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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The present invention relates to a
portable electronic device, a method for content

A 便携式电子设备 publishing using the portable electronic device, and
a prompting method for content selection. The elecBB cc tronic device (1000) comprises: a display unit

获取单元 1100 选择单元 1200 (1400) to display to an user; an acquirement unit
( 1100) for content data acquirement; a selection
unit (1200) for selecting at least one destination ad
dress for content data publishing; and a transmis
sion unit (1300) for transmission of content data

DD EE based on a destination address containing content
发送单元 1300 显示单元 1400 data for external vis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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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便携式电子设备，用于便携式电子设备的内容发布方法以及用于内容选择的提示方法。该电

子设备 (1000) 包括：显示单元 (1400) ，用于向用户进行显示；获取单元 ( 1100)，用于获取内容数据；选择单元 (1200)

用于选择发布内容数据的至少 -个 目标地址；发送单元 (1300) ，用于根据 目标地址发送内容数据，其中目标地址存

储内容数据，以供外部访问。



便携式电子设备 、内容发布方法和提示方法

技术领域

本发 明实施例涉及一种便携式电子设备 、用于便携式电子设备 的内容发

布方法、以 及 用于 内容选择 的提示方法。

背景技术

近年来 ，例如数字照相机 、便携 式蜂 窝电话 、便携式音 乐播放 器之类的

各种便携 式电子设备被广泛应用。便携 式电子设备可向用户提供 的服务的种

类也 日益丰富。以便携式蜂 窝电话为例 ，除 了传统的语音通话和收发短 消息

以外 ，当前的许 多便携 式蜂 窝电话还可提供音 乐播放 、视频播放 、照相摄像

以及无线上 网等多种功能。

另一方面，随着互联 网的发展 ，人与人 的联 系方式正在从 以联 系人为 中

心的通讯应用向以内容为中心的社 交网络转变。例如 ，现在越来越 多的人选

择通过社 交网站 、博客 、微博等方式发布 自己的 日记 、拍摄照片等等而不是

仅仅通过短信 、彩信 、电话等方式与朋友分享。

当前 ，提 出了能够连接到无线 网络以便登录社 交网站 、博客 、微博等 网

址进行信 息发布的便携 式电子设备 。然而，用户每次发布信 息时需要 首先登

录 自己的发布 网址 ，然后才能进行信 息更新 。并且 ，对于具有多个地址发布

自己创建的内容或转发他人创建的内容以供外部访 问的用户来说 ，当发布 内

容时，需要逐一登录 自己所有 的可发布信 息的网址 ，以便逐一对这些地址上

发布的内容进行更新 。这使得用户操作起来十分不便 。

发 明内容

鉴于以上 问题 ，希望提供一种 能够实现 内容的统一创建和统一发布的便

携式电子设备和用于便携式电子设备 的 内容发布方法。

根据本发 明的实施例 ，提供 了一种便携 式电子设备 ，包括：显示单元 ，

用于向用户进行显示；获取单元 ，用于获取 内容数据 ；选择单元 ，用于选择

发布 内容数据 的至少一个 目标地址；发送单元 ，用于根据 目标地址发送 内容

数据 。其 中 目标地址存储 内容数据 ，以供外部访 问。

根据本发 明的另一 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用于便携 式电子设备 的 内容发布



方法，包括：获取 内容数据 ；选择发布 内容数据 的至少一个 目标地址；根据

目标地址发送 内容数据 ，其 中 目标地址存储 内容数据 ，以供外部访 问。

根据本发 明的另一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便携式电子设备 ，包括：发布板单

元；显示单元 ，用于向用户进行显示；以及发送单元 ，用于根据选择模块选

择 的 目标地址发送 内容数据 。其 中发布板单元 包含 ：至少一个 内容创建模块 ，

用于创建至少一种类型的内容数据 ；选择模块 ，用于选择发布 内容数据 的至

少一个 目标地址 ，其 中 目标地址存储 内容数据 ，以供外部访 问。

根据本发 明的另一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便携式电子设备 ，包括 ：显示单元 ，

