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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終端投各迸行管理的方法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通信領域，尤其涉及沒各炎源的管理。

岌明背景

終端投各，如手杭燊端、掌上屯胭、籍杞本屯肪、嵌入式投各、牢載系統等是整介移功迄曹服

各休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 陋看人們需求的日超提高，要求燊端沒各的功能更加完善和夏奈，迭也

舍使饗端投各出現何題的可能性昱著增加。力了保持高效的服芬廈量以及低成本的投各錐折，各介

這萱商和婆端「商非常夫注管理、珍斷和錐折冬端投各的技木。

勻本友明有夫的現有技木提出的一神基于 pen o b e ance，升放移劫耿盟 D

e v c e anage en ，役各管理 規范定叉的 系統的架枸、忱汶和通信帆制肘終端投各迸行管理

的方案。其核心是DM e v ce anage en e ve ，投各管理服各器 通迂 恤 仿伙向幾端投各

上存儲的管理樹上的 anage en e c ，管理肘象 岌出相夫操作指令，比如 d 添加 opy

夏制 、 e e e 刪除 等指令，通迂肘管理村的操作宴珊肘役各援源的管理。

現有技木是基于 挪范定叉的 系統的架枸安現的，所述架枸如團 所示，包括D 投各

管理服芬器 和終端投各，某中所迷燊端投各上校置有 gen D 代理 和管理榭。所迷 gen

血黃解析 D 枋汶的內容，并將 下岌的管理操作命令特換成麥端能夥軌行的操作命令，井通知

終端軌行。所迷管理榭將燊端沒各中的所有可用管理肘象組鎳成榭狀結枸，例如如團2所示的村狀鈷

枸。在每一介管理肘象中可能包含核投各中的一坦杯境配置參數、不同癸型的肘象、相夫操作以及

一些敝投帆制等。井且介管理肘象用唯一的U Un ed eso u ce den y，統一演源棕秧 避

行棕洪。

基于上迷D 的系統架枸，通迂 服芬器肘燊端投各迸行管理，如措侯粒洲、珍晰、修夏操作的

流程如團3所示，包括

步驟 ， 用戶打咆活到迄萱商的客服申心，扳告終端投各岌生何題

步驟2， 客服中心通迂投各管理服芬器向所迷用戶扳告的終端投各查洵相夫信息

步驟 3， 燊端汝各向投各管理服芬器上扳相匝的配置信息 投各管理服芬器珍晰所迷終端投各

的配置信息，井迭擇合迢的座用程序。

步驟4，沒各管理服芬器滴求用戶授杖，洶何用戶是否需要下載匝用程序

步驟5，用戶授杖

步驟 6，投各管理服冬器向所迷終端役各下岌安裝、執行、刪除匝用程序的操作 葵端投各根据

凌各管理服鈴器下岌的座用程序迸行修廈操作。

步驟 7，終端沒各向投各管理服芬器上扳錯碳已鋒被修夏的碗臥信息。

在現有技木中，葵端投各出現何題后，必須通迂用戶打屯活浦求客服中心鈴予帑助。而一些饗

端事件，比如，用戶修改了葵端役各的某些血麥參數，用戶通迂非 途往 通適 e b 站庶、 P 站

魚等 力饗端投各下載和安裝了某些新軟件，或者是葵端投各上的某些匝用程序修改了終端投各上



的一些參數波置等等葵端事件咐宴現投各管理非常重要。如果投各管理系統能盟控終端事件，就可

以提前防止借碳的岌生，防患于未然。比如，圭用戶拭圈將止各參數修改力一介借淚值肘，葵端茁

控程序可以提醒用戶，迭將早致血各不可用 舀用戶安裝新軟件肘，燊端腔控程序可以上扳迭一事

件特投各管理系統，以便以后的管理。因此需要通迂盟控終端事件，井根据盟控到的葵端事件肘葵

端投各迸行管理肘，以預防或及吋消除饗端事件村終端投各的影晌。

岌明內容

本岌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神肘終端沒各迸行管理的方法和系統，能夥盟控饗端事件，井根据盟控

