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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102
(57) Abstract The present invention disclos
es a method and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

S102 WHE A MOBILE TERMINAL ENTERS A

杉功 端迸 POS 端的感座 匹 INDUCTION ZONE OF A POINT OF SALE (POS)
cation navigation, wherein the method in

POS 瑞喊取 cludes the following steps when a mobile ter移功 . TERMINAL THE POS TERMINAL READS NEAR端NFC打 的
FIELD COMMUNICATION (NFC) LABEL

仁 中 所迷移功 minal enters an induction zone of a Point of
*-瑞NFC INFORMATION OF THE MOBILE TERMINAL

FC LABEL INFORMATION OF打荃的仁 t 至> WHEREIN THE N包括移功 瑞 目
Sale (POS) terminal, the POS terminal reads

THE MOBILE TERMINAL AT LEAST INCLUDES
的仁置仁 i 104 DESTINATION LOCATION INFORMATION OF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NFC) label infor

THE MOBILE TERMINAL mation of the mobile terminal, according to
S104 THE POS TERMINAL COMPARES the NFC label information of the mobile ter

POS 瑞竹移功 瑞 目的仁五信 DESTINATION LOCATION INFORMATION OF
THE MOBILE TERMINAL WITH ITS OWN minal, the POS terminal determines the com

勻 身 的POS**-瑞位置仁 土 (T 比 LOCATION INFORMATION OF THE POS parison result between destination location in
缸 將比缸估果丐 POS 瑞 TERMINAL AND WRITES THE COMPARISON

RESULT INTO THE NFC LABEL OF THE POS
formation of the mobile terminal and its own

NFC 打答中 其中 所迷POS *-瑞 TERMINAL WHEREIN THE NFC LABEL location information of the POS terminal, and
NFC 打答的仁 近 包括所吐POS**- INFORMATION OF THE POS TERMINAL ALSO

INCLUDES THE LOCATION INFORMATION OF
writes the comparison result into the NFC la

端仁置信 106 THE POS TERMINAL bel of the POS terminal, wherein the NFC la

S106 THE MOBILE TERMINAL READS THE NFC bel information of the POS terminal also in
LABEL INFORMATION OF THE POS TERMINAL

移功 瑞倖取POS 瑞NFC 打冬的 AND ACCORDING TO THE COMPARISON
cludes the location information of the POS

RESULT IN THE CASE OF DETERMINING THAT仁 i 根搪所迷比扳拮 果 在硝
terminal, the mobile terminal reads the NFC

THE NA IGATION MAP AND NAVIGATION
足移功 * -端 - 裘了早航地囤和早 SOFTWARE HAVING BEEN INSTALLED IN THE

label information of the POS terminal, and in

航軟件的 下 制足 什出包 MOBILE TERMINAL the case of having installed navigation map
OUTPUTS NAVIGATION LINE INCLUDING括所吐移功 瑞 目的仁置仁 占 DESTINATION LOCATION INFORMATION OF

and navigation software, constructs and out

所吐POS 瑞仁置仁 的孚航扶路 THE MOBILE TERMINAL AND THE LOCATION puts navigation line including the destination
INFORMATION OF THE POS TERMINAL location information of the mobile terminal

因 Fig.l and location information of the POS terminal
The technical solutions of the present inven
tion can be used by users more conveniently

without any limitation and can be operated flexibly and simply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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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固阮公布 根据 申倩人的倩求 在集夠第 2 1 集 (2)(a) 所柳定
包括固阮栓索扳告條夠第 2 1 集 (3)) = 的期限屆備之前迸行
在修改杖利要求的期限屆備之前迸行 在收到咳
修改后榴重新公布 I 4 8 2(h))

本友明公升了 神移劫趙信早航方怯及系統 其中 所迷方怯包括 移劫樊瑞迸入硝售戶 POS 樊瑞的感匝
匡 , POS 樊瑞族取移劫樊瑞近距萬趙 II NNFFCC 棕饗的信息 ;; PPOOSS 樊瑞根据所迷移劫樊瑞 NFC 棕饗的信息碉定所
迷移劫樊瑞 目的位置信息勻 自身的 POS 樊瑞位置信息的比較拮果 榴所迷 比較拮果丐入 POS 樊瑞 NFC 棕饗
中 其中 所迷 POS 樊瑞 NFC 棕饗的信息座包括所迷 POS 樊瑞位置信息 移劫樊瑞族取所迷 POS 樊瑞 NFC

棕饗的信息 在安裝了早航地團和早航軟件的倩況下 制定井輸出包括所迷移劫樊瑞 目的位置信息勻所迷
POS 樊瑞位置信息的早航哉路 本友明的技木方案使用戶在使用上更加方便 不舍受到限制 井且操作戾
括、筒羊



移功通信早航方法及系統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通信技木領域，更具休地說，本友明涉及一神移功通信早航
的方法及系 統 。

背景技木

"移功通信早航 " 通常表現力 利用元域通信技木或者因特岡 ( e e )

技木，引早移功終端沿規定航域 、 在一定忖同內到迷 目的地。

寺利 申晴 CN200710071429．X 提供了一神移功通信早向系 統及早向方

法，其公升了丙神技木手段 一神是利用全球定位 系 統 ( ob a os o S ys em

GP ) 技木，另一神是利用 了射頻祇別 ( Rad o F eq e cy de ca o , RF ,

也妳力 "非接蝕式祇別 " ) 技木。 基于上迷丙神手段，都可以在移功終端上
奕現早航 。

但是，核寺利申晴的技木方案存在的何題包括

1 ) 若采用 GP 技木手段，移功終端需要預先安裝 GP 早航軟件和早航
地因，由于 目前市吻上的 GP 早航軟件都提供有僕服各，用戶在使用忖，所

花費的成本比較副 井且 GP 信青在建筑物內部往往舍出現被屏蔽的現象，

限制 了用戶 的使用 。

2 )若采用 RF 技木手段，移功終端和屯子析答的距禹半往小于 100 米，

在迷 100 米的范 園 內舍有各神干抗影晌奕 阮移功終端通信，很稚保征早航的

正碉性和精碉性 井且占移功終端的移功速度鍰慢忖，早航效果舍不明昱 。

友明內容

本友明要解決的技木問題是，針吋上迷現有技木存在的何題，提出一神
移功通信早航方法及系 統，使用戶在使用上更加方便，不舍受到限制，井且
操作炎活 、 筒羊 。



力了解決上迷技木何題，本友明提供一神移功通信早航方法，核方法包

才舌

移功終端迸入銷售 魚 終端的感座 匹， 終端族取移功終端近距禹

通信 FC 析答的信息

O 終端根搪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碉定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

