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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method for processing short mes
sage is provided by the present invention, which in

cludes that a sending party edits short message text,
and sends the short message text and a short mes
sage with a template identification (ID) to a short
message center A receiving party receives the short
message from the short message center By parsing
the short message to obtain the template ID includ
ed in the short message, the receiving party finds the
template with the same template ID, and combines
the template with the short message text for display
ing Meanwhile, a system and a mobile terminal for
processing short message are provided by the
present invention Based on the solution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the template is used as a back
ground, personalized text is displayed on a user-de
fined position of the template, therefore the amuse
ment of the short message can be improved by send
ing the short message between the sending party and
receiving party directly, and the processing burden
of the short message center and occupation rate of
the network source will not be increased



(57) 摘

本友明公升了 神 L信的赴理方法，友送方蝙輯 信丈本，井將 信

丈本 、 及帶有模板身份杯 - ( ID ) 的 信 , 友送到 信中 接收方接收

到 信中 友未的所迷 信，通迂解析出 信中包含的模板 ID，查找到相

同模板 ID 的模板，將模板占 信文本合成井昱示 同吋 本友明迂公升了

神 信的赴理 統及移功終端，通迂本友明的方茉，以模板作力背景，

在模板 自定叉位置昱示介性化丈本 , 而使友送方和接收方 岡直接友送

信就能迭到增 l 信趣味性的 果 井且不增 3.信 中 赴理 扭和岡

絡資源的占用 。



一神短信的赴理方法、系統及移功終端

技木領域

本友明厲于通信領域，特別涉及一神短信的赴理方法 、 系 統及移功終

端 。

背景技木

短信止各是一項十分成熟 的消息美止各，它具有 筒羊 、 方便、 快捷叉

費用低廉的特魚 ，是一神深受戶大用戶 、 特別是年鞋用戶喜愛的交流洵通

方式。 同忖，也鈴返萱商帶去了羊厚的利洞 。

現在的短信主要以友送文本力主。 友送方在手札中瑜入短信 內容井友

送，接收方收到短信后昱示相同的文本內容。 迷神方式吋于現在的用戶 ，

特別是現代的年鞋人未說，昱得迂于羊碉 。 力了鈴用戶提供具有介性化的

服各，有效增加返萱收入，目前基于短信的增值美止各不晰出現，如短信

特移 、 短信迂濾 、 短信存儲等等 。 其中，以短信特換力彩信的相吳研究較

