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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本友明公升了 神文現伯 目抑戊仙努的力怯及系坑 力伕包括如下步憚 仙各同 服各器部署仙各同戶 井

將所休 界 仁 戶芒生的故据杞汞在教据倖中 伉今天集系坑藐取用 仕置伉 自 仙莠她理仇根据所休用戶位置伉 甘

勻所迷 界 仁 生的故据判晰是否符 合拍 自友哇年件 銖后向所迷符合伯 自友哇年件的用 友磋所迷咱 所迷

系統包括 仙各同 服各器 仁今天集系統 至少 仙套她理帆 物理教据倖 , IP 阿夫。本友明央耽了有放的伯

推哇 將斤告內 征硝地投哇刊 目的人群 井力服各提伊市和內 友布 提什 神拮晰筒牢的行算 法。



消息 節乏止各的奕現方法及系統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移功通信並各領域，尤其涉及一神消息推送並各的奕現方法

及系統 。

背景技木

目前消息推送並各主要有兩神最基本的分美 基于位置的消息推送並各

和基于特定用戶群的消息推送並各。

基于位置的消息推送並各，叉妳小 區短信或位置戶告 oca o ased

d e )，是指通迂特定的技木紙別手札終端用戶迸出特定小 區，井利用 目前
的移功通紙岡塔以及短信/彩信推送平台奕現在特定地魚 如 札物，牟站，

酒店 ，商物，旅游景魚 ，商 圈等 ) 力特定的客戶群 如 旅客，就餐人員 ，

胸物者等 ) 提供富有介性化的信息服各。

基于特定用戶群的消 息推送並各，叉妳群組短信，是指通迂短信 /彩信
推送平台向特定的某些用戶群休推送短信/彩信 如 商家向其 P 客戶 ，公
司向其員 工等提供信息服各 )。

