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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处理与多个基站间的通信运作的通信

装置及方法。该通信装置用来处理与一第一基站

及一第二基站的一通信运作，该通信装置包含有

一存储单元，用来存储以下指令。该指令包含有

通过被设定为一次要小区群承载的一无线承载，

与该第二基站进行一通信运作；检测在该第二基

站的一小区上的一无线链路失效或一次要小区

群改变失效；暂停该无线承载及传送一次要小区

群失效信息讯息到该第一基站，用来响应该无线

链路失效的该检测；接收来自该第一基站的一无

线资源控制讯息，其设定该无线承载为一主要小

区群承载；以及恢复该无线承载，用来响应该无

线资源控制讯息的该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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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通信装置，用来处理与第一基站及第二基站的通信运作，该通信装置包含有：

存储单元；

处理装置；以及

存储在存储单元上并可在处理装置上运行的计算机程序，其特征在于，该处理装置执

行该程序时实现以下步骤：

接收来自该第一基站的第一配置，其设定第一无线承载(radio  bearer)为主要小区群

(master  cell  group，MCG)承载，用来与该第一基站进行通信；

接收来自该第一基站或该第二基站的第二配置，其设定第二无线承载为次要小区群

(secondary  cell  group，SCG)承载，用来与该第二基站进行通信；

在接收该第二配置后，通过该第二无线承载，与该第二基站进行通信运作；

检测在该第二基站的小区上的无线链路失效或次要小区群改变失效；

暂停该第二无线承载及传送一次要小区群失效信息讯息(SCG  failure  information 

message)到该第一基站，用来响应该无线链路失效的该检测；

接收来自该第一基站的无线资源控制(radio  resource  control，RRC)讯息，其设定该

第二无线承载为该主要小区群承载；以及

恢复该第二无线承载，用来响应该无线资源控制讯息的该接收。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信装置，其中该处理装置执行该程序时还实现以下步骤：

释放次要小区群配置，其被该通信装置用来与该第二基站进行通信，其中该无线资源

控制讯息设定该通信装置以释出该次要小区群配置。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通信装置，其中该无线资源控制讯息重新设定用于该第二无线

承载的无线链路控制(radio  link  control，RLC)配置、分组数据整合协议(packet  data 

convergence  protocol，PDCP)配置，以及半静态调度(semi-persistent  scheduling，SPS)

配置中的至少一配置。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信装置，其中该处理装置执行该程序时还实现以下步骤：

当接收到该无线资源控制讯息时，重新建立该第二无线承载的无线链路控制单元实体

及分组数据整合协议实体中的至少一实体。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信装置，其中该第二配置包含有DRB-ToAddModSCG，该DRB-

ToAddModSCG包含有识别该第二无线承载的数据无线承载(data  radio  bearer，DRB)识别，

以及将该第二无线承载从该次要小区群承载重新设定到该主要小区群承载的该无线资源

控制讯息为RRCConnectionReconfiguration讯息，其包含有drb-ToAddMod，该drb-

ToAddMod包含有该第二无线承载的该数据无线承载识别。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信装置，其中暂停该第二无线承载的该步骤包含有暂停与该

第二基站的该通信运作，以及恢复该第二无线承载的该步骤包含有恢复与该第二基站的该

通信运作。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信装置，其中该次要小区群失效信息讯息包含有指示该无线

链路失效或该次要小区群改变失效的失效类型信息。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信装置，其中该通信运作包含有传送到该第二基站的传送及

来自该第二基站的接收中的至少一个。

9.一种处理与第一基站及第二基站的通信运作的方法，该方法包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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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第一基站传送第一配置至通信装置，其设定第一无线承载(radio  bearer)为主要小

