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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处理双连接的装置及方

法。该装置用来处理双连接，包含有指令如通过

至少一第一载波频率，建立一无线资源控制连接

到一主要基站；通过该无线资源控制连接，从该

主要基站接收一第一无线资源控制重新设定讯

息，其中该第一无线资源控制重新设定讯息设定

该通信装置通过至少一第二载波频率连接到一

次要基站；根据在该第一无线资源控制重新设定

讯息中用来与该次要基站进行通信的一第一设

定，决定一第一重新设定失败；以及通过该无线

资源控制连接，传送一无线资源控制通知讯息到

该主要基站，以指示该第一重新设定失败，以响

应该第一重新设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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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通信装置，用来处理双连接(dual  connectivity)，包含有：

存储装置；以及

处理电路，耦接于该存储装置，其中该存储装置存储，以及该处理电路被设定以执行以

下指令：

通过至少一第一载波频率(carrier  frequency)，建立无线资源控制(radio  resource 

control，RRC)连接到主要基站(master  base  station，MBS)；

通过该无线资源控制连接，从该主要基站接收第一无线资源控制重新设定

(reconfiguration)讯息，其中该第一无线资源控制重新设定讯息设定该通信装置通过至

少一第二载波频率连接到一次要基站(secondary  base  station，SBS)；

根据在该第一无线资源控制重新设定讯息中用来与该次要基站进行通信的第一设定

(configuration)，决定第一重新设定失败(failure)；

通过该无线资源控制连接，传送无线资源控制通知讯息到该主要基站，以指示该第一

重新设定失败，以响应该第一重新设定失败；

通过该无线资源控制连接，从该主要基站，在该第一无线资源控制重新设定讯息中或

在第二无线资源控制重新设定讯息中接收第二设定，其中该第二设定设置(configures)参

数，该参数被该通信装置使用来与该主要基站进行通信；

根据在该第二设定，决定第二重新设定失败；以及

与该主要基站执行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建程序(RRC  connection  reestablishment 

procedure)，以响应该第二重新设定失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该通信装置，其中该无线资源控制通知讯息包含有用来叙述该

第一重新设定失败的信息。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该通信装置，其中该无线资源控制通知讯息包含有

SCGFailureInformation讯息。

4.一种通信装置，用来处理双连接(dual  connectivity)，包含有：

存储装置；以及

处理电路，耦接于该存储装置，其中该存储装置存储，以及该处理电路被设定以执行以

下指令：

通过至少一第一载波频率(carrier  frequency)，连接到主要基站(master  base 

station，MBS)，以及通过至少一第二载波频率，连接到一次要基站(secondary  base 

station，SBS)；

当连接到该主要基站及该次要基站时，从该次要基站接收第一无线资源控制(radio 

resource  control，RRC)重新设定(reconfiguration)讯息，其中该第一无线资源控制重新

设定讯息设定用来与该次要基站进行通信的第一设定(configuration)；

根据该第一设定，决定第一重新设定失败(failure)；

通过无线资源控制连接，传送无线资源控制通知(notification)讯息到该主要基站，

以指示该第一重新设定失败，以响应该第一重新设定失败；

通过该无线资源控制连接，从该主要基站，在该第一无线资源控制重新设定讯息中或

在第二无线资源控制重新设定讯息中接收第二设定，其中该第二设定设置(configures)参

数，该参数被该通信装置使用来与该主要基站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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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在该第二设定，决定第二重新设定失败；以及

与该主要基站执行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建程序(RRC  connection  reestablishment 

procedure)，以响应该第二重新设定失败。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该通信装置，其中该指令还包含有：

停止与该次要基站进行通信或停止连接到该次要基站，以响应该第一重新设定失败。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该通信装置，其中该指令还包含有：

通过该至少一第一载波频率，连接到该主要基站，以及通过至少一第三载波频率，连接

到一次要基站；

当连接到该主要基站及该次要基站时，从该主要基站接收第三无线资源控制重新设定

讯息，其中该第三无线资源控制重新设定讯息设定用来与该次要基站进行通信的第三设

定；

根据在该第三设定，决定第三重新设定失败；以及

与该主要基站执行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建程序，以响应该第三重新设定失败。

7.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该通信装置，其中该无线资源控制通知讯息包含有用来叙述该