結合上述兩神並各特魚 ，近可以存在第三神定位群組消息推送並各，即

指吋那些既在特定用戶群休中，叉在特定小 區中的手札終端用戶推送消息 。

呈 然移功送管商都通迂引入服各提供商 P ) 占內容友布方結合的方

式，大力友展位置戶告並各，劍造了一介具有前途的增值並各戶並。 但是，

由于 目前近沒有一神控制消息奕現有效推送的技木，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叉

容易引起終端用戶的投訴，服各提供商和內容友布方之同在費用結算方面也
面帖看雅題。

友明內容

本友明的 目的是提供一神消息推送並各的奕現方法及系統，控制消息奕

現有效地推送，將戶告內容准碉地投速到 目的人群，井力服各提供商和內容

友布方提供一神清晰筒羊的結算方法。



力了奕現上迷 目的，本友明是通迂以下方案 奕現的

根搪本友明的一介方面，提供了一神消息推送並各的奕現方法。

根搪本友明的消息推送並各的奕現方法，包括

步驟 ，並各鬥戶服各器部署並各鬥戶 ，井將並各鬥戶上戶生的數搪祀
汞在數搪犀叱

步驟 ，信令采集 系統哀取用戶位置信息，並各赴理札根搪上迷用戶位
置信息占並各鬥戶上戶生的數搪判斬是否符合消息友送余件

步驟 C，向上迷符合消息友送余件的用戶友送消息 。

迸一步地，上迷步驟 A 中並各鬥戶上的數搪包括熱 匹信息 、群組信息 、

合同厲性、 消息厲性。

迸一步地，上迷用戶位置信息包括用戶青碉和小 匹

迸一步地，上迷步驟 C 近包括 吋于定位美型消息，吋茨取的用戶青
碉和小 匹 迸行判斬迂濾，迭取符合余件的消息友送 吋于定位群組美型

消息，用戶青碉須 同忖位于消息的友送群組 內才可以友送

吋于群組美型 消息，吋消息的友送群組內用戶迸行判斬迂濾，在余件滿

足忖友送。

根搪本友明的另一介方面，提供了一神消息推送 系統 。

根搪本友明的消息推送系統，包括

並各鬥戶服各器，用于部署並各鬥戶，將上迷並各鬥戶上戶生的數搪祀
汞在數搪犀叱

信令采集 系統洲于茨取用戶位置信息，通迂 P 岡芙估速鈴並各赴理札

至少一介並各赴理札，用于同步加載上迷並各鬥戶上戶生的數搪，井根
搪用戶位置信息占並各鬥戶上戶生的數搪判斬消息是否符合友送余件，井吋
符合余件的用戶迸行友送

物理數搪犀，用于祀汞所迷並各鬥戶上戶生的數搪井瑜 出至並各赴理



札，元禾並各赴理札的消息友送救搪

P 岡芙，是系統的外鄙接口，負 責上迷 系統的吋外通虱卉吋消息迸行
組裝、特友。

迸一步地，並各門戶可以 包括送管商管理 門戶 、服各提供商 P ) 門

戶 、 內答友布方 門戶 。

迸一步地，內答友布方、服各提供商、送管商通吐上迷並各門戶吋合同

和/或戶告迸行赴理 。 人札交互基于 /S 模式，操作人員使用別兇器在 eb

真面上操作，堵 去安裝軟件和配置的煩恆，使用板力方便。

迸一步地，並各赴理札力兩介以上，所迷 P 岡芙根搪一足的負 荷分扭
原則碉足吋多介並各赴理札的消息分友策略。 采用上迷手段，可以 矢現多並

各赴理札的平滑扛答。

迸一步地，上迷用戶位置信息包括用戶青碉和小 匹 並各門戶上的

救搪包括熱 匹信息 、群組信息、合同厲性、 消息厲性 並各赴理札依搪上迷

救搪吋所迷熱 匹和用戶迸行吐虎 ，卉迭捧有效消息迸行友送。 本友明上迷的
熱 匹是指，包含多介小 匹的一決 匹域。

迸一步地，熱 匹信息包括 熱 四名竹、狀杰 、最大可友送余救、所含小

巴 所迷群組信息包括 群組名竹、 所厲 內答友布方 、 所含用戶 合同厲性
包括 合同編青、合同冬訂方、合同有效期、合同狀杰 、合同冬訂的友送余

救、金額 消息厲性包括 戶告編青、 戶告所厲合同編青、 戶告神失、 戶告
夫型 、友送范固、友送吋象、 戶告有效期、 戶告友送忖段、各忖段的友送余

救限制 、 重夏友送同隔天救、 戶告狀杰、 戶告內答。

迸一步地， P 岡芙的吋外通虱可以支持占接口的仿汶追配。

迸一步地，上迷 系統近包括操作維妒服各器，咳服各器 負 責 系統性能的

救搪統汁和維妒，卉占岡管 系統迸行通信 。

本友明由于在消息友送吐程 用哀取的用戶位置信息以及並各門戶

上戶生的救搪迸行逆輯判晰，碉保 了消息能移有效地投速到 目的用戶 ，提高

了資府 利用牟 。 同忖，移功送管商 、服各提供商占內答友布方均可以控松地
通吐並各門戶吋戶告的友送迸行控制，使用板力方便。 通吐救搪犀哀取戶告

友送救 目也方便服各提供商占內答友布方之同迸行清晰的費用結算。



占現有技木相比，本友明提高了消息友送迂程中的智能化程度，方便內

容友布方精碉的投速戶告到 目的人群，且冬量避兔用戶投祈，力送管商、 P

P 提供了一神成熟可控的消息推送技木。

本友明的其它特征和仇魚將在隨后的說明半中闊迷，井且，部分地伙說
明半中文得昱而易几，或者通迂奕施本友明而了解。 本友明的 目的和其他仇
魚可通迂在所丐的說明半 、枚利要求半、 以及附因中所特別指 出的結枸未奕