区群(master  cell  group，MCG)承载，用来与该第一基站进行通信；

该第一基站或该第二基站传送第二配置至该通信装置，其设定第二无线承载为次要小

区群(secondary  cell  group，SCG)承载或分割承载(split  bearer)，用来与该第二基站进

行通信；

通过该第二无线承载，该第二基站与该通信装置进行通信运作；

该第一基站接收来自该通信装置的一次要小区群失效信息讯息(SCG  failure 

information  message)，其包含有该第二基站的至少一服务频率的至少一测量结果以及第

三基站的至少一邻近的频率的至少一测量结果中的至少一个；以及

执行以下步骤中的至少一步骤：

若该次要小区群失效信息讯息不包含有该至少一邻近的频率的该至少一测量结果，或

者该至少一服务频率的该至少一测量结果指示在该至少一服务频率上的任何小区的信号

强度或质量不大于预先决定临界值，该第一基站传送第一无线资源控制讯息(radio 

resource  control，RRC)至该通信装置，其设定该第二无线承载为主要小区群承载；

若该至少一服务频率的该至少一测量结果指示在该至少一服务频率的其中一频率上

的该小区的信号强度或质量大于该预先决定临界值，该第一基站传送第二无线资源控制讯

息至该通信装置，其将该第二基站的主要次要小区(primary  secondary  cell，PSCell)设

定为该第二基站的小区；以及

若该次要小区群失效信息讯息包含有该至少一邻近的频率的该至少一测量结果，其指

示在该至少一邻近的频率的其中一频率的信号强度或质量大于该预先决定临界值，该第一

基站传送第三无线资源控制讯息至该通信装置，其设定该通信装置与第三基站在该至少一

邻近的频率的该其中一频率上进行通信。

10.如 权 利 要 求 9 所 述 的 方 法 ，其 中 该 第 三 无 线 资 源 控 制 讯 息 包 含 有

MobilityControlInfoSCG信息元件及用来指示该小区的主要次要小区信息。

11.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中该第一无线资源控制讯息设定该通信装置释放关联

于该第二基站的次要小区群配置。

12.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方法，其中该第一无线资源控制讯息重新设定用于该第二无

线承载的无线链路控制(radio  link  control，RLC)配置、分组数据收敛协议(packet  data 

convergence  protocol，PDCP)配置，以及半静态调度(semi-persistent  scheduling，SPS)

配置中的至少一配置。

13.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中该第二配置包含有DRB-ToAddModSCG，其包含有识别

该第二无线承载的数据无线承载(data  radio  bearer，DRB)识别，以及该第一无线资源控

制讯息为RRCConnectionReconfiguration讯息，其包含有drb-ToAddMod，该drb-ToAddMod

包含有该第二无线承载的该数据无线承载识别。

14.如 权 利 要 求 9 所 述 的 方 法 ，其 中 该 第 二 无 线 资 源 控 制 讯 息 包 含 有

MobilityControlInfoSCG信息元件及用来指示该小区的主要次要小区信息。

15.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中该通信运作包含有传送到该通信装置的传送及来自

该通信装置的接收中的至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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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与多个基站间的通信运作的通信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无线通信系统的装置及方法，尤其涉及在无线通信系统中，

一种处理与多个基站间的通信运作的通信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先进长期演进(LTE-advanced，LTE-A)系统由长期演进系统进化而成，其包含有载

波集成(carrier  aggregation)及双连接(dual  connectivity)等先进技术。

[0003] 根据双连接，当用户端(user  equipment，UE)被设定根据双连接来连接两个演进

式基站(evolved  Node-Bs，eNBs)时，用户端可接收/传送分组(例如协议数据单元

(protocol  data  unit，PDU))来自/到两个演进式基站。根据双连接，其中一个演进式基站

可为用户端的主要演进式基站(master  eNB，MeNB)，另一个演进式基站可为用户端的次要

演进式基站(secondary  eNB，SeNB)。当用户端与多个演进式基站进行通信运作时，无线链

路失效(radio  link  failure，RLF)可能会发生。当用户端检测次要演进式基站所设定的无

线承载的无线链路失效时，根据现有技术，目前尚不知用户端如何能继续与多个演进式基

站进行通信运作。如果没有采取适当的运作来响应该无线链路失效，用户端及多个演进式

基站会无法正常运作。因此，在检测到无线链路失效之后，如何处理通信运作为亟待解决的

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因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通信装置及方法，用来与多个基站间的通信运作，以解决

