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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ＬＴＥ的窄带Ｍ２Ｍ通信系统覆盖增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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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Ｍ２Ｍ通信是今后通信行业发展热点之一，因当前Ｌ１ｒＥ具有覆盖范围广、运营成本低、支持
向后扩展和系统容量高的特点，ＬＴＥ必将成为未来Ｍ２Ｍ业务最重要的承载网络．通过分析Ｍ２Ｍ
通信的业务特征，提出一种嵌入宽带中的窄带低功耗Ｍ２Ｍ通信设计方案；基于ＬＴＥ １ｖｒＩ绑定机
制提出了几种接收设计方案，以达到更深的覆盖范围；同时能够降低终端功耗和成本．通过搭建实
际的软件和硬件平台，对提出的几种方案的性能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提出的方案相比ＬＴＥ系统
可获得１７～２１ ｄＢ的覆盖性能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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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对机器（Ｍａｃｈｉｎｅ—ｔ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Ｍ２Ｍ）通信，
也称为机器类通信（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ｙｐ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

为各种终端设备在系统之间、网络之间及远程实体
之间实时建立通信连接和传输数据提供了一种有效

ｉｏｎｓ）是指利用自动控制及网络通信等技术，在没有

途径．Ｍ２Ｍ通信在金融、电力、石油、交通、物流、环

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实现机器与机器之间自主数据通

保、公安交管及智能家居等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应
用［１｜，是实现物联网的关键技术之一．Ｍ２Ｍ通信技

信及信息交互的一系列技术或技术组合的总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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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市场前景广阔，预计移动Ｍ２Ｍ市场规模在２０１５

出了一种嵌入现有宽带ＬＴＥ系统的窄带Ｍ２Ｍ（简

年将超过５００亿美元心Ｊ，到２０２０年互联设备的数量

称ＬＴＥ—Ｍ）信号设计方案，并搭建了硬件和软件平

最多将可达到５００亿部，其中仅有１００亿部左右很

台加以实现，最后对方案进行了验证．

可能是手机和平板电脑，其他则不是与人对话的机

器，而是彼此对话的机器．“机器对机器”通信将会改
变移动产业的发展．蜂窝网络具有覆盖范围广和接

窄带Ｍ２Ｍ通信系统设计

１

１．１系统设计总原则及优点

入方便等优势，是Ｍ２Ｍ业务最便捷和最常用的承
载网络，未来Ｍ２Ｍ会广泛部署于ＬＴＥ系统∞Ｊ．

第三代合作伙伴项目（３ｒｄ
ｓｈｉｐ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３ＧＰＰ）组织在文献［３］中定义了Ｍ２Ｍ

在提出的设计方案中，机器类通信（Ｍａｃｈｉｎ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ＴＣ）设备和演进型基站（ｅ．

