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按照专利合作 条约所公布 的国际 申请
(19)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国 际 局

(43) 国际公布 日 爹 (10) 国际公布号

W O 2017/18
2017 年 10 月 26 日 (26.10.2017) W I P O P C T 1327 A 1

(51) 国 际专 利 分 类 号 ： (CN ：) 。 刘 培 (LIU, Pei) ; 中 国广 东 省深 圳 市龙 岗区
74 9 (2009.01) 坂 田华 为 总部 办 公楼 ，Guangdong 5 18 129 (CN) 。

(21) 国 际 申请 PCT/CN20 16/0795 83 (74) 代 理 人 ：北 京 同 立 钧 成 知 识 产 权 代 理 有 限 公

(22) 国 际 申请 日： 2016 年 4 月 18 日 （1 8.04.2016) 司 （LEADER PATENT & TRADEMARK FIRM) ；中
国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西 直 门 北 大 街 32 号 枫 蓝 国

(25) 申请 语 言 : 中文 际A 座 8F-6, Beijing 100082 (CN) „

(26) 公 布 语 言 : 中文 (81) 指 定 国 （除 另有 指 明，要 求 每 一种 可 提 供 的 国家

(71) 申请 人 ： 华 为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HUAWEI 保 护 ）：AE, AG, AL, AM, AO, AT, AU, AZ, BA, BB, BG,

TECHNOLOGIES CO., LTD.) [CN/CN] ；中 国 广 东 BH, BN, BR, BW, BY, BZ, CA, CH, CL, CN, CO, CR, CU,

省 深 圳 市 龙 岗 区 坂 田 华 为 总 部 办 公 楼 , CZ, DE, DK, DM, DO, DZ, EC, EE, EG, ES, FI, GB, GD,

Guangdong 5 18 129 (CN) 。 GE, GH, GM, GT, HN, HR, HU, ID, IL, IN, IR, IS, JP, KE,

KG, KN, KP, KR, KZ, LA, LC, LK, LR, LS, LU, LY, MA,
(72) 发 明人 ：李 德 建 (LI, Dejian) ；中 国 广 东 省 深 圳 市 MD, ME, MG, MK, 丽 , MW, MX, MY, MZ, NA, NG, NI,

龙 岗 区 坂 田华 为 总 部 办 公 楼 , Guangdong 5 18 129 NO, NZ, OM, PA, PE, PG, PH, PL, PT, QA, RO, RS, RU,

RW, SA, SC, SD, SE, SG, SK, SL, SM, ST, SV, SY, TH,

(54) Title: CHANNEL ACCESS METHOD, DEVICE, AND SYSTEM

(54) 发 明名称 ：信 道 接 入 方 法 、设备 和 系 统

A P 第一 STA

S101 、获取第一STA 的负
载速 率变化信息

S102 、根据 负载速率变化 息，向第 -STA
对应 的STA 组 屮的各成 STA 发送第一消息，
第 -消息巾携带A P为 . · -STA 对应 的STA 组

分配的分组SP的分? 息

S103 、接收A 发送 的分组
SP的第一消息

S104、根据 息在 分
组SP l 入信逍

图 3

(57) Abstract: The present invention provides a channel access method, device, and system, said method comprising: according t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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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d by the embodiments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an A P directly allocates a long group SP for an STA group corresponding to a
first STA, such that the first STA sends in real time all load data within the group SP and allocates, in a targeted manner, the remaining
time to other members in the STA group; the real-time communications requirements of the first STA are satisfied, while the monitoring
power-consumption of the other STAs outside of the STA group i s reduced.

(57) 摘 要 ：本发 明提供一种 信道接入方法 、设备和系统 ，该方法包括 ：A P根据 获取 的负载速 率变化信息， 向
第 一 STA 对 应 的 STA 组 中 的各成 员 STA 发 送第 一消 息 ，指 示 STA 组 中各 成 员 STA 在 A P为 第 一 STA 对 应 的STA
组 分 配 的分 组 SP内接 入 信道 ，其 中， STA 组 中的各成 员位 置相邻 ，第 一 STA 接 收 到A P发 送 的分组 SP的分 配
信 息后 ，根据 分 配信 息在分 组 SP内接入 信 道 。本发 明实施例 提供 的技术 方 案 ，A P可 以直 接 为第 一 STA 对 应
的STA 组 分 配一个较长 的分组 SP，使第一 STA 在 分组 SP内实 时发送所有 负载数据 ，并将剩余 时间定 向分配给
STA 组 内其他成员 ，在满足第一STA 的实时通信需求 的同时，节省 了STA 组外其他 STA 的监听能耗 。



信道接入方法 、设备和系统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通信技术 ，尤其涉及一种信道接入方法、设备和系统 。

背景技术

随着平安城市 的发展和人们对重要场合 、重要资产 、小区安全和监控 防

灾 的需求增强 ，用于无线视频监控 的低功耗、低成本 的无线视频个域 网（Video

Personal Area Network, 简称 VPAN) 日益受到重视 。在 电缆和 电力线部署 困

难 的场景下 ，无线视频监控具有灵活和低成本部署 的优势 。VPAN 的一个基

础设施式服务集 （Basic Service Set, 简称 BSS ) 由一个接入点 （Access Point,

简称 AP) 和一定数量 的站点 （Station, 简称 STA) 构成星型拓扑 ，主要面 向

安防领域 、室 内/室外无线视频监控 。STA 在采集实时视频信号经过视频编码

形成视频数据后 ，可 以通过无线信道发送到 A P， A P 将接收到 的视频数据通

过无线或有线方式发送给 VPAN 网络 的上层用户 （视频监控 中心 ），形成用

户可 以显示 的视频 。视频监控对 VPAN 的实时性具有 明确 的要求 ，它要求监

控场所 的视频 图像能够尽量快 的发送到视频监控 中心 ，以便于用户通过视频

监控快速处置突发事件 。

基于调度 的服务期 （Service Period, 简称 SP) 是保证实时传输 的一种重

要手段 。A P 通过周期性地发送信标帧并在信标 间隔时间段 内为 STA 分配 SP,

具体 的，A P 可 以将 SP 分配给一个特定的 STA 使用 ；也可 以将 SP 的源和 目

的关联标识符 （Association Identifier, AID) 设置为广播 AID, 以便允许 BSS

内的所有 STA 动态 申请 SP，以提高传输 的实时性 ；A P 还可 以将分配给一个

STA 的 SP 的剩余时间重新分配 ，以缩短部分其它有信道接入需求 的 STA 的

时延 。其 中，A P 在动态分配 SP 时，需要与 STA 之 间先进行轮询 ，收集 STA

的通信需求后再进行动态分配 SP。

STA 在采集实时视频信号经过视频编码形成视频数据后 ，可 以根据 A P

调度 的 SP, 在分配得到 的信道接入时间内通过无线信道发送到 A P。

当 STA 采用变 比特率 （Variable Bit Rate, 简称 VBR) 视频编码方式 ，监



控画面的变化会产生大量突发的数据流。例如 STA 发现监控目标后，负载速

率会大幅上升，需要 AP 为其分配较长的 SP 以传输数据。但是 AP 无法准确

预测 STA 的实时负载大小，因此 AP 为 STA 分配的 SP 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SP 太短，则 STA 需要等待下一个可以接入信道的传输机会

(Transmission Opportunity ，简称 TXOP) (如广播 AID 的 SP 或竞争期）到

来，从而会面临等待下一个 TXOP 产生的时延和为了在下一个 TX0P 接入信

道而采用轮询接入或竞争接入所产生的时延，无法满足实时通信需求；第二
种，SP 过长，则需要将 SP 的剩余时间重新分配，从而需要其它所有有通信

需求的 STA 在 SP 期间都保持监听状态，因此会增加上述其它所有有通信需
求的 STA 的能耗。

发明内容

针对现有技术的上述缺陷，本发明提供一种信道接入方法、设备和系统，
用于提高 STA 传输的实时性，同时节省 STA 的能耗。

第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信道接入方法，包括：
接入点 AP 获取第一站点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信息；
AP 根据负载速率变化信息，向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中的各成员 STA

发送第一消息，第一消息中携带 AP 为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分配的分组服
务期 SP 的分配信息；第一消息用于指示 STA 组中各成员 STA 根据分配信息
在分组 SP 内接入信道，STA 组中的各成员 STA 位置相邻。

通过第一方面提供的信道接入方法，AP 根据获取的负载速率变化信息，
向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中的各成员 STA 发送第一消息，指示 STA 组中各
成员 STA 在 AP 为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分配的分组 SP 内接入信道，STA

组中的各成员 STA 地理位置相邻，从而当第一 STA 的监控画面发生变化导

致负载速率变化时，AP 无需准确预测第一 STA 的实时负载大小，而是可以

直接为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分配一个较长的分组 SP, 使第一 STA 在分组

SP 内实时发送已进入缓存的所有负载数据，并将剩余时间定向分配给具有潜
在高负载的 STA 组内其他成员，从而在满足第一 STA 的实时通信需求的同

时，节省了 STA 组外其他 STA 因为需要监听广播 SP 而产生的监听能耗。

在第一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为至少



一个 ，A P 根据负载速率变化信息 向 STA 对应 的 STA 组中的各成员 STA 发送

第一消息 ，具体包括：

A P 根据负载速率变化信息，向第一 STA 对应 的第一 STA 组中的各成员

STA 发送第二消息，第二消息中携带 A P 为第一 STA 对应 的第一 STA 组分配

的第一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第二消息用于指示第一 STA 组中各成员 STA 根

据第一分组 SP 对应的分配信息在第一分组 SP 内接入信道 ，第一 STA 组为第

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中第一 STA 可首个接入信道 的 STA 组。

通过上述实施方式提供的信道接入方法 ，A P 向第一 STA 对应的第一 STA

组中的各成员 STA 发送第一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其中，第一 STA 组为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中第一 STA 可首个接入信道 的 STA 组，可 以保证通信需

