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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7) Abstract: A file transmission system
includes a ile sending terminal, a file
receiving terminal, an instant messaging
(IM) server, a file relay policy server and
a file relay server There are also the
internal structures of the above file relay
policy server and IM server, as well as a
file transmission method By applying the
file transmission system and method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the file sending terminal
is able to send a file to the file relay policy
server of the IM system first even when the
file receiving terminal is not logged on the
IM system, the server forwards the file to
an appropriate file relay server, and the file
relay server,using its own file transmission
protocol, transmits the file through the
mobile communication system to a mobile
terminal which acts as the file receiving
terminal Therefore, it is very convenient
for a mobile user to transmit files, and the
experience of using mobile IM service for
the mobile user is enhanced

2 / FIG. 2

1 FILE RELAY SERVER
2 MULTIMEDIASHORT MESSAGE SERVER
3 EMAIL SERVER
4 FILE TRANSFER PROTOCOL SERVER
5 FILE RECEIVING TERMINAL
6 FILE RELAY POLICY SERVER
7 FILE SENDING TERMINAL
8 INSTANT MESSAGING SERVER

几鎂 頁



KE, KG, KM, KN, KP, KR, K , LA, LC, LK, LR, LS, SD, SL, SZ, TZ, UG, ZM, ZW), (AM, AZ, BY,
LT, LU, LY,MA, MD, ME, MG, MK, MN, MW, MX, KG, KZ, MD, RU, TJ, TM), (AT, BE, BG, CH,
MY, MZ, NA, NG, NI, NO, NZ, OM, PG, PH, PL, PT, CY, CZ, DE, DK, EE, ES, FI, FR, GB, GR, HR, HU, IE,
RO, RS, RU, SC, SD, SE, SG, SK, SL, SM, ST, SV, SY, IS, IT, LT,LU, LV,MC, MT, NL, NO, PL, PT, RO, SE,
TJ, TM, TN, TR, TT, TZ, UA, UG, US, UZ, VC, VN, SI, SK, TR), OAPI (BF, BJ, CF, CG, CI, CM, GA, GN,
ZA, ZM, ZW GQ, GW, ML, MR, NE, SN, TD, TG)

(84) 指定回 (除另有指 明 要求每 神可提供的地匹 本回阮公布 :
保打 ) : ARIPO (BW, GH, GM, KE, LS, MW, MZ, NA, — 包括 囤 仟栓索扳告

(57) 摘要

本友明公升了 神文件估愉 統，包括 文件友送終端 、 文件接收

終端 、 即吋通信 ( IM ) 服各器 、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以及文件中牲服各

器 。 本友明近公升了上述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和 IM 服各器的內部結枸

以及 神文件估愉方法 。 座用本友明所迷的文件估愉 統和方法，在文

件接收終端沒有登汞 IM 統的情況下，文件友送終端仍能將文件先友

送到 IM 統的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由核服各器將文件特友到這占的

文件中牲服各器上，由文件中牲服各器利用 身文件估愉枋 將文件通

迂移功通信 統估愉到作力文件接收終端的移功終端， 而大大方 了

移功用戶迸行文件估愉，增強 了移功用戶使用移功 IM 止各的休盼。



文件侍瑜 系統、裝置及方法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移功即吋通信 ( , a e ag g ) 技木，特別涉及

