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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终端和第二终端建立通话后，第一终端
获取第一终端的状态信息

笫一终端将第一终端的状态信息发送给笫二
终端

笫一终端根据状态信息，对第一终端的用户
进行提示

当第一终端检测到第一终端的状态信息发生
变化时，将变化后的状态信息发送给第二终

端 I FIG. 1

<
(57) Abstract: The present invention provides a processing method for a call of a terminal, a terminal and a processing system,
which relate to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s, and are invented for solving the technical problem that a user at a peer end cannot regu
late a conversation according to state information of a local terminal in the prior art. The processing method for a call of a terminal
comprises: after a first terminal and a second terminal establish a call, the first terminal acquiring state information of the first ter
minal; and the first terminal sending the state information of the first terminal to the second terminal, so that the second terminal
prompts a user of the second terminal according to the state information of the first terminal. In the present invention, state informa
tion of a local end can be sent to a peer end, so that a user at the peer end can regulate a conversation according to the state informa -
tion of the local end.

(5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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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际公布：
- 包括 国际检索报 告(条约第 2 1条 (3)) 。

本发 明提供一种终端通话时的处理方法 、终端 以及处理 系统 ，涉及通讯领域 ，为解决现有技术 中对端用户无
法根据本地 终端 的状态信 息对谈话进 行调整 的技术 问题而 发 明。本发 明所述 的终端通话 时 的处理方法 ，包
括 ：第一终端和第二终端建立通话 后 ，所述第一终端获取 第一终端 的状态信 息；所述 第一终端将所述第一终
端的状态信息发送给所述第二终端 ，使所述 第二终端根据所述第一终端的状态信 息对所述第二终端 的用户进
行提示 。本发 明能够将本端的状态信息发送给对端 ，使对端用户根据本端 的状态信息对谈话进行调 整。



终端通话时的处理方法、终端以及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通讯领域 ，特别是涉及一种终端通话时的处理方法、终端

以及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现有技术中，在用户使用移动终端拨通或接通 电话后 ，移动终端的用

