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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机顶盒技术领域，提供一种基于

数字电视机顶盒对电视节目场景加注释的方法，

该方法包括：数字电视前端编辑注释信息；封装

注释信息流；封装的注释信息流依次插入到电视

节目中；后端机顶盒接收电视节目后，过滤得到

各个场景的注释信息；对终端用户给出提示信

息。本发明提出的技术方案只有在用户选择了注

释信息后才将注释内容呈现给用户，因此本发明

能够根据用户意愿对数字电视节目的场景进行

简洁、方便的辅助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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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数字电视机顶盒对电视节目场景加注释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步骤：

A、数字电视前端编辑注释信息并将编辑后的注释信息输出至注释文件夹，所述注释信

息包括对场景的注释信息进行描述的注释描述文件、待注释视频文件和与场景的注释信息

对应的资源文件，所述场景的注释信息至少包括场景ID、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提示标题、注

释内容；

B、对注释文件夹中的注释描述文件进行解析，获得每个场景的注释信息，将各个场景

的注释信息和对应的资源文件以场景为单元按照预设协议封装为注释信息流；

C、将各个场景封装的注释信息流依次插入到电视节目中，在电视节目的PMT表中对注

释信息流进行描述，各个场景封装的注释信息流的插入时间点为该场景的开始时间减去提

前插入时间，所述提前插入时间的计算公式为：

t＝(L*8)/(1024*N)，

式中t为提前插入时间，其单位为秒；L为封装得到的注释信息流的长度，其单位Byte；N

为注释信息流码率，其单位为Kbps；

D、后端机顶盒接收电视节目后，根据PMT表得到注释信息流的PID值，根据注释信息流

的PID值和预设协议过滤得到各个场景的注释信息；

E、按照注释信息的开始时间和提示标题，对终端用户给出提示信息，用户确认提示信

息后终端显示注释信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数字电视机顶盒对电视节目场景加注释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B封装得到的注释信息流包括场景ID，所述步骤D过滤注释信息的过程中，根

据注释信息流中的场景ID判断一个场景信息是否收全，当一个场景信息收全后，根据预设

协议解析得到该场景的所有注释信息。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基于数字电视机顶盒对电视节目场景加注释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C中，PMT表中描述的注释信息流的流类型为0xAB。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数字电视机顶盒对电视节目场景加注释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E中，当显示时间达到预设的结束时间时，提示信息停止显示。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数字电视机顶盒对电视节目场景加注释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注释描述文件为XML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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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字电视机顶盒对电视节目场景加注释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机顶盒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基于数字电视机顶盒对电视节目场景

加注释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不同类型的数字电视节目，对于不同文化背景、年龄的电视用户，会出现一

些用户对电视节目的某些场景无法理解的现象，因此需要对电视节目某些特定场景进行辅

助解释说明。

[0003] 目前对电视节目进行辅助解释说明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增加视频片段，通过增

加的视频片段对视频场景进行辅助说明；另一种是增加滚动字幕，采用第一种方法会增加

视频制作成本和运营成本，其中第一种方法还增加视频制作和运营成本，此外，上述两种实

现方法，都是要求用户强制性接受场景的注释信息，两种方法均无法根据用户意愿对数字

电视节目场景进行简洁、方便的辅助说明。

发明内容

[0004] 【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基于数字电视机顶盒对电视节目场景加注释的方法，以

根据用户意愿对数字电视节目场景进行简洁、方便的辅助说明。

[0006] 【技术方案】

[0007]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8]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数字电视机顶盒对电视节目场景加注释的方法，包括步骤：

[0009] A、数字电视前端编辑注释信息并将编辑后的注释信息输出至注释文件夹，所述注

释信息包括对场景的注释信息进行描述的注释描述文件、待注释视频文件和与场景的注释

信息对应的资源文件，所述场景的注释信息至少包括场景ID、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提示标

题、注释内容；

[0010] B、对注释文件夹中的注释描述文件进行解析，获得每个场景的注释信息和对应的

资源文件，将各个场景的注释信息和对应的资源文件以场景为单元按照预设协议封装为注

释信息流；

[0011] C、将各个场景封装的注释信息流依次插入到电视节目中，在电视节目的PMT表中

对注释信息流进行描述；

[0012] D、后端机顶盒接收电视节目后，根据PMT表得到注释信息流的PID值，根据注释信

息流的PID值和预设协议过滤得到各个场景的注释信息；

[0013] E、按照注释信息的开始时间和提示标题，对终端用户给出提示信息，用户确认提

示信息后终端显示注释信息。

[0014]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步骤B封装得到的注释信息流包括场景ID，所述步

骤D过滤注释信息的过程中，根据注释信息流中的场景ID判断一个场景信息是否收全，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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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场景数据收全后，根据预设协议解析得到该场景的所有注释信息。

[0015] 作为另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步骤C中，各个场景封装的注释信息流的插入时

间点为该场景的开始时间减去提前插入时间，所述提前插入时间的计算公式为：

[0016] t＝(L*8)/(1024*N)，

[0017] 式中t为提前插入时间，其单位为秒；L为封装得到的注释信息流的长度，其单位

Byte；N为注释信息流码率，其单位为Kbps。

[0018] 作为另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步骤C中，PMT表中描述的注释信息流的流类型

为0xAB。

[0019] 作为另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步骤E中，当显示时间达到预设的结束时间时，

提示信息停止显示。

[0020] 作为另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注释描述文件为XML文件。

[0021] 【有益效果】

[0022] 本发明提出的技术方案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3] 本发明在数字电视系统前端对注释内容进行编辑并封装成注释信息流，在电视节