Ｔｙｐｅ

ＮｏｄｅＢ，ｅＮＢ）之间链路信号设计为窄带信号，
信道带宽为３．７５ ｋＨｚ，信道之间的保护间隔为

ｖｏｌｖｅｄ

ｋＨｚ，源信号调制方式采用低复杂度的ＱＰＳＫ

通信中可能存在的１４种特性，其中有人与人（Ｈｕ—
ｍａｎ ｔｏ Ｈｕｍａｎ，Ｈ２Ｈ）通信和Ｍ２Ｍ通信中所共有的

１１．２５

一般特性，如移动性、分组交换和安全连接，还有一

数据”格式，如图１所示．

和ＤＱＰＳＫ，编码方式为Ｔｕｒｂｏ编码．帧采用“前导＋

些和Ｈ２Ｈ通信特性不同，主要可以归纳为传输数据

Ｐ

Ｉ）、｜＿＼

———————————

量小、非频繁传输、终端数量大、时间容忍度高、低移

一ｋ——～————————————√
２４０卜数州

０ｔ）．、哼㈨

动性和只具有分组域的特性【４－５ Ｊ．
图１帧结构图

在未来蜂窝网络中，Ｍ２Ｍ终端可能是很低成

Ｆｉｇ．１

本、很低耗电、很低移动性的海量终端，因此Ｍ２Ｍ

终端应支持更少的射频频带、更小的带宽处理能力、
更简单的多天线处理能力、更灵活的吞吐量能力、缓
存能力和更简单的移动性，而且只支持分组交换

图１中，Ｐ表示前导码（Ｐｒｅａｍｂｌｅ），用于信道测
量及接收机解调．数据包大小为１５２ ｂｉｔ，帧长度为
８０

Ｉｎｓ．

因为ＬＴＥ—Ｍ信道带宽为３．７５ ｋＨｚ，而ＬＴＥ系

（Ｐａｃｋｅｔ Ｓｗｉｔｃｈ，ＰＳ）域［６－７］．为了使蜂窝网络支持

Ｍ２Ｍ通信，３ＧＰＰ组织提议创建一个ＧＳＭ／ＥＤＧＥ
无线接入网（ＧＳＭ厄ＤＧＥ

Ｒａｄｉｏ Ａｃｃｅｓ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ＧＥ凡州）空口标准…８，使蜂窝网络支持一种极低复
杂度和低吞吐量的物联网．
此空口设计涉及以下几方面：１）改进室内覆盖．
大量的Ｍ２Ｍ应用需要ＭＴＣ设备部署在室内，如地
下室，因此室内覆盖必须有效地改进．２）支持大量的
低吞吐量的终端．未来ＭＴＣ的终端数目会呈指数

型增加，但是数据包仍会很小，因此需要系统支持大
量ＭＴＣ设备．３）时延敏感性不同．对于ＭＴＣ设备
而言，一些设备具有相对宽松的时延特性，比如电表
读数按２４ ｈ上报．而另一些设备（如报警器）则具有

严格的时延要求，系统设计和评估系统性能应该考
虑这一点．４）极低成本．Ｍ２Ｍ应用要求设备非常便
宜，这样可以大量随意地部署ＭＴＣ设备，促进
Ｍ２Ｍ发展．可以通过设计低复杂度的系统来降低
成本．５）低功率消耗．Ｍ２Ｍ应用要求设备最多要达
到１０年的电池寿命，通过优化信令交互可以降低功
率消耗．６）网络结构．必须选择一个核心网结构，其
安全框架和无线接入网——核心网接口及对应的协
议栈符合未来２０１７年的Ｍ２Ｍ应用市场．
基于以上的技术指标，从降低成本、功率消耗和
复杂度的需求出发，并兼顾吞吐量特性，本文作者提

Ｆｒａｍ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统一个ＲＢ为１８０ ｋＨｚ，因此提出将窄带单载波信号

以两种方式嵌入Ｌ］ｒＥ中．１）把单个１８０ ｋＨｚ的ＲＢ
资源分成１２个子信道，用于ＬＴＥ—Ｍ系统；２）把
Ｌ１陋－Ｍ信号嵌人ＬＴＥ的１ ＭＨｚ保护带（Ｇｕａｒｄ
Ｂａｎｄ）内，达到ＬＴＥ—Ｍ和ＬＴＥ频谱的共存．
１．２

ＬＴＥ－Ｍ系统优点
提出的窄带ＬＴＥ—Ｍ设计方案具有以下优点：

１）低功耗．相比宽带ＬＴＥ信号，提出的窄带信号设
计方案在相同的发射功率约束下，因为功率谱密度
较高，可以得到更好的接收解调性能．反之，在相同
的接收解调性能下，窄带ＬＴＥ—Ｍ设计方案能够节
省更多的功率消耗．２）高容量．因ＬＴＥ—Ｍ系统要求

的吞吐量需求低，窄带信号设计能够满足速率需求，
且相比ＬＴＥ单个ＲＢ仅能分配给一个用户，ＬＴＥ—Ｍ
在单个ＲＢ可以承载１２个用户．３）低成本．相比
Ｌ１ｒＥ物理层采用ＯＦ【）Ｍ，窄带Ｌ］ｒＥ—Ｍ物理层方案

更简单，有助于降低应用成本，促进ＭＴＣ设备大量
应用．４）易移植．本方案只需要在现有的ＬＴＥ系统
的基带做软件升级改进即可实现，无需增加新的硬
件开发板，易于在现网中实施．
１．３系统原理图及各部分功能

提出的ＬＴＥ—Ｍ窄带系统的物理层设计框图如
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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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ＴＥ－Ｍ系统框图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ＬＴＥ—Ｍ

图２中，发射机中的信息数据首先经过循环冗

ｖａｌ，ＴＴＩ），这样小的时间间隔可以使得ＬＴＥ中应用

余校对（Ｃｙｃｌｉｃ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 Ｃｈｅｃｋ，ＣＲＣ）编码Ｔｕｒ一
ＢＯ编码、速率匹配和调制与导频调制后的符号合并

