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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提升频带支持的方

法和通信装置，其中，该装置包括射频信号处理

装置、基频信号处理装置、内存装置以及处理器。

射频信号处理装置用于处理多个射频信号以产

生多个基频信号。基频信号处理装置用于处理基

频信号。处理器用于判断上述通信装置是否支持

一网络所支持一第一种类通信服务的至少一频

带，以及当上述通信装置不支持上述至少一频带

时，根据一优先级顺序执行一扫描程序，其中上

述扫描程序是扫描上述通信装置所支持上述第

一种类通信服务的所有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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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提升频带支持的通信装置，所述通信装置包括：

一射频信号处理装置，用于处理多个射频信号以产生多个基频信号；

一基频信号处理装置，用于处理所述多个基频信号；

一内存装置；以及

一处理器，用于当所述通信装置正驻留于使用一第二种类通信服务的一细胞中时，判

断所述通信装置是否支持一网络所支持一第一种类通信服务的至少一频带，以及当所述通

信装置不支持所述至少一频带时，根据一优先级顺序执行一扫描程序，其中所述第一种类

通信服务的优先级高于所述第二种类通信服务的优先级；

其中所述扫描程序是扫描所述通信装置所支持所述第一种类通信服务的所有频带。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提升频带支持的通信装置，其中所述通信装置在扫描所述

通信装置所支持所述第一种类通信服务的所述所有频带后，判断是否具有所述网络所支持

所述第一种类通信服务的所述至少一频带，以及当找到所述至少一频带时，传送一依附请

求信息至所述网络，以请求经由所述至少一频带使用所述第一种类通信服务。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提升频带支持的通信装置，其中所述通信装置还接收由所

述网络所传送的一依附接受信息，以及使用所述第一种类通信服务。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提升频带支持的通信装置，其中所述通信装置还接收由所

述网络所传送的一依附失败信息，以及停止执行所述扫描程序。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提升频带支持的通信装置，其中所述通信装置还接收由所

述网络所传送的一依附失败信息，以及重新执行所述扫描程序。

6.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提升频带支持的通信装置，还包括：

一计数器，当所述通信装置判断不具有所述至少一频带时，计数一细胞重选的次数，以

及当所述次数大于一临界值时，所述处理器重新执行所述扫描程序。

7.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提升频带支持的通信装置，还包括：

一定时器，当所述通信装置判断不具有所述至少一频带时，由所述处理器启动所述定

时器；以及当所述定时器到期时，所述处理器重新执行所述扫描程序。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提升频带支持的通信装置，其中所述通信装置具有一系统

信息块，所述系统信息块包括一对应所述第一种类通信服务的字段。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提升频带支持的通信装置，其中所述第一种类通信服务是

为一长期演进技术服务，所述第二种类通信服务是一通用行动通信系统服务。

10.一种用于提升频带支持的方法，用于一通信装置中，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当所述通信装置正驻留于使用一第二种类通信服务的一细胞中时，判断所述通信装置

是否支持一网络所支持一第一种类通信服务的至少一频带；以及

当所述通信装置不支持所述至少一频带时，根据一优先级顺序执行一扫描程序，其中

所述第一种类通信服务的优先级高于所述第二种类通信服务的优先级；

其中所述扫描程序是扫描所述通信装置所支持所述第一种类通信服务的所有频带。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用于提升频带支持的方法，还包括：

在扫描所述通信装置所支持所述第一种类通信服务的所述所有频带后，判断是否具有

所述网络所支持所述第一种类通信服务的所述至少一频带；以及

当找到所述至少一频带时，传送一依附请求信息至所述网络，以请求经由所述至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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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带使用所述第一种类通信服务。

12.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用于提升频带支持的方法，还包括：

接收由所述网络所传送的一依附接受信息；以及

使用所述第一种类通信服务。

13.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用于提升频带支持的方法，还包括：

接收由所述网络所传送的一依附失败信息；以及

停止执行所述扫描程序。

14.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用于提升频带支持的方法，还包括：

接收由所述网络所传送的一依附失败信息；以及

重新执行所述扫描程序。

15.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用于提升频带支持的方法，还包括：

当判断不具有所述至少一频带时，计数一细胞重选的次数；以及

当所述次数大于一临界值时，重新执行所述扫描程序。

16.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用于提升频带支持的方法，还包括：

当判断不具有所述至少一频带时，启动一定时器；以及

当所述定时器到期时，重新执行所述扫描程序。

17.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用于提升频带支持的方法，其中所述通信装置具有一系统信

