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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开涉及离线触觉转换系统。该系统从源

接收输入。该系统进一步将输入转换为触觉信

号。该系统进一步对触觉信号进行编码。该系统

进一步将触觉信号存储在源内，其中，在该源内

将触觉信号与输入组合。可替代地，不是对触觉

信号进行编码并且将触觉信号存储在源内，该系

统而是独立于源，单独地对触觉信号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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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设备，包括：

处理器；和

存储器，存储用于由所述处理器执行的一个或多个程序，所述一个或多个程序包括用

于以下的指令：

接收媒体信号；

将所述媒体信号转换为触觉信号，其中所述转换包括由触觉管理控制台模块调用至少

一个模块，所述至少一个模块将所述媒体信号的至少一部分转换为所述触觉信号；

编码所述触觉信号；

根据触觉帧率与媒体信号帧率的匹配，使所述触觉信号与所述媒体信号同步；以及

呈现触觉效果和所述媒体信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还包括用于生成所述触觉信号的指令，所述触觉信号具

有以根据所述媒体信号帧率确定的触觉帧率改变的幅值的序列，其中所述触觉信号的触觉

帧率与所述媒体信号的帧率匹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其中，在调用用于在输出设备处呈现所述媒体信号的指

令之前，调用用于将所述媒体信号转换为所述触觉信号的指令。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其中，呈现所述触觉效果还包括将所述触觉信号发送到

触觉输出设备以生成所述触觉效果。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所述指令还包括配置所述触觉帧率以限定每秒发送到

触觉输出设备的幅值序列的部分。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媒体信号包括以下之一：音频信号；视频信

号；或包括音频信号和视频信号这两者的多媒体信号。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还包括用于存储所述触觉信号使得所述触觉信号与所

述媒体信号组合的指令。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还包括用于将所述触觉信号存储在与所述媒体信号分

开的文件或流内的指令。

9.一种用于控制媒体信号到触觉信号的转换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接收媒体信号；

将所述媒体信号转换为触觉信号，其中所述转换包括由触觉管理控制台模块调用至少

一个模块，所述至少一个模块将所述媒体信号的至少一部分转换为所述触觉信号；

编码所述触觉信号；

根据触觉帧率与媒体信号帧率的匹配，使所述触觉信号与所述媒体信号同步；以及

呈现触觉效果和所述媒体信号。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中，在调用用于在输出设备处呈现所述媒体信号的

指令之前，调用用于将所述媒体信号转换为所述触觉信号的指令。

11.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还包括用于存储所述触觉信号使得所述触觉信号与所

述媒体信号组合的指令。

12.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还包括用于将所述触觉信号存储在与所述媒体信号分

开的文件或流内的指令。

13.一种非暂态计算机可读介质，其上存储有指令，所述指令在由处理器执行时使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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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处理器根据权利要求9至13中任一项控制媒体信号到触觉信号的转换。

14.一种设备，包括：

处理器；和

存储器，存储用于由所述处理器执行的一个或多个程序，所述一个或多个程序包括用

于以下的指令：

接收媒体信号；

将所述媒体信号转换为触觉信号，其中所述转换包括由触觉管理控制台模块调用至少

一个模块，所述至少一个模块将所述媒体信号的至少一部分转换为所述触觉信号；

编码所述触觉信号；

使所述触觉信号与所述媒体信号同步；以及

呈现触觉效果和所述媒体信号，

其中，在调用用于在输出设备处呈现所述媒体信号的指令之前调用用于将所述媒体信

号转换为所述触觉信号的指令，以及/或者其中呈现所述触觉效果还包括将所述触觉信号

发送到触觉输出设备以生成所述触觉效果。

15.一种用于控制媒体信号到触觉信号的转换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接收媒体信号；

将所述媒体信号转换为触觉信号，其中所述转换包括由触觉管理控制台模块调用至少

一个模块，所述至少一个模块将所述媒体信号的至少一部分转换为所述触觉信号；

编码所述触觉信号；

使所述触觉信号与所述媒体信号同步；以及

呈现触觉效果和所述媒体信号，

其中，在调用用于在输出设备处呈现所述媒体信号的指令之前调用用于将所述媒体信

号转换为所述触觉信号的指令，以及/或者还包括用于存储所述触觉信号使得所述触觉信

号与所述媒体信号组合的指令或者还包括用于将所述触觉信号存储在与所述媒体信号分

开的文件或流内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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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触觉转换系统

[0001] 本申请是申请日为2014年4月9日、申请号为201410140291.4、题为“离线触觉转换

系统”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分案申请。

[0002]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3] 本申请要求于2013年4月9日提交的序号为61/810,196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其公

开内容特此通过引用并入)的优先权，并且还要求于2013年5月24日提交的序号为61/827,

341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其公开内容特此通过引用并入)的优先权。

技术领域

[0004] 一个实施例一般涉及一种装置，并尤其涉及一种生成触觉效果的装置。

背景技术

[0005] 触觉是通过向用户施加触觉反馈效果(即，“触觉效果”)来利用用户的触摸感觉的

触感和力反馈技术，触觉效果诸如力、振动和运动。诸如移动装置、触摸屏装置和个人计算

机的装置可以被配置为产生触觉效果。通常，可以在装置的操作系统(“OS”)内对对于能够

产生触觉效果的嵌入式硬件(诸如致动器)的调用进行编程。这些调用指定要播放哪种触觉

效果。例如，当用户使用例如按钮、触摸屏、杠杆、控制杆、轮盘或一些其他控件来与装置交

互时，装置的OS可以通过控制电路系统将播放命令发送到嵌入式硬件。嵌入式硬件然后生

成适当的触觉效果。

[0006] 装置可以被配置为协调触觉效果的输出与诸如音频的其他内容的输出，以使得触

觉效果被合并到所述其他内容中。例如，音频效果开发者可以开发装置可以输出的音频效

果，诸如机关枪炮火、爆炸或撞车。此外，可以开发其他类型的内容，诸如视频效果，随后装

置可以输出该内容。触觉效果开发者随后可以为装置制作触觉效果，并且该装置可以被配

置为将该触觉效果与其他内容一起输出。然而，这种处理通常需要触觉效果开发者的个人

判断来制作正确地美化音频效果或其他类型的内容的触觉效果。没有美化音频效果或其他

类型的内容的制作不良的触觉效果可以生成其中触觉效果与音频效果或其他内容不“配

合”的整体不谐和的效果。这种类型的用户体验通常并不是所期望的。

发明内容

[0007] 一个实施例是一种控制离线触觉转换的系统。该系统从源接收输入。该系统进一

步将所述输入转换为触觉信号。该系统进一步对触觉信号进行编码。该系统进一步将触觉

信号存储在所述源内，其中，在所述源内将触觉信号与所述输入组合。在替代实施例中，不

是对触觉信号进行编码并且将触觉信号存储在所述源内，该系统而是独立于所述源，单独

地对触觉信号进行处理。

附图说明

[0008] 从以下对优选实施例的详细描述，更多实施例、细节、优点和修改将变得清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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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详细描述是结合附图进行的。