第一重新设定失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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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双连接的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无线通信系统的通信装置及方法，尤其涉及一种处理双连接

的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用户端(user  equipment，UE)可同时与主要基站(master  base  station，MBS)及

次要基站(secondary  base  station，MBS)进行通信，以实现双连接(dual  connectivity)。

然而，当用户端检测到无线资源控制(radio  resource  control，RRC)重新设定

(reconfiguration)失败时，用户端如何与在双连接中运作的主要基站及次要基站进行通

信为未知。因此，考虑到无线资源控制重新设定失败，如何处理双连接是一亟待解决的问

题。

发明内容

[0003] 因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通信装置及方法，用来处理双连接，以解决上述问题。

[0004] 本发明公开一种通信装置，用来处理双连接(dual  connectivity)，包含有一存储

装置；以及一处理电路，耦接于该存储装置，其中该存储装置存储，以及该处理电路被设定

以执行以下指令：通过至少一第一载波频率(carrier  frequency)，建立一无线资源控制

(radio  resource  control，RRC)连接到一主要基站(master  base  station，MBS)；通过该

无线资源控制连接，从该主要基站接收一第一无线资源控制重新设定(reconfiguration)

讯息，其中该第一无线资源控制重新设定讯息设定该通信装置通过至少一第二载波频率连

接到一次要基站(secondary  base  station，SBS)；根据在该第一无线资源控制重新设定讯

息中用来与该次要基站进行通信的一第一设定(configuration)，决定一第一重新设定失

败(failure)；以及通过该无线资源控制连接，传送一无线资源控制通知讯息到该主要基

站，以指示该第一重新设定失败，以响应该第一重新设定失败。

[0005] 本发明另公开一种通信装置，用来处理双连接(dual  connectivity)，包含有一存

储装置；以及一处理电路，耦接于该存储装置，其中该存储装置存储，以及该处理电路被设

定以执行以下指令：通过至少一第一载波频率(carrier  frequency)，连接到一主要基站

(master  base  station，MBS)，以及通过至少一第二载波频率，连接到一次要基站

(secondary  base  station，SBS)；当连接到该主要基站及该次要基站时，从该次要基站接

收一第一无线资源控制(radio  resource  control，RRC)重新设定(reconfiguration)讯

息，其中该第一无线资源控制重新设定讯息设定用来与该次要基站进行通信的一第一设定

(configuration)；根据该第一设定，决定一第一重新设定失败(failure)；以及通过一无线

资源控制连接，传送一无线资源控制通知(notification)讯息到该主要基站，以指示该第

一重新设定失败，以响应该第一重新设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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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06]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无线通信系统的示意图。

[0007]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一通信装置的示意图。

[0008]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流程的流程图。

[0009]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流程的流程图。

[0010] 【符号说明】

[0011] 10                            无线通信系统

[0012] 20                            通信装置

[0013] 200                           处理电路

[0014] 210                            存储装置

[0015] 214                           程序代码

[0016] 220                           通信接口装置

[0017] 30、40                          流程

[0018] 300、302、304、306、308、310、      步骤

[0019] 400、402、404、406、408、410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无线通信系统10的示意图。无线通信系统10可简略地由通

