相对差计算单元计算的相对差的差值作为所述用户终端的实际最

大功率回退量 ，并按照所述 实际最大功率回退量调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

来传输信号。

结合第二方面的第一种 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



式中，用户终端还 包括 ：

叠加功率确定单元 ，用于 当在一个位置上有 多个相 同阶数 的互调产物

叠加 时，确定所述一个位置上相 同阶数 的多个互调产物的叠加功率；

所述信号传输单元 ，还用于将所述基 准确定单元确定的功率的基 准回

退量减去所述相对差与所述叠加功率之 差得到的值作为 实际最大功率回退

量 ，并按照所述 实际最大功率回退量调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来传输信号。

结合第二方面的第二种 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

式中，所述叠加功率确定单元 ，还用于 当在多个位置上分别有 多个相 同阶

数 的互调产物叠加 时，分别确定所述各个位置上相 同阶数 的多个互调产物

的叠加功率 ，并选择所述各个位置对应 叠加功率的最大值 ；

所述信号传输单元 ，还用于将所述基 准确定单元确定的功率的基 准回

退量减去所述相对差与所述叠加功率最 大值之差得到的值作为 实际最大功

率回退量 ，并按照所述 实际最大功率回退量调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来传

输信号。

可见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用户终端在上行信道 中非连续的资源块上

传输信号时，需要先确定射频指标的频率 区间内各 阶互调产物对应 的最大

功率回退量 ，将确定的最大功率回退量 中的最大值作为功率的基 准回退量 ，

并根据基 准回退量来调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来传输信号。这样用户终端

通过功率回退的方法传输信号 ，减小 了产生的互调产物的大小，从 而使得

上行信道上的射频指标满足要 求；且本 实施 中，在确定最大功率回退量时

考虑到射频指标在相应 的频段 内的要 求 ，这样可以确定 出较为合适的最大

功率回退量 ，优化 了确定的最大功率回退量。

附图说 明

为 了更清楚地说 明本发 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 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



实施例或现有技术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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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

附图。

图 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信号传输方法流程图；

图 2 是在用户终端的信道带宽为 10MHz 的情况下，各个射频指标与各

个频率区间的关系示意图；

图 3 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另一种信号传输方法流程图；

图 4 是用户终端通过最大功率谱密度传输信号与通过平均功率谱密度

传输信号所产生的互调产物的比较示意图；

图 5 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另一种信号传输方法流程图；

图 6 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用户终端的结构示意图；

图 7 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另一种用户终端的结构示意图；

图 8 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另一种用户终端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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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