息块，所述系统信息块包括一对应所述第一种类通信服务的字段。

18.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用于提升频带支持的方法，其中所述第一种类通信服务是为

一长期演进技术服务，所述第二种类通信服务是一通用行动通信系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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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提升频带支持的方法和通信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涉及一种无线通信系统，特别是涉及一种用于提升频带支持的方法和通

信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无线”一词，通常指一种不需要使用“硬件接线”连接而达成的电子或电气运作。

“无线通信”是指在不使用电气导体或线路的情况下而能够跨越一段距离发送信息。所述距

离可以很短，例如电视遥控的数公尺，所述距离也可以很长，例如无线电通信的成千上万公

里。无线通信的最佳范例就是移动电话(cellular  telephone)。移动电话可使用无线电波

启动(enable)操作，以便使用者可以由全球范围内的许多位置向另一方发起电话呼叫。只

要存在具有发送及接收信号的基地台设备，移动电话就可在任何地方使用，其中，信号被处

理以用于移动电话发送及接收语音和数据。

[0003] 目前已有很多种先进与完备的无线通信技术。例如，全球行动通信系统(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GSM)就是一种完备且使用广泛的通信系统，其利用

分时多重存取(Tim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TDMA)技术，TDMA技术是一种数字无线电

的多任务(multiplex)访问机制，可以于移动电话与细胞站点(cell  site)之间发送语音、

数据以及发信(signaling)数据(例如已拨的电话号码)。CDMA  2000是一种混合行动通信

2.5G/3G的技术标准，其利用分码多重存取(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CDMA)技术。

通用移动电信系统(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UMTS)是一种3G行动

通信系统，可于GSM系统上提供多重加强型的服务范围(enhanced  range)。无线保真

(Wireless  Fidelity，Wi-Fi)是由802.11工程标准所定义的一种技术，其可用于家庭网络、

移动电话、视讯游戏，以提供高频无线局部局域网络(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长

期演进(Long  Term  Evolution，LTE)以及长期演进技术升级版(LTE  Advanced)为可提供优

于2G与3G系统的高速数据传输的4G行动通信系统。

[0004] 一般而言，一注册公众移动电话网络(Registered  Public  Land  Mobile 

Network，RPLMN)可支持多个频率。当一使用者设备驻留(camp  on)于一提供用于重新选择

至长期演进技术网络的错误系统信息块(SIB)19的通用移动电信系统网络中时，即使用户

设备尝试开启/关闭飞航模式后也无法根据错误系统信息块重新选择回到长期演进技术网

络中。更具体地说明，由于目前通信规格是描述当用户设备被关闭时，使用者设备所驻留通

用移动电信系统的系统信息将储存于注册公众移动电话网络中。然而，当使用者设备被重

新启动时，仍会驻留在提供错误系统信息块的相同细胞内。上述情况将造成用户设备使用

错误的系统信息，而无法重新选择回到长期演进技术网络。

[0005] 因此，需要一种提升频带支持方法和装置以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提升频带支持的方法和通信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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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根据本发明一个方面，提出一种用于提升频带支持的通信装置。上述通信装置包

