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按照寺利合作索釣所公布的匡阮申渭
(19) 世觀W 杖組銅 川 川 刪 川 川

(10) S 阮公布吾
(43) 示公布日

2011 年 2 月 10 日 (10.02.2011) WO 2011/015088 Al

(5
，
) 固阮寺利分癸考 (74) 理人 北京安信方迭知棋芹杖代理有限公司

H04N 5/445 (201 1 01) H04M 1/725 (2006 01) (AFD CHINA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OFFICE), 中固 京 市海 綻 匡羊清路 8 B

(21) PCT/CN20 10/074021
弓 座清 160 IA, Beijing 100192 (CN)

(22) 固阮申清日 2010 年 6 月 17 日 (17 06 2010)
(81) 定匡 (除另有 f明 , 要求每 神可提供的固家

(25) 申清淆言 中 保折 ) AE, AG, AL, AM, AO, AT, AU, AZ, BA, BB,
BG, BH, BR, BW, BY, BZ, CA, CH, CL, CN, CO, CR,

(26) 公布培言 中 CU, CZ, DE, DK, DM, DO, DZ, EC, EE, EG, ES, FI, GB,

(30) 仇先杖 GD, GE, GH, GM, GT, HN, HR, HU, ID, IL, IN, IS, JP,
KE, KG, KM, KN, KP, KR, KZ, LA, LC, LK, LR, LS,

2009 10161597 7 2009 年 8 月 日 (06 08 2009) CN
LT, LU, LY, MA, MD, ME, MG, MK, MN, MW, MX,

(71) 申清人 (肘除美固外的所有指定 固 ) 中共通珮股 MY, MZ, NA, NG, NI, NO, NZ, OM, PE, PG, PH, PL．,

份有限公司 (ZTE CORPORATION) [CN/CN], 中固 PT, RO, RS, RU, SC, SD, SE, SG, SK, SL, SM, ST, SV,

仁京省深圳市南山匡高新技木芒血因科技南路中 SY, TH, TJ, TM, TN, TR, TT, TZ, UA, UG, US, UZ, VC,

共通沉大廈 , Guangdong 518057 (CN) VN, ZA, ZM, ZW

(72) 岌明人 ; 及 (84) 定匡 (除另有 明 , 要求每 神可提供的地
(75) 岌明人 /申清人 ) ARIPO (BW, GH, GM, KE, LR, LS, MW, MZ,(仗肘美 固 ) 榭俊 (XIE, Jun) 保折 ．

[CN/CN], 中固仁京省深圳市南山匡高新技木芒血 NA, SD, SL, SZ, TZ, UG, ZM, ZW), 歐立 (AM, AZ,

因科 技 南 路 中共 通 沉大廈 , Guangdong 518057 BY, KG, KZ, MD, RU, TJ, TM), 歐 (AL, AT, BE,
BG, CH, CY, CZ, DE, DK, EE, ES, FI, FR, GB, GR, HR,

(CN) = 惠毅 (HUI, Yi) [CN/CN], 中固仁京省深圳
HU, IE, IS, IT, L．T, LU, LV, MC, MK, MT, NL, NO, PL,

市南山匡高新技木芒血因科技南路中共通沉大 PT, RO, SE, SI, SK, SM, TR), OAPI (BF, BJ, CF, CG,
廈 , Guangdong 518057 (CN) CI, CM, GA, GN, GQ, GW, ML, MR, NE, SN, TD,

TG)

几笙頁

(54) Title UPDATING METHOD AND APPARATUS FOR ELECTRONIC PROGRAM GUIDE OF MOBILE PHONE TV

(54) l
(57) Abstract An updating method and appa
ratus for electronic program guide of mobile
phone TV are disclosed, and the method com
prises detecting the current resource occupa
tion status of a mobile terminal after the m o
bile terminal is powered on, and judging
whether the current resource occupation status
of the mobile terminal meets a preset updating
condition, and if the occupation status of the
mobile terminal meets the preset updating con
dition, initiating the updating operation for the
electronic program guide of mobile phone TV
of the mobile terminal