置信息占 自身的 O 終端位置信息的比較結果，將所迷比較結果昌入 O

終端 FC 析答叱 其中，所迷 O 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近包括所迷 O

終端位置信息

移功終端族取所迷 O 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在安裝了早航地因和早

航軟件的情況下，制定井瑜 出包括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所迷 O 終

端位置信息的早航域路 。

仇迭地，在 O 終端族取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之后，所迷方法近
包括 O 終端根搪所迷 FC 析答的信息碉定早航下載方案，將所迷早航
下載方案昌入所迷 O 終端 FC 析答叱 其中，所迷早航下載方案 包括早

航地因和/或早航軟件的下載地址 所迷早航地因力全局早航地因或地匹早航

在移功終端族取所迷 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之后，制定井瑜 出包括

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所迷 O 終端位置信息的早航域路之前，所迷

方法近包括 移功終端根搪所迷早航下載方案下載早航地團和/或早航軟件 。

仇迭地，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 包括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

在 O 終端碉定比較結果，將所迷比較結果昌入 O 終端 FC 析答中

的步驟中，O 終端將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自身的 O 終端位置信
息迸行比較，井將比較結果昌入 O 終端 析答中。

仇迭地，在 O 終端碉定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自身的 O 終

端位置信息的比較結果的步驟中，若所碉定的比較結果是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

位置信息占所迷 O 終端位置信息厲于同一介地匹的不 同匹域，則在碉定年
航下載方案的步驟中，所碉定的早航下載方案 包括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O 終端位置信息吋座的地匹早航地因的下載地址



，移功終端根

仇迭地，核方法近包括

在 終端碉定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自身的 終端位置信
息的比較結果的步驟中，若所碉定的比較結果是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

占所迷 O 終端位置信息厲于不同地匹，則在碉定年航下載方案的步驟中，

，移功終端根

仇迭地，核方法近包括

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近包括移功終端是否安裝了早航地因的

析祇

在 終端碉定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自身的 終端位置信
息的比較結果的步驟中，若所碉定的比較結果是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

占所迷 O 終端位置信息厲于同一介匹域，且移功終端未安裝早航地因，則

在碉定年航下載方案的步驟中，所碉定的早航下載方案 包括移功終端 目的位

置信息占 O 終端位置信息吋座的匹域早航地因的下載地址

，移功終端根

仇迭地，在 O 終端硝定比較結果，將所迷比較結果昌入 O 終端 FC

析答中的步驟中，若 O 終端碉定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未包括移

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則將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自身的 O 終端位

置信息的比較結果改置力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所迷 O 終端位置

信息厲于同一匹域 在碉定年航下載方案的步驟中，所碉定的早航下載方案

至少 包括匹域早航地因的下載地址

在移功終端根搪所迷孚航下載方案下載孚航地因的步驟中，移功終端根



仇迭地，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近包括移功終端是否安裝了早航

軟件的析祇

在碉定早航下載方案的步驟中，若 終端根搪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

答的信息，碉定移功終端沒有安裝早航軟件，則所碉定的早航下載方案 包括

早航軟件的下載地址

在移功終端根搪所迷早航下載方案下載早航軟件的步驟中，移功終端根
搪所迷早航軟件的下載地址下載所迷早航軟件 。

仇迭地，在移功終端根搪所迷早航下載方案下載早航地因和/或早航軟件

的步驟中，移功終端通迂因特岡仿 何服各器方式或 FC 侍瑜方式下載早航地
因和/或早航軟件 。

力了解決上迷技木何題，本友明提供一神移功通信早航 系 統，包括 銷
售 魚 O 終端和移功終端，其中

所迷 O 終端改置成 族取移功終端近距禹通信 FC 析答的信息，根
搪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碉定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自身的 O

終端位置信息的比較結果，將所迷比較結果昌入 O 終端 FC 析答叱 其

中，所迷 O 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近包括所迷 O 終端位置信息

所迷移功終端改置成 族取所迷 O 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在碉定 自

身安裝了早航地因和早航軟件的情況下，制定井瑜 出包括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

位置信息占所迷 O 終端位置信息的早航域路 。

仇迭地，所迷移功通信早航系 統，近包括 服各器，其改置成 保存早

航地因及早航軟件，通迂有域 內部岡絡或元域 內部岡絡或者因特岡絡，將早

航地因及早航軟件昌入所迷 O 終端的存儲器 內 。

仇迭地，所迷移功通信早航系 統，近包括

所迷 O 終端近改置成 在族取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之后，根搪

所迷 FC 析答的信息碉定早航下載方案，將所迷早航下載方案昌入所迷 O

終端 FC 析答叱 其中，所迷早航下載方案 包括早航地因和/或早航軟件的

下載地址 所迷早航地因力全局早航地因或地匹早航地因或匹域早航地因



所迷移功終端近改置成 在族取所迷 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之后，

根搪所述早航下載方案下載早航地團和/或早航軟件 。

仇迭地，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 包括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

所迷 O 終端近改置成 將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自身的 O

終端位置信息迸行比較，井將比較結果昌入 O 終端 FC 析答中。

仇迭地，所迷 O 終端近改置成 若碉定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
息未包抬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則將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自身的

