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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Disclosed are a method, system,

A A and related device for transmission. The transmis
sion method comprises: a terminal combines the
first Semi-persistent Scheduling (SPS) and the
second SPS; the terminal sends data packets of

终端合并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第二半持久 S 10 1 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 VoIP and high prior
调度 资源 ity messages at the same time by the combined

first SPS and second SPS, wherein transmission
class of said high priority messages are higher

所述终端通过合并的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 than said data packets of VoIP. By the present in
S 10 2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同时发送 因特 网协议语 vention, data packets of VoIP and high priority

音业务数据 包和 高优先级消息 messages can be sent at the same time using extra
SPS. It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telecommunica
tion quality of VoIP not very high in the prior

图 7 / Fig. which i s generated by segmentation and delay of
B B data packets of VoIP, and can avoid adding re

quirements for physical downlink control channel
5101 A TERMINAL COMBINES THE FIRST SEMI-PERSISTENT capacity in dynamic resource scheduling. By flex

SCHEDULING (SPS) AND THE SECOND SPS ible allocation and using the SPS, it can improve< 5102 THE TERMINAL SENDS DATA PACKETS O F VOICE OVER quality of telecommunication and promote users'
INTERNET PROTOCOL VOIP AND HIGH PRIORITY MESSAGES usage experience.
A T THE SAME TIME BY THE COMBINED FIRST SPS AND
SECOND SPS (57) 摘要:本发 明实施例 公开 了一种传输方

AA START 法 、系 统和 相 关 装 置 ，所 述 传 输 方 法 包
B B END 括 ：终端合并第 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第二

半持久调度 资源 ；终端通过合并 的第一半
持久调度 资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 同时发送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包和高优先级消息；其 中，所述高优先
级消息的传输级别高于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包 。采用本发 明，能够利用额外 的半持久调度 资源 同时发
送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包和高优先级消息 ，不仅解决 了现有技术 中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包分段和延迟
导致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通信质量不高 的问题 ，也避免 了动态调度 资源时对物理下行控制信道容量 的需求增加
的问题 ，通过灵活 的配置和使用半持久调度资源 ，能够提高通信质 :量，提升用户 的使用体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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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传输方法、系统和终端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通信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传输方法、系统和终端。

背景技术

目前，半持久调度 （Semi-persistent Scheduling, SPS ) 资源主要应用于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 （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 VoIP ) , 它不仅节省 了物理下行控

制信道 （Physical Downlink Control Channel, PDCCH ) , 还增加 了服务小区支持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的用户数。

在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 （3rd Generation Partner Project, 3GPP ) 长期演进

( Long Term Evolution, LTE )版本 8 和版本 9 中，终端使用功率余量报告（Power

Headroom Reporting, PHR ) 向为其服务的基站报告该终端标称最大发射功率和

在上行共享传输信道 （Uplink Shared Channel, UL-SCH ) 上估计发射功率的差

异。而在版本 10 中，还可以使用扩展功率余量报告实现该功能，终端向为其服

务的基站报告该终端标称最大发射功率和在每个激活状态的服务小区的上行共

享传输信道上估计发射 功率 的差异 。功率余量报告或者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

( Extended PHR ) 支持周期性触发或基 于下行路损 变化 （Downlink path loss

change ) 等情况的事件触发，终端可利用基站为其动态分配的资源或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功率余量报告或扩展功率余量报告。

当终端需要 同时发送功率余量报告 （或扩展功率余量报告 ）与因特 网协议

语音业务数据 包时，现有技术中缺乏同时传输功率余量报告 （或扩展功率余量

报告 ）与因特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的机制。

发明内容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传输方法、系统和相关终端，以解决现有技术中无

法同时发送扩展功率余量报告和因特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的问题。

第一方面，本发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传输方法，包括：

终端合并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及



所述终端通过合并的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同时发送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 高优先级消息；

其 中，所述高优先级消息的传输级别高于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

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方法还 包括：

所述终端接收基站发送的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并调用所述第二

半持久调度 资源；

其 中，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配置信息包括以下至少一种：

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指示，用于指示 当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PDCCH 激活所述

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时，保存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目标 ，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与所述第一

半持久调度 资源合并后发送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和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 ，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与所述

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周期相 同或不同。

结合第一方面或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

方式中，所述方法还 包括：

所述终端复用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所述高优先级消息；

所述终端通过合并的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同时发送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 高优先级消息，具体 包括：

所述终端通过合并的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

复用的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高优先级消息。

结合第一方面或第一方面的第一种或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方法还 包括：

当所述终端发送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且不发送所述 高优先级消

息时，所述终端释放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

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

结合第一方面或第一方面的第一种或第二种或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

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高优先级消息包括以下至少一种：

扩展功率余量报告；



长格式緩沖区状态报告；

无线资源控制 RRC 消息；

功率余量报告 ；

緩沖区状态报告 。

结合第一方面或第一方面的第一种或第二种或第三种或第四种可能的实现

方式，在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为共享半持久调

度资源。

第二方面，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传输方法，包括：

基站向终端发送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和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

信 息，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终端支持第一半持久调

度 资源，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终端支持第二半持久

调度 资源；和

所述基站激活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或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用于所

述终端：

通过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

通过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高优先级消息；或

通过合并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 因

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

其 中，所述高优先级消息的传输级别高于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

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包括以下

至少一种：

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指示，用于指示 当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PDCCH 激活所述

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时，保存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目标 ，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 高

优先级消息；和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 ，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与所述

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周期相 同或不同。

结合第二方面或第二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

方式中，所述高优先级消息包括以下至少一种：

扩展功率余量报告；



长格式緩沖区状态报告；

无线资源控制 RRC 消息；

功率余量报告 ；

緩沖区状态报告 。

第三方面，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终端 ，包括：

合并模块，用于合并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发送模块 ，用于通过所述合并模块合并的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第二半持

久调度资源同时发送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 高优先级消息；

其 中，所述高优先级消息的传输级别高于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

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终端还 包括：

调用模块 ，用于接收基站发送的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并调用所

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

其 中，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配置信息包括以下至少一种：

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指示，用于指示 当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PDCCH 激活所述

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时，保存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目标 ，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与所述第一

半持久调度 资源合并后发送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和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 ，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与所述

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周期相 同或不同。

结合第三方面或第三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

方式中，所述终端还 包括：

复用模块，用于复用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所述高优先级消息；

所述发送模块具体用于：

通过所述合并模块合并的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

所述复用模块复用的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 高优先级消息。

结合第三方面或第三方面的第一种或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终端还 包括：

释放模块 ，用于 当发送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且不发送所述 高优

先级消息时，释放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所述发送模块还用于通过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

