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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向绿色移动通信而提出的超蜂窝网络架构, 是建立在以业务和控制覆盖分离为核心的柔性
覆盖基础上的, 本文重点研究了控制与业务覆盖的分离覆盖架构, 给出了分离覆盖的原则以及分离
覆盖的条件和实例, 并在此基础上, 就控制过程的两个核心问题展开研究. 针对部分信道观察下的信
道预估问题, 结合基于环境学习的信道预测机制, 利用信道的时间和空间相关性, 分别提出了基于业
务基站周期开启测量进行测量与服务决策, 以及基于离线信道学习和在线部分观察的信道空间预估
方法. 针对控制覆盖的大容量接入问题, 通过将稀疏码多址 (SCMA) 非正交多址接入用于非授权接
入技术的方案, 并进一步改进发送和接收方法, 可有效支持控制覆盖所需的大容量、低时延、高可靠
的短包控制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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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未来移动业务需求的发展趋势包括业务需求多样化、业务需求空时不均匀且动态变化、大动态的
速率、实时性、业务量需求等 [1] . 为此运营商不得不按最高速率要求去部署基站. 在单站峰值速率受
带宽限制难以显著增加的情况下, 只能靠增加基站密度来解决, 然而大部分时间空闲的基站为了保持
工作状态, 系统总能耗最终随基站密度呈线性增加, 仅从系统能耗角度看就是难以持续发展的 [2∼4] .
为了保证移动网络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观察到: 大规模增加基站密度的结果使得处于业务服务状
态的基站数量 (由整体用户数决定) 并不会随之同比增加, 而处于非服务状态的基站比例却在大幅度
增加. 这些处于非服务状态的基站, 如果保持活跃状态也要消耗大量电能. 因此及时关闭大部分非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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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状态的基站, 成为解决业务需求导致的网络不可持续发展 (从绿色节能角度) 的必由之路 [5, 6] . 因此
牛志升等提出了超蜂窝架构理论 [7] .
超蜂窝架构中, 基站是随着业务的需求而按需开启和关闭的. 非服务状态基站的关闭与开启, 必
须是动态的、按需的柔性的覆盖 [8] . 要做到这一点, 首先就要对空中传输的不同数据的无线覆盖进行
一定的分离, 从总体上讲, 就是业务覆盖和控制覆盖的分离. 将基本的控制数据从业务覆盖中分离出
去, 可为动态关闭业务覆盖基站提供基本的条件. 在此基础上, 还要解决两个层次的问题: 一个是控制
过程, 另一个是控制算法. 从控制过程看, 就是要有一个控制的层面和实体, 让控制者 (网络侧的控制
器) 可以获得控制决策所需的上下文信息, 同时要把控制者的决策及时准确地传达到执行者 (终端、基
站、RRU (远程射频单元 Remote Radio Unit)、交换机等). 控制算法的作用, 则是让控制者能根据所
得的上下文信息, 得到网络中用于控制各个实体单元的参数 (包括终端、天线、资源分配、开关等). 在
给出超蜂窝网络的覆盖架构和准则, 并提供了控制方式, 获得信道预测信息后, 需要对系统的能效以
及谱效进行优化, 方法包括小区开关 [9] 、大规模 MIMO [10] 和全双工 [11] 等方法.
根据以上内容的讨论, 关于超蜂窝网络架构中的柔性覆盖需要开展以下 3 方面的工作: (1) 覆盖
分离是动态开关的使能机制, 为此, 需要开展第一个层面 —— 控制覆盖与业务覆盖分离机制及优化的
研究. (2) 控制过程是分离覆盖后动态开关的使能环节, 为此需要开展第二个层面 —— 超蜂窝网络中
控制覆盖的能效优化方法的研究, 重点在解决业务基站关闭与其信道状态信息获取之间的矛盾, 以及
控制基站覆盖下海量潜在用户的接入问题. (3) 在网络侧获取信道信息之后, 剩下的就是进一步优化系
统的效率问题了, 为此需要开展第三个层面的研究 —— 超蜂窝网络动态小区形成方法研究.
本文将对第一、二方面工作内容重点介绍. 主要包括以下 3 部分内容.
A. 控制覆盖与业务覆盖分离机制及优化研究.

