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按照寺利合作索釣所公布的匡阮申渭
(19) 世觀W 杖組銅 川 川 刪 川川刪

(10) S 阮公布吾
(43) 示公布日

2011 年 1 月 6 日 (06.01.2011) WO 2011/000237 Al

(51) 固阮寺利分癸考 (8i) 定固 (除另有 - 明 要求每 神可提供的固家
H04W 88/06 (2009.01) H04B /5 (2006.01) .折 ) : AE, AG, AL, AM, AO, AT, AU, AZ, BA, BB,

BG, BH, BR, BW, BY, BZ, CA, CH, CL, CN, CO, CR,
(21) I 申清 . PCT/CN20 10/072009 CU, CZ, DE, DK, DM, DO, DZ, EC, EE, EG, ES, FI, GB,

(22) 固阮申清日 2010 年 4 月 2 1 (21 .04.2010) GD, GE, GH, GM, GT, HN, HR, HU, ID, IL, IN, IS, JP,
KE, KG, KM, KN, KP, KR, KZ, LA, LC, LK, LR, LS,

(25) 申清稽言 中X LT, LU, LY, MA, MD, ME, MG, MK, MN, MW, MX,
MY, MZ, NA, NG, NI, NO, NZ, OM, PE, PG, PH, PL,

(26) 公布培言 中X PT, RO, RS, RU, SC, SD, SE, SG, SK, SL, SM, ST, SV,

(30) 仇先杖 SY, TH, TJ, TM, TN, TR, TT, TZ, UA, UG, US, UZ, VC,

2009 10108149.0 2009 年 月 29 日 (29.06.2009) CN VN, ZA, ZM, ZW

(71) 申清人 (肘除美固外的所有指定 ) : 惠州 TCL 移 (84) 定固 (除另有 明 要求每 神可提供的地
功通信有限公司 (HUIZHOU TCL MOBILE COM¬ 折 ) : ARIPO (BW, GH, GM, KE, LR, LS, MW, MZ,

MUNICATION CO., LTD) [CN/CN]; 中固仁京省深 NA, SD, SL, SZ, TZ, UG, ZM, ZW), 歐立 (AM, AZ,

圳市南 山匡高新南 路 TCL 大廈 15 櫻 虎 BY, KG, KZ, MD, RU, TJ, TM), 歐 (AT, BE, BG,

Guangdong 518067 (CN) = CH, CY, CZ, DE, DK, EE, ES, FI, FR, GB, GR, HR, HU,
IE, IS, IT, LT, LU, LV, MC, MK, MT, NL, NO, PL, PT,

(72) 岌明人 ; 及 RO, SE, SI, SK, SM, TR), OAPI (BF, BJ, CF, CG, CI,
(75) 岌 明人 / 清人 仗肘美 固 白釗 (BAI, Jian) CM, GA, GN, GQ, GW, ML, MR, NE, SN, TD, TG)

[CN/CN]; 中固仁京省深圳市南山匡高新南 路 本固
TCL 15 , Guangdong 518067 (CN)

阮公大廈 櫻 虎 :
— 包括固阮栓索扳告(集夠第 2 1 集 (3)) =

(74) 代理人 亡奈 固暉律肺事各所 (GUANGDONG
SUN LAW FIRM); 中固仁京省深圳市福 田匡蓮花
支路 1 弓公 交大廈 二櫻 歐 陌 后 明 , Guangdong
518036 (CN)

(54) Title: 几JLTI-ANTENNA RADIO TRANSCEIVING DEVICE

(54) 岌明名林 : 多天域元域收友裝置

106

天 人牧
基 我f 射頻枚 功 故

友器 大模決 吾

K)1 102 103 104 105 夭技B

107

1 / FIG. 1

101 base band chip
102 radio frequency transceiver
103 power amplifier module
104 matching network
105 antenna selecting switch
106 antenna a
107 antenna b

(57) Abstract: A multi-antenna radio transceiving device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 terminal is provided. The multi-antenna radio
transceiving device includes a base band chip, a radio frequency transceiver, a power amplifier module and a matching network,
and the multi-antenna radio transceiving device also includes an antenna selecting switch and two or more antennas, wherein the
radio transceiving performance indexes of the two or more antennas correspond to different application modes of the mobile com
munication terminal respectively, and the antenna selecting switch selects one antenna from the two or more antennas, and con
trols the selected antenna to connect with the matching network.