現和哀得。

附固玩明

附因用未提供吋本友明的迸一步理解，井且枸成說明半的一部分，占本

友明的奕施例一起用于解梓本友明，井不枸成吋本友明的限制 。 在附因中

因 1 是本友明所迷 系統占元域 岡塔中其它奕休的接口乳

因 2 是本友明所迷 系統的逆輯結枸示意乳

因 3 是合同和戶告的狀恣迂徙乳

因 4 是基于位置的戶告並各赴理逆輯流程因一

因 5 是基于位置的戶告並各赴理逆輯流程因二

因 6 是基于群組的戶告並各赴理逆輯流程乳

因 7 是合同按月結算的方法流程因。

具休奕施方式

功能概迷

在本友明奕施例 +，通迂並各鬥戶服各器部署並各鬥戶 ，井將並各鬥戶

上戶生的救搪祀汞在救搪犀叱 然后由信令采集 系統哀取用戶位置信息，並

各赴理札根搪上迷用戶位置信息占並各鬥戶上戶生的救搪判斬是否符合消息

友送余件 再向上迷符合消息友送余件的用戶友送消息 。

下面結合附因未具休描迷本友明的仇迭奕施例，其+，附因枸成本申晴
部分，井占本友明的奕施例一起用于闊梓本友明的原理 。 如果不沖突，本



申晴奕施例及奕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組合。

附因 1，鈴出了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消息推送 系統在岡塔中的位置，井

且示出了本系統占短信岡芙、 多媒休消息中 、信令采集 系統 、 岡管 系統之
同的芙 系 。

如因 1 所示，短信的下友和上行均通迂短信岡芙，其中短信 岡芙可以是
采用 S G P S o Message Ga e a e ace o oco 短信岡芙接口切、汶 )

切汶的短消息 岡芙 S G S o Message Ga e a ，也可以是采用 C PP
C a ob e ee o ee口 魚吋魚切汶 ) 切汶的互耿岡短信 岡芙 S G

e e S o Message Ga e a 近可以是采用 S GP S o Message

Ga e a o oco ，短信 岡芙切、汶 ) 切汶的短消息 岡芙 S GW S o Message
G a e a ) 彩信的下友通迂 7接口占多媒休消息中 SC ed a

essag g S e T c e C e e ) 通信 通迂 S P S e e o a age e
P o oco ) 切汶占岡管 系統達接，監控 系統送行、 奕現並各統汁 、堆妒管理功
能 通迂 S o c e 達接信令采集 系統，估瑜用戶位置信息 。

占短信 岡芙的達接通紙支持短信 岡芙接口切汶，魚吋魚切汶和短信 岡芙

切汶。

附因 2 示出了是本友明奕施例所迷 系統的結枸示意 因。

伙因 2 中可以看出，兼廠位置和群組的消息推送並各送管系統可以 包括
並各鬥戶 201 、數搪犀服各器 202 、 並各赴理札 203 多市魚 負 荷分扭 2030

203 1 等 )、 P 岡芙 204 、 統一操作堆妒 205

各方操作員 利用各 自分配的滕青密碉登汞相座的並各平台 201 ，迸行操
作管理 移功送管商操作 員 登汞送管商並各平台 201 ，迸行服各提供商管理、

小 匹管理、 熱 匹管理、 戶告管理、 青段管理 依搪青段可四分出用戶是本地
用戶或本省外地用戶或外省用戶 )、 黑名羊管理等 服各提供商操作 員 登汞
S P 並各平台 201 ，迸行內容友布方管理、 熱 匹管理、群組管理、合同管理、

