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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涉及岡絡技木 具休公升了 神敖搪赴理方法、裝置及 統 其中敖搪赴

理方法包括 敖搪友布源將敖搪友送洽中特服各器 中特服各器將所迷敖搪友
送鈴占所迷中特服各器有連接的第 客戶端 所迷第 客戶端將所迷敖搪友送

洽占所迷第 客戶端有連接的第二客戶端 。相座的迂提供了敖搪赴理裝置及
統 。



敖搪赴理方法、裝置及系統
本 申晴要求 于 2007 年 9 月 27 日提 交 中 固 寺 利 局 、 申晴青力

20071015 171 1．9 、友明名妳力 "教搪赴理方法 、 裝置及系統 " 的中固寺利申晴
的仇先杖，其全部 內容通迂引用結合在本申晴中。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教搪侍偷技木，具休涉及教搪赴理方法、 裝置及系統 。

背景技木
隨看寬帶技木的友展，互瑕同用戶接入互瑕同的帶寬越未越寬，因而互瑕

同用戶在互瑕同上除了可以接收侍統的文字、囤片信息外，近可以接收吋帶寬

要求較高的音頻和/或視頻信息，伙而使互瑕同用戶 能移伙互瑕同上萊得更多

的信， 由于音視頻信息能移更直現的侍迷信息，在互瑕同上的座用也越未越

普遍 。

現在互瑕同上的音視頻信息共享 系 統一般是采用客戶端 /服各器 ( C/S

C e /Se ve ) 方式，所有的客戶端都直接占服各器建立連接，直接接收未 自

服各器的教搪 共享教搪的同絡市魚直接將教搪友送洽服各器，由服各器直接
采用戶播的方式，將教搪特友洽所有占之建立連接的客戶端，使客戶端萊得相
座的教搪 其中，共享教搪的同絡市魚可以是同絡中任一市魚，也可以是所迷