音业务数据 包。

第四方面，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终端，包括：

存储器和与所述存储器进行通信 的处理器，其 中，所述存储器 内存储有程

序代码 ，所述程序代码 包括计算机操作指令 ，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程序代码 ，

用于：

合并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及

通过合并的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同时发送 因特 网协

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高优先级消息；

其 中，所述高优先级消息的传输级别高于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

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程序代码 ，还用于：

接收基站发送的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并调用所述第二半持久调

度资源；

其 中，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配置信息包括以下至少一种：

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指示，用于指示 当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PDCCH 激活所述

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时，保存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目标 ，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与所述第一

半持久调度 资源合并后发送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和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 ，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与所述

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周期相 同或不同。

结合第四方面或第四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

方式中，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程序代码 ，还用于：

复用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

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程序代码 ，具体用于：

通过合并的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复用的网

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 高优先级消息。

结合第四方面或第四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

方式中，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程序代码 ，还用于：

当发送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且不发送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时，所



述终端释放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

通过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

第五方面，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基站 ，包括：

发送模块 ，用于向终端发送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和第二半持久调

度 资源配置信 息，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终端支持第

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终端支持

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

激活模块 ，用于激活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或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

使所述终端：

通过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

通过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高优先级消息；或

通过合并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 因

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

其 中，所述高优先级消息的传输级别高于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

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包括 以下

至少一种：

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指示，用于指示 当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PDCCH 激活所述

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时，保存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目标 ，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 高

优先级消息；和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 ，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与所述

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周期相 同或不同。

结合第五方面或第五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

方式中，所述高优先级消息包括以下至少一种：

扩展功率余量报告；

长格式緩沖区状态报告；

无线资源控制 RRC 消息；

功率余量报告 ；

緩沖区状态报告 。

第六方面，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基站 ，包括：



存储器和与所述存储器进行通信 的处理器，其 中，所述存储器 内存储有程

序代码 ，所述程序代码 包括计算机操作指令 ，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程序代码 ，

用于：

向终端发送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和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终端支持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终端支持第二半持久调

度资源；和

激活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或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使所述终端：

通过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

通过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高优先级消息；或

通过合并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 因

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

其 中，所述高优先级消息的传输级别高于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

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包括 以下

至少一种：

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指示，用于指示 当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PDCCH 激活所述

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时，保存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目标 ，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 高

优先级消息；和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 ，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与所述

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周期相 同或不同。

结合第六方面或第六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

方式中，所述高优先级消息包括以下至少一种：

扩展功率余量报告；

长格式緩沖区状态报告；

无线资源控制 RRC 消息；

功率余量报告 ；

緩沖区状态报告 。

第七方面，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传输 系统，包括：

包括如上所述的基站和至少一个与所述基站进行传输的如上所述的终端。



实施本发 明实施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采用本发 明，基站通过为终端配置并激活额外的半持久调度 资源，使终端

在需要 同时发送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 高优先级消息时，能够利用额外

的半持久调度 资源同时发送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 高优先级消息，不仅

解决 了现有技术 中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分段和延迟导致 因特 网协议语音

业务通信质量不高的问题 ，也避免 了动态调度 资源时对物理下行控制信道容量

的需求增加 的问题 ，通过灵活的配置和使用半持久调度 资源，能够提 高通信质

量 ，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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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筒单地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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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种终端的结构示意图；

图 2 是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另一种终端的结构示意 图；

图 3 是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另一种终端的结构示意 图；

图 4 是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基站的结构示意图；

图 5 是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另一种基站的结构示意 图；

图 6 是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传输 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图 7 是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传输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图 8 是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另一种传输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图 9 是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另一种传输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图 10 是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另一种传输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图 11 是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另一种传输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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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 图 1 ,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终端的结构示意图，所述终端 包括：

合并模块 1 和发送模块 2 , 其 中：

所述合并模块 1 , 用于合并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所述发送模块 2 , 用于通过所述合并模块 1合并的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第

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同时发送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 高优先级消息；

其 中，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的传输级别高于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

具体 的，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指传输级别 高于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的

传输级别的一些 艮告 、消息、消息等 。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包括 以下至少一种 ：

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 ；长格 式緩 沖 区状 态报告 ；无线资源控制 （Radio Resource

Control, RRC ) 消息；功率余量报告 ；緩 沖区状 态报告 。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以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作 为一种示例 ，来说 明本发 明实

施例的技术方案 。当然，在本发 明的其它实施例 中，高优先级 消息也可以为其

它消息或消息，在此不赞述。

在现有技术 中，由于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 的传输级别 高于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

务数据 包，则使用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时先 包含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 ，再在剩余

空间中复用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的一部分 ，导致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

据 包分段和延迟 ，降低 了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通信质量 。而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

务数据 包的剩余部分 ，需要基站使用动态调度 另外为用户设备 分配资源以便发

送 ，而动态调度需要使用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从 而增加 了对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容量的需求。

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可为周期性触发 的或者 由事件触发 的，本发 明实施例提

供 的终端主要适用于周期性触发 的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 ，对 于由事件触发 的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 ，因为其本身的突发性和随机性 ，多数 时间仍需要采用现有技术

中的动态调度 资源来发送 ，但并不排 除由事件触发 的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正好发

生在周期性触发 的功率余量报告 的时间点 ，此时只需要发送一个扩展 功率余量

报告 ，因此并不排 除使用合并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 由事件触发 的扩展 功率余量

报告 的情况。

当半持久调度 资源用于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时，且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与半

持久调度 资源的周期有重合 ，即在某些时刻 ，终端需要 同时发送扩展 功率余量



报告与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则利用所述合并模块 1 合并的物理资源块

( Physical Resource Block, PRB ) 进行发送。所述合并模块 1合并的物理资源块

包括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配置信息中所分配的物理资源块和第二半持久调度资

源配置信息中所分配的物理资源块。所述合并模块 1 合并的传输块的大小等于

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配置信息所指示的传输块大小与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配置

信息所指示的传输块大小之和。所述合并模块 1 合并的半持久调度资源的传输

块能同时容纳扩展功率余量报告与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实现将扩展功

率余量报告与因特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同时发送的目的。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包括基站为该终端配置并激活的

共享半持久调度资源。在该终端不需要 同时发送扩展功率余量报告与因特 网协

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时，也即，除了扩展功率余量报告与半持久调度资源的周期

重合的时刻，其它时间内终端均可根据所配置的周期或基站的指示将该共享半

持久调度资源临时释放 ，以便 基站将该共享半持久调度资源分配给其覆盖范围

内的其它有需要的终端使用，充分利用资源，避免在 网络中预 留较多不必要的

半持久调度资源导致无线资源的浪费和小区吞吐量的降低。

当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对应不同的调制/编码方式

时，合并模块 1 合并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与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时需要按照一

