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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remote control (10), a TV box (20), and a method for sending and performing a control instruction. The remote
control (10) i s used for controlling the TV box (20) installed with an Android system, and comprises: an input device (101), a pro -
cessor (102), a Bluetooth module (103), a sending unit (104) and a power supply module (105). The input device (101) i s used for
generating a serial data packet according to a user operation, the serial data packet comprising a control instruction input by the user.
The processor (102) i s used for processing the serial data packet and generating ASCII codes that represent keyboard information.
The Bluetooth module (103) i s used for encapsulating, based on an HID specification, the ASCII codes that represent the keyboard
information, to obtain encapsulated data to be sent. The sending unit (104) i s used for sending, through Bluetooth, the encapsulated
data to be sent to the TV box (20) installed with the Android system. The power supply module (105) i s used for supplying power to
the input device (101), the processor (102), the Bluetooth module (103) and the sending unit (104). The remote controller (10) pre -
cisely controls the TV box (20) and i s not affected by the distance and 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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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遥控器 （10 ) 、电视盒 （20 ) 、发送及执行控制指令的方法。所述遥控器 （10 ) ，用 以控制安装有 An
droid 系统的电视盒 ( 20 ) ，包括：输入装置 （101 ) 、处理器 （102 ) 、蓝牙模组 （103 ) 、发送单元 （104 )
和供 电模块 (105 ) 。所述输入装置 （101 ) 用于根据用户操作生成串行数据包，所述串行数据包中包括有所述
用户输入的控制指令。所述处理器 （102 ) 用于对所述串行数据包进行处理，生成代表键盘信息的 ASCII 码。
所述蓝牙模组 （103 ) 用于基于 HID 规范对所述代表键盘信息的 ASCII 码进行封装，获得待发送封装数据。所
述发送单元 （104 ) 用于将所述待发送封装数据 以蓝牙方式发送到所述安装有 Android 系统的电视盒 （20 ) 。
所述供 电模块 （105 ) 用于给所述输入装置 （101 ) 、所述处理器 （102 ) 、所述蓝牙模组 （103 ) 及所述发送
单元 （104 ) 供电。该遥控器 （10) 对 电视盒 （20 ) 操控准确且不受距离及角度影响。



一种遥控器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通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遥控器，用以控制安装有 Android

系统的电视盒。

背景技术

随着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 ，越来越 多的电子 电器产品如手机 、电脑 、

电视机等 已经成为 日常生活不可或缺 的部分 ，观看 电视也 已经成为一种生

活 习惯 ，而在现有技术 中，电视机是与 电视盒通过线缆连接 为一体 的，大

部分的电视盒配都备有 专用的遥控 器，用以控制 电视机 的频道转换和画面

设置 ，该遥控 器 内部装载有红外线装置 ，遥控 器通过红外线装置发送控制

指令 ，进 而控制与 电视机相连接 的电视盒 ，从 而达到控制 电视机 的频道转

换和画面设置的 目的。

而本发 明人在 实现本发 明的过程 中，发现上述现有技术 中至少存在如

下技术问题 ：

1, 由于遥控器 中的红外线装置具有通信距 离短 、安全性和抗干扰性较

差的特点 ，在遥控 器距 离电视盒较远 时，会导致 电视盒不受操控 ，进 而在

进行 电视机频道切换和画面设置时，会 出现操控 不 了的技术问题 ；

2 , 由于遥控器 中的红外线装置还 受到视 角和方向限制 ，在对 电视盒进

行操控 时，必须对准电视盒的红外线装置 ，才可以达到控制 电视机 的 目的，

这就导致 了角度上的局 限性 ，进 而具有 不能达到对 电视机进行全方位操控

以及操控不方便 的技术问题 。



发明内容

本发明提供一种遥控器，用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对 电视机进行频

道转换和画面设置时，操控不了和操控不方便的技术问题。

一方面，本发明通过本发明中的一个实施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遥控器，包括：输入装置，用于根据用户操作生成 串行数据 包，