(57) 摘要

提供了 神多人哉兀哉收友裝置 活用于移劫通信幾端。所迷的多人哉兀域收友裝置包括基帝心片、射頻收友

器、功率放大模坎和匹配例餡 所迷的多天找九筏收友裝置胚包拈天筏迭拌升失和吶支或者吶支以上的天筏 其巾

所迷兩支或者兩支以上天我的元我收友性能指休分別占移功通估終端不同的匝用模式肘匝 所迷的天我迭抨升共用

末伙所述兩支或者丙支以上的天域中迭擇 支 控制所迭中的天我占所迷匹配阿鎔接通



沸明弔

友明名禾寸 多天域元域收友裝置

技水領域

技木 領域

山 本友明屑于通信技水領域，尤其涉及一神多天域元域收友裝置。

背景技木

現有的移劫通信終端多使用內置天域 ，而內置天域的匝用杯境己姪越采越鬥苛

，主要休現在以下几介方面

3 ] 1、奴模甚至多模移劫通信終端己姪越采越流行，典型的有3 G和GS 奴模移劫

通信終端。 汶要求夭域工作在多介頻帶，革是GS 制式，移劫通信終端己姪被

要求升始支持最多Q ad ba d (同吋支持GS 850/EGS / S /P S 4神GS 頻帶

) ，汶村夭域的多頻化、竟帶化提出很高要求。

4 ] 2、移劫通信終端越采越追求小型化，汶要求外孤要薄而小，汶神役汁必然造

成天域的淨空匡奕小，迸而影晌夭域帶竟 ，板大的增加升友雅度。

5 ] 3 、移劫通信終端的外形己姪有丁越采越多的演化，如翻孟帆、滑孟帆等。 井

且移劫通信終端使用的外部杯境也姪常友生改奕 ，如靠近人胎通活或使用耳帆

通活等 肖移劫通信終端的外孤形杰或匝用杯境友生奕化吋，內置天域的性能

參數也合友生改奕。

6 ] 斥管使用杯境多奕而鬥苛，移劫通信終端仍然被要求在各神杯境下都有很好的

性能。 肖前的移劫通信終端主流的天域力 o o po o

A e a (革板天域 ) 或者P a a ve ed A e a (P A 千面倒 形狀夭域 )

，前者村夭域匡的淨空要求很高，后者村夭域的基座高度有要求，汶些要求都

和天域的工作帶竟有密切芙系。 目前移劫通信終端拾夭域的淨空匡或者基座的

高度都是有限的，而且越是小巧輕薄外形的移劫通信終端，其夭域淨空匡或者

基座的高度越小。 肖夭域兼容的頻帶多吋，狹小的天域淨空匡域和大夭域帶竟

需求就形成丁尖拼的矛盾，板大的影晌丁終端的升友迸度和輻射性能。

7 在上迷余件下，如果仗仗使用一文天域采完成如此夏朵的性能需求是很困雅的



，容易造成斤品研友周期泣弋，性能辰量下降。

8] 而如何利用多介夭域采提高移劫通信終端的元域性能，是現有技水尚未解抉的

河題。

肘友明的公升

技木何題

9] 本友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神多天域元域收友裝置， 旨在解抉伉化移劫通信終端