定的算法进行处理 ，例如按照两者较 小的调制与编码策略 （Modulation and

Coding Scheme, MCS ) 或者较大的调制与编码策略进行处理，或者基站为终端

和终端均按照所述同样的算法处理复用数据 ，以便接收方能够正确解码。

发送模块 2 用于使用合并模块 1 合并的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第二半持久

调度资源发送扩展功率余量报告与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所述第一半持

久调度资源和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由基站预先配置并激活。

本发明实施例 中通过由基站预先配置并激活的包括 了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

和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的合并半持久调度资源，使终端在需要 同时发送因特 网

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高优先级消息时，能够利用合并半持久调度资源同时发

送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高优先级消息，不仅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因特 网

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分段和延迟，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通信质量不高的问题 ，

也避免 了动态调度资源时对物理下行控制信道容量的需求增加的问题 ，通过灵



活的配置和使用半持久调度 资源，能够提 高通信质量 ，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 。

请参见 图 2 ,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另一种终端的结构示意 图，所述终端 包

括上述终端 中的：合并模块 1 和发送模块 2 , 在本 实施例 中，还 包括：调用模块

3、复用模块 4 和释放模块 5 , 其 中：

所述调用模块 3 , 用于接收基站发送的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并调

用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所述复用模块 4 , 用于复用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所述 高优先级

消息。

所述发送模块 2 具体用于：

通过所述合并模块 1 合并的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

送所述复用模块 4 复用的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 高优先级消息。

所述释放模块 5 , 用于 当发送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且不发送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时，释放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所述发送模块 2 还用于通过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 因特 网协议

语音业务数据 包。

具体 的，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指传输级别 高于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的

传输级别的一些 艮告 、消息、消息等 。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包括 以下至少一种 ：

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 ；长格 式緩 沖 区状 态报告 ；无线资源控制消息；功率余量报

告 ；緩沖区状态报告 。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以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作 为一种示例 ，来说 明本发 明实

施例的技术方案 。当然，在本发 明的其它实施例 中，高优先级 消息也可以为其

它消息或消息，在此不赞述。

在本发 明的一些实施例 中，调用模块 3 接 收到基站发送的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包括以下至少一种：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指示 ，用于指示 当物理下行控制信道激活所述第一半

持久调度 资源时，保存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目标 ，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与所述第一

半持久调度 资源合并后发送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和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 ，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与所述



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周期相同或不同。

复用模块 4 将因特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包和扩展功率余量报告复用，得到

复用数据，以便 所述发送模块 2 通过所述合并模块 1 合并的第一半持久调度资
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同时发送扩展功率余量报告和因特网协议语音业务数

据包。复用 （multiplexing ) 也称为合并，是将需要合并的不同的数据包分别加

上相应的头信息后组成一个新数据包。头信息包括数据包的标识信息和/或长度

信息等，用以识别和区分新数据包中所包括的数据包。

当发送所述因特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包且不发送所述高优先级消息时，所

述释放模块 5 可根据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配置信息中的第二半持久调度资

源周期或基站的指示暂时释放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以便基站将其提供给其它

有需要的终端使用，能够充分的利用资源，不使资源空置而浪费，提高小区的

吞 吐量。

具体的，由于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的传输块大小足够容纳因特网协议语音

业务数据包，因此，当仅需要发送因特网语音业务数据包时，发送模块 2 直接

使用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进行发送。

由上可见，在本发明的一些可行的实施方式中，基站通过为终端配置并激

活额外的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使终端在需要同时发送因特网协议语音业务数

据包和高优先级消息时，能够将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与第一版持久调度资源合

并，以便同时发送因特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包和高优先级消息，不仅解决了现

有技术中因特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包分段和延迟，因特网协议语音业务通信质

量不高的问题，也避免了动态调度资源时对物理下行控制信道容量的需求增加

的问题，通过灵活的配置和使用半持久调度资源，能够提高通信质量，提升用

户的使用体验。

请参见图 3,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另一种终端的结构示意图，所述终端包

括存储器 01 和与所述存储器进行通信的处理器 02, 其中，所述存储器 01 内存

储有程序代码，所述程序代码包括计算机操作指令，所述处理器 02执行所述程

序代码，用于：

合并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及

通过合并的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同时发送因特网协

议语音业务数据包和高优先级消息；



其 中，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的传输级别高于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

所述处理器 02 执行所述程序代码 ，还用于：

接 收基站发送 的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并调用所述第二半持久调

度 资源；

其 中，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包括以下至少一种：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指示 ，用于指示 当物理下行控制信道激活所述第一半

持久调度 资源时，保存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目标 ，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与所述第一

半持久调度 资源合并后发送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和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 ，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与所述

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相 同或不同。

所述处理器 02 执行所述程序代码 ，还用于：

复用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

所述处理器 02 执行所述程序代码 ，具体用于：

通过合并的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复用的网

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 高优先级消息。

所述处理器 02 执行所述程序代码 ，还用于：

当发送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且 不发送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时，所

述终端释放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通过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

由此可见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终端 中的处理器 02, 可以利用第一半持久

调度 资源和基站为终端额外配置的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实现 同时发送 因特 网

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扩展功率余量报告 的功能。

由上可见 ，在本发 明的一些可行 的实施方式 中，基站通过为终端配置并激

活额外的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使终端在需要 同时发送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

据 包和 高优先级消息时，能够将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与第一版持久调度 资源合

并 ，以便 同时发送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 高优先级消息，不仅解决 了现

有技术 中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分段和延迟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通信质

量不高的问题 ，也避免 了动态调度 资源时对物理下行控制信道容量的需求增加



的问题 ，通过灵活的配置和使用半持久调度 资源，能够提 高通信质量 ，提升用

户的使用体验 。

请参见 图 4 ,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基站的结构示意图，所述基站 包括：

发送模块 11 和激活模块 12, 其 中：

所述发送模块 11 , 用于向终端发送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和第二半

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终端

支持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终

端支持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所述激活模块 12, 用于激活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或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使所述终端：

通过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

通过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或

通过合并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 因

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

其 中，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的传输级别高于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

具体 的，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指传输级别 高于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的

传输级别的一些 艮告 、消息、消息等 。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包括 以下至少一种 ：

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 ；长格 式緩 沖 区状 态报告 ；无线资源控制消息；功率余量报

告 ；緩沖区状态报告 。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以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作 为一种示例 ，来说 明本发 明实