服各器本身 。

由于互瑕同上的信息測咒量比較大，因而在視頻信息共享系統采用 C/S 方

式忖，如果客戶端教量比較多 ，服各器需要直接向所有客戶端戶播教搪，舍早

致服各器的帶寬被大量 占用，迂大的增加服各器的赴理 負 荷 井且吋服各器的

要求較副 伙而早致服各器投入成本副 堆妒成本也較高 。

友明內容
本友明奕施例的目的是提供教搪赴理方法、裝置及系 統，解決服各器的帶

寬被大量 占用，迂大地增加服各器的赴理 負 荷的問題。

本友明奕施例的 目的是通迂以下技木方茉 奕現的

接收教搪友布源友送的數搪
將所迷教搪友送鈴第一客戶端

通迂第一客戶端將所迷數搪友送洽第二客戶端 。



或者通迂以下技木方茉 奕現

通迂中特服各器接收教搪友布源友送的教搪

將所迷教搪友送洽第二客戶端 。

本友明奕施例近提供了一神教搪赴理裝置，包抬

教搪杯祇接收羊元，用于接收教搪杯祇

判晰羊元，用于判晰是否俸存有占所迷教搪杯祇吋座的教搪

晴求消息友送羊元，用于在沒有俸存占所迷教搪杯祇吋座的教搪忖，向友

送所迷教搪杯祇的同絡 奕休，友送晴求所迷教搪杯祇吋座的教搪的晴求消息

教搪接收羊元，用于接收未 自所迷同絡 奕休的占所迷教搪杯祇吋座的教

搪

教搪俸存羊元，用于俸存所迷教搪 。

本友明奕施例近提供了一神教搪赴理 系 統，包抬教搪友布源和中特服各

器，其中

所迷教搪友布源，用于在萊取教搪后，改置所迷教搪的教搪杯祇，友送所

迷教搪杯祇 接收未 自所迷中特服各器的晴求消息一，向所迷中特服各器友送

所迷教搪，所迷晴求消息一晴求所迷教搪杯祇吋座的教搪

中特服各器，用于接收所迷教搪杯祇 如果沒有俸存有占所迷教搪杯祇吋
座的教搪，向所迷教搪友布源友送晴求所迷教搪杯祇吋座的教搪的晴求消息

一 接收井俸存所迷教搪 。

伙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以上技木方茉可以看出，由于本友明奕施例增加了

教搪杯祇，在侍偷教搪忖，先侍偷教搪杯祇，只有在接收到晴求教搪杯祇吋座

的教搪的晴求消息后，才友送相座的教搪，伙而使服各器不需要直接向客戶端

戶播教搪 井且在本友明奕施例 ，客戶端之同采用 2 方式建立連接，伙而

使服各器只需要向部分客戶端友送教搪，就能促使教搪在整介同絡中侍偷，伙
而降低了服各器的赴理 負 荷，也不舍迂多 的占用服各器的帶亂 伙而可以采用

一般的服各器就可以 奕現，使服各器的投入成本低，相座的堆妒成本也低 。。

附因說明



囤 1 力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同絡架枸囤

囤 2 力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教搪友送方法奕施例的流程乳
囤 3 力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教搪赴理方法奕施例的流程乳
囤 4 力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教搪赴理裝置奕施例一的結枸乳
囤 5 力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教搪赴理裝置奕施例二的結枸乳
囤 6 力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教搪赴理 系 統奕施例的結枸囤 。

具休奕施方式
力使本友明的目的、技木方茉 、及仇魚更加清楚明自，以下參照附囤井奉

奕施例，吋本友明迭一步祥細說明。

力了使客戶端不直接采用 C/S 方式占服各器建立連接，本友明奕施例提出

了一神新的同絡架枸，如囤 1 所示，服各器占 介客戶端 ( 客戶端 1， ，客

戶端 ) 使用占現有技木相同的 C/S 方式建立連接，即服各器可以 同忖占 介

客戶端建立連接，其中 的教值可以 由服各器根搪 自身的赴理能力以及帶寬改
置，占服各器直接連接的客戶端力第一客戶端 上迷的 介客戶端占其他的客
戶端 ( 客戶端 + ， ，客戶端 + ，客戶端 + + ， ，客戶端 + + )

之同采用魚吋魚 ( P2P Pee 几 Pee ) 方式建立連接，不占中特服各器直接連

接而占第一客戶端連接的客戶端力第二客戶端 、 第三客戶端 、 第四客戶端等
囤 1 中仗描迷了客戶端之同的部分連接，在奕 阮座用 中客戶端之同的連接教量

可能比較多 ，板端的情況可以是任意 丙介客戶端之同都建立連接
在奕 阮座用 中，服各器井不是固定占哪些客戶端采用 C/S 方式建立連接

在客戶端需要接入忖，可以伙服各器或其他同絡市魚萊得可以連接的客戶端的

信息，伙而仇先占客戶端采用 P2P 方式建立連接，只有在沒有其他客戶端可以

連接忖，才直接占服各器采用 C/S 方式建立連接 因而在奕 阮座用 中，呈然服
各器可以占 介客戶端建立連接，但是一般都只舍占少于 的教量介客戶端建

立連接，迷梓就可以碉俸占某介客戶端不能占其他客戶端連接忖，可以占服各

器建立連接 。

由于在迷神同絡架枸下服各器不能采用戶播的方式將教搪友送洽所有的

客戶端，因而本友明奕施例一神教搪友送的方法，如囤 2 所示，包抬如下步驟

步驟 201 、 接收教搪杯祇，判晰是否俸存有占教搪杯祇吋座的教搪



教搪杯祇占教搪吋座，每介教搪杯祇吋座看羊狄的一介教搪 在奕 阮座用

叱 在教搪的大小較大忖，就可以將教搪分成教搪決分升友送，此忖需要力每
介教搪決分配一介教搪決杯祇 教搪決的大小可以根搪需要由系統改置，例如
可以 由系統預置一介杯准的教搪大小，大于迷介杯准教搪的都要分成教搪決