O 終端位置信息的比較結果改置力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所迷 O

終端位置信息厲于同一匹域，所碉定的早航下載方案至少 包括匹域早航地因

的下載地址

所迷移功終端近改置成 根搪所迷匹域早航地因的下載地址下載所迷匹

域早航地因 。

力了解決上述技木問題，本友明提供一神銷售 魚 O 終端，其改置成

族取移功終端近距禹通信 FC 析答的信息，根搪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

信息碉定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自身的 O 終端位置信息的比較結果，將
所迷比較結果昌入 O 終端 FC 析答中，以使所迷移功終端族取所迷 O

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后，制定井瑜 出包括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所迷

O 終端位置信息的早航域路

其中，所迷 O 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近包括所迷 O 終端位置信息 。

在本友明的技木方案中，移功終端通迂勻 OS 終端的通信，萊得 OS

終端位置信息 、及 自身的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O 終端位置信息的比較
結果，制定井瑜 出包括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所迷 O 終端位置信息

的早航域路 。 核技木方案使用戶在使用上更加方便，不合因力移功終端在建

筑物內而受到限制 井且移功終端不需要預先安裝 GP 早航地因，可根搪奕

阮需要下載相座的早航地因，操作 筒羊 、 炎活，使用成本比較低 另外，采

用服各器管理控制 O 終端的方式，使服各提供商更易于迸行后埃的各神操

作 。



附團概迷

因 1 是本友明一奕施例的移功通信早航方法流程乳

因 2 是本友明另一奕施例的移功通信早航方法流程乳

因 3 是本友明一奕施例的移功通信早航 系 統示意乳

因 4 力本友明另一奕施例的移功通信早航方法流程乳

因 5 力本友明另一奕施例的移功通信早航系 統示意乳

因 6 力本友明另一奕施例的移功通信早航系 統示意 因 。

力了使本友明的 目的、 技木方案及仇魚更加清楚明自，以下結合附因及
奕施例，吋本友明迸行迸一步祥細說明 。

本友明的較佳奕施方式

座 占明碉，以下所描迷的奕施例仗仗是本友明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的奕

施例 。 基于本友明中的奕施例，本領域普通技木人員 在沒有做出劍造性旁功

前提下所萊得的所有其它奕施例，都厲于本友明保妒的范 園 。

近距禹通信 ( e盯 F e d Comm ca o , F ) 技木是一神基于析准的

短距元域連接技木，即非接蝕式祇別技木和互連技木的融合，能移在多介屯

子改各之同奕現筒羊而安全的汲向交互 。 目前，核技木正在被普遍座用在金
融服各領域中。 例如，銷售 魚 ( o O S a e OS ) 終端，也就是俗妳的 " OS

札" ，通常被座用在超市 、 景魚 、 餐館 、 商吻等消 費吻所 。 本友明奕施例的

技木方案使移功終端利用占 O 終端的通信奕現早航 。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 O 終端是指 含有存儲器的、 支持 FC 功能的、

且能移被服各器管理控制的改各。 服各器改置成 吋其管轄的匹域內的所有
O 終端迸行管理控制，迷包括 吋其所管轄的 O 終端迸行統一編青，萊

得 O 終端的位置信息，井將核位置信息特換成特定編碉格式的 O 終端



FC 析答 。通常情況下，服各器可以采用直接通迂有域 /元域 內部岡絡占 O

終端迸行通信的方式，也可以采用授校外部控制 台 ( 例如，汁算札 ) 占 O

終端迸行通信的方式，將析祇 O 終端位置信息的 O 終端 FC 析答 、早

航軟件及早航地因昌入 O 終端的存儲器 內，使移功終端借助占 O 終端

的通信下載早航軟件及早航地因 。 或者，服各器提供 e e 接口，使移功

終端通迂 e e 載早航軟件及早航地因 。

所迷 FC 功能包括 支持 FC 的卡模似 、支持 FC 的岡族器模似 、支

持 FC 的魚吋魚侍瑜等。 在本友明奕施例的技木方案中，移功終端和 O

終端都得支持 FC 功能 。 服各器將 FC 析答昌入 O 終端的存儲器之前，
先調整 O 終端的工作模式力岡族器模似的模式。

所迷早航地因可包括地匹位置信息 、 匹域內的道路信息 、 匹域 內的公共
政施位置信息 、 匹域內的商家位置信息等。 在本友明奕施例的技木方案中，
早航地因分力全局早航地囤 、 地匹早航地因及匹域早航地因 。 其中，全局早

航地因包括了 O 終端所在匹域的具休位置信息 、包含核 匹域的地匹的基本

位置信息及其它地匹的基本位置信， 地匹早航地因包括了 O 終端所在匹

域的具休位置信息 、 及本地匹所包含的其它匹域的基本位置信息 匹域早航
地因包括了本匹域內的 O 終端的具休位置信息 。

如因 1 所示，是本友明一奕施例的移功通信早航方法流程因 。 本友明一
奕施例的方法包括

S 102 移功終端迸入 O 終端的感座 匹， O 終端族取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 其中，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至少 包括移功終端 目的位

置信息 。

另外，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近包括 移功終端支持 FC 功能

的析祇 、 移功終端是否安裝了早航軟件的析祇 、 移功終端是否安裝了占其 目

的位置信息吋座的早航地囤的析祇 。

104 P 終端將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自身的 O 終端位置信息迸

行比較，井將比較結果丐入 O 終端 FC 析答屯 其中，所迷 O 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近包括所迷 O 終端位置信息 。