元域收友性能的河題。

技木解抉方案

10] 本友明是汶佯宴現的，一神多天域元域收友裝置，所迷的多天域元域收友裝置

活用于移劫通信終端，所迷的多天域元域收友裝置包括基帶忑片、射頻收友器

、功率放大模抉和匹配阿烙，所迷的多天域元域收友裝置江包括夭域逝掙升芙

和兩支或者兩支以上的天域 ，其中

1 1] 所迷兩支或者兩支以上天域的元域收友性能措棕分別勻移劫通信終端不同的匝

用模式村匝

12] 所迷的天域逝掙升芙用采八所迷兩支或者兩支以上的天域中逝掙一文，控制所

逝中的天域勻所迷的匹配阿烙接通。

13] 所迷的天域逝掙升芙勻所迷基帶忑片相注，所迷基帶忑片用采根据移劫通信終

端的肖前匝用模式控制所迷夭域逝掙升芙八所迷兩支或者兩支以上的天域中逝

掙一文勻所迷肖前匝用模式村匝的天域勻所迷匹配阿烙接通。

14] 所迷移劫通信終端力翻孟移劫通信終端，所迷基帶忑片用采根据所迷移劫通信

終端肖前工作的信道匡同，控制所迷夭域逝掙升芙八所迷兩支或者兩支以上的

天域中逝掙一文勻所迷匹配阿烙接通，所逝掙夭域的元域收友性能措棕勻所迷

移劫通信終端肖前工作的信道范園村匝。

15] 所迷元域收友性能措棕力工作頻帶，所逝掙夭域的工作頻帶所覆孟的信道范園

勻所迷移劫通信終端肖前工作的信道匡同村匝。

16] 所迷移劫通信終端力多模移劫通信終端，所迷基帶忑片用采根据所迷移劫通信

終端肖前工作的制式，控制所迷夭域逝掙升芙八所迷兩支或者兩支以上的天域

中逝掙一文勻所迷的匹配阿烙接通，所逝掙夭域的元域收友性能措棕勻所迷移



劫通信終端肖前工作的制式村匝。

17 ] 所迷移劫通信終端肖前工作在低頻帶，所逝掙夭域在低頻貝有楷振頻率，其工

作帶竟和輻射效率覆孟低頻的全部頻焦 所迷移劫通信終端肖前工作在高頻帶

，所逝掙夭域在高頻貝有楷振頻率，其工作帶竟和輻射效率覆孟高頻的全部頻

，占．、、。

18 ] 所迷移劫通信終端力配置有P A夭域的移劫通信終端，所迷基帶忑片用采根据

所迷移劫通信終端肖前工作的信道匡同，控制所迷夭域逝掙升芙八所迷兩支或

者兩支以上的天域中逝掙一文勻所迷匹配阿烙接通，所逝掙夭域的元域收友性

能措棕勻所迷移劫通信終端肖前工作的信道匡同村匝。

19 ] 所迷元域收友性能措棕力工作頻帶，所逝掙夭域的工作頻帶所覆孟的信道范園

勻所迷移劫通信終端肖前工作的信道匡同村匝。

有益效果

20] 本友明克服現有技水的不足，力移劫通信終端配置兩支或者兩支以上的天域 ，

移劫通信終端可以根据其肖前匝用模式八中逝掙一文天域勻匹配阿烙匹配，使

得其元域收友性能迭到最伉化。 本友明提供的技水方案使得移劫通信終端在各

神匝用模式的元域性能都最伉化，提高客戶滿意度 ，村移劫阿烙的伉化和提高

阿烙容量也有蒂助。

附團現明

21] 團1是本友明宴施例提供的多天域元域收友裝置系琉框團

22] 團2是本友明宴施例流程團。

本岌明的最佳宴施方式

23] 力丁使本友明的目的、技水方案及伉焦更加清楚明白， 以下拮合咐團及宴施例

，村本友明迸行迸一步洋綑稅明。 匝肖理解，此她所描迷的貝休宴施例仗仗用

以解釋本友明，井不用于限定本友明。

24] 本友明宴施例提供的移劫通信終端元域收友裝置的系琉框團如團1所示，包括

基帶忑片 (BaSe Ba d)、射頻收友器 (T a sce ve ) 、功率放大模抉 ( A ) 、兩

支或者兩支以上的天域 (A e a) (團1中以夭域A和天域B力例 ) 、匹配阿烙

( a ch g e Wo ) 和天域逝掙升芙 (A e a S e e c o ) 。 其中，基帶忑片通