上述问题。

[0005] 本发明公开一种通信装置，用来处理与一第一基站及一第二基站的一通信运作，

该通信装置包含有一存储单元，用来存储以下指令，以及一处理装置，耦接于该存储单元。

该处理装置被设定用来执行存储于该存储单元的该指令。该指令包含有接收来自该第一基

站的一第一配置，其设定一第一无线承载(radio  bearer)为一主要小区群(master  cell 

group，MCG)承载，用来与该第一基站进行通信；接收来自该第一基站或该第二基站的一第

二配置，其设定一第二无线承载为一次要小区群(secondary  cell  group，SCG)承载，用来

与该第二基站进行通信；在接收该第二配置后，通过该第二无线承载，与该第二基站进行一

通信运作；检测在该第二基站的一小区上的一无线链路失效或一次要小区群改变失效；暂

停该第二无线承载及传送一次要小区群失效信息讯息(SCG  failure  information 

message)到该第一基站，用来响应该无线链路失效的该检测；接收来自该第一基站的一无

线资源控制(radio  resource  control，RRC)讯息，其设定该第二无线承载为该主要小区群

承载；以及恢复该第二无线承载，用来响应该无线资源控制讯息的该接收。

[0006] 本发明另公开一种处理与一第一基站及一第二基站的一通信运作的方法，该方法

包含有该第一基站传送一第一配置至一通信装置，其设定一第一无线承载(radio  bearer)

为一主要小区群(master  cell  group，MCG)承载，用来与该第一基站进行通信；该第一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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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该第二基站传送一第二配置至该通信装置，其设定一第二无线承载为一次要小区群

(secondary  cell  group，SCG)承载或一分割承载(split  bearer)，用来与该第二基站进行

通信；通过该第二无线承载，该第二基站与该通信装置进行一通信运作；该第一基站接收来

自该通信装置的一次要小区群失效信息讯息(SCG  failure  information  message)，其包

含有该第二基站的至少一服务频率的至少一测量结果以及一第三基站的至少一邻近的频

率的至少一测量结果中的至少一个；以及执行以下步骤中的至少一步骤：若该次要小区群

失效信息讯息不包含有该至少一邻近的频率的该至少一测量结果，或者该至少一服务频率

的该至少一测量结果指示在该至少一服务频率上的任何小区的一信号强度或一质量不大

于一预先决定临界值，该第一基站传送一第一无线资源控制讯息(radio  resource 

control，RRC)至该通信装置，其设定该第二无线承载为一主要小区群承载；若该至少一服

务频率的该至少一测量结果指示在该至少一服务频率的其中一频率上的该小区的一信号

强度或一质量大于该预先决定临界值，该第一基站传送一第二无线资源控制讯息至该通信

装置，其将该第二基站的一主要次要小区(primary  secondary  cell，PSCell)设定为该第

二基站的一小区；以及若该次要小区群失效信息讯息包含有该至少一邻近的频率的该至少

一测量结果，其指示在该至少一邻近的频率的其中一频率的一信号强度或一质量大于该预

先决定临界值，该第一基站传送一第三无线资源控制讯息至该通信装置，其设定该通信装

置与一第三基站在该至少一邻近的频率的该其中一频率上进行通信。

附图说明

[0007]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无线通信系统的示意图。

[0008]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一通信装置的示意图。

[0009]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流程的流程图。

[0010] 图4、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流程的流程图。

[0011] 【符号说明】

[0012] 10                         无线通信系统

[0013] 100                        通信装置

[0014] 102、104                    基站

[0015] 20                         通信装置

[0016] 200                        处理装置

[0017] 210                         存储单元

[0018] 214                        程序代码

[0019] 220                        通信接口单元

[0020] 30、40                      流程

[0021] 300、302、304、306、308、       步骤

[0022] 310、312、314、316、400、402、

[0023] 404、406、408、410、412、414、

[0024] 416、418

说　明　书 2/8 页

5

CN 105813121 B

5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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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及基站104所组成。在图1中，通信装置100、基站102及基站104用来说明