信装置100、基站(base  stations，BSs)102及104所组成。在图1中，通信装置100、基站102及

104可用来说明无线通信系统10的架构。实际上，基站102及104中一个可为演进式基站

(evolved  Node-B，eNB)，其可连接到演进式分组核心(evolved  packet  core，EPC)，可为第

五代(fifth  generation，5G)(或称为新无线(new  radio，NR))基站(或称为gNB)，其可连接

到下一代(Next  Generation，NG)核心(NG  core，NGC)，或可为增强长期演进(Long  Term 

Evolution，LTE)(enhanced  LTE，eLTE)演进式基站，其可连接到下一代核心。在以下叙述

中，基站可指演进式基站、第五代基站或增强长期演进演进式基站中任一个。

[0021] 如图1所示，通信装置100可根据双连接(dual  connectivity)，被设定与基站102

及104同时进行通信。也就是说，通信装置100可通过基站102及104进行传输/接收。举例来

说，通信装置100可通过基站102的至少一小区，从基站102接收分组(例如协议数据单元

(protocol  data  unit，PDU))或者传送分组到基站102，同时通信装置100可通过基站104的

至少一小区，从基站104接收分组(例如协议数据单元)或者传送分组到基站104。此外，基站

102及104中一个可为主要基站(master  BS，MBS)，以及另一基站可为次要基站(secondary 

BS，SBS)。

[0022] 相关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用语如下所述，以简化后续实施例的叙述。在无线资

源控制(radio  resource  control，RRC)连接模式(connected  mode)(即RRC_CONNECTED)中

的通信装置可被设定用来与主要基站进行通信的主要小区群组(master  cell  group，MCG)

以及可被设定用来与次要基站进行通信的次要小区群组(secondary  cell  group，SCG)。主

要基站可为主要演进式基站(master  eNB，MeNB)或主要第五代基站(master  gNB，MgNB)。次

要基站可为次要演进式基站(secondary  eNB，SeNB)或次要第五代基站(secondary  gNB，

SgNB)。若通信装置被设定有一或多个次要小区(secondary  cell，SCell)，主要小区群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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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有主要基站的主要小区(primary  cell，Pcell)及一或多个次要小区。若通信装置被设

定有一或多个次要小区，次要小区群组可包含有次要基站的主要次要小区(primary 

SCell，PSCell)及一或多个次要小区。主要小区群组承载(bearer)可为其使用的无线协议

仅在主要基站中的承载，该承载仅使用主要基站的无线资源。次要小区群组承载可为其使

用的无线协议仅在次要基站中的承载，该承载仅使用次要基站的无线资源。分离(split)承

载可为其使用的无线协议在主要基站及次要基站中的承载，该承载使用主要基站及次要基

站的资源。

[0023] 通信装置可为用户端(User  Equipment，UE)、移动电话、笔记型计算机、平板计算

机、电子书、便携式计算机系统、车辆、船及飞机等装置。此外，根据方向(即传输方向)，可将

网络端及通信装置分别视为传送端或接收端。举例来说，对于一上行链路(Uplink，UL)而

言，通信装置为传送端而网络端为接收端；对于一下行链路(Downlink，DL)而言，网络端为

传送端而通信装置为接收端。

[0024]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一通信装置20的示意图。通信装置20可为图1中的通信装置或

网络端，但不限于此。通信装置20包括一处理电路200、一存储装置210、一通信接口装置

220。处理电路200可为一微处理器或一特定应用集成电路(Application-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ASIC)。存储装置210可为任一数据存储装置，用来存储一程序代码

214，处理电路200可通过存储装置210读取及执行程序代码214。举例来说，存储装置210可

为用户辨识模块(Subscriber  Identity  Module，SIM)、只读存储器(Read-Only  Memory，

ROM)、快闪存储器(Flash  Memory)、随机存取存储器(Random-Access  Memory，RAM)、硬盘

(Hard  Disk)、光学数据存储装置(Optical  Data  Storage  Device)、非易失性存储装置

(Non-Volatile  Storage  device)、非暂态计算机可读取介质(Non-Transitory  Computer-

Readable  Medium)(例如具体介质(Tangible  Media))等。通信接口装置220包含有至少一

无线收发器，其是根据处理电路200的处理结果，用来传送及接收信号(例如数据、讯息和/

或分组)。基站可属于(例如被管理/控制)一网络端，以执行步骤或指令以实现以下的实施

例。

[0025] 在以下实施例中，为了简化实施例的说明，用户端被用来表示图1的通信装置。

[0026]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流程30的流程图，流程30可用于一用户端及包含以下步骤：