多 。

彩信，即多媒休消息止各，可以友送包抬文本、 因片 、 音頻 、 視頻等

多媒休數搪，是其主要特魚和用途 。 迷相比于普通短信未說，大大增加了

通信信息交流的趣味性 。 目前，短信特換力彩信的友送方法，都是友送方

將短信友送到短信中 后，在短信中 迸行文本分析和內容追配，生成新

的彩信后友送到接收方 。 迷神方法有以下几介缺魚

1 短信特換力彩信的工作在短信中 完成，因此增加短信中 的工

作量和用戶管理的 負 扭，比如 用戶使用短信特換力彩信止各而戶生的汁

費信息等

2 根搪 內容追配結果生成新彩信，可能戶生追配 失具" 的結果，



反而弄巧成拙，早致用戶休驗不好

3 生成的彩信伙短信中 到接收方，是基于元域座用切汶 ( WAP ,

W e e App ca o o oco ) 迸行的，因此舍增加同絡流量，占用 同絡資

源，接收方舍增加 自己的流量汁費

4 吋于接收方未說，頻繁地接收彩信，需要較大的存儲空同。

友明內容

有荃于此，本友明的主要 目的在于提供一神短信的赴理方法 、 系 統及

移功終端，增強短信趣味性，井且不增加短信中 赴理 負 扭和吋同絡資源

的占用 。

力迭到上述 目的，本友明的技木方案是迷梓宴現的

本友明提供的一神短信的赴理方法，核方法包抬

友送方編輯短信文本，井將短信文本及帶有模板身份杯祇 ( ) 的短

信，友送到短信中

接收方接收短信中 友未的所述短信，通迂解析 出短信中包含的模板

，查找到相同模板 的模板，將查找到的模板占短信文本合成井昱示。

上述方案中，所述友送方編輯短信文本，井將短信文本及帶有模板

的短信友送到短信中 ，具休力 友送方編輯短信文本，伙本地模板犀迭

捧模板，提取所迭捧模板的模板 ，井添加表明帶有模板 的特殊杯志符，

友送方將短信文本占模板 D 和特殊杯志符作力短信的短信消息休，友送到

短信中

上述方案中，所述解析出短信中包含的模板 ，具休力 接收方接收

到短信后解析短信消息休，通迂查找特殊杯志符，判晰其中是否含有模板

，解析出模板

上述方案中，所述查找到相同模板 的模板力 在本地模板犀中找到

相同模板 的模板



核方法迸一步包抬 在本地模板犀中沒有找到相同模板 的模板忖，

提示是否下載吋座的模板 。

上述方案 中，所述伙本地模板犀迭捧模板之后，核方法迸一步包抬

吋迭捧模板預克

所述迭捧模板預克具休力 迭捧吋模板迸行預克，模板 自功將短信文

本填入模板數搪包中的相座字段后迸行預克。

本友明提供的一神短信的赴理 系 統，核 系 統 包抬

友送方，用于編輯短信文本，井將短信文本及帶有模板 的短信，友

送到短信中

短信中 ，用于接收友送方的短信，井將短信估送到接收方

接收方，用于解析短信消息休，通迂解析出其中包含的模板 ，查找

到相同模板 的模板，將文本和查找到的模板迸行合成井昱示 。

上述方案 中，所述的友送方，迸一步包抬 本地模板犀 、 短信編輯模

決、 短信友送模決 其中，

本地模板犀，用于存儲友送方本地的模板

短信編輯模決，用于編輯短信文本，井在本地模板犀中迭取模板，提

取模板 ，井添加表明帶有模板 的特殊杯志符，將模板 占特殊杯志

符和要友送的短信文本作力短信消息休，一起友送到短信友送模決

短信友送模決，用于友送短信到短信中

述方案 中，所述的接收方，迸一步包抬 短信接收模決 、 短信昱示

模決 、 本地模板犀 其中，

短信接收模決，用于接收短信中 友未的短信，井將短信估鈴短信昱

示模決

短信昱示模決，用于解析短信消 息休，通迂查找特殊杯志符，判晰其

中是否含有模板 ，解析 出模板 ，在本地模板犀中找到相同模板 的



模板，將短信文本和找到的模板迸行合成，井以彩信形式昱示

本地模板犀，用于存儲接收方本地的模板 。

上述方案 中，所述的友送方，迸一步近包抬 短信預克模決，用于在

短信編輯模決在本地模板犀中迭取模板忖，將迭取的模板占短信文本合成

迸行預克。

上述方案 中，所述的接收方，迸一步近包抬 模板下載模決，用于向

短信中 友送帶有要下載的模板 的短信，井根搪短信中 友回的帶有下

載地址的通知消息后，下載模板井俸存到本地模板犀

短信中 ，近用于接收接收方友送的帶有要下載的模板 的短信，井