其 ，侍偷教搪杯祇 占用的帶寬比侍偷教搪 占用的帶寬要小，所以在某介同絡

市魚 已努有 了某介教搪或教搪決忖，則不需要再向核市魚友送相座的教搪或教

搪決，伙而市省帶寬資源

在接收到教搪杯祇后，判晰是否 已努俸存了占教搪杯祇吋座的教搪，如果

俸存了相座的教搪，則不用咱座接收到的教搪杯祇 其叱 判晰是否 已努俸存

教搪杯祇，此神情況追用 同塔中各介市魚采用相 同的教搪杯祇生成方式的情

況 如果俸存了教搪后近俸存了相座的教搪杯祇，則可以通迂判晰是否俸存了

相座的教搪杯祇未判晰是否俸存了教搪
步驟 202 、如果沒有俸存占教搪杯祇吋座的教搪，向友送教搪杯祇的同絡

奕休友送晴求教搪杯祇吋座的教搪的晴求消息

如果沒有俸存占教搪杯祇吋座的教搪，則需要萊取相座的教搪 具休可以

向友送核教搪杯祇的同絡奕休友送晴求消息，核晴求消息中至少拐帶有教搪杯

祇 其叱 晴求消息的具休奕現根搪不同的同絡枕汶舍有不吼 井且本說明半

中使用晴求消息迭行描迷只是力了描迷方便，井不枸成吋核消息名妳的限定

步驟 203 、 接收井俸存未 自所迷同絡奕休的占教搪杯祇吋座的教搪

友送教搪杯祇的同絡奕休接收到晴求消息后，舍根搪教搪杯祇友送吋座的

教搪，因而需要接收井俸存未 自所迷同絡奕休的占教搪杯祇吋座的教搪

伙上可知，由于本奕施例增加了教搪杯祇，在侍偷教搪忖，先侍偷教搪杯

祇，只有在接收到晴求教搪杯砍吋座的教搪的晴求消息后，才友送相座的教搪，

伙而使服各器不需要直接向客戶端戶播教搪 。

在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教搪友送方法的基咄上，本友明提供的教搪赴理方

法奕施例如囤 3 所示，包抬如下步驟

步驟 30 1、 敖搪友布源將敖搪友送洽中特服各器

其叱教搪友布源可以采用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教搪赴理方法所提供的赴



理流程，在敖搪友布源萊取了敖搪后，可以采用如下流程將敖搪友送洽中特服
各器

敖搪友布源向中特服各器友送占敖搪吋座的敖搪杯祇

敖搪友布源接收到未 自中特服各器的晴求消息，核晴求消息晴求敖搪杯祇

吋座的敖搪

敖搪友布源向所迷中特服各器友送敖搪

步驟 302 、 中特服各器將敖搪友送洽占中特服各器有連接的第一客戶端

第一客戶端占中特服各器可以采用 C/S 的方式連接 其叱 中特服各器萊

取了敖搪后，可以采用如下流程將敖搪友送洽第一客戶端

中特服各器向所迷第一客戶端友送敖搪杯祇

中特服各器接收到未 自第一客戶端的晴求消息，核晴求消息晴求敖搪杯祇

吋座的敖搪

中特服各器向第一客戶端友送敖搪
步驟 303 、 第一客戶端將敖搪友送洽占第一客戶端有連接的第二客戶端

第二客戶端占第一客戶端可以采用 P2P 的方式連接 在奕 阮座用 ，第一
客戶端可以迭一步將敖搪友送洽第三客戶端 、第四客戶端等，第一客戶端可以

將敖搪友送洽任一占之有連接的客戶端 其 ，第一客戶端可以采用如下流程

將敖搪友送洽第二客戶端

第一客戶端向第二客戶端友送敖搪杯祇
第一客戶端接收到未 自第二客戶端的晴求消息，核晴求消息晴求敖搪杯祇

吋座的敖搪
第一客戶端向第二客戶端友送敖搪

伙上可知，在本奕施例 ，由于增加了敖搪杯祇，在侍偷敖搪忖，先侍偷

敖搪杯祇，只有在接收到晴求敖搪杯祇吋座的敖搪的晴求消息后，才友送相座

的敖搪，伙而使服各器不需要直接向客戶端戶播敖搪 客戶端之同采用 P2P

方式建立連接，伙而使服各器只需要向部分客戶端友送敖搪，就能促使敖搪在

整介同絡中侍偷，伙而降低了服各器的赴理 負 荷，也不舍迂多 的占用服各器的

帶亂 伙而可以采用一般的服各器就可以 奕現，使服各器的投入成本低，相座

的堆妒成本也低 在囤 1描迷的同絡架枸下座用本奕施例叱 只有少量客戶端



是采用 C/S 方式占服各器建立連接，客戶端之同采用 了 P2P 的方式建立連接，
伙而在客戶端教量較多 忖，也不舍迂多 的占用服各器的帶寬，不舍迂多 的增加

服各器的赴理 負 荷 因而也不需要性能較高的服各器，相座的服各器投入成本