括一射频信号处理装置、一基频信号处理装置、一内存装置以及一处理器。上述射频信号处

理装置用于处理多个射频信号以产生多个基频信号。上述基频信号处理装置处理所述多个

基频信号。上述处理器判断上述通信装置是否支持一网络所支持一第一种类通信服务的至

少一频带，以及当上述通信装置不支持上述至少一频带时，根据一优先级顺序执行一扫描

程序，其中上述扫描程序是扫描上述通信装置所支持上述第一种类通信服务的所有频带。

[0008] 在一些实施例中，上述通信装置在扫描上述通信装置所支持上述第一种类通信服

务的上述所有频带后，判断是否具有上述网络所支持上述第一种类通信服务的上述至少一

频带，以及当找到上述至少一频带时，传送一依附(ATTACH)请求信息至上述网络，以请求经

由上述至少一频带使用上述第一种类通信服务。在一些实施例中，上述通信装置更接收由

上述网络所传送的一依附接受信息，以及使用上述第一种类通信服务。在一些实施例中，上

述通信装置更接收由上述网络所传送的一依附失败信息，以及停止执行上述扫描程序。在

一些实施例中，上述通信装置更接收由上述网络所传送的一依附失败信息，以及重新执行

上述扫描程序。在一些实施例中，上述通信装置更包括一计数器，当上述通信装置判断不具

有上述至少一频带时，计数一细胞重选的次数，以及当上述次数大于一临界值时，上述处理

器重新执行上述扫描程序。在一些实施例中，上述通信装置更包括一定时器，当上述通信装

置判断不具有上述至少一频带时，由上述处理器启动上述定时器；以及当上述定时器到期

时，上述处理器重新执行上述扫描程序。在一些实施例中，上述通信装置具有一系统信息

块，而上述系统信息块包括一对应上述第一种类通信服务的字段。在一些实施例中，在上述

判断步骤之前，上述通信装置是使用一第二种类通信服务，而上述第一种类通信服务的优

先级高于上述第二种类通信服务的优先级。在一些实施例中，上述第一种类通信服务是为

一长期演进技术服务，上述第二种类通信服务是一通用行动通信系统服务。

[0009] 根据本发明另一个方面，提出一种用于提升频带支持的方法，用于一通信装置中。

上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判断上述通信装置是否支持一网络所支持一第一种类通信服务的

至少一频带；以及当上述通信装置不支持上述至少一频带时，根据一优先级顺序执行一扫

描程序；其中上述扫描程序是扫描上述通信装置所支持上述第一种类通信服务的所有频

带。在一些实施例中，在扫描所述通信装置所支持所述第一种类通信服务的所述所有频带

后，判断是否具有所述网络所支持所述第一种类通信服务的所述至少一频带；以及当找到

所述至少一频带时，传送一依附请求信息至所述网络，以请求经由所述至少一频带使用所

述第一种类通信服务。在一些实施例中，该方法还包括：接收由所述网络所传送的一依附接

受信息；以及使用所述第一种类通信服务。在一些实施例中，该方法还包括：接收由所述网

络所传送的一依附失败信息；以及停止执行所述扫描程序。在一些实施例中，该方法还包

括：接收由所述网络所传送的一依附失败信息；以及重新执行所述扫描程序。在一些实施例

中，该方法还包括：当判断不具有所述至少一频带时，计数一细胞重选的次数；以及当所述

次数大于一临界值时，重新执行所述扫描程序。在一些实施例中，该方法还包括：当判断不

具有所述至少一频带时，启动一定时器；以及当所述定时器到期时，重新执行所述扫描程

序。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通信装置具有一系统信息块，所述系统信息块包括一对应所述第

一种类通信服务的字段。在一些实施例中，在所述判断步骤之前，所述通信装置是使用一第

二种类通信服务，而所述第一种类通信服务的优先级高于所述第二种类通信服务的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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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第一种类通信服务是为一长期演进技术服务，所述第二种类通信

服务是一通用行动通信系统服务。

[0010] 为使本揭露的上述和其他目的、特征和优点能更明显易懂，下文特举出较佳实施

例，并配合所附图式，作详细说明如下。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所述的通信装置的方块图。

[0012] 图2是根据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所述的通信装置的方块图。

[0013] 图3是根据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所述的通信装置的方块图。

[0014] 图4是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所述的用于提升频带支持的方法流程图。

[0015] 其中，附图标记说明如下：

[0016] 100、200、300 通信装置；

[0017] 110、210、310  基频信号处理装置；

[0018] 120、220、320 射频信号处理装置；

[0019] 130、230、330 处理器；

[0020] 140、240、340 内存装置；

[0021] 250  计数器；

[0022] 360  定时器；

[0023] 400 方法流程图；

[0024] S405、S410、S415、S420、S425、S430、S435、S440、S445、S450步骤。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了让本发明的目的、特征、及优点能更明显易懂，下文特举较佳实施例，并配合