所述 串行数据 包中包括有所述用户输入的控制指令；处理器，用于对所述

串行数据 包进行处理，生成代表键盘信息的美国信息互换标准代码 （ASCII,

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 ); 蓝牙模组 , 用于基于

人机接 口设备 ( HID, Human Interface Device ) 规范对所述代表键盘信息的

ASCII 码进行封装，获得待发送封装数据；发送单元，用于将所述待发送封

装数据以蓝牙方式发送到所述安装有 Android 系统的电视盒；供电模块，用

于给所述输入装置，所述处理器，所述蓝牙模组及所述发送单元供电。

可选的，所述输入装置包括：多个按键 ；键盘扫描 电路 ，与所述多个

按键连接 ，用于在检测到用户操作所述多个按键 中的一个或多个按键后 ，

经过识别和编码处理，获得所述 串行数据 包。

可选的，所述多个按键 中包括有：home, menu, back, 和/或 search 键。

可选的，所述处理器包括：接 口电路 ，用于接收所述 串行数据 包，并

生成中断请求；处理单元，用于基于所述中断请求，对所述 串行数据 包进

行处理，生成代表键盘信息的 ASCII 码。

可选的，所述发送单元 包括：蓝牙射频单元，与所述蓝牙模组连接 ，

用于接收所述待发送封装数据；天线，与所述蓝牙射频单元连接 ，通过所

述天线将所述待发送封装数据发送至所述安装有 Android 系统的电视盒。

可选的，所述供 电模块包括：电源；电源管理电路 ，用于与所述电源

连接 ，用于产生电压稳定的电源，并提供给所述输入装置，所述处理器，

所述蓝牙模组及所述发送单元，其中，所述待发送封装数据 中包括有所述



用户输入的控制指令。

另一方面，本发明通过本发明中的另一个实施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电视盒，通过线缆与电视连接 ，所述电视盒通过蓝牙方式与遥控

器连接 ，包括：连接单元，用于接收来 自所述遥控器的蓝牙连接请求，并

与所述遥控器建立连接；处理单元，用于接收所述遥控器基于 HID 规范进

行封装而获得的待发送封装数据，并对所述待发送封装数据进行解析处理，

获得代表键盘信息的 ASCII 码 ，然后执行所述代表键盘信息的 ASCII 码 。

可选的，所述连接单元包括：初始化单元，用于对所述电视盒进行初

始化处理；查询单元，用于查询所述遥控器是否有蓝牙连接请求；响应单

元，用于在所述遥控器有蓝牙连接请求时，通过调用 HCI 层协议处理所述

蓝牙连接请求，获得响应消息，基于所述连接请求及所述响应消息，实现

所述电视盒及所述遥控器间的连接。

可选的，所述处理单元包括：接收单元，用于接收所述遥控器基于 HID

规范进行封装而获得的待发送封装数据；解析单元，用于对所述待发送封

装数据进行解析处理，获得代表键盘信息的 ASCII 码；执行单元，用于执

行所述代表键盘信息的 ASCII 码 。

另一方面，本发明通过本发明中的另一个实施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发送控制指令的方法，所述控制指令用以控制安装有 Android 系统

的电视盒，所述方法包括：根据用户操作生成 串行数据 包，所述 串行数据

包中包括有所述用户输入的控制指令；通过对所述 串行数据 包进行处理，

生成代表键盘信息的 ASCII 码；基于 HID 规范对所述代表键盘信息的ASCII

码进行封装，获得待发送封装数据；以蓝牙方式发送所述待发送封装数据

至电视盒，供所述电视盒基于所述待发送封装数据执行所述控制指令。

可选的，所述根据用户操作生成 串行数据 包，包括：通过对所述用户

操作的一个或多个按键进行识别和编码处理，获得所述 串行数据 包，所述



串行数据包中包括有所述用户输入的控制指令。

可选的，所述通过对所述 串行数据包进行处理，生成代表键盘信息的

ASCII 码 ，包括：接收所述 串行数据包，并生成中断请求；基于所述中断请

求，对所述 串行数据包进行处理，生成所述代表键盘信息的 ASCII 码。

可选的，所述基于 HID 规范对所述代表键盘信息的 ASCII 码进行封装，

获得待发送封装数据，包括：通过蓝牙 HCI 传输层将所述代表键盘信息的

ASCII 码提交给蓝牙控制器；蓝牙控制器基于 HID 规范对所述代表键盘信

息的 ASCII 码进行封装，获得待发送封装数据。

另一方面，本发明通过本发明中的另一个实施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执行控制指令的方法，包括：接收来 自所述遥控器的蓝牙连接请