基于移功 技木的文件估愉 系統和方法，以及核文件估愉 系統中的文

件中侍決策服各器和 服各器 。

友明背景

目前，移功 技木是將移功通信技木均 技木相結合而友展起未

的一神即吋通信技木。 利用移功 技木，移功用戶可以通迂移功通信

系統登估 系統，均其他 已登估 系統的移功用戶估速即吋消息以及

因片 、 梧音、視頻 、 文本等文件，奕現移功用戶之同的各神即吋通信止

各。 然而在現什段，在移功用戶之同估速即吋消息以及因片 、 梧音、 視

頻 、 文本等文件的前提余件是作力友送方及接收方的移功用戶都必須 已

登估 系統，即必須 同吋即赴于 系統的在域狀怒，迷板大限制 了移

功 技木在移功通信 系統中的座用 。

友明內容

力了解決上迷技木同題，本友明提供了一神文件估愉 系統和方法，

以及在上迷文件估愉 系 統中使用的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和 服各器，

座用本友明所迷的文件侍愉 系 統和方法即使在作力文件接收終端的移

功用戶 尚未登汞 系統的情況下也能將文件伙已登估 系統的移功終

端估愉到核作力文件接收終端的移功終端 。

本友明奕施例所迷的文件侍瑜系 統 包括 文件友送終端 、 文件接收

終端 、 即吋通信 服各器 、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以及文件中牲服各器



其中，

服各器在收到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的查詢清求后，查詢文件接收

終端在 系統中升通的止各，井將查詢結果返回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

通的止各，碉定文件估愉方式，井將文件友送終端上估的待估愉文件特

友到均所碉定文件估愉方式吋座的文件中牲服各器

文件中牲服各器按照 自身的文件估褚

接收的待估愉文件友送到文件接收終端 。

本友明奕施例所迷的文件估愉方法包括

接收文件接收終端的杆祇信息以及待估愉文件的屬性信息

友送捐帶文件接收終端的杆祇信息的查詢清求到即吋通信 服各

器，查詢文件接收終端在 系統中升通的止各

根搪待估愉文件的屬性信息以及 服各器返回的核文件接收終端

在 系統中升通的止各碉定文件估愉方式

接收待估愉文件 以及

將所迷待估愉文件及文件接收終端的杆祇信息特友到均所碉定文件

估愉方式吋座的文件中牲服各器 。

本友明奕施例所迷的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包括

用戶接口模決，用于接收文件接收終端的杆祇信息以及待估愉文件

的屬性信息，及接收文件友送終端上估的待估愉文件

止各查詢模決，用于友送捐帶文件接收終端的杆祇信息的查詢清求

到即吋通信 服各器，查詢文件接收終端在 系統中升通的止各

文件估愉模式碉定模決，用于根搪待估愉文件的屬性信息以及止各

各碉定文件估愉方式



文件特友模決，用于將用戶接口模決接收的待估愉文件及文件接收

終端的杆祇信息特友到均文件估愉模式碉定模決碉定的文件估愉方式

吋座的文件中牲服各器 。

本友明奕施例所迷的 服各器，包括 止各查詢模決，用于在收

到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的查詢清求后，查詢文件接收終端在 系 統中

升通的止各，井將查詢結果返回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 。

由上述可以看出，本友明所提供的文件估愉方法沒有限制文件接收

終端必須 已登汞 系統，在文件接收終端沒有登汞 系統的情況下，

文件友送終端仍能將文件先友送到 系 統的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由

核服各器將文件特友到這占的文件中牲服各器上，由文件中牲服各器利

用 自身配置的文件估愉方式將文件通迂移功通信 系 統估愉到作力文件

接收終端的移功終端，伙而大大方便了移功用戶迸行文件估愉，增強 了

移功用戶使用移功 止各的休盼。

下面將通迂參照附囚祥細描迷本友明的示例性奕施例，使本領域的

普通技木人員 更清楚本友明的上迷及其它特征和仇魚，附囚中

囚 1 力座用移功 技木的移功通信 系統的筒化結枸示意囚

囚 2 力本友明奕施例所迷的文件估愉 系 統筒化結枸示意乳
囚 3 力本友明奕施例所迷的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 內部結枸示意乳