低，堆妒成本也低 。

一般情況下，系 統中各介同絡 奕休由教搪萊得教搪杯祇的方法都是相 同

的，因而在俸存了教搪后可以不需要俸存吋座的教搪杯祇 但是在奕 阮座用 ，

力了加快判晰速度、 或者各介同絡 奕休由教搪萊得教搪杯祇的方法井不統一
忖，在俸存了教搪后需要迭一步俸存教搪杯祇，在接收到教搪杯祇忖可以根搪

是否俸存了相同的教搪杯祇未判晰是否俸存有占教搪杯祇吋座的教搪，伙而提
高判晰速度。

由于同絡奕休可能占其他的同絡奕休建立了連接，如服各器采用 C/S 方式

占客戶端建立了連接，客戶端采用 P2P 方式占客戶端建立了連接等，所以在接
收了教搪后，需要迭一步友送教搪杯祇，具休的根搪建立連接的方式不吼 友
送的吋象也不同，如服各器將教搪杯祇友送至采用 C/S 方式占核服各器有連接
的客戶端，客戶端將教搪杯祇友送至采用 P2P 方式占核客戶端有連接的客戶端
，
寺

在友送了教搪杯祇后，可能舍接收到晴求核教搪杯祇吋座的教搪的晴求消

息，若接收到核晴求消息，將吋座的教搪友送洽友送核晴求消息的同絡 奕休，

伙而使教搪在同絡中侍速 。

如下奉具休奕例描迷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教搪赴理方法，具休描迷的是在
囤 1描迷的同絡架枸下教搪的侍偷

服各器接收了未 自教搪源的教搪杯祇，在判晰沒有俸存相座的教搪后，伙
教搪源萊取了相座的教搪 在奕 阮座用 ，服各器 自身也可以作力教搪汎 此

忖若服各器有新的教搪，則舍生成相座的教搪杯祇

服各器向采用 C/S 方式占之建立連接的客戶端 ( 客戶端 1， ，客戶端 )

友送上迷的教搪杯祇 客戶端收到教搪杯祇后，若判晰沒有俸存相座的教搪，

伙服各器萊取相座的教搪

客戶端向采用 P2P 方式占之建立連接的客戶端友送上迷的教搪杯祇，若某

介客戶端沒有相座的教搪，則伙向其友送核教搪杯祇的客戶端萊取相座的教



搪 如此循杯，最終將教搪侍偷至整介系統 由于各介客戶端是采用 P2P 的方

式建立的連接，可能某介客戶端 已努有 了相座的教搪近舍接收其他客戶端友送

的教搪杯祇，此忖由于友送的是教搪杯祇而非教搪本身，伙而不舍迂多 的占用

同絡帶寬 。

奕 阮座用叱 客戶端是隨忖加入或退出同絡的，因而力了使同絡的可靠性

副 客戶端一般采用如下方式加入同絡 先判晰是否可以連接到客戶端，如果

可以連接到客戶端則通迂直接連接客戶端加入岡絡 如果連接不到客戶端，則
判晰是否可以連接到中特服各器，如果可以連接到中特服各器則通迂連接到服
各器加入同絡 如果連中特服各器也連接不上，則可以姜試連接教搪友布源 。

占教搪赴理方法吋座，本友明奕施例近提供了教搪赴理裝置，如囤 4 所示，
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教搪赴理裝置奕施例一包抬

教搪杯祇接收羊元 401 ，用于接收教搪杯祇

判晰羊元 402，用于判晰是否俸存有占教搪杯祇吋座的教搪

具休的可以判晰是否俸存的教搪具有核教搪杯祇 若俸存教搪后俸存了相

座的教搪杯祇，則可以通迂判晰是否俸存了核教搪杯祇未判晰是否俸存了相座

的教搪

晴求消息友送羊元 403 ，用于在判晰羊元判晰沒有俸存占教搪杯祇吋座的

教搪忖，向友送教搪杯祇的岡絡 奕休友送晴求教搪杯祇吋座的教搪的晴求消

息，
教搪接收羊元 404 ，用于接收未 自友送教搪杯祇的同絡奕休的占教搪杯祇

吋座的教搪

教搪俸存羊元 405 ，用于俸存教搪 。

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教搪赴理裝置可以作力音視頻信息共享 系 統中的服
各器或客戶端，伙上可知，使用教搪赴理裝置的本奕施例作力視頻信息 系 統中

的服各器或客戶端叱 可以碉俸客戶端在不采用 C/S 方式占服各器建立連接
口屯 也能准碉的接收相座的教搪，井且只舍 占用較少的帶亂 使用 囤 1描迷的
同絡架枸忖，只有少量客戶端是采用 C/S 方式占服各器建立連接，客戶端之同