求，并与所述遥控器建立连接；接收基于 HID 规范进行封装而获得的待发

送封装数据，并对所述待发送封装数据进行解析处理，获得代表键盘信息

的 ASCII 码，然后执行所述代表键盘信息的 ASCII 码，其中，所述待发送

封装数据中包括有所述用户输入的控制指令。

可选的，所述接收来 自所述遥控器的蓝牙连接请求，并与所述遥控器

建立连接，包括：对所述电视盒进行初始化处理；查询所述遥控器是否有

蓝牙连接请求；当所述遥控器有蓝牙连接请求时，接收来 自所述遥控器的

蓝牙连接请求，通过调用 HCI 层协议与所述遥控器建立连接。

上述技术方案中的一个或多个技术方案，具有如下技术效果或优点：

1, 本发明中的技术方案通过采用在遥控器中装载蓝牙模组来代替红外

线装置，由于蓝牙本身具有通信距 离远，抗干扰性强的特点，解决了遥控

器在距 离电视盒较远时，电视盒不受操控，进而在进行电视机频道切换和

画面设置时出现的操控不了的技术问题，达到了操控准确的技术效果；

2, 由于蓝牙本身还具有不受方向和视角的限定以及本身成本低的特

点，使遥控器不对准电视盒就能够达到控制电视机的目的，进而解决了角



度上的局 限性的问题 ，达到 了能够对 电视盒以及 电视机全方位操控 而且 能

够开发使用的技术效果。

附图说 明

图 1 为本发 明实施例一 中遥控 器的操作环境 图；

图 2 为本发 明实施例一 中遥控 器的内部结构 图；

图 2A 为本发 明实施例一 图 2 中输入装置的详细结构 图；

图 2B 为本发 明实施例一 图 2 中处理器的详细结构 图；

图 2C 为本发 明实施例一 图 2 中发送单元 的详细结构 图；

图 2D 为本发 明实施例一 图 2 中供 电模块的详细结构 图；

图 3 为本发 明实施例一 中遥控 器面板示意图；

图 4 为本发 明实施例二 中发送控制指令 的方法流程 图；

图 4A 为本发 明实施例二 中步驟 402 中的详 细流程 图；

图 4B 为本发 明实施例二 中步驟 403 中的详细流程 图；

图 5 为本发 明实施例三 中电视盒的总体结构 图；

图 5A 为本发 明实施例三 图 5 中连接单元的详细结构 图；

图 5B 为本发 明实施例三 图 5 中处理单元 的详细结构 图；

图 6 为本发 明实施例四中执行控制指令 的方法流程 图；

图 6A 为本发 明实施例四中步驟 601 中的详 细流程 图。

具体 实施方式

为 了解决现有技术 中对 电视机进行频道转换和画面设置时，操控 不 了

和操控 不方便 的技术 问题 ，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供 了一种遥控 器，以下结合