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

范围。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信号传输方法，主要是用户终端在非连续的上

行资源簇上传输信号的方法，流程图如图 1所示，包括：

步骤 101 , 确定射频指标对应的频率区间内各阶 （各个阶数 ）互调产物

对应的最大功率回退量。其中资源块是传输资源的最小传输单元，至少一



个连续的资源块可 以 组成一个资源簇 。

可 以 理解 ，当用户终端在上行非连续的任意两个资源簇上传输信号时，

会产生互调产物 ，为 了减少互调产物需要进行功率 回 退 ， 即减小用户终端

的发射功率 ，同时 当用户终端按照回退后 的功率传输信号时，需要使得射

频指标能满足要 求 ，主要是射频指标的值需要在一定的范围内，由 于每个

射频指标在不 同情况下要 求的值都不 同，其具体要 求主要取 决于用户终端

的信道带宽 （Channel Bandwidth, CBW )、频率范围和 网络下发 的共存信令

等 因素 ，比如在 CBW — 定时，在某些频段 内 SE 要求的最大功率为第一预

置功率 ，而另一些频段 内 SEM 所要求的最大功率为第二预置功率等 。这样

对于用户终端所处的当前 网络来说 ，其 CBW 是一定的，就需要用户终端先

确定在哪些频段需要考虑哪个射频指标 ，即频率 区间与射频指标的对应 关

系，才能确定每个射频指标的要 求 ，从 而针对 不 同射频指标的要 求来确定

合适的最大功率回退 （Maximum Power Reduction, MPR ) 量 。其 中该对应

关系可以是预置在用户终端 ，当用户终端被触发进行功率回退时，可 以 从

用户终端的存储 空间中取 出该对应 关系。

例如 图 2 所示为在用户终端的上行信道带宽为 10MHz 的情况下，其 中

最高频率 （记为 fliigh ) 为 5MHz, 最低频率 （记为 flow ) 为-5MHz 时，各

个射频指标与各个频率 区间的关系示意 图，其 中横 坐标为频率 ，单位为兆

赫兹 （MHz ) ; 如果射频指标是 SEM 或 SE, 则纵 坐标为用户终端传输信号

的功率谱 密度 （Power Spectral density, PSD ), 单位为分贝毫伏（dBm )/MHz,

如 果射频指标是 ACLR, 则纵 坐标为相邻信道的信号功率与主信道的信号

功率的比值 ，则射频指标与频率 区间的对应 关系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射频指标与频率 区间的对应 关系