求较高的第一 STA 在尽早接入信道 ，减少 了第一 STA 竞争接入信道带来的

时延 。

在第一方面 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在 A P 获取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

信息之前 ，方法还包括：

A P 获取各 STA 的相邻关系，并根据相邻关系 向各 STA 发送第三消息 ，

第三消息中携带各 STA 对应的 STA 组的分组信息。

在第一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在 A P 获取第一 STA 的负载速率

变化信息之后 ，方法还包括：

A P 根据分组信息 向第一 STA 组中除第一 STA 以外的其他成员 STA 发送

第 四消息 ，第 四消息用于指示接收第 四消息的 STA 保持活跃状态 。

通过上述实施方式提供的信道接入方法 ，A P 获取到第一 STA 的负载速

率变化信息之后 ，向第一 STA 组中除第一 STA 以外的其他成员 STA 发送第

四消息，指示其他成员 STA 保持活跃状态 ，可 以使与第一 STA 相邻 的 STA

在第一 STA 传送完数据后 以及在各 自监测到运动物体后的第一时间，就开始

尝试接入信道 ，从而可 以减少 STA 因休眠而导致 的监测到运动物体的高优先

级数据不能立即发送而产生的时延 。

在第一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第二消息还用于指示第一 STA 在

第一分组 SP 内传送完数据后 ，发送组 内授予帧；组 内授予帧用于指示第一

STA 组中除第一 STA 以外 的其他成员 STA 在第一分组 SP 的剩余时间内接入

信道 。



在第一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该方法还包括：

在预设时间后 ，A P 向第一 STA 组中的第二 STA 对应 的第二 STA 组中的

各成员 STA 发送第五消息 ，第五消息中携带 A P 为第二 STA 对应的第二 STA

组分配的第二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第二 STA 组为第二 STA 对应的 STA 组

中第二 STA 可首个接入信道 的 STA 组。

通过上述实施方式提供的信道接入方法 ，A P 在第一次接收到第一 STA

发送 的第六消息后 ，经过预估 的预设时间，预先为第二 STA 对应的第二 STA

组分配第二分组 SP, 可 以使第二 STA 尽早接入信道 。

在第一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A P 获取第一 STA 的负载速率变

化信息，具体包括：

A P 接收第一 STA 发送 的第六消息 ，第六消息用于 A P 确定负载速率变化

I 自、。

在第一方面 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分组信息包括：组标识、STA 组

中各成员 STA 的 STA 标识、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信道接入顺序 。

在第一方面 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分配信息包括 以下信息的至少一

项：组标识、分组 SP 的起始时间、分组 SP 的持续时间、分组 SP 类型 ，分

组 SP 类型用于指示 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信道接入方式 。

在第一方面 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信道接入方式包括 ：按预设顺序

接入信道或按竞争方式接入信道 。

第二方面 ，本发 明提供一种信道接入方法 ，包括：

第一站点 STA 接收接入点 ΑΡ 发送 的第一消息，第一消息中携带 ΑΡ 根

据负载速率变化信息为第一 STA 对应 的 STA 组分配的分组服务期 SP 的分配

信息，STA 组中的各成员 STA 位置相邻 ；

第一 STA 根据分配信息在分组 SP 内接入信道 。

在第二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为至少

一个 ，第一 STA 接收 ΑΡ 发送 的分组服务期 SP 的第一消息，具体包括 ：

第一 STA 接收 ΑΡ 发送 的第二消息 ，第二消息中携带 ΑΡ 根据负载速率

变化信息为第一 STA 对应 的第一 STA 组分配 的第一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第

一 STA 组为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中第一 STA 可首个接入信道 的 STA 组。

在第二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在第一 STA 接收 ΑΡ 发送 的第一



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之前 ，方法还包括：

第一 STA 接收 A P 发送 的第三消息 ，第三消息中携带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的分组信息，分组信息是 A P 根据获取 的各 STA 的相邻关系确定的。

在第二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该方法还包括：

第一 STA 接收 A P 发送 的第 四消息，第 四消息用于指示 STA 保持活跃状

态 ，第 四消息是 A P 在为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中除第一 STA 组 以外的其

他 STA 组分配分组 SP 时发送 的。

在第二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方法还包括：

第一 STA 在第一分组 SP 内传送完数据后 ，发送组 内授予帧；组 内授予

帧用于指示第一 STA 组中除第一 STA 以外的其他成员 STA 在第一分组 SP

的剩余时间内接入信道 。

在第二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方法还包括：

第一 STA 接收 A P 发送 的第五消息，第五消息中携带 A P 为第二 STA 对

应的第二 STA 组分配的第二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第五消息是 A P 在为第一

STA 对应 STA 组中除第一 STA 组 以外的其他 STA 组分配完分组 SP 后 ，再

经过预设时间后发送 的。

在第二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在第一 STA 接收 A P 发送 的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之前 ，方法还包括 ：

第一 STA 向 A P 发送第六消息，第六消息用于 A P 确定负载速率变化信

息。

在第二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分组信息包括：组标识、STA 组

中各成员 STA 的 STA 标识、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信道接入顺序 。

在第二方面 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分配信息包括 以下信息的至少一

项：组标识、分组 SP 的起始时间、分组 SP 的持续时间、分组 SP 类型 ，分

组 SP 类型用于指示 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信道接入方式 。

在第二方面 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信道接入方式包括 ：按预设顺序

接入信道或按竞争方式接入信道 。

上述第二方面 以及上述第二方面 的各可能的实施方式所提供的信道接入

方法 ，其有益效果可 以参见上述第一方面和第一方面 的各可能的实施方式所

带来的有益效果 ，在此不再赘述 。



第三方面 ，本发 明提供一种接入点 A P，包括 ：

处理模块 ，用于获取第一站点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信息；

发送模块 ，用于根据负载速率变化信息，向第一 STA 对应 的 STA 组中

的各成员 STA 发送第一消息 ，第一消息中携带 A P 为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分配的分组服务期 SP 的分配信息 ;第一消息用于指示 STA 组中各成员 STA

根据分配信息在分组 SP 内接入信道 ，STA 组中的各成员 STA 位置相邻 。

在第三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为至少

一个 ，发送模块具体用于 ：

根据负载速率变化信息，向第一 STA 对应的第一 STA 组中的各成员 STA

发送第二消息，第二消息中携带 A P 为第一 STA 对应的第一 STA 组分配的第

一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第二消息用于指示第一 STA 组中各成员 STA 根据第

一分组 SP 对应的分配信息在第一分组 SP 内接入信道 ，第一 STA 组为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中第一 STA 可首个接入信道 的 STA 组。

在第三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处理模块还用于：

在获取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信息之前 ，获取各 STA 的相邻关系 ，并根

据相邻关系指示发送模块 向各 STA 发送第三消息 ，第三消息中携带各 STA

对应的 STA 组的分组信息 。

在第三方面 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发送模块还用于 ：

在处理模块获取第一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信息之后 ，根据分组信息 向第

一 STA 组中除第一 STA 以外的其他成员 STA 发送第 四消息，第 四消息用于

指示接收第 四消息的 STA 保持活跃状态 。

在第三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第二消息还用于指示第一 STA 在

第一分组 SP 内传送完数据后 ，发送组 内授予帧；组 内授予帧用于指示第一

STA 组中除第一 STA 以外 的其他成员 STA 在第一分组 SP 的剩余时间内接入

信道 。

在第三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发送模块还用于 ：

在预设时间后 ，向第一 STA 组中的第二 STA 对应的第二 STA 组中的各

成员 STA 发送第五消息 ，第五消息中携带 A P 为第二 STA 对应 的第二 STA

组分配的第二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第二 STA 组为第二 STA 对应的 STA 组

中第二 STA 可首个接入信道 的 STA 组。



在第三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AP还包括：
接收模块，用于接收第一 STA 发送的第六消息，第六消息用于处理模块

确定负载速率变化信息。
在第三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分组信息包括：组标识、STA 组

中各成员 STA 的 STA 标识、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信道接入顺序。

在第三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分配信息包括以下信息的至少一
项：组标识、分组 SP 的起始时间、分组 SP 的持续时间、分组 SP 类型，分
组 SP 类型用于指示 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信道接入方式。

在第三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信道接入方式包括：按预设顺序
接入信道或按竞争方式接入信道。

上述第三方面以及上述第三方面的各可能的实施方式所提供的 AP, 其有
益效果可以参见上述第一方面和第一方面的各可能的实施方式所带来的有益
效果，在此不再赘述。

第四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站点 STA, 包括：

接收模块，用于接收接入点 AP发送的第一消息，第一消息中携带 AP根
据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信息为 STA 对应的 STA 组分配的分组服务期 SP 的
分配信息，STA 组中的各成员 STA 位置相邻；

处理模块，用于根据分配信息在分组 SP 内接入信道。
在第四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STA 对应的 STA 组为至少一个，

接收模块具体用于：
接收 AP 发送的第二消息，第二消息中携带 AP 根据 STA 的负载速率变

化信息为 STA 对应的第一 STA 组分配的第一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第一 STA

组为 STA 对应的 STA 组中 STA 可首个接入信道的 STA 组。

在第四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接收模块还用于：
在接收 AP 发送的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之前，接收 AP发送的第三消息，

第三消息中携带 STA 对应的 STA 组的分组信息，分组信息是 AP根据获取的
各 STA 的相邻关系确定的。

在第四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接收模块还用于：
接收 AP 发送的第四消息，第四消息用于指示 STA 保持活跃状态，第四

消息是 AP在为 STA 对应的 STA 组中除 STA 组以外的其他 STA 组分配分组



SP 时发送的。
在第四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STA 还包括：
发送模块，用于在分组 SP 内传送完数据后，发送组内授予帧；组内授予