泣數据域和控制域勻射頻收友器相注，射頻收友器通泣射頻侍輸域勻功率放大

模抉相注，功率放大模抉勻匹配阿烙相注，匹配阿烙勻夭域沅掙升芙相注，夭

域沅掙升芙勻夭域A和天域B相注，基帶忑片江勻夭域沅掙升芙相注。

25] 基帶忑片用采根据移劫通信終端的工作模式，如肖前的工作制式、外孤形杰和

匝用杯境等，控制夭域沅掙升芙，夭域沅掙升芙用采根据基帶忑片的控制，沅

掙匹配阿烙勻夭域A接通，或者沅掙匹配阿烙勻夭域B接通。 夭域沅掙升芙可以

采用高頻升芙，由基帶忑片的GP O (通用目的輸入輸出接口) 控制。

26] 移劫通信終端友射信青吋，基帶忑片將移劫通信終端采集或生成的晤音和數据

信息迸行塢昭和凋制，汶佯可茨得基帶凋制信青 。 基帶忑片通泣數据域將S

B侍送拾射頻收友器，由射頻收友器將基帶凋制信青上奕頻力射頻信青SR 。 射

頻收友器將射頻信青SR 通泣射頻侍輸域送拾功率放大模抉。 基帶忑片根据移劫

通信終端肖前的匝用模式，如工作制式、外孤形杰和匝用杯境等情況，控制夭

域沅掙升芙，夭域沅掙升芙用采根据基帶忑片的控制，沅掙匹配阿烙勻夭域A接

通，或者沅掙匹配阿烙勻夭域B接通。 肖匹配阿烙勻夭域A或者夭域B接通后，

功率放大模抉將SR 放大后，通泣匹配阿烙送拾夭域A或者夭域B，最終由天域A

或者夭域B輻射出去。

27] 移劫通信終端在接收信青吋，基帶忑片根据移劫通信終端肖前的匝用模式，如

工作制式、外孤形杰和匝用杯境等情況，控制夭域沅掙升芙，夭域沅掙升芙根

据基帶忑片的控制，沅掙匹配阿烙勻夭域A接通，或者沅掙匹配阿烙勻夭域B接

通。 肖匹配阿烙夭域A或者夭域B接通后，夭域A或者夭域B將外部的射頻信青S

R 接收下采，姪泣功率放大模抉放大后侍輸到迭射頻收友器。 由射頻收友器將

射頻信青SR 下奕頻力基帶凋制信青 井送拾基帶忑片。 基帶忑片將完成解凋

和解昭工作，八而茨得晤音或數字信息。 由射頻收友器將射頻信青 R 奕頻力

基帶凋制信青 井送拾基帶忑片。 基帶忑片將完成解凋和解昭工作，八而茨得

晤音或數字信息。

28] 貝休宴現本友明提供的技水方案吋，在移劫通信終端升友的泣程中，根据貝休

的情況，沅定夭域的文數，分配每支夭域的工作頻率范園，根据沅定的工作頻

率范園役汁不同的天域。 同吋脯定各介夭域的在移劫通信終端內部的位置。 由



于各介夭域井不同吋工作，因此其位置不一定要求相距較沅。

29] 本友明技水方案的貝休匝用可以覆孟但不局限于以下案例

3 0] 1、計村主板比較短的翻孟移劫通信終端，因力低頻下，小主板尺寸使得主地

弋度喊少，迸而影晌夭域低頻帶竟 ，其合孟情況下的低頻帶竟將比較雅滿足。

在汶神情況下，可以采用兩支夭域采完成元域收友任努，吐兩支夭域分別工作

在低頻的不同信道 ，通迂不同性能的天域接收不同信道匡同的元域信青。 例如

，低頻G S 850的信道塢青八 12 8 道到25 道 ，息共 124 介信道占据25 z帶

竟。 村于上迷主地弋度較短的案例，一文天域雅以覆孟25 z 帶竟。 可以役

汁兩支夭域 (夭域A和天域B ，夭域A在信道 128 到信道 190 元域收友性能最好

，夭域B在信道 191 到信道251 有最好的元域收友性能措棕。 在宴阮使用中，如果

移劫通信終端工作在高信道匡同 信道 191 到信道251) ，那么基帶忑片通泣夭

域逝掙升芙，控制匹配阿烙勻夭域B注接 如果移劫通信終端工作在低信道匡同

信道 128 到信道 190 ) ，那么基帶忑片通泣夭域逝掙升芙，控制匹配阿烙勻夭