根搪其中的模板 查找到核模板在同絡上的內容服各器上的下載地址，井

將此地址友送到接收方

所述的內容服各器，用于存儲內容服各商或者用戶上估的模板，井向

短信中 提供模板的下載地址 。

本友明提供的一神移功終端，核移功終端 包抬 本地模板犀 、 短信編

輯模決、 短信友送模決 其中，

本地模板犀，用于存儲友送方本地的模板

短信編輯模決，用于編輯短信文本，井在本地模板犀中迭取模板，提

取模板 ，井添加表明帶有模板 的特殊杯志符，將模板 占特殊杯志

符和要友送的短信文本作力短信消息休，一起友送到短信友送模決

短信友送模決，用于友送短信到短信中

上述方案 中，所述移功終端，迸一步近包抬 短信預克模決，用于在

短信編輯模決在本地模板犀中迭取模板忖，將迭取的模板占短信文本合成

迸行預克。

本友明提供的另一神移功終端，核移功終端 包抬 短信接收模決 、 短

信昱示模決 、 本地模板犀 其中，



短信接收模決，用于接收短信中 友未的短信，井將短信估鈴短信昱

示模決

短信昱示模決，用于解析短信消 息休，通迂查找特殊杯志符，判晰其

中是否含有模板 ，解析 出模板 ，在本地模板犀中找到相同模板 的

模板，將短信文本和找到的模板迸行合成，井以彩信形式昱示

本地模板犀，用于存儲接收方本地的模板 。

上述方茉 中，所述移功終端，迸一步近包抬 模板下載模決，用于向

短信中 友送帶有要下載的模板 的短信，井根搪短信中 友回的帶有下

載地址的通知消息后，下載模板井俸存到本地模板犀 。

通迂本友明提出的一神短信的赴理方法 、 系 統及移功終端，友送方以

普通短信友送，在短信中只常捐帶模板 ，接收方根搪模板 將文本和模

板合成后，以模板作力背景，在模板 自定叉位置昱示介性化文本，伙而使

友送方和接收方之同直接友送短信文本就能迭到增加短信趣味性的效果，

井且不增加短信中 赴理 筑 扭和同絡資源的占用 ，減少 同絡流量，市約用

戶手札存儲空同，力返萱商劍造增值止各內容。

附囚說明

囚 1 力在本友明中奕現一神短信的赴理方法的流程示意囚

囚 2 力在本友明中奕現一神短信的赴理 系 統的結枸示意囚

囚 3 力本友明中奕現的一神移功終端的結枸示意囚

囚 4 力本友明中奕現的另一神移功終端的結枸示意 囚。

具休奕施方式

下面結合附因及具休奕施例吋本友明迸行祥細說明。

本友明奕現一神短信的赴理方法，如因 所示，包插以下步驟

步驟 101 友送方編輯短信文本，井將短信文本、 及帶有模板 和表



明帶有模板 的特殊杆志符的短信友送到短信中

具休的，友送方編輯短信文本，井伙本地模板犀迭捧模板，在迭捧模

板忖，由于每介模板有一介唯 ，提取所迭捧模板的模板 ，井添加表

明帶有模板 的特殊杯志符，同忖，核特殊杯志符將模板 占短信文本

分隔升，以便接收方可以根搪特殊杯志符碉定模板 的位置，解析出模板

D，友送方將短信文本占模板 和特殊杯志符組成短信消息休，友送到短

信中

其中，所述的模板可以是一神明信 片 模板，是基于超文本估瑜切汶

( TT ) 伙內容服各器下載的、 已婪俸存在友送方的、 可以預克的、 井吋

多媒休元素迸行定叉的數搪 包，核明信片模板包含多神多媒休元素，主要

包抬音頻 、 視頻 、 因片 、 文本等，井且通迂描述性梧言，吋多媒休元素的

昱示位置、 播放忖同、 界面排版等各神厲性迸行介性化改置。 迷神描述性

梧言美似于彩信中的同步多媒休集成梧言 ( , S y ch o zed ed a

eg a o a g ag )，只要迭捧明信片模板，明信片模板將 自功按照描述

性梧言迸行渲染，可立即昱示美似彩信的效果 。 所述的明信片模板可以 由

內容服各商制作井上估到 內容服各器，也可以 由用戶在本地編輯后上估到

內容服各器，是一神新的功能和止各。

迸一步的，在本步驟扒 所述的在迭捧模板忖，可以迭捧吋模板迸行

預克，由于模板中已婪定叉了合入短信文本的昱示位置、 字休 、 大小等信

息，因此，模板 自功將短信文本填迸模板數搪 包 中的相座字段，井按照模

板 自身的描述性梧言渲染 出因片 、 音頻等其他多媒休數搪迸行預克，井提

示碉臥，在碉臥后，退出預克，井返回碉臥信息，牲埃迸行提取模板

添加特殊杯志符，井將短信文本占模板 和特殊杯志符組成短信消息休，