用于以第一效果显示至少两部分 内容；识别单元 ，用于识别至少两部分 内容

中是否存在可被提取 的可提取 内容；以 及 发布板单元 ，包含 ：至少一个 内容

创建模块 ，用于创建至少一种类型的 内容数据 ；以及 内容提取模块 ，用于从

所显示的至少两部分 内容 中提取 内容数据 ；其 中，当识别单元识别 出至少两

部分 内容 中存在可提取 内容时，发布板单元进入第一工作状态；以 及 当识别

单元识别 出至少两部分 内容 中不存在可提取 内容时，发布板单元进入第二工

作状态。

根据本发 明的另一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用于 内容选择 的提示方法，应用于

便携式电子设备 中，所述便携 式电子设备具有显示单元 。所述方法包括：获

得至少两部分 内容；识别至少两部分 内容 中可被提取 的可提取 内容；以及在

显示单元上以第二效果显示可提取 内容 ，并且以第三显示效果显示在至少两

部分 内容 中不可被提取 的不可提取 内容 。

通过本发 明实施例 的便携 式电子设备 和用于便携 式 电子设备 的 内容发

布方法，能够方便快速地创建或提取要发布的内容数据 ，例如 ，用户能够将

创建例如文本 、图片、视频 、音频多种媒体文件 ， 并分享这些 内容数据到

例如信 息、邮件 、微博 、社 交网站 、即时通讯工具 （IM ) 之类的多个 目的地 ，

实现发布 内容的统一创建和统一发布 。

此外 ，通过本发 明实施例的提示方法，当用户进行 内容选择 时可清楚的

辨识可识别的内容和不可识别的内容 ，为用户进一步进行选择操作提供 了便

利。

附图说 明



为 了更清楚地说 明本发 明实施例的技 术方案 ，下面将对 实施例的描述 中

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 筒单地介 绍。下面描述 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 明的示例性

实施例 。

图 1 是示 出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便携 式 电子设备 的示范性结构框 图。

图 2 是示 出根据本发 明另一 实施例的便携 式 电子设备 的示范性结构框

图。

图 3 是示 出根据本发 明另一 实施例的便携 式 电子设备 的示范性结构框

图。

图 4 是示 出根据本发 明另一 实施例的便携 式 电子设备 的示范性结构框

图。

图 5a 是示 出了在没有创建 内容数据 的情况下在显示单元上显示的发布

板单元 的用户界 面的示例 图。

图 5b 是示 出了通过 图像 内容创建模块创建 图像类型的 内容数据 的示例

图。

图 5c 是示 出了在创建 了图像类型的 内容数据 的情况下在显示单元上显

示的发布板单元 的用户界 面的示例 图。

图 6 是示 出根据本发 明另一 实施例的便携 式 电子设备 的示范性结构框

图。

图 7 是描述 了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 内容发布方法的流程 图。

图 9 是描述 了根据本发 明另一 实施例 的用于 内容选择 的提示方法的流

程 图。

具体 实施 方式

在下文 中，将参考附图详 细描述本发 明的优选 实施例 。注意 ，在本说 明

书和附图中，具有基 本上相 同步骤和元素用相 同的附图标记来表示 ，且对这

些步骤和元素的重复解释将被省略 。

下面，参照 图 1 说 明本发 明的实施例 的便携 式电子设备 。图 1 是示 出根

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便携 式电子设备 1000 的示范性结构框 图。如 图 1 所示 ，