[0009] 图1例示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系统的框图。

[0010] 图2例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执行输入信号到触觉信号的离线触觉转换和触觉

信号的编码的系统。

[0011] 图3例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执行触觉信号的解码和基于触觉信号对一个或多

个触觉效果的回放的系统。

[0012] 图4例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输入信号到触觉信号的离线触觉转换和触觉信号

的编码的流程图。

[0013] 图5例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触觉信号的解码和基于触觉信号对一个或多个触

觉效果的回放的流程图。

[0014] 图6例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用于编码的多媒体信号的音频分量的处理器箱式

结构。

[0015] 图7例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用于编码的多媒体信号的视频分量的处理器箱式

结构。

[0016] 图8例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用于编码的多媒体信号的触觉分量的处理器箱式

结构。

[0017] 图9例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用于编码的多媒体信号的音频分量、视频分量和

触觉分量的处理器箱式结构。

[0018] 图10例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用于编码的多媒体信号的触觉分量的有效对象

配置文件类型。

[0019] 图11例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用于编码的多媒体信号的触觉分量的无效对象

配置文件类型。

[0020] 图12例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离线触觉转换模块的功能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一个实施例是一种可以执行诸如音频信号、视频信号或多媒体信号的输入到触觉

信号的“离线”转换的系统，其中，触觉信号可以使诸如致动器的触觉输出装置输出一个或

多个触觉效果。在“离线地”执行触觉转换时，与“实时地”或者在回放输入期间执行触觉转

换完全不同，该系统可以在回放输入之前执行触觉转换。在执行离线触觉转换时，该系统可

以首先从源接收输入，诸如多媒体文件或一些其他类型的计算机文件。该系统然后可以将

输入转换为触觉信号。该系统随后可以对触觉信号进行编码，其中，该系统可以将触觉信号

嵌入在原始信号的源内，并且其中，该系统可以在该源内将触觉信号与原始输入组合。可替

代地，在对触觉信号进行编码之后，该系统可以将触觉信号嵌入在单独的源内。此外，该系

统可以从源提取编码的触觉信号并且对该编码的触觉信号进行解码。该系统然后可以将解

码的触觉信号发送到一个触觉输出装置或一组触觉输出装置(诸如一个致动器或一组致动

器)，并且使触觉输出装置基于解码的触觉信号产生触觉效果。该系统可以进一步来使触觉

效果的回放与基于输入或利用输入由系统产生的其他效果(诸如音频效果和视频效果)的

回放同步。

[0022] 图1例示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系统10的框图。在一个实施例中，系统10是移

说　明　书 2/15 页

5

CN 110531857 A

5



动装置的一部分，并且系统10为该移动装置提供离线触觉转换功能。在另一实施例中，系统

10是可佩戴装置的一部分，并且系统10为该可佩戴装置提供触觉效果模式变换功能。可佩

戴装置的例子包括护腕、发箍、眼镜、环形饰物、脚环、与衣物形成一体的衣饰、或用户可以

佩戴在身体上或者可以由用户持有的任何其他类型的装置。一些可佩戴装置可以“以触觉

的方式启用”，这意味着它们包括产生触觉效果的机制。在另一实施例中，系统10与装置(例

如，移动装置或可佩戴装置)分离，并且远程地向该装置提供触觉效果模式变换功能。尽管

被示为单个系统，但是可以将系统10的功能实现为分布式系统。系统10包括用于传送信息

的总线12或其他通信机制、以及耦合到总线12的用于对信息进行处理的处理器22。处理器

22可以是任何类型的通用或专用处理器。系统10还包括用于存储将被处理器22执行的信息

和指令的存储器14。存储器14可以由随机存取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诸如磁

盘或光学盘的静态储存器、或任何其他类型的计算机可读介质的任何组合组成。

[0023] 计算机可读介质可以是可以被处理器22访问的任何可用介质，并且可以包括易失

性介质和非易失性介质、可移动介质和非可移动介质、通信介质以及存储介质。通信介质可

以包括计算机可读指令、数据结构、程序模块、或诸如载波或其他传输机制的调制数据信号

中的其他数据，并且可以包括本领域中已知的任何其他形式的信息递送介质。存储介质可

以包括RAM、闪存、ROM、可擦式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PROM”)、电可擦式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EEPROM”)、寄存器、硬盘、可移动盘、紧凑盘只读存储器(“CD-ROM”)、或本领域中已知的任