帧用于指示 STA 组中除 STA 以外的其他成员 STA 在分组 SP 的剩余时间内
接入信道。

在第四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接收模块还用于：
接收 AP 发送的第五消息，第五消息中携带 AP 为第二 STA 对应的第二

STA 组分配的第二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第五消息是 AP在为 STA 对应 STA

组中除 STA 组以外的其他 STA 组分配完分组 SP 后，再经过预设时间后发送
的。

在第四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发送模块还用于：
在接收模块接收 AP发送的第二消息之前，向AP发送第六消息，第六消

息用于 AP确定负载速率变化信息。

在第四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分组信息包括：组标识、STA 组
中各成员 STA 的 STA 标识、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信道接入顺序。

在第四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分配信息包括以下信息的至少一
项：组标识、分组 SP 的起始时间、分组 SP 的持续时间、分组 SP 类型，分
组 SP 类型用于指示 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信道接入方式。

在第四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信道接入方式包括：按预设顺序
接入信道或按竞争方式接入信道。

上述第四方面以及上述第四方面的各可能的实施方式所提供的 STA, 其
有益效果可以参见上述第一方面和第一方面的各可能的实施方式所带来的有
益效果，在此不再赘述。

第五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接入点 AP，包括：
处理器，用于获取第一站点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信息；

发送器，用于根据负载速率变化信息，向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中的
各成员 STA 发送第一消息，第一消息中携带 AP 为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
分配的分组服务期 SP 的分配信息；第一消息用于指示 STA 组中各成员 STA

根据分配信息在分组 SP 内接入信道，STA 组中的各成员 STA 位置相邻。
在第五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为至少



一个 ，发送器具体用于：

根据负载速率变化信息，向第一 STA 对应的第一 STA 组中的各成员 STA

发送第二消息，第二消息中携带 A P 为第一 STA 对应 的第一 STA 组分配的第

一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第二消息用于指示第一 STA 组中各成员 STA 根据第

—分组 SP 对应的分配信息在第一分组 SP 内接入信道 ，第一 STA 组为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中第一 STA 可首个接入信道 的 STA 组。

在第五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处理器还用于 ：

在获取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信息之前 ，获取各 STA 的相邻关系 ，并根

据相邻关系指示发送器 向各 STA 发送第三消息 ，第三消息中携带各 STA 对

应的 STA 组的分组信息。

在第五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发送器还用于：

在处理器获取第一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信息之后 ，根据分组信息 向第一

STA 组中除第一 STA 以外的其他成员 STA 发送第 四消息，第 四消息用于指

示接收第 四消息的 STA 保持活跃状态 。

在第五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第二消息还用于指示第一 STA 在

第一分组 SP 内传送完数据后 ，发送组 内授予帧；组 内授予帧用于指示第一

STA 组中除第一 STA 以外 的其他成员 STA 在第一分组 SP 的剩余时间内接入

信道 。

在第五方面 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发送器还用于：

在预设时间后 ，向第一 STA 组中的第二 STA 对应的第二 STA 组中的各

成员 STA 发送第五消息 ，第五消息中携带 A P 为第二 STA 对应 的第二 STA

组分配的第二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第二 STA 组为第二 STA 对应的 STA 组

中第二 STA 可首个接入信道 的 STA 组。

在第五方面 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A P 还包括：

接收器 ，用于接收第一 STA 发送 的第六消息，第六消息用于处理器确定

负载速率变化信息。

在第五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分组信息包括：组标识、STA 组

中各成员 STA 的 STA 标识、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信道接入顺序 。

在第五方面 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分配信息包括 以下信息的至少一

项：组标识、分组 SP 的起始时间、分组 SP 的持续时间、分组 SP 类型 ，分



组 SP 类型用于指示 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信道接入方式。

在第五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信道接入方式包括：按预设顺序

接入信道或按竞争方式接入信道。
上述第五方面以及上述第五方面的各可能的实施方式所提供的 AP, 其有

益效果可以参见上述第一方面和第一方面的各可能的实施方式所带来的有益
效果，在此不再赘述。

第六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站点 STA, 包括：
接收器，用于接收接入点 AP发送的第一消息，第一消息中携带 AP根据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信息为 STA 对应的STA 组分配的分组服务期 SP 的分配
信息，STA 组中的各成员 STA 位置相邻；

处理器，用于根据分配信息在分组 SP 内接入信道。

在第六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STA 对应的 STA 组为至少一个，

接收器具体用于：
接收 AP 发送的第二消息，第二消息中携带 AP 根据 STA 的负载速率变

化信息为 STA 对应的第一 STA 组分配的第一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第一 STA

组为 STA 对应的 STA 组中 STA 可首个接入信道的 STA 组。

在第六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接收器还用于：
在接收 AP 发送的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之前，接收 AP发送的第三消息，

第三消息中携带 STA 对应的 STA 组的分组信息，分组信息是 AP根据获取的
各 STA 的相邻关系确定的。

在第六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接收器还用于：
接收 AP 发送的第四消息，第四消息用于指示 STA 保持活跃状态，第四

消息是 AP在为 STA 对应的 STA 组中除 STA 组以外的其他 STA 组分配分组
SP 时发送的。

在第六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STA 还包括：
发送器，用于在分组 SP 内传送完数据后，发送组内授予帧；组内授予帧

用于指示 STA 组中除 STA 以外的其他成员 STA 在分组 SP 的剩余时间内接

入信道。

在第六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接收器还用于：
接收 AP 发送的第五消息，第五消息中携带 AP 为第二 STA 对应的第二



STA 组分配的第二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第五消息是 AP在为 STA 对应 STA

组中除 STA 组以外的其他 STA 组分配完分组 SP 后，再经过预设时间后发送

的。
在第六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发送器还用于：
在接收器接收 AP 发送的第二消息之前，向AP发送第六消息，第六消息

用于 AP确定负载速率变化信息。

在第六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分组信息包括：组标识、STA 组
中各成员 STA 的 STA 标识、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信道接入顺序。

在第六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分配信息包括以下信息的至少一
项：组标识、分组 SP 的起始时间、分组 SP 的持续时间、分组 SP 类型，分
组 SP 类型用于指示 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信道接入方式。

在第六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式中，信道接入方式包括：按预设顺序
接入信道或按竞争方式接入信道。

上述第六方面以及上述第六方面的各可能的实施方式所提供的 STA, 其
有益效果可以参见上述第一方面和第一方面的各可能的实施方式所带来的有

益效果，在此不再赘述。

第七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信道接入系统，包括：上述第三方面提供的
接入点 AP和上述第四方面提供的站点 STA 。

上述第七方面所提供的信道接入系统，其有益效果可以参见上述第一方
面和第一方面的各可能的实施方式所带来的有益效果，在此不再赘述。

第八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信道接入系统，包括：上述第五方面提供的
接入点 AP 和上述第六方面提供的站点 STA。

上述第八方面所提供的信道接入系统，其有益效果可以参见上述第一方
面和第一方面的各可能的实施方式所带来的有益效果，在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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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

面描述中的附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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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发明提供的信道接入方法的应用场景示意图；
图 2 为信标间隔的结构示意图；
图 3 为本发明提供的信道接入方法实施例一的流程示意图；
图4为两个相邻的STA 先后监测到同一个运动物体之后的负载速率变化

示意图；
图 5 为现有技术的数据传输调度示意图；
图 6 为本发明提供的数据传输调度示意图；
图 7 为本发明本发明提供的信道接入方法实施例二的流程示意图；
图 8为 STA 分组元素的格式示意图；
图 9 为图 8 中 STA 分组字段的格式示意图；
图 10 为图 9 中 STA 分组控制字段的格式示意图；

图 11为调度元素的格式示意图；
图 12 为图 11中分配字段的格式示意图；
图 13 为图 12 中分配控制字段的格式示意图；
图 14 为组内授予帧的格式示意图；
图 15 为图 14 中分组 SP 控制字段的格式示意图；
图 16 为本发明提供的AP实施例一的结构示意图；
图 17 为本发明提供的 STA 实施例一的结构示意图；
图 18 为本发明提供的AP实施例二的结构示意图；
图 19 为本发明提供的 STA 实施例二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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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可以应用于无线视频监控场景中，例如：VPAN
等其他监控网络，本发明还可以应用于其他监控网络中,本发明对此并不限
制。本发明实施例具体以VPAN 网络为例进行示例性说明。



图 1 为本发 明提供 的信道接入方法 的应用场景示意 图，如 图 1 所示 ，

VPAN 的一个 BSS 由一个 A P 和若干个 STA 构成星型拓扑 ，沿道路、楼宇周

边、室 内楼道等进行部署 ，A P 和 STA 之 间采用无线方式进行通信 。其 中，

A P 是 VPAN —个 BSS 的中心控制和管理设备 ，其周期性地发送信标帧通知

STA 在 当前信标 间隔中各类信道接入期 （如 SP 或竞争期 ）的分配信息 ，并

接收所有 STA 的视频监控数据 ，然后将接收到的视频数据通过无线或有线方

式发送给 VPAN 网络的上层用户 （视频监控 中心 ），形成用户可 以显示的视频 ；

STA 是 VPAN 的视频监控终端设备 ，负责采集监控 区域视频信号并进行 VBR

编码形成视频数据 ，然后根据 A P 调度 的 SP, 在分配得到的信道接入时间内

通过无线信道发送到 A P。

图 2 为信标 间隔的结构示意 图，如 图 2 所示 ，一个信标 间隔 （Beacon

Interval, 简称 BI) 分为信标头 间隔 （Beacon Header Interval, 简称 BHI) 和

数据发送期 （Data Transfer Interval, 简称 DTI) 。其 中，BHI 包含两类接入

时间：一是信标传输期 （Beacon Transmission Interval, 简称 ΒΉ ) ，用于传

输信标帧 ；二是通告发送期 （Announcement Transfer Interval, 简称 ATI) ，

用于 A P 与 STA 之 间交换请求帧或 响应帧 ，为可选 出现 。DTI 由若干个基于

竞争 的访 问期 （Contention-based Access Period, 简称 CBAP) ( 或表示为竞

争期 （Contention Period, 简称 CP) ) 和若干个基于调度 的服务期 SP 组成 ，

它是数据发送期 ；在 CBAP 期间，所有 STA 可 以竞争接入信道 ，在 SP 期间，

SP 的所有者 STA 可 以接入信道 ; A P 可 以通过信标帧或通告帧通知 STA 关于

DTI 的分配信息 。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技术方案 ，旨在解决现有技术 中 A P 为 STA 分配 SP