到的黎端事件肘葵端投各迸行管理。

本岌明提供一神肘終端役各迸行管理的方法，其包括

在萬錢狀悉下盟控井狄取終端沒各內岌生的事件

根据所迷事件肘所迷葵端役各迸行管理。

其申，在萬錶狀悉下盟控井孜取終端役各內岌生的事件的迂程具休包括

下岌檻控任芬洽終端投各

幾端沒各在萬域狀悉下根据所迷盟控任各盟控終端汝各內岌生的事件，并將瞌控到的事件上扳

拾管理方 或，終端投各在萬錢狀悉下根据所迷盟控任芬中的信息盟控終端投各內岌生的事件，管

理方主功藐取終端投各盟控到的信息 。

其中，所迷盟控任各包括

釣定的若干事件盟控碩，可以包括上扳荼仲勻策略和 或杞景集件占策略。

其中，所迷事件盟控項包括

用非 方式安裝或更新了終端投各上的匝用程序 和 或，

萬緘修改了葵端投各中的役各管理榭上的管理肘象及屑性 和 或，

寓域修改了饗端上的配置參數 和 或，

終端投各上的匝用程序的使用信息。

某中，在下岌盟控任各鈴終端沒各的迂程之前胚包括

友送情求盟控事件的授杖清求拾用戶，井得到所迷用戶的授杖抑可。

其申，所迷的方法汪包括 終端投各通迂管理咐象存儲所迷茁控任各。

其中，所迷管理咐象包括

事件棕洪市魚、事件茁控碩甘庶和便能市庶 。

其申，所迷管理肘象包括

庇用程序的名林市魚、癸型市貞、使用肘間信息市庶和使用位囂信息市貞，胚可以包括活劫信

息背庶、下裁信息市貞或存儲容量信息市庶。

其中，所迷管理咐象汪包括

上扳市庶和上扳各件背庶 和 或，杞秉市庶和杞衰荼件市庶 。

某中，葵端投各在萬戮狀悉下根据所述檻控任麥盟控婆端投各內岌生的事件，井將盟控到的事

件上扳鈴管理方 或，終端汝各在萬域狀杰下根据所迷盟控任各中的信息盟控饗端投各內岌生的事



件，管理方主功孜取饗端投各盟控到的信息的泣程具休包括

在寓錢狀悉下，終端役各根据腔控任各中釣定的若千事件盟控項檻控終端投各內友生的事件

終端沒各根据所迷盟控任冬中的上扳茶件冉策略將檻控到的終端役各內炭生的事件上扳拾管理

方 或，管理方主劫茨取燊端役各腔控到的信息。

其申，所迷的方法迂包括

根据所迷盟控任各中的杞衰集件勻策略，將所迷檻控到的終端投各內岌生的事件杞汞到終端役

其中，在在萬戮狀悉下，終端沒各根据蛀控任冬中釣定的若干事件盟控項盟控終端投各內岌生

的事件的迂程之前，或在將盟控到的饗端投各內岌生的事件上扳拾管理方的迂程之前，汪包括

葵端役各岌迭清求蝸控事件的授杖浦求蛤用戶，井得到所迷用戶的授杖昨可。

其申，茁控葵端沒各內岌生的事件的迂程具休包括

舀終端投各內岌生的事件力在終端汝各上安裝、更新或使用匝用釋序的事件盟控碩肘，終端投

各通迂在沒定的事件信息采集庶查洶非分析系統日志或系統的匝用程序列表，藐取饗端投各中新安

裝、更新或使用的匝用程序信息 或，通迂接收底尾固件宴肘上扳的消息柬藐取終端投各中安裝、

更新或使用的匝用程序信息

或，

舀終端投各內岌生的事件力萬錢修改了葵端役各中的投各管理村上的管理咐象及厲性的盟控碩

肘，葵端沒各通泣在投定的事件信息采集庶采集并分析管理肘象背貞的值及厲性，藐取終端投各申

管理肘象市庶的值及屈性的改交信息 或，通迂接收底屋固件宴肘上扳的消息來歌取終端投各申管

理肘象市魚的值及屈性的改交信息

旦或，

舀終端投各內岌生的事件力用戶或燊端投各上的座用程序萬錢修改了終端上的配置參數的盟控

項肘，終端投各通迂在坡定的事件信息采集貞采集井分析配實參數，藐取終端投各中配置參數的改

交信息 或，通泣接收底居固件宴肘上扳的消息采孜取終端沒各申此各參數/配置的改交信息。

其中，將蝸控到的終端役各內岌生的事件上扳鑰管理方的迂程具休包括

通迂通知 e 消息將盟控到的事件上掘鎗管理方，所迷消息中擴帶岌生事件的管理肘象的統一
斑源棕洪U 、通知癸型 e ype和岌生的事件。

其中，根据所迷事件肘所迷終端投各迸行管理的迂程具休包括

管理方根据終端役各上扳的 e 消息教取終端校各上安裝、更新或使用匝用程序的信息，井杞

泵所迷信息 根据所迷杞衰的信息，更新終端役各的管理榭上的管理肘象的相匝信息，井肘其迸行

后鍥管理

或，

管理方根掘終端役各上扳的 e 消息歌取葵端投各上管理肘象的值，井用其更新其內杞衰的相

匝的管理肘象的值

或，



管理方根据葵端沒各上扳的 消息孜取終端投各上扳的配置參數井根据投定的配置參數的

級別，肘所迷事件碗定相匝的管理策略 管理方根据硫定的管理策略逝取合造的參教值，井將其下

岌鑰黎端沒各用于修夏被修改的參數。

其中，根掘所途事件肘所迷終端投各迸行管理的迂釋胚包括

5 婆端投各接收管理方下友的參數值，并用其更新原有的被修改的參數。

其中，根据所迷事件肘所迷終端役各迸行管理的迂釋迅包括

終端役各清求用戶允昨將已修改的參數迸行修夏，并孜得用戶的硫臥。

本友明提供一神肘葵端役各迸行管理的系統，其包括管理方和葵端投各

葵端沒各在萬銑狀悉下，盟控井歌取終端投各內友生的事件 管理方根据饗端沒各盟控到的事

件肘終端投各迸行管理。

其中，所迷管理方包括檻控任各管理卑元和盟控錯果她理革元

所迷盟控任券管理革元用于下岌檻控任各拾所迷終端沒各

所迷盟控結果她理卑元，用于藐取終端沒各檻控到的事件非根据其肘所迷葵端投各迸行管理。

其中，所迷終端役各包括掩控引擎 用于接收管理方下岌的盟控任各，井肘所迷檻控任芬迸行

J 配置，然后根掘所迷盟控任券盟控井藐取終端沒各內岌生的事件。

其中，所迷蛀控引擎包括配置草元，用于接收所迷管理方下岌的盟控任各，井根据所述盟控任

券配置相匝的盟控碩、杞衰茶件和上扳奐件。

其中，所迷盟控引擎汪包括盟控畢元和上掘革元

所迷醞控革元根据所迷配置革元配置的檻控攻盟控終端沒各內岌生的事件，然后將盟控拮果佳

送鈴上扳革元 所迷上扳單元根掘所迷配置單元配置的上扳券件將檻控鈷果上扳給管理方。

其中，所迷茁控引擎逐包括杞衰單元，用于根据配置革元配置的杞衰茶件杞汞所迷盟控革元盟

控到的盟控鈷果。

由上述本岌明提供的技木方案可以看出，本友明通迂婆端投各在萬戮狀悉下盟控井歌取終端投

各內投生的事件 然后所迷管理方根据所迷事件咐所迷終端投各迸行管理。通迂本岌明，能移檻控

婆端事件，非根据盟控到的終端事件肘饕端投各迸行管理，伙而能修預防或及肘消除終端事件肘終

端投各的影晌。

附團筒要惋明

團1力現有技木中提供的n 系統的架枸團

團2力輒有技木中提供的管理村的榭狀鈷枸團

團3力現有技木中通迂 服麥器肘終端投各迸行管理的流程圈

團4力本岌明提供的宴施例的系統架枸囤

團5力本岌明所迷寞施例中的腔控引擎的錯枸囤

囤6力本岌明提供的第二突施例的流程圈

團7力本岌明提供的第二突施例中安裝腔控任各肘投置的于榭的錯枸囤

圍8力本岌明提供的第二突施例申肘匝用程序的使用信息迸行盟控的于榭的拮枸圈



團9力本岌明提供的第二宴施例中舀終端投各通迂查洵座用程序列表茁控終端事件岌生的流程

團

團 0力本友明提供的第二宴施例中舀饗端沒各通迂查洶系統日志盟控葵端事件岌生的流程圈

團 力本岌明提供的第三安施例的流程團

圈 2力本岌明提供的第四宴施例的流程團。

宴施本岌明的方式

通常投各管理系統能肘移劫終端執行很多管理操作，同吋，用戶可以肘移功終端迸行一些萬找

操作。饗端上的座用程序也可能肘終端迸行某些操作。燊端上的迭些萬錢事件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几

神情況

、用戶改交了婆端投各上的並努參數

人 用戶手功安裝固件升級包而投有和管理方交互

3、用戶爪非D 途徑 如 eb站貞、肌P站貞等 載新軟件，并安裝到終端投各，或用其更新了

葵端投各上原有的匝用程序

4、葵端上安裝的某些匝用程序修改了某些參數沒置

5、葵端上匝用程序的使用信息 。

役各管理服芬器需要得到上迷速些萬錶事件的相夫信息，如用戶通迂非nM方式未萬緘下載．安
裝的固件 軟件信息，終端投各上的參數和管理肘象的萬錢修改信息，以便于肘饗端上固件 軟件的