囚 4 力本友明奕施例所迷的文件估愉方法流程囚。

奕施本友明的方式

力使本友明的目的、 技木方茉更加清楚明自，以下參照附囚井奉奕

施例，吋本友明做迸一步祥細說明。



因 1 力座用移功 技木的移功通信 系統的筒化結枸示意因。如因 1

所示，核移功通信 系統 包括 至少丙介通迂移功 技木迸行即吋通信

的移功終端，例如移功終端 A 和移功終端 B，以及位于固同的 服各

器 。上迷移功終端 A 和移功終端 B 分別通迂 自身的移功通信 系 統接入到

位于固同的 服各器上，通迂核 服各器估速即吋消息 。 另外，力了

奕現移功通信用戶之同的文件估瑜，例如 囚片文件 、 戶音文件 、 視頻

文件以及文本文件等等多神美型文件的估愉，除了 服各器之外，上

迷座用移功 技木的移功通信 系統近座 占包括一介文件中特服各器，

用于在迸行即吋通信的移功終端之同，例如在因 1 所示的移功終端 A 和

移功終端 B之同，估愉上迷各神美型的文件 。

因 1 所示移功通信 系 統中的移功終端通迂 系 統估愉文件的迂程

主要包括 作力文件友送終端的移功終端先通迂 服各器均作力文件

接收終端的移功終端交互建立連接的各神信息，例如 文件中特服各器

的地址信息，包括因特同 ( P ) 地址和端 口青 文件中特服各器上祀汞

的房同信息，包括房同青，房同密胡等等 然后，再通迂上迷文件中特

服各器估愉文件 。

下面將結合因 1所示的移功通信 系統筒要說明移功終端 A 向移功終

端 B估愉文件的迂程，核迂程主要包括

1 ) 移功終端 A 通迂 服各器向移功終端 B友送估愉文件清求

2 ) 移功終端 B接收核估愉文件清求后，通迂 服各器向移功終端

A返回碉臥，表明移功終端 B 已婪收到移功終端 A友送的估愉文件清求

3 ) 移功終端 B 向文件中特服各器升房同，就是在文件中特服各器

的敖搪犀中增加一介房同祀汞，核祀汞中包含有力核房同祀汞分配的房

同信息 ( 包括房同青碉以及房間密胡 ) 以及文件友送終端即移功終端 A

的杆祇信息，然后將文件中特服各器的地址信息，以及所分配的房同信



息通迂 服各器估鈴移功終端 A

4 ) 移功終端 A 通迂所接收的文件中特服各器的地址信息坊同文件

中特服各器，井根搪所接收的房同信息均文件中特服各器上吋座的房同

祀汞建立瑕 系

5 ) 文件中特服各器通知移功終端 A 和移功終端 B 升始估愉文件

6 ) 移功終端 A 友送文件到文件中特服各器

7 )文件中特服各器接收文件，井將所接收的文件特友到移功終端 B。

伙上迷文件估愉迂程可以看出，在現什段，只有在迸行文件估愉的

丙介移功用戶均 已通迂移功終端登汞 系 統之后，才能在迷丙介移功

終端之同奕現文件的估愉，也就是說，通迂移功 技木奕現文件估愉

的前提余件就是迸行文件估愉的移功終端座 占均 已登汞 系統，即赴

于 系 統的在域狀怒 。 然而，在奕 阮座用 中，很多情況下迸行文件估

愉的移功用戶不一定同吋赴于 系 統的在域狀怒，例如，在文件友送

終端欲估送文件鈴文件接收終端吋，文件接收終端可能井沒有登估

系統，即赴于 系統的禹域狀怒，迷梓將早致 系統元法將文件成功

估愉到文件接收終端，因而板大地降低了用戶使用移功 止各估愉文

件的休盼，也板大限制 了移功 止各在移功通信 系統中的座用 。

力了解決現有技木中文件估愉迂程存在的同題，本友明的奕施例提

供了一神文件估愉 系統，即使在作力文件接收終端的移功終端沒有登估

系 統的情況下，已登汞 系統的移功終端仍能將文件估送鈴核作力

文件接收終端的移功終端 。

因 2 力本奕施例所迷的文件估愉 系統的內部結枸示意因。 伙因 2 可

以看出，在本奕施例 中，所迷文件估愉 系統主要包括 迸行文件估愉的

移功終端， 服各器，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和文件中牲服各器 。

其中，迸行文件估愉的移功終端 包括作力文件友送終端的已登估



系統的移功終端和作力文件接收終端的尚未登估 系統的移功終端 。

力了描述方便，下文將分別使用文件友送終端和文件接收終端未代表上

本奕施例 中，在文件友送終端欲估愉文件鈴文件接收終端吋，將首

先查詢文件接收終端的狀怒，即是否登汞了 系統，若已婪登汞了

系統，則利用現有的文件估愉方法將文件估偷鈴文件接收終端 。 若文件

接收終端沒有登汞 系統，則文件友送終端首先將向 服各器友送禹

域文件估愉清求，以萊取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的地址信息，至少 包括其

P 地址和端 口青。 然后，文件友送終端根搪所接收的文件中特策略服各

器的地址信息均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建立連接，將文件接收終端的杆祇

信息以及待估愉文件的屬性信息友送鈴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其中，上

述文件接收終端的杆祇信息包括 文件接收終端的 青碉 或者文

件接收終端的移功屯祐青碉 待估愉文件的屬性信息 包括 文件的美型 、

大小以及名你等。 此后，文件接收終端再根搪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的提

示迭捧這合的文件估愉方式，井將所迭捧的文件估愉方式和待估愉文件

友送給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其中，文件估偷方式可以 包括多神奕現文

件估愉的方式，例如多媒休短消息 ( S ) 方式，屯子部件 ( e a )