在控制覆盖与业务覆盖分离机制方面澄清了分离
覆盖的基本属性: 即为完成一件任务而允许不同的数据经过不同的基站设备提供覆盖. 在由大小两层
覆盖组成狭义的分离覆盖中, 明确了大覆盖除了支持控制覆盖以外, 也允许支持低速业务覆盖, 而小
覆盖除了支持高速业务覆盖以外, 也允许支持控制覆盖. 提出了广义分离覆盖的概念, 将控制信令也
当成空口多种数据覆盖的一部分, 支持多层覆盖, 根据各种不同数据的传输要求, 确定为其覆盖的层.
新的系统架构可实现向下兼容和平滑演进, 广义分离可后向兼容狭义分离, 分离覆盖可兼容现有蜂窝
架构. 提出覆盖层与设备解耦的概念, 即允许同一设备可以在不同时刻提供不同的覆盖层服务. 提出
上下行覆盖解耦的概念, 即为同一用户提供下行数据发送和上行数据接收服务的基站设备可以在空间
上分离. 上、下行覆盖可以独立设计, 提供非对称服务, 具有很高的设计灵活性.
B. 超蜂窝网络中控制覆盖的能效优化方法. 在控制覆盖的探测方面, 论文中将介绍一套基于部

分信道观察的信道预估方法. 在超蜂窝网络中, 从控制覆盖中分离出来的业务基站, 被要求必须能关
断以节能. 然而业务基站关闭后, 随之也关闭了它的导频发射和 (或) 接收测量的能力. 在失去这种对
信道的直接观察时, 如何解决业务基站重新开启的决策依据来源, 是超蜂窝网络不可回避的新问题. 论
文介绍的信道预估方法特点主要体现在: 基于环境学习的信道预测机制, 通过分析与测量, 证明了信
道的空间和时间上的相关性是部分观察下获取信道信息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径. 利用信道的时间相关
性, 提出了基于业务基站周期开启进行测量与服务决策的机制. 利用信道的空间相关性的基于离线信
道学习和在线部分观察的信道预估方法. 分别针对直接信道预估和借助于用户定位的间接信道预估提
出了相应的方法.
C. 采用 SCMA 实现非授权接入技术进行控制覆盖.

在控制基站覆盖下海量潜在用户的接入
方面, 针对现有 LTE 网络中广泛使用的数据传输方法是基于请求、调度模式, 不仅消耗大量的额外无
线资源, 也引入了比较大的控制延时. 本文提出将免授权接入机制引入控制覆盖的业务请求, 通过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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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接入, 可以大大减少接入延时和信令资源开销比例. 进一步引入稀疏码多址信号设计, 引入随机接
入, 使得在相同无线资源下, 多个用户同时接入时, 基站仍可以分辨并成功解码. 相对于其他多址方法
不仅可以支持多用户接入, 还可获得一定的编码增益. 更多用户同时接入能力与更高的超载率相结合,
可使得在免授权接入中, 获得数倍的频谱效率提升, 可显著提高一次传输成功率, 实现高可靠、低延时
的目标. 在这方面本文将重点介绍在控制覆盖中应用免授权接入、稀疏编码多址的方法及相应的适应
性改进方法.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 第 2 节介绍对控制覆盖与业务覆盖分离机制及优化. 第 3 节介绍部分信道观
察下的信道预估方法的主要思路. 第 4 节介绍蜂窝网络的控制覆盖的非授权随机接入相关技术. 第 5
节为本文结论.

控制覆盖与业务覆盖分离机制及优化

2
2.1

广义的分离覆盖

在现有蜂窝体系结构及其发展过程中, 都是以基站为中心的, 由于其多重身份 (测量、控制、传输
等), 占据着异常重要的角色. 然而随着当前及未来业务需求多样性的呈现以及空间、时间业务不均匀
性的突显, 在未来高能效绿色通信的约束下, 无法通过关闭大量低业务或无业务基站以实现可持续发
展. 本文提出了以控制覆盖与业务覆盖分离的基本思想为核心的超蜂窝架构, 将无处不在的、永远在
线的控制覆盖与按需开启的动态业务覆盖相结合, 可实现控制覆盖和业务覆盖之间相对独立的优化和
演进, 代表了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架构的新趋势. 相对于现有蜂窝结构面向峰值需求规划的覆盖方式
(这里称为硬性覆盖), 给出柔性覆盖的定义: 根据系统的业务需求和网络的实时状态, 为用户提供动态
的按需覆盖, 以达到提升能效和谱效的目的, 支撑未来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8] .
从能效的角度来看, 不管是信令还是业务, 它都是属于需要承载在空中信号上的数据, 我们要做
的是关注不同的数据该如何更好地进行映射, 而不同的映射显然不能简单的根据它是用于业务还是控
制进行区分, 应该考虑数据的本质特征以及与其他业务的相关性, 综合得出最优的分层方案. 这些特
征应包括数据量、时间到达规律、时延要求、数据包之间的相关性等.
因此分层超蜂窝覆盖作为一种新型架构, 狭义上讲, 是控制和业务覆盖的分离, 而广义上讲是多
层数据覆盖, 即未来业务服务过程中所需的覆盖数据 (包括用于控制的数据和用户业务的数据), 均可
根据网络服务状态, 按需地进行分离覆盖, 通过多层覆盖的协作, 完成高效、高质量的覆盖服务.
柔性覆盖的核心思想是控制和业务的分离, 但在具体架构上又不拘泥于控制与业务的分离. 为此,
先对一些概念进行定义:
• 控制覆盖. 以控制数据为主的数据覆盖, 同时可以支持一定条件的业务数据.
• 业务覆盖. 以高速业务数据为主的数据覆盖, 同时可以支持一定条件的控制数据.