时出现 的传输 时延长、功耗大 的技术 问题 。

下面 以具体地实施例对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进行详细说 明。下面这几个具

体 的实施例可 以相互结合 ，对于相 同或相似 的概念或过程可能在某些实施例

不再赘述 。

图 3 为本发 明提供 的信道接入方法实施例一 的流程示意 图，如 图 3 所示 ，

本实施例提供 的方法包括如下歩骤 ：

S10 A P 获取第一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信息 。

当 STA 的监控画面发生变化时 （例如有运动物体进入监控画面 ）会产生



突发 的数据流 ，STA 的负载速率则会大 幅高于监控画面稳定时的平均负载速

率 ，即 STA 的负载速率发生显著变化 ，其 中，负载速率是指 STA 的视频编

码器 的输 出数据速率 ，即视频编码后 的视频数据到达 STA MAC 层服务访 问

点 （Service Access Point, SAP) 的速率 ，以比特/秒 为单位 。负载速率变化信

息用于指示第一 STA 的负载速率发生显著变化 ，具体 的，A P 可 以根据 STA

发送 的数据帧 的速率和/或检测到 的 STA 的缓存 中的数据量变化速率 ，主动检

测 STA 的负载速率 以获取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信息 ，也可 以通过 STA 上报

的消息 （例如运动物体报 告消息 ）来确定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信息 。一般地 ，

如果一个 STA 上报运动物体报告消息 ，则所述 STA 的负载速率将大 幅升高 。

需要说 明的是 ，为 了更清楚 的说 明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 ，本实施例 中以第

一 STA 表示负载速率发生变化 的 STA, 该第一 STA 可 以是 A P 控制 的所有

STA 中的任意一个 ，并非特指某个具体 的 STA 。

5102 、A P 根据 负载速率变化信 息 ，向第一 STA 对应 的 STA 组 中的各成

员 STA 发送第一消息 ，第一消息 中携带 A P 为第一 STA 对应 的 STA 组分配

的分组 SP 的分配信 息 。

其 中，分配信息用于指示 STA 组 中各成员 STA 根据分配信息接入信道 ，

STA 组 中的各成员 STA 位置相邻 。

具体 的，本实施例 中，A P 根据各 STA 的地理位置 的相邻关系为 STA 进

行 了分组 ，每个 STA 组 中的各成员 STA 地理位置相邻 ，每个 STA 对应 的 STA

组可 以是一个或 多个 。A P 确定第一 STA 的负载速率发生变化 时，则可 以通

过信标帧或通告帧 向第一 STA 对应 的 STA 组 中的各个成员发送第一消息 ，

为第一 STA 对应 的 STA 组分配分组 SP, 使 STA 组 中的各成员都可 以在此分

组 SP 内接入信道 。

5103 、第一 STA 接 收 A P 发送 的第一消息 。

S104 、第一 STA 根据分配信息在分组 SP 内接入信道 。

具体 的，第一 STA 接收到 A P 发送 的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后 ，可 以根据

分配信息获知分组 SP 的信道接入 时间段 ，在分组 SP 的起始 时间到来 时 ，在

此 时间段 内优先或者竞争接入信道 ，向 A P 发送数据帧 。

下面 以第一 STA 监测到运动物体 、第一 STA 与第二 STA 相邻为例详细

说 明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 。



图 4 为两个相邻的 STA 先后监测到同一个运动物体之后的负载速率变化
示意图。如图 4 所示，当第一 STA 监测到运动物体后，其负载速率从稳定状

态快速升高，然后再降低到稳定状态；第二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情况与第一
STA 类似，且由于运动物体从第一 STA 的监控范围进入到第二 STA 的监控
范围时，导致第二 STA 与第一 STA 之间在负载速率上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

现有技术中，第一 STA 监测到运动物体后，AP虽然能够检测到第一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情况，但检测结果具有滞后性，且第一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
剧烈，AP 无法准确预测第一 STA 的实时负载大小，因此 AP 为第一 STA 分

配的 SP 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种，如图 5 所示，SP 太短，第一 STA 未

发送完的缓存数据必须要等到下一个可以接入信道的 TXOP (如广播 AID 的

SP 或 CBAP) 才有可能通过 AP 的动态分配进行发送，从而会面临等待下一

个 TXOP 产生的时延 T 1, 和为了在下一个 TXOP 接入信道而采用的轮询或竞

争产生的时延 T2, 不能满足实时通信需求；第二种，SP 过长，则需要将剩

余时间重新分配，从而需要其它所有有通信需求的 STA 在 SP 期间保持监听
状态，这不利于上述其它所有有通信需求的 STA 节能；而在无线视频监控网

络中，STA 都靠电池供电，节能是使 STA 保持有效工作的关键方面。

本实施例中，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中的成员可以为相邻的第一 STA

和第二 STA, 第一 STA 监测到运动物体后，如图 6 所示，AP 可以为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分配一个较长的分组 SP (分组 SP1 ) ，使第一 STA 实时发送

已进入缓存的所有负载数据，避免等待和轮询/竞争所产生的时延；同时只让
潜在的高负载第二 STA 保持监听状态，当第一 STA 发送完数据后，将剩余

时间定向分配给第二 STA, 从而减少其他 STA 为了在 SP 的剩余时间接入信
道而需要监听 SP 所产生的监听能耗。 p，本实施例提供的技术方案，AP 无

需准确预测第一 STA 的实时负载大小，而是可以直接为多个相邻的 STA (第
一STA 和第二 STA) 分配较长的分组 SP, 在满足第一 STA 的实时通信需求

的同时，实现 BSS 内多个其它 STA 的节能。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便于说明，图 5 和图 6 中用 TXOP 为广播 SP 进行
示例性说明，其中，广播 SP 表示广播 AID 的 SP。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实施例中，为了使分组 SP 能够满足负载急剧升
高的第一 STA 的通信需求，AP应为分组 SP 分配较长的持续时间，以使分组



SP 能够至少满足第一 STA 的实时通信需求，所述满足第一 STA 的实时通信
需求指第一 STA 能够将缓存内的数据帧发送完毕；而分组 SP 相比第一 STA

的原来 SP ( 即单个第一 STA 对应的 SP) 的时间延长部分，可以来自于原来
(如上个 BI 内) 分配为广播 AID 的 SP 或者竞争期 CBAP 的信道时间。在具
体分配时，例如，AP 为第一 STA 和第二 STA 分配的一个分组 SP 的时长为
TGroup , 上一个 BI 内第一 STA 的单个 SP 的平均时长为 TSTA，则可以使

G o p sTA=N, 其中N 为大于 1的正整数，即 AP分配 N 倍于第一 STA 的 SP

平均时长；或者，AP 也可以根据第一 STA 在未监测到运动物体期间的平均
负载速率 S1，第一 STA 的历史峰值负载速率 S2, 使 TCroup/TSTA=S2/Sl 。

第一 STA 发送完数据后，分组 SP 被截断，其剩余时间释放给组内其他
成员 （如上述第二 STA) ，为了使分组 SP 不再被最后一个所有者 STA (本

实施例中为第二 STA) 再次截断而导致的开销，则分组 SP 的时长应控制在
既能满足第一 STA 的实时高负载需求，又不能完全满足后续的分组 SP 所有
者 （第二 STA) 的通信需求。

本实施例提供的信道接入方法，AP根据获取的负载速率变化信息，向第
一STA 对应的 STA 组中的各成员 STA 发送第一消息，指示 STA 组中各成员
STA 在 AP为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分配的分组 SP 内接入信道，STA 组中
的各成员 STA 地理位置相邻，从而当第一 STA 的监控画面发生变化导致负
载速率变化时，AP 无需准确预测第一 STA 的实时负载大小，而是可以直接
为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分配一个较长的分组 SP, 使第一 STA 在分组 SP

内实时发送已进入缓存的所有负载数据，并将剩余时间定向分配给具有潜在
高负载的 STA 组内其他成员，从而在满足第一 STA 的实时通信需求的同时，
节省了 STA 组外其他 STA 因为需要监听广播 SP 而产生的监听能耗。

图 7 为本发明本发明提供的信道接入方法实施例二的流程示意图，本实

施例是对上述图 3 所示实施例的进一歩优化补充。在上述图 3 所示实施例的
基础上，如图 7 所示，本实施例提供的方法包括如下歩骤：

S20 AP获取各 STA 的相邻关系，并根据相邻关系向各 STA 发送第三

消息，第三消息中携带各 STA 对应的 STA 组的分组信息。
其中，分组信息可以包括：组标识、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 STA 标识、