另外，所迷 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近包括戶功移功終端早航的析祇 。

106 移功終端族取 O 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根搪所迷比較結果碉

定早航下載方案，在碉定移功終端安裝了早航地因和早航軟件的情況下，制

定井瑜 出包括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所迷 O 終端位置信息的早航
域路 。

至此，早航迂程完竿，用戶可以通迂移功終端的早航域路迸行早航 。

在核方法奕施例 中，若比較結果是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O 終端位

置信息厲于同一介匹域，且移功終端預先已努安裝了早航地因 ( 比如 占移

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吋座的匹域早航地因 ) 和早航軟件，則移功終端直接制

定井瑜 出早航域路 。

核方法奕施例近包括 若比較結果是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O 終端

位置信息厲于同一介地匹的不 同匹域，則 O 終端根搪所迷比較結果碉定早

航下載方案，近將所迷早航下載方案昌入所迷 O 終端 FC 析答中 其中，

所迷早航下載方案 包括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O 終端位置信息吋座的

地匹早航地因的下載地址 ( A 載地址 ) 然后，移功終端根搪 A 載地址

下載所迷地匹早航地因 。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吋于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O 終端位置信息厲

于同一介地匹的不同匹域的比較結果，由于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近包括

移功終端是否安裝了早航軟件的析祇，所以在 O 終端根搪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碉定移功終端沒有安裝早航軟件的情況下，所迷早航下載方

案不但包括 A 載地址，迂包括早航軟件的下載地址 ( B 載地址 ) 移功

終端根搪 A 載地址下載所迷地匹早航地因，井且根搪 B 下載地址下載所迷

早航軟件 。 另外，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近可以 包括移功終端是否安裝了

早航地因的析祇 。

核方法奕施例近包括 若比較結果是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O 終端

位置信息厲于不 同地匹，則 O 終端根搪所迷比較結果碉定早航下載方案，

近將所迷尋航下載方案丐入所迷 O 終端 FC 析答屯 其中，所迷尋航下

載方案 包括全局早航地因的下載地址 ( C 載地址 ) 移功終端根搪 C 載



地址下載所迷全局早航地因 。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吋于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終端位置信息厲

于不同地匹的比較結果，由于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近包括移功終端是否

安裝了早航軟件的析祇，所以在 O 終端根搪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
息碉定移功終端沒有安裝早航軟件的情況下，所迷早航下載方案不但包括 C

下載地址，近包括早航軟件的下載地址 ( 載地址 ) 移功終端根搪 C

載地址下載所迷全局早航地因，井且根搪 下載地址下載所迷早航軟件 。 另

外，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近可以 包括移功終端是否安裝了早航地因的析
，。

核方法奕施例近包括 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不但包括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近包括移功終端是否安裝了早航軟件的析祇 若比較結果是
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O 終端位置信息厲于同一匹域，O 終端根搪所

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碉定移功終端沒有安裝早航軟件，然后迸一步

碉定早航下載方案，近將所迷早航下載方案昌入所迷 O 終端 FC 析答中

其中，所迷早航下載方案 包括早航軟件的下載地址 ( 載地址 ) 移功終

端根搪 下載地址下載所述早航軟件 。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吋于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O 終端位置信息厲

于同一匹域的比較結果，由于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不但包括移功終端 目

的位置信息 、 及移功終端是否安裝了早航軟件的析祇，近包括移功終端是否

安裝了早航地因的析祇 所以 O 終端根搪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

碉定移功終端沒有安裝占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吋座的匹域早航地因的情況

下，所迷早航下載方案不但包括 載地址，近包括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

占 O 終端位置信息吋座的匹域早航地因的下載地址 ( F 載地址 ) 移功
終端井根搪 下載地址下載所迷早航軟件，井且根搪 F 載地址下載所迷匹

域早航地因 。

核方法奕施例近包括 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不但包括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近包括移功終端是否安裝了早航地因的析祇及移功終端是否

安裝了早航軟件的析祇 若比較結果是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O 終端位

置信息厲于同一匹域， O 終端根搪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碉定



移功終端仗安裝了早航軟件 、 邦沒有安裝占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吋座的匹

域早航地因，然后 終端迸一步碉定年航下載方案，近將所迷早航下載方

案昌入所迷 終端 FC 析答中 其中，所迷早航下載方案 包括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O 終端位置信息吋座的匹域早航地因的下載地址 ( G 載

地址 ) 移功終端根搪 G 載地址下載所迷匹域早航地因 。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下載地址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比如，早航軟件

的下載地址 ( B、 、 下載地址 ) 可以是相同的地址，比如均在服各器或者

在 O 終端，也可以是不 同的地址 。 美似地，匹域早航地因的下載地址 ( F

G 載地址 ) 也是如此，上述描述只是力了奉例說明。

在本友明奕施例的技木方案中，可以根搪奕 阮需要在移功終端 FC 析答

或 O 終端 FC 析答的不同字段內迸行下述析祇的改置

1 ) 吋于移功終端 FC 析答

a 、在 "移功終端是否支持 FC 功能" 字段中，改置 " 1" 表示支持，改
置 "空" 表示不支持

b、在 "移功終端是否安裝了早航軟件 " 字段中，改置 " 1" 表示已安裝，

改置 空" 表示沒有安裝

c 、在 "移功終端是否安裝了占其 目的位置信息吋座的匹域早航地因 字

段中，改置 " 1" 表示已安裝，改置 "空" 表示沒有安裝

d、在 "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 " 字段中，填昌努迂特定編碼格式特換后

的具休位置信息 。

2 ) 吋于 O 終端 FC 析答

a 、在 "是否戶功移功終端早航" 字段中，改置 " 1" 表示戶功，改置 "空"

表示不戶功

b、 在 "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O 終端位置信息的比較結果" 字段
中，改置 "0" 表示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O 終端位置信息厲于同一介

匹域內，改置 " 1" 表示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O 終端位置信息厲于同

一介地匹的不同 匹域內，設置 "2" 表示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O 終端



位置信息厲于不 同地匹朴

c 、 在 終端位置信息 " 字段中，填昌努迂特定編碉格式特換后的

具休位置信息

d、 在 "早航軟件下載地址" 字段中，填昌具休的下載地址信息

e 、在 "早航地因下載地址 " 字段中，填昌匹域早航地因的下載地址信息 、

或地匹早航地因的下載地址信息 、 或全局早航地因的下載地址信息 。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可以采用下迷的編碉格式