低频保护 区域 高频保护 区域
射频指标

fL f fL fH

ACLR1 flow flow - 5 fhigh fhigh+5



ACLR2 flow - 5 flow - 10 fhigh+5 fhigh+10

SEMI flow - 1 flow - 5 fhigh+1 fhigh+5

SEM2 flow - 5 flow - CBW fhigh+5 fhigh+CBW

SEM3 flow - CBW flow -CBW-5 fhigh +CBW fhigh+CBW+5

SE1 flow -CBW-5 flow -CBW- 15 fhigh+CBW+5 fhigh+CBW+15

SE2 flow -CBW-5 flow -CBW- 15 fhigh+CBW+5 fhigh+CBW+15

需要说 明的是 ，上述表 1 中 ACLR1 和 ACLR2 是在 两种 不同情况下的

ACLR 值 ；SEM1 是 当 CBW 大于 5MHz 时所要 求的最大 PSD 即为-10

dBm/MHz, SEM2 是 当 CBW 大于 5MHz 时所要求的最大 PSD 即为-13

dBm/MHz, SEM3 是 当 CBW 大于 5MHz 时所要求的最大 PSD 即为-25

dBm/MHz; SE1 当CBW 大于 1GHz 时所要求的最大PSD 即为-30 dBm/MHz,

SE 是 当 CBW 小于 1GHz 时所要求的最大 PSD 即为-36 dBm/MHz 。

上述表 1 中只是为 了说 明频率 区间与射频指标的对应 关系，其 中给 出

的数据只是一个具体 的例子 ，在其它情况下 可 以有不同的对应 关系数据 。

用户终端在确定 了射频指标对应 的频率 区间后 ，在确定最大功率回退

量时，是需要 经过 大量的实验来确定 ，但是在 实验 的过程 中，用户具体可

以 通过对该用户终端在 两个非连续的资源块上发射功率谱 密度 的调整 ，改

变传输信号时产生的互调产物 大小，进 而通过互调产物的大小与互调产物

所处的频率 区间对应 的射频指标所要 求的 门限的差值来不断的调整发射功

率谱 密度 ，使得用户终端最终根据得到 的某一个最大功率回退量调整 实际

发射功率谱 密度来传输信号时产生互调产物时，某一射频指标在对应 的频

率 区间内可以满足要求。其 中每个射频指标在不同 CBW 下的不同频段 内所

要 求的最大值可 以 是预置在用户终端 中，且考虑到用户终端的实际应用 ，

为 了节省用户终端的存储 空间，可以预置特定 CBW 下某些频段所要 求的最

大值 ，而不会预置所有情况的 CBW 下射频指标的要求。

当用户终端在每 两个非连续的资源块上传输信号时，都会再生 出新 的



频率分量 即互调产 物 ，通 过仿 真 或 测试 等手段 确 定 出射 频指 标对应 的频率

区间 内各 阶互调产 物对应 的最 大功率 回退量 ，记 为 MPR , i 表 示需要 考虑

的射 频指 标 的编 号 ，j 表 示互调 的 阶数 ，表 示用户 终端在发 射信 号 时 回退

后 ，j 阶互调产物所处频率 区间 内对应 的射 频指标 i 可 以 满足要 求 。

例如 下表 2 所示 的 3 、5 和 7 阶互调产物对应 的最 大功率 回退量 ，可见 ，

对 于某些射 频指 标 比如 SEM3 , 任 意一 阶的互调产 物 出现在该射 频指标对应

的频率 区间 内时 ，该射 频指标都 不满足要 求 ，需要 进行 功率 回 退 。

表 1 各 阶互调产物对应 的最 大功率 回退量

步骤 102, 用户终端将确 定 的射 频指标 的频率 区间 内各 阶互调产 物对应

的最 大功率 回退量 即上述 步骤 101 中确 定 的最 大功率 回退量 的最 大值作 为

功率 的基 准回退量 。

通过 步骤 101 即可得 到 至 少一个射 频指 标对应 的最 大功率 回退量 ，并

将其 中的最 大值作 为基 准回退量 即 MPR = Max 轉 。

步骤 103 , 用户终端根据 功率 的基 准回退量调整 实际发射 功率谱 密度 来

传输信 号 。

用户终端可 以在 当前 的发射 功率谱 密度 的基 础 上减去 上述 的基 准 回退



量得到实际发射功率谱密度 ，并根据 实际发射功率谱密度来传输信号。

可见 ，在本发 明实施例中，用户终端在上行信道中非连续的资源块上

传输信号时，需要先确定在射频指标的频率 区间内各阶互调产物对应的最

大功率回退量，将确定的最大功率回退量中的最大值作为功率的基准回退

量，并根据基准回退量调整实际发射功率谱密度来传输信号。这样用户终

端通过功率回退的方法传输信号，减小了产生的互调产物的大小，从而使

得上行信道上的射频指标能满足要求；且本实施 中，在确定最大功率回退

量时考虑到射频指标在相应的频段 内的要求，这样可以确定 出较为合适的

最大功率回退量，优化 了确定的最大功率回退量。

需要说明的是，用户终端可以通过上述步骤 101 到步骤 102, 在两个非

连续的资源块上传输信号的情况下的基 准回退量，该基准回退量是最大的

最大功率回退量，而在实际系统中，当资源簇的个数增多或者每个簇的 RB