户界面 （UI, user Interface ) 会给 出切换诸如免提 、添加 、挂断、键盘 、蓝

牙、静音 、录音等多种功能模式的提示，这样用户可以把通话功能模式切

换到 自己希望的状态。

但是 ，在本地用户控制本地终端的模式状态后 ，远端用户并不知道本

地终端的模式状态。例如 ，本地用户有意或者无意切换到免提状态后 ，远

端用户并不知道本地用户的使用状态，因而远端用户的敏感的隐私谈话 内

容有可能被本地用户在免提状态下播放 ，从 而可能被本地用户周边的其他

听者听到，从而可能会产生远端用户并不乐见的后果。

发明内容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终端通话时的处理方法、终端以

及处理 系统 ，能够使得对端用户获知本地终端的状态信息，从 而对谈话进

行调整。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技术方案如下：

一方面，提供一种终端通话时的处理方法，包括：

第一终端和第二终端建立通话后 ，所述第一终端获取第一终端的状态

信息；



所述第一终端将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发送给所述第二终端 ，使所

述第二终端根据 所述第一终端 的状 态信 息对 所述第二终端 的用户进行提

示。

所述的终端通话 时的处理方法，还 包括 ：

所述第一终端根据所述状态信 息，对所述第一终端的用户进行提示。

所述的终端通话 时的处理方法，还 包括 ：

当所述第一终端检 测到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发生变化 时，将 变化

后 的所述状 态信 息发送给第二终端。

所述第一终端获取第一终端的状态信 息的步驟 包括 ：

通过接 收用户设置第一终端的状 态的命令 ，所述第一终端获取第一终

端的状态信 息；或

通过检 索第一终端的状 态数据库 ，所述第一终端获取第一终端的状 态

信 息；或

通过定期检 测第一终端的状 态 , 所述第一终端获取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i

所述第一终端将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发送给所述第二终端的步驟

包括 ：

所述第一终端将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以 音频方式发送给所述第二

终端；或

所述第一终端将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以视频方式发送给所述第二

终端；或

所述第一终端将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以 文本方式发送给所述第二

终端 。

所述第一终端将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以 音频方式发送给所述第二

终端的步驟 包括：



所述第一终端获取所述第一终端的状态信 息对应 的音频数据 ；

将所述对应 的音频数据上传到所述第一终端的到第二终端方向的音频

通道；

通过空 口在第二终端以音频方式回放所述对应 的音频数据 。

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为：所述第一终端的工作模 式的信 息或所述

第一终端的机身状态的信 息；

所述第一终端的工作模 式为：处于漫游状 态、处于免提状 态、处于添

加状 态、处于挂断状 态、处于键盘输入状 态、处于蓝牙状 态、处于静音状

态、处于录音状 态、处于本地终端只听不说模 式、处于本地终端只说 不听

模 式或处于转移呼叫模 式；

所述第一终端的机 身状 态的信 息为：所述第一终端的 当前 电量信 息或

所述第一终端支持 的功能信 息。

当所述第一终端的工作模 式为本地用户只听模 式时，所述第一终端的

到第二终端方向的音频通道被 关闭，所述第一终端将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

信 息发送给所述第二终端的步驟 为：所述第一终端将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

信 息以视频方式或文本方式发送给所述第二终端；

当所述第一终端的工作模 式为本地终端只说模 式时，所述第一终端的

来 自第二终端方向的音频通道被 关闭，所述第一终端将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发送给所述第二终端的步驟 为：所述第一终端将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以视频方式或文本方式发送给所述第二终端。

另一方面，提供一种终端通话 时的处理方法，包括 ：

第二终端和第一终端建立通话后 ，所述第二终端接 收所述第一终端的

状态信 息；