下面以双层覆盖为例说明 [12] . 该双层覆盖无线网络由控制覆盖和业务覆盖两层组成, 其中, 控制
覆盖是指拥有较大覆盖范围, 主要传输控制数据, 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兼顾数据业务的覆盖. 业务数据
覆盖是指拥有相对较小的覆盖范围, 主要提供高速数据业务数据的覆盖, 同时兼顾数据传输过程中的
控制.
为了清晰地描述该架构的特点, 图 1 给出了该架构的示意.
此外, 在双层覆盖网络的帮助下, 尽管某些业务覆盖节点处于关闭或休眠状态, 该节点下用户的
接入请求可以由控制覆盖进行感知, 再由网络侧决策并通知相应的数据覆盖开启, 以完成对应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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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双层覆盖网络架构示意图
Figure 1

Two-layer coverage structure

从而解决休眠基站 “只能关不能开” 的难题.
2.2

分离覆盖中的数据映射原则

数据传输需求的主要特征包括: 延时要求、速率要求、持续时间 (针对数据流或周期性数据)、到
达率需求、允许的接入等待时间等. 系统应根据这些需求特征, 确定每一次通信过程中涉及的各阶段、
各类型数据的缺省 (初始) 映射, 即在不考虑网络状态情况下的初步映射决策. 进而, 当网络状态发生
变化时, 具体的实际映射, 也应随之作一定的调整.
从总体上看, 分层和映射的大体原则应该是:
(1) 高速业务数据映射到小覆盖层, 作为缺省映射层.
(2) 低速业务数据, 特别是高实时性的低速业务数据映射到大覆盖层, 作为缺省映射层.
(3) 数据到覆盖的映射可以根据不同的方案动态调整, 即层间数据迁移.
2.3

数据覆盖的迁移原则

在双层覆盖中, 控制覆盖采用的是宏基站大面积覆盖, 而业务覆盖由相对密集的小区或基站组成.
我们也需要注意到, 业务基站既然可以支持高数据率的数据传输, 自然本身也有能力支持低速率数据
的传输. 因此当业务基站开启时, 它在服务高速率数据传输的同时, 还可以分担一部分它的覆盖范围
内的低速率数据.
因此在一定条件下, 应允许一部分低速业务迁移到业务覆盖里去. 这种迁移条件包括:
(1) 与激活业务覆盖具有很强的时间、空间相关性的数据 (包括控制数据和业务数据).
(2) 在一段时间内, 某个非激活业务基站覆盖区 (覆盖空洞) 中集中出现大量的低速业务 (时间、
空间聚焦).
(3) 面向移动性支持的数据, 不参与向业务覆盖迁移.
(4) 高速移动用户的数据, 在小区边界之前, 应迁移到控制覆盖以保持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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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据覆盖中的分离覆盖及 oﬄoading 示意图
Figure 2

Decoupled coverage and oﬄoading in data coverage

图 2 给出了数据覆盖中的分离覆盖及数据卸载示意图.
2.4

分离实例

本文基于数据信令分离的超蜂窝网络架构, 针对 LTE 的演进, 具体研究了实现异构网络数据和信
令的解耦合的可行途径, 具体分离细节详见文献 [13, 14].
2.5

面向高能效的新型蜂窝网络架构的特点

这里总结一下新型的超蜂窝网络架构的特点, 它由至少包括控制覆盖和业务覆盖的多层覆盖组成.
该架构的核心特征包括:
(1) 超蜂窝组网和覆盖, 首先要有多重的覆盖 (可以是同体制的多重覆盖, 也可以是不同体制的,
可以是同频段的, 也可以是不同频段的).
(2) 允许覆盖空洞: 某些层的覆盖 (业务覆盖) 可以动态关闭, 以节能.
(3) 一个通信任务允许通过多层覆盖来完成 (不同的信令, 不同的业务数据).
(4) 多层覆盖之间的设备具有协同能力, 这是完成通信任务的必须要件, 也是优化的前提.
(5) 可软件定义的设备平台, 提供支持多覆盖的设备共享, 传输覆盖的灵活升级, 更重要的多覆盖
之间的协作.
超蜂窝架构除了上述这些基本特征之外, 在具体的架构实现上应该是开放的, 可有多种选择, 不
断演进. 包括:
(1) 覆盖设备间及与控制设备间的网络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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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软件定义的公共设备平台的软件和硬件架构.
(3) 具体的控制优化方法.