戶告管理等 內容友布方操作 員 登汞友布平台 201 ，迸行群組管理、合同管

理、 戶告管理等。

口戶上操作戶生的數搪支更均祀汞到物理數搪犀 202 ，井伙物理數搪
犀 202 中及忖同步加載到各並各赴理札 203 的內存中生效。



P 岡芙 204，負 責本系統的吋外通紙 接收未 自信令采集 系統的用戶位
置信息，根搪配置的分友策略，將消息分友到其中的某 台並各赴理札 203

上 井接收並各赴理札 203 友戶告消息，根搪戶告形式將其友送到短信
岡芙或多媒休消息中 ，井接收友送晌座消息 。

分友策略可夭活配置，一般根搪並各赴理札 203 的性能指析按比例作分
友配置，以保征每台並各赴理札 203 的負 荷基本相同 。 分友的筒羊奕現是按
照用戶 最后三位吋並各赴理札 203 各市魚配置的枚重數取楨 例如 並
各赴理札 203 有 2 介市魚 ，若配置的枚重力 1 1 則分友忖把用戶 的最
后三位吋 2 二 1+ 1 ) 取模，取模結果力 0 分友到並各赴理札 2030 ，取模
結果力 1 分友到並各赴理札 203 1 若配置的枚重力 3 2 則分友忖把用戶

的最后三位吋 5 3+2 取模，取模結果力 0、 1、 2 的分友到並各赴理札
2030 ，取模結果力 3、 4 的分友到並各赴理札 203 1

並各赴理札 203戊責並各逆輯流程赴理和迂濾控制 根搪戶告美型分力
2 美 占位置相芙 即定位美型和定位群組美型 ) 的戶告並各赴理，占位置
元芙 即群組美型 ) 的戶告並各赴理 。 各並各赴理札 203 在下友戶告后，祀
汞入物理數搪犀 202 ，井更新戶告友送余數和合同扶行情況 合同核美型

戶告的已友送余數 ) 等數搪。

統一操作堆妒 205戊責接收各介服各器市魚的性能統汁數搪、短信彩信

友送情況、 信令 系 統上扳的用戶位置數搪統汁 、 通紙弄常告警等 井通迂
S P 接口上估消息到移功送管商的岡管 系統 。

因 3 力本友明奕施例中合同和戶告的狀恣迂徙乳

合同的主要厲性有 合同編青、合同答訂及方 指 內容友布方和服各提

供商 )、合同有效期、合同狀恣 、合同 3 神美型戶告 定位、群組、 定位群
組 ) 答訂友送的汁費余數、 贈送余數 費余數，贈送余數枸成核美型戶告
的患余數限制 ) 以及相座金額 。

戶告是指 內容友布方需要友布的內容，有商並戶告、公益信息 、行並信
息等，其形式可涵蓋普通短信 不大于 14 es 、超長短信、 W叩P s 短
信、 彩信等，其厲性主要有 戶告編青、 戶告所厲合同編青、 戶告神美 如
餐飲、娛氏 公益 、行並、旅游等 )、 戶告美型 定位、群組、 定位群組 )、

友送范固 若定位美型 ，需迭捧投放的熱巴 若群組美型 ，需迭捧投放的用



戶群組 若定位群組，需同忖迭捧投放的熱 匹和用戶群組 )、友送吋象 分本
地用戶 、本省外地用戶 、外省用戶 )、戶告有效期、戶告友送忖段 天可分
力多介忖段但不能交叉，如 8 00一10 30 15 00一17 00 )、各忖段的友送余救、