Fi . I

1 RESOURCE OCCUPATION STATUS DETECTING MODULE
2 UPDATING CONTROL MODULE
3 PACKET SWITCH (PS) DATA LINK CONTROL MODULE
11 MILLION INSTRUCTION PER SECONDE (MIPS) DETECTING
UNIT
12 AVAILABLE MEMORY DETECTING UNIT



本固阮公布
包括固阮栓索扳告條夠第 2 1集 (3)) =

(57) 摘要

公升了一神手帆屯祝屯于市日車的更浙方怯和裝置 法包拈．移劫 瑞升帆后 栓刪 移劫 瑞 而的角

源占用盾倪，以及判晰咳移功咯端十而的伊源占用啃況是否 內足預先投定的更新年件 如果移功咚 十而的資源占

市 倩況滿足預先役定的更而祭件 則友起核移劫終瑞于杭唱初屯于市日 -的屯而操作 。



一神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車的更新方法及裝置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移功通汎領域，尤其涉及一神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方

法及裝置。

背景技木

隨看第三代移功通信技木 ( d G e e 而o , 3 G ) 岡絡的成熟 以及移功終

端性能的提升，使用移功終端現看屯視的手札屯視並各友展迅速，手札的易

于損帶使得手札屯視昱示出比侍統的屯視更加戶泛的影晌力 。

基 于中 囤移功多 媒休戶播 ( C h a ob e med a B oadcas g ,

仙佃 ) 方案的手札屯視並各友展很快，已努有部分終端兀商友布了相吳商

並戶品，隨看手札屯視 內容服各商提供的市 目越柬越多 ，用戶也能移在手札
上享受到的越柬越多精彩的市 目內容。

移功返萱商部署手札屯視並各平台，用戶可以使用移功終端上的手札屯

視客戶端接入手札屯視並各平台，在完成用戶荃杖后，合法用戶萊准登汞手

札屯視並各平台，然后迸行屯子市 目羊的萊取，伙屯子市 目羊迭捧某介具休

的屯視市 目迸行現看，通迂吋屯子市 目羊的定期更新柬滿足用戶現看不同美

型 屯視市 目的需求 。

占前，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方式和要求力 每次戶功手札屯視客
戶端忖，如果終端存有 屯子市 目羊，則先洽用戶昱示原有的屯子市 目羊，同

忖再向手札屯視岡絡側友起更新屯子市 目羊流程，在迸行屯子市 目羊更新的

迂程中不能影晌用戶吋手札屯視市 目的現看 。 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需要大量的

文件解析操作，迷神文件解析的操作吋終端資源如 C P ( e a ocess g

，中央赴理羊元 ) 、 內存等的占用很大，如果 P 的占用迂大舍早致手

札屯視視頻解碉操作由于元法萊取足移的資源而帶柬較高的樣碉率，伙而早

致手札屯視播放席量奕差，板大地影晌了現看手札屯視的用戶休臉 。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神屯子市 目羊更新方法，以解決現有技木中在吋手



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迸行更新操作忖，手札屯視市 目播放樣碉率高、 席量差 、