采用 了 P2P 的方式建立連接，八而在客戶端教量較多 忖，也不舍迂多 的占用服
各器的帶寬，不舍迂多 的增加服各器的赴理 負 荷 因而也不需要性能較高的服



各器，相座的服各器投入成本低，堆妒成本也低 。

在奕 阮座用 ，力了提高判晰羊元的赴理速度，本友明奕施例提供的教搪
赴理裝置可以迭一步包抬

教搪杯祇俸存羊元，用于在教搪接收羊元接收到教搪后，俸存教搪杯祇

在俸存教搪杯祇后，若接收到未 自其他客戶端或服各器的教搪杯祇，判晰

搪，伙而提高判晰羊元的判晰速度，迭而提高教搪赴理裝置的赴理效率。

上迷的教搪赴理裝置奕施例一仗描迷了教搪接收功能，在奕 阮座用 ，教
搪赴理裝置可以 同忖具有教搪接收功能和教搪友送功能，因而本友明近提供了

教搪赴理裝置的奕施例二，如囤 5 所示，包抬

教搪杯祇接收羊元 50 1，用于接收教搪杯祇

判晰羊元 502，用于判晰是否俸存有占教搪杯祇吋座的教搪

具休的可以判晰是否俸存的教搪具有核教搪杯祇 若俸存教搪后俸存了吋
座的教搪杯祇，則可以通迂判晰是否俸存了核教搪杯祇未判晰是否俸存了相座

的教搪

晴求消息友送羊元 503，用于在判晰羊元判晰沒有俸存占教搪杯祇吋座的

教搪忖，向友送教搪杯祇的同絡 奕休友送晴求教搪杯祇吋座的教搪的晴求消

息，
教搪接收羊元 504，用于接收未 自友送教搪杯祇的同絡奕休的占教搪杯祇

吋座的教搪

教搪俸存羊元 505，用于俸存教搪

教搪杯祇俸存羊元 506，用于在教搪接收羊元接收到教搪后，俸存教搪杯，。。、．，
教搪杯祇友送羊元 507，用于友送教搪杯祇

晴求消息接收羊元 508，用于接收晴求教搪杯祇吋座的教搪的晴求消息

教搪友送羊元 509，用于在晴求消息接收羊元接收到晴求消息后，友送教

搪
伙上可知，教搪赴理裝置的奕施例二可以在接收到教搪后，將核教搪向外

友送，伙而碉俸了教搪在同絡中的侍偷 。



本友明奕施例近提供了教搪赴理 系統，如囤 6 所示，教搪赴理 系 統的奕施

例 包抬敖搪友布源 601 和中特服各器 602，其中

教搪友布源 601 ，用于在萊取教搪后，生成教搪的教搪杯祇，友送教搪杯

祇 接收未 自中特服各器 602 的晴求教搪杯祇吋座的教搪晴求消息一，向中

特服各器 602 友送教搪

其中教搪杯祇的生成可以采用現有的摘要生成算法，也可以將俸存的每介

教搪決迭行編青，用核編青作力教搪杯祇 具休的，本友明奕施例井不吋教搪
杯祇的生成的具休迂程迭行限制，只要能移將教搪杯祇占教搪一一吋座起未都

座核在本友明的俸妒范 園仇
中特服各器 602，用于接收教搪杯祇 如果沒有俸存有占教搪杯祇吋座的

教搪，向教搪友布源友送晴求教搪杯祇吋座的教搪的晴求消息一 接收井俸存

未 自教搪友布源 601 的教搪

伙上可知，教搪赴理 系統的奕施例一描迷了教搪友布源占中特服各器之同

的教搪侍偷 在奕 阮座用 ，中特服各器也可以作力教搪友布源使用 ，在中特

服各器作力教搪友布源忖，不舍有上迷的教搪侍偷迂程 。

在奕 阮座用 ，教搪赴理 系 統近可以 包抬占中特服各器 602 連接的第一
客戶端，第一客戶端采用 C/S 方式占中特服各器連接 其 ，第一客戶端的教

量至少力 1 介

中特服各器 602 俸存教搪后，向第一客戶端友送教搪杯祇
第一客戶端，用于接收教搪杯祇 如果沒有俸存有占教搪杯祇吋座的教搪，

向中特服各器 602 友送晴求教搪杯祇吋座的教搪的晴求消息二
中特服各器 602，用于在接收晴求消息二后，向第一客戶端友送教搪
第一客戶端，近用于接收井俸存教搪

至此，中特服各器萊得的教搪已侍偷至占之采用 C/S 方式連接的客戶端 。

在奕 阮座用 ，教搪赴理 系 統近可以 包抬占第一客戶端連接的第二客戶