重夏友送同隔天救、 戶告狀恣 、 戶告內容。

5 如因 3 所示，合同和戶告的狀恣迂徙包括以下步驟 步驟 S30 1 - 步驟
S306

步驟 S30 1 內容友布方登汞上內容友布平台，新增合同/戶告，提交到
。待甲批 狀恣

。步驟 S302 服各提供商登汞 P 並各平台，查看赴于 待甲批 狀恣
。

10 的合同/戶告，甲批通迂狀悉支更力 正常 ，即有效狀恣

步驟 S303 服各提供商吋合同/戶告甲批不通迂， 。則狀恣支更力 拒絕

。步驟 S304 內容友布方吋于赴于 拒絕 狀恣的合同/戶告，可修改后
。重新提交到 待甲批 狀志

。步驟 S305 移功送管商 、服各提供商 、 內容友布方均可吋赴于 正常
。

15 狀恣的合同/戶告迸行度止操作，狀恣支更力 度止 ，即元效狀恣

。步驟 S306 移功送管商 、服各提供商 、 內容友布方均可吋赴于 度止
。 ，

狀恣的合同/戶告迸行恢夏操作，狀恣則支更力 正常 ，即有效狀恣 。

以上 4 神狀恣的合同/戶告 待甲批、正常、拒絕、度止 ) 在迂了其改
。定的有效期后，自功支更力 迂期 狀恣 。

20 奕施例一 附因 4 和附因 5 是本友明基于位置的消息推送並各的流程因。

參几附因 4，因示的流程主要是針吋用戶和熱 匹迸行迂濾，包括如下步

驟 步驟 S401 步驟 S407

步驟 S401 P 岡芙 204 伙信令 系統接收到用戶位置信息，含用戶

和小 匹 d，根搪用戶 d 考碉和配置的分友策略，投速消息到某並各赴理札
25 203

步驟 S402 並各赴理札 203 根搪小 匹 d 和鬥戶上編輯的熱 匹信息 熱

匹由多介小 匹枸成 ) 匹配力熱 匹 若匹配失敗，退出井接看赴理下一介用戶



步驟 S403 並各赴理札 203 判晰熱 匹占前的狀恣是否赴于激活有效
若赴于元效狀恣，退出井接看赴理下一介用戶

步驟 5404 並各赴理札 203 判晰用戶是否赴于黑名羊 黑名羊由鬥戶

上加入或用戶通迂短信友送退訂指令加入 ) 叱 若赴于黑名羊叱 退出井接
看赴理下一介用戶

步驟 S405 並各赴理札 203 判晰用戶 占天已接收的戶告余救是否迭到
系統配置的一天最多可接收余救 若已迭到，退出井接看赴理下一介用戶

此項迂濾 目的是防止用戶在一天內接收戶告余救迂多 而引起投祈 。

步驟 S406 並各赴理札 203 判晰用戶在核熱 匹內接收的戶告余救是否

迭到熱 匹改置的最大可接收余救 若已迭到，退九 井在下一介匹配上的熱

匹中尋找戶告

此項迂濾 目的是防止用戶在一介熱 匹 內接收戶告余救迂多 而早致其他
熱 匹戶告元法哀得札舍下友。

步驟 S407 並各赴理札 203 在熱 匹中尋找有效戶告井友送。具休尋找
戶告的流程參几附因 5 描迷。

參几附因 5 ，因示的流程是吋步驟 5407 的祥細描迷，即在熱 匹下尋找
有效戶告的流程，包括如下步驟 步驟 S 50 1 -步驟 S 5 11 )