STA 组 中各成员 STA 的信道接入顺序 。STA 标识可 以是 STA 的媒体访 问控

制 （Media Access Control, 简称 MAC) 地址或者 STA 的关联标识 (Association

identifier, 简称 AID), AID 的长度通 常小于 MAC 地址 的长度 ，本实施例 中，

优选 的，STA 标识 为 AID 。另外 ，相邻关系指 的是 STA 在地理位置上 的相邻

关系 ，例如 图 1 中所示 的，STA1 与 STA2 相邻 、STA2 与 STA3 相邻 、STA5

与 STA4 和 STA6 相邻等 。

具体 的，VPAN 部署 时按 STA 的编号顺序进行部署 ，A P 可 以从视频监

控 中心获得 STA 的编号与其 MAC 地址 的对应关系 以及用 STA 的编号表示 的

STA 之 间的相邻关系 ，A P 中存储有 STA 的 MAC 地址与 AID 的对应关系 ，

据此 ，AP 可 以获取用 STA 的 AID 表 示 的 STA 之 间的相邻关系 。A P 根据 STA

之 间的相邻关系 ，可 以为 STA 进行 分组 ，STA 组 中成员 的数量与相邻 STA

负载变化相关性有关 。例如 ，STA1 与 STA2 的负载变化强相关 ，而只与 STA3

弱相关 ，则只将 STA1 和 STA2 分为一组 。其 中，负载变化强相关指 STA1

的负载速率从高变到低 时 ，STA2 的负载速率 随之从低变到高 （可参见 图 4 ) 。

STA 对 应 的 STA 组 中各成员 STA 位置相邻 ，即表示 STA 对应 的 STA 组 中各

成员 STA 的负载变化强相关 。

本实施例 中，A P 可 以通过信标帧或通告帧发送第三消息 ，具体 的，A P

可 以在信标帧或通告帧 中增加 STA 分组元素来告知各 STA 分组信 息 。STA

接 收到多个 STA 分组元素后 ，存储 STA 分组信息 中涉及 自己的分组信 息 。

图 8 为 STA 分组元素 的格式示意 图，如 图 8 所示 ，STA 分组元素包括 ：

元素 ID 、长度和若干个 STA 分组字段 。其 中，元素 ID 字段指示 STA 分组元

素 的编号 ，长度字段指示 STA 分组元素 的长度 ，两者均可 以用 1 个 八位位组

表示 ，后续 图示 中关于字段所 占位数不再进行详细说 明；STA 分 组字段指示

STA 组 的分组情况 ，具体格式参见 图 9 和 图 10 。

如 图 9 所 示 ，STA 分组字段包括 ：STA 分组控制字段和若干个 AID 字段 ，

其 中 AID 字段指示 STA 组 中的成员 STA 的 STA 标识 ；STA 分组控制字段如

图 10 所示 ，包括 ：Group ID 字段和 STA 个数字段 。其 中，Group ID 为组标

识 ，与 STA AID 类似 ；STA 个数字段指示分到当前 Group ID 的 STA 组 内 STA

的个数 ，与 图 9 所示 的 STA 分 组字段 的 AID 字段 的个数相 同。另外 ，图 9

中 AID 的先后顺序可 以用来指示 STA 组 中各成员 STA 的信道接入顺序 ，如



图 9 中，STA 按照从 AID1 到 AIDn 的顺序接入信道。

需要说明的是，图 8-图 10 所示的格式，只是一种示例性说明，并非用于

限定本发明，后续关于元素格式的附图类似。

另外，本实施例中，A P 进行 STA 分组时，分组信息中包含 STA 组中各

成员的信道接入顺序，可以减少 STA 组中各成员竞争接入所产生的时延，进

一歩提高 STA 传输的实时性。相应的，每个 STA 对应的 STA 组为至少一个 。

S202 、第一 STA 接收 A P 发送的第三消息。

具体的，第一 STA 接收到 A P 发送的第三消息中携带的分组信息后，存

储 STA 分组信息中涉及 自己 （即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的分组信息。

S203 、第一 STA 向 A P 发送第六消息。

具体的，第一 STA 根据 VBR 编码可以检测到运动物体，当第一 STA 监测

到运动物体后，可 以向 A P 发送消息 （即第六消息），该消息具体可以是运

动物体报告消息，其可携带在控制帧或者管理帧中 （例如信息响应帧）发送给

AP，为了便于理解，下面以第六消息为运动物体报告消息为例进行示例性说

明。

在上述实施例中，A P 可 以通过主动检测第一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情况

或者接收运动物体报告消息来确定负载速率变化信息，由于 A P 主动检测的

结果存在滞后性，本实施例中，采用运动物体报告消息来实时确定负载速率

变化信息，以保证 A P 及时为第一 STA 分配分组 SP。

S204 、 A P 接收第一 STA 发送的第六消息。

S205.AP 根据第六消息，向第一 STA 对应的第一 STA 组中的各成员 STA

发送第二消息，第二消息中携带 A P 为第一 STA 对应的第一 STA 组分配的第

一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

如上述歩骤 S201 中所述，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为至少一个；本实施

例中，A P 接收到运动物体报告消息后，向第一 STA 对应的第一 STA 组中的

各成员 STA 发送第一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其中，第一 STA 组为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中第一 STA 可首个接入信道的 STA 组，以保证通信需求较高

的第一 STA 在尽早接入信道，减少竞争带来的时延。

具体的，分配信息包括以下信息的至少一项：组标识、分组 SP 的起始时

间、分组 SP 的持续时间、分组 SP 类型，其中，分组 SP 类型用于指示 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信道接入方式，信道接入方式可以包括：按预设顺序接入

信道或按竞争方式接入信道。AP 为第一 STA 组分配第一分组 SP 时，第二消
息可以通过信标帧或通告帧等发送给第一 STA 组中各成员，更为具体的，AP

可以通过信标帧或通告帧中的调度元素告知第一 STA 组中各成员第一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

图 11为调度元素的格式示意图，如图 11所示，调度元素包括：元素 ID、

长度和若干个分配字段；其中，元素 ID 字段和长度字段与上述分组元素中元

素 ID 字段和长度字段类似，分配字段指示 SP (包括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

其具体格式可参见图 12。

如图 12 所示，分配字段具体包括：分配控制字段、源 AID 字段、目的

AID 字段、分配起始时间字段、分配持续时间字段。其中，源 AID 字段指示

在分配的 SP 内通信的数据发送方的地址，例如可以为 STA 组的组标识 Group

ID; 目的 AID 字段指示在分配的 SP 内通信的数据接收方的地址，例如可以

为 AP 的标识；分配起始时间字段和分配持续时间字段指示分组 SP 的信道

接入时间段。

如图 13 所示，分配控制字段具体又包括：分配 ID、分配类型字段，其

中，分配 ID 字段指示分配的 SP 的编号；分配类型字段指示分配的 SP 的信

道接入方式，例如可以为上述分配信息中的分组 SP 类型，分配类型字段可能

的取值可如表 1所示。
表 1 分配类型字段值

其中，SP 分配、CBAP 分配和动态 SP (Dynamic SP, 简称 DSP) 分配与

现有技术一致。分组 SP (类型 1) 可以表示信道接入方式为按预设顺序接入

信道的分组 SP, 即 STA 组内除首个接入信道的 STA 之外的其它成员 STA,



按 STA 分组元素指示的预设顺序在分组 SP ( 类型 2 ) 的剩余时间内接入信道 ；

分组 SP ( 类型 2 ) 可 以表示信道接入方式为按竞争方式接入信道 的分组 SP,

即 STA 组 内除首个接入信道 的 STA 之外的其它成员 STA, 以竞争方式在分

组 SP ( 类型 2 ) 的剩余时间内接入信道 。当分组类型为分组 SP ( 类型 2 ) 时，

STA 组中的成员至少为三个 。除非作为组 内成员的 STA 发出授予帧 以释放分

组 SP 的剩余时间，否则分组 SP 只能 由分组 SP 的所有者 STA 组 内的 STA,

按照类型 1 或者类型 2 所使用 。

以一个 STA 组包括三个成员 （STA1、STA2 、STA3 ) 为例 ，类型 1 和类

型 2 两种 SP 类型的使用可 以遵循 以下准则：如果 A P 可 以准确预测 STA 组

中 STA 的负载变化顺序 ，则使用类型 1，否则 ，使用类型 2。例如 ，STA1 、

STA2 和 STA3 部署在无路 口的单行路上 ，当 STA1 监测到一个运动物体后 ，

该运动物体 以高概率会 出现在 STA2 和 STA3 的监控范围，则 A P 为 STA1 、

STA2 和 STA3 分配类型 1 的分组 SP; 而如果 STA1 、STA2 和 STA3 部署在

路 口周边 ，A P 无法预测当 STA1 监测到一个运动物体后 ，该运动物体是出现

在 STA2 还是 STA3 的监控范围，则 A P 为 STA1 、STA2 和 STA3 分配类型 2

的分组 SP。

上述调度元素格式只是一种示例性说 明，调度元素中还可 以包含其他字

段 ，此处不再详细说 明。

另外 ，需要说 明的是，A P 在某个 B I 内接收到多个 STA 上报 的运动物体

报告消息时，则为上述多个 STA 都分配一个独立的分组 SP, 以使各个 STA

公平地使用分组 SP, 避免出现分组 SP 总被接入信道顺序靠前的 STA 持续优

先 占用 ，而接入信道顺序靠后 的 STA 不能分享到信道时间的情况 。例如：有

多个运动物体持续按 同一个方 向顺序进入依次相邻 的 STAl , STA2 , STA3

的监控范围，A P 在某个 B I 内同时接收到 STAl , STA2 上报 的运动物体报告

消息，则可 以同时为 STA1 对应的 STA1 可首个接入信道 的 STA 组 （STA1 ,

STA2) 、 STA2 对应 的 STA2 可首个接入信道 的 STA 组 （STA2，STA3 ) 各

分配一个分组 SP, 以防止 STA1 保持高负载而持续挤压 STA2 和 STA3 的信

道时间。

S206 、A P 根据分组信息 向第一 STA 组中除第一 STA 以外的其他成员

STA 发送第 四消息。



具体的，A P 接收到运动物体报告消息后，可以向第一 STA 组中除第一

STA 以外的其他成员 STA 发送第四消息，指示其他成员 STA 保持活跃状态，

以使与第一 STA 相邻的 STA 在第一 STA 传送完数据后以及在各 自监测到运

动物体后的第一时间，就开始尝试接入信道，以减少因休眠而导致的监测到

运动物体的高优先级数据不能立即发送而产生的时延。

为了便于说明，本实施例中，除了特殊说明，均以第一 STA 组包括第一

STA 和第二 STA 为例进行示例性说明，则本歩骤中第一 STA 组中除第一 STA

以外的其他成员 STA 即为第二 STA 。

本实施例中，第四消息可以在 A P 获得控制权后以广播形式发送给第二

STA, 或者在确认帧中发送给第二 STA 。

需要说明的是，歩骤 S206 与歩骤 S207 之间没有严格的时序关系，只要

在第二 STA 接入信道之前发送即可。

5207 、第一 STA 接收 A P 发送的第二消息。

5208 、第一 STA 根据第一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在第一分组 SP 内接入信道。