施例的技术方案 。当然，在本发 明的其它实施例 中，高优先级 消息也可以为其

它消息或消息，在此不赞述。

所述发送模块 11 通过无线资源控制消息向终端发送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

置信 息，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中包括半持久调度 -小区无线资源临

时标识 、半持久调度周期 、上行功率控制参数等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终端支持

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假设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的半持

久调度周期配置为 20ms ( millisecond, 毫秒 ）。

所述发送模块 11 通过无线资源控制消息向终端发送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

置信 息，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包括以下至少一种：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指示 ，用于指示 当物理下行控制信道激活所述第一半



持久调度资源时，保存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

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 目标，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发送所述高

优先级消息；和

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周期，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周期与所述

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周期相 同或不同。

若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为共享半持久调度资源，则所述第二半持久调

度 资源配置信 息 中至 少 包括 以下信 息 中的一种 ：共 享半持 久调度 资源指 示

( shared SPS indication ) , 用于指示激活半持久调度资源时会分配共享半持久调

度资源；共享半持久调度资源 目标 （shared SPS object ) , 用于指示共享半持久调

度资源的用途，如用于扩展功率余量报告；共享半持久调度资源周期（shared SPS

interval ) , 该周期信息可以指示为使用与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相 同的周期，或者

指示使用与共享半持久调度 资源 目标相 同的周期，或者为独立的周期。例如使

用扩展功率余量报告的周期配置，为 20ms 或 50ms 或 100ms 或 200ms 等，则 当

重配扩展功率余量报告的周期时，不需要另外重配置共享半持久调度资源的周

期，筒化配置过程。

当然，发送模块 11 并不局限于使用无线资源控制消息，也可以使用媒体接

入 ( Medium Access Control , MAC ) 控制元 （Control Element, CE ) 配置第一

半持久调度资源配置信息和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配置信息。发送模块 11 可以使

用一条无线资源控制消息向终端 同时发送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配置信息和第二

半持久调度资源配置信息，也可以使用两条无线资源控制消息分别配置。而无

线资源控制消息可以为无线资源控制连接建立 （RRC Connection Setup ) 消息或

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建立 （RRC Connection Reestablishment ) 消息或无线资源控

制连接重配置 ( RRC Connection Reconfiguration ) 消息。

所述发送模块 12 具体用于向所述终端发送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所述

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的激活信息，来激活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或第二半

持久调度资源。

在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激活模块 12 具体通过物理下行

控制信道分别发送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的激活信息；或

通过增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分别发送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第二半持久

调度资源的激活信息；或



通过所述增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同时发送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第二半

持久调度资源的激活信息。

激活消息中包括校验字段和资源分配信息，资源分配信息中包括物理资源

块分配信息、调制/编码方式信息和传输块大小 （TB size ) 信息。

作为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物理资源块分配信息指示基站所分配给终端使

用的时频域资源信息，其 中一个资源块在时域上 占用 0.5ms , 在频域上 占用

180kHz 的范围；

调制/编码方式信息指示终端在使用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或第二半

半持久调度资源一般对应相同的调制/编码方式，也可以对应不同的调制/编码方

式，若对应不同的调制/编码方式时，需要在资源合并过程中注意对应，具体的，

合并模块 1 合并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与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时需要按照一定的

算法进行处理，例如按照两者较小的调制与编码策略或者较大的调制与编码策

略进行处理，或者基站为终端配置不同的调制/编码方式组合与合并后的调制/编

码方式之间的映射关系。基站和终端均按照所述同样的算法处理复用数据，以

便接收方能够正确解码。

传输块大小信息指示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或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拥

有的传输块的空间大小。一般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的传输块大小与现有技术中

半持久调度资源的传输块大小相 同，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的传输块的大小与扩

展功率余量报告的大小相 同或略小，以便在与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合并后能同

时容纳因特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包和扩展半持久调度资源，实现本发明的目的。

具体的，校验字段主要指物理下行控制消息中的半持久调度-小区无线资源

临时标识 ( Semi-persistent scheduling cell-radio network temporary identification ,

SPS C-RNTI )、循环冗余信息 （Cyclic Redundancy Check, CRC ) 比特和下行控

制信息 （Downlink Control Information, DCI ) 中特别设置为校验信息的字段或

比特位。终端根据上述校验字段判断接收到的激活信息是否合法，并当激活信

息合法时，保存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或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完成所述

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或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的资源激活。

以使所述终端：

通过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发送所述因特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包；



通过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发送所述高优先级消息；或

通过合并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发送所述 因

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所述高优先级消息。

具体的，终端根据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的周期和配

置在物理下行共享信道 ( Physical downlink shared channel , PDSCH ) 接 收下行

数据和/或在物理上行共享信道 （Physical uplink shared channel , PUSCH ) 发送

上行数据 ，不需要 网络侧设备如基站在每次半持久调度周期的时刻再发送物理

下行控制消息进行动态资源分配。

由上可见 ，在本发明的一些可行的实施方式中，基站通过为终端配置并激

活额外的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使终端在需要 同时发送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

据 包和高优先级消息时，能够利用额外的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与第一半持久调

度资源合并后 同时发送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高优先级消息，不仅解决

了现有技术中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分段和延迟，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通

信质量不高的问题 ，也避免 了动态调度资源时对物理下行控制信道容量的需求

增加的问题 ，通过灵活的配置和使用半持久调度资源，能够提 高通信质量，提

升用户的使用体验。

请参见 图 5 ,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另一种基站的结构示意图，所述基站 包

括存储器 21 和与所述存储器进行通信的处理器 22, 其中，所述存储器 21 内存

储有程序代码 ，所述程序代码 包括计算机操作指令 ，所述处理器 22 执行所述程

序代码 ，用于：

向终端发送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和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配置信息用于指示所述终端支持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配置信息用于指示所述终端支持第二半持久调

度资源；和

激活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或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使所述终端：

通过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发送所述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

通过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发送所述高优先级消息；或

通过合并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发送所述 因

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所述高优先级消息；

其 中，所述高优先级消息的传输级别高于所述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



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包括以下至少一种：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指示 ，用于指示 当物理下行控制信道激活所述第一半

持久调度 资源时，保存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目标 ，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 高

优先级消息；和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 ，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与所述

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相 同或不同。

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包括以下至少一种：

扩展功率余量报告；

长格式緩沖区状态报告 ；

无线资源控制消息；

功率余量报告 ；

緩 沖区状态报告 。

因此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基站 中的处理器可以实现为终端配置并激活第

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或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以解决同时发送 因特 网协议语音