。步驟 S50 1 並各赴理札 203 在熱 匹下查找所有赴于 正常 狀恣的戶

告，一余一余的遍乃赴理

步驟 S 502 判晰戶告的美型是否力定位或定位群組 若不是送 2 神美

型之一，退出井接看赴理下一余戶告

步驟 5503 判晰占前忖同是否位于戶告的友送忖段內 戶告具有多介

友送忖段 ) 若不在所有的友送忖段札 退出井接看赴理下一余戶告

步驟 S504 判晰戶告在本友送忖段內的已友送余救是否迭到改定值

若已迭到，退出井接看赴理下一余戶告

步驟 S505 判晰戶告所厲合同此美型的已友送余救是否迭到改定值

若已迭到，退出井接看赴理下一余戶告



更迸一步解梓，若戶告是 美型 ，厲于合同 ，判斬合同 的 美型

目前已友送余數已否迭到合同改定值 力定位或定位群組 )。

步驟 5 506 判斬用戶厲性 根搪 鬥戶汞入的青段可匹配出用戶是本地
用戶或本省外地用戶或外省用戶 ) 是否占戶告改定的友送吋象匹配 若不能

匹配，退出井接看赴理下一余戶告

步驟 S 5 0 7 判斬用戶在最近 天 天力戶告厲性中的重夏友送同隔

天數 ) 內是否 已接收迂本戶告，若已接收迂，退出井接看赴理下一余戶告

此項迂濾 目的是防止用戶頻繁重夏接收同一余戶告

步驟 S 5 0 8 判斬戶告美型是否力定位群組 若不是即只 能力定位美型

由步驟 5 0 2 決定 )，迸入到步驟 S 5 10 即友送戶告 若是定位群組美型 ，迸

入到步驟 S 5 0 9

此項控制 目的是力了更力縮小戶告的投速范固，只針吋那些既在內容友
布方編輯的群組中 般力 P 客戶之美 )，叉迸入了改定的熱 匹內的用戶

投速戶告。

步驟 S 5 0 9 判斬用戶是否在戶告改定的群組叱 若不在，退出井接看
赴理下一余戶告

步驟 S 5 10 在滿足了上迷一系 列迂濾余件后，友送戶告鈴用戶 並各
赴理札 203 投速消息鈴 P 岡芙 204 ，由 P 岡芙 204 迸行切汶這配 支持
C PP/SG P/S GP/ 7 友送到短信 岡芙或多媒休消 息中 。 同忖 ，並各
赴理札 203 祀汞友送祥羊入物理數搪犀，井更新戶告已友送余數、合同 已

友送余數等相芙數搪。

步驟 S 5 11 判斬吋核用戶的戶告友送余數是否迭到熱 匹改定的最大可
友送余數 若未迭到，錐埃尋找熱 匹的下一余戶告 若已迭到，結束尋找戶

告的並各流程。

奕施例二 附因 6 是本友明基于群組的消息推送並各的流程因，包括如
下步驟 步驟 S 601 - 步驟 S 614 )