本友明提供的第一突施例是一神肘終端投各迸行管理的系統，如團4所示，包括 管理方和葵端

歧各，所迷管理方包括盟控任冬管理單元和盟控結果灶理革元，所迷幾端投各包括盟控引擎、 代

理草元和投冬管理榭 。

管理方通迂D 忱汶占葵端投各中的 代理革元迸行信息的交互，并通泣所迷交互的信息肘終端

役各的投各管理樹中的管理肘象迸行管理。

在管理方勻饗端沒各間迸行倩息交互肘，所迷管理方通迂所迷盟控任冬管理卑元下岌監控任麥

綸所迷幾端投各。葵端投各的D 代理單元接收所迷檻控任麥，井將其侍迭鑰盟控引擎 所迷腔控引

擎根据所迷盟控任各配置相匝的蝸控策略，如茁控碩，盟控鈷果杞景茶件和掩控錯果上扳茶件等，

然后盟控引擎根据所述盟控項，井通迂系統中杞衰的日志或匝用程序列表信息茁控井孰取所迷葵端

波各內岌生的事件，然后在所迷岌生的事件中去除通迂D 管理方式岌生的事件，井根据上扳泵件上

扳相匝的事仲鎗管理方 所迷管理方的蛀控鈷果她理革元肘所迷盟控拮果迸行相匝的她理，井根据

她理后的信息咐所迷終端投各迸行管理，如參數配置、錯淚珍晰、固件軟件升級等。

所迷盟栓引擎通迂如圈5所示的部件肘婆端事件迸行茁控，速些部件包括配置卑元、茁控革元、

杞汞卑元利上扳草元。

所迷盟控引擎接收到的盟控任麥后，通迂配置革元配置相匝的盟控策略，如事件盟控碩、杞衰

架件和 或上扳茶件等，然后將所迷盟控碩佳送鑰盟控革元，將所迷杞衰茶件佳迭拾杞衰革元，榴所

迷上扳荼件估送哈上扳革元。



所迷盟控單元根据接收到的盟控碩肘終端投各內友生的事件迸行盟控，例如，舀腔控項內釣定

的是腔控萬錢參數肘，則盟控革元肘終端投各內的萬錶參數迸行盟控 舀盟控項內釣定的是盟控系

統是否下載新匝用程序的信息肘，則所迷盟控革元肘終端投各內通迂非 方式下載的新匝用程序迸

行盟控。舀所迷盟控革元腔控到終端沒各內岌生的事件后，將所迷事件的相夫信息侍迭鑰杞衰單元

所迷杞秉革元根据接收到的杞衰茶件肘所迷盟洲到的事件迸行杞景，例如，如果用戶修改了萬

錢參數，則需要判晰所迷參數是否在可接受的范圃，即是否符合杞景集件，若符合杞衰集件，則將

所述事件的相夫信息杞衰下求，然后將所迷杞泵的信息侍送給上扳卑元。

所迷上扳單元根据接收到的上扳奈件肘接收到的事件信息迸行上扳。在迭里，所迷上扳單元首

先判斷接收到的事件信息是否符合上扳餐件，若符合，則將其上扳鑰所迷管理方，如果接收到的事

件信息是管理方不夫心的事件，即不符合上扳荼件，則榴所迷事件信息屏蔽掉，不再上扳管理方。

本友明提供了第二宴施例是第一神肘終端校各迸行管理的方法，其主要思想是圭饗端沒各被正

碗配置并能夥勻管理方交互后，燊端投各根据管理方下友的蜢控任努肘在終端校各安裝或更新匝用

程序的事件迸行盟控，井將盟控結果上扳拾管理方，所迷管理方根据所迷蛀控鈷果肘終端迸行管理，

具休妥施迂程如圈6所示，包括

步驟 、管理方精求用戶授杖，力投各下岌檻控任麥。

步驟入 尚所迷用戶需要被檻控肘，別授杖，即允昨管理方下岌盟控任各。

步驟 3 、管理方下岌腔控任奔鑰終端沒各，井將其安裝在葵端投各上。

所迷檻控任努包括 釣定的若干事件檻控碩、杞衰奐件占策略和 或上扳茶件占策略。

所迷事件檻控碩包括需要腔控燊端投各是否下載了新的匝用程序，井安裝或更新了原有匝用程

序等事碩。

所述杞衰茶件勻策略是指葵端役各在什么茶件下杞秉事件。 比如，按汝定的肘同庶或按一定的

吋同同隔杞衰盟控到的終端事件。

所述上扳架件 策略是指努端投各在什么集件下上扳事件。比如，一旦盟控到事件岌生就宴肘上

扳，或到某介固定肘同庶來上扳事件，或按事件的怪重變急來決定上扳吋帆等等。

在安裝腔控任券肘，力了方便D 服各器下岌和安裝盟控任各，在饗端投各的投各管理榭上配置

一介子榭，所迷子村的錯枸如團7所示，包括 市貞 以及 市貞下的Eve n D市貞、 o n en 市魚、

e e e ce市庶、 eco d市魚、 e p o 市魚、Ena b e d市庶和 市貞，其申所迷 eco d市庶下投置有

eco d ond o n市魚 t e c o d a ue市魚，所述 e p o 市魚下投置有 e p o ond o n市魚和

e p o a ue市魚等管理肘象。所迷 市庶下的所有市庶是力了宴現腔控井杞衰終端投各上匝用程

序的使用信息的管理肘象。

下面肘所迷予榭中的各介市庶的緒枸及用途迸行協明

市貞是監控事件碩的占位符。此背魚下的子市庶描述核盟控事件碩的相夫信息。其錯枸如表 1

所示，



榭背貞 格式 存取杖限
One O o e ode Ge

表

Ev e n 市庶用于存儲事件的棕洪信息，其拮枸如表 所示

榭市庶 格式 存取杖限
O e C汁 Replace Ge

表2

on en 市魚用于存儲事件盟控碩的內容，指明需要濫控的內容。其錯枸如表3所示

榭市魚 格式 存取杖限
O e C比 Replace Ge

表

e e ence市貞用于存儲盟控碩的參考值，比如要盟控的參數，可以將此參數的參考值存儲下來

便于以后的比較。某鈷枸如表4所示

榭市魚 格式 最小存取杖限