方式止各或文件估愉枋汶 ( FTP ) 方式等等 。 最后，文件中特策略服各

器將接收的待估愉文件以及文件接收終端的杆祇信息特友到均文件友

送終端所反償的文件估愉方式吋座的文件中姓服各器，由核文件中牲服

各器通迂 自身的文件估愉方式將待估愉文件友送鈴文件接收終端 。 需要

說明的是，如果文件友送終端 已知中特策略服各器的地址信息，則元需

向 服各器清求中特策略服各器的地址信息，而可以直接均文件中特

策略服各器建立連接，將文件接收終端的杆祇信息以及待估愉文件的屬

性信息友送鈴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 。



具休而言，本奕施例所迷的 服各器除了完成現有所有的 功能

之外，近迸一步用于奕現如下功能

首先，接收未 自文件友送終端的禹域文件估愉清求，井將中特策略

服各器的地址信息，包括 P 地址和端 口青，返回文件友送終端

其次，接收未 自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的查詢清求，根搪所迷查詢清

求中捐帶的文件接收終端的杆祇信息，例如文件接收終端的 青碉

或移功屯祐青碉，查詢核文件接收終端在 系統中升通的止各，例如，

S 止各，e a 止各或 FTP 止各等，井將查詢結果返回文件中特策略

服各器 。 需要說明的是，如果查詢清求中捐帶的文件接收終端的杆祇信

息伏包括文件接收終端的移功屯祐青碉，則需要文件接收終端預先升通

了將其移功屯祐青碉均 自身 青碉綁定的止各，迷梓， 服各器在接

收端文件接收終端的移功屯祐青碉之后，即可以得到其 青碉，伙而

迸一步根搪文件接收終端的 青碉查詢吋座核 青碉的即吋通信用戶

在 系統中升通的止各。

本奕施例所迷的文件、

文件接收終端的杆祇信息以及待估愉文件的屬性信息，井根搪接收的文

件接收終端的杆祇信息，如文件接收終端的 青碉 或移功屯祐青

碉，友送捐帝文件接收終端的杆祇信息的查詢清求到 服各器，查詢

文件接收終端在 系統中升通的止各 然后，再根搪待估愉文件的屬

性信息以及 服各器返回的核文件接收終端在 系統中升通的止各生

捧一神文件估愉方式 最后，將以文件友送終端接收的待估愉文件以及

文件接收終端的杆祇信息特友到均文件友送終端所反償的文件估愉方

式吋座的文件中牲服各器 。 除了待估愉文件以及文件接收終端的杆祇信

息之外，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近可以迸一步將文件友送終端的杆祇信息



也友送到均所碉定文件侍愉方式吋座的文件中牲服各器，以通知文件接

收終端文件友送終端的信息 。

在奕 仟座用 中，力了筒化文件友送終端均文件中特測量服各器之同

的交互流程，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在茨得文件接收終端在 系 統中升

通的止各后，可以直接根搪文件的矣型 以及文件接收終端在 系統中

升共的止各直接迭捧一神這合的文件估瑜方式，而不需要生成上述文件

估愉方式列表，也不需要由文件友送終端伙所生成的列表中迭捧一神文

件估愉方式。 例如，若文件接收終端支持 S 方式、 e a 方式以及

FTP 方式，則吋于囚片 、 梧音以及視頻文件，可以碉定通迂 S 方式

估愉，吋于其他矣型的文件則可以碉定通迂 e a 方式或 FTP 方式估愉 。

在送神情況下，在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碉定了文件估愉方式之后，將友

送文件估愉清求到文件友送終端，提示文件友送終端將待估愉文件上估

到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再將接收的待估愉文件，文件友送終端的杆祇

信息以及文件接收終端的杆祇信息特友到均所碉定的文件估愉方式吋

座的文件中牲服各器 。 此吋，文件友送終端也不需要迭捧文件估愉的方

式，而直接根搪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的提示，將待估愉文件直接上估到

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即可。 叉或者文件友送終端也可以在友送待估愉文