具体的，第一 STA 接收到第二消息中携带的第一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后，

根据分配信息中的分组 SP 的起始时间、分组 SP 的持续时间在第一分组 SP

对应的时间段内接入信道。

5209 、第一 STA 在第一分组 SP 内传送完数据后，发送组内授予帧。

具体的，第一 STA 在第一分组 SP 内传送完数据后，若有剩余时间，则

可以向组内的其他成员 STA 发送组内授予帧，以指示其他成员 STA 接入信

道。

图 14 为组内授予帧的格式示意图，如图 14 所示，组内授予帧包括：帧

控制、持续期、接收地址 RA 、发送地址 TA 、分组 SP 控制和帧校验序列字

段。其中，帧控制、持续期和帧校验序列字段的含义与 VPAN 标准中授予帧

中相应字段的含义相同，此处不再赘述；RA 字段指示接收 STA 的 MAC 地

址，当期望发送给 1个以上的目的 STA 时，该地址可以设置为广播地址，此

时只有未曾接入过信道的组内其它 STA 应当接收该组内授予帧；TA 字段指

示发送 STA ( 例如第一 STA) 的 MAC 地址；分组 SP 控制字段的具体格式可

参见图 15。

如图 15 所示，分组 SP 控制字段具体包括：剩余时间类型和剩余时间长



度。其中，剩余时间类型字段设置为 0 时，表示剩余时间类型为分组 SP, 为

其他值时，表示剩余时间类型为竞争期；剩余时间长度字段表示分组 SP 所剩

余的时间长度，单位为 8 微秒。

以歩骤 S205 中一个 STA 组包括三个成员 （STA1 、STA2 、STA3 ) 为例，

若分组 SP 为类型 1，STA1 发送完数据后，若有剩余时间，则向 STA2 发送

组内授予帧，其中，组内授予帧的 RA 字段设置为 STA2 的 MAC 地址，TA

字段设置为 STA1 的 MAC 地址，剩余时间类型字段设置为 0 ; STA2 发送完

数据后，若有剩余时间，则向 STA3 发送组内授予帧，其中，组内授予帧的

RA 字段设置为 STA3 的 MAC 地址，TA 字段设置为 STA2 的 MAC 地址，剩

余时间类型字段设置为 0 ; STA3 发送完数据后，若还有剩余时间，则以广播

形式发送授予帧，指示所有 STA 可以竞争接入。若分组 SP 为类型 2，STA1

发送完数据后，若有剩余时间，则向 STA2 和 STA3 发送组内授予帧，其中，

组内授予帧的 RA 字段设置为广播地址，TA 字段设置为 STA1 的 MAC 地址，

剩余时间类型字段设置为非 0。

S210、在预设时间后，A P 向 STA 组中的第二 STA 对应的第二 STA 组

中的各成员 STA 发送第五消息，第五消息中携带 A P 为第二 STA 对应的第二

STA 组分配的第二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

其中，第二 STA 组为第二 STA 对应的 STA 组中第二 STA 可首个接入信

道的 STA 组。

本实施例中，A P 接收到 STA 发送的运动物体报告消息后，即会向 STA

分配分组 SP, 即 A P 接收到第二 STA 发送的运动物体报告消息后，会 向第二

STA 分配分组 SP。而如图 4 所示，第一 STA 和第二 STA 的负载速率存在此

消彼长的关系，当 A P 接收到第一 STA 发送的运动物体报告消息后，可以预

测第一 STA 的相邻 STA ( 第二 STA) 也监测到该运动物体为高概率事件，因

此，A P 可以预先为第二 STA 分配信道时间。

具体的，A P 可以根据历史经验预测第二 STA 监测到运动物体的时间，

在第一次接收到第一 STA 发送的运动物体报告消息后，经过预估的预设时间，

预先为第二 STA 对应的第二 STA 组分配第二分组 SP, 使得第二 STA 尽早接

入信道。例如，A P 可根据第二 STA 监测到的运动物体的运动速率，以及第

一 STA 和第二 STA 之间的距离，估计第二 STA 监测到运动物体的时间间隔



作为所述预估的预设时间。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 AP 能够准确推断运动物体即将进入第二 STA, 则

可以在第二STA 上报运动物体报告消息之前为第二STA 组分配第二分组SP;

否则，不可以提前为第二 STA 组分配第二分组 SP。

本实施例相比现有技术，通过使 AP 不增加调度信令开销的情况下，通
过将原本分配为广播地址 SP 或者竞争期的信道时间，重新分配为 STA 组的
分组 SP, 使 STA 组内的各个 STA 可以根据各自的接入顺序和负载需求，既
可以灵活地延长占用的 SP 时间，又可以灵活地截断 SP, 将剩余的 SP 时间分
配给组内的其它以高概率具有高负载的成员 STA, 使 STA 组外的其它 STA

无需在分组 SP 内保持监听从而获得节能。本实施例中为 STA 组分配分组 SP

的信道接入机制，既可以保障发现视频监控目标的 STA ( 即首个在分组 SP

接入信道的 STA) 的实时性传输需求，又通过 STA 组在组内成员之间自行完
成分组 SP 的时间分配，节省了AP 为广播地址 SP 进行动态分配的轮询开销，
以及减少了大量其它 STA 因为监听广播地址 SP 或者在竞争期内竞争而导致
的监听/竞争能耗。

图 16 为本发明提供的 AP 的结构示意图，如图 16 所示，本实施例中的
AP包括：

处理模块 110，用于获取第一站点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信息；
发送模块 120，用于根据负载速率变化信息，向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

中的各成员 STA 发送第一消息，第一消息中携带 AP 为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分配的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第一消息用于指示 STA 组中各成员 STA 根据
分配信息在分组 SP 内接入信道，STA 组中的各成员 STA 位置相邻。

作为本发明一种具体的实施方式，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为至少一个，

发送模块 120 具体用于:根据负载速率变化信息，向第一 STA 对应的第一 STA

组中的各成员 STA 发送第二消息，第二消息中携带 AP为第一 STA 对应的第
一STA 组分配的第一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第二消息用于指示第一 STA 组中
各成员 STA 根据第一分组 SP 对应的分配信息在第一分组 SP 内接入信道，第
一STA 组为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中第一 STA 可首个接入信道的STA 组。

进一歩的，处理模块 110 还用于：在获取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信息之前，



获取各 STA 的相邻关系，并根据相邻关系指示发送模块 120 向各 STA 发送

第三消息，第三消息中携带各 STA 对应的 STA 组的分组信息。
发送模块 120 还用于：在处理模块 110 获取第一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信

息之后，根据分组信息向第一 STA 组中除第一 STA 以外的其他成员 STA 发
送第四消息，所述第四消息用于指示接收第四消息的 STA 保持活跃状态。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第二消息还用于指示第一 STA 在第一分组 SP

内传送完数据后，发送组内授予帧；组内授予帧用于指示第一 STA 组中除第
一STA 以外的其他成员 STA 在第一分组 SP 的剩余时间内接入信道。

发送模块 120 还用于：在预设时间后，向第一 STA 组中的第二 STA 对
应的第二 STA 组中的各成员 STA 发送第五消息，第五消息中携带 AP 为所述
第二 STA 对应的第二 STA 组分配的第二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第二 STA 组

为第二 STA 对应的 STA 组中第二 STA 可首个接入信道的 STA 组。
可选的，AP还包括：接收模块 130，用于接收第一 STA 发送的第六消息，

第六消息用于处理模块 110 确定负载速率变化信息。
本实施例中，分组信息可以包括：组标识、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 STA

标识、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信道接入顺序。

分配信息可以包括以下信息的至少一项：组标识、分组 SP 的起始时间、
分组 SP 的持续时间、分组 SP 类型，分组 SP 类型用于指示 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信道接入方式。

信道接入方式可以包括：按预设顺序接入信道或按竞争方式接入信道。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 AP，可以执行上述方法实施例，其实现原理和技术

效果类似，此处不再赘述。

图 17 为本发明提供的 STA 的结构示意图，如图 17 所示，本实施例中的
STA, 包括：

接收模块 210，用于接收接入点 AP 发送的第一消息，第一消息中携带
AP根据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信息为 STA 对应的 STA 组分配的分组 SP 的分
配信息，STA 组中的各成员 STA 位置相邻；

处理模块 220，用于根据分配信息在分组 SP 内接入信道。
作为本发明一种具体的实施方式，STA 对应的 STA 组为至少一个，接收



模块 210 具体用于：接收 AP 发送的第二消息，第二消息中携带 AP 根据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信息为 STA 对应的第一 STA 组分配的第一分组 SP 的分配信

息，第一 STA 组为 STA 对应的 STA 组中 STA 可首个接入信道的 STA 组。

进一歩的，接收模块 210 还用于：在接收 AP 发送的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

之前，接收 AP 发送的第三消息，第三消息中携带 STA 对应的 STA 组的分组

信息，分组信息是 AP 根据获取的各 STA 的相邻关系确定的。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接收模块 210 还用于：接收 A P 发送的第四消