One O Ze o C扯 Replace Ge

表4

e c o d市庶用于肘盟控到的終端投各內岌生的事件迸行杞衰。其拮枸如表5所示

榭市魚 格式 最小存取杖限
O e ode Replace G e

表5

e c o ond On市魚用于存儲吋事件檻控碩的杞泵茶件。其拮枸如表6所示

榭市庶 格式 最小存取杖限
O e Ch Replace G e

表6

e c o d a ue市貞用于存儲肘事件盟控頤迸行杞衰的值。其鈷枸如表7所示

榭市魚 格式 最小存取杖限
O e C血 Replace Ge

表7

e p o 市庶用于咐事件盟控碩迸行上扳。其拮枸如表8所示

村背貞 格式 最小存取杖限
One ode Replace Ge

表8

e p o ond on市魚用于存儲上扳架件。其拮枸如表9所示

村市魚 格式 最小存取杖限
One Chr Replace Ge

表9

e p o a ue市魚存儲上掘的檻控銷果的值。其鈷枸如表 10所示

榭布魚 格式 最小存取杖限
One C Replace Ge

表 0



En北 ed市貞用于后功和停止盟控，其值力T ue或Fa s e 。其拮枸如表 所示

村市庶 格式 最小存取杖限
One Boo Rep 配e Ge

表 1

所述 市貞的拮枸如團8所示，包括 市庶以及 市魚下的 pp D市貞、Na e市貞、Type 市庶、

u a on T e背焦 c v y市庶 o n oad市魚 DoWn oad T e布貞 Do n oad a e市貞、

Do n oad ess on Fa u e市庶和Ex 市貞等管理肘象，其中所述Du a on T e市庶下投置有

u a on T e a T e市庶 u a o T e o T e市庶，所迷 c v y市貞下投置有

c V y Ne o k市庶和 c v y Loca 市庶，所迷 o n oad市貞下投置有Do n oad T e市庶、

o n oad a e市貞和 o n oad ess on Fa u e市庶等管理咐象。

下面肘所迷各介市貞的緒枸及用途迸行碗明

市庶是座用程序使用情況速一盟控攻的占位符。此 市貞下的子市庶描迷咳盟控事件碩的相

夫信息。其錯枸如表 2所示

村市魚 格式 存取枚限
One O o e ode Ge

表 12

pp D市魚用于存儲匝用程序的析洪信息，其拮枸如表 3所示

榭市魚 格式 存取杖限
One C血 Replace Ge

表13

Na e市庶用于存儲匝用程序的名林信息，其拮枸如表 14所示

榭市庶 格式 存取杖限
O e C什 Replace Ge

表 14

Type市魚用于存儲匝用程序的癸型信息，其鈷枸如表 5所示

榭市貞 格式 最小存取杖限
O e O Ze o Ch Replace Ge

表 15

u a on T e市庶用于盟控匝用程序的使用肘間，其錯枸如表 6所示

榭市庶 格式 最小存取杖限
One ode Replace Ge

表 16

u a on T e a T e背庶用于存儲匝用程序的升后肘間。英緒枸如表 所示

榭市庶 格式 最小存取杖限
One C什 Replace Ge

表 17

u a on T e / op T e背魚用于存儲匝用程序的停止肘同。其拮枸如表 8所示



榭背貞 格式 最小存取杖限
One C血 Replace Ge

表 18

c v y背魚用于盟控匝用程序是本地活功迂是阿絡活功。其結枸如表 9所示

村弔魚 格式 最小存取杖限
O e ode Replace Ge

表 9

c v y Ne o k市貞用于存儲匝用程序的阿絡活功信息，比如，勻阿絡的連接情況等。其拮

枸如表2 0所示

榭市庶 格式 最小存取杖限
O e C血 Replace Ge

表2 0

c v y Loca 市貞用于存儲匝用裡序的本地活功信息，其拮枸如表2 所示

榭市貞 格式 最小存取杖限
One C什 Replace Ge

表盯

o n oad市庶用于盟控匝用程序的下載信息。其拮枸如表2 2所示

榭市魚 格式 最小存取杖限
O e ode Replace Ge

表2 2

Do n oad T e市庶用于存儲匝用程序的下載吋同信息，某鈷枸如表2 3所示

榭市庶 格式 最小存取杖限
O e Ch Replace Ge

表2 3

o n oad a e市焦用于存儲匝用程序的下載速率信息，其拮枸如表2 4所示

榭市庶 格式 最小存取杖限
One C什 Replace Ge

表2 4

o n oad es on Fa e市魚用于存儲座用程序的下載中合活失敗的信息，其拮枸如表2 5所

不

榭市庶 格式 最小存取杖限
One C汁 Replace Ge

表2 5

Ex 市貞用于折展。某鈷枸如表2 6所示

榭甘庶 格式 最小存取杖限
O e ode Replace Ge

表26

基于上迷子榭，管理方可以使用 e p a c e命令將盟控任鈴下友井安裝到冬端校各的役各管理榭