件屬性信息的同吋將待侍愉文件上估到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迷梓，在

件特友到均所碉定文件侍愉方式吋座的文件中牲服各器上了，而不需要

清求文件友送終端上估待估愉文件 。

吋于上迷几神奕施方式，若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在茨知文件接收終

端在 系 統升通的止各后友現沒有這合的估愉方式可以用于估愉所迷

待侍愉文件，例如，文件接收終端未在 系統中升通任何可以用于侍

愉文件的止各，或者文件接收終端只升通 了 S 止各，而待估愉文件



的美型不能作力 S 估愉，則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將向文件友送終端

返回文件估愉失敗的提示，井可以迸一步捐帝文件估愉失敗的原 因 。

估愉文件的服各器，例如 S 服各器，e a 服各器以及 FTP 服各器

等等。 在碉定了文件估愉方式之后，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將迭捧均所碉

定的文件估愉方式吋座的文件中牲服各器未估愉所迷待估愉文件 。 例

如，若碉定采用 S 方式估愉所迷待估愉文件，則文件中特策略服各

器將伙文件友送終端接收的待估愉文件，文件友送終端的杆祇信息以及

文件接收終端的杆祇信息特友到 S 服各器 若碉定采用 e a 方式

估愉所迷待估愉文件，則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將伙文件友送終端接收的

待估愉文件，文件友送終端的杆祇信息以及文件接收終端的杆祇信息特

友到 e a 服各器 若碉定采用 FTP 方式估愉所迷待估愉文件，則文件

中特策略服各器將伙文件友送終端接收的待估愉文件，文件友送終端的

杆祇信息以及文件接收終端的杆祇信息特友到 FTP 服各器．

愉文件以及文件接收終端的杆祇信息后，將根搪文件接收終端的杆祇信

息按照 自身的文件估愉枋汶將待估愉文件友送到文件接收終端 。 若文件

中牲服各器迸一步接收到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特友的文件友送終端的

杆祇信息，則將舍迸一步將接收到的文件友送終端的杆祇信息友鈴文件

接收終端，以通知文件接收終端文件友送終端的信息 。 具休未非，若采

用 S 方式估愉所迷待估愉文件，則 S 服各器將所接收的因片 、

梧音以及視頻等文件承載在多媒休短消息中，友送鈴文件接收終端 若

采用 e a 方式估愉所迷待估愉文件，則 e a 服各器將接收的待估愉文

件作力 e a 的附件友送鈴文件接收終端 若采用 FTP 方式估愉所迷待

估愉文件，則 FTP 服各器將均文件接收終端建立 FTP 連接，通迂 FTP



方式將所接收的待估愉文件友送鈴文件接收終端 。

此后，文件的接收方將舍收到 S 或者 e a X或者 FTP 連接清

求，伙而接收到文件友送終端估愉的文件 。

力了奕現上述技木方案，本友明的奕施例近提供了一神中特策略服

各器，其內部結枸如因 3 所示，主要包括

用戶接口模決，用于接收文件接收終端的杆祇信息以及待估愉文件

的屬性信息 向文件友送終端愉 出文件估愉方式列表，井接收文件友送

終端返回的文件估愉方式以及待估愉文件

止各查詢模決，用于友送攜帝文件接收終端的杆祇信息的查詢清求

到 服各器，查詢文件接收終端在 系 統中升通的止各

文件估愉模式碉定模決，用于根搪待估愉文件的屬性信息以及止各

各生成文件友送終端可以迭捧的文件估愉方式列表，井通逆用戶接口模

決友送到文件友送終端，及通逆用戶接口模決接收移功用戶迭捧的文件

估愉模式 或者在檢測到沒有可用的文件估愉方式吋，提示文件友送終

端文件估愉失敗，井可以迸一步提示文件估愉失敗的原軋
文件特友模決，用于將用戶接口模決接收的待估愉文件及文件接收

終端的杆祇信息特友到均文件估愉模式碉定模決碉定的文件估愉方式

吋座的文件中牲服各器 。 文件特友模決近可以迸一步將文件友送終端的

杆祇信息友送到吋座的中牲服各器，以通知文件友送終端的信息 。