业务数据 包和扩展功率余量报告 的问题 。

由上可见 ，在本发 明的一些可行 的实施方式 中，基站通过为终端配置并激

活额外的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使终端在需要 同时发送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

据 包和 高优先级消息时，能够利用额外的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与第一半持久调

度 资源合并后 同时发送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 高优先级 消息，不仅解决

了现有技术 中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分段和延迟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通

信质量不高的问题 ，也避免 了动态调度 资源时对物理下行控制信道容量的需求

增加 的问题 ，通过灵活的配置和使用半持久调度 资源，能够提 高通信质量 ，提

升用户的使用体验 。

请参见 图 6 ,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传输 系统的结构示意图，所述 系统

包括基站 31 和至少一个与所述基站进行传输的终端 32。

其 中，所述基站 31 为 包括如本发 明图 4 或 图 5 所示的基站 ，所述终端 32

为包括如本发 明图 1、图 2 或 图 3 所示的终端。

具体 的，所述基站 31 为所述终端 32 配置并激活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或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以便所述终端 32 通过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

通过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 送所述 高优先级 消息；或

通过合 并所述 第一半持 久调度 资源和所述 第二半持 久调度 资源发 送所述 因

特 网协议语 音业务数据 包和所述 高优先级 消息。

由上可见 ，在 本发 明的一些可行 的 实施 方 式 中，基 站通过 为终端 配置并激

活额外 的第二半持 久调度 资源 ，使 终端在 需要 同时发 送 因特 网协议语 音业务数

据 包和 高优 先级 消息时 ，能够利用额外 的第二半持 久调度 资源与第一半持 久调

度 资源合 并后 同时发 送 因特 网协议语 音业务数据 包和 高优 先级 消息 ，不仅解 决

了现有技 术 中因特 网协议语 音业务数据 包分段 和延迟 ，因特 网协议语 音业务通

信质 量 不 高的 问题 ，也避免 了动 态调度 资源时对 物理 下行控 制信 道容量 的需求

增加 的 问题 ，通过灵活 的配置和使 用半持 久调度 资源 ，能够提 高通信质 量 ，提

升用户 的使 用体验 。

请 参见 图 7 , 为本发 明 实施 例提供 的一种传输方法的流程 示意 图。所述方法

包括 ：

5101 , 终端合 并第一半持 久调度 资源和第二半持 久调度 资源。

5102, 所述终端通过合 并 的第一半持 久调度 资源和第二半持 久调度 资源 同

时发 送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 高优先级 消息。

具体 的 ，所述 高优 先级 消息的传 输级别 高于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 音业务数据

包。所述 高优 先级 消息指传输级别 高于 因特 网协议语 音业务数据 包的传输级别

的一些报告 、消息 、消息等 。所述 高优 先级 消息 包括 以下至 少一种 ：扩展 功率

余量报告 ；长格 式緩 沖 区状 态报告 ；无线 资源控 制 消息；功率余量报告 ；緩 沖

区状 态报告 。

在本发 明 实施 例 中，以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作 为一种 示例 ，来说 明本发 明 实

施 例 的技 术方案 。 当然 ，在本发 明的其 它 实施 例 中，高优 先级 消息也可 以为其

它消息或 消息，在此 不赞 述 。

在现有技 术 中，由于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 的传输级别 高于 因特 网协议语 音业

务数据 包，则使 用半持 久调度 资源发 送 时先 包含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 ，再在剩余

空间中复用 因特 网协议语 音业务数据 包的一部分 ，导致 因特 网协议语 音业务数

据 包分段 和延迟 ，降低 了因特 网协议语 音业务通信质 量 。而 因特 网协议语 音业

务数据 包的剩余部分 ，需要基 站使 用动 态调度 另外 为用户设备 分 配资源以便发



送 ，而动态调度需要使用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从 而增加 了对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容量的需求。

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可为周期性触发 的或者 由事件触发 的，本发 明实施例提

供 的终端主要适用于周期性触发 的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 ，对 于由事件触发 的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 ，因为其本身的突发性和随机性 ，多数 时间仍需要采用现有技术

中的动态调度 资源来发送 ，但并不排 除由事件触发 的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正好发

生在周期性触发 的功率余量报告 的时间点 ，此时只需要发送一个扩展 功率余量

报告 ，因此并不排 除使用合并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 由事件触发 的扩展 功率余量

报告 的情况。

当半持久调度 资源用于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时，且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 与半

持久调度 资源的周期有重合 ，即在某些时刻 ，终端需要 同时发送扩展 功率余量

报告与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则利用合并的物理资源块进行发送 。终端

合并的物理资源块 包括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中所分配的物理资源块和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中所分配的物理资源块 。终端合 并的传输块的大

小等于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所指示的传输块 大小与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

源配置信 息所指示的传输块 大小之和 。因此 ，终端合并的半持久调度 资源的传

输块能同时容纳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 与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实现将扩展

功率余量 艮告与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同时发送的 目的。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包括基站为该终端配置并激活的

共享半持久调度 资源。在该终端不需要 同时发送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与 因特 网协

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时，也 即，除 了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与半持久调度 资源的周期

重合 的时刻 ，其它时间内终端均可根据所配置的周期或基站的指示将该共享半

持久调度 资源临时释放 ，以便 基站将该共享半持久调度 资源分配给其覆盖 范围

内的其它有需要 的终端使用 ，充分利用资源，避免在 网络 中预 留较 多不必要 的

半持久调度 资源导致无线资源的浪 费和小区吞吐量的降低 。

当第一半持 久调度 资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对应 不 同的调制/编码 方式

时，终端合并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与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时需要按照一定的算

法进行处理 ，例如按照两者较 小的调制与编码策略或者较 大的调制与编码策略

进行处理 ，或者基站为终端配置不同的调制/编码方式组合与合并后 的调制/编码

方式之 间的映射 关系。基 站和终端均按照所述 同样 的算法处理复用数据 ，以便



接收方能够正确解码。

当终端需要向基站同时发送扩展功率余量报告与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时，使用合并的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发送扩展功率余

量报告与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所述第二半

持久调度资源由基站预先配置并激活。

本发明实施例 中通过由基站预先配置并激活的包括 了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

和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的合并半持久调度资源，使终端在需要 同时发送因特 网

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高优先级消息时，能够利用合并半持久调度资源同时发

送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高优先级消息，不仅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因特 网

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分段和延迟，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通信质量不高的问题 ，