无线通信系统10的架构。在演进式通用陆地全球无线接入网络(evolved  universal 

terrestrial  radio  access  network，E-UTRAN)、长期演进(Long  Term  Evolution，LTE)系

统、先进长期演进(LTE-Advanced，LTE-A)系统或是先进长期演进系统的后续版本中，基站

102和/或基站104可为演进式基站(evolved  Node-B，eNB)和/或中继站(relay)。在图1中，

基站102及基站104的涵盖区域可相互重叠。

[0026] 如图1所绘示，根据双连接，通信装置100可被设定同时与基站102及基站104进行

通信。也就是说，通信装置100可通过基站102及基站104执行传送和/或接收。举例来说，根

据双连接，通过基站102的至少一小区，通信装置100可传送和/或接收分组(例如协议数据

单元(protocol  data  unit，PDU))到和/或来自基站102，同时通过基站104的至少一小区，

通信装置100可传送和/或接收分组(例如协议数据单元)到和/或来自基站104。此外，根据

在第三代合作伙伴计画(the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3GPP)中双连接的定

义，基站102及基站104中的其中一个基站可为主要演进式基站(master  eNB，MeNB)，另一个

基站可为次要演进式基站(secondary  eNB，SeNB)。主要演进式基站的其中一小区可为用于

通信装置100的主要小区(primary  cell，PCell)，以及主要演进式基站的其他小区(如果可

用)可为用于通信装置100的次要小区(secondary  cell，SCell)。次要演进式基站的其中一

小区可为用于通信装置100的主要次要小区(primary  SCell，PSCell)，以及次要演进式基

站的其他小区(如果有)可为用于通信装置100的次要小区。

[0027] 为了简化后续实施例的陈述，先说明本发明实施例中的专业术语如下。双连接可

为在RRC_CONNECTED中通信装置的运作模式，双连接随着主要小区群(master  cell  group，

MCG)及次要小区群(secondary  cell  group，SCG)被设定给用户端。主要演进式基站可为一

演进式基站，主要演进式基站终止于S1-管理移动管理单元(S1Mobility  Management 

Entity，S1-MME)。次要演进式基站可为提供额外无线资源的演进式基站，但不是主要演进

式基站。主要小区群可为关联于主要演进式基站的一或多个服务小区(serving  cell)，其

可包含有主要小区或者选择性地包含有一或多个次要小区。主要小区群承载(MCG  bearer)

可为无线承载，其无线协议仅位于主要演进式基站中，仅使用主要演进式基站的资源。次要

小区群承载(SCG  bearer)可为无线承载，其无线协议仅位于次要演进式基站中，仅使用次

要演进式基站的资源。分割承载(split  bearer)可为一承载，其无线协议位于主要演进式

基地及次要演进式基站中，使用主要演进式基站资源及次要演进式基站的资源。

[0028] 通信装置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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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携式计算机系统等装置、车辆或飞机。对于一上行链路(uplink，UL)而言，

通信装置100为传送端而基站102和/或基站104为接收端；对于一下行链路(downlink，DL)

而言，基站102和/或基站104为传送端而通信装置100为接收端。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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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一处理装置200、一存储单元210以及一通信接口单元220。处理装置200可为一

微处理器或一特定应用集成电路(Application-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ASIC)。存

储单元210可为任一数据存储装置，用来存储一程序代码214，处理装置200可通过存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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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读取及执行程序代码214。举例来说，存储单元210可为只读式存储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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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单元(non-volatile  storage  un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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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限于此。通信接口

单元220可为一无线收发器，其是根据处理装置200的处理结果，用来传送及接收信号(例如

数据、信号、讯息或分组)。为简化说明，在以下的实施例中，以用户端来代表通信装置100。

[0030]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流程30的流程图，用于一用户端(例如通信装置100)中，用