[0027] 步骤300：开始。

[0028] 步骤302：通过至少一第一载波频率(carrier  frequency)，建立一无线资源控制

连接到一主要基站。

[0029] 步骤304：通过该无线资源控制连接，从该主要基站接收一第一无线资源控制重新

设定(reconfiguration)讯息，其中该第一无线资源控制重新设定讯息设定该用户端通过

至少一第二载波频率连接到一次要基站。

[0030] 步骤306：根据在该第一无线资源控制重新设定讯息中用来与该次要基站进行通

信的一第一设定(configuration)，决定一第一重新设定失败(failure)。

[0031] 步骤308：通过该无线资源控制连接，传送一无线资源控制通知讯息到该主要基

站，以指示该第一重新设定失败，以响应该第一重新设定失败。

[0032] 步骤310：结束。

[0033] 流程30的实现方式不限于以上所述，以下的实施例可被应用于流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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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在一实施例中，通过无线资源控制连接，从主要基站，用户端在第一无线资源控制

重新设定讯息中或在第二无线资源控制重新设定讯息中接收第二设定，其中第二设定设置

(configures)(或重新设置(reconfigures))一参数，该参数被用户端使用来与主要基站进

行通信。根据在第二设定，用户端决定第二重新设定失败，即第二设定为无效的。接着，用户

端与主要基站执行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建程序(RRC  connection  reestablishment 

procedure)，以响应第二重新设定失败。

[0035] 在一实施例中，通过至少一第一载波频率，用户端建立无线资源控制连接到主要

基站。通过无线资源控制连接，用户端从主要基站接收第三无线资源控制重新设定讯息，其

中第三无线资源控制重新设定讯息设定用户端通过至少一第三载波频率连接到次要基站。

根据在第三无线资源控制重新设定讯息中用来与次要基站进行通信的第三设定，用户端决

定第三重新设定失败，即第三设定为无效的。接着，用户端与主要基站执行无线资源控制连

接重建程序，以响应第三重新设定失败。

[0036]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流程40的流程图，流程40可用于一用户端及包含以下步骤：

[0037] 步骤400：开始。

[0038] 步骤402：通过至少一第一载波频率，连接到一主要基站，以及通过至少一第二载

波频率，连接到一次要基站。

[0039] 步骤404：当连接到该主要基站及该次要基站时，从该次要基站接收一第一无线资

源控制重新设定讯息，其中该第一无线资源控制重新设定讯息设定用来与该次要基站进行

通信的一第一设定。

[0040] 步骤406：根据该第一设定，决定一第一重新设定失败。

[0041] 步骤408：通过一无线资源控制连接，传送一无线资源控制通知讯息到该主要基

站，以指示该第一重新设定失败，以响应该第一重新设定失败。

[0042] 步骤410：结束。

[0043] 用户端可与主要基站建立无线资源控制连接及可与次要基站建立信令无线承载

(signaling  radio  bearer，SRB)。通过主要基站，次要基站可传送第一无线资源控制重新

设定讯息到用户端。通过无线资源控制连接，用户端可从主要基站接收第一无线资源控制

重新设定讯息。此外，通过信令无线承载(即不通过主要基站)，次要基站可传送第一无线资

源控制重新设定讯息到用户端，通过信令无线承载，用户端可从次要基站接收第一无线资

源控制重新设定讯息。

[0044] 流程40的实现方式不限于以上所述，以下的实施例可被应用于流程40。

[0045] 在一实施例中，通过无线资源控制连接，从主要基站，用户端在第一无线资源控制

重新设定讯息中或在第二无线资源控制重新设定讯息中接收第二设定，其中第二设定设置

一参数，该参数被用户端使用来与主要基站进行通信。根据在第二设定，用户端决定第二重

新设定失败。接着，用户端与主要基站执行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建程序，以响应第二重新设

定失败。

[0046] 在一实施例中，用户端停止与次要基站进行通信或停止连接到次要基站，以响应

第一或第二重新设定失败。也就是说，用户端不传送数据到次要基站或未从次要基站接收

数据。

[0047] 在一实施例中，通过至少一第一载波频率，用户端连接到主要基站，以及通过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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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三载波频率，用户端连接到次要基站，即用户端处于双连接中。当连接到主要基站及次