何其他形式的存储介质。

[0024] 在一个实施例中，存储器14存储当被处理器22执行时提供功能的软件模块。在一

个实施例中，这些模块包括向系统10以及移动装置的其余部分提供操作系统功能的操作系

统15。这些模块还包括如下面更详细地公开的离线触觉转换模块16，其控制输入到触觉信

号的转换、触觉信号的编码、触觉信号的解码、以及基于触觉信号对一个或多个触觉效果的

回放。在某些实施例中，离线触觉转换模块16可以包括多个模块，其中，每个模块提供用于

控制输入到触觉信号的转换、触觉信号的编码、触觉信号的解码、以及基于触觉信号对一个

或多个触觉效果的回放的特定的个人功能。系统10通常将包括包括附加功能的一个或多个

附加应用模块18，诸如Immersion  Corporation的IntegratorTM软件。

[0025] 从远程源发送和/或接收数据的实施例中，系统10还包括提供移动无线网络通信

的通信装置20，诸如网络接口卡，移动无线网络通信诸如红外线、无线电、Wi-Fi或蜂窝网络

通信。在其他实施例中，通信装置20提供有线网络连接，诸如以太网连接或调制解调器。

[0026] 处理器22进一步经由总线12耦合到用于向用户显示图形表示或用户界面的显示

器24，诸如液晶显示器(“LCD”)。显示器24可以是被配置为从处理器22发送和接收信号的触

摸敏感的输入装置，诸如触摸屏，并且可以是多触摸触摸屏。

[0027] 在一个实施例中，系统10还包括致动器26。处理器22可以将与所产生的触觉效果

相关联的触觉信号发送到致动器26，致动器26继而输出触觉效果，诸如振动触感的触觉效

果、静电摩擦触觉效果、或变形触觉效果。致动器26包括致动器驱动电路。致动器26可以是

例如电机、静电致动器、音圈、形状记忆合金、电活性聚合物、螺线管、偏心旋转质量电机

(“ERM”)、线性共振致动器(“LRA”)、压电致动器、高带宽致动器、电活性聚合物(“EAP”)致动

器、静电摩擦显示器、或超声振动发生器。在替代实施例中，除了致动器26(图1中未示出)之

外，系统10还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附加致动器。致动器26是触觉输出装置的例子，其中，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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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输出装置是被配置为响应于驱动信号输出触觉效果的装置，触觉效果诸如振动触感触觉

效果、静电摩擦触觉效果或变形触觉效果。在替代实施例中，致动器26可以用一些其他类型

的触觉输出装置取代。此外，在其他替代实施例中，系统10可以不包括致动器26，而是与系

统10分离的装置包括致动器或产生触觉效果的其他触觉输出装置，并且系统10通过通信装

置20将所产生的触觉信号发送到该装置。

[0028] 在一个实施例中，系统10还包括扬声器28。处理器22可以将音频信号发送到扬声

器28，扬声器28继而输出音频效果。扬声器28可以是例如动态扩音器、电动态扩音器压电扩

音器、磁致伸缩扩音器、静电扩音器、带式或平面式磁性扩音器、弯曲波扩音器、平板扩音

器、海尔空气运动换能器、等离子体弧扬声器、以及数字扩音器。在替代实施例中，除了扬声

器28(图1中未示出)之外，系统10还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附加扬声器。此外，在其他替代实

施例中，系统10可以不包括扬声器28，而是与系统10分离的系统包括输出音频效果的扬声

器，并且系统10通过通信装置20将音频信号发送到该装置。

[0029] 在一个实施例中，系统10还包括传感器30。传感器30可以被配置为检测能量形式

或其他物理性质，诸如，但不限于，声音、移动、加速度、生物信号、距离、流、力/压力/应变/

弯曲、湿度、直线位置、方位/倾角、射频、旋转位置、旋转速度、开关操纵、温度、振动或可见

光强度。传感器30可以进一步被配置为将所检测的能量或其他物理性质转换为电信号或表

示视觉传感器信息的任何信号。传感器30可以是任何装置，诸如，但不限于，加速度计、心电

图描记器、脑电图描记器、肌电图描记器、眼电图描记器、电腭动描记器、皮肤电反应传感

器、电容传感器、霍尔效应传感器、红外线传感器、超声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光纤传感器、屈

曲传感器(或弯曲传感器)、力敏感电阻器、称重传感器、LuSense  CPS2  155、微型压力换能

器、压电传感器、应变计、湿度计、线性位置触摸传感器、线性电位计(或滑动器)、线性可变

差动变压器、指南针、倾角计、磁性标签(或射频标识标签)、旋转编码器、旋转电位计、陀螺

仪、开关开关、温度传感器(诸如温度计、热电偶、电阻温度检测器、热敏电阻或温度换能集

成电路)、麦克风、光度计、高度计、生物监视器、照相机或光相关电阻器。在替代实施例中，

除了传感器30(图1中未示出)之外，系统10还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附加传感器。在这些实施

例中的一些中，传感器30和所述一个或多个附加传感器可以是传感器阵列的一部分、或一

些其他类型的传感器集合。此外，在其他替代实施例中，系统10可以不包括传感器30，而是

与系统10分离的装置包括传感器，该传感器检测某一形式的能量或其他物理性质，将所检

测的能量或其他物理性质转换为电信号或表示视觉传感器信息的其他类型的信号。该装置

然后可以通过通信装置20将转换的信号发送到系统10。

[0030] 图2例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执行输入信号到触觉信号的离线触觉转换和触觉

信号的编码的系统。在一个实施例中，图2的功能以及下述图3、4、5和12的功能用存储在存

储器或其他计算机可读或有形介质中的软件实现，并且被处理器执行。在其他实施例中，每

个功能可以由硬件(例如，通过使用专用集成电路(“ASIC”)、可编程门阵列(“PGA”)、现场可

编程门阵列(“FPGA”)等)或硬件和软件的任何组合执行。在某些实施例中，可以略去该功能

中的一些。

[0031] 图2中所示的系统包括媒体编辑应用200。媒体编辑应用200是被配置为执行编辑

输入信号的功能的应用，输入信号诸如包括音频数据的音频信号、包括视频数据的视频信

号、或包括音频信号和视频信号两者的多媒体信号。在执行编辑输入信号的功能时，媒体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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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应用200可以向用户显示用户界面，其中，该用户界面包括输入信号的视觉表示，并且其