为了实现这种协同的多重覆盖架构, 不同的演进阶段, 可以通过多种设备形态来完成, 至少包含
两类设备形态: 每层覆盖有自己的系统和设备; 各层覆盖共享设备.
在第 1 类设备状态下 (每层覆盖有自己的系统和设备), 很多设备是跟天线捆绑的, 也包括关闭这
些相关设备, 关闭天线与射频往往也等价于关闭对应的基站设备, 从而降低基本处理能耗.
而在第 2 类设备状态下 (各层覆盖共享设备), 由于公共平台本身不能整体关闭, 而涉及的覆盖天
线与射频是一对一的, 同时射频部分也是能耗的最主要部分 (随着天线分布密度增加, 射频数也在同步
增加), 因此射频部分的关闭是节能的最主要环节. 由于采用公共平台, 分布式无线通信系统 (DWCS),
所有天线 (或大部分密集部署的天线) 共享同一处理平台和入网接口, 为了节能, 就要求公共处理平台
具有以下的特点:
(1) 硬件处理设备与天线解耦, 这部分功能可以通过前传交换网络来实现.
(2) 处理运算只与用户业务量或活跃天线数成正比, 与总天线数量无关.
(3) 处理能耗只与运算量成正比.

这样的天线与硬件处理解耦的方式, 除了可以提供设备形态之外, 也为未来引入开放的软件定义
无线网络和无线网络功能虚拟化, 提供了一个可以切片化定制服务的平台, 以适应 5G 网络垂直应用
的需求.

3

用户位置及与业务基站间信道信息获取

在柔性覆盖中重启关闭 (唤醒休眠) 基站时, 本应依据该基站信道特性作决策, 然而由于该站的关
闭, 无法用传统方法获得它与目标用户之间的信道信息.
为了获得信道信息, 就必须有一定的测量与信道估计. 这里信道估计的首要目的, 是用于确定开启
哪些基站, 特别是尚未开启的基站, 为当前的用户或用户集合服务. 这里的信道估计又可以分为基于如
GPS、惯性导航等的额外位置信息 [15] 和不基于额外位置信息两大类方法 [16∼19] .
对于基于非额外位置信息的方法, 可以分成两种情形: 利用活跃基站进行信道测量 [16, 17] 和开启
非活跃业务基站进行信道测量 [20] . 开启非活跃业务基站进行信道测量, 又可以分成基站侧发导频, 终
端侧发导频, 两侧互发导频 3 种. 对于以选择唤醒基站为目的信道测量而言, 精度要求并不高, 因此
两侧互发导频的意义不大. 剩下来的两种, 从单条链路的测量上看, 是基本等价的. 只是从功耗上看有
一定的差异, 终端侧发导频的方案中空闲业务基站可以只保留接收模块的工作, 而可以关闭发射模块.
基站侧发导频的方式则可以让空闲业务基站关闭接收模块而保留发射模块. 确定了由哪一侧发导频以
后, 为了进一步控制能耗, 应选择部分时间, 开启部分业务基站进行导频发射或接收.
为此, 我们从基于环境学习的信道预测机制、利用信道的时间和时间相关性 3 个方面开展相关
研究.
考虑到在地面蜂窝移动场景中, 电磁波传播环境中的大部分地理环境是静止的. 信道之所以会变
化, 主要来源于少量的环境参数 (如反射/散射系数等), 以及用户本身在地理空间中的移动. 为此, 基
于环境学习的信道预测机制 [21] , 通过平时积累的测量数据, 结合动态的部分测量 (部分时间、部分空
间上的信道的测量, 即部分时间里开启的部分基站所观测到的动态数据) 对全时空的信道传输情况进
行预估, 相当于信道参数在时间、空间上的插值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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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一维 T2 对小基站总能量消耗 E 的影响 [20]
Figure 3

T2 vs.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E [20]

图 4 二维 T2 对小基站总能量消耗 E 的影响 [20]
Figure 4

T2 vs.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E [20]

在这个基本思路下, 这里分别介绍基于信道的时间相关性和空间性的两类以选择激活休眠基站为
目标的信道预测方法.
3.1

基于时间相关性的方法

此时暂不考虑不同基站的信道之间的空间相关性, 但考虑到用户移动是连续的, 其位置不会在短
时间里发生大范围的跳变. 因此, 可以让用户对业务基站的信道观测以周期性测量的方式进行. 这样
业务基站只需要在一个业务周期 T2 里开启一小段时间 T1 进行测量 (T1 ≪ T2 ), 获得用户在此时刻与
各业务基站的信道关系并排序, 然后在业务周期的静默期间, 只要有这个用户的业务, 就将之前测得
的最好的那个基站开启, 为该用户服务. 显然两次开启测量基站的间隔是一个重要参数. 测量间隔越
大, 测量本身带来的能耗就可以降低, 然而测量间隔越大, 也会带来测量精度的下降, 使激活不合适的
业务基站的概率增加, 又会带来业务传输能耗的增加.
开启业务周期的设计是影响该机制实施效果的关键因素. 为了使网络总能耗最小, 我们通过理论
分析和仿真两种方式进行了最优开启周期的设计 [20] .
在一定的系统参数设置下, 一维和二维空间的仿真结果如图 3 和 4 所示 [20] .
图 3 给出了小基站总的能量消耗 E 随着业务期的持续长度 T2 的变化关系. 图中纵向虚线标识了
我们通过理论推导选取的 T2 , 可以看出其与能量消耗 E 的曲线相交于最低点. D 为用户运动模型中
的参数, 其越大表示用户运动越活跃. 对比 D 不同的两条曲线, 可以看出, 用户运动的活跃性越大 (D
越大), 总能耗越大, 而最优的探测周期 T2 越短.
针对二维场景, 我们结合更一般的路损模型, 引入了阴影衰落以及阴影衰落的空间相关系. 结果
表明随着 T2 的增长, 信道信息获取时刻和网络利用此信息做决策时刻的平均时间间隔变大, 导致决
策的误差变大 (例如: 选择并开启了一个距离较远的小基站为用户提供服务), 继而用于传输的能耗变
大. 用户运动的活跃性越大 (D 越大), 业务传输能量消耗 E2 越大.
3.2