用戶休臉不佳的何題。

友明內容

本友明要解決的技木何題是提供一神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方法及

裝置，奕現在不用戶功手札屯視客戶端的情況迸行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操作 。

力了解決上迷何題，本友明提供了一神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方法，
包括

移功終端升札后，栓測所迷移功終端 占前的資源 占用情況 以及

判晰所迷移功終端 占前的資源 占用情況是否滿足預先改定的更新奈件，

如果移功終端 占前的資源 占用情況滿足預先改定的更新奈件，則友起所迷移

功終端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操作 。

所迷移功終端 占前的資源 占用情況包括 所迷移功終端 占前的每秒執行
百方奈指令 P 占用教值以及可用 內存空同教值

判晰所迷移功終端 占前的資源 占用情況是否滿足預先改定的更新奈件的

步驟 包括

判晰所迷移功終端的所迷 P 占用教值是否低于第一岡值 、 且所迷可

用 內存空同教值是否 高于第二岡值 。

在所迷友起所迷移功終端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操作的步驟之前，
所迷方法近包括

栓測所迷移功終端的分組交換 教搪健路的占前狀怒，如果所迷 教

搪健路 已努打升，則使用所迷 教搪健路迸行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

如果所迷 教搪健路近未打升，則打升所迷 教搪健路，井使用所迷

教搪健路迸行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 。

在所迷友起所迷移功終端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操作的步驟之后，
所迷方法近包括

如果栓測到所迷 P 占用教值高于所迷第一岡值 、 或者所迷可用 內存

空同教值低于所迷第二岡值，則停止所迷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操作 。



所迷第一岡值力 30，所迷第二岡值力 1 兆字市 。

本友明近提供了一神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裝置，包括資源 占用情

況栓測模決和更新控制模決，其中

所迷資源 占用情況栓測模決改置力，在移功終端升札后，栓測所迷移功

終端 占前的資源 占用情況，井將所迷移功終端 占前的資源 占用情況上扳洽所

迷更新控制模決

所述更新控制模決改置力，判斬所迷移功終端 占前的資源 占用情沈是否

滿足預先改定的更新奈件，如果占前的資源 占用情況滿足預先改定的更新奈
件，則友起所迷移功終端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操作 。

所迷資源 占用情況栓測模決包括每秒執行百方奈指令 P 栓測羊元和

可用 內存栓測羊元，其中

所迷 P 栓測羊元改置力，定期萊所迷取移功終端 占前的 P 占用教

值，井上扳洽所迷更新控制模決

所迷可用 內存栓測羊元改置力，定期向所迷更新控制模決上扳所迷移功

終端 占前的可用 內存空同教值

所迷更新控制模決是改置力，接收到所迷 P 占用教值和所迷可用 內

存空同教值后，判晰所迷 P 占用教值是否低于第一岡值 、 且所迷可用 內

存空同教值是否 高于第二岡值，如果所迷 P 占用教值低于第一岡值 、 且
所迷可用 內存空同教值高于第二岡值，則友起所迷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

新操作 。

所迷裝置近包括占所述更新控制模決相連的分組交換 教搪健路控制

模決，

所迷更新控制模決近改置力，在友起所迷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操

作的同忖，向所迷 教搪健路控制模決友送通知

所迷 教搪健路控制模決改置力，接收到所迷通知忖，栓測所迷移功終

端的 教搪健路的占前狀怒，如果所迷 教搪健路 已努打升，則使用所迷

教搪健路迸行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 如果所迷 教搪健路近未打

升，則打升所迷 教搪健路，井使用所迷 教搪健路迸行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 。

所迷更新控制模決近改置力，在友起所迷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操
作后，如果判晰出所迷 P 占用教值高于所迷第一岡值 、 或者所迷可用 內