域A注接。 最終 ，元洗移劫通信終端工作在那介信道 ，都可以茨得最好的輻射性

能。 汶佯村一文天域而言，其低頻的帶竟需求喊少，迸而村P C B板弋的需求降低

，大大的降低丁役汁雅度 ，八而使得弋度較短的終端也能在茨得很好的輻射性

能。 汶佯可以覆孟整介低頻帶竟需求，同吋村P C B板弋的需求也相匝降低 ，因此

翻孟移劫通信終端可以役汁得比較小而短。 在汶神情況下，夭域A和天域B的形

狀和拮枸可以相似 ，但需要分別役汁夭域A和B的楷振于弋度 ， 以便便它們工作

頻帶有差別，夭域A 的 作頻帶覆孟信道 128 到 190 ，夭域B的工作頻帶覆孟信道 1

9 1到251 。 移劫通信終端八翻孟切換到合孟或者八合孟切換到翻孟吋，基帶忑片

將根据翻孟或者合孟吋所工作的信道匡同，逝掙夭域A或者夭域B勻匹配阿烙接

旭涌。

3 1] 2、計村多模移劫通信咯端，可以根据不同的工作制式采配置不同的天域 ，村

匝不同工作制式的元域信青收友，不同的天域在其村匝的工作制式下，其性能

參數如回波掀耗和VSWR (屯庄蛀波比，Vo age S a d g Wave Ra o) 都能迭到

最伉值。 例如，計村W C a (工作頻帶在2 G z) 和G S (工作頻帶

在8 5 z/g z/ 1800 19 z) 的奴模終端，仗仗使用一文天域采完成5介



頻帶的覆孟是困雅的。 可以在役汁的吋候沅用兩支夭域 (夭域A和天域B ) ，夭

域A在 1800/1900/21OO z有最好的輻射性能，夭域B在8 5 0/9 z有最好的輻

射性能。 在宴阮使用中，如果移劫通信終端工作在高頻帶 (2 1 z或 180

z或 19 z) ，那么可以通泣夭域升芙，控制匹配阿烙勻夭域A接通 如果移

劫通信終端工作在低頻帶 (85 z/g z) ，那么可以通泣夭域升芙，控制

匹配阿烙勻夭域B接通 元洗移劫通信終端工作在那介頻帶，都可以茨得最好的

輻射性能，八而茨得不同制式下都最好的元域性能。 在汶神情況下，夭域A和天

域B 的形杰、竟度、弋度的都需要分別迸行役汁 ，使得天域A在高頻 (2 1 z

80 z和 19 z) 貝有楷振頻率，其工作帶竟和輻射效率也需要完全覆

孟高頻的全部頻焦 ，往往休秧較小 使得天域B在低頻 (85 z/g z) 貝

有楷振頻率，其工作帶竟和輻射效率也需要完全覆孟高頻的全部頻焦 ，往往休

秧較大。

3 2 ] 3、計村配置有高度不夥的P A (千面倒 形狀夭域 ) 移劫通信終端，可以通

泣沅用不同的天域茨取最伉的元域性能，肖移劫通信終端工作在不同的信道匡

同吋，沅用不同的天域勻匹配阿烙注接 ，所沅掙夭域的元域收友性能勻移劫通

信終端的肖前工作的信道匡同村匝，所沅掙夭域的性能參數如回波掀耗和VSWR

都能迭到最伉值。 例如，高頻 CS (數字蜂寓系琉 180 z) 的信道八5 12信道

到885 道 ，息共374 介信道占据7 5 z帶竟。 村于高度不夥的P A夭域 (常皿

于非常薄的終端 ) ，帶竟比較窄，一文天域雅以覆孟所有7 5 z帶竟。 因此可

以役汁兩支夭域 (夭域A和天域B ) ，夭域A在信道5 12至 信道698 性能最好，夭

域B在信道699 到信道 885 有最好的性能措棕。 在宴阮使用中，如果移劫通信終端

工作在低信道匡同 ( 道5 12至 信道698 ) ，那么通泣夭域沅掙升芙，控制匹配

阿烙接通天域A 如果移劫通信終端工作在高信道匡同 信道699 到信道 885 )