中，用户可以通过与该用户界面交互来修改输入信号的一个或多个部分、或整个输入信号。

在所示的实施例中，输入信号是包括一个视频信号和两个音频信号的多媒体信号。然而，这

是示例实施例，在替代实施例中，多媒体信号可以包括任何数量的音频信号，并且可以包括

任何数量的视频信号。在替代实施例中，输入信号可以是另一类型的输入信号，诸如音频信

号、视频信号、加速度信号、方位信号、周围光信号、或可以包括用传感器捕捉的数据的另一

类型的信号。此外，在输入信号是多媒体信号的其他替代实施例中，除了音频信号和视频信

号之外，多媒体信号还可以包括其他类型的信号，诸如加速度信号、方位信号、周围光信号、

或可以包括用传感器捕捉的数据的其他类型的信号。

[0032] 媒体编辑应用200可以通过从多媒体文件210提取编码的多媒体信号并且对该编

码的多媒体信号进行解码来接收多媒体信号。多媒体文件210是存储数据的计算机文件，所

述数据诸如编码的多媒体信号或其他类型的编码信号。在一个示例实施例中，多媒体文件

210可以MPEG-4Part  14(“MP4”)文件。可以在MPEG-4Part  14标准(ISO/IEC  14496-1系统)、

MPEG4Part-3标准(ISO/IEC  14496-3音频)以及MPEG4  Part-12标准(ISO/IEC  14496-12媒

体文件格式)中找到关于MP4文件的具体细节，这些标准的全部内容通过引用并入本文。

[0033] 在1，用户选择多媒体信号内所包含的音频信号的一个或多个部分(在图2中被标

识为“音频区域”)。系统创建编辑列表220，其是包括所述音频信号的所述一个或多个部分

的列表。在替代实施例中，不是选择音频信号的一个或多个部分，而是用户可以选择整个音

频信号。此外，在替代实施例中，用户可以选择多媒体信号内所包含的另一类型的信号，诸

如视频信号。

[0034] 在2，用户指示系统将音频信号的所述一个或多个部分转换为一个或多个触觉信

号(在图2中被标识为“启动‘产生触觉’特征”)。触觉信号是可以与一个或多个触觉效果相

关联的信号，可以将触觉信号发送到诸如致动器的触觉输出装置，其中，触觉输出装置可以

基于触觉信号输出一个或多个触觉效果。触觉效果的例子是可以生成被触觉输出装置的用

户感觉到的振动的振动触感触觉效果。触觉效果的其他例子可以包括静电摩擦触觉效果或

变形触觉效果。触觉信号可以包括诸如波形的数据，其中，波形是脉冲编码调制(“PCM”)格

式的一个或多个信号值的集合。根据实施例，系统调用触觉管理控制台模块230，其中，触觉

管理控制台模块230是控制音频信号的一个或多个部分到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的转换、并

且还控制所述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的编码的模块。在用户选择整个音频信号的替代实施例

中，用户可以指示系统将整个音频信号转换为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触觉管理控制台模块

230可以控制整个音频信号到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的转换。

[0035] 在3，触觉管理控制台模块230读取编辑列表220，从编辑列表220选择第一项(即，

音频信号的第一部分)，并调用离线触觉转换器模块240。离线触觉转换器模块240是将诸如

音频信号或音频信号的一部分的输入转换为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的模块。离线触觉转换器

模块240可以采取下列作为输入：(1)包括数据的任意大小的数据缓冲器，所述数据诸如PCM

音频数据；(2)数据缓冲器中的若干个通道；(3)数据缓冲器的每采样比特；以及(4)数据缓

冲器的采样速率。离线触觉转换器模块240可以进一步生成下列作为输出：包含包括触觉数

据的触觉信号的数据缓冲器，所述触觉数据控制经由触觉输出装置的一个或多个触觉效果

的产生。在一个实施例中，触觉信号可以是包括以“触觉帧率”改变的幅值的序列的单个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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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触觉帧率定义离线触觉转换器模块240输出触觉数据的速率。可以将触觉帧率设置为与

输入信号的音频帧率或视频帧率匹配的速率，所述输入信号诸如音频信号、视频信号或多

媒体信号。可替代地，可以将触觉帧率定义为每一触觉采样的音频(或视频)采样的数量。在

一个实施例中，离线触觉转换器模块240可以包括使得用户可以设置触觉帧率(例如，从每

秒15帧到每秒60帧)的配置界面。此外，在一个实施例中，离线触觉转换器模块240还可以披

露使得用户可以在触觉转换操作开始之前改变现有触觉参数(诸如强度、密度或清晰度)的

方法。

[0036] 离线触觉转换器模块240可以使用相关领域中的普通技术人员已知的将输入转换

为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的任何触觉转换算法。例如，离线触觉转换器模块240可以使用识别

输入的每个部分的最大振幅值的触觉转换算法，并基于所识别的最大振幅值来产生输入的

每个部分的触觉信号，其中，所识别的最大振幅值定义触觉信号的幅度。在以下专利或专利

申请(这些专利或专利申请的全部内容全都特此通过引用并入)中描述了示例触觉转换算

法：美国专利No.7,979,146；美国专利No.8,000,825；美国专利No.8,378,964；美国专利申

请公开No .2011/0202155；美国专利申请公开No .2011/0215913；美国专利申请公开

No .2012/0206246；美国专利申请公开No .2012/0206247；美国专利申请公开No .2013/

0265286；美国专利申请公开No.2013/0131851；美国专利申请公开No.2013/0207917；美国

专利申请公开No.2013/0335209；美国专利申请公开No.2014/0064516；美国专利申请序号

No.13/661,140；美国专利申请序号No.13/785,166；美国专利申请序号No.13/788,487；美

国专利申请序号No.14/078 ,438；美国专利申请序号No.14/078 ,442；美国专利申请序号

No.14/078,445；美国专利申请序号No.14/051,933；美国专利申请序号14/020,461；以及美

国专利申请序号No.14/020,502。

[0037] 在一个实施例中，可以从多媒体文件210提取编码的音频信号或其他类型的信号

的一个或多个部分，对这些部分进行解码，并经由离线触觉转换器模块240的一次或多次调

用将这些部分发送到离线触觉转换器模块240，其中，离线触觉转换器模块240可以将音频

信号的每个部分转换为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并且可以输出所述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这

被标识为“逐步转换”，并且在图2中示出。在替代实施例中，可以从多媒体文件210提取整个

音频信号或其他类型的信号，对该信号进行解码，并经由离线触觉转换器模块240的单次调

用将该信号发送到离线触觉转换器模块240，其中，离线触觉转换器模块240可以将整个音

频信号转换为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并且可以输出所述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这被标识为

“整个转换”。

[0038] 根据实施例，离线触觉转换模块240可以“离线地”执行整个输入信号(或输入信号

的一个或多个部分)到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的触觉转换。在“离线地”执行触觉转换时，离线

触觉转换模块240可以在媒体编辑应用200回放输入信号之前执行触觉转换。

[0039] 在4，触觉管理控制台模块230调用触觉编码器模块250。触觉编码器模块250是将

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编码为编码格式并且将编码的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存储在多媒体文