地匹編碉十匹域編碉十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在早航地因上的 XY 軸坐析 O 終

端位置信息可以采用下迷的編碉格式 地匹編碉十匹域編碉+P 終端編青
+P 終端位置在早航地因上的 XY 軸坐析 。 O 終端位置信息仗能通迂服

各器或服各器授杖的外部控制 台修改。

上迷內容仗作力具休奉例，本友明吋此不作任何限制 。

核方法奕施例近包括 在 O 終端族取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之前，
碉整 O 終端的工作模式力岡族器模似的模式 在 O 終端完成 自身的 O

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昌入后，碉整 O 終端的工作模式力卡模似的模式

在移功終端族取 O 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之前，碉整移功終端的工作模式

力岡族器模似的模式。

核方法奕施例近包括 移功終端可以迭捧通迂 e e 仿 何服各器的方

式，根搪下載地址信息，伙服各器的存儲器 內下載早航軟件和/或早航地因

或者，可以迭捧 FC 侍瑜方式下載早航軟件和/或早航地因，即 在下載之
前，碉整移功終端的工作模式力魚吋魚侍瑜模式，然后移功終端激活 O 終

端的魚吋魚侍瑜模式，根搪下載地址信息，伙 O 終端的存儲器 內下載相座

的早航軟件和/或早航地因 。

核方法奕施例近包括 所迷制定井瑜 出包括移功終端位置信息和 O 終

端位置信息的早航域路的步驟具休包括 在早航地因中析示出移功終端 目的

位置占 O 終端位置，然后制定早航路域 核早航路域可以在早航地因中昱

示，也可以采用梧音方式通迂移功終端通知用戶 。



本友明奕施例的技木方案使用戶在使用上更加方便，不舍因力移功終端

在建筑物 內而受到限制 井且移功終端不需要預先安裝 GP 早航地因，可根
搪奕 阮需要下載相座的早航地因，操作 筒羊、炎活，使用成本比較低 另外，

采用服各器管理控制 終端的方式，使服各提供商更易于迸行后埃 的各神
操作 。

如因 2 所示，因 2 是本友明另一奕施例的移功通信尋航方法流程因 。 本

友明另一奕施例的方法包括

202 移功終端迸入 O 終端的感座 匹， O 終端族取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碉定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未包括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
息，則將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自身的 O 終端位置信息的比較結果

改置力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所迷 O 終端位置信息厲于同一匹域

然后，根搪所迷比較結果及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碉定早航下載方

案，將所迷比較結果及所述早航下載方案昌入 O 終端 FC 析答叱 其中，

所迷早航下載方案至少 包括匹域早航地因的下載地址 ( V 載地址 ) ，所迷

O 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近包括所迷 O 終端位置信息 。

另外，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至少 包括移功終端是否安裝了早航
軟件的析祇 、 移功終端支持 FC 功能的析祇 。

204 移功終端族取所迷 O 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根搪所迷比較結

果及 V 載地址下載所迷匹域早航地乳 在碉定移功終端安裝了所迷匹域早

航地因和早航軟件的情況下，制定井瑜 出包括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所迷 O 終端位置信息的年航域路 。

核方法奕施例近包括 O 終端根搪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碉

定移功終端沒有安裝早航軟件，則所迷早航下載方案不但包括 V 載地址，

近包括早航軟件的下載地址 ( W 載地址 ) 移功終端根搪 V 載地址下載

所迷匹域早航地因，井且根搪 W 載地址下載所迷早航軟件 。

需要說明的是，移功終端可以通迂因特岡仿 何服各器方式或 FC 侍瑜方

式下載早航軟件和/或早航地因 。



本友明奕施例的技木方案使用戶在使用上更加方便，不合因力移功終端

在建筑物 內而受到限制 井且移功終端不需要預先安裝 GP 早航地因，可根
搪奕 阮需要下載相座的早航地因，操作 筒羊、炎活，使用成本比較低 另外，

采用服各器管理控制 終端的方式，使服各提供商更易于迸行后埃 的各神
操作 。

如囤 3 所示，囤 3 是本友明一奕施例的移功通信孚航系 統示意 囤 。 囤 中

的 100 表示移功終端，101 和 102 表示 O 終端，103 表示有域 /元域 內部岡

絡，104 表示外部控制 台，105 表示 e e 岡絡，106 表示服各器，107 表
示岡絡銷售服各器 。服各器 106 改置成 吋 O 終端 101 和 102 迸行管理控