说 明书附图对本发 明的实施例一进行说 明，应 当理解 ，此处所描述的实施

例一仅用于说 明和解释本发 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 明，并且在不沖突的情



参考 图 1 , 为本发 明实施例一 中遥控 器的操作环境 图，包括遥控 器 10,

电视盒 20, 电视机 30, 遥控 器 10 通过 内部装载的蓝牙模组对 电视盒 20 进

行控制 ，电视盒 20 和 电视机 30 通过线缆连接 ，具体 的，遥控 器 10 通过检

测到用户操作所述遥控 器 10 上的多个按键 中的一个或多个按键后 ，生成控

制指令 ，然后将所述控制指令传送给 电视盒 20, 控制 电视盒 20 通过所述控

制指令对 电视机 30 进行控制 。

参考 图 2 , 为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供 的一种遥控 器，包括 ：

输入装置 101 , 用于根据用户操作生成 串行数据 包，所述 串行数据 包中

包括有所述用户输入 的控制指令 ，而输入装置 101 又 包括 多个按键 1011 以

及键盘扫描 电路 1012 两部分（参考 图 2A ) ,其 中，多个按键 1011 包括 home,

menu, back, 和/或 search 键等 ，所述多个按键 1011 还可 以包括数字 1-9 的

数字键 ；键盘扫描 电路 1012 与所述 多个按键 1011 连接 ，当键盘扫描 电路

1012 在检 测到用户操作所述多个按键 1011 中的一个或 多个按键后 ，经过识

别和编码处理 ，获得 所述 串行数据 包。其 中，home 键 为主 页键 ，用于为用

户提供操作主 页面；menu 键 为菜单键 ，可以为用户提供可执行 的各种菜单

选项；back 键 为返 回键 ，用于返 回上一级菜单 ； search 键 为搜 索键 ，用于

为用户提供频道搜 索功能。上述四按键 均为 Android 系统所要 求的常规按

键 ，本发 明不作详 细描 述 ，本领域技 术人 员应 当理解 ，按键 及其所 实现 的

功能可根据 系统或用户要 求设 置 ，由于按键及其所 实现 的功 能并非是 实现

本发 明技 术方案 的重点 ，因此不作进一步描述 。下文 中不再对上述功能键

作重复描述 。

处理器 102, 用于对 所述 串行数据 包进行处理 ，生成代表键盘信 息的

ASCII 码 ，具体来讲 ，处理器 102 包括 ：接 口电路 1021 和处理单元 1022

两个部分 （参考 图 2B ) , 其 中接 口电路 1021 接 收所述 串行数据 包，并生成

中断请求 ，处理单元 1022 则基 于所述 中断请 求 ，对 所述 串行数据 包进行处



理 ，生成代表键盘信 息的 ASCII 码 。

蓝牙模组 103 , 用于基于 HID 规 范对所述代表键盘信 息的 ASCII 码进

行封装 ，获得待发送封装数据 。

发送单元 104, 用于将所述待发送封装数据 以蓝牙方式发送到所述安装

有 Android 系统的电视盒 ，其 中，发送单元 104 又包括蓝牙射频单元 1041

以及天线 1042 两部分 （参考 图 2C ) , 其 中，蓝牙射频单元 1041 与蓝牙模

组 103 连接 ，接 收所述待发送封装数据 ，天线 1042 与蓝牙射频单元 1041

连接 ，通过天线 1042 将所述待发送封装数据发送至所述安装有 Android 系

统的电视盒 。

供 电模块 105 , 用于给输入装置 101 , 处理器 102, 蓝牙模组 103 及发

送单元 104 供 电，其 中，供 电模块 105 又 包括 电源 1051 以 及 电源管理 电路

1052 两部分 （参考 图 2D ) , 其 中，电源管理 电路 1052 与电源 1051 连接 ，