基于空间相关性的方法

本节考虑空间相关性. 也就是说, 考虑在需要了解某个时间用户到某个区域内所有基站的相对信
道关系时, 只利用该时刻的部分基站进行信道的测量, 然后根据该时间的部分基站信道观察值去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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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间接法
Figure 5

Indirect method

图 6 直接法
Figure 6

Direct method

该用户到所有基站的信道参数.
为此, 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基于环境学习的信道预测和决策的方法 [18, 19] , 包括间接法和直接法, 如
图 5 和 6 所示, 它们都包含两个阶段: 离线学习阶段和在线预测阶段. 间接法的基本思路是以位置为
中间参量, 利用对用户到部分基站之间的信道观察, 结合历史数据学习, 对用户所处的位置进行估计,
然后再利用用户的位置结合历史数据对信道特性进行估计. 直接估计法的思路则更为简单直接, 即利
用历史数据和部分基站的测量, 直接得到所有基站到该用户之间信道的信息.
3.2.1

间接方法中的基于在线学习的用户定位

A. 在线学习中的接入点选择和数据库选择. 传统室内定位方案假设离线和在线阶段环境是稳定

的, 在线定位时不考虑在线环境状态, 然而实际环境的变化, 可能会降低定位的精度和稳定性. 为了解
决这个问题, 引入接入点 (AP) 选择策略, 根据环境变化动态做出 AP 选择, 并及时地更新数据库提升
定位性能 [18] .
B. 基于环境学习的指纹数据库更新策略.

数据库的更新或者选择是针对环境的慢速持续变化.
慢速持续变化是经过在线阶段大量统计之后对环境学习得到的结论 [19] .
C. 基于历史信息的在线学习定位算法.

既然更新数据库需要大量用户长时间学习, 这些历史信
息也可以帮助定位, 使得定位性能优化. 利用基于环境学习的定位机制, 结合历史定位信息, 可以引入
用户的移动轨迹修正引导室内位置确定, 给定当前时刻之前一段时间用户所在位置以及运动轨迹, 可
以给出用户当前出现在不同定位区域的出现概率, 将其引入传统的定位算法, 利用不同区域的出现概
率修正定位结果, 做为环境因素的调整.
3.2.2

基于空间相关性的直接信道预估方法

基于指纹数据库的动态基站开关策略分为单用户实时决策问题和多用户联合决策问题. 单用户实
时决策每次选择信号最强的基站服务, 可以分为选择单基站和选择基站集合. 多用户联合决策则要为
所有用户选择合适的服务基站集合. 对于单天线用户, 每次只要选择打开一个基站为用户服务, 对于多
天线用户可以选择基站集合联合为用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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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基于指纹的基站选择流程 [19]
Figure 7

Fingerprint based BS selection steps [19]

基于指纹数据库的动态基站开关节能方法包括离线阶段和在线阶段, 在线阶段的核心是动态基站
开关决策策略. 离线和在线阶段流程如图 7 所示.
3.3

基于信道测量的基站选择策略分析验证
这里基于如图 8 所示的室内办公室场景信道测量, 对基站选择策略进行方案验证和性能评估 [19] .

利用加权 K- 近邻 (WKNN) 指纹方法进行动态基站开关策略实验, 分析平均接收功率与基站选
择正确率.
实验环境中共有 6 个基站, 在每次决策时根据打开的探测基站个数 p 的不同, 基站选择正确率如
表 1 所示. 其中, p = 0 时随机选择基站, p = 6 时可以直接选择 RSS 最大的基站, 选择正确指的是选
中实际信号 RSS 最强的基站.