制，迷包括 吋 O 終端迸行統一編青，萊得 O 終端 101 和 102 的位置

信息，井將核位置信息特換成特定編碼格式的 O 終端 FC 析答 。 服各器

106 可以采用直接通迂有域 /元域 內部岡絡 103 占 O 終端迸行通信的方式，
也可以采用授校外部控制 台 104 占 O 終端迸行通信的方式，將析祇 O

終端位置信息的 O 終端 FC 析答 、早航軟件及早航地因昌入 O 終端的

存儲器 內，使移功終端借助占 O 終端的通信下載早航軟件及早航地因 。 或

者，服各器 106 提供 e e 接口，使移功終端 100 通迂 e e 05 下載早

航軟件及早航地因 。

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可以通迂下面丙神方式碉定 。 以用戶胸 其 口票力

例，門票銷售人員 利用外部控制 台 104 控制 O 終端 101 ，使 O 終端 101

保存析祇具休座位信息的門票信息，移功終端 100 通迂占 O 終端 101 的通

信，族取門票信息，井將 門票信息作力 目的位置信息昌入的其 FC 析答中。

或者，服各器 106 通迂 e e 05 O 終端 101 和 102 的位置信息共享

洽岡絡銷售服各器 107 ，若用戶迭捧通迂岡絡胸票，在下載門票信息時，岡

絡銷售服各器 107 將析祇具休座位信息的門票信息作力移功終端 100 目的位

置信息昌入移功終端 10 的 FC 析答中。

結合因 3 所示，因 4 力本友明另一奕施例的移功通信早航方法流程因，



本友明另一奕施例的方法包括

4 2 移功終端 100 迸入 終端 101 的感座 匹，O 終端 101 族取移

功終端 1 FC 析答的信息 其中，移功終端 1 FC 析答的信息至少 包括

移功終端 100 目的位置信息 。

5 S404 O 終端 101 將移功終端 100 目的位置信息占 自身的 O 終端

101 位置信息迸行比較，碉定比較結果是移功終端 100 目的位置信息占 O

終端 101 位置信息厲于不同地匹內，然后將所迷比較結果和全局尋航地因的

下載地址昌入 O 終端 10 FC 析答叱 其中， O 終端 10 FC 析答的

信息近包括 O 終端 101 位置信息 。

S406 移功終端 100 族取 O 終端 10 析答的信息，根搪所迷比

較結果及核下載地址下載所迷全局早航地因，在碉定移功終端安裝了所迷全

局早航地團和早航軟件的情況下，制定井瑜 出包括移功終端 100 目的位置信
息占 O 終端 101 位置信息的早航域路 。

本友明奕施例的技木方案使用戶在使用上更加方便，不合因力移功終端

5 在建筑物 內而受到限制 井且移功終端不需要預先安裝 GP 早航地因，可根
搪奕 阮需要下載相座的早航地因，操作 筒羊、炎活，使用成本比較低 另外，

采用服各器管理控制 O 終端的方式，使服各提供商更易于迸行后埃 的各神

操作 。

0 本友明奕施例的移功通信早航 系 統，包括 銷售 魚 O 終端和移功終端，

其中

所迷 O 終端改置成 族取移功終端近距禹通信 FC 析答的信息，根
搪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碉定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自身的 O

終端位置信息的比較結果，將所迷比較結果昌入 O 終端 FC 析答叱 其
5 中，所迷 O 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近包括所迷 O 終端位置信息

所迷移功終端改置成 族取所迷 O 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在碉定 自

身安裝了早航地團和早航軟件的情況下，制定井瑜 出包括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

位置信息占所迷 O 終端位置信息的早航域路 。



所迷 終端近可改置成 在族取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之后，根

搪所迷 FC 析答的信息碉定早航下載方案，將所迷早航下載方案昌入所迷

O 終端 FC 析答叱 其中，所迷早航下載方案 包括早航地因和/或早航軟

件的下載地址 所迷早航地因力全局早航地因或地匹早航地因或匹域早航地
乳 所迷移功終端近可改置成 在族取所迷 O 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之后，

根搪所迷早航下載方案下載早航地因和/或早航軟件 。

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 包括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 所迷 O

終端近可改置成 將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自身的 O 終端位置信息

迸行比較，井將比較結果昌入 O 終端 析答中。

所迷 O 終端近可改置成 若碉定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未包

括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則將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自身的 O 終

端位置信息的比較結果改置力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所迷 O 終端

位置信息厲于同一匹域，所碉定的早航下載方案至少 包括匹域早航地因的下

載地址 所迷移功終端近可改置成 根搪所迷匹域早航地因的下載地址下載

所迷匹域早航地因 。

相座地，本友明奕施例的 終端，其改置成 族取移功終端近距禹通

信 FC 析答的信息，根搪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碉定移功終端 目的

位置信息占 自身的 O 終端位置信息的比較結果，將所迷比較結果昌入 O

終端 FC 析答中，以使所迷移功終端族取所迷 O 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后，

制定井瑜 出包括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所迷 O 終端位置信息的早

航域路 其中，所迷 O 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近包括所迷 O 終端位置信

如因 5 所示，因 5 力本友明一奕施例的移功通信早航系 統示意 因，本友
明系 統奕施例 包括 終端 50 1 和移功終端 502，移功終端 502 在 O

終端 50 1 的感座 匹 內，其中，

O 終端 50 1，改置成 族取移功終端 502 FC 析答的信息 其中，所



迷移功終端 502 FC 析答的信息至少 包括移功終端 502 目的位置信息 將所

迷移功終端 502 目的位置信息占 自身的 終端 50 1位置信息迸行比較，井
將比較結果昌入 O 終端 50 FC 析答叱 其中，所迷 O 終端 50 FC

析答的信息近包括 O 終端 50 1位置信息

移功終端 502，改置成 族取 O 終端 50 FC 析答的信息，根搪所迷

比較結果，在碉定 自身安裝了早航地因和早航軟件的情況下，制定井瑜 出包

括移功終端 502 目的位置信息占 O 終端 50 1位置信息的早航域路 。

核 系 統奕施例近包括 服各器 503，改置成 保存早航地因及早航軟件，
通迂有域 /元域 內部岡絡或者 e e 岡絡，將早航軟件及早航地因昌入 O

終端 50 1 的存儲器 內 。

在核 系 統 奕施例 中，所迷 O 終端 50 1，近改置成 占所迷比較結果是
所迷移功終端 502 目的位置信息占所迷 O 終端 50 1位置信息厲于同一介地
匹的不同 匹域，碉定早航下載方案，近將所迷早航下載方案昌入所迷 O 終

端 50 FC 析答叱 其中，所迷早航下載方案 包括移功終端 502 目的位置信
息占 O 終端 50 1位置信息吋座的地匹早航地因的下載地址 ( 載地址 )