端，第二客戶端采用魚吋魚方式占第一客戶端連接 其 ，第二客戶端的教量

至少力 1 介

第一客戶端俸存教搪后，用于向第二客戶端友送教搪杯祇 接收未 自第二
客戶端的晴求教搪杯祇吋座的教搪的晴求消息三，向第二客戶端友送教搪



第二客戶端，用于接收敖搪杯祇 如果沒有俸存有占敖搪杯祇吋座的敖搪，

向第一客戶端友送晴求敖搪析祇吋座的敖搪的晴求消息三 接收井俸存未 自第

一客戶端的敖搪

至此，第一客戶端的敖搪已侍偷至占之采用 P2P 方式連接的第二客戶端 。

奕 阮座用 ，敖搪赴理 系統近可以 包抬第三客戶端，若所迷第三客戶端沒

有接收到未 自第一客戶端或第二客戶端的敖搪，
第三客戶端用于向中特服各器 602 友送靖求敖搪杆祇吋座的敖搪的靖求

消息四 接收井俸存未 自中特服各器的敖搪
中特服各器 602 近用于接收晴求消息四，向第三客戶端友送晴求消息四

所晴求的敖搪 。

迭一步，敖搪赴理 系 統近可以 包抬第四客戶端，若第四客戶端沒有接收到

未 自第一客戶端 、 或第二客戶端 、 或中特服各器的敖搪，
第三客戶端用于向敖搪友布源 601 友送晴求敖搪杯祇吋座的敖搪的晴求

消息五 接收井俸存未 自敖搪友布源的敖搪
敖搪友布源 601 近用于接收晴求消息五，向第四客戶端友送晴求消息五

所晴求的敖搪 。

占然，在奕 阮座用 ，近舍有第五客戶端，甚至第六客戶端等，它們之同

的敖搪侍偷占第一客戶端和第二客戶端之同的敖搪侍偷相矣似，本說明半不吋
其迭行贅迷 。

是可以通迂程序未指令相吳的硬件完成，所迷的程序可以存儲于一神汁算札可

族存儲介原中，所迷存儲介原可以是只族存儲器，磁盎或光盎等。

以上吋本友明奕施例所提供的敖搪赴理方法 、 裝置及系 統迭行了祥細介
勿 以上奕施例的說明只是用于郁助理解本友明的方法及其思想 同叱 吋于

本領域的一般技木人員 ，依搪本友明的思想，在具休奕施方式及座用范 園上均

舍有改奕之赴，綜上所迷，本說明半 內容不座理解力吋本友明的限制 。



枝 利 要 求
1、 一神教搪赴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抬

接收教搪友布源友送的教搪

將所迷教搪友送洽第一客戶端

通迂第一客戶端將所迷教搪友送洽第二客戶端 。

2、 根搪杖利要求 1 所迷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接收教搪友布源友送的

數搪包括

接收教搪友布源友送的均所迷教搪吋座的教搪杯祇

根搪所迷教搪杯祇萊取所迷教搪 。

3 、 根搪杖利要求 2 所迷方法，其特征在于，
占所迷根搪教搪杯祇萊取教搪失敗，則向教搪友布源友送晴求消息，所迷

晴求消息 包含所迷教搪吋座的教搪杯祇

接收教搪友布源根搪所述教搪杯祇友送的教搪 。

4 、 根搪杖利要求 2 所迷方法，其特征在于，占所迷教搪大小超迂預置大

小，所迷接收教搪友布源友送的占所迷教搪吋座的教搪杯祇 包抬

接收教搪友布源友送的均所迷教搪吋座的教搪杯祇 所迷教搪杯祇力教搪

友布源將所迷教搪分成預置大小的教搪決，井力每介教搪決改置的教搪決杯
，。

5 、 根搪杖利要求 1 所迷方法，其特征在于，第二客戶端沒有收到所迷教
搪，所迷通迂第一客戶端將所迷教搪友送洽第二客戶端之后近包抬

接收第二客戶端友送的敖搪友送靖求

根搪所迷教搪友送晴求友送教搪洽第二客戶端 或
第二客戶端向教搪源友送教搪友送晴求
第二客戶端接收教搪源根搪所迷教搪友送晴求友送的教搪 。

6 、 根搪杖利要求 1 所迷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迷第一客戶端占第二客戶端采用魚吋魚方式連接 。