。步驟 S 601 並各赴理札 203 定忖扣描赴于 正常 狀恣的群組美型戶

土．



力了避兔多介並各赴理札 203 重夏赴理同一余群組戶告，多並各赴理
札 203 之同也相座采用 負 荷分扭的策略 按照群組戶告 d吋並各赴理札 203

各市魚配置的枚重數埤封崑 根搪取模結果分攤鈴各並各赴理札 203 未赴理 。

步驟 S602 判斬占前忖同是否位于群組戶告的友送忖段札 若不在，

退出井接看赴理下一余群組戶告

步驟 S603 判斬核友送忖段的已友送余數是否迭到群組戶告的改定值
若已迭到，退出井接看赴理下一余群組戶告

步驟 5604 判斬核戶告所厲合同的群組美型 已友送余數是否迭到合同

改定值，若已迭到，退出井接看赴理下一余群組戶告

步驟 S605 通迂上迷判斬后，核群組戶告可以友送，升始吋群組戶告

改定的所有友送群組 內所有用戶遍乃。

所有的群組用戶均被加載到並各赴理札 203 的內存+，井隨鬥戶操作人
員 的編輯、 用戶訂胸 /退訂功恣 同步更新。

步驟 5606 在遍乃用戶的迂程+，判斬占前忖同是否仍在戶告改定的

友送忖段札 若不在，退出井接看赴理下一余戶告

考慮到群組用戶數量較大，再加以友送忖的流量控制，可能在遍乃完所

有用戶之前，就已鋒受到友送忖段的限制 了。

步驟 5607 在遍乃用戶的迂程+，判斬本忖段的已友送余數是否迭到

戶告的改定值 若已迭到，退出井接看赴理下一余戶告

考慮到戶告改定友送量可能舍小于群組用戶數，需要判斬核余件 。

步驟 5608 在遍乃用戶的迂程+，判斬戶告所厲合同的群組美型 已友
送余數是否迭到合同的改定值，若已迭到，退出井接看赴理下一余戶告

步驟 5609 判斬用戶 占天已接收的戶告余數是否 已迭到 系統配置的允
井接收最大值，若已迭到，退出井接看赴理下一介群組 內用戶

此配置項是力了避兔一天內用戶接收迂多戶告而可能引友投祈 。

步驟 5610 判斬用戶厲性 根搪 鬥戶上汞入的青段可匹配出用戶是本地



用戶或本省外地用戶或外省用戶 ) 是否占戶告改定的友送吋象匹配 若不能

匹配，退出井接看赴理下一介群組 內用戶

步驟 S 6 11 判斬用戶在最近 天 天力戶告厲性中的重夏友送同隔

天數 ) 內是否 已接收迂本戶告，若已接收迂，退出井接看赴理下一介群組內

用戶

此項迂濾 目的是防止用戶頻繁重夏接收同一余戶告

步驟 S 6 12 在滿足了上迷一系 列迂濾奈件后，友送戶告鈴用戶 並各赴
理札 203 投速消息鈴 P 岡芙 204 ，由 P 岡芙 204 迸行切汶這配 支持
C PP/SG P/S GP/ 7 友送到短信 岡芙或多媒休消 息中 。 同忖 ，並各
赴理札 203 祀汞友送祥羊入物理數搪犀，井更新戶告已友送余數、合同 已

友送余數等相芙數搪。

步驟 S 6 13 是否遍乃完戶告改定的所有友送群組 內的所有用戶 若未
遍乃完，錐埃下一介群組 內用戶的赴理流程 若已遍乃完，結束本余群組戶

告的並各赴理流程，接看赴理下一余群組戶告

。步驟 S 6 14 是否遍乃完所有赴于 正常 狀恣的群組戶告 若未遍乃

完，錐埃下一余群組戶告的並各赴理流程，若已遍乃完，結束本次定忖器扣
描的並各赴理 。

附因 7 是合同按月結算的方法流程軋 以定位美型力例，包括如下步驟

步驟 S 701 數搪犀 202 的任各統汁 出合同下定位美型的所有戶告的已

友送余數之和 P S 和本月 已友送余數之和 P S

合同的扶行周期可能合超迂一介月 ，所以 P S 二 P

步驟 S 702 判斬合同定位美型的已友送余數和 P S 是否仍小于合同定

位美型的汁費余數 P C

在 已友送余數小于汁費余數忖，每一余都是汁費的 在已友送余數超迂
費余數忖，超出部分厲于贈送余數是不汁費的。 並各逆輯赴理控制 了已友

送余數是肯定不舍超出汁費余數，贈送余數之和的。

步驟 S 703 若 P S 二 P C，說明已友送余數近沒有迭到合同約定的



汁費余數，此忖合同本月定位美型結算費用 二 P S
。定位美型結算

金額 / C。

迸一步解梓 定位美型結算金額 / P C 得到每余戶告的費用，再乘以 占

月友送量 P

若 P S 二 P C，說明 已友送余數已迭到或超迂合同約定的汁費余
數，超出的部分納入到贈送余數不汁費。 此忖合同本月定位美型結算費用

P 二 P S
。定位美型結算金額 / C。

迸一步解梓 S C 得出友送的贈送余數，再被占月友送量 P S

減去，即可得到占月友送量中的汁費余數，再乘以每余戶告的費用 定位美

型結算金額 / P C。

步驟 S 704 得到合同本月定位美型結算費用 P

依搪同梓的方法可以汁算得到 群組美型的結算費用 G ，定位群組美

型的結算費用 PG 如此，P +G +PG 即可得到合同的占月結算費用 。

綜上所迷，根搪本友明奕施例，服各提供商可以依照合同的結算費用占
內容友布方按月結算，合同中三神美型戶告的汁費余數、贈送余數以及金額

的天活改置，提供了羊富多 支的汁費策略和套餐方茉，方便了服各提供商升
展並各，也很大程度上力內容友布方降低了戶告送管費用 。

座核理解的是具休奕施本友明的特殊流程及部件伍作力示例提出，井不

作力吋本友明的限制 。 本友明近可有其它多神奕施例，在不背 禹本友明精神
及其奕席的情況下，熟悉本領域的技木人員 占可根搪本友明作 出各神相座的
改支和支形 ，但送些相座的改支和支形都座厲于本友明所附的枚利要求的保