移功終端 502，近改置成 通迂仿 何 O 終端 50 1，根搪 下載地址下載所

迷地匹早航地乳 或者，通迂 e e 岡絡仿 何服各器 503，根搪 下載地
址下載所迷地匹早航地因 。

在核 系 統 奕施例 中，所迷 O 終端 50 1，近改置成 占所迷比較結果是
所迷移功終端 502 目的位置信息占所迷 O 終端 50 1 位置信息厲于不 同地
匹，碉定早航下載方案，近將所迷早航下載方案昌入所迷 O 終端 50 FC

析答叱 其中，所迷早航下載方案 包括全局早航地因的下載地址 ( 載地
址 ) 移功終端 502，近改置成 通迂仿 何 O 終端 50 1，根搪 下載地址

下載所迷全局早航地乳 或者，通迂 e e 岡絡仿 何服各器 503，根搪

下載地址下載所迷全局早航地因 。

如因 6 所示，因 6 力本友明另一奕施例的移功通信早航 系 統示意 因，本

友明系 統 奕施例 包括 O 終端 60 1 和移功終端 602 ，移功終端 602 在 O



終端 60 1 的感座 匹 內，其中，

終端 60 1，改置成 族取移功終端 602 近距禹通信 FC 析答的信息，
碉定移功終端 602 FC 析答的信息未包括移功終端 602 目的位置信息，則將

移功終端 602 目的位置信息占 自身的 O 終端 60 1位置信息的比較結果改置

力移功終端 602 目的位置信息占 O 終端 60 1位置信息厲于同一匹域 然后

根搪所迷比較結果及移功終端 602 FC 析答的信息碉定早航下載方案，將所

迷比較結果及所迷早航下載方案昌入 O 終端 60 1 FC 析答叱 其中，所

迷早航下載方案至少 包括匹域早航地因的下載地址 ( 載地址 ) ， O 終

端 60 1 FC 析答的信息近包括 O 終端 60 1位置信息

移功終端 602 ，改置成 族取 O 終端 60 1 FC 析答的信息，根搪所迷

比較結果及 載地址下載所迷匹域早航地因，在碉定移功終端 602 安裝了

所迷匹域早航地因和早航軟件的情況下，制定井瑜 出包括移功終端 602 目的

位置信息占 O 終端 60 1位置信息的早航域路 。

在核 系 統 奕施例 中，移功終端 602 FC 析答的信息近包括移功終端 602

是否安裝了早航軟件的析祇 P 終端 60 1近改置成 根搪移功終端 602 FC

析答的信息碉定移功終端 602 沒有安裝早航軟件，則所迷早航下載方案近包

括早航軟件的下載地址 ( 載地址 ) 移功終端 602 近改置成 根搪

載地址下載所迷早航軟件 。

核 系 統奕施例近包括 服各器 603 ，改置成 保存所迷匹域早航地因及

所迷早航軟件，通迂有域 /元域 內部 岡絡或者因特岡絡，將所迷匹域早航地因

及所迷早航軟件昌入 O 終端 60 1 的存儲器 內 。

在核 系 統 奕施例 中，移功終端 602 近改置成 通迂因特岡絡仿 何服各器

603 ，根搪 載地址下載所迷匹域早航地因，根搪 載地址下載所迷早

航軟件 。

上迷系 統 內各改各之同的信息交互、 執行迂程等 內容，由于占本友明方

法奕施例基于同一枸思，具休 內容可參几本友明方法奕施例中的釵迷，此赴



不再贅迷 。

吋于本友明系 統 奕施例的技木方案，可以使用戶在使用上更加方便，不

舍因力移功終端在建筑物內而受到限制 井且移功終端不需要預先安裝 GP

早航地因，可根搪奕 阮需要下載相座的早航地因，操作 筒羊、 炎活，使用成

本比較低 另外，采用服各器管理控制 終端的方式，使服各提供商更易

于迸行后埃的各神操作 。

通迂以上的奕施方式的描述，本領域的技木人員 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本友
明可借助軟件加必需的硬件平台的方式柬奕現，占然也可以全部通迂硬件柬
奕施，但很多情況下前者是更佳的奕施方式。 基于迷梓的理解，本友明的技

木方案吋背景技木做 出貢猷的全部或者部分可以 以軟件戶品的形 式休現 出

柬，核汁算札軟件戶品可以存儲在存儲介席中，如 RO 假A 、 磁碟、 光盎

等，包括若干指令用以使得一台汁算札改各 ( 可以是介人汁算札，服各器，

冬管本友明結合特定奕施例迸行了描迷，但是吋于本領域的技木人員 東

說，可以在不背 禹本友明的精神或范 園的情況下迸行修改和奕化 。 迷梓的修

改和奕化被視作在本友明的范 園和附加的杖利要求半范 園之內 。

工止奕用，生

本友明提供一神移功通信早航方法及系 統，使用戶在使用上更加方便，
不舍因力移功終端在建筑物 內而受到限制 井且移功終端不需要預先安裝

GP 早航地因，可根搪奕 阮需要下載相座的早航地因，操作 筒羊 、 炎活，使

用成本比較低 另外，采用服各器管理控制 終端的方式，使服各提供商

更易于迸行后埃 的各神操作



枝 利 要 求 半

1、 一神移功通信早航方法，核方法包括

移功終端迸入銷售 魚 終端的感座 匹， 終端族取移功終端近距禹

通信 FC 析答的信息

O 終端根搪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碉定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

置信息占 自身的 O 終端位置信息的比較結果，將所迷比較結果昌入 O

終端 FC 析答叱 其中，所迷 O 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近包括所迷 O

終端位置信息

移功終端族取所迷 O 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在安裝了早航地因和早

航軟件的情況下，制定井瑜 出包括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所迷 O 終

端位置信息的早航域路 。

2、 根搪杖利要求 1 所述的移功通信早航方法，其中

在 O 終端族取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之后，所迷方法近包括 O

終端根搪所迷 FC 析答的信息碉定早航下載方案，將所迷早航下載方案昌入
所迷 O 終端 FC 析答屯 其中，所迷早航下載方案 包括早航地因和/或早

航軟件的下載地址 所迷早航地因力全局早航地因或地匹早航地因或 匹域早

航地因

在移功終端族取所迷 O 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之后，制定井瑜 出包括

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所迷 O 終端位置信息的早航域路之前，所迷

方法近包括 移功終端根搪所迷早航下載方案下載早航地因和/或早航軟件 。

3 、 根搪杖利要求 2 所述的移功通信早航方法，其中

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 包括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