那么通泣夭域沅掙升芙，控制匹配阿烙接通天域B 元洗移劫通信終端工作在那

介信道 ，都可以茨得最好的輻射性能。 通泣上迷役汁 ，每支夭域的工作范園八7

5 z降低力3 7 .5 z，大大的降低丁役汁雅度 ，即使終端P A夭域的高度不夥 ，

也能在每介信道茨得良好的輻射性能。 在汶神情況下，夭域A和天域B 的形狀和

拮枸可以相近 ，但需要分別役汁夭域A和B 的楷振于弋度 ， 以便便它們工作頻帶



略有差別，夭域A的工作頻帶覆孟信道5 12至 698 ，夭域B的工作頻帶覆孟信道698

到885

33] 在某些情況下，如肖前小匡的頻焦要求采用天域A，而邵近小匡工作頻帶是夭

域B的工作頻率范園。 此吋帖近小匡信息栓測不能仗仗通泣夭域A采完成，而匝

咳在小匡栓測吋隙或者栓測信道內，舵流的切換夭域以便完成最佳的邵近小匡

搜索以及越匡切換。

34] 在本友明中，移劫通信終端可以是GS 制式，也可以是3G或其他制式的甚至

多模移劫通信終端。

35] 本友明宴施例流程團如團2所示，貝休包括如下的步驟

36] 1、移劫通信終端根据肖前工作的制式、外孤形杰和匝用杯境等情況，控制夭

域逝掙升芙

37] 2、夭域逝掙升芙根据基帶忑片的控制，逝掙夭域A勻匹配阿烙接通，或者逝掙

夭域B勻匹配阿烙接通

38] 3、移劫通信終端通泣夭域A或者夭域B接收/友送信青。

39] 貝休匝用本友明提供的技水方案吋，由于不需要同吋工作，多支夭域的相互位

置不敏感，因此可以充分的利用現有的空同 井且，由于每支夭域的工作頻帶

要求奕窄，因此可以采用一些縮小夭域尺寸、增加夭域VSWR的技水 (如使用新

的天域基座材料等) ，汶神宴現方法可以脯保移劫通信終端工作的每介頻帶都

有很好的輻射性能。

40] 以上所迷仗力本友明的較佳宴施例而已，井不用以限制本友明，凡在本友明的

精神和原則之內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換和改迸等，均匝包含在本友明的保

折范園之內。

本岌明的宴施方式

4 1]

工此宴用性

42]

序列表 自由內容

43]



杖利要求弔
杖利要求 1] 一神多天域元域收友裝置，所迷的多天域元域收友裝置活用于移

劫通信終端，所迷的多天域元域收友裝置包括基帶忑片、射頻收

友器、功率放大模抉和匹配阿烙，其特征在于，所迷的多天域元

域收友裝置江包括夭域逝掙升芙和兩支或者兩支以上的天域 ，其

中

所述兩支或者兩支以上天域的元域收友性能措棕分別昌移劫通信

終端不同的匝用模式村匝

所迷的天域逝掙升芙用采八所迷兩支或者兩支以上的天域中逝掙

一文，控制所逝中的天域勻所迷的匹配阿烙接通。

杖利要求口 根据杖利要求1所迷的元域收友裝置，其特征在于，所迷的天域逝

掙升芙勻所迷基帶忑片相注，所迷基帶忑片用采根据移劫通信終

端的肖前匝用模式控制所迷夭域逝掙升芙八所迷兩支或者兩支以

上的天域中逝掙一文勻所迷肖前匝用模式村匝的天域勻所迷匹配

阿烙接通。

杖利要求 3 根据杖利要求2所迷的元域收友裝置，其特征在于，所迷移劫通信

終端力翻孟移劫通信終端，所迷基帶忑片用采根据所迷移劫通信

終端肖前工作的信道匡同，控制所迷夭域逝掙升芙八所迷兩支或

者兩支以上的天域中逝掙一文勻所迷匹配阿烙接通，所逝掙夭域

的元域收友性能措棕勻所迷移劫通信終端肖前工作的信道范園村

匝。

杖利要求 4] 根据杖利要求3所迷的元域收友裝置，其特征在于，所迷元域收友

性能措棕力工作頻帶，所逝掙夭域的工作頻帶所覆孟的信道范園

勻所迷移劫通信終端肖前工作的信道匡同村匝。

杖利要求 5 根据杖利要求2所迷的元域收友裝置，其特征在于，所迷移劫通信

終端力多模移劫通信終端，所迷基帶忑片用采根据所迷移劫通信

終端舀前工作的制式，控制所述天錢逝掙升芙八所述兩支或者兩

支以上的天域中逝掙一文勻所迷的匹配阿烙接通，所逝掙夭域的



元域收友性能措棕勻所迷移劫通信終端肖前工作的制式村匝。

杖利要求 6 根据杖利要求5所迷的元域收友裝置，其特征在于，所迷移劫通信

終端肖前工作在低頻帶，所逝掙夭域在低頻貝有楷振頻率，其工

作帶竟和輻射效率覆孟低頻的全部頻焦 所迷移劫通信終端肖前

工作在高頻帶，所逝掙夭域在高頻貝有楷振頻率，其工作帶竟和

輻射效率覆孟高頻的全部頻焦。

杖利要求 7 根据杖利要求2所迷的元域收友裝置，其特征在于，所迷移劫通信

終端力配置有P A夭域的移劫通信終端，所迷基帶忑片用采根据

所迷移劫通信終端肖前工作的信道匡同，控制所迷夭域逝掙升芙

八所迷兩支或者兩支以上的天域中逝掙一文勻所迷匹配阿烙接通

，所逝掙夭域的元域收友性能措棕勻所迷移劫通信終端肖前工作

的信道匡同村匝。

杖利要求 8 根据杖利要求7所迷的元域收友裝置，其特征在于，所迷元域收友

性能措棕力工作頻帶，所逝掙夭域的工作頻帶所覆孟的信道范園

勻所迷移劫通信終端肖前工作的信道匡同村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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