件210内的模块。在将编码的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存储在多媒体文件210内过程中，触觉编

码器模块250可以定义所述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的每个触觉信号，并将该触觉信号放置在

多媒体文件210内。因此，可以将所述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嵌入在多媒体文件210内，其中，

将所述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与原始多媒体信号组合。在替代实施例中，触觉编码器模块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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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编码的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存储在与多媒体文件210分开的多媒体文件(图2中未示

出)内。此外，在另一替代实施例中，触觉编码器模块250可以另外将基于一个或多个预定义

触觉效果的一个或多个编码的触觉信号存储在多媒体文件210或单独的多媒体文件内。下

面结合图6-11更详细地进一步描述对触觉信号进行编码并且将编码的触觉信号存储在多

媒体文件内的功能。此外，系统对于编辑列表220中的每项(即，音频信号的每个部分)重复3

和4。

[0040] 在5，媒体编辑应用200更新多媒体信号的视觉表示以包括所产生的一个或多个触

觉信号的表示。

[0041] 图3例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执行触觉信号的解码和基于触觉信号对一个或多

个触觉效果的回放的系统。图3中所示的系统包括媒体编辑应用200和/或媒体播放器应用

300。先前在上面结合图2描述了媒体编辑应用200。媒体播放器应用300是被配置为执行播

放输入信号的功能的应用，输入信号诸如包括音频数据的音频信号、包括视频数据的视频

信号、或包括音频信号和视频信号两者的多媒体信号。

[0042] 在1，用户指示系统播放被编码并且被存储在多媒体文件210内的输入信号，诸如

包括音频数据的音频信号、包括视频数据的视频信号、或包括音频信号和视频信号两者的

多媒体信号。在所示的实施例中，存储在多媒体文件210内的编码的输入信号是编码的多媒

体信号。先前在上面结合图2描述了多媒体文件210。根据实施例，多媒体文件210还包括在

多媒体文件210内与编码的多媒体信号组合的一个或多个编码的触觉信号。在一个实施例

中，用户可以通过与媒体编辑应用200的用户界面进行交互来指示系统播放多媒体信号。在

替代实施例中，用户可以通过与媒体播放器应用300的用户界面进行交互来指示系统播放

多媒体信号。

[0043] 在2，媒体编辑应用200或媒体播放器应用300播放多媒体信号。根据实施例，媒体

编辑应用200或媒体播放器应用300从多媒体文件210检索编码的多媒体信号，对该编码的

多媒体信号进行解码，并播放解码的多媒体信号。

[0044] 在3，操作系统模块310调用触觉解码器模块320，操作系统模块310是被配置为提

供操作系统功能的模块。触觉解码器模块320是被配置为从多媒体文件210提取一个或多个

编码的触觉信号并且对所述一个或多个编码的触觉信号进行解码的模块。下面结合图6-11

更详细地进一步描述对编码的触觉信号进行解码的功能。

[0045] 在4，触觉解码器模块320生成触觉输出330。触觉解码器模块320可以通过将所述

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发送到诸如致动器的一个或多个触觉输出装置来生成触觉输出330，

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使所述一个或多个触觉输出装置生成一个或多个触觉效

果。触觉输出330可以包括振动触感效果，诸如振动触感效果340和350。

[0046] 触觉解码器模块320进一步使触觉输出的回放与诸如音频效果360和视频效果370

的音频输出和/或视频输出的回放同步。因此，触觉解码器模块320可以使所述一个或多个

触觉信号到一个或多个触觉输出装置的发送与一个或多个音频信号到诸如扬声器的音频

输出装置的发送、和/或一个或多个视频信号到诸如显示器的视频输出装置的发送同步。为

了便利于这个同步，触觉解码器模块320可以使所述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的触觉数据与所

述一个或多个音频信号的音频数据和/或所述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的视频数据同步。更具

体地，触觉解码器模块320可以重复地调用被配置为以等于触觉帧率的速率将触觉信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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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到触觉输出装置的模块，其中，触觉帧率被定义为与用于将音频信号发送到音频输出装

置的音频帧率或用于将视频信号发送到视频输出装置的视频帧率相同的速率。因此，因为

触觉帧率与音频帧率和/或视频帧率相同，所以可以在与当输出触觉效果时的时间相同或

基本上相同的时间输出音频效果和/或视频效果。

[0047] 图4例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输入信号到触觉信号的离线触觉转换和触觉信号

的编码的流程图。根据实施例，输入信号是包括音频信号和视频信号的多媒体信号405。然

而，在替代实施例中，输入信号可以是另一类型的输入信号，诸如音频信号、视频信号、加速

度信号、方位信号、周围光信号、或可以包括用传感器捕捉的数据的另一类型的信号。此外，

在其中输入信号是多媒体信号的替代实施例中，多媒体信号可以包括任何数量的音频信

号，可以包括任何数量的视频信号，和/或除了音频信号和视频信号之外，还可以包括其他

类型的信号，诸如加速度信号、方位信号、周围光信号、或可以包括用传感器捕捉的数据的

其他类型的信号。根据实施例，多媒体信号405可以是编码的多媒体信号，并且可以被存储

在诸如多媒体文件的源内。

[0048] 在410，提取多媒体信号405的音频信号，并将该音频信号解码为音频信号415。然

后将音频信号415作为输入发送到离线触觉转换器模块420。离线触觉转换器模块420将音

频信号415转换为触觉信号425。触觉信号425是包括触觉数据的信号，其中，触觉数据包括

PCM流或振幅值序列。根据实施例，离线触觉转换器模块415可以使用相关领域中的普通技

术人员已知的将音频信号415转换为触觉信号425的任何触觉转换算法。此外，在实施例中，

离线触觉转换器模块415可以“离线地”执行触觉转换，其中，离线触觉转换模块420可以在

回放音频信号之前执行触觉转换。

[0049] 在430，将触觉信号425编码为编码的触觉信号435。此外，在440，将编码的触觉信

号435和多媒体信号450复用(即，组合)为多媒体信号445，其中，多媒体信号445包括音频信

号、视频信号和触觉信号(即，编码的触觉信号435)。下面结合图6-11更详细地进一步描述

触觉信号425到编码的触觉信号435的编码、以及编码的触觉信号435和多媒体信号405的复

用。

[0050] 图5例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触觉信号的解码和基于触觉信号的一个或多个触