所述第二终端根据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对所述第二终端的用户进

行提示。



另一方面，提供一种终端 ，包括 ：

获取单元 ，用于第一终端和第二终端建立通话后 ，获取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

发送单元 ，用于将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发送给所述第二终端 ，使

所述第二终端根据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对所述第二终端 的用户进行提

示。

所述的终端 ，还 包括：

提示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状态信 息，对所述第一终端的用户进行提示。

所述发送单元具体为：

将所述第一终端的状态信 息以音频方式发送给所述第二终端；或

将所述第一终端的状态信 息以视频方式发送给所述第二终端；或

将所述第一终端的状态信 息以文本方式发送给所述第二终端 。

另一方面，提供一种终端 ，包括 ：

接 收单元 ，用于第二终端和第一终端建立通话后 ，接 收所述第一终端

的状 态信 息；

提示单元 ，用于根据 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对所述第二终端的用户

进行提示。

另一方面，提供一种终端通话 时的处理 系统 ，包括 ：第一终端和第二

终端 ，

第一终端 ，用于第一终端和第二终端建立通话后 ，获取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将所述第一终端的状态信 息发送给所述第二终端；

第二终端 ，用于接 收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根据所述第一终端的

状态信 息对所述第二终端的用户进行提示。

本发 明的实施例具有 以下有益效果：

上述方案 中，第一终端和第二终端建立通话后 ，所述第一终端获取第



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所述第一终端将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发送给所述

第二终端 ，使所述第二终端根据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对 所述第二终端

的用户进行提示 ，使得 第二终端的用户能够获取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从

而调整谈话 内容。

附图说 明

图 1 为本发 明所述的第一终端通话 时的处理方法的实施例的流程示意

图；

图 为本发 明所述的第二终端通话 时的处理方法的实施例的流程示意

图；

图 3 为本发 明所述的第一终端的结构示意图；

图 4 为本发 明所述的第二终端的结构示意图；

图 5 为本发 明所述的一种终端通话 时的处理 系统的结构示意 图；

图 6 为本发 明的应用场景 中移动终端的通话功能模 式控制方法的流程

示意 图；

图 7 本发 明的应用场景 中本地终端和远端通话 时的界面示意 图；

图 8 为本发 明的应 用场景 中基 于通话前本机状 态的通话控 制 的流程

图。

具体 实施方式

为使本发 明的实施例要解决的技术 问题 、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 ，

下面将结合 附图及具体 实施例进行详细描述。

如 图 1 所示 ，为本发 明所述的一种终端通话 时的处理方法的实施例 ，

包括 ：

步驟 11 , 第一终端和第二终端建立通话后 ，第一终端获取第一终端的

状 态信 息；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为：第一终端的工作模 式的信 息或第



一终端的机 身状 态的信 息；所述第一终端的工作模 式为：处于漫游状 态、

处于免提状 态、处于添加状 态、处于挂断状 态、处于键盘输入状 态、处于

蓝牙状 态、处于静音状 态、处于录音状 态、处于本地终端只听不说模 式、

处于本地终端只说 不听模 式或处于转移呼叫模 式；所述第一终端的机 身状

态的信 息为：第一终端的 当前 电量信 息或第一终端支持 的功能信 息。

步驟 12, 第一终端将第一终端的状态信 息发送给第二终端 ，使第二终

端根据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对第二终端的用户进行提示 。该步驟具体 为：

通过接 收用户设置第一终端的状 态的命令 ，第一终端获取第一终端的状 态

信 息；或通过检 索第一终端的状 态数据库 ，第一终端获取第一终端的状 态

信 息；或通过定期检 测第一终端的状 态，第一终端获取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例如 ，在第一终端的用户将第一终端的通话模 式设置为免提模 式时，