增多时，PSD 就会减小，小的 PSD 产生的互调大小也会变小，为了使得确

定的最大功率回退量更合适，参考图 3 所示的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则在

执行上述步骤 103 之前，用户终端还需要执行步骤 104, 即计算用户终端实

际在多个非连续的资源簇上传输信号的平均功率谱 密度 记 为 PSD ) ,

及 计 算 系 统 最 大 功 率 谱 密 度 与 平 均 功 率 谱 密 度 的 相 对 差

APSDl = PSD_ -PSD average , 在确定实际最大功率回退量时需要考虑该相对差，

则在执行上述步骤 103 时，用户终端需要将步骤 102 中确定的功率的基准

回退量与步骤 104 中计算的相对差的差值即 1作为

用户终端的实际最大功率回退量，并按照实际最大功率回退量确定实际发

射功率谱密度来传输信号。

例如图 4 所示，其中横坐标表示频率，纵坐标表示功率谱密度即 PSD,

如果上行信道的两个非连续的资源簇上分别只包括一个资源块即资源块 1

和 50( 图 4 中斜线填充的部分 ），且用户终端通过最大功率谱密度传输信号，



则形成的互调产物即 IMD ( RBI , RB50 ) ( 图 4 中斜线填充的部分 ）是最大

的。

随着资源簇上资源块的增加 ，即一个资源簇上 包括资源块 1 和 2 , 另一

资源簇上 包括资源块 50 和 5 1 , 考虑用户终端 实际在资源块上传输信号的实

际功率谱 密度 ，这样 即可产生 4 个互调产物 （IMD ) 即资源块 1 和 2 , 分别

与资源块 50 和 5 1 之 间形成的互调产物 ，具体为：IMD ( RBI , RB50 )、IMD

( RBI , RB51 )、IMD ( RB2 , RB50 ) 和 IMD ( RB2 , RB51 ) , 可见 ，如果

用户终端 实际中传输信 号的平均功率谱 密度 与最 大功率谱 密度相 差 SD

时，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互调产物的大小也是有一定差别的。

进一步地 ，随着资源簇个数及每个资源簇上 R 的进一步增加 ，由于每

两个非连续的资源块之 间都会产生互调产物 ，则在 同一位置上可能会产生

多个互调产物 ，这样 多个互调产物叠加 ，则需要 更大的最大功率回退量才

能使得各个射频指标都满足要 求，其 中，低 阶 （比如 3 、 5 和 7 阶 ）的互调

产物对信号质量的影响比高阶的互调产物的影响大，因此可以只关注 同一

位置上所叠加 的低 阶互调产物的个数 ，而忽略 高阶的互调产物 。

则参考 图 5 所示的一个具体 的信号传输 实施例 中，在确定实际最大功

率回退量时，如果考虑到一个位置上形成的多个互调产物 ，例如在 3 阶的

互调产物处有多个 3 阶的互调产物相互叠加 ，则用户终端还需要执行步骤

105 , 即确定一个位置上相 同阶数 的多个互调产物的叠加功率 ，具体可以为

尸―〕 ( 10 * log l O(N mt —m。d) ) 10 * log l 0 (N mt _mod )

即大于或等于 Ν。 的最小整数 ，其 中，

为一个位置上相 同阶数 的互调产物的个数 ，N 。 为互调产物的阶数 。

则在执行上述步骤 103 时，用户终端可以将步骤 102 中确定的功率的

基 准回退量减去步骤 104 中计算的相对差与步骤 105 中确定的叠加功率之

。〜 寧 一))
差所得 到 的值 即 N . 作 为 实 际



最大功率回退量 ，并按照 实际最大功率 回退量调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来

传输信号 ，即在发射功率谱 密度 的基础上减去 实际最大功率回退量得到 实

际功率谱 密度 ，并按照 实际功率谱 密度来传输信号。

在用户终端执行上述步骤 104 和 105 后 ，在执行步骤 103 的过程 中，

10 * los l 0 N
APSD2=APSD\ -ceil{ —— V )

上述相对差与叠加 功率之差 即 Ν 。 可能会 出

现 负的值 ，则在确定最大功率回退量时，需要取计算的 2 与 0 的最大值

10 * los l 0 N
APSD2 = Max(0, APSDl -ceil{ —— V ) )

即： N。 ；且步骤 102 中确定的功率

的基 准回退量减去上述相对 差值 与叠加 功率之 差 ∆ Λ ¾ 2 得到的值也可以是

负值 ，也需要通过如下计算 2 = 2) 来确定 实际最大

功率回退量。

如果考虑到多个位置上分别形成的多个互调产物 ，例如 ，在 3 阶的互

调产物处有 3 个 3 阶的互调产物 ，在 5 阶的互调产物处有 5 个 5 阶的互调

产物 ，在确定最大功率回退量时，用户终端在执行步骤 105 时，需要分别

确定各个位置上相 同阶数 的多个互调产物的叠加功率 Pi ( i=l,2, . . . , Ν , Ν

为位置的数量 ），并选择各个位置上的叠加功率 中的最大值 《皿 ，其 中在确

g . 10 * log l 0 ( N t _mod )