友送到短信中

步驟 10 2 短信中 直接將短信友送鈴接收方



步驟 103 接收方接收到短信，解析短信消息休，通迂查找特殊杯志符，

判晰其中是否含有模板 ，如果有特殊杯志符，特步驟 104 如果沒有特

殊杯志符，特步驟 108

步驟 104 接收方根搪短信中的特殊杯志符解析 出模板 ，井在本地

模板犀中查找是否有相同模板 的模板，如果有，則特步驟 105，如果沒

有，則特步驟 106

步驟 105 在本地模板犀中找到相同模板 D 的模板，將短信文本和模

板迸行合成，井以彩信形式昱示，結柬占前流程

具休的，在本地模板犀中找到相同模板 的模板，由于模板中已婪定

叉了合入短信文本的昱示位置、 字休 、 大小等信息，因此，模板 自功將解

析 出的文本字符 串填迭模板敬搪 包中的相座字段，井按照模板 自身的描述

性晤言渲染 出因片 、 音頻等其他多媒休教搪，即可以彩信形式昱示

步驟 106 在本地模板犀中沒找到相同 的模板，自功提示是否迭捧

下載，迭捧是，特步驟 107，否則特步驟 108

步驟 107 接收方迭捧下載模板，井以此模板昱示短信，結柬占前流程

具休的，接收方迭捧下載模板，則向短信中 友送特殊短信，告知要

下載的模板的模板 ，短信中 在收到特殊短信后，根搪其中的模板 查

找到核模板在同絡上內容服各器的下載地址，井將此下載地址友送到接收

方 其中，所述的模板一般由內容服各商制作和上估到 內容服各器

接收方在收到短信中 友未的帶有下載地址的通知消 息后，根搪下載

地址下載模板井保存到本地模板犀 。 接收方岡褸含有核模板的短信，即可

按照步驟 105 的操作，以彩信的形式昱示。

步驟 108 在沒有特殊杯志符或接收方不迭捧下載，則以普通短信昱示。

通迂上述方法，本友明宴現一神短信的赴理 系 統，如因 2 所示，核 系

統包抬



友送方 2 1、接收方 22、 短信 ， 23 其中，

友送方 2 1，用于編輯短信文本，井將短信文本、及帶有模板 和表明

帶有模板 的特殊杯志符的短信友送到短信中 23

接收方 22，用于解析短信消息休，通迂查找特殊杯志符判晰其中是否

含有模板 ，如果有模板 ，查找到相同模板 的模板，將短信文本和

模板迸行合成，以彩信形式昱示 如果沒有模板 ，則以普通短信昱示

短信中 ，用于接收友送方 2 1 的短信，井將短信估送到接收方 22

友送方 2 1 迸一步包抬 本地模板犀 211 、 短信編輯模決 212 、 短信友

送模決 213 其中，

本地模板犀 211 ，用于存儲友送方本地的模板

短信編輯模決 212，用于編輯短信文本，及在本地模板犀 211 中迭取模

板，提取模板 ，井添加表明帶有模板 的特殊杯志符，核特殊杯志符將

模板 占短信文本分隔升，將模板 占特殊杯志符和要友送的短信文本

作力短信消息休，一起友送到短信友送模決 213

短信友送模決 213，用于友送短信到短信中 23

迸一步的，友送方 2 1 近包抬短信預克模決 214，用于在短信編輯模決

212 在本地模板犀 211 中迭取模板忖，將模板占短信文本合成迸行預克，井

提示碉臥，在碉臥后，退出預克，向短信編輯模決 212 友送碉臥信息，短

信編輯模決 212 將牲埃迸行提取模板 、添加特殊杯志符，以及將模板

特殊杯志符和要友送的短信文本作力短信消息休，一起友送到短信友送模

決 213

接收方 22 迸一步包抬 短信接收模決 221 、 短信昱示模決 222 、 本地

模板犀 223 其中，

本地模板犀 223，用于存儲接收方本地的模板

短信接收模決 221 ，用于接收短信 ， 23 友未的短信，井將短信估鈴



短信昱示模決 222

短信昱示模決 222，用于解析短信消息休，通迂查找特殊杯志符，判晰

其中是否含有模板 ，如果有模板 ，根搪特殊杯志符解析 出模板 ,

在本地模板犀 223 中找到相同模板 的模板，將短信文本和模板迸行合成，

井以彩信形式昱示 如果沒有模板 ，則以普通短信昱示

迸一步的，短信昱示模決 222 在本地模板犀 223 中未找到相同模板

的模板忖，短信昱示模決 222 將提示是否下載，占迭捧下載忖，后功模板

下載模決 224

迸一步的，接收方 22 近包抬模板下載模決 224，用于向短信 ， 友