本 实施例 的便携 式电子设备 1000 包括 ：获取单元 1100 、选择单元 1200 、发

送单元 1300 和显示单元 1400 。获取单元 1100 可获取 内容数据 。内容数据可



为文本 、图像 、视频等。内容数据 的具体 内容不构成对本发 明的限定。例如 ，

获取单元 1100 可获取用户新创建的内容数据 ，也可 当用户浏览文字 、图像 、

或视频 内容数据等时提取 内容数据 。稍后将对此进行详 细描述 。

选择单元 1200 可选择发布 内容数据 的至少一个 目标地址。 目标地址存

储 内容数据 ，以供外部访 问。目标地址可为社 交网站 （例如人人 网、开心网

等 ）上用户个人 空间所对应 的网址 、用户的博客 、微博所对应 的网址 ，或者

邮箱地址等。此外 ，选择单元 1200 还可选择通过短信方式发送 内容数据 。

发送单元 1300 根据 目标地址发送 内容数据 。从 而，例如用户的好友或

其他人 可 从 外部访 问用户发布的内容。选择单元 1200 可选择单个 目标地址 ,

也可选择 多个 目标地址 。发送单元 1300 可将 内容数据 同时发送到所选择 的

一个或多个 目标地址。除 了存储 内容数据 的以供外部访 问的 目标地址以外 ，

选择单元 1200 还可用于选择便携式电子设备 1000 中所存储 的联 系人 的电话

号码 ，并通过发送单元 1300 发送所获取 的内容数据 。

具体地说 ，在用户选择 了目标地址之后 ，选择单元 1200 可判断用户是

否选择 了以邮件或短信方式进行发布 。应注意也可以由例如发送单元 1300

果用户没有选择 以邮件或短信方式进行发布 ，则发送单元 1300 按照 目标地

址发送 内容数据 。如果用户选择 了以邮件和/或短信方式进行发布 ，则在显示

单元 1400 上显示联 系人 列表 ，以便用户选择联 系人 。然后 ，发送单元 1300

按照例如社 交网站上用户个人 空间所对应 的网址 、用户的博客 、微博所对应

的网址 、邮箱地址指令 的 目标地址和/或用户所选择 的电话号码发送 内容数

据 。

显示单元 1400 用于向用户进行显示。显示单元 1400 可 包括 TFT 、OLED

等类型的显示屏幕 ，也可 包括低功耗 的显示屏幕 ，如 Memory LCD, E-Ink

等类型的显示屏幕。显示单元用 1400 中显示屏幕的具体类型不够对本发 明

的限制。

此外 ，获取单元 1100 获取 了内容数据后 ，可 由用户通过选择单元 1200

选择存储在存储 器 （未示 出 ）中的 目标地址。可替换地 ，选择单元 1200 还

可根据所获取 的 内容数据选择 至少一个能够发布该 内容数据 的 目标地址。具

体地说 ，不同的地址对于在其 中存储 以便外部访 问的内容数据可能存在不同

的限制和要求。例如 ，很 多微博 网站限制一次发布的文字数量 ，而一些社 交



网站可能不允许用户发布视频数据 。当获取单元 1100 获取 了内容数据 时，

可 同时获取这些 内容数据 的格 式信 息 （例如 内容数据 的格 式及 大小 ）。选择

单元 1200 可依次读取存储 器中的存储 的候选 目标地址的格式限制 ，并将所

获取 的内容数据 的格式信 息依 次与候选 目标地址的格式限制进行对 比，从 而

判断所获得 的内容数据是否超 出格式限制。可替换地 ，也可 同时将所获取 的

内容数据 的格式信 息与各个候选 目标地址的格式限制进行对 比。根据选择单

元 1200 的判断结果，显示单元 1400 可向用户显示所获取 的内容符合发布要

求的候选 目标地址。可替换地 ，显示单元可以通过不同的显示效果显示符合

发布要求的候选 目标地址和不符合发布要求的候选 目标地址 。例如 ，以第一

亮度显示符合发布要求的候选 目标地址 ，而以第二亮度显示不符合发布要 求

的候选 目标地址 。

在可替换 的实施例 中，便携式电子设备还可 包括处理单元 。处理单元可

根据选择单元选择 的 目标地址的发布要 求处理 内容数据 。例如 ，当获取单元

获取 了内容数据 时，可 同时获取这些 内容数据 的格式信 息。根据用户通过选

择单元选择 的 目标地址所对应 的格式限制 ，处理单元对 内容数据进行处理 ，

并且发送单元将处理后 的内容数据发送到对应 的 目标地址。具体地说 ，处理

单元可分别判断文本是否超 出限制 ，如果超 出则去掉超 出部分的文字 ，用省

略号代替 ；判断 目标地址是否不支持视频格式，如果不支持则 自动提取视频

首、尾和/或 中间时间段 的截 图作为发布的图像数据 ；判断图片或视频是否超

出限制 ，如果超 出则压缩 图片或视频；以 及 判断是否仍存在超 出格式的 内容 ，

如果存在则去掉超 出部分 内容 。

下面，将参照图 2 说 明根据本发 明的另一实施例的便携 式电子设备 。图

是示 出根据本发 明另一实施例的便携 式电子设备 2000 的示范性结构框 图。