的时间延迟较小．然而在某些小区边缘覆盖受限的
情况下，ＵＥ（Ｕｓｅｒ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由于受其本身发射功

成帧，经过两级数字上变频送人天线发射．接收机中

率的限制，在１ ｍｓ的时间间隔内可能无法满足数据

接收到信号经过两级数字下变频，然后作数字自动发送的误块率（Ｂｌｏｃｋ

Ｅｒｒｏｒ

Ｒａｔｉｏ，ＢＬＥＲ）需求．因

Ｃｏｔｒｏｌ，Ⅸ３ｍ）调

此，ＬＴＥ中提出了１ｖｒＩ绑定（Ｂｕｎｄｌｉｎｇ）的概念旧Ｊ，

整、解调、解速率匹配和Ｔｕｒｂｏ解码，最后再ＣＲＣ校

对上行的连续１ｖｒＩ进行绑定，分配给同一个ＵＥ，

验．数字上变频器ＤＵＣｌ（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ＮｏｄｅＢ只有在收到所有绑定的上行帧以后，才反馈

增益控制（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Ｇａｉｎ

Ｕｐ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

ＤＵＣｌ）和ＤＵＣ２分别为１级上变频和２级上变频；

混合自动重复请求（Ｈｙｂｒｉｄ

数字下变频器ＤＤＣ２（Ｄｉｇｉｔａｌ

ｑｕｅｓｔ，ＨＡＲＱ）的ＡＣＫ／ＮＡＣＫ（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ｅｎｔ／

Ｄｏｗｎ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

ＤＤＣＥ）和ＤＤＣｌ分别为２级下变频和１级下变频；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Ｒｅｐｅａｔ Ｒｅ一

系统涉及到的滤波器有根升余弦滤波器（Ｐｒｏ一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ｅｎｔ）．这样可以提高数据解
码成功的概率，增大ＬＴＥ的上行覆盖范围，但是以

ｇｒａｍｍａｂｌｅ Ｆｉｎｉｔｅ Ｉｍｐｕｌｓ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Ｒｏｏｔ Ｒａｉｓｅｄ Ｃｏ一

增加时间延迟为代价．

ｓｉｎｅ，ＰＦＩＲ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ＲＲＣ）、补偿插值滤波器（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ｎｇ

Ｆｉｎｉｔｅ Ｉｍｐｕｌｓ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ＦＩＲ）、补偿积分梳状滤波

器（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ｎｇＣａｓｃａｄ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ｏｒ

３ＧＰＰ

业务ｕ…，最大连续使用的１ｖｒＩ资源数为４，往返时
间（Ｒｏｕｎｄ

Ｃｏｍｂ，ＣＩＣ）．

Ｒ８版本中定义１ｖｒＩ Ｂｕｎｄｌｉｎｇ用于ＶｏｌＰ

Ｔｒｉｐ

Ｔｉｍｅ，ＲＴＴ）为１６ ｍｓ，调制格式为

系统设计参数：信道带宽为３．７５ ｋＩ－Ｉｚ，一帧的ＱＰＳＫ，最大分配ＲＢ资源数为３．利用４ＴＴＩ的绑定
数据包大小为１５２ ｂｉｔ，帧周期为８０ ｍｓ，采用Ｔｕｒ－Ｂｏ