定每个位置上的叠加功率 Pi 时可以通过上述的公 式即 N。

来确定；则在执行上述步骤 103 时，用户终端可以将步骤 102 中确定的功

率的基 准回退量减去步骤 104 中计算的相对差与步骤 105 中确定的叠加功

率最大值之差得到的值 即 2 = 《 _ 作为 实际最大功率

回退量 ，并按照 实际最大功率回退量调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来传输信号，

即在发射功率谱 密度 的基础上减去 实际最大功率回退量得到 实际功率谱 密

度 ，并按照实际功率谱 密度来传输信号。

需要说 明的是 ，用户终端在执行上述步骤 104 和 105 时，可 以 同时执



行也可以顺序执行 ，图 5 中只示 出其 中一种可能的实现顺序 ；且上述步骤

101 到 102 与步骤 104 之 间也没有绝对 的顺序 关系，可以同时执行也可以顺

序执行 ，图 3 中也只示 出一种可能的实现方法；且上述步骤 101 到 102 与

步骤 105 之 间也没有绝对 的顺序 关系。

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用户终端 ，该用户终端支持非连续的上行信

道 ，结构示意图 6 如所示，包括：

回退量确定单元 11 , 用 于确定射频指标的频率 区间内各 阶互调产物对

应 的最大功率回退 MPR 量。具体地 ，回退量确定单元 11 可以先获取射频

指标对应 的频率 区间，具体可以如上表 1 所示，然后再通过大量的实验来

得到最大功率回退量 ，在这个过程 中可 以根据用户终端在 两个非连续的资

源块上传输信号时所产生的多阶互调产物的大小，与互调产物所处的频率

区间对应 的射频指标所要 求的 门限的差值 不断地调整功率回退量 ，使得用

户终端最终根据得 到 的某一个最 大功率 回退量传输信 号 时产生互调产物

时，某一射频指标在对应 的频率 区间内可以满足要求。

基 准确定单元 12, 用于将所述回退量确定单元 11 确定的所述最大功率

回退量 中的最大值作为功率的基 准回退量。

回退量确定单元 11 可 以确定多个最大功率回退量 ，具体可以如上述表

2 所示 ，在此不进行赘述 ，则基 准确定单元 12 确定的功率的基 准回退量 即

为多个最大功率回退量的最大值 。

信号传输单元 13 , 用于根据所述基 准确定单元 12 确定的功率的基 准回

退量调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来传输信号，具体地 ，信号传输单元 13 可 以

在 当前的发射功率谱 密度 的基础上减去上述的基 准回退量得到 实际发射功

率谱 密度 , 并根据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来传输信号。

在本发 明实施例的用户终端 中，在非连续的上行信道上传输信号时，

需要 由回退量确定单元 11 确定射频指标的频率 区间内各 阶互调产物对应 的

最大功率回退量 ，基 准确定单元 12 将确定的最大功率回退量 中的最大值作



为功率的基 准回退量 ，并由信号传输单元 13 来传输信号。这样用户终端通

过功率回退的方法传输信号 ，减小 了产生的互调产物的大小，从 而使得上

行信道上的射频指标满足要 求；且本 实施 中，在确定最大功率回退量时考

虑到射频指标在相应 的频段 内的要 求 ，这样可 以 确定 出较为合适的最大功

率回退量 ，优化 了确定的最大功率回退量。

参考 图 7 所示，在一个具体 的实施例 中，用户终端除 了可以包括如 图 6

的结构外 ，还 可 以 包括 ：相对差计算单元 14 和叠加功率确定单元 15 , 具体

地：

相对差计算单元 14, 用于计算用户终端在所述多个资源簇上传输信号

的平均功率谱 密度 ，及计算 系统最大功率谱 密度与所述平均功率谱 密度 的

相对差。

叠加功率确定单元 15 , 用于 当在一个位置上有多个相 同阶数 的互调产

物叠加 时，确定所述一个位置上相 同阶数 的多个互调产物的叠加功率 ，例

g . 10 * log l 0 ( N t _mod )

如叠加功率为： Ν。 , 其 中所述 为互调产物的阶数 ，

所述 n - m。d为所述一个位置上相 同阶数 的互调产物的个数 。

本 实施例的用户终端 中，信号传输单元 13 还需要考虑到用户终端 实际

传输信号时，随着非连续的资源块的增加 ，用户终端 实际的 PSD 就会减小，

小的 PSD 产生的互调 大小也会 变小，为 了使得确定的最大功率回退量更合

适 ，则需要相对差计算单元 14 计算 系统最大功率谱 密度与用户终端 实际传

输信号的平均功率谱 密度 的相对差，则信号传输单元 13 会将所述基 准确定

单元 12 确定功率的基 准回退量与所述相对差的差值作为所述用户终端的实

际最大功率回退量 ，并按照所述 实际最 大功率回退量调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来传输信号。