4
4.1

控制覆盖中的免授权接入技术
永远在线的控制覆盖关键技术 —— 免授权随机接入

为了保证柔性业务覆盖可能带来的暂时覆盖空洞中的用户 (暂时没有业务) 在发生业务需求时能
得到超蜂窝网络的及时服务, 需要控制覆盖提供永远在线的接入申请服务. 事实上, 只要网络侧可以及
时得知哪些用户需要业务覆盖服务, 即可通过启动相应的探测过程了解到该用户位置和信道信息, 进
一步确定所需开启的基站或扇区, 同时分配相应的时频资源、天线波束, 从而提供按需的柔性覆盖. 因
此网络侧对用户业务发生的及时感知是柔性覆盖的关键. 而这个感知的基础就是用户业务服务请求信
息的及时上传, 这类请求信息往往只需要包括用户身份、终端状态、请求的业务种类及可能的少量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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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基于信道指纹的基站选择实测场景平面图
Figure 8

The actual BS deployment of ﬁngerprint based BS selection

表 1 基站选择正确率
Table 1

The accuracy of BS selection

p

0

1

2

3

4

5

6

Accuracy rate

16.67%

59.02%

80.33%

85.25%

96.72%

96.72%

100%

数, 因此属于非常短的消息, 但其传输的实时性和可靠性要求非常高. 这是控制覆盖必须要首要支持
的数据传输服务.
现有蜂窝网络协议, 在有数据业务时, 需要先执行一个数十毫秒到上百毫秒的连接建立过程. 而
对于超蜂窝网络中控制覆盖而言, 对某个具体的用户而言, 其实很可能数据量很少, 却占用了大量的
控制信道资源, 且引入了相当大的时延 [22] .
我们知道, 4G 网络中广泛使用的数据传输方法是基于请求、调度模式的, 这种传输机制是一种基
于授权的接入机制. 可是这种传输技术并没有对数据包的大小或者类型加以区分, 因此这种传输机制
无法用于信令网络传输极大量的低时延、高可靠的小包数据 [23] .
为此, 我们提出针对此类极大量、低时延、高可靠要求的小数据包的传输, 采用免授权机制的方
法. 从资源划分上, 系统将预留一部分时频资源供免授权短包接入使用. 经过初始化的移动设备, 只要
有此类小包业务需要发送, 则随时接入, 即随时在免授权接入资源中发送待传的数据短包, 而不事先
发送任务请求 [24] .
由于免授权接入中, 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资源的碰撞, 因此, 支持多用户解码的信号设计非常重要.
需要在使用尽可能少的资源开销情况下, 提供对尽可能多用户的识别, 以及多用户资源碰撞时尽可能
高的数据解码成功概率.
为了定量评价免授权机制的性能, 我们定义一些评价指标和系统参数. 评价指标主要是资源利用
率, 可以用平均每资源可支持的平均用户数来衡量, 它与系统指标参数, 如可支持的服务用户数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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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净吞吐量与总到达率之间的关系 fK (λ)
Figure 9

Throughput vs. arrival rate

定的换算关系, 以资源率、每用户数据包到达率为参量.
当小区短包用户数为 N , 每用户业务初始发起 (不算重传的) 平均时间间隔为 T , 单位时间里可用
于免授权接入的时频资源数为 M , 每个消息包传输所占时频资源数为 m, 每个用户所允许的接入时隙
间隔为 t1 , 平均每次重传延时为 t2 , 假设每用户业务发起为独立的 Poisson 过程.
平均每个消息传输资源包的时间间隔为 m/M , 因此每个用户在每个平均传输间隔内, 有业务初
mN
始发起的概率为 p0 = MmT . 而每次有机会传输时, 原始信息包的平均数量为 λ0 = M
T , 因此希望网络
在免授权竞争接入和重传的过程中, 达到净吞吐率 R(定义为平均每个传输资源包可实现的正确传输
的消息包数量), R = λ0 = mN
MT .
假设采取某种重传方法, 使得整体看起来仍近似于各用户呈独立的 Poisson 接入过程. 由于存在
重传, 每个用户在平均每个消息传输资源包中可能要传输的概率为 p > p0 . 在每个消息传输时频资源
包需要发送数据的用户数期望 (这里称为总到达率) 为 λ = pN . 出现 k 个用户同时接入的概率记为
k
Pk , 当 N 非常大, k 很小, p 很小时, 可以证明: Pk = λk! e−λ . 当用户采用的多址接入方法在 k 个用
户同时接入时的误包率记为 Pek (这里假设了各用户信道条件相当的条件), 则每次成功传输的吞吐量
(相当于净吞吐量 λ0 或 R) 与总到达率 λ 之间的关系为
R=

N
∑

Pk k (1 − Pek ) =

k=1

N
∑
k=1

(1 − Pek )

λk e−λ
= g (λ) ,
(k − 1)!