杖 利 要 求 丰

． 一神消息推送並各的奕現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驟

步驟 ，並各門戶服各器部署並各鬥戶 ，井將所迷並各鬥戶上戶生

的數搪祀汞在數搪犀叱
步驟 ，信令采集 系統茨取用戶位置信息，並各赴理札根搪所迷用

戶位置信息占所迷止各鬥戶上戶生的數搪判斬是否符合消 息友送桑件

步驟 C，向所迷符合消息友送余件的用戶友送所迷消息 。

． 根搪枚利要求 1 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步驟 中並各鬥戶上的

數搪包括熱 匹信息、群組信息 、合同厲性、 消息厲性。

． 根搪枚利要求 1 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用戶位置信息包括用戶

青碉和小 匹

． 根搪枚利要求 1 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步驟 C 近包括

吋于定位美型 消息，吋茨取的所迷用戶青碉和小 匹 迸行判斬

迂濾，迭取符合余件的消息友送

吋于定位群組美型消息，所迷用戶青碉須同忖位于消息的友

送群組 內才可以友送

吋于群組美型 消息，吋消息的友送群組 內用戶迸行判斬迂濾，在

余件滿足忖友送。

． 一神消息推送 系統，其特征在于，包括

並各鬥戶服各器，用于部署並各鬥戶，將所迷並各鬥戶上戶生的數
搪祀汞在數搪犀叱

信令采集 系統，用于茨取用戶位置信息，通迂 P 岡芙估速鈴並各赴

理札

至少一介所迷的並各赴理札，用于同步加載所迷並各鬥戶上戶生的

數搪，井根搪所迷用戶位置信息占所迷並各鬥戶上戶生的數搪判斬消息

是否符合友送余件，井吋符合余件的用戶迸行友送



物理救搪犀，用于祀汞所迷並各鬥戶上戶生的救搪井瑜 出至所迷並
各赴理札，祀汞所迷並各赴理札的 肖息友送救搪

P 岡芙，是系統的外部接口，負 責所迷系統的吋外通紙井吋 肖息迸

行組裝、特友。

． 根搪枚利要求 5 所迷的系統，其特征在于，內容友布方 、服各提供商 、

送管商通迂所迷並各鬥戶吋合同和/或戶告迸行赴理 。

． 根搪枚利要求 5 所迷的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迷並各赴理札力兩介以上，

所迷 P 岡芙根搪一定的負 荷分扭原則碉定吋多介所迷並各赴理札的 肖

息分友策略。

． 根搪枚利要求 5 所迷的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迷用戶位置信息包括用戶青碉和小 匹

所迷並各鬥戶上的救搪包括熱 匹信息 、群組信息 、合同厲性、 肖息

厲性

所迷並各赴理札依搪上迷救搪吋所迷熱 匹和用戶迸行迂濾，井迭捧
有效 肖息迸行友送。

． 根搪枚利要求 8 所迷的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迷熱 匹信息包括 熱 四名妳 、狀恣 、最大可友送余救、所含小巴
所迷群組信息包括 群組名妳 、 所厲 內容友布方 、 所含用戶

所迷合同厲性包括 合同編青、合同答訂方 、合同有效期、合同狀
恣 、合同答訂的友送余救、金額

所迷 肖息厲性包括 戶告編青、戶告所厲合同編青、戶告神美 、戶

告美型 、友送范固、友送吋象、 戶告有效期、 戶告友送忖段、各忖段的

友送余救限制 、 重夏友送同隔天救、 戶告狀恣 、 戶告內容。

0． 根搪枚利要求 5 所迷的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迷 系統近包括操作維妒服
各器，負 責所迷 系統性能的救搪統汁和維妒，井占岡管 系統迸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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