来处理与多个基站(例如基站102及基站104)之间的通信运作。流程30可被编译成程序代码

214，其包含以下步骤：

[0031] 步骤300：开始。

[0032] 步骤302：接收来自该第一基站的一第一配置，其设定一第一无线承载(radio 

bearer、RB)为一主要小区群承载，用来与该第一基站进行通信。

[0033] 步骤304：接收来自该第一基站或该第二基站的一第二配置，其设定一第二无线承

载为一次要小区群承载，用来与该第二基站进行通信。

[0034] 步骤306：在接收该第二配置后，通过该第二无线承载，与该第二基站进行一通信

运作。

[0035] 步骤308：检测在该第二基站的一小区上的一无线链路失效(radio  link 

failure，RLF)或一次要小区群改变失效。

[0036] 步骤310：暂停该第二无线承载及传送一次要小区群失效信息讯息到该第一基站，

用来响应该无线链路失效的该检测。

[0037] 步骤312：接收来自该第一基站的一无线资源控制(radio  resource  control，

RRC)讯息，其设定该第二无线承载为该主要小区群承载。

[0038] 步骤314：恢复该第二无线承载，用来响应该无线资源控制讯息的该接收。

[0039] 步骤316：结束。

[0040] 根据流程30，用户端可接收来自该第一基站的一第一配置，其设定一第一无线承

载为一主要小区群承载，用来与该第一基站(例如主要演进式基站)进行通信。用户端可接

收来自该第一基站或该第二基站的一第二配置，其设定一第二无线承载为一次要小区群承

载，用来与该第二基站(例如次要演进式基站)进行通信。接着，用户端可通过该第二无线承

载，与该第二基站进行一通信运作，用来响应该第二配置。用户端可检测在该第二基站的一

小区(例如主要次要小区)上的一无线链路失效或一次要小区群改变失效，例如因为用户端

的移动性。据此，用户端可暂停该第二无线承载及传送一次要小区群失效信息讯息到该第

一基站，用来响应该无线链路失效的该检测。用户端可接收来自该第一基站的一无线资源

控制讯息，其设定该第二无线承载为来自该第一基站的该主要小区群承载。接着，用户端可

恢复该第二无线承载，用来响应该无线资源控制讯息的该接收。因此，在无线链路失效或次

要小区群改变失效之后，用户端与第二基站之间的通信可被恢复。

[0041] 流程30的实现方式有很多种，不限于以上所述。

[0042] 在一实施例中，无线资源控制讯息可(或可不)设定用户端以改变次要小区群，即

无线资源控制讯息可(或可不)包含有MobilityControlInfoSCG信息元件。在一实施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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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资源控制讯息可设定用户端释放次要小区群配置，其被用户端用来与第二基站进行通

信。也就是说，当用户端释放次要小区群配置，以响应无线资源控制讯息时，用户端可不与

第二基站进行通信运作。进一步地，无线资源控制讯息可重新设定用于第二无线承载的无

线链路控制(radio  link  control，RLC)配置、分组数据整合协议(packet  data 

convergence  protocol，PDCP)配置，以及半静态调度(semi-persistent  scheduling，SPS)

配置中的至少一配置。在一实施例中，当接收到无线资源控制讯息时，用户端可进一步重新

建立第二无线承载的无线链路控制单元实体及分组数据整合协议实体中的至少一实体。

[0043] 在一实施例中，第二配置可包含有DRB-ToAddModSCG，DRB-ToAddModSCG可包含有

识别第二无线承载的数据无线承载(data  radio  bearer，DRB)识别，以及将第二无线承载

从 次 要 小 区 群 承 载 重 新 设 定 到 主 要 小 区 群 承 载 的 无 线 资 源 控 制 讯 息 为

RRCConnectionReconfiguration讯息，其可包含有drb-ToAddMod，drb-ToAddMod可包含有

第二无线承载的数据无线承载识别。在一实施例中，暂停第二无线承载的指令可包含有暂

停与第二基站的通信运作，以及恢复第二无线承载的指令可包含有恢复与第二基站的通信

运作。在一实施例中，次要小区群失效信息讯息可包含有指示无线链路失效或次要小区群

改变失效的失效类型信息。在一实施例中，通信运作可包含有传送到第二基站的传送(例如

协议数据单元、探测参考信号、信道质量指示和/或信道状态信息的传送)及来自第二基站

的接收(例如协议数据单元和/或参考信号的接收)中的至少一个。

[0044] 根据以上所述，举例说明一实施例如下。第一基站可传送无线资源控讯息到用户

端，无线资源控讯息可包含有次要小区群配置，其包含有分组数据整合协议配置及无线链

路控制配置中的至少一配置，以设定数据无线承载具有次要小区群承载类型。用户端可传

送分组数据整合协议协议数据单元(PDCP  PDU)到第二基站，和/或通过数据无线承载来接

收来自第二基站的分组数据整合协议协议数据单元。第一基站可为用户端的主要演进式基

站，以及第二基站可为用户端的次要演进式基站。在一段时间之后，用户端可检测次要小区

群的无线链路失效或次要小区群改变失效，以及用户端可暂停数据无线承载。因此，用户端

可暂停传送和/或接收(例如数据和/或控制信息的传送和/或接收)。用户端可传送次要小

区群失效信息讯息到第一基站，以通知无线链路失效的发生或次要小区群改变失效。第一

基站可决定将数据无线承载从次要小区群承载类型重新设定到主要小区群承载类型。据

此 ，第一 基 站 传 送 R R C C o n n e c t i o n R e c o n f i g u r a t i o n 讯 息 到 用 户端 。