作力替代方案，上述文件估愉模式碉定模決可以直接根搪待估愉文

件的美型 以及止各查詢模決接收的 服各器返回的核文件接收終端在

系統中升通的止各碉定一神這合的文件估愉方式，井通逆用戶接口

模決提示用戶上估待估愉文件 而在檢測到沒有用的文件估愉方式吋，

提示文件友送終端文件估愉失敗，井可以迸一步提示文件友送終端文件



估愉失敗的原 因。 在送神情況下，用戶接口模決將不再向文件友送終端

愉 出文件估愉方式列表，也不再接收文件友送終端返回的文件估愉方

式，而伏提示文件友送終端上估待估愉文件，井接收其上估的待估愉文

件，叉或者用戶接口模決元需提示文件友送終端上估待估愉文件，而直

接接收文件友送終端上估的待估愉文件 。

本友明的奕施例近提供了 服各器的內部結枸，除了奕現現有

服各器功能的功能模決之外，本奕施例 中的 服各器近包括 止各查

詢模決，用于在收到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的查詢清求后，查詢文件接收

終端在 系統中升通的止各，井將查詢結果返回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 。

此外，上述 服各器近可以迸一步包括 地址查詢模決，用于接收未

自文件友送終端的禹域文件估愉清求，井將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的地址

信息友送到文件友送終端 。

本友明的奕施例近鈴出了在上述文件估偷系 統中迸行文件估愉的方

法，核方法的主要迂程如囚 4 所示。 下面將結合囚 2 和 4 詳細說明本奕

施例所迷的文件估愉方法。

如囚 4 所示，核文件估愉方法主要包括

步驟 401 文件友送終端在查詢得出文件接收終端赴于禹域狀怒后

向 服各器友送禹域文件估愉清求。

步驟 402 服各器收到所迷禹域文件估愉清求之后，向文件友送

終端返回文件中特決策服各器的 P 地址和端 口青。

如前所迷，如果文件友送終端 已知中特策略服各器的地址信息，則

元需執行上述步驟 401 和 402，而可以直接執行如下的步驟 403

步驟 403 文件友送終端將所述文件的屬性信息和文件接收終端的

地址信息友送鈴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 。

步驟 404 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接收到文件接收終端的地址信息之



后，向 服各器查詢核文件接收終端在 服各器上升通的止各，例如

是否升通 了 S 止各、 e a 止各或者 FTP 等可以用于估愉文件的止

各，然后再根搪待估愉文件的屬性信息生成文件友送終端可以使用的文

件估愉方式列表，井提供鈴文件友送終端以供其迭捧。

步驟 405 文件友送終端將所迭捧的估愉文件的方式以及待估愉的

文件友送洽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 。

在本步驟中，用戶可以迭捧通迂 S 方式，e a 方式或者 FTP

方式估愉所迷待估愉文件 。

如上所迷，作力第一神替代方茉，可以采用如下步驟 4041 和 4051

作力上述步驟 404 和 405 的替代步驟

步驟 4041 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接收到文件接收終端的地址信息之

后，向 服各器查詢核文件接收終端在 服各器上升通的止各，然后

再根搪待估愉文件的屬性信息碉定文件估愉方式，井提示文件友送終端

上估待估愉文件

步驟 4051 文件友送終端將待估愉的文件友送鈴文件中特策略服各

作力第二神替代方茉，可以采用如下步驟 4032 4042 以及 4052 作

力上述步驟 403 405 的替代步驟

步驟 4032 文件友送終端將所述文件的屬性信息 、文件接收終端的

地址信息以及待估愉的文件友送鈴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

步驟 4042 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接收到文件接收終端的地址信息之