如 图 2 中所示，与 电子设备 1000 类似 ，电子设备 2000 包括：获取单元 2100 、

选择单元 2200 、发送单元 2300 和显示单元 2400 。选择单元 2200 、发送单元

2300 和显示单元 2400 分别类似于上面图 1 中电子设备 1000 的选择单元

1200 、发送单元 1300 和显示单元 1400 。具体地 ，选择单元 2200 可选择发布

内容数据 的至少一个 目标地址。发送单元 2300 根据选择单元 2200 选择 的 目

标地址发送 内容数据 。显示单元 2400 用于向用户进行显示。

本实施例 中的获取单元 2100 还可 包括至少一个 内容创建模块 ，用于创

建至少一种类型的内容数据 。如 图 2 所示，所述至少一个 内容创建模块可 包



括文本 内容创建模块 2110 、图像 内容创建模块 2120 、音频 内容创建模块 2130

和/或视频 内容创建模块 2140 。更具体地说 ，图像 内容创建模块 2120 和视频

内容创建模块 2140 可 包括摄像头，以便创建要发布的图像和视频数据 。音

频 内容创建模块 2130 可 包括麦克风 ，以便创建要发布的音频数据 。

此外，内容创建模块还可编辑所创建的内容数据 。具体地说 ，文本 内容

创建模块 2110 可对所创建的文本数据进行插入 、删除等操作 。图像 内容创

建模块 2120 、音频 内容创建模块 2130 和视频 内容创建模块 2140 可进行压缩

或删除所创建的内容数据 、以及对创建的内容数据添加主题等操作 。用户可

根据 自己的喜好选择 内容创建模块以创建相应类型的内容数据 。

下面，将参照图 3 说 明根据本发 明的另一实施例的便携式电子设备 。图

3 是示 出根据本发 明另一实施例的便携式电子设备 3000 的示范性结构框 图。

如 图 3 中所示，与电子设备 1000 类似 ，电子设备 3000 包括：获取单元 3100 、

选择单元 3200 、发送单元 3300 和显示单元 3400 。选择单元 3200 和发送单

元 3300 分别类似于上面图 1 中电子设备 1000 的选择单元 1200 和发送单元

1300 。具体地 ，选择单元 3200 可选择发布 内容数据的至少一个 目标地址。

显示单元 3400 用于向用户进行显示。当用户通过便携式电子设备 3000

浏览网页或观看 图像 、视频时，显示单元 3400 可以第一效果显示至少两部

分 内容。例如 当用户浏览网页时，显示单元 3400 可 以 第一效果显示网页上

的文字、图像 、和/或视频。

本实施例 中的获取单元 3100 还可 包括 内容提取模块 3110 。内容提取模

块 3110 可从所显示的至少两部分 内容 中提取 内容数据 。当用户如上所述通

过便携式电子设备 3000 执行浏览网页、观看 图像 、视频等操作 ，并且希望

将 当前观看到的全部或部分 内容作为 内容数据发布时，用户可通过 内容提取

模块 3110 提取希望的部分作为要发布的内容数据 ，然后通过选择单元 3200

选择发布 内容数据的 目标地址 ，并通过发送单元 3300 将所提取的内容数据

发送到 目标地址。

此外，内容提取模块 3 110 可识别在显示单元 3400 显示的至少两部分 内

容中可被提取的可提取 内容，以便 向用户提示 当前显示的画面中可被提取的

部分。例如 ，在用户在浏览包括文字和 图像的网页时发现希望发布的内容的

情况下，当用户希望将 当前观看到的全部或部分 内容作为 内容数据发布时，



启动 内容提取模块 3110 。内容提取模块 3110 可通过例如接收关于显示画面

的描述信息，来识别在显示的网页所包含的至少两部分 内容中可被提取的可

提取 内容。根据 内容提取模块 3110 的识别结果，显示单元 3400 可 以第二效

果显示可提取 内容并且以第三显示效果显示在至少两部分 内容 中不可被提

取的不可提取 内容。第二效果与第三效果不同。

具体地说 ， 当内容提取模块 3110 识别 出在显示单元 3400 显示的画面

中存在可被提取的可提取 内容时，显示单元 3400 可根据 内容提取模块 3110

的识别结果以例如高亮边框或者动态提示之类的第二效果显示可提取 内容，

同时以例如通过透 明图遮盖之类的第三效果显示不可被提取的不可提取 内

容。从而，用户可以清楚地知晓当前显示的画面中哪些 内容可被提取 ，以方

便选择 。可替换地，第二和第三效果之一可与第一显示效果相 同。

下面，将参照图 4 说明根据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的便携式电子设备 。图

4 是示出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便携式电子设备 4000 的示范性结构框 图。