也避免 了动态调度资源时对物理下行控制信道容量的需求增加的问题 ，通过灵

活的配置和使用半持久调度资源，能够提高通信质量，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

请参见图 8 ,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另一种传输方法的流程示意图。所述方

法包括：

5201 , 所述终端接收基站发送的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资

源配置信息。

5202, 所述终端合并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

5203 , 终端复用所述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所述高优先级消息。

5204, 所述终端通过合并的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发

送所述复用的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高优先级消息。

5205 , 当所述终端发送所述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且不发送所述高优

先级消息时，所述终端释放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

5206 , 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发送所述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

务数据 包。

具体的，所述高优先级消息指传输级别高于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的

传输级别的一些 艮告 、消息、消息等。所述高优先级消息包括以下至少一种：

扩展功率余量报告；长格式緩沖区状态报告；无线资源控制消息；功率余量报

告；緩沖区状态报告。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以扩展功率余量报告作为一种示例，来说明本发明实

施例的技术方案。当然，在本发明的其它实施例中，高优先级消息也可以为其



它消息或消息，在此不赞述 。

在本发 明的一些 实施例 中，终端接 收到基 站发送 的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

置信 息包括 以下至少一种 ：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指 示 ，用于指示 当物理下行控制信道激活所述第一半

持久调度 资源时，保存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目标 ，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 久调度 资源与所述第一

半持久调度 资源合 并后发送所述 高优先级 消息和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 ，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 久调度 资源周期与所述

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相 同或不 同。

当需要 同时发 送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和 因特 网协议语 音业务数据 包时，终端

将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 复用 ，得到复用数据 ，以 便

后 续发送过程 中可 以通过合 并的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同

时发送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和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复用也称为合 并 ，是

将需要合 并的不 同的数据 包分别加上相应 的头信 息后组成一个新数据 包。头信

息包括数据 包的标识信 息和/或长度信 息等 ，用 以 识 别和 区分新数据 包中所 包括

的数据 包。

当发送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且 不发送所述 高优先级 消息时 ，终

端可根据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 中的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或基

站 的指示暂时释放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以便基 站将其提供给其它有 需要 的终

端使用 ，能够充分的利用资源，不使 资源空置而浪 费，提 高小区的吞吐量 。

此 时，由于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的传输块 大小足 够容纳 因特 网协议语 音业

务数据 包，因此 ，当仅 需要发送 因特 网语音业务数据 包时，终端直接使用第一

半持久调度 资源进行发送 。

当然，也可以先进行 S202 和 S203 , 后进行 S201 , 并不影响本发 明实施例

的实现效果 。

由上可见 ，在本发 明的一些可行 的实施 方式 中，基 站通过为终端配置并激

活额外 的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使终端在需要 同时发送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

据 包和 高优先级 消息时，能够将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与第一版持久调度 资源合

并 ，以便 同时发送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 高优先级 消息，不仅解 决 了现



有技术中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分段和延迟，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通信质

量不高的问题 ，也避免 了动态调度资源时对物理下行控制信道容量的需求增加

的问题 ，通过灵活的配置和使用半持久调度资源，能够提 高通信质量，提升用

户的使用体验。

请参见 图 9 ,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另一种传输方法的流程示意图，所述方

法包括：

5301 , 基站向终端发送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配置信息和第二半持久调度资

源配置信息。

5302, 所述基站激活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或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

具体的，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配置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终端支持第一半

持久调度资源，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配置信息用于指示所述终端支持第二

半持久调度资源。所述基站激活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或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用于所述终端：

通过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发送所述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

通过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发送所述高优先级消息；或

通过合并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发送所述 因

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所述高优先级消息；

其 中，所述高优先级消息的传输级别高于所述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

具体的，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指传输级别高于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的

传输级别的一些 艮告 、消息、消息等。所述高优先级消息包括以下至少一种：

扩展功率余量报告；长格式緩沖区状态报告 ；无线资源控制消息；功率余量报

告；緩沖区状态报告。

在本发明实施例 中，以扩展功率余量报告作为一种示例，来说明本发 明实

施例的技术方案。当然，在本发明的其它实施例 中，高优先级消息也可以为其

它消息或消息，在此不赞述。

所述基站通过无线资源控制 消息向终端发送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配置信息中包括半持久调度-小区无线资源临时标

识 、半持久调度周期、上行功率控制参数等信息，用于指示所述终端支持第一

半持久调度资源。假设在本发明实施例 中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的半持久调

度周期配置为 20ms 。



所述基 站通过无 线 资源控 制 消息向终端发 送第二半持 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包括 以下至少一种：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指示 ，用于指示 当物理下行控制信道激活所述第一半

持久调度 资源时，保存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目标 ，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 高

优先级消息；和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 ，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与所述

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相 同或不同。

若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为共享半持久调度 资源，则所述第二半持久调

度 资源配置信 息中至少包括 以下信 息中的一种 ：共享半持久调度 资源指示 ，用

于指示激活半持久调度 资源时会分配共享半持久调度 资源；共 享半持久调度 资

源 目标 ，用于指示共享半持久调度 资源的用途 ，如用于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 ；共

享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 ，该周期信 息可以指示为使用与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相

同的周期 ，或者指示使用与共享半持久调度 资源 目标相 同的周期 ，或者为独立

的周期。例如使用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 的周期配置 ，为 20ms 或 50ms 或 100ms 或

200ms 等 ，则 当重配扩展功率余量报告 的周期时，不需要 另外重配置共享半持久

调度 资源的周期 ，筒化配置过程 。

当然，基站并不局 限于使用无线资源控制消息，也可以使用媒体接入控制

元配置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和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基站可

以使用一条无线资源控制消息向终端 同时发送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和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也可以使用两条无线资源控制 消息分别配置。

而无线资源控制消息可以为无线资源控制连接建立消息或无线资源控制连接 重

建立消息或无线资源控制连接 重配置消息。

基站向所述终端发送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的激活信 息，来激活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或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在本发 明实施例的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基站具体通过物理下行控制信

道分别发送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的激活信 息；或

通过增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分别发送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第二半持久

调度 资源的激活信 息；或

通过所述增强的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同时发送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第二半



持久调度资源的激活信息。

激活消息中包括校验字段和资源分配信息，资源分配信息中包括物理资源

块分配信息、调制/编码方式信息和传输块大小信息。

作为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物理资源块分配信息指示基站所分配给终端使

用的时频域资源信 息，其 中一个资源块在 时域上 占用 0.5ms , 在频域上 占用

180kHz 的范围；

调制/编码方式信 息指示终端在使用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或第二半

半持久调度资源一般对应相 同的调制/编码方式，也可以对应不同的调制/编码方

式，若对应不同的调制/编码方式时，需要在资源合并过程 中注意对应 ，具体的，

终端合并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与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时需要按照一定的算法进