觉效果的回放的流程图。在510，将多媒体信号445解复用(即，分割)为音频信号511、视频信

号512和触觉信号513。先前在上面结合图4描述了多媒体信号445，不再对多媒体信号445进

行描述。

[0051] 在520，对音频信号511、视频信号512和触觉信号513均进行解码。此外，在对音频

信号511和视频信号512进行解码之后，将它们发送到音频/视频呈现器530，其中，音频/视

频呈现器530控制一个或多个音频输出装置处的一个或多个音频效果的输出、以及一个或

多个视频输出装置处的一个或多个视频效果的输出。根据实施例，基于音频信号511输出所

述一个或多个音频效果，并且基于视频信号512输出所述一个或多个视频效果。在某些实施

例中，每个音频输出装置是扬声器，每个视频输出装置是显示器。此外，将触觉信号513解码

为解码的触觉信号525。根据实施例，解码的触觉信号525是包括解码的触觉数据的信号，其

中，解码的触觉数据包括PCM流或振幅值序列。在触觉信号513被解码为解码的触觉信号525

之后，将解码的触觉信号525发送到振动呈现器570，其中，下面更详细地进一步描述触觉信

号525到振动呈现器570的发送。根据实施例，振动呈现器570控制触觉输出装置处的一个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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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触觉效果的输出，其中，下面更详细地进一步描述所述一个或多个触觉效果的输出。此

外，可以使音频信号511和视频信号512到音频/视频呈现器530的发送、以及解码的触觉信

号520到振动呈现器570的发送同步，以使得在与当输出所述一个或多个触觉效果时的时间

相同或基本上相同的时间输出所述一个或多个音频效果和所述一个或多个视频效果。

[0052] 在540，选择一个或多个触觉输出装置。在550，对解码的触觉信号525的振幅触觉

参数进行调制，该参数配置用于所选触觉输出装置的解码的触觉信号525。在560，对其他触

觉参数进行调制，以使得解码的触觉信号525被配置用于所选触觉输出装置，所述其他触觉

参数诸如强度触觉参数、密度触觉参数或清晰度触觉参数。在某些实施例中，可以略去在

540、550和560执行的功能。此外，在解码的触觉信号525被调制之后，将解码的触觉信号525

发送到振动呈现器570，其中，振动呈现器570控制致动器580处的一个或多个触觉效果的输

出，其中，该致动器是触觉输出装置的例子。根据实施例，基于解码的触觉信号525输出一个

或多个触觉效果。

[0053] 现在更详细地描述根据示例实施例的对触觉信号进行编码并且将编码的触觉信

号存储在诸如MP4文件的多媒体文件内的功能。尽管描述了对触觉信号进行编码并且将编

码的触觉信号存储在多媒体文件内的示例实现，但是相关领域中的普通技术人员将容易意

识到，在其他替代实施例中可以不同地实现触觉信号的编码以及编码的触觉信号在多媒体

文件内的存储。如前所述，多媒体文件可以包括编码的多媒体信号，其中，编码的多媒体信

号可以包括任何数量的编码信号，诸如编码的音频信号和编码的视频信号。根据实施例，可

以对触觉信号进行编码，并将该触觉信号存储在多媒体文件内，其中，对编码的触觉信号进

行交织、或将编码的触觉信号与存储在该多媒体文件内的其他编码的音频信号和/或编码

的视频信号组合。

[0054] 根据实施例，编码的触觉信号类似于编码的音频信号(或另一类型的编码信号)，

因为这两个编码信号都包括诸如波形的数据，其中，波形是PCM格式的一个或多个信号值的

集合。因此，重要的是，在多媒体文件内对编码的触觉信号进行格式化，以使得编码的触觉

信号不被误认为另一类型的编码信号(诸如编码的音频信号)，反之亦然。此外，多媒体文件

是被标识为箱的一系列对象。所有数据都被存储在箱中；不存在存储在多媒体文件内的其

他数据。因此，多媒体文件的编码信号被存储在多媒体文件的箱中。因此，根据实施例，编码

的触觉信号与为音频和视频而存在的其他trak箱一起被存储在标准“moov”箱内的单独的

“trak”箱内。下表例示了触觉箱结构：

[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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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0057] 根据实施例，单独的“hapt”箱可以指示编码的信号是编码的触觉信号，以便确保

编码的触觉信号不被呈现为另一类型的媒体，诸如音频或视频。另外，为了进一步确保编码

的触觉信号不被呈现为另一类型的媒体，可以将编码的触觉信号表示为定时元数据轨道

(即，“meta”)。这可以通过将handler_type字段设置为“hdlr”箱中的“meta”的值来进行。定

时元数据轨道被配置为存储基于时间的媒体数据。将编码的触觉信号存储在这种类型的轨

道或流中使得编码的触觉信号可以被认为是媒体，但不是作为除了触觉格式之外的格式

(诸如音频格式或视频格式)的媒体格式。因此，指定用于编码的触觉信号的定时元数据流

可以确保在回放期间，编码的触觉信号不被呈现为另一类型的媒体，诸如音频或视频，尽管

编码的触觉信号的格式类似于另一类型的编码信号(诸如编码的音频信号或编码的视频信

号)的格式。

[0058] 图6例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用于编码的多媒体信号的音频分量的处理器箱结

构600。根据实施例，编码的多媒体信号包括音频分量，其为编码的音频信号。编码的音频信

号被存储在多媒体文件的trak箱内。此外，trak箱包括具有处理器箱结构600的处理器(或

“hdlr”)箱。处理器箱结构600包括具有值“soun”的handlerType字段610，值“soun”指示轨

道是音频轨道。

[0059] 图7例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用于编码的多媒体信号的视频分量的处理器箱结

构。根据实施例，编码的多媒体信号包括视频分量，其为编码的视频信号。编码的视频信号

被存储在多媒体文件的trak箱内。此外，trak箱包括具有处理器箱结构700的hdlr箱。处理

器箱结构700包括具有值“vide”的handlerType字段710，值“vide”指示轨道是视频轨道。

[0060] 图8例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用于编码的多媒体信号的触觉分量的处理器箱结