如图 4 中所示，电子设备 4000 包括发布板单元 4100 、显示单元 4200 和发送

单元 4300 。

与图 2 中所示的便携式电子设备 2000 的文本 内容创建模块 2110 、图像

内容创建模块 2120 、音频 内容创建模块 2130 和视频 内容创建模块 2140 类似 ，

发布板单元 4100 包含：文本 内容创建模块 4110 、图像 内容创建模块 4120 、

音频 内容创建模块 4130 和视频 内容创建模块 4140 和选择模块 4150 。在可替

换的实施例中，发布板单元可只包含上述多个 内容创建模块中的一个或一部

分。

各个 内容创建模块可创建相应类型的内容数据。例如通过文本 内容创建

模块 4110 可创建文本类型的内容数据 。类似地 ，通过图像 内容创建模块 4120

可创建图像类型的内容数据；通过音频 内容创建模块 4130 可创建音频类型

的内容数据；以及通过视频 内容创建模块 4140 可创建视频类型的内容数据。

此外，与图 2 中所示的便携式电子设备 2000 中的内容创建模块类似 ，内容

创建模块 4110-4140 还 可编辑所创建的内容数据 。

选择模块 4150 可选择发布 内容数据的至少一个 目标地址。目标地址可

存储 内容数据 ，以供外部访 问。显示单元 4200 可向用户进行显示。发送单

元 4300 可根据选择模块 4150 选择的 目标地址发送 内容数据。

图 5a 至图 5c 示 出了通过图像 内容创建模块 4120 创建图像类型的内容



数据并进行发布的一个示例。图 5a 是示出了在没有创建 内容数据的情况下

在显示单元上显示的发布板单元 4100 的用户界面的示例图。图 5b 是示出了

通过图像 内容创建模块 4120 创建图像类型的内容数据的示例图。图 5c 是示

出了在创建 了图像类型的内容数据的情况下在显示单元上显示的发布板单

元 4100 的用户界面的示例图。如图 5a 和图 5c 所示，图标 5010 至 5040 分

别用于触发文本 内容创建模块 4110 、图像 内容创建模块 4120 、音频 内容创

建模块 4130 和视频 内容创建模块 4140 。图标 5050 至 5090 分别对应于选择

模块 4150 中可供用户选择的发布 内容数据的 目标地址。图标 5100 用于触发

发送单元 4300 发送 内容数据。

如图 5a 所示，当用户启动发布板单元 4100 时，发布板单元 4100 中没

有 内容数据。接下来，用户单击图标 5020 使得便携式电子设备打开摄像头，

并进入如图 5b 所示的拍照界面拍摄照片。然后用户再次单击图标 5020, 返

回到图 5c 所示的发布板单元 4100 的用户界面。如图 5c 所示，通过图像 内

容创建模块 4120 拍摄的照片已被放入发布板单元 4100 中。并且 当用户对所

拍摄照片不满意时，可通过点击照片上方的图标 5110 删除该照片。接下来，

用户在图标 5050 至 5090 中选择希望发送的 目标地址，并点击图标 5100, 发

送单元 4300 向用户选择 的 目标地址逐一发送创建的照片。

下面，将参照图 6 说明根据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的便携式电子设备 。图

6 是示出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便携式电子设备 6000 的示范性结构框 图。