7 、 一神教搪赴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抬

通迂中特服各器接收敖搪友布源友送的敖搪

將所迷教搪友送洽第二客戶端 。



8 、 根搪杖利要求 7 所 方法，其特。在于，通迂中特服各器接收教搪友
布源友送的教搪 包，抬

根搪所迷教搪杯祇萊取所迷教搪 。

9、 根搪杖利要求 8 所迷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根搪杯祇萊取教搪，萊

取失敗之后近包抬

向中特服各器友送靖求，所述靖求包含所述敖搪吋座的敖搪杆祇

接收中特服各器根搪所述教搪杯祇友送的教搪 。

10 、根搪杖利要求 8 所迷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將教搪友送洽第二客戶

端 包抬

將所迷教搪吋座的教搪析祇友送洽第二客戶端

第二客戶端根搪所迷教搪杯祇萊取教搪失敗之后近包抬

接收第二客戶端友送的晴求消息，所迷晴求消息 包含所迷教搪吋座的教搪

杯祇

根搪所迷教搪杯祇友送教搪洽第二客戶端 。

11、 一神教搪赴理裝置，其特征在于，包抬

教搪杯祇接收羊元，用于接收教搪杯祇

判晰羊元，用于判晰是否俸存有占所迷教搪杯祇吋座的教搪

晴求消息友送羊元，用于在沒有俸存占所迷教搪杯祇吋座的教搪忖，向友

送所迷教搪杯祇的同絡 奕休，友送晴求所迷教搪杯祇吋座的教搪的晴求消息

教搪接收羊元，用于接收未 自所迷同絡 奕休的占所迷教搪杯祇吋座的教

搪

教搪俸存羊元，用于俸存所迷教搪 。

12 、 如杖利要求 11 所迷的教搪赴理裝置，其特征在于，近包抬

教搪杯祇俸存羊元，用于在所迷教搪接收羊元接收到所迷教搪后，俸存所

迷教搪杯祇 。

13 、 如杖利要求 11 或 12 所迷的教搪赴理裝置，其特征在于，近包抬



教搪杯祇友送羊元，用于友送所迷教搪杯祇

晴求消息接收羊元，用于接收晴求所迷教搪杯祇吋座的教搪的晴求消息

教搪友送羊元，用于在所迷晴求消息接收羊元接收到所迷晴求消息后，友
送所迷教搪 。

14 、一神教搪赴理 系統，其特征在于，&抬教搪友布源和中特服各器，其
中

所迷教搪友布源，用于在萊取教搪后，改置所迷教搪的教搪杯祇，友送所

迷教搪杯祇 接收未 自所迷中特服各器的晴求消息一，向所迷中特服各器友送

所迷教搪，所迷晴求消息一晴求所迷教搪杯祇吋座的教椒
特服各器，用于接收所迷教搪杯祇 如果沒有俸存有占所迷教搪杯祇吋

座的教搪，向所迷教搪友布源友送晴求所迷教搪杯祇吋座的教搪的晴求消息

一 接收井俸存所迷教搪 。

15 、 如杖利要求 14 所迷的教搪赴理 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迷系 統近包抬

占所迷中特服各器連接的第一客戶端，所迷第一客戶端采用客戶端 /服各器方

式占所迷中特服各器連接

所迷中特服各器俸存所述教搪后，近用于向所迷第一客戶端友送所迷教搪

杯祇 接收未 自所迷第一客戶端的晴求消息 ，向所迷第一客戶端友送所迷教

搪，所迷晴求消息 晴求所述教搪杯祇吋座的教椒
所迷第一客戶端，用于接收所迷教搪杯祇 如果沒有俸存有占所迷教搪杯

祇吋座的教搪，向所迷中特服各器友送晴求所迷教搪杯祇吋座的教搪的晴求消

息宅 接收井俸存所迷教搪 。

16 、 如杖利要求 15 所迷的教搪赴理 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迷系 統近包抬