在 O 終端碉定比較結果，將所迷比較結果昌入 O 終端 FC 析答中

的步驟中，O 終端將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自身的 O 終端位置信
息迸行比較，井將比較結果昌入 O 終端 析答中。

4 、 根搪杖利要求 3 所述的移功通信早航方法，其中



在 終端碉定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自身的 終端位置信
息的比較結果的步驟中，若所碉定的比較結果是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

占所迷 O 終端位置信息厲于同一介地匹的不同 匹域，則在碉定年航下載方

案的步驟中，所碉定的早航下載方案 包括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O 終端

位置信息吋座的地匹早航地因的下載地址

在移功終端根搪所迷早航下載方案下載早航地因的步驟中，移功終端根

5 、 根搪杖利要求 3 所述的移功通信早航方法，核方法近包括

在 終端碉定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自身的 終端位置信
息的比較結果的步驟中，若所碉定的比較結果是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

占所迷 O 終端位置信息厲于不同地匹，則在碉定年航下載方案的步驟中，

，移功終端根

6、 根搪杖利要求 3 所述的移功通信早航方法，核方法近包括

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近包括移功終端是否安裝了早航地因的

析祇

在 終端碉定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自身的 終端位置信
息的比較結果的步驟中，若所碉定的比較結果是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

占所迷 O 終端位置信息厲于同一介匹域，且移功終端未安裝早航地因，則

在碉定早航下載方案的步驟中，所碉定的早航下載方案 包括移功終端 目的位

置信息占 O 終端位置信息吋座的匹域早航地因的下載地址

在移功終端根搪所迷早航下載方案下載早航地因的步驟中，移功終端根

7 、 根搪杖利要求 2 所述的移功通信早航方法，其中

在 終端碉定比較結果，將所迷比較結果昌入 終端 FC 析答中

的步驟中，若 O 終端碉定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未包括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則將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自身的 終端位置信息

的比較結果改置力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所迷 終端位置信息厲

于同一匹域 在碉定年航下載方案的步驟中，所碉定的早航下載方案至少 包

括匹域早航地因的下載地址

在移功終端根搪所迷早航下載方案下載早航地因的步驟中，移功終端根

8 、 如杖利要求 3 7 中任意一項所迷的方法，其中

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近包括移功終端是否安裝了早航軟件的

析祇

在碉定早航下載方案的步驟中，若 終端根搪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

答的信息，碉定移功終端沒有安裝早航軟件，則所碉定的早航下載方案 包括

早航軟件的下載地址

在移功終端根搪所迷早航下載方案下載早航軟件的步驟中，移功終端根
搪所迷早航軟件的下載地址下載所迷早航軟件 。

9、 根搪杖利要求 3 所迷的移功通信早航方法，其中

中，移功終端通迂因特岡仿 何服各器方式或 FC 侍瑜方式下載早航地因和/

或早航軟件 。

10 、一神移功通信早航 系 統，包括 銷售 魚 終端和移功終端，其中

所迷 O 終端改置成 族取移功終端近距禹通信 FC 析答的信息，根
搪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碉定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自身的 O

終端位置信息的比較結果，將所迷比較結果昌入 O 終端 FC 析答叱 其

中，所迷 O 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近包括所迷 O 終端位置信息

所迷移功終端改置成 族取所迷 O 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在碉定 自

身安裝了早航地因和早航軟件的情況下，制定井瑜 出包括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

位置信息占所迷 O 終端位置信息的早航域路 。

11、根搪杖利要求 10 所迷的移功通信早航系 統，近包括 服各器，其改



置成 保存早航地因及早航軟件，通迂有域 內部 岡絡或元域 內部岡絡或者因

特岡絡，將早航地因及早航軟件昌入所迷 O 終端的存儲器 內 。

12 、 根搪杖利要求 10 所迷的移功通信早航系 統，其中

所迷 O 終端近改置成 在族取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之后，根搪

所迷 FC 析答的信息碉定早航下載方案，將所迷早航下載方案昌入所迷 O

終端 FC 析答叱 其中，所迷早航下載方案 包括早航地因和/或早航軟件的

下載地址 所迷早航地因力全局早航地因或地匹早航地因或匹域早航地因

所迷移功終端近改置成 在族取所迷 O 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之后，

根搪所迷早航下載方案下載早航地因和/或早航軟件 。

13 、 根搪杖利要求 12 所迷的移功通信早航系 統，其中

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 包括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

所迷 O 終端近改置成 將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自身的 O

終端位置信息迸行比較，井將比較結果昌入 O 終端 FC 析答中。

14 、 根搪杖利要求 12 所迷的移功通信早航系 統，其中

所迷 O 終端近改置成 若碉定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未包括

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則將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 自身的 O 終端

位置信息的比較結果改置力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所迷 O 終端位

置信息厲于同一匹域，所碉定的早航下載方案至少 包括匹域早航地因的下載

地址

所迷移功終端近改置成 根搪所迷匹域早航地因的下載地址下載所迷匹

域早航地因 。

15 、 一神銷售 魚 O 終端，其改置成 族取移功終端近距禹通信 FC

析答的信息，根搪所迷移功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碉定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

占 自身的 O 終端位置信息的比較結果，將所迷比較結果昌入 O 終端 FC

析答中，以使所迷移功終端族取所迷 O 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后，制定井

瑜 出包括所迷移功終端 目的位置信息占所迷 O 終端位置信息的早航域路

其中，所迷 O 終端 FC 析答的信息近包括所迷 O 終端位置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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