构。根据实施例，编码的多媒体信号包括触觉分量，其为编码的触觉信号。编码的触觉信号

被存储在多媒体文件的trak箱内。此外，trak箱包括具有处理器箱结构800的hdlr箱。处理

器箱结构800包括具有值“meta”的handlerType字段810，值“meta”指示轨道是触觉轨道。

[0061] 图9例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用于编码的多媒体信号的音频分量、视频分量和

触觉分量的头箱结构。根据实施例，多媒体信号包括音频分量、视频分量和触觉分量，音频

分量是编码的音频信号，视频分量是编码的视频信号，触觉分量是编码的触觉信号。编码的

音频信号被存储在多媒体文件的trak箱910内。Trak箱910包括在“minf”容器箱下面的

“smhd”箱911，其中，smhd箱911是指示轨道是音频轨道的声音媒体头箱。编码的视频信号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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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在多媒体文件的trak箱920内。Trak箱920包括在minf容器箱下面的“vmhd”箱921，其

中，vmhd箱921是指示轨道是视频轨道的视频媒体头箱。编码的触觉信号被存储在多媒体文

件的trak箱930内。Trak箱930包括在minf容器箱下面的“nmhd”箱931，其中，nmhd箱931是指

示轨道是触觉轨道的空媒体头箱。更具体地，nmhd箱931可以指示轨道不是音频轨道或视频

轨道，但是仍可以被解释为触觉轨道。

[0062] 此外，如前所述，在触觉箱结构(诸如前面的表中所示的触觉箱结构)内，存在采样

表箱(即，“stbl”箱)。在stbl箱下面，存在采样描述箱(即，“stsd”箱)。在stsd箱中，可以指

定轨道的格式。对于触觉轨道，如前所述，可以定义hapt箱，其中，hapt箱指示定时元数据轨

道包含编码的触觉信号。在某些实施例中 ，“m e t a”处理器类型可以要求实现

MetaDataSampleEntry类，但是可以将MetaDataSampleEntry类定义为可以通过新的子类扩

展的空类。此外，如下面更详细地进一步描述的，可以将任何触觉特定的数据存储在“esds”

箱中。

[0063] 另外，诸如轨道持续时间和时间尺度的任何定时数据可以存在于“mdhd”箱中，其

中，mdhd箱描述触觉轨道的总持续时间和时间尺度。“timescale”是包含一秒内过去的若干

个时间单位的32位无符号整数。例如，如果触觉轨道具有每秒50个采样的更新速率，则将这

个timescale设置为50。“duration”是声明触觉轨道在timescale的尺度中的长度的64位无

符号整数。例如，如果timescale被设置为值50，则每一个采样具有20毫秒的长度。如果触觉

轨道有5秒长，则持续时间应具有值250(即，5*1000/20)。

[0064] 此外，如前所述，在触觉箱结构(诸如前面的表中所示的触觉箱结构)内，在hapt容

器箱下面的子箱是基本流描述箱(即，“esds”箱)，其也被称为ES_Descriptor。当应用于触

觉时，该箱包含对与流驻留在其中的trak箱相关联的流进行解码所需的信息。

[0065] 根据实施例，ES_Descriptor箱包含DecoderConfigDescriptor结果，其包含解释

和读取基本流的参数和要求。在De c o d e r C o n f i g D e s c r i p t o r内 ，存在用于

o b j e c t P r o f i l e I n d i c a t i o n值和D e c o d e r S p e c i f i c I n f o结构的字段。

objectProfileIndication值提供用于流的对象配置文件类型。可以将该字段设置为0xC0

与0xFE(用户提供的对象配置文件类型的范围)之间的值，当在hapt箱结构内使用该值时，

该值可以被称为haptic类型。如下面结合图10和11更详细地描述的，根据实施例，仅将仅包

含使用0xC0与0xFE之间的值作为对象配置文件类型的hapt箱的trak箱结构认为是有效触

觉流。DecoderSpecificInfo结构是通过其他类基于objectProfileIndication值扩展的抽

象类。在一个实施例中，可以通过Ha p t i c S p e c i f i c C o n f i g类来扩展该结果，

HapticSpecificConfig类包含触觉特定的数据，诸如信号类型和为其创建编码的触觉信号

的触觉输出装置(例如，致动器)。下面更详细地进一步描述HapticSpecificConfig类。

[0066] 图10例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用于编码的多媒体信号的触觉分量的有效对象

配置文件类型。根据实施例，编码的多媒体信号包括触觉分量，其是编码的触觉信号。此外，

对于存储编码的多媒体信号的多媒体文件，定义触觉箱结构1000。触觉箱结构1000包括具

有0xC 0和0xF E的范围内的值的obje c t P r of i l e I nd i ca t i o n字段101 0。因为

objectProfileIndication字段1010的值在有效范围内，所以认为包含编码的触觉信号的

轨道是有效触觉轨道。

[0067] 图11例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用于编码的多媒体信号的触觉分量的无效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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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文件类型。根据实施例，编码的多媒体信号包括触觉分量，其是编码的触觉信号。此外，

对于存储编码的多媒体信号的多媒体文件，定义触觉箱结构1100。触觉箱结构1100包括具

有值0x40的objectProfileIndication字段1110。因为objectProfileIndication字段1110

的值不在有效范围内，所以认为包含编码的触觉信号的轨道不是有效触觉轨道。

[0068] 媒体播放器应用和媒体编辑应用通常需要多媒体文件的基本流描述箱中的配置

信息，其中，该配置信息对于解码处理是必要的。因此，DecoderConfigDescriptor可以包含

DecoderSpecificInfo抽象类的子类。对于触觉流，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可以通过

HapticSpecificConfig类来扩展DecoderSpecificInfo抽象类。当objectTypeIndication

值和streamType值分别为0xC0和0x20(指示流包含触觉数据)时，HapticSpecificConfig可

以扩展抽象类DecoderSpecificInfo。下面在以下的表中示出了HapticSpecificConfig类

的示例语法：

[0069]

[0070]

[0071] 触觉流类型 描述

0x0 保留

0x1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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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2 触觉编码流

0x3 音频编码流

[0072] 采样频率索引 值

0x0 保留

0x1 200

0x2 8000

0x3–0xE 保留

0xF 逸出值

[0073]

[0074]