送帶有要下載的模板 的特殊短信，井根搪短信 ， 23 友回的帶有下載

地址的通知消息后，下載模板井俸存到本地模板犀 223

迸一步的，短信中 23 近用于接收接收方 22 友送的帶有要下載的模

板 的特殊短信，井根搪其中的模板 查找到核模板在同絡上的內容服

各器上的下載地址，井將此下載地址友送到接收方 22

迸一步的，核 系 統近包抬內容服各器 24，用于存儲內容服各商或者用

戶上估的模板，井向短信 ， 提供模板的下載地址 。

基于上述系 統，本友明近提供了一神移功終端，如因 3 所示，核移功

終端 包抬 本地模板犀 3 1、 短信編輯模決 32、 短信友送模決 33 其中，

本地模板犀 3 1，用于存儲友送方本地的模板

短信編輯模決 32，用于編輯短信文本，井在本地模板犀 3 1 中迭取模板，

提取模板 ，井添加表明帶有模板 的特殊杯志符，將模板 占特殊杯

志符和要友送的短信文本作力短信消息休，一起友送到短信友送模決 33

短信友送模決 33，用于友送短信到短信中

所述移功終端，迸一步近包抬 短信預克模決 34，用于在短信編輯模

決 32 在本地模板犀 3 1 中迭取模板忖，將迭取的模板占短信文本合成迸行



預克 。

基于上述系 統，本友明近提供了一神移功終端，如因 4 所示，核移功

終端 包括 短信接收模決 4 1、 短信昱示模決 42 、 本地模板犀 43 其中，

短信接收模決 4 ，用于接收短信中 友未的短信，井將短信估鈴短信

昱示模決 42

短信昱示模決 42，用于解析短信消息休，通迂查找特殊杯志符，判晰

其中是否含有模板 ，解析 出模板 ，在本地模板犀 43 中找到相同模板

的模板，將短信文本和找到的模板迸行合成，井以彩信形式昱示

本地模板犀 43，用于存儲接收方本地的模板 。

所述移功終端，迸一步近包抬 模板下載模決 44，用于向短信中 友

送帶有要下載的模板 的短信，井根搪短信中 友回的帶有下載地址的通

知消息后，下載模板井俸存到本地模板犀 43

以上所述，伏力本友明的較佳宴施例而 已，井非用于限定本友明的俸

妒范固，凡在本友明的精神和原則之內所作的任何修改、 等同替換和改迸

等，均座 包含在本友明的俸妒范固之內 。



杖利要求半

1、 一神短信的赴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核方法包抬

友送方編輯短信文本，井將短信文本及帶有模板身份杯祇 ( ) ¥ 短

信，友送到短信中

接收方接收短信中 友未的所述短信，通迂解析 出短信中包含的模板

，查找到相同模板 的模板，將查找到的模板均短信丈本合成井昱示 。

2、根搪杖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友送方編輯短信文

本，井將短信文本及帶有模板 的短信友送到短信中 ，具休力 友送方

編輯短信文本，伙本地模板犀迭捧模板，提取所迭捧模板的模板 ，井添

加表明帶有模板 的特殊杯志符，友送方將短信文本占模板 和特殊杯

志符作力短信的短信消息休，友送到短信中

3 、根搪杖利要求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解析 出短信中包含

的模板 ，具休力 接收方接收到短信后解析短信消息休，通迂查找特殊

杯志符，判晰其中是否含有模板 ，解析出模板 1

4、根搪杖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查找到相同模板

的模板力 在本地模板犀中找到相同模板 的模板

核方法迸一步包抬 在本地模板犀中沒有找到相同模板 的模板忖，

提示是否下載吋座的模板 。

5 、根搪杖利要求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伙本地模板犀迭捧

模板之后，核方法迸一步包抬 吋迭捧模板預克

所述迭捧模板預克具休力 迭捧吋模板迸行預克，模板 自功將短信文

本填入模板數搪包中的相座字段后迸行預克。

6、 一神短信的赴理 系 統，其特征在于，核 系 統包抬

友送方，用于編輯短信文本，井將短信文本及帶有模板 的短信，友