目的PMT表中对信息注释信息流进行描述，在场景处将注释信息流实时插入到视频流中，后

端机顶盒实时过滤注释信息流，收到注释信息后实时给出提示以供用户选择，只有在用户

选择了注释信息后才将注释内容呈现给用户，因此本发明能够根据用户意愿对数字电视节

目的场景进行简洁、方便的辅助说明。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的实施例一提供的基于数字电视机顶盒对电视节目场景加注释的方

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进行清楚、完整的描述。

[0026] 实施例一

[0027]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提供的基于数字电视机顶盒对电视节目场景加注释的方

法。如图1所示，该方法包括步骤S1至步骤S5，下面分别对各个步骤进行详细的说明。

[0028] 步骤S1：数字电视前端编辑注释信息。

[0029] 步骤S1中，数字电视前端编辑注释信息并将编辑后的注释信息输出至注释文件

夹，其中注释信息包括对场景的注释信息进行描述的注释描述文件、待注释视频文件和与

场景的注释信息对应的资源文件，场景的注释信息包括场景ID、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提示

标题、注释内容。具体地，本实施例中，需要加注释的场景点有两个，因此对这两个场景点的

注视信息进行编辑，输出Res文件夹，该文件夹包括一个Desc.xml文件，一个video.ts文件

和两个资源文件，其中两个资源文件分别是张飞简介.txt和张飞肖像.png。

[0030] 步骤S2：封装注释信息流。

[0031] 步骤S2中，对注释文件夹中的注释描述文件进行解析，获得每个场景的注释信息

和对应的资源文件，将各个场景的注释信息和对应的资源文件以场景为单元按照预设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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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装为注释信息流。具体地，本实施例中，从Res文件夹Desc.xml解析得到两个场景信息，对

两个场景信息数据分别按照表1和表2中的协议(场景数据段结构、场景数据表)进行封装得

到两个注释信息流，封装得到的注释信息流包括场景ID，注释信息流的PID为0x1BCA。表1为

场景数据段结构，表2为场景数据表SCENE_data_Section( )，其中SCENE_data_section字

段的含义为：

[0032] Table_id：8位宽度。

[0033] Section_syntax_indicator：8位宽度，置为1。

[0034] Section_length：12位宽度，指示自该字段之后的section的长度。

[0035] Table_extension_id：16位宽度，扩展table_id,描述场景ID。

[0036] Section_number：8位宽度，表示该场景序号。

[0037] Lasi_section_number:8位宽度，表示最后一个场景序号。

[0038] CRC_32：MPEG2  CRC_32校验。

[0039] 表1预设协议(场景数据段结构)

[0040]

名称 符号 长度(bit) 备注

数据头 tag 16 0xFAFB

开始时间 Start  time 40  

结束时间 end  time 40  

文字长度 text_len 16  

文字内容 text  content 8*text_len 文本数据

图片长度 pic_len 32  

图片数据 pic  data 8*pic_len 图片数据

连接长度 link_len 16  

连接内容 Link  data 8*len 超级链接数据

[0041] 表2预设协议(场景数据表SCENE_data_Section( ))

[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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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0044] 步骤S3：将封装的注释信息流依次插入到电视节目。

[0045] 步骤S3中，将各个场景封装的注释信息流依次插入到电视节目中，在电视节目的

PMT表中对注释信息流进行描述，其中各个场景封装的注释信息流的插入时间点为该场景

的开始时间减去提前插入时间，提前插入时间的计算公式为：

[0046] t＝(L*8)/(1024*N)，

[0047] 式中t为提前插入时间，其单位为秒；L为封装得到的注释信息流的长度，其单位

Byte；N为注释信息流码率，其单位为Kbps。具体地，本实施例中，计算两个场景点插入时间

后，将每个场景封装的注释信息流依次插入到video.ts文件中，同时需要在电视节目的PMT

表中对注释信息流进行描述，PMT表中描述的注释信息流的流类型为0xAB。

[0048] 步骤S4：后端机顶盒接收电视节目后，过滤得到各个场景的注释信息。

[0049] 步骤S4中，后端机顶盒接收电视节目后，根据PMT表得到注释信息流的PID值，根据

注释信息流的PID值(0x1BCA)和预设协议(场景数据段结构、场景数据表)过滤得到各个场

景的注释信息，其中过滤注释信息的过程中，根据注释信息流中的场景ID判断一个场景信

息是否收全，当一个场景数据收全后，根据预设协议(场景数据段结构、场景数据表)解析得

到该场景的所有注释信息。

[0050] 步骤S5：对终端用户给出提示信息。

[0051] 步骤S5中，按照注释信息的开始时间和提示标题，对终端用户给出提示信息“红键

张飞介绍”，用户确认提示信息(按下红键)后终端显示注释信息(即显示张飞简介.txt文件

内容)。如果用户不做任何操作，当提示信息的显示时间达到预设的结束时间时，提示信息

停止显示，不影响用户正常观看电视节目。

[0052] 从以上实施例可以看出，本发明实施例在数字电视系统前端对注释内容进行编辑

并封装成注释信息流，在电视节目的PMT表中对信息注释信息流进行描述，在场景处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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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流实时插入到视频流中，后端机顶盒实时过滤注释信息流，收到注释信息后实时给出

提示以供用户选择，只有在用户选择了注释信息后才将注释内容呈现给用户，因此本发明

实施例能够根据用户意愿对数字电视节目的场景进行简洁、方便的辅助说明。

[0053] 需要说明，上述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实施例，也不

是对本发明的限制。基于本发明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前提

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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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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