第一终端 自动将该状 态信 息发送给第二终端 ，第二终端可以对谈话 内容进

行相应调整； 当第一终端检 测到 当前 电量不足 时，第一终端 自动将该状 态

信 息发送给第二终端 ，第二终端的用户可以对谈话 时长进行相应调整；或

者 ，第一终端的用户在通话前检 测到为 当前 电量不足 ，则将该状 态信 息设

置到状 态数据库 ，当通话建立后 ，通过检 索状 态数据库 ，将该状 态信 息发

送给第二终端。

可选的，所述的终端通话 时的处理方法，还 包括 ：

步驟 13 , 第一终端根据状 态信 息，对第一终端的用户进行提示。当第

一终端的用户进行 了误操作 （例如 ，误按 了免提 ）时，可以及 时知道 。

可选的，所述的终端通话 时的处理方法，还 包括 ：

步驟 14, 当第一终端检测到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发生变化 时，将变化

后 的状 态信 息发送给第二终端 。例如 ，第一终端的用户对第一终端从免提

模 式调整为听筒模 式 ，第二终端的用户可以及 时获知 ，从 而可以对谈话 内



容进行相应 调整 。

上述 步驟 12 具体 包括 ：

步驟 121A, 第一终端获取 第一终端 的状 态信 息对应 的音频数据 、文本

数据 或者视 频数据 ；

步驟 122 A , 将对应 的音频数据 、文本数据 或者视 频数据发 送给 第二终

端 ，具体 可 以通过发 送短信 、彩信发 送等 。

可选 的 ，上述 步驟 12 为第一终端将 第一终端 的状 态信 息以音频 方式发

送给 第二终端 时 ，该 步驟 包括 ：

步驟 121 B , 第一终端获取 第一终端 的状 态信 息对应 的音频数据 ；

步驟 122B , 将对应 的音频数据 上传 到第一终端 的上行音频通 道 （第一

终端 的到第二终端方 向的音频通 道 ）；

步驟 123B , 通 过 空 口在 第二终端 以语 音方 式回放 对应 的音频数据 。

当第一终端 的工作模 式为本地 用户 只听模 式 时 ，第一终端 的到 第二 终

端 方 向 的音频通 道被 关 闭，第一终端将 第一终端 的状 态信 息发 送给 第二 终

端 的步驟 为 ：第一终端将 第一终端 的状 态信 息以视 频 方 式或 文本 方 式发 送

给 第二终端 。

当第一终端 的工作模 式为本地 终端 只说模 式 时 ，第一终端 的来 自第二

终端 方 向 的音频通 道被 关 闭，第一终端将 第一终端 的状 态信 息发 送给 第二

终端 的步驟 为 ：第一终 端将 第一终端 的状 态信 息以音频 方 式 、视 频 方 式或

文本 方式发 送给 第二 终端 。

可选 的 ，当上述 步驟 12 为第一终端将 第一终端 的状 态信 息以视 频方式

或文本方式发 送给 第二终端 时 ，该 步驟 包括 ：

步驟 121 C , 第一终端获取 第一终端 的状 态信 息对应 的视 频数据 或文本

数据 ；视 频数据 或文本数据 以预 定格 式存 在 于第一终端 的状 态信 息数据库 ，

系统根据 第一终端 的 实时状 态遍 历调取 ；



步驟 122C, 在实时多任务系统并行建立消息或视频通信协议 ，以后 台

操作的方式，将对应的视频数据或文本数据上传到上行数据通道 （第一终

端的到第二终端方向的数据通道 ）；

步驟 123C, 通过空口在第二终端以彩信 、短信的方式回放对应的视频

数据或文本数据。

上述实施例 中，音频回放具有 实时性；移动终端的实时彩信 、短信也

可以在通话界面滚动显示，以方便用户实时获取相关信息。

与上述图 1 所述的第一终端通话时的处理方法的相对应，如图 2 所示，

为本发明所述的第二终端通话时的处理方法的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包括：

步驟 21 , 第二终端和第一终端建立通话后 ，第二终端接收第一终端的

状态信息；

步驟 22, 第二终端根据第一终端的状态信息对第二终端的用户进行提

示。远端用户可以接听到音频回放 。该步驟具体为：第二终端以音频方式

从第一终端接收第一终端的状态信息；或第二终端以文本方式从第一终端

接收第一终端的状态信息，例如可以通过短消息的方式；或，第二终端以

视频方式从第一终端接收第一终端的状态信息，例如 可 以通过彩信的方式。

如图 3 所示，为本发明所述的第一终端，包括：

获取单元 31 , 用于第一终端和第二终端建立通话后，获取第一终端的

状态信息；

发送单元 32, 用于将第一终端的状态信息发送给第二终端，使第二终

端根据第一终端的状态信息对第二终端的用户进行提示。

所述的终端，还 包括：

提示单元 33 , 用于根据状态信息，对第一终端的用户进行提示。

所述发送单元 32 具体为：

将第一终端的状态信息以音频方式发送给第二终端；或



将第一终端的状态信 息以视频方式发送给第二终端；或

将第一终端的状态信 息以文本方式发送给第二终端 。

如 图 4 所示，为本发 明所述的第二终端 ，包括：

接收单元 4 1 , 用于第二终端和第一终端建立通话后 ，接收第一终端的

状态信 息；

提示单元 42, 用于根据第一终端的状态信 息对第二终端的用户进行提

示。

如 图 5 所示 ，为本发 明所述的一种终端通话 时的处理 系统 ，包括：第

一终端 5 1 和第二终端 52,

第一终端 5 1 , 用于第一终端 5 1 和第二终端 52 建立通话后 ，获取第一

终端 5 1 的状 态信 息；将第一终端 5 1 的状态信 息发送给第二终端 52;

第二终端 52, 用于接 收第一终端 51 的状态信 息；根据第一终端 51 的

状态信 息对第二终端 52 的用户进行提示。

本发 明所述的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为：第一终端的工作模 式的信 息或

第一终端的机身状态的信 息；

第一终端的工作模 式为：处于漫游状 态、处于免提状 态、处于添加状

态、处于挂断状 态、处于键盘输入状 态、处于蓝牙状 态、处于静音状 态、

处于录音状 态、处于本地终端只听不说模 式 、处于本地终端只说 不听模 式

或处于转移呼叫模 式；

第一终端的机 身状 态的信 息为：第一终端的 当前 电量信 息或第一终端

支持 的功能信 息，例如 ，是 否支持视频 电话 、是 否属于 3G、是否支持彩信

功能等。

并且 ，第一终端的工作模 式为：第一终端和第二终端建立通话后设置

的第一终端功能状 态；或者 ，第一终端和第二终端建立通话前设置的功能

状态。



第一终端将第一终端 的状 态信 息以音频方式发送给第二终端时，可以

在建立通话后 ，首先发送功能状 态信 息对应 的语音信 息，然后再开始正常

通话 ，也可以 同时发送功能状 态信 息对应 的语音信 息和本地用户的声音信

息。第一终端可以为主叫端 ，第二终端可以为被 叫端 ；或者 ，第一终端可

以为被叫端 ，第二终端可以为主叫端。

以下描述本发 明的应用场景 1:

一种移动终端的通话控制方法，在延续通常的本地用户控制 UI 界 面选

择具体功能模 式的情况下，增加 了告知远端用户关于本地用户通话功能模

式状 态的功能。

目前通常的通话功能模 式如免提 、添加 、挂断、键盘 、蓝 牙、静音 、

录音等 ，都是 由本地用户进行操作控制 ，并且在操作控制后 ，不告知远端

用户 。本发 明的通话功能模 式在本地用户操作控制基础上 ， 自动触发告知

远端用户 ，让远端用户 了解本地用户的模 式状 态。这种 自动触发功能通过

本地用户选择通话界 面的功能模 式按钮 （实体按键 、虚拟按键或触控 面板

坐标信 息 ）时，将对应该模 式功能的预置录音或合成音频信 息上传到上行

音频端 口，然后该音频信 息经空 口向远端用户的终端回放 。

采用预置录音或合成音频的方式，在 实现上 比较容 易。因为通话建立

后 ，一方面，移动终端和无线接入 网之 间的无线链路协议一直处于保持状

态，语音通话信令 消息和分组数据业务的无线传送通道处于畅通状 态；另

一方面，移动终端的操作 系统适配协议也一直处于保持状 态，此时将预置

音频信 息上传到上行音频通道 ，不破坏原来的通话协议状 态；同时，由于

用户正在通话过程 中，听取声音也 比较直接 ，符合用户使用的状 态场景 。

当然 ，如前所述 ，也可以采用其他告知远端用户的方式 ，比如短信 、彩信

等文本或视频方式。

将预置音频信 息上传到上行音频通道的步驟 ，可以为将存储在主芯片



外部 ROM ( Read only Memory, 只读存储器 ）中的预置音频信息 （通常是

数字化的音频数据 ）经过主芯片内部或外部的 PCM( Pulse Code Modulation,

脉沖编码调制 ）、I2S ( Inter-IC Sound Bus, 飞利浦公 司为数字音频设备之 间

的音 频数据 传 输 而制 定 的一种 总线标 准 ）、Slimbus ( Serial Low-power

Inter-chip Media Bus, 低功耗芯片间串行媒体总线，基带或移动终端应用处

理器与外设部件 间的标准接 口 ) 等音频总线发送到音频编解码器 （CODEC,

coding&decoding ) , 编解码器处理后 ，发送到主芯片片内总线，并加载到射

频接 口信道进行调制 ，之后上变频到射频发射端发射到空口。

远端音频回放 大体上是一个相反 的过程 ，射频接收后下变频并解调 ，

之后通过主芯片片内总线送到音频 CODEC, 再到音频接收器件 回放 。

本地用户终端回放则是音频数据送达音频 CODEC 处理后 ，直接输 出到

音频接收电声器件 （如听筒、扬声器 ）进行回放 。

预置的音频信 息，可以是移动终端产品 出厂前软件预设 的标准录音或

合成音频 ，也可以移动终端产品提供 的设置界面存放 的由用户本人录制的

个性化声音。

根据具体使用情况，这种 自动触发告知远端用户关于本地用户通话功

能模 式状态的功能，可以由用户在 "设置 " 界面进行选择开启或关闭，选

择 的结果被记载到 ROM 中。当然根据通话功能模 式不同，一些功能模式也

可以对用户屏蔽掉这种选择 。

如 图 6 所示，应用场景 1 的具体流程如下：

步驟 601 , 双方建立通话后 ，当本地用户通过 U I 界面上的某种通话功

能模 式通过选择按钮选择具体 的通话功能模 式后 , 该选择信 息由对应上层

应用层面的接 口程序进行响应 ；

步驟 602, 根据预先加载的 ROM 中的用户选择项的信息，决定是否上

传预置音频信息到上行音频通道；如果不上传 ，直接转到步驟 606, 如果上



传 ，则转到 步驟 603;

步驟 603 , 调 用音频设备 ，为音频设备设 置好 工作参数 （速度 、声道 、

采样 宽度 、音量表 等 ）和底层接 口逻辑 （借 用特殊音频功 能 ，可 以 直接 调

用相 关的算法 固件 ）；该步驟也可 以为配置底层接 口逻辑 。

步驟 604, 根据音频设备 的工作参数计算緩 沖 区的大 小 ，分 配空间以供

上传预 置音频数据信 息到上行音频通道 ；

步驟 605 , 经 空 口实现本地 用户终端上传 的音频信 息在远端用户终端 回

放 （录音信 息如 ： "您好 ，通话对 方处于 XX 的通话 功 能模 式状 态" ）；

可选地 ，调 用本地 用户终端 的音频通道 ，同步向本地 用户 回放预 置 的

音频信 息 （音频信 息如 ： "您好 ，您 的手机 目前处 于 X X 的通话 功能模 式状

态" ，本地也可 以 同步采用马达振动 的提 示方式。

步驟 606, 进入后 续通话 ；

步驟 607 , 继 续通话 一段 时间后 ，本地用户通过 UI 界 面关 闭该通话 功

能模 式 。可选 的 ，关 闭状 态时的通话 功能模 式状 态的音频 回放 给通话 双方 。

然后 ，结束通话 。

应 用场景 2:

如 图 7 所示 ，为本地终端 7 1 和远端 72 通话 时的界 面示意 图。本地 用

户 的通话界 面除通 常的免提 、添加 、挂 断 、键盘 、蓝 牙 、静 音 、录音等 常

规 功能模 式提 示外 ，增加 了只听 、只说 的功能模 式提 示 。

只听 、只说 功 能模 式介 绍 ：

( 1 ) 只听 ：即通话 双方 中本地用户 的语音传 不到远端用户 ，但 本地用

户可 以听到远端用户说话 。

应 用场景 ：无线终端通话 过程 中，紧急接 到 固定 电话 或其他 无线终端

电话 等第三方 电话 ，告诉远端用户 不断话去处理第三方 电话 完毕后 继续通

话 ，在处理第三方 电话 过程 中，为 了避免被远端用户听到和 第三方 的通话



内容 ，或者本地用户 背景 的声音嘈杂 ，本地用户说话 不方便 、影响私 密等 ，

可 以点击此功能模 式 。

使 用此功 能模 式 ，需要 通话 时的远端用户知 悉本地 用户 的状 态 ，否则

容 易造成远端用户 的误解 。

( 2 ) 只说 ：即远端用户 的语音传 不到本地 用户 ，但远端用户可 以听到

本地 用户说话 。

应 用场景 ：无线终端通话 过程 中，本地 用户 忌讳周边他人 听到远端用

户 电话 内容 （特别是对 于有免提 功能或者有对讲 功能的移动终端 ），或者远

端用户 背景声音嘈杂 ，远端用户说话 不方便 、影响私 密等 。

使 用此功能模 式 ，也 需要通话 时远端用户知 悉本地 用户 的状 态。

只听和只说通话 功 能模 式的技 术 实现 ：上层应 用部分和其他通话界 面

的功 能模 式一样 ，主要 差别是底层驱动 的接 口逻辑部分 的处理 ，采用 的具

体 方法是 ：

第一步 ，调用底层语音接 口，确 定具体 的语 音设备路径 ；

第二 步 ，根据语 音设备路径和 "只听 " 或者 "只说 " 的具体模 式来 关

断单 向通道 ；具体 而言 ：对 于 "只听 " 模 式 ，关 闭上行音频通道 ，下行音

频通道是打开 的； "只说 " 模 式则反之 。

第三步 ，本地终端将所述本地终端 的状 态信 息发送给所述远端 ，其 中，

" 只 听 " 模 式 由于上行 音频通道 关 闭，可 以 以 视 频方式或文本方式发 送给

所述远端 ，而 "只说 " 模 式则可优选 以音频方式发 送到第二 终端 ，也可 以

视频方式或文本方式发送给所述远端 。

应 用场景 3:

U I 通 话 界 面添加 的只 听和 只说 功 能通 过 直接 调 用移 动 终 端 的 TTY

( Text Telephone, 文本 电话 ) 功 能 中的 VCO 和 HCO 实现 。

TTY 是供耳聋 、听力 困难 或者语 言表 达障碍 的人通过打字或敲键盘代



替 听 和 说 来 进 行 信 息 交 流 的 设 备 。 根 据 TIA/EIA TSB121-Rev. 1

(PN-3-4558-RV1) 要 求 ，无线移动通信终端的耳机接入装置需要 兼容 TTY 功

• 匕
匕 。

VCO 和 HCO 是 TTY 功能除 TTY FULL ( 通信双方均使用文本形式 ）

之外的两种常用模 式，VCO 是话音传递 （Voice Carryover ) , 即只说模 式 （上

行 音 频 通 道 打 开 ， 下行 音 频 通 道 关 闭 ）； HCO 是 听 声传 递 （Hearing

Carryover ) , 即只听模 式 （上行音频通道关闭，下行音频通道打开 ）。

鉴于 TTY 功能存在大量非应用场合 ，如亚洲 、非洲 、南美洲很 多国家

电信运 营商公 网不支持 TTY 功 能 （基站侧没有进行相应 的 DSP (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数 字号处理 ）扩展 ），同时在一些具有支持 TTY 功能的

通信公 网的国家，绝大多数人群也不会使用 TTY 功能，所以可以在上层应

用层直接调用 TTY 功能的 VCO 和 HCO, 用于实现通话界面中的只听和只

说功能。

TTY 功能采用的博多码 （Baudot, —种早期 电信编码 ）编解码 的 TTY

音码 隐藏于正常语音 包的基音延迟位 的最低 5 位 ，不影响正常语音通讯 ，

且 HCO 和 VCO 应 用 中，处于开启状态的音频通道走的是音量大小可以调

节的正常语音 ，所以相 比较发 明实施例 2 , 底层接 口的逻辑部分可以直接调

用 TTY 算法 固件 即可。

调用关联 的 VCO 和 HCO 的 TTY 算法 固件 的步驟 包括：

第一步，调用关联 TTY 功能的上层应用语音接 口的时间、音量 、通道

信 息，并根据这些信 息调用底层 的音频服务，获取音频设备 的收发参数；

第二步，根据音频设备 ，加载专用于 TTY 的声码器驱动；

第三步，调用 TTY 算法的 DSP 核 。

需要说 明的是 ，这里的三个步驟和发 明实施例 2 描述的四个步驟不 同，

只是描述移动终端通用的 TTY 功能的调用过程 。也就是说 ，此发 明实施例



只需要在上层应用响应 UI 界 面功能模 式的接 口中，添加 已有 的 TTY 功能

的 VCO 和 HCO 虚拟逻辑设备 的调用即可 ，底层驱动的接 口逻辑部分无需

处理 。

应用场景 4:

关于通话过程 中用户触发 UI 按键后 ，系统 自动触发播放预置音频信 息

的处理方法可以进一步扩展到 目前常用的免提 、添加 、挂断、蓝牙、静音 、

录音等常规功能模 式，如 ：对 于免提 ，如通话过程 中，远端用户可知本地

用户是 否按 了免提键 ；对 于添加 ，远端用户可知道本地用户是 否 已经开启

三方通话 ；挂断提示可 以使得远端用户 了解是本地用户挂断而不是 网路故

障；对 于蓝牙、静音 、录音 ，则远端用户可知本地用户是 否进入蓝牙、静

音 、录音状态。对于静音模 式，不同于前面发 明实施例的 "只听" 、 "只说 "

功能的，其仅仅是音量 降至最低 ，使得本地用户听不到声音 ，但上 、下行

音频通道并没有切断。

同时，上述通话过程 中常规功能模 式也可采用在用户触发 UI 按键后 ，

系统 自动触发播发彩信 、短信等视频或文本信 息的处理方法来发送本端状

态信 息给远端用户。

可选 的，告知远端用户关于本地用户通话功能模 式状 态的功能并不是

必需的，所以 UI 可 以另外提供界面以供用户选择是 否开启这些功能。

应用场景 5

本发 明通话控制方法还可以进一步扩展 到：将通话前本地用户 已经操

作或通话前本机 当前的状 态 （转移呼叫、低 电告警 ）发送给对端 ，一旦通

话建立 ，就立 即通过 自动触发对应 的预置录音或合成音频 、 自动触发预置

视频信 息或文本信 息向远端用户提示的方式，让远端用户及 时 了解到本地

用户的移动终端使用状态。同样 ，UI 可 以另外提供界面以供用户选择是否

开启这些功能。



具体说 来 ，上述流程如 图 8 所示：

步驟 801 , 如转移呼叫 、低 电告警等等这些通话建立前就 已经存在或用

户 已经操作 的状 态存储在 ROM 中，形成本机状 态数据库 （系统提供预置表

单界 面供用户选择和添加 ), 通话 前本机 当前特定的具体状 态标注到状 态数

据库 的标志位 （同时标注更新标志位 的时间 ）；

步驟 802, 通话建立后 ，遍历并读取本机状 态数据库 的标志信 息，根据

标志信 息更新 时限等有效性的判定 ，确立具体状 态；

步驟 803 , 从预 置录音或合成音频库 中，调用对应该具体状 态的预置录

音或合成音频数据 （系统提供预 置表单界 面供用户选择和添加 ），上传到上

行音频通道 ；或者 ，在 实时多任 务 系统并行建立 消息或视频通信协议 ，以

后 台操作 的方式 ，从预 置视频或文本信 息库 中，调用对应该具体状 态的预

置视频或文本数据 ，上传到上行数据通道 （第一终端 的到第二终端方向的

数据通道 ）；系统可以提供预置表单界 面供用户预先选择和添加状 态信 息对

应 的视频数据或文本数据 。

步驟 804, 经过 空 口到远端以语音 、彩信或短信方式回放上述音频 、视

频或文本信 息，远端用户从 而 可 以 得知本地用户终端的状 态。

本发 明所述的移动终端 的处理方法，在本地用户控制 UI 界 面选择具体

功能模 式的情况下，采用预置录音或合成音频 、预置视频信 息或文本信 息，

能够告知远端用户关于本地用户 的通话功能模 式状 态。本发 明还提供 了 "只

听 " 和 "只说 " 的通话 功能模 式 ，有 两种 实现方式：一是通过底层驱动 的

接 口逻辑的通道配置方式；二是通过 TTY 功能调用的方式 ，都 能够通过本

地用户启动模 式切换 时播放预 置音频信 息 （"只听 " 时不可用 ）、预 置视频

信 息或文本信 息的方式 ，告知远端用户 关于本地用户 的具体通话 功能模 式

状 态。本发 明还可 以针对 目前移动终端 已具备 的一些通话 功 能模 式以及通

话前本机用户操作或本机 当前状 态信 息，在通话建立后通过播放预置音频 、



预置视频信 息或文本信 息的方式，告知远端用户关于本地用户通话功能模

式状 态或本机 当前状 态。本地用户终端的通话前的用户操作或本机状 态，

在通话建立后也可 即刻通过预置音频 、预置视频信 息或文本信 息通知到远

端用户 ，远端用户从 而可以进行相应 的处理。

以上所述是本发 明的优选 实施方式，应 当指 出，对 于本技 术领域 的普

通技术人 员来说 ，在不脱 离本发 明所述原理的前提 下，还可 以作 出若干改

进和润饰 ，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



1、一种终端通话 时的处理方法，包括：

第一终端和第二终端建立通话后 ，所述第一终端获取第一终端的状 态

信 息；

所述第一终端将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发送给所述第二终端 ，使所

述第二终端根据 所述第一终端 的状 态信 息对 所述第二终端 的用户进行提

示。

2、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终端通话 时的处理方法，其 中，还 包括：

所述第一终端根据所述状态信 息，对所述第一终端的用户进行提示。

3、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终端通话 时的处理方法，其 中，还 包括：

当所述第一终端检 测到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发生变化 时，将 变化

后 的所述状 态信 息发送给第二终端。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终端通话 时的处理方法，其 中，所述第一终

端获取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的步驟 包括 ：

通过接 收用户设置第一终端的状 态的命令 ，所述第一终端获取第一终

端的状态信 息；或