存空同教值低于所迷第二岡值，則停止所迷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操作 。

本友明充分考慮屯子市 目羊更新迂程中文件解析操作吋終端 P 占用

迂大的特魚 ，通迂吋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方式迸行改迸，保征在迸行屯子市 目

羊更新的忖候最大程度的減少或避兔手札屯視市 目播放迂程中的凸賽克現

象，迷到既能移洽用戶提供最新的屯子市 目羊，叉不舍影晌用戶正在迸行的

手札屯視市 目現看的 目的，提升了現看手札屯視的用戶休臉，延長了用戶現
看手札屯視的忖同 。

采用本友明技木方案，能移做到吋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迸行控制，

尤其是可以在不戶功手札屯視客戶端的情況下迸行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有效

解決 了屯子市 目羊更新吋 P 或 內存 占用迂大而影晌手札屯視市 目的播放席

量的何題。

附團概迷

因 1 力本友明奕施例的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更新裝置的示意框因

因 2 力本友明奕施例的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方法的流程因 。

本友明的較佳奕施方式

本友明的核 思想是 在具各手札屯視功能的移功終端中改置一屯子市

目羊更新裝置，通迂核更新裝置奕現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操作，占移功終端升

札后，栓測移功終端 占前的資源 占用情況，井判晰占前的資源 占用情況是否

滿足預先改定的更新奈件，如果滿足，則在不戶功手札屯視客戶端的情況下

友起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操作 。

具休地，移功終端 占前的資源 占用情況可以 包括 移功終端 占前的 P

的 P ( o s 川c o e Seco d，每秒執行百方奈指令 ) 數值 、 可用

內存空同大小等指析，或者手札屯視市 目是否正在播放狀怒等。 在移功終端



升札后吋迷些指析迸行定期栓測，井在占移功終端滿足一定的奈件忖，才友
起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操作，伙而解決在用戶迸行手札屯視市 目現看忖，后 台

迸行市 目羊的更新而早致市 目視頻解碉樣碉率高、 凸賽克較多 、 音視頻不同

步等丹重何題。

基于上迷思想，本友明提供一神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方法，其主

要步驟如下

第一步 移功終端升札

第二步 栓測移功終端 占前的 P 占用教值以及可用 內存教值

第三步 根搪移功終端 占前的 P 占用教值和可用 內存空同教值迸行
判晰，占 P 占用教值低于一定岡值 ( 以下妳作第一岡值 ) 、 且可用 內存

空同高于一定岡值 ( 以下妳作第二岡值 ) 忖，友起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操作

第四步 占栓測到 P 占用教值高于第一岡值 、 或者可用 內存空同低

于第二岡值忖，停止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操作 。

其中，移功終端只需在首次戶功手札屯視客戶端忖，完成用戶荃杖井迸

行屯子市 目羊的萊取，此后，在吋屯子市 目羊迸行更新忖便元需再迸行荃杖

操作 。

如因 1 所示，本友明奕施例的移功終端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裝置

包括 資源 占用情況栓測模決 1、 更新控制模決 2 以及 P ( Packe Sw ch ,

包交換岡絡 ) 教搪健路控制模決 3 ，其中

資源 占用情況栓測模決改置力，在移功終端升札后，栓測所迷移功終端

占前的資源 占用情況，井上扳洽所迷更新控制模決

本奕施例中，資源 占用情況栓測模決 1 迸一步包括 P 栓測羊元 11 和
可用 內存栓測羊元 12 , P 栓測羊元改置力，定期萊取移功終端 占前的 P

占用教值，井將所迷移功終端 占前的資源 占用情況上扳洽更新控制模決 可
用 內存栓測羊元改置力，定期向更新控制模決上扳移功終端 占前的可用 內存

空同教值

更新控制模決改置力，接收到上扳的 P 占用教值和可用 內存空同教



值后迸行判晰 占 P 占用教值低于第一岡值且可用 內存空同高于第二岡

值忖，向手札屯視並各平台服各器友起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晴求，友起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操作，同忖向 教搪健路控制模決友送通知

教搪健路控制模決改置力，接收到更新控制模決的通知后，吋占前移

功終端的 教搪健路狀怒迸行栓測，如果占前移功終端 教搪健路 已努打

升，則直接使用迷奈 教搪健路迸行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 如果占前移功終端

教搪健路沒有打升，則打升 教搪健路，然后迸行屯子市 目羊更新操作 。

迸一步地，更新控制模決近改置力，在吋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忖，如果判

晰出 P 占用教值高于第一岡值或者可用 內存空同低于第二岡值，則停止
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操作 。