之 间的映射关系。基站和终端均按照所述 同样的算法处理复用数据 ，以便接收

方能够正确解码。

传输块大小信息指示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或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拥

有的传输块的空间大小。一般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的传输块大小与现有技术中

半持久调度资源的传输块大小相 同，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的传输块的大小与扩

展功率余量报告的大小相 同或略小，以便在与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合并后能同

时容纳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扩展半持久调度资源，实现本发明的 目的。

具体的，校验字段主要指物理下行控制消息中的半持久调度 -小区无线资源

临时标识 、循环冗余信息比特和下行控制信息中特别设置为校验信息的字段或

比特位 。终端根据上述校验字段判断接收到的激活信息是否合法，并 当激活信

息合法时，保存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或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完成所述

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或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的资源激活。

由上可见 ，在本发明的一些可行的实施方式中，基站通过为终端配置并激

活额外的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使终端在需要 同时发送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

据 包和高优先级消息时，能够利用额外的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与第一半持久调

度资源合并后 同时发送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高优先级消息，不仅解决

了现有技术中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分段和延迟，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通



信质 量 不 高的 问题 ，也避免 了动 态调度 资源时对 物理 下行控 制信 道容量 的需求

增加 的 问题 ，通过灵活 的配置和使 用半持 久调度 资源 ，能够提 高通信质 量 ，提

升用户 的使 用体验 。

请 参见 图 10,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另一种传输 方法的流程 示意 图。所述

方法 包括 ：

5401 , 当需要 同时发 送 因特 网协议语 音业务数据 包和 高优 先级 消息时 ，根

据基 站 的指 示 ，将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 音业务数据 包的优 先级修 改为 高于所述 高

优先级 消息的优先级 。

具体 的 ，高优 先级 消息 包括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 或其 它优 先级 高于 因特 网协

议语 音业务数据 包的消息或 消息。需要说 明的是 ，本发 明 实施 例提供 的终端适

用 于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 和 事件触发 的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 ，在 下文 中，如 没有特

殊说 明 ，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 均指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 和事件触发 的扩展 功率余量

报告 ，不再赘 述 。假设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高优 先级 消息为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 。

一般 情况下 ，因特 网协议语 音业务数据 包的优 先级低 于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

的优 先级 ，因此在 需要 同时发 送 两者 时 ，优 先处理扩展 功率余 量报告 。而在本

发 明 实施 例 中，当需要 同时发 送 因特 网协议语 音业务数据 包和扩展 功率余量报

告 时 ，终端会根据基 站预 先通过无线 资源控 制 消息发 送 的指 示 ，临时修 改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 的优 先级低 于 因特 网协议语音 业务数据 包的优 先级 ，以 便 于优 先

处理 因特 网协议语 音业务数据 包，使得 因特 网协议语 音业务通 畅不 间断 ；而在

其 它情况下 ，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 的优 先级默认 为 高于 因特 网协议语 音业务数据

包的优先级 。

5402, 使 用半持 久调度 资源发 送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 音业务数据 包和所述 高

优先级 消息。

具体 的 ，S402 包括 ：

步骤 一 ：在 由基 站预 先 配置并激 活 的半持 久调度 资源 中优先放 置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 音业务数据 包，并在所述半持 久调度 资源的剩余 资源 中放 置 高优 先级

消息的一部分 。

终端在 由基 站预 先 配置并激活 的半持 久调度 资源 中优 先放 置所述 因特 网协

议语 音业务数据 包，并在所述半持 久调度 资源的剩余 资源 中放 置 高优 先级 消息

的一部分 ，在优先放 置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的前提 下充分利用 资源。



步骤二 ：等待动态分配的上行 资源发送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的剩余 内容 ，或

触发 包含所述 高优先级 消息所需 的发送 资源的緩 沖 区状 态报告 ，或请 求所

述基 站分配资源的调度请求；

步骤三 ：发送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所述 高优先级 消息。

由上可见 ，在本发 明的一些可行 的实施 方式 中，基 站通过通知终端 临时修

改 因特 网协议语 音 业务数据 包的优 先级 来优 先发 送 因特 网协议语 音 业务数据

包，使终端在需要 同时发送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 高优 先级消息时，能

够利用现有 的半持久调度 资源 同时发送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 高优先级

消息，不仅解 决 了现有技 术 中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分段和延迟 ，因特 网

协议语音业务通信质量不 高的问题 ，也避免 了动 态调度 资源时对物理下行控制

信道容量 的需求增加 的问题 ，通过灵活的配置和使用半持久调度 资源，能够提

高通信质量 ，提升用户 的使用体验 。

请参见 图 11 ,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另一种传输方法的流程示意 图。所述

方法 包括 ：

S501 , 当终端需要 同时发送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 高优先级 消息时，

在 由基 站预 先 配置并激 活 的半持 久调度 资源 中优 先放 置短格 式 的 高优 先级 消

息。

具体 的，高优 先级 消息 包括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或其它优先级 高于 因特 网协

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的消息或 消息。需要说 明的是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终端适

用于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和事件触发 的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 ，在 下文 中，如没有特

殊说 明，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 均指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和事件触发 的扩展 功率余量

报告 ，不再赘述 。假设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高优先级消息为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 。

当终端需要 同时发送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 高优先级 消息时，终端

虽然按 照扩展 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的优先级在 由基 站

预先配置并激活的半持久调度 资源 中依 次放 置两者 ，但仅优先放置短格 式的扩

展 半持久调度 资源，使得半持久调度 资源的剩余 空间能够容纳完整 的 因特 网协

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从 而能够在 不影响语音业务的流畅性 的前提 下 同时发送 两

者 。

S501 包括 以下几种方式：

在半持久调度 资源 中优先放 置所述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 中主服 务小 区的扩展



功率余量报告，或

在半持久调度资源中优先放置所述扩展功率余量报告 中所述终端的扩展功

率余量报告。

5502, 在所述半持久调度资源的剩余资源中放置所述因特网协议语音业务

数据 包。

5503 , 发送所述因特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包和所述短格式的高优先级消息。

由上可见，在本发明的一些可行的实施方式中，终端通过仅放置短格式的

高优先级消息，使得半持久调度资源的剩余空间能够容纳完整的因特网协议语

音业务数据 包，从而能够在不影响语音业务的流畅性的前提下使用现有的半持

久调度资源优先发送因特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不仅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包分段和延迟，因特网协议语音业务通信质量不高的问题，

也避免 了动态调度资源时对物理下行控制信道容量的需求增加的问题，通过灵

活的配置和使用半持久调度资源，能够提高通信质量，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实现上述实施例方法中的全部或部分流程，