如图 6 中所示，与电子设备 4000 类似 ，电子设备 6000 包括：发布板单元 6100 、

显示单元 6200 和发送单元 6300 。发布板单元 6100 包括用于创建 内容数据 内

容创建模块 6110 和用于选择发布 内容数据的至少一个 目标地址的选择模块

6120 。

显示单元 6200 可向用户进行显示。当用户通过便携式电子设备 6000 浏

览网页或观看图像/视频时，显示单元 6200 可 以第一效果显示至少两部分 内

容。例如 当用户浏览网页时，显示单元 6200 可以第一效果显示网页上的文

字、图像和/或视频。发送单元 6300 可根据选择模块 6120 选择的 目标地址发

送 内容数据。

本实施例中的发布板单元 6100 进一步包括 内容提取模块 6130 。内容提

取模块 6130 可从所显示的至少两部分 内容中提取 内容数据。当用户如上所

述通过便携式电子设备 6000 执行浏览网页、观看 图像/视频等操作 ，并且希



望将 当前观看到的全部或部分 内容作为 内容数据发布时，用户可通过 内容提

取模块 6130 提取希望的部分作为要发布的 内容数据 ，然后通过选择模块

6120 选择发布 内容数据的 目标地址 ，并通过发送单元 6300 将所提取的内容

数据发送到 目标地址。

此外，内容提取模块 6 130 可识别在显示单元 6200 显示的至少两部分 内

容中可被提取的可提取 内容，以便提示用户 当前显示的画面中可被提取的部

分 。以用户在浏览多个 图像文件 的情况为例 ，当用户希望将 当前显示单元

6200 所显示的多个图像文件 中一个或几个作为 内容数据发布时，启动 内容提

取模块 6130 。内容提取模块 6130 可通过例如接收关于显示单元 6200 上所显

示的多个 图像文件的描述信息，来识别在多个图像文件 中的可提取 内容。根

据 内容提取模块 6130 的识别结果，显示单元 6200 可以第二效果显示可提取

内容并且 以第三显示效果显示在至少两部分 内容 中不可被提取 的不可提取

内容。

此外，与图 1 中所示的便携式电子设备 1000 中的选择单元 1200 类似地 ，

可由用户通过选择模块 6120 选择存储在存储器 （未示 出 ）中的 目标地址。

可替换地 ，选择模块 6120 还可根据所获取的内容数据选择至少一个能够发

布该 内容数据的 目标地址。为 了避免重复，在此不再详述通过选择模块 6120

的操作 。

与上述实施例中类似 ，在可替换的实施例中，便携式电子设备还可进一

步包括处理单元。处理单元可根据选择单元选择 的 目标地址的发布要求处理

内容数据 。为 了避免重复，在此不再详述处理单元的操作 。

在根据本发 明的另一实施例中，便携式电子设备可 包括显示单元 、识别

单元和发布板单元。与电子设备 6000 中的显示单元 6200 的类似 ，本实施例

中的显示单元可以第一效果显示至少两部分 内容。识别单元可识别至少两部

分 内容中是否存在可被提取的可提取 内容。发布板单元可 包含：用于创建至

少一种类型的 内容数据 的至少一个 内容创建模块和用于从所显示的至少两

部分 内容 中提取 内容数据的内容提取模块。当识别单元识别 出至少两部分 内

容中存在可提取 内容时，发布板单元进入第一工作状态；以 及 当识别单元识

别 出至少两部分 内容 中不存在可提取 内容时，发布板单元进入第二工作状

态。在第一工作状态下，显示单元以第二效果显示可提取的内容并且以第三

显示效果显示 当前页面中不可提取的内容，并且通过 内容提取模块从可提取



内容 中提取 内容数据 。以 及 ，在第二工作状态下，内容创建模块 中的至少一

个创建 内容数据 。本 实施例 中的便携 式电子设备还可 包括操控单元 ，以便控

制发布板单元开启、关闭、进入第一工作状态和/或进入第二工作状态。

具体地说 ，当用户通过显示单元浏览网页或观看 图像/视频并且发现希

望发布的 内容时，可通过操控单元开启发布板单元 ，例如单击操控单元 中的

控制按键 以开启发布板单元 。接 下来 ，识别单元可识别 当前用户浏览的网页

或观看 图像/视频 中是否存在可被提取 的可提取 内容。当识别单元识别 出当前

用户浏览的网页或观看 图像/视频 中存在可提取 内容时，发布板单元进入第一
工作状态。在第一工作状态下，显示单元以第二效果显示可提取 的内容并且

以第三显示效果显示 当前页面中不可提取 的内容 ，以便 于用户通过 内容提取

模块从可提取 内容 中提取 内容数据 。此外 ，如果可提取 内容 中没有用户希望

提取 的内容数据 ，则用户可再次单击操控单元 中的控制按键 ，以关闭发布板

单元 。

另一方面，当识别单元识别 出至少两部分 内容 中不存在可提取 内容时，

如果在预定时间内用户再次单击操控单元 中的控制按键 ，则发布板单元进入

第二工作状态。在第二工作状 态下，用户可通过 内容创建模块 中的至少一个

创建 内容数据 。而如果在预定时间内用户没有再次单击操控单元 中的控制按

键 ，则显示单元显示的页面不改变，并且关闭发布板单元 。可替换地 ，发布

板单元也可 当识别单元识别 出至少两部分 内容 中不存在可提取 内容 时直接

进入第二工作状 态。

在根据本发 明的另一实施例 中，便携式电子设备可 包括 ：获取单元 、识

别单元和显示单元 。获取单元可获得至少两部分 内容 。识别单元可识别所述

获取单元获得 的至少两部分 内容 中可被提取 的可提取 内容。显示单元可以第

二效果显示所述可提取 内容 ，并且 以第三显示效果显示在所述至少两部分 内

容 中不可被提取 的不可提取 内容。本实施例 中的识别单元和识别单元与上述

实施例 中的识别单元和显示单元类似 ，在此为 了筒洁不再详述 。

通过根据 以上本发 明实施例的便携式电子设备 ，用户能够方便快速地创

建或提取要发布的内容数据 ，并分享这些 内容到例如信 息、邮件 、微博 、社

交网站 、即时通讯工具 （IM ) 之类的多个 目的地 ，实现发布 内容的统一创建

和统一发布。此外 ，当用户进行 内容数据 的选择 时，通过识别至少两部分 内

容 中可被提取 的可提取 内容并向用户进行提示，为用户进一步进行选择操作



提供 了便利。

下面，参照图 7 说 明本发 明的实施例的内容发布方法。图 7 是描述 了根

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内容发布方法 700 的流程 图。内容发布方法 700 可用于便