后，向 服各器查詢核文件接收終端在 服各器上升通的止各，然后

再根搪待估愉文件的屬性信息碉定文件估愉方式

步驟 4052 文件友送終端將所迭捧的侍愉文件的方式以及待侍愉的

文件友送鈴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 。



步驟 406 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將待估愉文件特友到均所碉定文件

估愉方式吋座的文件中牲服各器，由所迷文件中牲服各器按照 自身的文

件估愉方式將所迷待估愉文件估愉到文件接收終端 。

在本步驟中，若碉定采用 S 方式估愉所迷文件，則文件中特策

略服各器將所迷待估愉文件特友到作力中牲服各器的 S 服各器，

S 服各器將接收的因片 、 梧音以及視頻等文件承載在多媒休短消息

中，友送鈴文件接收終端 若碉定采用 e a 方式估愉所迷文件，則文

件中特策略服各器將所迷待估愉文件特友到作力中牲服各器的 e a 服

各器，e a 服各器將接收的待估愉文件作力 e a 的附件友送鈴文件接

收終端 若碉定采用 FTP 方式估愉所迷文件，則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將

所迷待估愉文件特友到作力中牲服各器的 FTP 服各器，FTP 服各器將均

文件接收終端建立 FTP 連接，通迂 FTP 方式將所接收的待估愉文件友送

鈴文件接收終端 。 更迸一步若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碉定沒有這合的文件

估愉方式可供迭捧，則將提示文件友送終端文件估愉失敗，井可以迸一

步提示文件友送終端文件估愉失敗的原 因。

通迂上迷本友明奕施例所迷的文件估愉 系統和方法可以看出，本友

明奕施例所提供的文件估愉 系 統及方法沒有限制文件接收終端必須 已

登汞 系 統，也就是說，在文件接收終端沒有登汞 系 統的情況下，

文件友送終端仍能通迂 系統以 S e a 或者 FTP 等可以估愉文

件的方式將文件友送鈴文件的接收方，大大方便了移功用戶迸行文件估

愉，增強 了移功 止各的休盼。

以上所迷伏力本友明的較佳 奕施例而 已，井不用 以限制本友明，凡

在本友明的精神和原則之札 所作的任何修改、 等同替換 、 改迸等，均

座 包含在本友明的休妒范固之內 。



枚利要求半

1、 一神文件估愉 系 統，其特征在于，包括 文件友送終端 、 文件

接收終端 、 即吋通信 服各器 、 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以及文件中牲服

各器 其中，

服各器在收到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的查詢清求后，查詢文件接

收終端在 系統中升通的止各，井將查詢結果返回文件中特策略服各

通的止各，碉定文件估愉方式，井將文件友送終端上估的待估愉文件特

友到均所碉定文件估愉方式吋座的文件中牲服各器

文件 中牲服各器按照 自身 的文件估愉枋汶將伙文件 中特策略服各

器接收的待估愉文件友送到文件接收終端 。

2、根搪杖利要求 1 所迷的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迷 服各器迸一

步用于接收未 自文件友送終端的禹域文件估愉清求，井將文件中特策略

服各器的地址信息友送到文件友送終端 。

3 、 根搪杖利要求 1 所迷的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迷文件中特策略

服各器迸一步用于根搪伙文件友送終端接收的待估愉文件的屬性信息

愉方式列表，將生成的文件估愉方式列表友送到文件友送終端供其伙中

迭捧一神文件估愉方式，井根搪文件友送終端的迭捧結果碉定文件估愉

方式。

4、 根搪杖利要求 1 所迷的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迷文件中特策略

服各器迸一步用于在碉定沒有可用的文件侍瑜方式吋，提示文件友送終

端文件估愉失敗。