息，所述第四消息用于指示 STA 保持活跃状态，第四消息是 AP 在为 STA 对

应的 STA 组中除 STA 组以外的其他 STA 组分配分组 SP 时发送的。

作为本发明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STA 还包括：

发送模块 230，用于在分组 SP 内传送完数据后，发送组内授予帧；组内

授予帧用于指示 STA 组中除 STA 以外的其他成员 STA 在分组 SP 的剩余时

间内接入信道。
可选的，接收模块 210 还用于：接收 AP 发送的第五消息，第五消息中

携带 AP 为第二 STA 对应的第二 STA 组分配的第二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第

二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是 AP 在为 STA 对应 STA 组中除 STA 组以外的其他

STA 组分配完分组 SP 后，再经过预设时间后发送的。

发送模块 230 还用于：在接收模块 210 接收 AP 发送的第二消息之前，

向 AP 发送第六消息，第六消息用于 AP 确定负载速率变化信息。

本实施例中，分组信息可以包括：组标识、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 STA

标识、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信道接入顺序。

分配信息可以包括以下信息的至少一项：组标识、分组 SP 的起始时间、
分组 SP 的持续时间、分组 SP 类型，分组 SP 类型用于指示 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信道接入方式。

信道接入方式可以包括：按预设顺序接入信道或按竞争方式接入信道。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 STA, 可以执行上述方法实施例，其实现原理和技

术效果类似，此处不再赘述。

图 18 为本发明提供的 AP 实施例

施例中的 AP300 包括：



处理器 310，用于获取第一站点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信息；

发送器 320，用于根据负载速率变化信息，向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中

的各成员 STA 发送第一消息，第一消息中携带 AP 为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分配的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第一消息用于指示 STA 组中各成员 STA 根据

分配信息在分组 SP 内接入信道，STA 组中的各成员 STA 位置相邻。
作为本发明一种具体的实施方式，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为至少一个，

发送器 320 具体用于：根据负载速率变化信息，向第一 STA 对应的第一 STA

组中的各成员 STA 发送第二消息，第二消息中携带 AP 为第一 STA 对应的第

一 STA 组分配的第一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第二消息用于指示第一 STA 组中

各成员 STA 根据第一分组 SP 对应的分配信息在第一分组 SP 内接入信道，第

一STA 组为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中第一 STA 可首个接入信道的 STA 组。

进一歩的，处理器 310 还用于：在获取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信息之前，

获取各 STA 的相邻关系，并根据相邻关系指示发送器 320 向各 STA 发送第

三消息，第三消息中携带各 STA 对应的 STA 组的分组信息。

发送器 320 还用于：在处理器 310 获取第一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信息之

后，根据分组信息向第一 STA 组中除第一 STA 以外的其他成员 STA 发送第

四消息，所述第四消息用于指示接收第四消息的 STA 保持活跃状态。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第二消息还用于指示第一 STA 在第一分组 SP

内传送完数据后，发送组内授予帧；组内授予帧用于指示第一 STA 组中除第

一 STA 以外的其他成员 STA 在第一分组 SP 的剩余时间内接入信道。

发送器 320 还用于：在预设时间后，向第一 STA 组中的第二 STA 对应

的第二 STA 组中的各成员 STA 发送第五消息，第五消息中携带 AP 为所述第

二 STA 对应的第二 STA 组分配的第二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第二 STA 组为

第二 STA 对应的 STA 组中第二 STA 可首个接入信道的 STA 组。

可选的，AP300 还包括：接收器 330，用于接收第一 STA 发送的第六消

息，第六消息用于处理器 310 确定负载速率变化信息。

本实施例中，分组信息可以包括：组标识、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 STA

标识、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信道接入顺序。

分配信息可以包括以下信息的至少一项：组标识、分组 SP 的起始时间、

分组 SP 的持续时间、分组 SP 类型，分组 SP 类型用于指示 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信道接入方式。

信道接入方式可以包括：按预设顺序接入信道或按竞争方式接入信道。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 AP，可以执行上述方法实施例，其实现原理和技术

效果类似，此处不再赘述。

图 19 为本发明提供的 STA 实施例二的结构示意图，如图 19 所示，本实

施例中的 STA400, 包括：

接收器 410，用于接收接入点 AP 发送的第一消息，第一消息中携带 AP

根据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信息为 STA 对应的 STA 组分配的分组 SP 的分配

信息，STA 组中的各成员 STA 位置相邻；

处理器 420，用于根据分配信息在分组 SP 内接入信道。
作为本发明一种具体的实施方式，STA 对应的 STA 组为至少一个，接收

器 410 具体用于：接收 AP 发送的第二消息，第二消息中携带 AP 根据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信息为 STA 对应的第一 STA 组分配的第一分组 SP 的分配信

息，第一 STA 组为 STA 对应的 STA 组中 STA 可首个接入信道的 STA 组。

进一歩的，接收器 410 还用于：在接收 AP 发送的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之

前，接收 AP 发送的第三消息，第三消息中携带 STA 对应的 STA 组的分组信

息，分组信息是 A P 根据获取的各 STA 的相邻关系确定的。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接收器 410 还用于：接收 AP 发送的第四消息，

所述第四消息用于指示 STA 保持活跃状态，第四消息是 AP 在为 STA 对应的

STA 组中除 STA 组以外的其他 STA 组分配分组 SP 时发送的。
作为本发明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STA400 还包括：

发送器 430，用于在分组 SP 内传送完数据后，发送组内授予帧；组内授

予帧用于指示 STA 组中除 STA 以外的其他成员 STA 在分组 SP 的剩余时间

内接入信道。

可选的，接收器 410 还用于：接收 AP 发送的第五消息，第五消息中携

带 AP 为第二 STA 对应的第二 STA 组分配的第二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第二

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是 AP在为 STA 对应 STA 组中除 STA 组以外的其他 STA

组分配完分组 SP 后，再经过预设时间后发送的。

发送器 430 还用于：在接收器 410 接收 AP 发送的第二消息之前，向 AP



发送第六消息，第六消息用于 AP确定负载速率变化信息。
本实施例中，分组信息可以包括：组标识、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 STA

标识、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信道接入顺序。

分配信息可以包括以下信息的至少一项：组标识、分组 SP 的起始时间、
分组 SP 的持续时间、分组 SP 类型，分组 SP 类型用于指示 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信道接入方式。

信道接入方式可以包括：按预设顺序接入信道或按竞争方式接入信道。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 STA, 可以执行上述方法实施例，其实现原理和技

术效果类似，此处不再赘述。

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一种信道接入系统，该系统包括：上述图 16 所示实
施例中的 AP和图 17 所示的实施例中的 STA 。

具体的，STA 为至少一个，AP 和若干个 STA 构成星型拓扑。该系统可

以执行上述方法实施例，其实现原理和技术效果类似，此处不再赘述。
本发明一实施例还提供一种信道接入系统，该系统包括：上述图 18 所示

实施例中的 AP和图 19 所示的实施例中的 STA 。

具体的，STA 为至少一个，AP 和若干个 STA 构成星型拓扑。该系统可

以执行上述方法实施例，其实现原理和技术效果类似，此处不再赘述。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各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

其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各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

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
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范围。



权利要求书

1、一种信道接入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

接入点 A P 获取第一站点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信息；

所述 A P 根据所述负载速率变化信息 ，向所述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中

的各成员 STA 发送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中携带所述 A P 为所述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分配的分组服务期 SP 的分配信息；所述第一消息用于指示所

述 STA 组中各成员 STA 根据所述分配信息在所述分组 SP 内接入信道 ，所述

STA 组中的各成员 STA 位置相邻 。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信道接入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为至少一个 ，所述 A P 根据所述负载速率变化信息 向所述 STA

对应的 STA 组中的各成员 STA 发送第一消息 ，具体包括：

所述 A P 根据所述负载速率变化信息 ，向所述第一 STA 对应 的第一 STA

组中的各成员 STA 发送第二消息 ，所述第二消息中携带所述 A P 为所述第一

STA 对应的第一 STA 组分配的第一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所述第二消息用于

指示所述第一 STA 组中各成员 STA 根据所述第一分组 SP 对应 的分配信息在

所述第一分组 SP 内接入信道 ，所述第一 STA 组为所述第一 STA 对应 的 STA

组中所述第一 STA 可首个接入信道 的 STA 组 。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信道接入方法 ，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 A P 获取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信息之前 ，所述方法还包括 ：

所述 A P 获取各 STA 的相邻关系，并根据所述相邻关系 向各所述 STA 发

送第三消息，所述第三消息中携带各所述 STA 对应的 STA 组的分组信息 。

4、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 的信道接入方法 ，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 A P 获取

第一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信息之后 ，所述方法还包括 ：

所述 A P 根据所述分组信息 向所述第一 STA 组中除所述第一 STA 以外的

其他成员 STA 发送第 四消息 ，所述第 四消息用于指示接收所述第 四消息的

STA 保持活跃状态 。

5、根据权利要求 2-4 任一项所述 的信道接入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

二消息还用于指示所述第一 STA 在所述第一分组 SP 内传送完数据后 ，发送

组 内授予帧；所述组 内授予帧用于指示所述第一 STA 组中除所述第一 STA

以外的其他成员 STA 在所述第一分组 SP 的剩余时间内接入信道 。



6、根据权利要求 2-5 任一项所述 的信道接入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方

法还包括 ：

在预设时间后 ，所述 A P 向所述第一 STA 组中的第二 STA 对应的第二

STA 组中的各成员 STA 发送第五消息，所述第五消息中携带所述 A P 为所述

第二 STA 对应的第二 STA 组分配的第二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所述第二 STA

组为所述第二 STA 对应的 STA 组中所述第二 STA 可首个接入信道 的 STA 组 。

7、根据权利要求 1-6 任一项所述 的信道接入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

A P 获取第一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信息 ，具体包括：

所述 A P 接收所述第一 STA 发送 的第六消息 ，所述第六消息用于所述 A P

确定所述负载速率变化信息。

8、根据权利要求 3-7 任一项所述 的信道接入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分

组信息包括：组标识、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 STA 标识、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信道接入顺序 。