技术进行ＬＴＥ上行覆盖增强，能够提高上行用户约

解码，调制方式采用ＤＱＰＳＫ和ＱＰＳＫ，天线基站侧

１～２

采用双天线，终端侧采用单天线．

把ＴＴＩ Ｂｕｎｄｌｉｎｇ技术应用于时延不敏感的Ｍ２Ｍ业

２覆盖增强设计

务，具体实现方法是：ＭＴＣ设备向基站重复发送同
样的数据帧，基站按照给定的重复合并接收机制连

ｄＢ的信干噪比性能Ｈ１｜．基于上述，提出了可以

由于ＬＴＥ．Ｍ系统广泛应用于室内及地下室场

续接收同样的数据帧，重复发送倍数支持１倍，２

景，链路信号的路径损耗较大，在系统方案设计时要
特别考虑覆盖增强的问题，以达到ＬＴＥ－Ｍ系统的

倍，４倍，８倍，３２倍及６４倍．通过多倍重复接收能
够显著提高解调性能，缺点是时延较大．ＭＴＣ重复

深覆盖的需求．我们基于Ｍ２Ｍ的时延特性，提出发

发送的信道成为多速率信道，其原理如图３所示．

送端重复发送，接收机重复合并接收的覆盖增强方

图３中，Ｐ表示前导码，６４倍表示同样的数据
Ｄａｔａｌ要发送６４次，１倍时每个数据块只发送１次．

案，来提高ＬＴＥ—Ｍ系统的覆盖效果．
ｏｆ

由于发送端是基于数据帧连续发送的，相应的

Ｓｅｒｖｉｃｅ）要求为延迟不超过５０ ｍｓ且包出错率应低

接收机应该接收多个重复发送的数据，这就需要设

于１％．由于ＬＴＥ中物理层调度的基本单位是１

计合理的接收合并机制，本文提出了３种合并方案，

ｒｎｓ，即一个传输时问间隔（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分别为软值合并，软值加权合并和带初相补偿的软

在ＬＴＥ中，对于ＶｏＩＰ业务的ＱＯＳ（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ｉｍｅ Ｉｎｔｅｒ一

竺！塑：

堡竺鍪竺！兰三！兰竺！堂竺竺望堡垩竺翌兰塑堡！窒

值加权合并方案，原理框图如图４至图７所示

８窆

下面将对这３种方案进行分析．假设接收机基
带Ｉ／Ｑ数据记为Ｘ／ｔ，一帧包含Ｌ个数据符号，
差分解调Ｉ／Ｑ的软值输出为

ｌ×Ｃｈａｎｎｅｌ

，：＝ｘｉＸｉ一１＋ＫＫ一１

（１）

Ｑｉ＝Ｘｉ一１ Ｋ—ｘｉＹｉ一１

（２）

●————————’
６４×Ｃｈａｎｎｅ Ｉ

８０ｍｓ ｆ｝ａＩｌｌｅ

接收初相记为妒ｏ＝三，即Ｘｏ＝ｃｏｓｑ，ｏ，Ｙｏ＝ｓｉｎ々００．
方案１：处于多速率信道的接收机需要对Ｎ帧

图３多速率信道
Ｆｉｇ．３

差分解调后的软值进行合并（Ｎ为多速率信道重复
倍数），即

Ｍｕｌｔｉ—ｒａｔ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

Ｔ：ｙ
ｒ
口１Ｊ，

（３）

１ｌ

Ｊ＝１

Ｎ

瓦＝∑ｑ

（４）

Ｊ＝１

ｉ＝１，２，３，…，Ｌ；ｊ＝１，２，３，…，Ｎ
图４方案１软值合并
Ｆｉｇ．４

方案２：接收机利用每一帧的前导码，求出每帧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１：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ｆｔ ｖａｌｕｅｓ

卧。两罐笳洄、

信号接收功率（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匪｝匿囹毋

利用接收到的基带导频符号和本地导频符号可

以求出信道估计输出Ｒ
采用最大似然准则搜索频偏值，搜索计算公式为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ｆｔ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Ａ＝僻Ｍ
Ｊ＝１，２，３，…，Ｎ

（６）

式中五为基带接收符号；Ｐｉ为本地导频符号；Ｔ为
基带符号周期；Ｍ为前导码符号长度；Ａｉ为每帧的

№畏嚣尹

合并加权系数；Ｋ为最大似然搜索输出索引ｋ．
设置最大频偏范围为±＾。，最大似然搜索区

间为［一＾，＋＾］，＾≥＾。，搜索窗内的频率问隔
为＾ｔ印，总的搜索次数为Ｓ＝（２·＾）∥南，搜索频

图６方案３－１软值加权合并
３－ｌ：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ｆｔ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点ｆｋ＝一厂ｗ＋ｋ。，．ｓｔ。，ｋ＝０，１，２，…，Ｓ一１．

上述方法Ａｉ实际上也是每帧的ＲＳＲＰ测量值．

风。两霖鬻谕阿

脱睡蜷雾一
图７方案３－２软值加权合并

Ｆｉｇ．７

ｉ立
］●ｌ●●●＿］

陋。而需‰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５）

／４，－＝Ｚｉ／Ｐｉ，ｉ＝１，２，３，…，Ｍ

图５方案２软值加权合并

Ｆｉｇ．６

Ｓｉｇｎａｌ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Ｐｏｗｅｒ，

ＲＳＲＰ）测量值作为加权系数．

＼≮而赢虱／

Ｆｉｇ．５

的合并加权系数，分两步实现．首先通过最大似然搜
索补偿频偏，继而利用补偿频偏的前导码求出参考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３－２：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ｆｔ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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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１仅对多帧的差分解调出的软值进行合