接收 电源 1051 提供 的电源后 ，经过 内部 电路 的变换后产生 电压稳定的电源，

并提供给输入装置 101 , 处理器 102, 蓝牙模组 103 及发送单元 104 。

参考 图 3 , 为本发 明实施例一 中遥控器面板示意图，所述遥控器的按键

从上往下依 次为：左上端设置有打开\关闭按键 ，打开\关闭按键 下方依 次平

行排列 了 home, menu, back, 和/或 search 键 ，然后设置 了数字/字母复用

键 ，上 、下、左 、右方向键 以及确认 （OK ) 键 。应 当理解 ，此处所描述的

按键仅用于说 明和解释所述遥控 器，并不用于限定所述遥控器。

本发 明的遥控 器与传统的红外线遥控 器相 比，在按键设置上 ，在传统

的红外线遥控器的基础上多了 home, menu, back, 和/或 search 键 ，基于

所述按键和所述遥控 器原有按键 的结合 ，实现 了对 电视盒进行更加准确 、

更全方位 的控制 ，进 而达到控制 电视机 的 目的，应 当理解 ，此处所描述的

实施例一仅用于说 明和解释本发 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 明。

通过上述的详 细介绍 ，对本发 明实施例一的所述遥控 器的结构 ，以 及



各个结构相互的联 系及功能进行 了详细的说 明。下面结合 图 4 , 对 所述遥控

器发送控制指令 的步驟用 实施例二进行详 细的说 明。

本发 明实施例二详 细介绍 了所述遥控 器发送控制指令 的步驟 ，参考 图

4。

步驟 401 , 根据用户操作生成 串行数据 包，所述 串行数据 包中包括有所

述用户输入 的控制指令 。

步驟 401 具体 为，通过对所述用户操作 的一个或多个按键进行识别和

编码处理 ，获得所述 串行数据 包，所述 串行数据 包中包括有 所述用户输入

的控制指令 。

所述 串行数据 包为一种编码 ，是键盘扫描 电路通过对所述用户操作 的

一个或多个按键进行识别和编码处理获得 的一种编码 ，根据 用户操作 的按

键 以及按键 的组合方式不 同，键盘扫描 电路 的编码是可以对应按键 以及按

键 的组合方式进行变化 的。

步驟 402, 通过对所述 串行数据 包进行处理 ，生成代表键盘信 息的 ASCII

码 。

其 中，步驟 402 中具体还 包括 了以下两个步驟 （参考 图 4A ), 对如何

生成代表键盘信 息的 ASCII 码进行 了详细的说 明。

步驟 4021 , 接 收所述 串行数据 包，并生成 中断请求。

步驟 4022, 基 于所述 中断请求，对所述 串行数据 包进行处理 ，生成所

述代表键盘信 息的 ASCII 码 。

对所述 串行数据 包进行处理 ，即处理器基 于所述 中断请求 ，将所述 串

行数据 包进行转换 ，转换 为所述代表键盘信 息的 ASCII 码 。

步驟 403 , 基 于 HID 规 范对所述代表键盘信 息的 ASCII 码 进行封装 ，

获得待发送封装数据 。

下面，将结合 图 4B, 对 步驟 403 具体 的实施过程进行详细的描述。



步驟 4031 , 通过蓝牙主机控制器接 口 （HCI,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

传输层将所述代表键盘信 息的 ASCII 码提 交给蓝牙控制器。

蓝 牙模组有 两种应 用模 式 ，即单处理器模 式和 多处理器模 式 ，本发 明

实施 例二优 选 蓝 牙模 组 的 多处 理模 式 ，而主机 控 制 器接 口 （HCI ,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 传输层在 多处理器应 用模 式 中被作用于通用的接 口，