要基站时，用户端从主要基站接收第三无线资源控制重新设定讯息，其中第三无线资源控

制重新设定讯息设定用来与次要基站进行通信的第三设定。根据在第三设定，用户端决定

第三重新设定失败，即第三设定为无效的。接着，用户端与主要基站执行无线资源控制连接

重建程序，以响应第三重新设定失败。

[0048] 流程30～40的实现方式不限于以上所述，以下的实施例可被应用于流程30～40。

[0049] 用户端可不(例如决定不)触发(trigger)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建程序以及可暂停

(suspend)数据传输，以响应第一重新设定失败。

[0050] 在一实施例中，用户端可以直接从次要基站接收第一重新设定讯息取代通过无线

资源控制连接接收第一重新设定讯息。

[0051] 在一实施例中，无线资源控制通知讯息包含有用来叙述第一重新设定失败的信

息。在一实施例中，当(例如由于)第一设定未被(例如超出)用户端的用户端能力

(capability)支持时，信息指示第一重新设定失败发生。在一实施例中，当(例如由于)用户

端未遵循(comply  with)第一设定时，信息指示第一重新设定失败发生。当主要基站接收无

线资源控制通知讯息时，主要基站可传送信息到次要基站，使得次要基站可决定(例如推导

出(derive))为何第一设定被决定为无效(invalid)或可决定(例如猜测(guess))哪个设定

被用户端决定为无效。

[0052] 主要基站可为第一无线接入技术(radio  access  technology，RAT)的一基站，以

及次要基站可为第二无线接入技术的一基站。第一无线接入技术及第二无线接入技术可相

同或不同。在一实施例中，第一无线接入技术包含有(或为)长期演进系统或增强长期演进

系统，以及第二无线接入技术包含有(或为)新无线。在一实施例中，第一无线接入技术包含

有(或为)新无线，以及第二无线接入技术包含有(或为)长期演进系统或增强长期演进系

统。

[0053] 在一实施例中，第一/第二/第三无线资源控制重新设定讯息包含有(或为)

RRCConnectionReconfiguration讯息。在一实施例中，第一/第二/第三无线资源控制重新

设定讯息包含于RRCConnectionReconfiguration讯息中。在一实施例中，无线资源控制通

知讯息包含有(或为)SCGFailureInformation讯息。无线资源控制连接可包含有信令无线

承载。通过信令无线承载，用户端可传送SCGFailureInformation讯息到主要基站。

[0054] 在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建程序中，用户端可传送RRCConnectionReestablishmen

tRequest讯息到主要基站。主要基站可传送RRCConnectionReestablishment讯息到用户

端，以响应RRCConnectionReestablishmentRequest讯息。

[0055] 第一设定及第二设定可相同或不同。假设第一设定及第二设定相同，根据用户端

是否从主要基站或次要基站接收第一设定(或第二设定)，用户端决定执行无线资源控制连

接重建程序或传送无线资源控制通知讯息。

[0056] 根据(例如藉由)检测(detect)与主要基站的无线链路失败(radio  link 

failure)，用户端可执行无线资源控制连接重建程序。根据(例如藉由)检测与次要基站的

无线链路失败，用户端可传送无线资源控制通知讯息到主要基站。

[0057] 需注意的是，虽然以上所述的实施例是用来被举例说明对应于流程的相关运作。

本领域技术人员当可根据系统需求和/或设计考虑结合、修饰或变化以上所述的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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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本领域技术人员当可依本发明的精神加以结合、修饰或变化以上所述的实施例，

而不限于此。任何前述的流程可被编译成程序代码214。前述的陈述、步骤和/或流程(包含

建议步骤)可通过装置实现，装置可为硬件、软件、固件(为硬件装置与计算机指令与数据的

结合，且计算机指令与数据属于硬件装置上的只读软件)、电子系统、或上述装置的组合，其

中装置可为通信装置20。

[0059] 根据以上所述，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通信装置及方法，用来处理双连接。因此，当用

户端检测到无线资源控制重新设定失败时，用户端知道如何与在双连接中运作的主要基站

及次要基站进行通信。如此一来，双连接的问题可被解决。

[006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凡依本发明权利要求书所做的均等变化与修

饰，皆应属本发明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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