上，而且葵端可以盟控終端汝各上被安裝或更新的匝用程序，或使用匝用裡序的事件盟控項，并將

所迷事件腔控攻杞秉 管理榭上。



步驟4、鋒端投各內岌生萬錢事件。

圭用戶肘葵端投各迸行某些萬哉操作肘，如用戶通迂非 方式下裁并安裝固件 軟件 匝用程序

到終端上，用戶肘葵端上的某些並芬參數迸行了修政等萬我操作，或者是終端投各上安裝的匝用程

序肘終端役各上的投置參數迸行了修改，均可能早致萬錢事件的岌生。

步驟 5、終端投各根据需要的檻控碩腔控終端事件的岌生，井根掘所迷杞景奈件占策略，通迂上

迷管理榭中的相匝市魚將檻控拮果杞汞下來。

在步驟 5中，圭終端投各內岌生的事件力用戶用非D 方式安裝或更新了終端投各上的座用程序的

盟控項肘，葵端投各通迂在役定的事件信息采集魚查洶井分析系統日志或系統的匝用程序列表，歌

取終端役各中新安裝或更新的匝用程序信息 或，通迂接收底房圃件粟肘上扳的消息柬藐取婆端役

各中新安裝或更新的匝用程序信息。

其中，圭饗端役各通迂查洶匝用程序列表孜取終端投各上新安裝的匝用程序信息肘，其盟控流

程如團9所示，包括

步驟 、終端投各通池查洶匝用程序列表歌取終端沒各上原有的匝用程序信息

步驟人 在腔控魚通迂查洵終端役各上的舀前匝用稚序列表茨取終端役各上舀前的匝用程序信

息，井在狹取的圭前的匝用程序信息中去除通迂 方式安裝的匝用程序信息。

步驟3、將去除通迂 方式安裝的座用程序信息占所迷歌取的原有匝用程序信息迸行比較，如果

一致，則鑑鎂軌行步驟2，否則軌行步驟4。

步驟4、根据所迷杞衰麥件勻策略杞秉所迷茁控緒果。

另外，舀終端役各通迂查洶系統杞衰的日志信息歌取終端投各上新安裝的匝用程序信息肘，其

盟控流程如團10所示，包括

步驟 、終端投各通迂系統日志歌取婆端投各上原有的匝用程序信息 。

步驟入 終端投各在盟控貞通迂查洶尚前系統日志歌取葵端投各上舀前的匝用程序信息，在蓀取

的舀前的匝用釋序信息中去除通迂D 方式安裝的匝用程序信息 。

步驟3、將去除通迂投各管理方式安裝的匝用程序信息后的座用程序信息勻所迷茨取的原有匝用

程序信息迸行比較，如果一致，則鑑缺扒行步驟2，否則軌行步驟4。

步驟4、根据所述杞汞茶件勻策略杞衰所迷腔控鈷果。

舀通迂安肘盟控法宴瑰肘終端事件的宴肘盟控肘，具休寞施方案有丙神方式

第一神方式，是通迂在饗端凌各中的盟控引擎上提供一介杞衰事件的函數接口，然后舀終端接

收到盟控任各后，盟控引擎向系統的底尾固件注冊此函數接口。如此她理之后，系統的底屋固件在

事件岌生后自劫碉用所注冊的函數按口，完成葫件的盟控及杞衰操作。

第二神方式，是通泣在終端投各中的腔控引擎上定叉一介事件消息她理函數，然后舀終端役各

接收到檻控任麥后，腔控引擎向系統的庇厚圃件注冊所迷消息她理函數，井將事件消息勻她理函數

夫碳起來 舀葵端投各內岌生事件后，系筑的底居固件含相匝的芹生事件消息井岌迭所迷消息哈終

端投各 終端汝各中的盟控引擎根据注冊的夫耿芙系，通迂消息她理函數接收消息井肘其迸行她理，

完成咐事件的盟控及杞泵操作。



鋒迂步驟 5 的她理迂程，完成了肘燊端投各內下載的匝用裡序的濫控以及杞衰操作，之后接看軌

行如下步驟

步驟6 、葵端投各根据所迷上扳茶件占策略將所迷盟控結果上扳哈管理方。

樊端投各杞泵下盟控結果后，根据上扳策略 茶件，井通迂 e ne c e 消息上扳盟控拮果拾

管理方。所迷 e 消息中包含 整型返回碉、數据源的 、 e ype 信息、 o e a o 相夫

性 。所 yPe 信息可以定叉力."o . op en o b ea a ce. d . on o ng e p o 升

放移劫耿盟投各管理盟控扳告丫 。

步驟 7 、所迷管理方根据所迷盟控鈷果肘饗端投各迸行管理。

舀管理方接收到饗端投各上扳的消息后，根据所迷消息申的 e ype 信息藐知燊端投各上扳

的是茁控拮果，于是歌取通迂非投各管理方式下裁的匝用程序信息，非杞景所迷終端投各安裝的匝

用程序的相夫信息，以便迸行后鏤的管理操作，如將用戶萬域安裝的匝用程序添加到終端投各的管

理村上，或更新葵端投各的管理村上的管理咐象的相匝信息 。如果管理方沒有藐取 e ype

息，則不舍碗趴終端上扳的內容。

本岌明捉供的第三宴施例是第二神肘終端投各迸行管理的方法，其核心是，通池葵端投各肘坡

各管理榭的盟控宴聊肘管理肘象市庶的盟控，具休寞施迂程仍然如團6所示，包括

步驟 1、管理方清求用戶授杖，力投各下岌盟控任各。

步驟2 、圭所迷用戶需要被盟控吋，則授枚，即允沖管理方下友盟控任各。

步驟 3 、管理方下岌盟控任奢拾葵端役各，井將其安裝在終端役各上。

所迷盟控任努包括 夠定的若干事件盟控碩、杞泵荼件勻策略和 或上扳茶件占策略。具休寞施

參兄第二宴施例中的描迷。

步驟4 、葵端投各內友生萬錢事件。

步驟 5 、終端投各根据需要的盟控碩檻控葵端事件的岌生，井根据所迷杞衰集件勻策略將腔控拮

果杞衰下來。

在 迂程中，終端投各上的匝用裡序 包括固件和軟件 、參數以及一些基本信息都是以管理肘

象 的方式存儲在沒各管理榭上的。 因此舀終端投各內岌生的事件力用戶或終端投各上的匝用