旦
（７）

，ｉ＝∑‘∥Ａｊ
Ｊ＝１

旦

一
Ｑｉ＝∑ＱⅢ·Ａ，，

（８）

并，方案２是对基带数据先乘一个加权系数再合并，
然后再进行差分解调，相比方案１性能应更好，能够
减少频偏对解调性能的影响，方案３不仅对基带数

据乘以加权系数进行频偏补偿，还要进行初相补偿，

，＝１

ｉ＝１，２，３，…，Ｌ；Ｊ＝１，２，３，…，Ｎ

能够抵抗信道的时变特性，性能为最佳．

方案３：每帧的数据都需要在合并之前先做初相
补偿．接收机利用每一帧的前导码，估计出每帧的初
相，分两步完成：第１步通过最大似然搜索补偿频偏；
然后再利用补偿频偏的前导码估计初相并在多帧合

３

ＬＴＥ．Ｍ系统性能验证及分析
最大的耦合损耗（Ｍａｘｉｍｕｍ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Ｌｏｓｓ，

ＭＣＬ）［１１ｊ，最大耦合损耗是３ＧＰＰ标准中衡量通信

并时补偿，如图６和图７所示．方案３分两种：方案３—

覆盖范围最常用的参数，耦合损耗指的是发送天线

２是２个天线的数据分别差分解调后再合并译码，而

接口和接收天线接口间链路的信道损耗，最大耦合

方案３—１是２个天线的数据合并之后再进行差分解
调，当单天线接收时，方案３—２和方案３—１相同．

初相估计为

勃２

损耗是耦合损耗的上界，决定系统物理信道的覆盖
范围．常用系统发送功率减去接收机灵敏度来计算
最大耦合损耗．

为了验证提出的Ｉ肥一Ｍ系统的覆盖增强设计

ａｎｇｌｅ（蚤Ｈ…ｐ（协‘ｆＫ芋），
（９）

Ｊ＝１，２，３，…，Ｎ

Ｋ为式（６）中的最大似然搜索输出索引．
初相补偿

方案的可行性，分别分析了其误块率（Ｂｌｏｃｋ

Ｅｒｒｏｒ

Ｒａｔｉｏ，ＢＬＥＲ）性能和覆盖增强的性能ＭＣＬ，并在实
际的ＬＴＥ环境里搭建了硬件仿真平台，ＬＴＥ环境

２ｉ＝Ｚｉ·ｅｘｐ（一ｊ予小Ｊ＝１，２，３，…，Ｎ（１０）
Ｚｆ为每帧的所有基带数据符号．多帧加权合并结果

频点设置为２．６ ＧＨｚ，带宽为２０ ＭＨｚ．ＬＴＥ—Ｍ系统
参数配置如表１所示．
本文在实际的系统平台上对提出的ＬＴＥ．Ｍ的

乙＝乞·Ａｔ（１１）
表１系统配置参数
Ｔａｂ．１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几种合并接收方案的性能进行测试，实验室搭建的环
境如图８所示，ＵＥ和ｅＮＢ之间的链路采用硬件直连

在以上的仿真环境中，得到了衡量系统接收系
能的ＢＬＥＲ曲线，如图１０、图１１所示，以及评估覆

的方式，路径损耗使用可调的功率衰减器进行模拟．

盖增强性能的ＭＣＬ曲线，如图１２到图１３所示．

图１０（ａ）、图１０（ｂ）是分别在加性高斯白噪声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Ｗｈｉｔｅ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变ＥＰＡｌＨｚ（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Ｎｏｉｓｅ，ＡＷＧＮ）信道及时

Ｐｅｄｅｓｔｒｉａｎ Ａ

ｍｏｄｅｌ，扩展步行

者信道模型）信道上【１２ Ｊ，系统上行误块率（ＢＵ、Ｒ）随

信号干扰噪声比（Ｓｉｇ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Ｎｏｉｓｅ Ｒａｔｉｏ，
ＳＩＮＲ）变化的曲线．图１１（ａ）、图１１（ｂ）是分别在
ＡＷＧＮ信道及时变ＥＰＡｌＨｚ信道上，系统下行误块