携式电子设备 ，并且 内容发布方法 700 中的各个步骤可分别被上述图 1 至图

4 以及 图 6 中的便携式电子设备 中的相应模块执行 ，因此，为 了筒洁，不再

具体描述。

在 图 7 的步骤 S710 中，获取 内容数据 。可由用户创建至少一种类型的

内容数据 ，可替换地 ，也可从显示画面中提取 内容数据 。为 了方便用户的提

取操作 ，还可在从显示画面中提取 内容数据之前识别在显示画面中可被提取

的可提取 内容，并且 以 不同的效果显示在显示画面中可被提取 的可提取 内容

和不可被提取的不可提取 内容。可通过接收关于显示画面的描述信息，并根

据描述信 息识别在显示画面中的可提取 内容。此外，还可对提取和/或创建的

内容数据进行编辑。

在步骤 S720 中，选择发布 内容数据 的至少一个 目标地址。可 由用户选

择希望发布所创建和/或提取的内容数据 的 目标地址。可替换地 ，还可由便携

式电子设备根据 内容数据选择至少一个能够发布该 内容数据的 目标地址。具

体地说 ，可预先存储多个候选 目标地址。在创建或提取 内容数据后 ，获取该

内容数据 的格式信 息 （例如 内容数据 的格式及 大小 ），然后依次读取候选 目

标地址的格式限制，并与所获得的内容数据进行 比对 ，从而判断所获得的内

容数据是否超 出格式限制。并且根据判断结果，向用户显示所获取的内容符

合发布要求的候选 目标地址。可替换地 ，可以通过不同的显示效果显示符合

发布要求的候选 目标地址和不符合发布要求的候选 目标地址。例如 ，以第一

亮度显示符合发布要求的候选 目标地址 ，而以第二亮度显示不符合发布要求

的候选 目标地址 ，以便 于用户进行选择 。

此外，还可根据 目标地址的发布要求处理所述 内容数据 。具体地说 ，在

用户选择 了发布 内容数据的至少一个 目标地址后 ，获取创建或提取 内容数据

的格式信 息 （例如 内容数据的格式及 大小 ）以依次判断发布板 中内容是否超

出目标地址的格式限制。更具体地说 ，分别判断文本是否超 出限制，如果超

出则去掉超 出部分的文字，用省略号代替；判断 目标地址是否不支持视频格

式，如果不支持则 自动提取视频首、尾和/或 中间时间段的截 图作为发布的图

像数据；判断图片或视频是否超 出限制 ，如果超 出则压缩图片或视频；以 及



判断是否仍存在超 出格式的内容，如果存在则去掉超 出部分 内容。

最后在步骤 S730 中，根据 目标地址发送 内容数据 。 目标地址存储 内容

数据 ，以供外部访 问。

通过本发 明实施例的内容发布方法，能够用户能够通过便携式电子设备

中方便地获得要发布的内容数据并分享这些 内容数据到例如信 息、邮件 、微

博 、社交网站 、即时通讯工具 （IM ) 之类的多个 目的地 ，实现发布 内容的统

一创建和统一发布。此外，通过本发 明实施例的内容发布方法，当用户进行

内容选择 时，可清楚的辨识可识别的内容和不可识别的内容 ，而当用户进行

目标地址选择 时可清楚的辨识符合其发布要 求的候选 目标地址和不合其发

布要求的 目标地址，从 而为用户进一步进行选择操作提供 了便利。

下面，参照图 8 说 明本发 明的实施例的用于内容选择 的提示方法。图 8

方法 800 可用于便携式电子设备 ，并且提示方法 800 中的各个步骤可分别被

上述图 3 和图 6 中的便携式电子设备 中的相应模块执行 ，因此 ，为 了筒洁，

不再具体描述。

在 图 8 的步骤 S810 中，以获得至少两部分 内容。所述至少两部分 内容

可为包括多个文字、图像和/或视频部分 内容的网页、包括多个 图像文件的文

件夹等。在步骤 S820 中，识别至少两部分 内容 中可被提取的可提取 内容。

可通过接 收到的关于至少两部分 内容的描述信 息来识别在至少两部分 内容

中可被提取的可提取 内容。接 下来，在步骤 S830 中在便携式电子设备 的显

示单元上以第二效果显示可提取 内容，并且以第三显示效果显示在至少两部

分 内容中不可被提取的不可提取 内容 ，以便向用户提示可供选择 的内容。例

如第二效果可为以 第一透明度显示可提取 内容；以及第三 效果可为以 第二透

明度显示不可提取 内容。或者第二效果可为以第一亮度显示可提取 内容；以

及第三效果可为以第二亮度显示不可提取 内容。此外 ，在获得至少两部分 内

容后 ，可首先以普通显示效果在显示单元上显示所获得 的内容 ，然后再进行

识别，并且第二效果和第三效果中的一个可与普通显示效果相 同。

下面，参照图 9 说 明本发 明的另一实施例的用于 内容选择 的提示方法。

图 9 的步骤 S910 至步骤 S930 分别类似于上面图 8 中提示方法 800 的步骤

S810 至步骤 S830 。具体地 ，在步骤 S910 中，获得至少两部分 内容。在步骤



S920 中，识别至少两部分 内容中可被提取的可提取 内容。接下来，在步骤

S930 中在便携式电子设备 的显示单元上以第二效果显示可提取 内容，并且

以第三显示效果显示在至少两部分 内容中不可被提取的不可提取 内容，以便

向用户提示可供选择的内容。

此外，当至少两部分 内容中存在可提取 内容的情况下，本实施例中的提

示方法 900 在步骤 S940 中从可提取 内容中选择 内容数据。接下来在步骤 S950

中选择发布 内容数据的至少一个 目标地址，并且在步骤 S960 中根据 目标地

址发送 内容数据。所述 目标地址可存储 内容数据 ，以供外部访 问。此外，可

禁止对不可提取 内容进行的操作。