所附图示图1至图4，做详细的说明。本说明书提供不同的实施例来说明不同实施方式的技

术特征。其中，实施例中的各组件的配置是为说明之用，并非用于限制本案。且实施例中图

式标号的部分重复，是为了简化说明，并非意指不同实施例之间的关联性。

[0026] 图1是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所述的通信装置100的方块图。通信装置100可以为

用于通信语音及/或传输数据至一基地台的电子装置，其可与一网络装置互相通信(例如，

公共交换电话网络(Public  Switched  Telephone  Network，PSTN)、因特网(Internet)等)。

在本发明所描述的通信系统及方法，通信装置可被称为用户设备(User  Equipment，UE)、存

取终端(Access  Terminal)、使用者使用客户端(Subscriber  Station)、移动终端、使用者

终端、终端、用户使用单元等。举例来说，无线通信装置可以为蜂窝式手持装置、智能型手持

装置、个人数字助理(PDA)、笔记本计算机、上网本(Netbook)、电子阅读器(e-reader)、无线

调制解调器(Wireless  Modem)等装置。

[0027] 如图1所示，通信装置100可至少包括基频信号处理装置110、射频信号处理装置

120、处理器130、内存装置140以及包含至少一天线的天线模块。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清楚阐

述本发明概念，图1所示为一简化过的方块图，其中仅与本发明相关的组件显示于图中。然

而，本发明并不限图1所示的实施方式。

[0028] 射频信号处理装置120可透过天线接收射频信号，并且处理接收到的射频信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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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将接收到的射频信号转换为即将由基频信号处理装置110处理的基频信号，或者自基频

信号处理装置110接收基频信号，并且将接收到的基频信号转换为即将被传送至同级

(peer)通信装置的射频信号。同级通信装置可以是，例如但不限于，基地台(Base  Station，

BS)、LTE基地台(eNode  B)、存取点(Access  Point，AP)、或无线网络内的其他装置。射频信

号处理装置120可包含多个用于执行射频转换的硬件组件。例如，射频信号处理装置120可

包含功率放大器、混频器、或其他组件。

[0029] 基频信号处理装置110可进一步处理基频信号，以取得由同级通信装置所传送的

信息或数据，例如，由同级通信装置承载于射频信号内的系统信息(System  Information，

SI)。基频信号处理装置110也可包括用于执行基频信号处理的多个硬件装置。基频信号处

理可包括模拟至数字转换/数字至模拟转换、增益调整、调变/解调变、编码/译码等。

[0030] 处理器130可控制基频信号处理装置110与射频信号处理装置120的运作。根据本

发明的一实施例，处理器130可执行基频信号处理装置110以及/或射频信号处理装置120所

对应的软件模块程序代码。当程序代码被执行时，程序代码结合数据结构内的特定数据也

可被视为一处理器逻辑单元或一堆栈实体。因此，处理器可被视为包含多个处理器逻辑单

元，各用于执行一或多个软件模块所对应的既定的功能或任务。内存装置140可储存通信装

置100的软件或固件程序代码、系统数据、用户数据等。

[0031]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射频信号处理装置120结合基频信号处理装置110可被视

为可依循一无线存取技术与一无线网络通信以提供无线通信服务的一无线通信模块。值得

注意的是，于一些实施例中，无线通信装置100可更被扩充为包括多于一支天线或多于一个

无线通信模块，因此本发明并不限图1所示的实施方式。

[0032] 此外，于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处理器亦可配置于基频信号处理装置110内、或

者无线通信装置100可更包含另一个配置于基频信号处理装置110内的处理器。因此本发明

并不限图1所示的架构。

[0033] 图2是显示根据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所述的通信装置200的方块图。根据本发明的