[0075] 值 通道数量

0 -

1 单通道

[0076] 端点配置 描述

0x0 时序振幅

0x1 PCM波形

0x2–0xFF 保留

[0077] 触觉解码器类型 描述

0x0 原始流

0x1–0xF 保留

[0078] 根据实施例，对编码的触觉信号进行交织，或者将编码的触觉信号与编码的音频

信号和/或编码的视频信号组合在多媒体文件内。更具体地，包括编码的音频信号的流可以

与声音类型的trak对象相关联。此外，包括编码的视频信号的流可以与视频类型的trak对

象相关联。另外，包括编码的触觉信号的流可以与定时元数据类型的trak对象相关联。可以

对这些流进行交织，或者可以将这些流组合在“mdat”箱中，mdat箱驻留在与箱结构中的

moov箱相同的层次上。mdat箱包含媒体编辑应用或媒体播放器应用解析、解码和呈现的实

际数据。在从交织的数据箱提取编码的触觉信号并且对该编码的触觉信号进行解码时，媒

体编辑应用或媒体播放器应用可以参照采样表内的编码的触觉信号的数据块或部分的偏

移。

[0079] 图12例示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离线触觉转换模块(诸如图1的离线触觉转

换模块16)的功能的流程图。该流程开始，并且进入1210。在1210，从源接收输入。在某些实

施例中，输入可以是下列之一：音频信号的至少一部分；视频信号的至少一部分；或包括音

频信号和视频信号两者的多媒体信号的至少一部分。此外，在某些实施例中，源是多媒体文

件。在其中源是多媒体文件的实施例中，可以从该多媒体文件提取输入信号，并且可以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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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信号进行解码。所述流程然后进入1220。

[0080] 在1220，将输入转换为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在某些实施例中，从源提取输入信

号，并将该输入信号转换为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在其他实施例中，从源提取输入信号的一

个或多个部分，并将输入信号的所述一个或多个部分转换为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此外，在

某些实施例中，可以在回放输入之前执行将输入转换为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所述流程然

后进入1230。

[0081] 在1230，对所述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进行编码。所述流程然后进入1240。

[0082] 在1240，存储所述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在某些实施例中，可以将所述一个或多个

触觉信号存储在源内，其中，将所述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与输入组合在源的容器内。在其他

实施例中，可以将所述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存储在单独的文件或流中。所述流程然后进入

1250。

[0083] 在1250，提取所述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在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被存储

在源内的实施例中，可以从存储在该源内的输入提取所述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在其中所

述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被存储在单独的文件或流内的实施例中，可以从该单独的文件或流

提取所述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所述流程然后进入1260。

[0084] 在1260，对所述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进行解码。所述流程然后进入1270。

[0085] 在1270，基于所述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来产生一个或多个触觉效果。在某些实施

例中，可以将所述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发送到触觉输出装置以产生一个或多个触觉效果。

在这些实施例中的一些中，触觉输出装置是致动器。此外，在这些实施例中的一些中，所述

一个或多个触觉信号均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幅值的序列，并且可以配置触觉帧率，其定义

所述一个或多个幅值的序列中每秒发送到触觉输出装置的部分。所述流程然后进入1280。

[0086] 在1280，使所述一个或多个触觉效果与来自相关联的媒体的一个或多个效果同

步。在某些实施例中，相关联的媒体可以是输入。在这些实施例中的一些实施例中，来自相

关联的媒体的一个或多个效果可以是基于输入或利用输入而产生的一个或多个效果。所述

流程然后结束。

[0087] 因此，在一个实施例中，一种系统可以“离线地”将诸如音频信号的输入信号转换

为触觉信号。然后可以将触觉信号嵌入到多媒体文件中，其中，可以将触觉信号与该多媒体

文件内所包含的音频信号和视频信号组合。然后可以使使用触觉信号而产生的触觉效果与

使用音频信号而产生的音频效果和使用视频信号而产生的视频效果同步。触觉效果与音频

效果和视频效果的同步可以为多媒体文件的用户提供附加娱乐层。因此，系统可以为用户

提供对于多媒体文件内所包含的多媒体信号创建触觉效果的快速简单的方式。系统还可以

提供在触觉输出装置上呈现触觉效果的可靠方式。

[0088] 在一个或多个实施例中，可以以任何合适的方式组合在整个本说明书中描述的本

发明的特征、结构或特性。例如，“一个实施例”、“一些实施例”、“某个实施例”、“某些实施

例”或其他类似的语言在整个本说明书中指的是结合实施例描述的特定特征、结构或特性

可以包括在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例中的事实。因此，短语“一个实施例”、“一些实施例”、

“某个实施例”、“某些实施例”或其他类似语言在整个本说明书中的出现不一定全都指的是

同一组实施例，并且在一个或多个实施例中可以以任何合适的方式组合所描述的特征、结

构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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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9]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将容易理解，可以用不同顺序的步骤、和/或用与所公开的

元件的配置不同的配置的元件来实施如以上所讨论的本发明。因此，尽管已经基于这些优

选实施例描述了本发明，但是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将明白，某些修改、变化和替代构造将是显

而易见的，同时仍保留在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因此，为了确定本发明的界限，应参照所

附权利要求书。

说　明　书 15/15 页

18

CN 110531857 A

18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2 页

19

CN 110531857 A

19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12 页

20

CN 110531857 A

20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12 页

21

CN 110531857 A

21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12 页

22

CN 110531857 A

22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5/12 页

23

CN 110531857 A

23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6/12 页

24

CN 110531857 A

24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7/12 页

25

CN 110531857 A

25



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8/12 页

26

CN 110531857 A

26



图9

说　明　书　附　图 9/12 页

27

CN 110531857 A

27



图10

说　明　书　附　图 10/12 页

28

CN 110531857 A

28



图11

说　明　书　附　图 11/12 页

29

CN 110531857 A

29



图12

说　明　书　附　图 12/12 页

30

CN 110531857 A

3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ES00012
	DES00013
	DES00014
	DES00015
	DES00016
	DES00017
	DES00018

	DRA
	DRA00019
	DRA00020
	DRA00021
	DRA00022
	DRA00023
	DRA00024
	DRA00025
	DRA00026
	DRA00027
	DRA00028
	DRA00029
	DRA00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