进一步地 ，用户终端在确定 实际的最大功率回退量时，需要考虑到至

少一个位置上多个相 同阶数 的互调产物 的叠加 ，如果只考虑一个位置上多



个相 同阶数 的互调产物的叠加 ，则叠加功率确定单元 15 需要确定该位置的

叠加功率 ，由信号传输单元 13 将所述基 准确定单元 12 确定的功率的基 准

回退量减去所述相对差与所述叠加功率之差所得到的值作为 实际最大功率

回退量 ，并按照所述 实际最大功率回退量调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来传输

信号；如果需要考虑至少两个位置上分别有 多个相 同阶数 的互调产物叠加

时，则叠加功率确定单元 15 则分别确定各个位置上相 同阶数 的多个互调产

物的叠加功率 ，并选择各个位置对应 叠加功率的最大值 ，信号传输单元 13

回将基 准确定单元 12 确定的功率的基 准回退量减去所述相对差与所述叠加

功率最大值之差得到的值作为 实际最大功率回退量 ，并按照所述 实际最大

功率回退量调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来传输信号。

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另一种用户终端 ，其结构示意图如 图 8 所示，包

括分别连接到总线上的存储器 20、处理器 2 1、输入装置 23 和输 出装置 24,

其 中：

存储器 20 中用来储存从输入装置 23 输入 的数据 ，且还可以储存处理

器 2 1 处理数据 的必要文件等信 息；

输入装置 23 和输 出装置 24 是用户终端与其他设 置通信 的端 口；

本 实施例 中处理器 2 1 可以执行如下的步骤 ：确定各个射频指标的频率

区间内各 阶互调产物对应 的最大功率回退量 ，具体可以根据输 出装置 24 在

两个非连续的资源块上传输信号时所产生的互调产物来确定最大功率回退

量；将所述最大功率回退量 中的最大值作为功率的基 准回退量；输 出装置

24 向处理器 2 1 获取功率的基 准回退量后 ，根据所述功率的基 准回退量调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来传输信号。

进一步地 ，处理器 2 1 还 可 以计算用户终端在所述多个非连续的资源簇

上传输信号的平均功率谱 密度 ，及计算 系统最大功率谱 密度与所述平均功

率谱 密度 的相对差 ，并将功率的基 准回退量与所述相对差计算单元计算的

相对差的差值作为所述用户终端的实际最大功率回退量 ，这样输 出装置 24



可以向处理器 2 1 获取 实际最大功率回退量 ，并按照所述 实际最大功率回退

量调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来传输信号。

进一步地 ，当在一个位置上有 多个相 同阶数 的互调产物叠加 时，处理

器 2 1还可以确定所述一个位置上相 同阶数 的多个互调产物的叠加功率 ，并

将所述功率的基 准回退量减去所述相对 差与所述叠加功率之差得到的值作

为实际最大功率回退量 ，这样输 出装置 24 可以向处理器 2 1 获取 实际最大

功率回退量 ，并按照所述 实际最大功率 回退量调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来

传输信号； 当在多个位置上分别有 多个相 同阶数 的互调产物叠加 时，处理

器 2 1 可以分别确定所述各个位置上相 同阶数 的多个互调产物的叠加功率 ，

并选择 所述各个位置对应 叠加功率的最 大值 ，且将所述基 准确定单元确定

的功率的基 准回退量减去所述相对差和所述叠加功率最大值之差得到的值

作为实际最大功率回退量 ，这样输 出装置 24 可以向处理器 2 1 获取 实际最

大功率回退量 ，并按照所述 实际最大功率回退量调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

来传输信号。

具体地 ，处理器 2 1 在确定一个位置上相 同阶数 的多个互调产物的叠加

g . l 0 * log l 0 ( N t _mod )

功率时，可以按照如下的公 式来计算，即叠加功率为： Ν。 ,

其 中所述 N 。 为互调产物的阶数 ，所述 m。d为该位置上相 同阶数 的互调

产物的个数 。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可 以 理 解上述 实施例的各种方法中的全部或部分

步骤是可以通过程序来指令相 关的硬件 来完成 ，该程序可以存储 于一计算

机可读存储介质 中，存储介质可以包括 ：只读存储器 （ROM )、随机存取存

储器 （RAM )、磁盘或光盘等 。

以 上对本发 明实施例所提供 的信号传输方法及用户终端 ，进行 了详 细

明的原理及 实施方式进行 了阐述 ，以

上 实施例的说 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 明的方法及其核 心思想；同时，对



于本领域 的一般技术人 员，依据本发 明的思想 ，在具体 实施方式及应用范

围上均会有 改变之处 ，综上所述 ，本说 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 明的限

制。



权利要求

1、一种信号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确定射频指标 的频率 区间内各 阶互调产物对应 的最 大功率 回退 MPR

量；

将所述最大功率回退量 中的最大值作为功率的基 准回退量 ，并根据 所

述功率的基 准回退量调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来传输信号。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确定所述射频指标的