一实施例，通信装置200可包括一基频信号处理装置210、射频信号处理装置220、处理器

230、内存装置240、一计数器250以及包含至少一天线的天线模块。为了能简单阐述本发明

的概念，图2中仅显示出一简化方块图，其中仅与本发明实施例相关的组件被示出。然而，请

注意，本发明并不限于图2所示的实施方式。

[0034] 在通信装置200中的基频信号处理装置210、射频信号处理装置220、处理器230及

内存装置240与通信装置100中的基频信号处理装置110、射频信号处理装置120、处理器

130、内存装置140具有类似的操作方式。因此，对于类似部份的描述，可以图1作为参考，在

此为了简洁不再多作描述。在一实施例中，计数器250配置用于计数一次数。处理器230可设

定当计数器250所计数的次数超过一临界值时，执行对应的程序。

[0035] 图3是显示根据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所述的通信装置300的方块图。根据本发明的

一实施例，通信装置300可包括一基频信号处理装置310、射频信号处理装置320、处理器

330、内存装置340、一定时器360以及包含至少一天线的天线模块。为了能简单阐述本发明

的概念，图3中仅显示出一简化方块图，其中仅与本发明实施例相关的组件被示出。然而，请

注意，本发明并不限于图3所示的实施方式。

[0036] 在通信装置300中的基频信号处理装置310、射频信号处理装置320、处理器330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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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装置340与通信装置100中的基频信号处理装置110、射频信号处理装置120、处理器

130、内存装置140具有类似的操作方式。因此，对于类似部份的描述，可以图1作为参考，在

此为了简洁不再多作描述。在一实施例中，处理器330可启动定时器360。当定时器到期时，

处理器执行对应的程序。

[0037] 图4是显示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所述的用于提升频带支持的方法流程图400，并