是可以通过计算机程序来指令相关的硬件来完成，所述的程序可存储于一计算

机可读取存储介质中，该程序在执行时，可包括如上述各方法的实施例的流程。

其中，所述的存储介质可为磁碟、光盘、只读存储记忆体 （Read-Only Memory,

ROM ) 或随机存储记忆体 （Random Access Memory, RAM ) 等。

以上所揭露的仅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而已，当然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发明之

权利范围，因此依本发明权利要求所作的等同变化，仍属本发明所涵盖的范围。



权 利 要 求

1、一种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终端合并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及

所述终端通过合并的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同时发送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 高优先级消息；

其 中，所述高优先级消息的传输级别高于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

2、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所述终端接收基站发送的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并调用所述第二

半持久调度 资源；

其 中，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配置信 息包括以下至少一种：

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指示，用于指示 当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PDCCH 激活所述

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时，保存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目标 ，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与所述第一

半持久调度 资源合并后发送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和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 ，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与所述

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周期相 同或不同。

3、如权利要求 1或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所述终端复用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所述高优先级消息；

所述终端通过合并的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同时发送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 高优先级消息，具体 包括：

所述终端通过合并的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

复用的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 高优先级消息。

4、如权利要求 1 至 3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当所述终端发送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且不发送所述 高优先级消



息时，所述终端释放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

5、如权利要 求 1 至 4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

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包括以下至少一种：

扩展功率余量报告；

长格式緩沖区状态报告 ；

无线资源控制 RRC 消息；

功率余量报告 ；

緩 沖区状态报告 。

6、如权利要 求 1-5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

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为共享半持久调度 资源。

7、一种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基站向终端发送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和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

信 息，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终端支持 第一半持久调

度 资源，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终端支持 第二半持久

调度 资源；和

所述基站激活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或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用于所

述终端：

通过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

通过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或

通过合并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 因

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

其 中，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的传输级别高于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

8、如权利要 求 7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



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配置信 息包括以下至少一种：

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指示，用于指示 当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PDCCH 激活所述

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时，保存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目标 ，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 高

优先级消息；和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 ，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与所述

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周期相 同或不同。

9、如权利要求 7 或 8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高优先级消息包括以下至少一种：

扩展功率余量报告；

长格式緩沖区状态报告；

无线资源控制 RRC 消息；

功率余量报告 ；

緩沖区状态报告 。

10、一种终端 ，其特征在于，包括：

合并模块，用于合并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发送模块 ，用于通过所述合并模块合并的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第二半持

久调度资源同时发送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 高优先级消息；

其 中，所述高优先级消息的传输级别高于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

11、如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终端 ，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调用模块 ，用于接收基站发送的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并调用所

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

其 中，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配置信息包括以下至少一种：

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指示，用于指示 当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PDCCH 激活所述

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时，保存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目标 ，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与所述第一



半持久调度 资源合并后发送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和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 ，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与所述

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相 同或不同。

12、如权利要 求 10 或 11 所述的终端 ，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

复用模块 ，用于复用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

所述发送模块具体用于：

通过所述合并模块合并的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

所述复用模块复用的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 高优先级消息。

13、如权利要 求 10 至 12 任一项所述的终端 ，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释放模块 ，用于 当发送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且不发送所述 高优

先级消息时，释放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所述发送模块还用于通过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

音业务数据 包。

14、一种终端 ，其特征在于，包括存储 器和与所述存储 器进行通信 的处理

器，其 中，所述存储器 内存储有程序代码 ，所述程序代码 包括计算机操作指令 ，

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程序代码 ，用于：

合并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及

通过合并的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同时发送 因特 网协

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 高优先级消息；

其 中，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的传输级别高于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

15、如权利要求 14 所述的终端 ，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程序代

码 ，还用于：

接 收基站发送 的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并调用所述第二半持久调

度 资源；



其 中，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配置信息包括以下至少一种：

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指示，用于指示 当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PDCCH 激活所述

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时，保存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目标 ，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与所述第一

半持久调度 资源合并后发送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和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 ，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与所述

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周期相 同或不同。

16、如权利要求 14 或 15 所述的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

程序代码 ，还用于：

复用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

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程序代码 ，具体用于：

通过合并的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复用的网

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 高优先级消息。

17、如权利要求 14 至 16 任一项所述的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执

行所述程序代码 ，还用于：

当发送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且不发送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时，所

述终端释放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

通过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发送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

18、一种基站 ，其特征在于，包括：

发送模块 ，用于向终端发送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和第二半持久调

度 资源配置信 息，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终端支持第

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终端支持

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

激活模块 ，用于激活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或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

使所述终端：



通过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

通过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高优先级消息；或

通过合并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和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发送所述 因

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

其 中，所述高优先级消息的传输级别高于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

19、如权利要求 18 所述的基站 ，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配

置信 息包括以下至少一种：

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指示，用于指示 当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PDCCH 激活所述

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时，保存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目标 ，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 高

优先级消息；和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 ，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与所述

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周期相 同或不同。

20、如权利要求 18 或 19 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高优先级消息包

括以下至少一种：

扩展功率余量报告；

长格式緩沖区状态报告；

无线资源控制 RRC 消息；

功率余量报告 ；

緩沖区状态报告 。

21、一种基站 ，其特征在于，包括存储器和与所述存储器进行通信 的处理

器，其 中，所述存储器 内存储有程序代码 ，所述程序代码 包括计算机操作指令 ，

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程序代码 ，用于：

向终端发送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和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终端支持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置信 息用于指示所述终端支持第二半持久调



度资源；和

激活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或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使所述终端：

通过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

通过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高优先级消息；或

通过合并所述第一半持久调度 资源和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发送所述 因

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和所述 高优先级消息；

其 中，所述高优先级消息的传输级别高于所述 因特 网协议语音业务数据 包。

22、如权利要求 21 所述的基站 ，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配

置信 息包括以下至少一种：

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指示，用于指示 当物理下行控制信道 PDCCH 激活所述

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时，保存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资源资源；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 目标 ，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资源发送所

述高优先级消息；和

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 ，用于指示所述第二半持久调度 资源周期与所述

第一半持久调度资源周期相 同或不同。

23、如权利要求 21 或 22 所述的基站，其特征在于，所述高优先级消息包

括以下至少一种：

扩展功率余量报告；

长格式緩沖区状态报告；

无线资源控制 RRC 消息；

功率余量报告 ；

緩沖区状态报告 。

24、一种传输 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基站和至少一个与所述基站进行传输

的终端，所述终端 包括如权利要求 10 至 17 任一项所述的终端，所述基站 包括

如权利要求 17 至 23 任一项所述的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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