程序萬我修改了饗端投各申的投各管理榭上的管理肘象及屈性的盟控碩肘，只需要咐管理村迸行盟

控。肘管理榭迸行盟控的迂程包括丙神情況

第一神，終端投各通迂在歧定的事件信息宋集庶采集井分析管理肘象布貞的值及屈性，歌取終

端投各中管理肘象布魚的值及屈性的改交信息。其安施迂程如圈 所示，包括

步驟 、在盟控升始肘，檻控引擎淒取井杞秉下要盟控的管理肘象市庶的值。

步驟2 、根据腔控任芬中配貿的杞衰茶件均策略，檻控引擎在盟控肘同魚上查洵井藐取所迷管理

肘象背貞的舀前值，井將舀前值勻盟控升始前藐取的值迸行比較，若二者不一致，別軌行步驟 3 ，否

則錐鍥軌行步驟幻

步驟 3 、碗臥是否力用戶或終端投各 自身肘所迷值迸行了修改，若是，則執行步驟4，即根据配



置的杞衰架件勻策略將茁控拮果杞衰下來 如果在盟控期同，是 服各器肘管理肘象市庶的值迸行

了修改，則忽略此坎參數修改，特入步驟2 。

第二神，是通池接收底居固件宴肘上搬的消息來藐取婆端投各中管理肘象市庶的值及屑性的改

交信息。在迭神情況下，需要在終端上的D g e n 投置有特定函數，以寺何她理 的修政操作，通

迂重裁迭介函數，杜 Ag e 在肘一些需要盟控的 市魚迸行修改吋，主功向盟控引擎迸行上扳，

然后杞衰相夫的信息，以迭到宴肘盟控的目的。

鋒迂上迷步驟 5 中的一系列迂裡后，葵端投各將所迷檻控拮果杞衰下來，之后軌行如下步驟

步驟 6 、饗端沒各根据所迷上掘荼件占策略將所迷盟控拮果上扳鑰管理方。

具休妥施迂程均第二宴施例申的相芙描迷雷同，不再洋細描迷。

步驟 7 、所迷管彈方根据所迷上扳結果咐葵端投各迸行管理。

舀管理方接收到終端投各上扳的消息后，根据所迷消息中的 e ype 信息歌知饗端投各上扳

的是盟控結果，于是根据終端投各上扳的 e 消息抉取饗端沒各上管理肘象的值，井用其更新其內

杞衰的相匝的管理刺象的值。如果管理方投有孰取到 e y p e倩息，則不舍碗臥燊端上扳的內容。

本岌明提供的第四妥施例是第三神肘葵端投各避行管理的方法，其核心是，通迂饗端投各肘萬

錢參數修改的盟控，突現肘饗端投各的管理。 由于終端上的很多姪接參數和並各參教都是放在役各

管理榭上作力管理肘象來存傭的。射于速些參數，可以通迪盟控管理肘象市貞采宴現腔控。肘于投

有存儲在沒各管理榭上的參數，盟控流程勻腔控管理肘象市魚吋的盟控流程相似，但描控引擎肘參

數的坊何要夏染一些，需要通迂稠用底屋圃件或其他使能部件提供的接口才能迸行坊何 。其具休的

接口技木，有救于努端的突現。

本岌明提供的第四安施例的安施迂程如團 2所示，包括

步驟 、管理方清求用戶授杖，力投各下岌檻控任各。

步驟2 、舀所迷用戶需要被盟控肘，別授杖，即允昨管理方下岌跆控任券。

步驟 3 、管理方下岌盟控任芬鑰饗端狡各，井將其配置在葵端投各上。

在此宴施例中，步驟 3 的泣程勻第二宴施例中的相夫描迷中的不同之她在于 所迷茁控任各不攸

包括釣定的若千事件盟控項、杞汞茶件勻策略和 或上扳茶件勻策略，而且汪包括管理方力終端沒各

上的服芬參數或此努參數投定的級別，例如汗重級 c a 、重要級 p o an 或正常級

No a 。管理方根据參數的不同級別軌行不同的管理策略。比如，如果管理方盟控到饗端投各的

參數修改在正常范圃內，可以不軌行管理操作，默昨用戶肘參數的修改 如果獎端上扳的參數力汗

重級，一旦管理方盟控到核參數的改交，立即下岌新參數肘其迸行修夏 如果終端的參數力重要級，

管理方盟控到核參數改交肘，可以酌情她理，例如，在某介肘向庶下友新參數迸行修夏，或等終端

投各要用到核服券參數的肘候迸行修夏。

步驟4 、終端投各內的萬戳配置參數被修改。

葵端投各的配實參數可以被用戶修改，也可以被終端投各上的某介匝用程序修改。

步驟 5 、終端役各根据需要的盟控攻盟控井茨取到終端投各上的萬錢參數被修改，井根据所述杞

2



景集件勻策略將盟控拮果杞衰下求。同肘葵端投各也可以迸行其他管理操作，如提示用戶核參數的

修改可能造成不便等。

在步驟5中，圭終端投各蝸控到腔控碗力用戶或終端投各上的匝用程序萬戮修改了饗端上的配置

參數肘，具休的茁控泣程包括兩神情況

第一神，獎端投各通泣在投定的事件信息采集貞采集井分析配置參數，歌取葵端梭各中配置參

數的改交信息

第二神，終端投各通迂接收底房固件宴肘上扳的消息采藐取終端投各申血冬參數 配實的改交信

息。

步驟6、終端投各根据所迷上扳荼件占策略將所迷蝸控結果上扳拾管理方。具休突施迂裡勻第二

安施例申的相夫描迷雷同，不再洋細描迷。

之后管理方根据所迷上扳鈷果采取相匝的管理策略，并依据所迷管理策略肘葵端投各迸行管理。

具休宴施迂程如下

步驟 7、管理方根据參數的級別，碗定相匝的管理策略，井迭取合造的參數值

步驟8、管理方將推荐的新參數值下岌拾終端波各。

步驟9、饗端役各清求用戶碗臥，看用戶是否愿意將已被修改的參數更新力管理方下岌的推荐值

步驟 0、圭用戶允昨吋，岌迭硝臥消息拾終端投各

步驟 、終端投各用新的參數值更新已被修改的參教值。