通过检 索第一终端的状 态数据库 ，所述第一终端获取第一终端的状 态

信 息；或

通过定期检 测第一终端的状 态 , 所述第一终端获取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i

5、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终端通话 时的处理方法，其 中，所述第一终

端将所述第一终端的状态信 息发送给所述第二终端的步驟 包括 ：

所述第一终端将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以 音频方式发送给所述第二

终端；或

所述第一终端将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以视频方式发送给所述第二



终端；或

所述第一终端将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以文本方式发送给所述第二

终端 。

6、根据权利要 求 5 所述的终端通话 时的处理方法，其 中，所述第一终

端将 所述第一终端 的状 态信 息以音频方式发 送给 所述第二终端 的步驟 包

括：

所述第一终端获取所述第一终端的状态信 息对应 的音频数据 ；

将所述对应 的音频数据上传到所述第一终端的到第二终端方向的音频

通道；

通过空 口在第二终端以语音方式回放所述对应 的音频数据 。

7、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终端通话 时的处理方法，其 中，

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为：所述第一终端的工作模 式的信 息或所述

第一终端的机身状态的信 息；

所述第一终端的工作模 式为：处于漫游状 态、处于免提状 态、处于添

加状 态、处于挂断状 态、处于键盘输入状 态、处于蓝牙状 态、处于静音状

态、处于录音状 态、处于本地终端只听不说模 式、处于本地终端只说 不听

模 式或处于转移呼叫模 式；

所述第一终端的机 身状 态的信 息为：所述第一终端的 当前 电量信 息或

所述第一终端支持 的功能信 息。

8、根据权利要 求 7 所述的终端通话 时的处理方法，其 中，

当所述第一终端的工作模 式为本地用户只听模 式时，所述第一终端的

到第二终端方向的音频通道被 关闭，所述第一终端将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

信 息发送给所述第二终端的步驟 为：所述第一终端将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

信 息以视频方式或文本方式发送给所述第二终端；

当所述第一终端的工作模 式为本地终端只说模 式时，所述第一终端的



来 自第二终端方向的音频通道被 关闭，所述第一终端将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发送给所述第二终端的步驟 为：所述第一终端将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以音频方式、视频方式或文本方式发送给所述第二终端 。

9、一种终端通话 时的处理方法，包括：

第二终端和第一终端建立通话后 ，所述第二终端接 收所述第一终端的

状态信 息；

所述第二终端根据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对所述第二终端的用户进

行提示。

10、一种终端 ，包括：

获取单元 ，用于第一终端和第二终端建立通话后 ，获取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

发送单元 ，用于将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发送给所述第二终端 ，使

所述第二终端根据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对所述第二终端 的用户进行提

示。

11、根据权利要 求 10 所述的终端 ，其 中，还 包括：

提示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状态信 息，对所述第一终端的用户进行提示。

12、根据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终端 ，其 中，所述发送单元具体为：

将所述第一终端的状态信 息以音频方式发送给所述第二终端；或

将所述第一终端的状态信 息以视频方式发送给所述第二终端；或

将所述第一终端的状态信 息以文本方式发送给所述第二终端 。

13、一种终端 ，包括 ：

接 收单元 ，用于第二终端和第一终端建立通话后 ，接 收所述第一终端

的状 态信 息；

提示单元 ，用于根据 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对所述第二终端的用户

进行提示。



14、一种终端通话时的处理 系统 ，包括 ：第一终端和第二终端 ，

第一终端 ，用于第一终端和第二终端建立通话后 ，获取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将所述第一终端的状态信 息发送给所述第二终端；

第二终端 ，用于接 收所述第一终端的状 态信 息；根据所述第一终端的

状态信息对所述第二终端的用户进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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