9、根据权利要求 1-8 任一项所述 的信道接入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分

配信息包括 以下信息的至少一项：组标识、分组 SP 的起始时间、分组 SP 的

持续时间、分组 SP 类型 ，所述分组 SP 类型用于指示 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信道接入方式 。

10、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 的信道接入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信道接入

方式包括 ：按预设顺序接入信道或按竞争方式接入信道 。

11、一种信道接入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

第一站点 STA 接收接入点 A P 发送 的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中携带所

述 A P 根据所述负载速率变化信息为所述第一 STA 对应 的 STA 组分配的分组

服务期 SP 的分配信息，所述 STA 组中的各成员 STA 位置相邻 ；

所述第一 STA 根据所述分配信息在所述分组 SP 内接入信道 。

12、根据权利要求 11 所述 的信道接入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为至少一个 ，所述第一 STA 接收 A P 发送 的分组服务期 SP 的

第一消息 ，具体包括：

所述第一 STA 接收所述 A P 发送 的第二消息，所述第二消息中携带所述

A P 根据所述负载速率变化信息为所述第一 STA 对应的第一 STA 组分配的第

一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所述第一 STA 组为所述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中



所述第一 STA 可首个接入信道的 STA 组。

13、根据权利要求 12 所述 的信道接入方法 ，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第一

STA 接收所述 A P 发送的第一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之前，所述方法还包括：

所述第一 STA 接收所述 A P 发送的第三消息，所述第三消息中携带所述

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的分组信息，所述分组信息是所述 A P 根据获取的各

STA 的相邻关系确定的。

14、根据权利要求 12 或 13 所述的信道接入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方

法还包括：

所述第一 STA 接收所述 A P发送的第 四消息，所述第 四消息用于指示 STA

保持活跃状态 ，所述第 四消息是所述 A P 在为所述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中

除所述第一 STA 组以外的其他 STA 组分配分组 SP 时发送 的。

15、根据权利要求 12-14 任一项所述的信道接入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

述方法还包括：

所述第一 STA 在所述第一分组 SP 内传送完数据后，发送组内授予帧；

所述组内授予帧用于指示所述第一 STA 组中除所述第一 STA 以外的其他成

员 STA 在所述第一分组 SP 的剩余时间内接入信道 。

16、根据权利要求 12-15 任一项所述的信道接入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

述方法还包括：

所述第一 STA 接收所述 A P 发送的第五消息，所述第五消息中携带所述

A P 为所述第二 STA 对应的第二 STA 组分配的第二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所

述第五消息是所述 A P 在为所述第一 STA 对应 STA 组中除所述第一 STA 组

以外的其他 STA 组分配完分组 SP 后，再经过预设时间后发送 的。

17、根据权利要求 11-16 任一项所述的信道接入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

所述第一 STA 接收所述 A P 发送的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之前，所述方法还包

括：

所述第一 STA 向所述 A P 发送第六消息，所述第六消息用于所述 A P 确

定所述负载速率变化信息。

18、根据权利要求 13-17 任一项所述的信道接入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

述分组信息包括：组标识、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 STA 标识、STA 组中各

成员 STA 的信道接入顺序 。



19、根据权利要求 11-18 任一项所述的信道接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分配信息包括 以下信息的至少一项：组标识、分组 SP 的起始时间、分组

SP 的持续时间、分组 SP 类型 ，所述分组 SP 类型用于指示 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信道接入方式。

20、根据权利要求 20 所述的信道接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信道接入

方式包括：按预设顺序接入信道或按竞争方式接入信道 。

2 1、一种接入点 A P，其特征在于，包括：

处理模块，用于获取第一站点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信息；

发送模块，用于根据所述负载速率变化信息，向所述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中的各成员 STA 发送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中携带所述 A P 为所述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分配的分组服务期 SP 的分配信息；所述第一消息用于指

示所述 STA 组中各成员 STA 根据所述分配信息在所述分组 SP 内接入信道 ，

所述 STA 组中的各成员 STA 位置相邻 。

22、根据权利要求 2 1 所述的 A P，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为至少一个 ，所述发送模块具体用于：

根据所述负载速率变化信息，向所述第一 STA 对应的第一 STA 组中的

各成员 STA 发送第二消息，所述第二消息中携带所述 A P 为所述第一 STA 对

应的第一 STA 组分配的第一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所述第二消息用于指示所

述第一 STA 组中各成员 STA 根据所述第一分组 SP 对应的分配信息在所述第

一分组 SP 内接入信道 ，所述第一 STA 组为所述第一 STA 对应的 STA 组中

所述第一 STA 可首个接入信道的 STA 组。

23、根据权利要求 22 所述的 A P，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模块还用于：

在获取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信息之前，获取各 STA 的相邻关系，并根

据所述相邻关系指示所述发送模块 向各所述 STA 发送第三消息，所述第三消

息中携带各所述 STA 对应的 STA 组的分组信息。

24、根据权利要求 23 所述的 A P，其特征在于 ，所述发送模块还用于：

在所述处理模块获取第一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信息之后，根据所述分组

信息向所述第一 STA 组中除所述第一 STA 以外的其他成员 STA 发送第 四消

息，所述第 四消息用于指示接收所述第 四消息的 STA 保持活跃状态 。

25、根据权利要求 22-24 任一项所述 的 A P，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消息



还用于指示所述第一 STA 在所述第一分组 SP 内传送完数据后，发送组内授

予帧；所述组内授予帧用于指示所述第一 STA 组中除所述第一 STA 以外的

其他成员 STA 在所述第一分组 SP 的剩余时间内接入信道。

26、根据权利要求 22-25 任一项所述的 A P，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送模块

还用于：

在预设时间后，向所述第一 STA 组中的第二 STA 对应的第二 STA 组中

的各成员 STA 发送第五消息，所述第五消息中携带所述 A P 为所述第二 STA

对应的第二 STA 组分配的第二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所述第二 STA 组为所述

第二 STA 对应的 STA 组中所述第二 STA 可首个接入信道的 STA 组。

27、根据权利要求 21-26 任一项所述的 A P，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接收模块，用于接收所述第一 STA 发送的第六消息，所述第六消息用于

所述处理模块确定所述负载速率变化信息。

28、根据权利要求 23-27 任一项所述的 A P，其特征在于，所述分组信息

包括：组标识、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 STA 标识、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

信道接入顺序。

29、根据权利要求 21-28 任一项所述的 A P，其特征在于，所述分配信息

包括以下信息的至少一项：组标识、分组 SP 的起始时间、分组 SP 的持续时

间、分组 SP 类型，所述分组 SP 类型用于指示 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信道

接入方式。

30、根据权利要求 29 所述的 A P，其特征在于，所述信道接入方式包括：

按预设顺序接入信道或按竞争方式接入信道。

3 1、一种站点 STA, 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收模块，用于接收接入点 A P 发送的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中携带

所述 A P 根据所述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信息为所述 STA 对应的 STA 组分配

的分组服务期 SP 的分配信息，所述 STA 组中的各成员 STA 位置相邻；

处理模块，用于根据所述分配信息在所述分组 SP 内接入信道。

32、根据权利要求 31 所述的 STA, 其特征在于，所述 STA 对应的 STA

组为至少一个，所述接收模块具体用于：

接收所述 A P 发送的第二消息，所述第二消息中携带所述 A P 根据所述

STA 的负载速率变化信息为所述 STA 对应的第一 STA 组分配的第一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所述第一 STA 组为所述 STA 对应的 STA 组中所述 STA 可首个

接入信道的 STA 组。

33、根据权利要求 32 所述的 STA, 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模块还用于：

在接收所述 A P 发送的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之前，接收所述 A P 发送的第

三消息，所述第三消息中携带所述 STA 对应的 STA 组的分组信息，所述分

组信息是所述 A P 根据获取的各 STA 的相邻关系确定的。

34、根据权利要求 32 或 33 所述的 STA, 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模块还

用于：

接收所述 A P 发送的第四消息，所述第四消息用于指示 STA 保持活跃状

态，所述第四消息是所述 A P 在为所述 STA 对应的 STA 组中除所述 STA 组

以外的其他 STA 组分配分组 SP 时发送的。

35、根据权利要求 32-34 任一项所述的 STA, 其特征在于，所述 STA 还

包括：

发送模块，用于在所述分组 SP 内传送完数据后，发送组内授予帧；所述

组内授予帧用于指示所述 STA 组中除所述 STA 以外的其他成员 STA 在所述

分组 SP 的剩余时间内接入信道。

36、根据权利要求 32-35 任一项所述的 STA, 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模

块还用于：

接收所述 A P 发送的第五消息，所述第五消息中携带所述 A P 为所述第二

STA 对应的第二 STA 组分配的第二分组 SP 的分配信息，所述第五消息是所

述 A P 在为所述 STA 对应 STA 组中除所述 STA 组以外的其他 STA 组分配完

分组 SP 后，再经过预设时间后发送的。

37、根据权利要求 35 或 36 所述的 STA, 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送模块还

用于：

在所述接收模块接收所述 A P 发送的第二消息之前，向所述 A P 发送第六

消息，所述第六消息用于所述 A P 确定所述负载速率变化信息。

38、根据权利要求 33-37 任一项所述的 STA, 其特征在于，所述分组信

息包括：组标识、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 STA 标识、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信道接入顺序。

39、根据权利要求 31-38 任一项所述的 STA, 其特征在于，所述分配信



息包括以下信息的至少一项：组标识、分组 SP 的起始时间、分组 SP 的持续

时间、分组 SP 类型，所述分组 SP 类型用于指示 STA 组中各成员 STA 的信

道接入方式。

40、根据权利要求 39 所述的 STA, 其特征在于，所述信道接入方式包

括：按预设顺序接入信道或按竞争方式接入信道。

4 1、一种信道接入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如权利要求 21-30 任一项

所述的接入点 A P 和如权利要求 31-40 任一项所述的站点 S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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