上迷第二至第四宴施例中盟控任努中也可以不包括上扳奈件占策略，此肘管理榭中則不包括上

掘市貞和上扳茶件市庶，迭神情況下，葵端役各盟控到事件后，根据杞衰荼件勻策略，通迂管理榭

中的杞汞市魚杞景下來，然后管理方通迂宴肘或定期查洶孜得終端投各內的盟控結果，非根据所迷

盟控拮果肘終端汝各迸行管理。

上迷第二至第四宴施例申，盟控任各申也可以仗仗包括若干介事件盟控碩，此肘所迷管理榭中

伙仗包括Even 市庶、 on en 布庶和 na 市貞便能市庶。迭神情況下，饗端投各通逍控制便能

市庶檻控事件，管理方通迂要吋或定期查洶歌得終端投各內的盟控拮果，并根据所迷盟控拮果肘終

端投各迸行管理。

本友明提供的第五宴施例是第四神肘終端投各迸行管理的方法，其核心是，舀事件茁控攻力饗

端投各上的匝用程序的使用信息肘，通泣燊端投各肘如團8所示的 投各管理村的盟控宴現肘管理肘

象市庶的盟控，具休要施迂程包括

步驟 、管理方滴求用戶授杖，力投各下友腔控任麥。

步驟入 舀所迷用戶需要被腔控肘，則授杖，即允沖管理方下友盟控任各。

步驟3、管理方下岌茁控任芬給燊端投各，井將其安裝在婆端投各上。

所迷盟控任券包括 釣定的若干事件盟控攻所迷事件盟控項力婆端投各上的匝用程序的使用信



息。具休妥施參兄第二安施例申的描迷。

步驟4、葵端投各內岌生萬絨事件。

步驟5、幾端役各根掘需要的盟控碩濫控葵端事件的岌生，井通迂 管理榭上的相匝市貞將盟控

拮果杞泵下來。

如何盟控匝用程序的使用情況可以采用查洵匝用程序列表法、查洶系統日志法，或通迂底屋固

件或操作系筑上扳法。

步驟6、管理方通迂查洵方式孜取終端投各內的盟控拮果，井根掘所迷盟控拮果肘葵端投各迸行

管理。

由上迷本岌明的具休突施方案可以看出，通迂本岌明，能夥茁控井歌取饗端事件，非根掘貌取

到的燊端事件肘燊端投各越行管理，爪而能移預防或及肘消除婆端事件肘終端役各的影晌，減少役

各上出儲的可能性，迸而提高了這萱商的服券廁量。

以上所迷，仗力本岌明較佳的具休宴施方式，但本岌明的保折范園非不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

技木領域的技木人貝在本岌明揭露的技木范園內，可鞋易想到的交化或替換，都座涵蓋在本岌明的

保折范圃之內。因此，本岌明的保折范圃匝核 以杖利要求的保折范囿力准。



杖利要求

1、一神咐終端役各迸行管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在萬錢狀悉下茁控井藐取終端役各內岌生的事件

根据所迷事件肘所迷終端投各迸行管理。

2、根据杖利要求 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寓錢狀杰下腔控并藐取葵端沒各內岌生的事件

的迂程具休包括

下岌盟控任各給葵端投各

葵端役各在萬錢狀悉下根据所迷盟控任各盟控終端投各內岌生的事件，井將盟控到的事件上扳

拾管理方 或，終端凌各在萬錢狀悉下根据所述盟控任芬中的信息茁控終端波各內岌生的事件，管

理方主功藐取葵端投各腔控到的信息。

3、根据叔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盟控任冬包括

夠定的若千事件盟控項，井可迭地包括上掘各件占策略和 或杞衰集件占策略。

4、根据杖利要求3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事件盟控項包括

用 方式安裝或更新了葵端投各上的座用程序 和 或，

萬絨修改了燊端投各申的投各管理榭上的管理肘象及屈性 和 或，

萬絨修政了終端上的配貿參數 和 或，

終端沒各上的座用釋序的使用信息。

、根掘杖利要求2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下友盟控任努拾終端沒各的迂釋之前汪包括

友送淆求檻控事件的授杖靖求拾用戶，井得到所迷用戶的授杖坪可。

6、根据杖利要求2所迷的方法，某特征在于，迂包括 終端投各通迂管理咐象存儲所迷臨控任

各。

7、根据杖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管理肘象包括

事件棕洪市貞、事件盟控碩市貞和便能市魚 。

8、根据杖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管理肘象包括

位用程序的名林市貞、癸型市魚、使用肘閒信息市魚和伎用位置信息市魚，井可逝地包括活功

信息市庶、下載信息背庶或存儲容量信息市庶 。

9、根据杖利要求7或8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管理肘象汪包括

上扳市庶和上掘集件市庶 或，杞衰市庶和況衰茶件市魚 。

10、根据杖利要求3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終端役各在萬絨狀悉下根据所述盟控任芬腔控堅