用以完成数据通信 的功能，即将所述代表键盘信 息的 ASCII 码提 交给蓝牙

控制器，供蓝牙控制器处理 。

步驟 4032, 蓝 牙控制器基 于 HID 规 范对 所述代表键盘信 息的 ASCII 码

进行封装 ，获得待发送封装数据 。

所述 HID 规 范仅 为数据封装的一种规 范方式，即将所述 ASCII 码按照

HID 规 范进行数据封装 ，获得待发送封装数据 。

步驟 404, 以蓝牙方式发送所述待发送封装数据至 电视盒 ，供 所述 电视

盒基 于所述待发送封装数据执行所述控制指令 。

通过本发 明实施例一和本发 明实施例二 的详 细描述 ，可 以使本 申请 所

属技 术领域 的技 术人 员对 所述遥控 器的 内部结构 以及具体 的发送控制指令

的流程进行充分和完整的理解 。

通过本发 明实施例一和本发 明实施例二 ，至少可以达到如下技术效果：

1, 本发 明实施例一和本发 明实施例二通过采用在遥控 器 中装载蓝牙模

组来代替红外线装置 ，由于蓝牙本身具有通信距 离远 ，抗干扰性强的特点 ，

解 决 了遥控 器在距 离电视盒较远 时，电视盒不受操控 ，进 而在进行 电视机

频道切换和画面设 置时 出现 的操控 不 了的技 术 问题 ，达到 了操控 准确 的技

术效果；

2 , 还 由于本发 明实施例一和本发 明实施例二 中蓝 牙本身还具有 不受方

向和视 角的限定以及本 身成本低 的特点 ，使遥控 器没有对 准 电视盒就 能够

达到控制 电视机 的 目的 ，进 而解 决 了角度上 的局 限性 的问题 ，达到 了能够



对 电视 盒 以及 电视机 全 方位操控 而且 能够开发使 用 的技 术效果 。

应 当理解 ，本发 明 实施 例一和本发 明 实施 例二 ，是 用 于解释 和说 明本

发 明的优 选 实施 例 ，并 不用 于 限定本发 明 ，本发 明 中的所述遥控 器完全 可

以根据 实际情 况 的需要 进行 一 系列改进和 变型 ，如 所述遥控 器并 不仅仅局

限于用 于控 制 电视 ，也 可 以用 于控 制其他 产 品如 电脑 显 示屏 、电冰 箱 、收

音机 等 ，这 些改进和 变型也应 当包含在本发 明 中。

本发 明除 了提供 一种遥控 器 ，用 以控 制安装有 Android 系统 的 电视 盒 以

外 ，还提供 了一种 电视 盒 ，通 过 线缆 与 电视 连接 ，所述 电视 盒通 过蓝 牙方

式与遥控 器连接 ，本发 明 实施 例三用于对 此 电视 盒进行详 细说 明。

参考 图 5 , 本发 明 实施 例三提供 的一种 电视 盒 ，包括 ：

连接 单元 501 , 用 于接 收来 自所述遥控 器的蓝 牙连接请 求 ，并与所述遥

控 器建立连接 ，连接 单元 501 包括 初始化 单元 5011 、查询单元 5012 、响应

单元 5013 三 个部分 （参考 图 5A ); 其 中，初始化 单元 5011 对 所述 电视 盒

进行初始化 处理之后 ，查询单元 5012 查询 所述遥控 器是 否有蓝 牙连接 请 求 ，

响应 单元 5013 则在 查询单元 5012 查询 到所述遥控 器有蓝 牙连接 请 求 时 ，

通过调 用 HCI 层 协议 处理所述蓝 牙连接 请 求 ，获得 响应 消息 ，基 于所述连

接请 求及 所述响应 消息 ，实现 所述 电视 盒及 所述遥控 器 间的连接 。

处理单元 502, 用 于接 收所述遥控 器基 于 HID 规 范进行封 装 而获得 的

待 发 送封 装数据 ，并对 所述待 发 送封 装数据 进行解析 处理 ，获得 代表键 盘

信 息的 ASCII 码 ，然后执 行 所述代表键盘信 息的 ASCII 码 ，其 中，所述待

发 送封 装数据 中包括有 所述用户输入 的控 制指令 ，处理单元 502 包括接 收

单元 5021 、解析 单元 5022 、执 行单元 5023 三 个部分 （参考 图 5B ) , 其 中，

接 收单元 5021 接 收 所述遥控 器基 于 HID 规 范进行封 装 而获得 的待发 送封 装

数据之后 ，解析单元 5022 则对 所述待发 送封 装数据 进行解析 处理 ，获得代

表键 盘信 息的 ASCII 码 ，然后执行单元 5023 执 行 所述代表键盘信 息的 ASCII



码 。

通 过本发 明 实施 例三 ，本 申请 所属技 术领域 的技 术人 员可 以详 细地理

解所述 电视 盒 的 内部 结构 ，以 及各个 内部 结构相 互的联 系及功 能。

所述 电视 盒在使 用过程 中 , 主要 功 能就是通过接 收所述遥控 器的指令

来 实现对 电视机 的操控 ，下面就结合 图 6 , 对 本 申请 实施例 四 中具体 的执行

控制指令 的方法步驟 进行介 绍 。

步驟 601 , 接 收来 自所述遥控 器的蓝 牙连接请 求 ，并与所述遥控 器建立

连接 。

其 中，步驟 601 具体 可 以 为 以 下三个步驟 ，对如何 与所述遥控 器建立

连接 进行详 细的说 明 （参考 图 6A )。

步驟 6011 , 对 所述 电视盒进行初始化处理 。

由于蓝 牙模 组本 身的工作 方式 ，在 所述 电视 盒上设 置 了蓝 牙模 组 ，即

用所述蓝 牙模 组代替传 统 电视 盒上 的红外线装置 ，对 所述 电视 盒进行初始

化处理 即为启动所述 电视 盒上 的蓝 牙模组 。

步驟 6012, 查询 所述遥控 器是 否有蓝 牙连接请 求 。

步驟 6013 , 当所述遥控 器有蓝 牙连接请 求 时 ，接 收来 自所述遥控 器的

蓝 牙连接请 求 ，通过调 用 HCI 层协议 与所述遥控 器建立连接 。

所述 电视 盒 中的查询单元在 查询到所述遥控 器有蓝 牙连接 请 求 时 ，响

应单元会通过调用 HCI 层协议 与所述遥控 器建立连接 。

主机控 制器接 口（HCI,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 在作 为通用 的接 口时 ，