5 、 根搪杖利要求 1 所迷的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述文件中牲服各

器包括

多媒休短消息 S 服各器，用于將以文件中待策略服各器接收的

待估愉文件作力 S 友送到文件接收終端 和/或

屯子部件 e a 服各器，用于將以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接收的待估

偷文件作力屯子部件的附件友送到文件接收終端 和/或

多媒休短消息 FTP 服各器，用于均文件接收終端建立 FTP 連接，通

迂 FTP 方式將以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接收的待估愉文件友送到文件接

收終端 。

6、 一神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其特征在于，包括

用戶接口模決，用于伙文件友送終端接收文件接收終端的杆祇信

息 、 待估瑜文件的屬性信息及待估瑜文件

止各查詢模決，用于友送攜帝文件接收終端杆砍信息的查詢清求到

即吋通信 服各器，查詢文件接收終端在 系統中升通的止各

文件估愉模式碉定模決，用于根搪待估愉文件的屬性信息以及由止

各碉定文件估愉方式

文件特友模決，用于將用戶接口模決接收的待侍愉文件及文件接收

終端的杆祇信息特友到均文件估愉模式碉定模決硝定的文件估愉方式

吋座的文件中牲服各器 。

7 、 根搪杖利要求 6 所迷的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其特征在于，所

迷文件估愉模式碉定模決迸一步用于根搪待估愉文件的屬性信息以及

的止各生成文件友送終端可以迭捧的文件侍愉方式列表，通逆用戶接口

模決友送到文件友送終端供文件友送終端伙中迭捧一神文件估愉方式，



井根搪文件友送終端的迭捧結果碉定文件估愉方式。

8 、 根搪杖利要求 6 所迷的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其特征在于，所

迷文件估愉模式碉定模決迸一步用于在碉定沒有可用 的文件估愉方式

吋，提示文件友送終端文件估愉失敗。

9、 一神即吋通信 服各器，其特征在于，包括

止各查詢模決，用于在收到文件中特策略服各器的查詢清求后，查

詢文件接收終端在 系 統中升通的止各，井將查枸結果返回文件中特

策略服各器 。

10 、根搪杖利要求 9 所迷的 服各器，其特征在于，迸一步包括

地址查詢模決，用于接收未 自文件友送終端的禹域文件估愉清求，

、 一神文件估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伙文件的友送終端接收文件接收終端的杆祇信息 、待估愉文件的屬

性信息及待估愉文件

友送攜帝文件接收終端的杆祇信息的查詢清求到即吋通信 服各

器，查詢文件接收終端在 系 統中升通的止各

根搪待估愉文件的屬性信息以及 服各器返回的文件接收終端在

系統中升通的止各碉定文件估愉方式 以及

件估愉方式吋座的文件中牲服各器，由所迷文件中姓服各器將所迷待估

愉文件特友到文件接收終端 。

12 、 根搪杖利要求 11 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根搪待估愉

文件的屬性信息以及 服各器返回的核文件接收終端在 系統中升通

的止各碉定文件侍愉方式包括

根搪待估愉文件的厲性信息以及 服各器返回的核文件接收終端



在 系統中升通的止各生成文件估愉方式列表

將所生成的文件估愉方式列表友送到文件友送終端，供文件友送終

端伙中迭捧一神文件估愉方式 以及

根搪文件友送終端的迭捧結果碉定文件估愉方式。

13 、 根搪杖利要求 11 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迸一步包括 在

碉定沒有可用的文件估愉方式吋，提示文件友送終端文件估愉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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