频率 区间内各阶互调产物对应 的最大功率回退量 ，具体 包括：

根据所述用户终端在 两个非连续的资源块上传输信号时所产生的多阶

互调产物的大小，与所述互调产物所处 的频率 区间对应 的射频指标所要 求

的 门限的差值 ，确定所述射频指标的频率 区间内各 阶互调产物对应 的最大

功率回退量。

3、如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所述功率的

基 准回退量调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来传输信号之前 ，还 包括 ：

计算用户终端在所述多个非连续的资源簇上传输信号的平均功率谱 密

度 ，及计算 系统最大功率谱 密度与所述平均功率谱 密度 的相对差；

则所述根据所述功率的基 准回退量调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来传输信

号具体 包括：

将所述功率的基 准回退量与所述相对差的差值作为所述用户终端的实

际最大功率回退量 ，并按照所述 实际最 大功率回退量调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来传输信号。

4、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所述功率的基 准

回退量调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来传输信号之前 ，还 包括：

当在一个位置上有 多个相 同阶数 的互调产物叠加 时，确定所述一个位

置上相 同阶数 的多个互调产物的叠加功率；



则所述根据所述功率的基 准回退量调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来传输信

号具体 包括 ：将所述功率的基 准回退量减去所述相对差与所述叠加功率之

差得到的值作为 实际最大功率回退量 ，并按照所述 实际最大功率回退量调

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来传输信号。

5 、如 权 利要 求 4 所述 的方 法 ，其特 征 在 于 ，所述 叠加 功率 为 ：

, 其 中所述 为互调产物的阶数 ，所述 。d为所

述一个位置上相 同阶数 的互调产物的个数 。

6、如权利要求 4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当在多个位置上分别有多

个相 同阶数 的互调产物叠加 时，分别确定所述各个位置上相 同阶数 的多个

互调产物的叠加功率 ，并选择 所述各个位置对应 叠加功率的最大值 ；

则所述根据所述功率的基 准回退量调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来传输信

号具体 包括 ：将所述功率的基 准回退量减去所述相对差与所述叠加功率最

大值之差所得到的值作为 实际最大功率 回退量 ，并按照所述 实际最大功率

回退量调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来传输信号。

7、一种用户终端 ，其特征在于，包括 ：

回退量确定单元 ，用于确定射频指标的频率 区间内各 阶互调产物对应

的最大功率回退 MPR 量；

基 准确定单元 ，用于将所述 回退量确定单元确定的所述最大功率回退

量 中的最大值作为功率的基 准回退量；

信号传输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基 准确定单元确定的功率的基 准回退量

调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来传输信号。

8、如权利要求 7 所述的用户终端 ，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

相对差计算单元 ，用于计算用户终端在所述多个非连续的资源簇上传

输信号的平均功率谱 密度 ，及计算 系统最大功率谱 密度与所述平均功率谱

密度 的相对差；



所述信号传输单元 ，还用于将所述基 准确定单元确定功率的基 准回退

量与所述相对差计算单元计算的相对差的差值作为所述用户终端的实际最

大功率回退量 ，并按照所述 实际最大功率回退量调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

来传输信号。

9、如权利要求 8 所述的用户终端 ，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

叠加功率确定单元 ，用于 当在一个位置上有 多个相 同阶数 的互调产物

叠加 时，确定所述一个位置上相 同阶数 的多个互调产物的叠加功率；

所述信号传输单元 ，还用于将所述基 准确定单元确定的功率的基 准回

退量减去所述相对差与所述叠加功率之 差得到的值作为 实际最大功率回退

量 ，并按照所述 实际最大功率回退量调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来传输信号。

10、如权利要求 9 所述的用户终端 ，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所述叠加功率确定单元 ，还用于 当在多个位置上分别有 多个相 同阶数

的互调产物叠加 时，分别确定所述各个位置上相 同阶数 的多个互调产物的

叠加功率 ，并选择所述各个位置对应 叠加功率的最大值 ；

所述信号传输单元 ，还用于将所述基 准确定单元确定的功率的基 准回

退量减去所述相对差与所述叠加功率最 大值之差所得到的值作为 实际最大

功率回退量 ，并按照所述 实际最大功率 回退量调整 实际发射功率谱 密度来

传输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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