在本友明其他 奕施例 中，也可不包括上迷資源 占用情況栓測模決，而直

接采用 P 栓測模決和可用 內存栓測模決柬奕現資源 占用情況栓測模決的

功能 。

如因 2 所示，本友明奕施例的移功終端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方法

的赴理流程如下

步驟 110 移功終端升札，屯子市 目羊更新裝置 自功戶功，在移功終端

后 台返行

步驟 120 屯子市 目羊更新裝置的 P 栓測羊元和可用 內存栓測羊元升

始 同步返行

P 栓測羊元每隔一段忖同就萊取一次占前移功終端的 P 奕 忖教值

井上扳洽更新控制模決

可用 內存栓測羊元每隔一段忖同就萊取一次占前移功終端的可用 內存空

同教值井上扳洽更新控制模決

步驟 130 更新控制模決吋接收到的移功終端 占前的 P 教值和可用 內

存空同教值迸行判晰，占 P 占用教值低于第一岡值且可用 內存空同高于
第二岡值忖，友起屯子市 目羊更新操作

具休地，可以在更新控制模決中預先改定滿足友起屯子市 目羊更新操作

的更新奈件，通迂改置第一岡值和第二岡值的教值，例如占 P 教值小于



3 0 井且可用 內存空同教值大于 忖，才友起更新操作 。 但本友明井不限于

上迷教值，第一岡值和第二岡值的取值范 園可以分別力 20 40 , 至 2

之同的任意教值等。

步驟 140 占迷到友起更新操作的奈件忖，更新控制模決通知 教搪健

路控制模決升始戶功

步驟 150 教搪健路控制模決吋移功終端 教搪健路的占前狀怒迸行

判晰 如果移功終端 數搪健路 已努打升，則可以直接使用迷奈 教搪健

路迸行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如果移功終端 教搪健路沒有打升， 教搪健

路控制模決打升 教搪健路，然后迸行屯子市 目羊更新操作

步驟 160 更新控制模決向手札屯視並各平台服各器友起屯子市 目羊的

更祈睛水，元成更新操作 。

其中，上迷步驟 160 可以占步驟 140 同忖執行。

通迂本友明，可以使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操作不舍洽手札屯視市

目的播放帶柬不好的影晌，在不升戶手札屯視客戶端的情況下也能完成屯子

市 目羊的更新，板大的提升了用戶現看手札屯視的用戶休臉，延長了用戶使

用手札屯視並各的忖同，有效增加了手札屯視並各返萱商和手札屯視市 目提

供商的收益 。

柬指令相吳硬件完成，所迷程序可以存儲于汁算札可族存儲介席中，如只族

存儲器 、 磁盎或光盎等 。 可迭地，上迷奕施例的全部或部分步驟也可以使用

一介或多介集成屯路柬奕現 。 相座地，上迷奕施例中的各模坡/羊元可以采用

硬件的形式奕現，也可以采用軟件功能模決的形式奕現 。 本友明不限制于任

何特定形式的硬件和軟件的結合 。

以上所迷仗力本友明的仇迭奕施例而 已，井不用于限制本友明，吋于本

領域的技木人員 東說，本友明可以有各神更改和奕化 。 凡在本友明的精神和
原則之內，所作的任何修改、 等同替換 、 改迸等，均座 包含在本友明的保妒

范固之內 。



工止奕用，生

本友明提供的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方法及裝置，充分考慮屯子市

目羊更新迂程中的文件解析操作吋終端 P 占用迂大的特魚，通迂吋手札屯

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迸行控制，尤其是可以在不戶功手札屯視客戶端的情況

下迸行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有效解決 了屯子市 目羊更新吋移功終端的 P 或
內存 占用迂大而影晌手札屯視市 目的播放席量的何題，板大地提升了用戶現
看手札屯視的用戶休臉，延長了用戶使用手札屯視並各的忖同，增加了手札
屯視並各返萱商和手札屯視市 目提供商的收益 。