率（ＢＵ讯）随ＳＩＮＲ变化的曲线．从图１中可以得出
信道恶化时，１倍、８倍重复接收时系统性能明显恶
化，但是６４倍接收系统基本不变．１倍重复接收时，
图８
Ｆｉｇ．８

ＬＴＥ－Ｍ硬件平台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ｏｆ ＬＴＥ－Ｍ

在２０ ＭＨｚ的系统带宽中，ＬＴＥ信号和窄带

ＬＴＥ—Ｍ信号是可以共存的，频谱共存图如图９（ａ）
和图９（ｂ）所示．

不同解调合并方案的性能基本相同；当采用８倍、６４
倍重复接收方案时，方案３能获得更好的性能．

图１２（ａ）、图１２（ｂ）是ＡＷＧＮ信道系统上下行
不同方案的ＭＣＬ值，图１３（ａ）、图１３（ｂ）是分别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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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

一—————————————————————————————————————————————————————————一

ｂ）ｆｊｆｉ键路

（ａ）卜ｆｉ链路

图９上行、下行链路频谱共存
Ｆｉｇ．９

ＵＬ ａｎｄ ＤＬ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０．２
Ｏ．２

匣Ｏ ｌ
山
一
∞０．Ｉ

Ｏ Ｏ

ＳｌＮ刚ｄＢ

ＳＩＮ刚ｄＢ
ｆａｌ

ｂ）ＥＰＡｌＨｚ价道

ＡＷＧＮ ｆｊ；道

图１０上行仿真的ＢＵ讯曲线
Ｆｉｇ．１０

ＢＬＥＲ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ＵＬ ＡＷＧＮ ａｎｄ ＥＰＡｌＨｚ ｃｈａｎｎｅｌ

０．２

０ ２５

０．２

０ ２０

匣Ｏ ｌ
山
一

ｚ０．１ ５
＿
一

ｍ０．１

０．Ｏ

ｒ墓善
溪一
＿赌忒≥÷

ａ１

０ ０５

■ｏ｛■斗ｖ邸十九

』

ＳＩＮＲ／ｄＢ

ＳｌＮＲ／ｄＢ

ｂ）ＥＰＡＩＨｚ价道

ＡＷＧＮ价道

图１１下行仿真的ＢＬＥＲ曲线
ＢＬＥＲ ｃｕｒｖｌ答ｏｆ ＤＬ

Ｆｉｇ．１ １

ＡＷＧＮ

ａｎｄ ＥＰＡｌ Ｈｚ ｃｈａｎｎｅｌ
６５

１６５『

一，Ｊ ７袈ｌ
目ｊｊ。轻
１６０｝
ｍ｝ｉ。镪．

已ｌ ５５｝

一氍』～ ＿鳖善 一零＃

∞０ １０

＿，‘Ｊ震

薯孓“豁一

羔
１ ５ ｏ｝

篡

．＿雷ｉｌ
８

●霉㈧；

６４

函短ｆ舌数

酉短倍数

ｂ１ ＤＬ

ｆａｌＵＬＡＷＧＮ信道

图１２
Ｆｉｇ．１２

ＡＷＧＮ信道ＭＣＬ

ＭＣＬ ｏｆ ＵＬ ａｎｄ ＤＬ ＡＷＧ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ＷＧＮｆ。ｊ＿道

一案窠 ：一｛卜． 卜ｋ＿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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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５吒丽
１６０ｒｉｎ。檠２

ｂ）厅ｉ万
６０ｌ‘ｊ几

圈，ｊ
盼策３．２

４５

４０

８

ｔ嚣艇倍数
ａ）ＵＬ

５５ｌ

件

Ｅｉ，ＪＪ’粜３

＿

吕１ ５０｝

至１４５ｌ
１４ｎｌ

８

６４

巨复倍数

ＥＰＡｌＨｚｆ占遄

图１ ３
Ｆｉｇ．１３

ＥＰＡｌＨｚ信道ＭＣＩ。

ＭＣＬ Ｏｆ ＵＬ ａｎｄ ＤＬ ＥＰＡｌＨｚ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Ｍｏｂｉｌｅ

变ＥＰＡｌＨｚ信道上，系统上下行不同方案的ＭＣＬ

ｔｏ－ｍａｃｈｉｎｅ ｍｏｂｉｌｅ

值．从图１２、１３可以得出结论：通过多倍重复传输来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Ｒｏｕｎｄｔａｂｌｅ．２０１０：３９４—４０１．

提高系统接收性能，达到比ＬＴＥ更广的系统覆盖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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