不仅仅可 以将所述代表键盘信 息的 ASCII 码提 交给蓝 牙控制 器 ，供蓝 牙控

制器处理 ，由于所述 电视 盒与所述遥控 器 已经具有 HCI 层协议 ，所 以所述

电视 盒可 以通过所述 HCI 所述遥控 器进行连接 。

步驟 602, 接 收基 于 HID 规 范进行封装 而获得 的待发送封 装数据 ，并

对 所述待发 送封装数据进行解析 处理 ，获得代表键盘信 息的 ASCII 码 ，然



后执行所述代表键盘信息的 ASCII 码，其中，所述待发送封装数据中包括

有所述用户输入的控制指令。

当所述电视盒与所述遥控器进行连接之后，所述电视盒中就开始接收

所述遥控器基于 HID 规范进行封装而获得的包括有所述用户输入的控制指

令待发送封装数据，并将所述待发送封装数据解析为代表键盘信息的 ASCII

码，然后执行所述代表键盘信息的 ASCII 码，完成执行所述遥控器发送的

控制指令的过程。

通过本发明实施例三和本发明实施例四的详细描述，可以使本申请所

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本对所述电视盒的内部结构以及具体的执行控制指

令的流程进行充分和完整的理解。

通过本发明实施例三和本发明实施例四 ，至少可以达到如下技术效果：

1, 本发明实施例三和本发明实施例四通过在电视盒上装载代替红外线

装置的蓝牙模组，由于蓝牙本身具有通信距 离远，抗干扰性强的特点，使

得在电视盒接收遥控器的操控指令时，即使两者相距几米远时，也能够接

收到操控指令，完成操控，进而解决了在进行电视机频道切换和画面设置

时出现的操控不了的技术问题，达到了操控准确的技术效果；

2, 还由于本发明实施例三和本发明实施例四中蓝牙本身还具有不受方

向和视角的限定以及本身成本低的特点，使遥控器不对准所述电视盒，电

视盒也能够接收到操控指令来控制电视机，进而解决了角度上的局限性的

问题，达到了能够对电视盒以及电视机全方位操控而且能够开发使用的技

术效果。

应 当理解，本发明实施例一、二 、三 、四 中的一个实施例和多个实施

例是用于解释和说明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本发明

中的所述遥控器和所述电视盒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进行一系列改

进和变型，如所述遥控器并不仅仅局限于用于控制电视盒，也可以用于控



制其他具有装载有蓝牙模组 的电子产品如将 电脑显示屏 、电冰箱 、收音机

等装载有蓝牙模组 ，或者使用所述遥控 器控制 电视盒达到上 网的 目的，这

些改进和变型也应 当包含在本发 明中。

显 然，本领域 的技术人 员可以对本发 明进行各种改动和变型 而不脱 离

本发 明的精神和范围。这样 ，倘若本发 明的这些修 改和变型属于本发 明权

利要 求及其等 同技术的范围之 内，则本发 明也意 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型在

内。



权 利要 求 书

1、一种遥控 器 ，用以控制安装有 Android 系统 的电视盒 ，其特征在于 ，

所述遥控 器 包括 ：

输入 装置 ，用于根据 用户操作 生成 串行数据 包，所述 串行数据 包中包

括有 所述用户输入 的控制指令 ；

处理器 ，用于对 所述 串行数据 包进行处理 ，生成代表键盘信 息的 ASCII

码 ；

蓝 牙模 组 ，用于基 于 HID 规 范对 所述代表键盘信 息的 ASCII 码 进行封

装 ，获得待发送封装数据 ；

发 送单元 ，用于将 所述待发 送封 装数据 以蓝 牙方式发 送到 所述安装有

Android 系统 的电视盒 ；

供 电模 块 ，用于给 所述输入 装置 ，所述处理 器 ，所述蓝 牙模 组及 所述

发送单元供 电。

2、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 的遥控 器 ，其特征在 于 ，所述输入 装置 包括 ：

多个按键 ；

键盘扫描 电路 ，与所述 多个按键 连接 ，用于在检 测到用户操作 所述 多

个按键 中的一个或 多个按键后 ，经过识 别和编码 处理 ，获得 所述 串行数据

包。

3、根据权利要 求 2 所述 的遥控 器 ，其特征在 于 ，所述 多个按键 中包括

有 ：home, menu, back, 和 /或 search 键 。

4、根据权利要 求 1 或 2 或 3 所述 的遥控 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处理器