RRCConnectionReconfiguration讯息可包含有一配置，其设定数据无线承载为主要小区群

承载类型。当用户端接收到RRCConnectionReconfiguration讯息时，用户端恢复数据无线

承载，以恢复传送和/或接收。当用户端检测到无线链路失效或次要小区改变失效时，用户

端持续与第一基站进行通信，以使用户端可通过另一个无线承载(例如主要小区群承载)来

维持传送和/或接收。

[0045] 当用户端暂停数据无线承载时，用户端可暂停分组数据整合协议协议数据单元的

传送和/或分组数据整合协议协议数据单元的接收。在传送被暂停之后，用户端不会根据在

物理下行链路控制信道(physical  downlink  control  channel，PDCCH)中所接收到的来自

第二基站的上行链路允量(uplink  grant)来传送物理上行链路共享信道(physical 

uplink  shared  channel，PUSCH)到第二基站。当用户端在物理下行链路控制信道中接收来

自第二基站的下行链路指派时，根据在物理下行链路控制信道中所接收到的下行链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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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用户端可接收来自第二基站的物理下行链路共享信道，但不会在上行链路控制信道

(physical  uplink  control  channel，PUCCH)中传送混合自动重传请求(hybrid 

automatic  repeat  request，HARQ)回传到第二基站。在接收被暂停之后，用户端可不接收

物理下行链路控制信道、用户端可接收物理下行链路控制信道而不接收物理下行链路共享

信道，或者用户端可接收物理下行链路控制信道及物理下行链路共享信道但忽略在物理下

行链路共享信道中的数据(例如介质访问控制(medium  access  control，MAC)协议数据单

元)。

[0046] 图4、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流程40的流程图，用于基站(例如基站102及基站104)

中，用来处理与用户端(例如通信装置100)间的通信运作。流程40可被编译成程序代码214，

其包含以下步骤：

[0047] 步骤400：开始。

[0048] 步骤402：该第一基站传送一第一配置至一用户端，其设定一第一无线承载为一主

要小区群承载，用来与该第一基站进行通信。

[0049] 步骤404：该第一基站或该第二基站传送一第二配置至该用户端，其设定一第二无

线承载为一次要小区群承载或一分割承载，用来与该第二基站进行通信。

[0050] 步骤406：通过该第二无线承载，该第二基站与该用户端进行一通信运作。

[0051] 步骤408：该第一基站接收来自该用户端的一次要小区群失效信息讯息，其包含有

该第二基站的至少一服务频率的至少一测量结果以及一第三基站的至少一邻近的频率的

至少一测量结果中的至少一个。

[0052] 步骤410：执行步骤412－416中的至少一步骤。

[0053] 步骤412：若该次要小区群失效信息讯息不包含有该至少一邻近的频率的该至少

一测量结果，或者该至少一服务频率的该至少一测量结果指示在该至少一服务频率上的任

何小区的一信号强度或一质量不大于一预先决定临界值，该第一基站传送一第一无线资源

控制讯息至该用户端，其设定该第二无线承载为一主要小区群承载。

[0054] 步骤414：若该至少一服务频率的该至少一测量结果指示在该至少一服务频率的

其中一频率上的该小区的一信号强度或一质量大于该预先决定临界值，该第一基站传送一

第二无线资源控制讯息至该用户端，其将该第二基站的一主要次要小区设定为该第二基站

的一小区。

[0055] 步骤416：若该次要小区群失效信息讯息包含有该至少一邻近的频率的该至少一

测量结果，其指示在该至少一邻近的频率的其中一频率的一信号强度或一质量大于该预先

决定临界值，该第一基站传送一第三无线资源控制讯息至该用户端，其设定该用户端与一

第三基站在该至少一邻近的频率的该其中一频率上进行通信。

[0056] 步骤418：结束。

[0057] 根据流程40，该第一基站(例如主要演进式基站)可传送一第一配置至一用户端，

其设定一第一无线承载为一主要小区群承载，用来与该第一基站进行通信。该第一基站或

该第二基站(例如次要演进式基站)可传送一第二配置至该用户端，其设定一第二无线承载

为一次要小区群承载或一分割承载(split  bearer)，用来与该第二基站进行通信。通过该

第二无线承载，该第二基站与该用户端进行一通信运作。在一段时间之后，该第一基站可接

收来自该用户端的一次要小区群失效信息讯息，其中该次要小区群失效信息讯息可指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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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链路失效或次要小区群失效，以及包含有该第二基站的至少一服务频率的至少一测量结