(1)

注意这里的函数 g 与多址方式下的多用户译码能力 Pek 有关.
下面考虑一种近似的情况. 在很多情况下, 误包率与碰撞用户数 k 之间的关系呈现明显的台阶形
状, 即最多可同时分辨 K 个用户. 当 k 不大于 K 时, Pek 近似为 0. k > K 时, Pek 近似为 1. 此时成
功传输的吞吐量 (净吞吐量) 与总到达率 λ 之间的关系为
R=

K
∑
k=1

K
∑
λk e−λ
kPk =
= fK (λ) .
(k − 1)!
k=1

不同的可同时分辨用户数 K 对应的净吞吐量与总到达率之间的函数曲线如图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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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最优净吞吐量与可分辨用户数的关系
Figure 10

Throughput vs. number of recognizable users

−1
可以求出处于稳态时的含重传的总到达率 λ1 = fK
(λ0 ) 1) . 据此, 可以得到此时平均每个有数据
要传的用户的一次传输成功率为
λ0
λ0
Psuc,u =
= −1
.
(3)
λ1
fK (λ0 )

每个数据包的平均传输次数为
L=

1
Psuc,u

=

−1
fK
(λ0 )
.
λ0

因此, 总延时中, 除了一次接入占用的时频资源包的时长之外, 额外延时为
( −1
)
)
fK (λ0 )
t1 (
t1
τext =
+ L − 1 t2 =
+ t2
−1 .
2
2
λ0

(4)

(5)

从图 10 中可以看出, 随着可同时分辨的用户数从 1 增加到 6, 对应于最优净吞吐率的平均传输次
数也从 2.7 下降到 1.4, 即占用的控制信道资源数下降约到原来的 1/2, 相应的重传次数从 1.7 次下降
到 0.4 次, 对应于总延时中的主要部分 —— 重传延时下降到原来 1/4.
这样, 具体的评价针对给定的每用户业务初始发起 (不算重传的) 平均时间间隔 T , 单位时间里可
用于免授权接入的时频资源数 M , 问题包括:
(1) 给定当小区短包用户数 N , 通过设计不同的多用户编码方案 (决定每次传输要用的资源数量
m), 评价其重传次数或时延.
(2) 给定重传次数要求或时延要求, 通过设计不同的多用户编码方案 (决定每次传输要用的资源
数量 m), 评价可支持的总用户数 N .
对 (1), 评价方法就是, 根据给定的 N 和设计编码得到的 m, 求得所需达到的净吞吐率 λ0 = mN
MT ,
然后根据编码设计得到可支持的最大同时用户数 K, 利用图 9 的 fK (λ) 关系求得总吞吐量 λ, 从而得
f −1 (λ )
1
到 L = Psuc,u
= K λ0 0 .
1) 注意, fK (λ) 是一个单峰的拟凹函数, 因此其反函数最多有 2 个解, 我们关心的是最小的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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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 对于给定的时延要求, 即平均重传次数, 可在图 9 中做出斜率为平均传输次数倒数 1 L 的
过原点的直线, 与根据编码设计得到的可支持最大同时用户数 K 对应的曲线交点的纵坐标即为该种
编码方式下可支持的净吞吐量, 进而利用编码设计得到 m, 计算可支持的总用户数 N = λm0 MT. 其中
MT 的物理意义是单个用户平均业务时间间隔内系统可用的总的资源数. 因此可以看出, 系数 λm0 是
单位无线信道资源可支持的总用户数, 是这种随机接入方式下的频谱效率的一种表征.
可见, 为了达到尽可能高的用户容量, 需要使得满足时延要求下的 λm0 越大越好. 我们又可以把它
λ0
K
写成如下的形式: λm0 = K
m K . 其中前一个因子 m 体现的是多用户编码带来的同时支持用户数增益与
可能需要扩张的资源代价之间的比例, 由编码方法决定. 后者 λK0 则完全由图 9 来决定.
综上, 免授权随机接入的多用户编码设计要点就是:
(1) 增加可同时分辨用户数 K, 从而获得尽可能高的统计复用增益 λK0 .
(2) 尽可能用较小的资源扩展, 获得尽可能多的同时可分辨用户数, 或在增加同时用户数的同时提
高超载增益 K
m.
4.2