枝 利 要 求 半

1、 一神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方法，包括

移功終端升札后，栓測所迷移功終端 占前的資源 占用情況 以及

判晰所迷移功終端 占前的資源 占用情況是否滿足預先改定的更新奈件，

如果所迷移功終端 占前的資源 占用情況滿足預先改定的更新奈件，則友起所

迷移功終端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操作 。

2、 如杖利要求 1 所迷的方法，其中，

所迷移功終端 占前的資源 占用情況包括 所迷移功終端 占前的每秒執行
百方奈指令 P 占用教值以及可用 內存空同教值

判晰所迷移功終端 占前的資源 占用情況是否滿足預先改定的更新奈件的

步驟 包括

判晰所迷移功終端的所迷 P 占用教值是否低于第一岡值 、 且所迷可

用 內存空同教值是否 高于第二岡值 。

3 、如杖利要求 1 或 2 所迷的方法，其中，在所迷友起所迷移功終端手札
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操作的步驟之前，所迷方法近包括

栓測所迷移功終端的分組交換 教搪健路的占前狀怒，如果所迷 教

搪健路 已努打升，則使用所迷 教搪健路迸行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

如果所迷 教搪健路近未打升，則打升所迷 教搪健路，井使用所迷

教搪健路迸行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 。

4、如杖利要求 2 所迷的方法，其中，在所迷友起所迷移功終端手札屯視
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操作的步驟之后，所迷方法近包括

如果栓測到所迷 P 占用教值高于所迷第一岡值 、 或者所迷可用 內存

空同教值低于所迷第二岡值，則停止所迷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操作 。

5 、 如杖利要求 2 或 4 所迷的方法，其中，

所迷第一岡值力 30，所迷第二岡值力 1 兆字市 。

6 、一神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裝置，包括資源 占用情況栓測模決和

更新控制模決，其中



所迷資源 占用情況栓測模決改置力，在移功終端升札后，栓測所迷移功

終端 占前的資源 占用情況，井將所迷移功終端 占前的資源 占用情況上扳洽所

迷更新控制模決

所迷更新控制模決改置力，判晰所迷移功終端 占前的資源 占用情況是否

滿足預先改定的更新奈件，如果占前的資源 占用情況滿足預先改定的更新奈

件，則友起所迷移功終端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操作 。

7 、如杖利要求 6 所迷的裝置，其中，所迷資源 占用情況栓測模決包括每
秒執行百方奈指令 P 栓測羊元和可用 內存栓測羊元，其中

所迷 P 栓測羊元改置力，定期萊所迷取移功終端 占前的 P 占用教

值，井上扳洽所迷更新控制模決

所迷可用 內存栓測羊元改置力，定期向所迷更新控制模決上扳所迷移功

終端 占前的可用 內存空同教值

所迷更新控制模決是改置力，接收到所迷 P 占用教值和所迷可用 內

存空同教值后，判晰所迷 P 占用教值是否低于第一岡值 、 且所迷可用 內

存空同教值是否 高于第二岡值，如果所迷 P 占用教值低于第一岡值 、 且
所迷可用 內存空同教值高于第二岡值，則友起所迷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

新操作 。

8 、如杖利要求 6 或 7 所迷的裝置，所迷裝置近包括占所迷更新控制模決

相連的分組交換 教搪健路控制模決，其中，

所迷更新控制模決近改置力，在友起所迷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操

作的同忖，向所迷 教搪健路控制模決友送通知

所迷 教搪健路控制模決改置力，接收到所迷通知忖，栓測所迷移功終

端的 教搪健路的占前狀怒，如果所迷 教搪健路 已努打升，則使用所迷

教搪健路迸行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 如果所迷 教搪健路近未打

升，則打升所迷 教搪健路，井使用所迷 教搪健路迸行手札屯視屯子市

9 、 如杖利要求 7 所迷的裝置，其叱
所迷更新控制模決近改置力，在友起所迷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操



作后，如果判晰出所迷 P 占用教值高于所迷第一岡值 、 或者所迷可用 內

存空同教值低于所述第二岡值，則停止所迷手札屯視屯子市 目羊的更新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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