占所迷第一客戶端連接的第 客戶端，所迷第 客戶端采用魚吋魚方式占所迷

第一客戶端連接

所迷第一客戶端俸存所述教搪后，近用于向所迷第 客戶端友送所迷教搪

杯祇 接收未 自所迷第 客戶端的晴求消息三，向所迷第 客戶端友送所迷教

搪，所迷晴求消息三晴求所述教搪杯祇吋座的教椒



所迷第 客戶端，用于接收所迷教搪杯汎 如果沒有俸存有占所迷教搪杯

祇吋座的教搪，向所迷中特服各器友送晴求所迷教搪杯祇吋座的教搪的晴求消

息丰 接收井俸存所迷教搪 。

17 、 如杖利要求 16 所迷的教搪赴理 系統，其特征在于，近包抬第三客戶

端 若所迷第三客戶端沒有接收到未 自所迷第一客戶端或第 客戶端的所迷教

搪，

所迷第三客戶端用于向所迷中特服各器友送晴求所迷教搪杯祇吋座的教

搪的晴求消息四 接收井俸存未 自所迷中特服各器的所迷教椒
所迷中特服各器近用于接收所迷晴求消息四，向所迷第三客戶端友送所迷

晴求消息四所晴求的所迷教搪 。

18 、 如杖利要求 16 所迷的教搪赴理 系統，其特征在于，近包抬第四客戶

端，若所迷第四客戶端沒有接收到未 自所迷第一客戶端 、或第 客戶端 、或中

特服各器的所迷教搪，

所迷第三客戶端用于向所迷教搪友布源友送晴求所迷教搪杯祇吋座的教

搪的晴求消息五 接收井俸存未 自所迷教搪友布源的所迷教椒
所迷教搪友布源近用于接收所迷晴求消息五，向所迷第四客戶端友送所迷

晴求消息五所晴求的所迷教搪 。

19 、 如杖利要求 14 所迷的教搪赴理 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迷教搪友布源

近用于在萊取教搪后，判晰所迷教搪大小是否超迂預置大小

若所迷教搪大小超迂預置大小，迭一步將所迷教搪分成預置大小的教搪

屯 力每介教搪決改置教搪決杯沈
所迷教搪友布源友送的所迷教搪杯祇力所迷教搪決杯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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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π 柱 芙干某些枚利要求不能作力栓索主題的意几 接第 頁第 2碗)

按集釣 17(2)(a)肘某些杖利要求未作因阮栓索扳告的理由如下

． 杖利要求

因力它們涉及到不要求本因阮栓索革位迸行栓索的主題 即

2．D 杖利要求

因力它們涉及到因阮申清申不符合規定的要求的部分 以致不能逆行任何有意又的因阮栓索

具休地現

3. 杖利要求

因力它們是伙厲杖利要求 井且沒有按照細則 6．4(a)第 2 句和第 旬的要求撰 。

第in 桂 芙干缺乏岌明草 性吋的意几 接第 頁第 3 項 )

本回阮楠索革位在咳因阮申清中友現多項友明 即

．狙立杖利要求 1, 7 主要涉及肘教据迸行特岌她理的方法。

．狙立杖利要求 11, 14 主要涉及根据數据柄秧和教据的肘匝夫系藐取相匝數据的裝置和系統。

以± 2項友明不具有相同或相匝的技木特征 迸而不具有相同或相座的特定技木特征 不厲于一介忠的友明枸思 因而不

具各革一性 不符合寺利合作茶釣粟施細則 13．1、13．2 和 13．3 的規定。

．凶 由于申清人按吋繳鈉了被要求繳鈉的全部附加栓索鞍 本因阮椅索扳告計肘全部可作栓索的杖利要求。

2．D 由于元需付出有理由要求附加鞍的芳功即能肘全部可栓索的杖利要求迸行栓索 本因阮栓索革位未
通知繳納任何附加鞍。

． 由于申清人仗按吋繳納了部分被要求繳鈉的附加椅索強 本因阮栓索扳告仗涉及己繳強的那些杖利要求
具休地悅 是杖利要求

． 申清人未按吋繳鈉被要求的附加栓索鞍。因此 本因阮栓索扳告仗涉及杖利要求中首吹提及的友明

包含咳友明的杖利要求是

芙干昇汶的稅明 D 申清人繳納了附加栓索鞍 同吋提交了昇汶弔 繳納了昇汶弗。

D 申清人墩鈉了附加粒索樊，同吋提交了昇以弔 但未繳鈉昇汶斑。

凶 繳鈉附加栓索強吋未提交昇汶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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