包括 ：

接 口电路 ，用于接 收所述 串行数据 包，并生成 中断请 求；

处理单元 ，用于基 于所述 中断请 求 ，对 所述 串行数据 包进行处理 ，生

成代表键盘信 息的 ASCII 码 。



5、根据权利要 求 1 或 2 或 3 所述的遥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送单

元 包括 ：

蓝牙射频单元 ，与所述蓝牙模组连接 ，用于接收所述待发送封装数据 ；

天线 ，与所述蓝牙射频单元连接 ，通过所述天线将所述待发送封装数

据发送至所述安装有 Android 系统的电视盒 。

6、根据权利要 求 1 或 2 或 3 所述的遥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供 电模

块 包括 ：

电源；

电源管理 电路 ，用于与所述 电源连接 ，用于产生 电压稳定的电源，并

提供给所述输入装置 ，所述处理器，所述蓝牙模组及所述发送单元 。

7、一种 电视盒 ，通过线缆与电视连接 ，所述 电视盒通过蓝牙方式与遥

控器连接 ，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视盒 包括 ：

连接单元 ，用于接 收来 自所述遥控 器的蓝牙连接请求 ，并与所述遥控

器建立连接 ；

处理单元 ，用于接收所述遥控 器基 于 HID 规 范进行封装而获得 的待发

送封装数据 ，并对所述待发送封装数据进行解析处理 ，获得代表键盘信 息

的 ASCII 码 ，然后执行所述代表键盘信 息的 ASCII 码 ，其 中，所述待发送

封装数据 中包括有所述用户输入 的控制指令 。

8、根据权利要 求 7 所述的电视盒 ，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单元 包括：

初始化单元 ，用于对所述 电视盒进行初始化处理；

查询单元 ，用于查询所述遥控 器是否有蓝牙连接请求；

响应单元 ，用于在所述遥控器有蓝牙连接请求时，通过调用 HCI 层协

议处理所述蓝牙连接请 求 ，获得响应 消息，基 于所述连接请 求及所述响应

消息，实现所述 电视盒及所述遥控器间的连接 。

9、根据权利要 求 7 或 8 所述的电视盒 ，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单元 包



括：

接收单元，用于接收所述遥控器基于 HID 规范进行封装而获得的待发

送封装数据；

解析单元，用于对所述待发送封装数据进行解析处理，获得代表键盘

信息的 ASCII 码；

执行单元，用于执行所述代表键盘信息的 ASCII 码。

10、一种发送控制指令的方法，所述控制指令用以控制安装有 Android

系统的电视盒，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根据用户操作生成 串行数据 包，所述 串行数据 包中包括有所述用户输

入的控制指令；

通过对所述 串行数据包进行处理，生成代表键盘信息的 ASCII 码；

基于 HID 规范对所述代表键盘信息的 ASCII 码进行封装，获得待发送

封装数据；

以蓝牙方式发送所述待发送封装数据至电视盒，供所述电视盒基于所

述待发送封装数据执行所述控制指令。

11、根据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用户操作生

成 串行数据 包，包括：

通过对所述用户操作的一个或多个按键进行识别和编码处理，获得所

述 串行数据 包，所述 串行数据包中包括有所述用户输入的控制指令。

12、根据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通过对所述 串行

数据 包进行处理，生成代表键盘信息的 ASCII 码 ，包括：

接收所述 串行数据包，并生成中断请求；

基于所述中断请求，对所述 串行数据 包进行处理，生成所述代表键盘

信息的 ASCII 码 。

13、根据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基于 HID 规范对



所述代表键盘信息的 ASCII 码进行封装，获得待发送封装数据，包括：

通过蓝牙 HCI 传输层将所述代表键盘信息的 ASCII 码提交给蓝牙控制

器；

蓝牙控制器基于 HID 规范对所述代表键盘信息的 ASCII 码进行封装，

获得待发送封装数据。

14、一种执行控制指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接收来 自所述遥控器的蓝牙连接请求，并与所述遥控器建立连接；

接收基于 HID 规范进行封装而获得的待发送封装数据，并对所述待发

送封装数据进行解析处理，获得代表键盘信息的 ASCII 码，然后执行所述

代表键盘信息的 ASCII 码，其中，所述待发送封装数据中包括有所述用户

输入的控制指令。

15、根据权利要求 14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收来 自所述遥

控器的蓝牙连接请求，并与所述遥控器建立连接，包括：

对所述电视盒进行初始化处理；

查询所述遥控器是否有蓝牙连接请求；

当所述遥控器有蓝牙连接请求时，接收来 自所述遥控器的蓝牙连接请

求，通过调用 HCI 层协议与所述遥控器建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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