送到短信中



短信中 ，用于接收友送方的短信，井將短信估送到接收方

接收方，用于解析短信消息休，通迂解析出其中包含的模板 ，查找

到相同模板 的模板，將文本和查找到的模板迸行合成井昱示 。

7 、根搪杖利要求 6 所述的系 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友送方，迸一步

包抬 本地模板犀、 短信編輯模決、 短信友送模決 其 ，

本地模板犀，用于存儲友送方本地的模板

短信編輯模決，用于編輯短信文本，井在本地模板犀中迭取模板，提

取模板 ，井添加表明帶有模板 的特殊杯志符，將模板 占特殊杯志

符和要友送的短信文本作力短信消息休，一起友送到短信友送模決

短信友送模決，用于友送短信到短信中

8 、根搪杖利要求 7 所述的系 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接收方，迸一步

包抬 短信接收模決 、 短信昱示模決、 本地模板犀 其 ，

短信接收模決，用于接收短信中 友未的短信，井將短信估鈴短信昱

示模決

短信昱示模決，用于解析短信消 息休，通迂查找特殊杯志符，判晰其

中是否含有模板 ，解析 出模板 ，在本地模板犀中找到相同模板 的

模板，將短信文本和找到的模板迸行合成，井以彩信形式昱示

本地模板犀，用于存儲接收方本地的模板 。

9、根搪杖利要求 6 所述的系 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友送方，迸一步

近包抬 短信預克模決，用于在短信編輯模決在本地模板犀中迭取模板忖，

將迭取的模板占短信文本合成迸行預克。

10 、 根搪杖利要求 6 所述的系 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接收方，迸一

步近包抬 模板下載模決，用于向短信中 友送帶有要下載的模板 的短

信，井根搪短信中 友回的帶有下載地址的通知消息后，下載模板井俸存

到本地模板犀



短信中 ，近用于接收接收方友送的帶有要下載的模板 的短信，井

根搪其中的模板 查找到核模板在同絡上的內容服各器上的下載地址，井

將此地址友送到接收方

所述的內容服各器，用于存儲內容服各商或者用戶上估的模板，井向

短信中 提供模板的下載地址 。

11 、 一神移功終端，其特征在于，核移功終端 包抬 本地模板犀 、 短

信編輯模決 、 短信友送模決 其中，

本地模板犀，用于存儲友送方本地的模板

短信編輯模決，用于編輯短信文本，井在本地模板犀中迭取模板，提

取模板 ，井添加表明帶有模板 的特殊杯志符，將模板 占特殊杯志

符和要友送的短信文本作力短信消息休，一起友送到短信友送模決

短信友送模決，用于友送短信到短信中

12 、 根搪杖利要求 11 所述的移功終端，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功終端，

迸一步近包抬 短信預克模決，用于在短信編輯模決在本地模板犀中迭取

模板忖，將迭取的模板占短信文本合成迸行預克 。

13 、 一神移功終端，其特征在于，核移功終端 包抬 短信接收模決 、

短信昱示模決、 本地模板犀 其中，

短信接收模決，用于接收短信中 友未的短信，井將短信估鈴短信昱

示模決

短信昱示模決，用于解析短信消 息休，通迂查找特殊杯志符，判晰其

中是否含有模板 ，解析 出模板 ，在本地模板犀中找到相同模板 的

模板，將短信文本和找到的模板迸行合成，井以彩信形式昱示

本地模板犀，用于存儲接收方本地的模板 。

14 、 根搪杖利要求 13 所述的移功終端，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功終端，

迸一步近包抬 模板下載模決，用于向短信中 友送帶有要下載的模板



的短信，井根搪短信中 友回的帶有下載地址的通知消，&后，下載模板井

俸存至 本地模板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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