参考图1～图3。在此实施例中，是假设通信装置可支持两种种类的通信服务，其中第一种类

通信服务是一长期演进技术(Long  Term  Evolution，LTE)服务，第二种类通信服务是一通

用行动通信系统(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UMTS)服务。更假设第

一种类通信服务的优先级高于第二种类通信服务的优先级。值得注意的是，通信装置目前

是驻留(camp  on)于使用第二种类通信服务的细胞中。

[0038] 首先，在步骤S405中，处理器判断通信装置具有一系统信息块(Sys tem 

Information  Block，SIB)，其中系统信息块包括一对应第一种类通信服务的字段(即通信

装置支持第一种类通信服务)，并判断第一种类通信服务的优先级高于第二种类通信服务

的优先级。在步骤S410中，处理器判断通信装置是否支持网络所支持第一种类通信服务的

至少一频带。当处理器判断通信装置支持网络所支持第一种类通信服务的至少一频带时，

在步骤S415中，藉由上述至少一频带执行一细胞选择程序。

[0039] 另一方面，当处理器判断通信装置不支持网络所支持第一种类通信服务的至少一

频带时，在步骤S420中，根据一优先级顺序执行一扫描程序，其中此扫描程序是包括扫描通

信装置所支持第一种类通信服务的所有频带。

[0040] 接着，当在扫描通信装置所支持第一种类通信服务的所有频带后，在步骤S425中，

处理器判断是否具有网络所支持第一种类通信服务的至少一频带。当判断具有网络所支持

第一种类通信服务的至少一频带时，在步骤S430中，处理器传送一依附(ATTACH)请求信息

至网络，以请求经由上述至少一频带使用第一种类通信服务。在步骤S435中，处理器判断是

否接收由网络所传送的一依附接受信息。当处理器判断已接收由网络所传送的依附接受信

息时，在步骤S440中，使用第一种类通信服务。

[0041] 否则，当处理器判断未接收由网络所传送的一依附接受信息，取而代的而是接收

一依附失败信息时，在步骤S445中，重新执行此扫描程序或停止执行此扫描程序。更详细地

说明，处理器可能因两种情况下接收此依附失败信息。在第一种情况中，当处理器判断通信

装置并无提供相关第一种类通信服务时(例如，使用此通信装置的用户无向电信公司申请

使用第一种类通信服务)，处理器可停止执行此扫描程序，以避免重新执行此扫描程序而造

成电力消耗。在另一情况中，当处理器判断网络拥塞或发生其他网络问题时，处理器可重新

执行此扫描程序，以重新扫描可用的频带。

[0042] 回到步骤S425中，当处理器判断不具有网络所支持第一种类通信服务的至少一频

带时，在步骤S450中，若通信装置具有图2中的计数器时，计数器计数处理器执行一细胞重

选的次数。当次数大于一临界值时，处理器重新执行此扫描程序。或者，在步骤S450中，若通

信装置具有图3中的定时器时，处理器启动定时器。当定时器到期时，处理器重新执行上述

扫描程序。

[0043] 根据以上介绍的方法及流程，可有效地寻找到优先级较高的第一种类通信服务的

频带，也可有效节省通信装置的电池电量消耗，并可避免使用细胞中所提供的错误系统信

说　明　书 5/6 页

8

CN 106332236 B

8



息。

[0044] 以上实施例使用多种角度描述。显然这里的教示可以多种方式呈现，而在范例中

揭露的任何特定架构或功能仅为一代表性的状况。根据本文的教示，任何本领域技术人员

应理解在本文呈现的内容可独立利用其他某种型式或综合多种型式作不同呈现。举例说

明，可遵照前文中提到任何方式利用某种装置或某种方法实现。一装置的实施或一种方式

的执行可用任何其他架构、或功能性、又或架构及功能性来实现在前文所讨论的一种或多

种型式上。

[0045] 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了解信息及信号可用多种不同科技及技巧展现。举例，在以上

描述所有可能引用到的数据、指令、命令、信息、信号、位、符号、以及码片(chip)可以伏特、

电流、电磁波、磁场或磁粒、光场或光粒、或以上任何组合所呈现。

[0046] 本领域技术人员更会了解在此描述各种说明性的逻辑区块、模块、处理器、装置、

电路、以及演算步骤与以上所揭露的各种情况可用的电子硬件(例如用来源编码或其他技

术设计的数字实施、模拟实施、或两者的组合)、各种形式的程序或与指示作为链接的设计

码(在内文中为方便而称作“软件”或“软件模块”)、或两者的组合。为清楚说明此硬件及软

件间的可互换性，多种具描述性的组件、方块、模块、电路及步骤在以上的描述大致上以其

功能性为主。不论此功能以硬件或软件型式呈现，将视加注在整体系统上的特定应用及设

计限制而定。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为每一特定应用将描述的功能以各种不同方法作实现，但

此实现的决策不应被解读为偏离本文所揭露的范围。

[0047] 此外，多种各种说明性的逻辑区块、模块、及电路以及在此所揭露的各种情况可实

施在集成电路(integrated  circuit,IC)、存取终端、存取点；或由集成电路、存取终端、存

取点执行。集成电路可由一般用途处理器、数字信号处理器(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DSP)、特定应用集成电路(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ASIC)、现场可编

程闸列(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FPGA)或其他可编程逻辑设备、离散闸

(discrete  gate)或晶体管逻辑(transistor  logic)、离散硬件组件、电子组件、光学组件、

机械组件、或任何以上的组合的设计以完成在此文内描述的功能；并可能执行存在于集成

电路内、集成电路外、或两者皆有的执行码或指令。一般用途处理器可能是微处理器，但也

可能是任何常规处理器、控制器、微控制器、或状态机。处理器可由计算机设备的组合所构

成，例如：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及一微电脑的组合、多组微电脑、一组至多组微电脑以及一

数字信号处理器核心、或任何其他类似的配置。

[0048] 在此所揭露程序的任何具体顺序或分层的步骤纯为一举例的方式。基于设计上的

偏好，必须了解到程序上的任何具体顺序或分层的步骤可在此文件所揭露的范围内被重新

安排。伴随的方法权利要求以一示例顺序呈现出各种步骤的组件，也因此不应被此所展示

的特定顺序或阶层所限制。

[0049] 申请专利范围中用于修饰组件的“第一”、“第二”、“第三”等序数词的使用本身未

暗示任何优先权、优先次序、各组件之间的先后次序、或方法所执行的步骤的次序，而仅用

作标识来区分具有相同名称(具有不同序数词)的不同组件。

[0050] 虽然本揭露已以实施范例揭露如上，然其并非用于限定本案，本领域技术人员在

不脱离本揭露的精神和范围内，当可做些许更动与润饰，因此本案的保护范围当视随附的

权利要求书所界定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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