基于稀疏码多址接入的上行免授权传输

如前所述, 在超蜂窝网络架构下, 高效、实时的控制覆盖是必要的支撑条件, 而免授权接入是完成
此项任务的重要手段, 可以避免在短包数据接入中传统的基于连接的接入手段带来的相对巨大的控制
开销. 而在免授权接入中, 如前一节的分析所述, 为了取得更高的用户容量, 接入信号设计是非常关键
的环节, 为了支持多个用户在相同的时频资源上传输, 必须采用一定的非正交多址技术, 传统的直接
序列扩频 CDMA 技术就属于这一类. 不过它获得的可同时分辨用户数 K 的增加, 是以带宽扩展为带
价的, 且扩频比要大于可支持的同时用户数, 即超载增益 K/m 一般要远小于 1. 这使得系统容量将大
大受限.
近年人们通过一定程度上引入编码, 来实现多用户编码传输, 通过提高超载增益均有希望成为未
来的免授权接入的编码调制方案. 包括交织多址 [25] , PDMA, MUSA, SCMA 等. 这里以 SCMA 为例
介绍其在控制覆盖的免授权接入中的可能发挥的作用.
稀疏码多址 (SCMA) [22, 23, 26∼29] 是一种非正交多址技术, 也是一种有效的多用户编码技术, 它通
过在多个可用调制资源里选择部分资源结合多维调制编码, 形成不同的 SCMA 码本, 可实现超过资源
占用数的可分辨用户数, 即获得大于 1 的超载能力. 因此非常适合用于超蜂窝控制覆盖的上行免授权
传输. 基于稀疏码多址接入的上行免授权传输技术中用户发送上行数据包的流程如下: 随机或根据特
定的规则选择 SCMA 码本, 使用所选择的 SCMA 码本 (SCMA 码本与导频序列有映射关系) 处理待
发送数据包. 数据包处理完成后, 用户直接在约定的上行资源 (如时频资源) 上发送数据包, 而不需要
事先向基站发送业务请求并且等待基站的调度指令. 如果有多个用户同时发送数据包时, 基站侧接收
到多个用户的叠加信号, 基站基于先进的多用户联合检测接收机, 通过检测导频序列, 可以确定哪些
SCMA 码本被使用, 再借助先进的多用户联合检测接收机, 如消息传递算法, 可以正确解调出多个用
户的数据包. 在此过程中, 不同的用户可能会选择相同的 SCMA 码本, 产生码本的碰撞, 但只要导频
序列不碰撞, 接收机都能够通过联合检测解调出用户数据.
从具体定量角度来看, 在常见的一种参数配置下, 当 SCMA 码块占用 4 个无线时频资源时, 可以
提供 6 个不同的码本, 而且即使多个用户使用相同的码本, 只要它们的信道特性有所不同, 且码本碰
撞的用户数不多, 仍可通过一定的接收算法实现多用户数据分离, 大量仿真结果已表明, 在随机接入
时, 此参数配置可支持多达 6 个同时用户的数据分离 [23] , 因此超载增益 K/m 可以达到 1.5 以上. 与
CDMA 相比, 可以大大提高系统的短包接入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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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免授权传输在小数据包场景下, 可以极大地降低系统的信令和时延开销, 而稀疏码多址接入
又能很好地支持过载系统, 支持海量连接.

5

结论

本文针对可实现高能效绿色移动通信的超蜂窝架构进行了丰富和补充. 本文澄清了分离覆盖的基
本属性: 即为完成一件任务而允许不同的数据经过不同的基站设备提供覆盖, 并提出了广义分离覆盖
的概念, 可兼容狭义分离覆盖及现有蜂窝网络架构. 进一步提出了覆盖层与设备解耦以及上下行覆盖
解耦的架构形式, 形成了超蜂窝网络的基本架构特色. 并针对 LTE 向超蜂窝演进中不同覆盖承担信令
分解给出了具体的设计方法, 可解决信令复杂度和开销大、切换开销大等瓶颈问题. 在分离覆盖中, 控
制覆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 感知用户业务需求和感知用户与休眠基站之间的信道. 为此, 本文针对业
务基站关闭后动态控制所需的信道信息获取问题, 提出通过用户位置作为纽带, 建立起了基站间信道
参数之间的间接相关性. 据此, 我们分别提出了利用离线或历史数据库的空间插值方法, 包括间接方
法和直接方法. 解决了信道信息获取问题, 并通过实际场景测试验证了基站选择的准确性. 进一步, 为
了让系统侧及时感知到用户的业务需求, 提出了在控制覆盖中采用免授权接入的方式传输用户的业务
请求相关的短消息包, 通过分析验证了在这种大容量、低延时、短包接入需求下, 多用户可分辨能力对
系统容量、延时的影响. 指出基于稀疏码多址的免授权接入是一种非常有限的控制覆盖接入手段. 在
上述控制与业务覆盖分离的架构下, 在业务感知和信道感知的支撑下, 超蜂窝系统就可以动态地调用
各种可能的业务覆盖手段, 进行包括能效、谱效等方面在内的全面优化. 为休眠基站的动态激活、分
布式天线的动态协作传输、大规模 MIMO 的动态优化、全双式组网的动态设计等提供基本的系统架
构和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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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le coverage and control for hyper-cellular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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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yper-cellular network (HCN) architecture was proposed based on the separation of traﬃc and control
coverage. In this paper, we mainly focus on the decoupling structure for traﬃc and control coverage. We also
provide the decoupling principle with accompanying conditions and examples. With this knowledge, we discuss
two key problems in the control process. For channel estimation under partial measurement, based on channel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patial and time domain, we propose two channel prediction methods. One method is
using traﬃc base-stations (BSs) to periodically measure channels and make decisions. The other is online and
oﬄine learning-based channel prediction. As for the massive connectivity problems in control coverage, sparse
coding multiple access is adopted as a grant-free access method to support massive connectivity, low latency, and
high reliability for control co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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