果以及一第三基站的至少一邻近的频率的至少一测量结果中的至少一个。

[0058] 接着，第一基站可执行以下运作中的至少一运作，用来响应该次要小区群失效信

息讯息。

[0059] 第一运作：若该次要小区群失效信息讯息不包含有该至少一邻近的频率的该至少

一测量结果，或者该至少一服务频率的该至少一测量结果指示在该至少一服务频率上的任

何小区的一信号强度或一质量不大于一预先决定临界值，该第一基站可传送一第一无线资

源控制讯息(例如RRCConnectionReconfiguration)至该用户端，其设定该第二无线承载为

一主要小区群承载(例如次要小区群/分割到主要小区群承载类型改变)。

[0060] 第二运作：若该至少一服务频率的该至少一测量结果指示在该至少一服务频率的

其中一频率上的该小区的一信号强度或一质量大于该预先决定临界值，该第一基站可传送

一第二无线资源控制讯息(例如RRCConnectionReconfiguration)至该用户端，其将该第二

基站的一主要次要小区设定为该第二基站的一小区(例如主要次要小区改变)。

[0061] 第三运作：若该次要小区群失效信息讯息包含有该至少一邻近的频率的该至少一

测量结果，其指示在该至少一邻近的频率的其中一频率的一信号强度或一质量大于该预先

决定临界值，该第一基站可传送一第三无线资源控制讯息(例如

RRCConnectionReconfiguration)至该用户端，其设定该用户端与一第三基站在该至少一

邻近的频率的该其中一频率上进行通信(例如从第二基站到第三基站的次要小区群改变)。

[0062] 因此，用户端可执行后续的运作，以恢复用户端与第二基站之间的通信运作(例如

根据流程30)。

[0063] 流程40的实现方式有很多种，不限于以上所述。

[0064] 在一实施例中，第三无线资源控制讯息可包含有MobilityControlInfoSCG信息元

件及用来指示小区的主要次要小区信息。在一实施例中，第一无线资源控制讯息设定用户

端释放关联于第二基站的次要小区群配置。用户端释放次要小区群配置，以响应第一无线

资源控制讯息。进一步地，第一无线资源控制讯息可重新设定用于该第二无线承载的无线

链路控制配置、一分组数据收敛协议配置，以及一半静态调度配置中的至少一配置。在一实

施例中，第二配置包含有DRB-ToAddModSCG，其包含有识别第二无线承载的数据无线承载识

别，以及第一无线资源控制讯息为RRCConnectionReconfiguration讯息，其包含有drb-

ToAddMod，drb-ToAddMod包含有第二无线承载的数据无线承载识别。

[0065] 在一实施例中，第二无线资源控制讯息包含有MobilityControlInfoSCG信息元件

及用来指示小区的主要次要小区信息。在一实施例中，至少一服务频率的至少一测量结果

可包含有在至少一服务频率上的小区的至少一参考信号接收功率(reference  signal 

received  power，RSRP)数值及至少一参考信号接收质量(reference  signal  received 

quality，RSRQ)数值，或者至少一邻近的频率的至少一测量结果可包含有在至少一邻近的

频率上的小区的至少一参考信号接收功率数值及至少一参考信号接收质量数值。在一实施

例中，通信运作可包含有传送到用户端的传送(例如协议数据单元的传送)及来自用户端的

接收(例如协议数据单元的接收)中的至少一个。

[0066] 在上述的实施例中(例如相关于流程30和/或流程40)，第一基站可在无线资源控

制讯息中，例如RRCConnectionSetup讯息或第一RRCConnectionReconfiguration讯息，传

说　明　书 7/8 页

10

CN 105813121 B

10



送第一配置给用户端。第一基站或第二基站可在另一个无线资源控制讯息中，例如第二

RRCConnectionReconfiguration讯息，传送第二配置给用户端。在该另一个无线资源控制

讯息中，第二配置可被包含在次要小区群配置中，以及次要小区群配置可包含有小区识别

信息(例如小区全球识别、实体小区识别和/或下行链路载波频率)，其是用来识别第二基站

的小区。

[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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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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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8] 根据以上所述，本发明提供一种通信装置及方法，用来处理与多个基站间的通信

运作。根据不同的系统需求和/或设计考虑，所提出的方法可被实现在通信装置和/或基站

中。因此，因为无线链路失效所导致通信运作的中断可被解决。

[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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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