端投各內岌生的事件，井將盟控到的事件上扳鈴管理方 或，葵端役各在萬戮狀悉下根据所述盟控

任麥中的信息腔控終端波各內岌生的事件，管理方主功歌取燊端投冬茁控到的信息的迂程具休包括

在萬錢狀悉下，終端汝各根据腔控任芬申釣定的若千事仲腔控碩腔控葵端投各內岌生的郵件

終端投各根据所迷盟控任各申的上扳茶件勻策略將盟控到的葵端投各內岌生的事件上扳拾管理

方 或，管理方主功藐取葵端投各盟控到的信息。

1 、根据杖利要求 0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胚包括



根据所述盟控任芬中的杞衰茶件勻策略，將所迷盟控到的燊端投各內岌生的事件杞衰到終端投

各中。

、根据杖利要求 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在萬哉狀悉下，饗端投各根据盟控任各中釣

定的若千事件盟控碩盟控幾端沒各內岌生的事件的泣程之前，或在榴盟控到的終端投各內岌生的事

5 件上扳拾管理方的迂程之前，汪包括

終端役各友迭情求茁控事件的授杖情求給用戶，井得到所迷用戶的授杖昨可。

、根据杖利要求 、2或 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盟控終端沒各內友生的事件的迂程具休

包括

圭葵端投各內岌生的事件力在終端沒各上安裝、更新或使用匝用程序的事件盟控碩肘，終端沒

0 各通迂在投定的事件信息采集貞查洶并分析系統日志或系銑的匝用程序列表，藐取燊端沒各申新安

裝、更新或使用的匝用程序信息 或，通迂接收底居固件粟肘上扳的消息來毅取終端投各申安裝、

更新或使用的匝用程序信息

或，

舀饗端沒各內岌生的事件力萬我修改丁終端役各中的投各管理榭上的管理咐象及厲性的盟控項

1 肘，終端投各通迂在投定的事件信息采集貞宋集井分析管理肘象市貞的值及屆性，藐取終端狡各申

管理肘象市庶的值及屈性的改交信息 或，通迂接收底侯固件宴肘上掘的消息柬藐取終端沒各中管

理肘象市焦的值及屑性的改交信息

或，

舀終端投各內岌生的事件力用戶或終端役各上的匝用程序萬哉修改了終端上的配置參數的盟控

? 碩肘，饗端投各通迂在投定的事件信息采集貞采集井分析配置參數，孜取終端役各中配置參數的改

交信息 或，通迂接收底屢固件奕肘上扳的消息求毅取終端投各中血券參數 配置的改交倩息。

4、根据杖利要求1、2或10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將盟控到的終端沒各內岌生的事件上扳

拾管理方的迂程具休包括

通迂通知 消息將腔控到的事件上扳鑰管理方，所迷消息中擴帶岌生事件的管理肘象的統一

狡源析氓 、通知癸型 e 和岌生的事件。

、根据杖利要求 4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所迷事件肘所迷葵端役各迸行管理的迂程

具休包括

管理方根据終端波各上扳的 e .消息歌取終端投各上安裝、更新或使用座用程序的信息，并杞

秉所迷信息 根据所迷杞秉的信息，更新終端投各的管理村上的管理咐象的相匝信息，井肘其迸行

后鏤管理

或，
管理方根据終端沒各上掘的 e .消息歌取終端投各上管理肘象的值，井用某更新其內杞汞的相

座的管理肘象的值

或，

管理方根据終端投各上扳的 e 消息歌取燊端投各上扳的配置參數井根据役定的配置參數的

6



級別，射所迷事件碗定相匝的管理策略 管理方根据碗定的管理策略迭取合造的參數值，井將其下

投拾饗端投各用于修夏被修改的參數。

6、根据叔利要求 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所迷事件肘所迷葵端投各迸行管理的迂程

汪包括

終端投各接收管理方下岌的參數值，井用其更新原有的被修改的參數。

、根据杖利要求 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所迷事件肘所迷終端投各迸行管理的迂裡

逐包括

終端股各清求用戶允沖將已修改的參數迸行修夏，井茨得用戶的碗臥。

8、一神咐筊端沒各迸行管理的系統，某特征在于

包括管理方和婆端沒各

終端投各在萬錢狀悉下，蝸控井歌取終端投各內岌生的事件 管理方根据葵端投各盟控到的事

件肘葵端滋各迸行管理。

9、根据杖利要求 8所迷的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迷管理方包括腔控任努管理革元和盟控結果她理草元

所迷盟控任各管理革元用于下岌盟控任各拾所迷鋒端投各

所述盟控拮果她理革元，用于藐取饗端役各盟控到的事件并根据其肘所述終端汝各迸行管理。

20、根据杖利要求 8所迷的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迷終端投各包括腔控引擎 用于接收管理方下友的盟控任各，井咐所迷盟控任芬迸行配置，

然后根掘所迷盟控任各蛀控井孜取終端役各內岌生的事件。

21、根据杖利要求20所迷的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迷盟控引擎包括配置革元，用于接收所述管理方下岌的盟控任冬，并根据所迷盟控任各配置

相匝的盟控項、杞衰集件和上扳奈件。

茲、根据杖利要求2 所迷的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迷盟控引擎逐包括腔控革元和上扳革元

所速盟控單元根据所迷配置草元配置的盟控項檻控終端役各內岌生的事件，然后將盟控緒果侍

迭哈上扳單元 所迷上扳革元根据所迷配實卑元配置的上扳茶件將盟控鈷果上扳拾管理方。

23、根据枚利要求22所迷的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迷盟控引擎胚包括杞衰革元，用于根据配置革元配置的杞泵奐件杞泵所迷檻控革元盟控到的

盟控鈷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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