与内容发布方法 700 类似地，可根据 内容数据选择至少一个能够发布该

内容数据的 目标地址。或者可根据 目标地址的发布要求处理 内容数据 。为了

筒洁，在此不再详述。

通过本发 明实施例的提示方法，当用户进行 内容选择时可清楚的辨识可

识别的内容和不可识别的内容，为用户进一步进行选择操作提供 了便利。

应注意，图 7 至图 9 中所示的方法的各个步骤不必按照所示的顺序执行。

可以颠倒 、并行或重复地执行某些步骤 。例如 ，可多次执行获取 内容数据的

步骤 （S710 ) , 然后再执行选择发布 内容数据 的至少一个 目标地址的步骤

( S720 )。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 以 意识到，结合本文中所公开的实施例描述的各

示例的单元及算法步骤 ，能够以电子硬件 、计算机软件或者二者的结合来实

现，为 了清楚地说明硬件和软件的可互换性，在上述说明中已经按照功能一

般性地描述 了各示例的组成及步骤。这些功能究竟以硬件还是软件方式来执

行，取决于技术方案的特定应用和设计约束条件 。专业技术人员可以对每个

特定的应用来使用不同方法来实现所描述的功能，但是这种 实现不应认为超

出本发明的范围。

结合本文中所公开的实施例描述的方法或算法的步骤可以用硬件 、处理

器执行的软件模块，或者二者的结合来实施。软件模块可以置于随机存储器

( RAM ) 内存 、只读存储器 （ROM )、电可编程 ROM 、电可擦除可编程

ROM, 寄存器、硬盘 、可移动磁盘 、CD-ROM, 或技术领域 内所公知的任意

其它形式的存储介质 中。

尽管 已示 出和描述 了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但本领域技术人员应理解 ，



在不脱 离本发 明的原理和精神 的情况下，可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各种修 改，这

样 的修改应 落入本发 明的范围内。



权利要求书

1、一种便携式电子设备 ，包括 ：

显示单元 ，用于向用户进行显示；

获取单元 ，用于获取 内容数据 ；

选择单元 ，用于选择发布所述 内容数据 的至少一个 目标地址；

发送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 目标地址发送所述 内容数据 ，

其 中所述 目标地址存储所述 内容数据 ，以供外部访 问。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电子设备 ，其 中

所述获取单元 包括：至少一个 内容创建模块 ，用于创建至少一种类型的

所述 内容数据 以及编辑所述 内容数据 。

3、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电子设备 ，其 中

所述显示单元以第一效果显示至少两部分 内容；

所述获取单元 包括：内容提取模块 ，用于从所显示的所述至少两部分 内

容 中提取所述 内容数据 。

4、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电子设备 ，其 中

所述 内容提取模块识别所述至少两部分 内容 中可被提取 的可提取 内容 ，

或者

所述 内容提取模块接收关于所述至少两部分 内容的描述信 息，并且根据

所述描述信 息识别在至少两部分 内容 中可被提取 的可提取 内容 。

其 中，所述显示单元以第二效果显示所述可提取 内容并且以第三显示效

果显示在所述至少两部分 内容 中不可被提取 的不可提取 内容。

5、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电子设备 ，其 中：

所述选择单元还用于根据所述 内容数据选择至少一个能够发布该 内容

数据 的 目标地址 。

6、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电子设备 ，还 包括：

处理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选择单元选择 的 目标地址的发布要求处理所述

内容数据 。

7、一种便携式电子设备 ，包括 ：

发布板单元 ，包含 ：

至少一个 内容创建模块 ，用于创建至少一种类型的 内容数据 ；



选择模块 ，用于选择发布所述 内容数据 的至少一个 目标地址 ，其 中

所述 目标地址存储所述 内容数据 ，以供外部访 问；

显示单元 ，用于向用户进行显示；以及

发送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选择模块选择 的 目标地址发送所述 内容数据 。

8、如权利要求 7 所述的电子设备 ，其 中

所述显示单元以第一效果显示至少两部分 内容；

所述发布板单元还 包括 ：内容提取模块 ，用于从所显示的至少两部分 内

容 中提取所述 内容数据 。

9、 如权利要求 7 所述的电子设备 ，还 包括：

操控单元 ，用于控制所述发布板单元开启、关闭。

10、如权利 7 所述的电子设备 ，其 中

所述 内容创建模块还用于编辑所述 内容数据 。

11、如权利要求 8 所述的电子设备 ，其 中

所述 内容提取模块识别所述至少两部分 内容 中可被提取 的可提取 内容 ，

或者 ，

所述 内容提取模块接收关于所述至少两部分 内容的描述信 息，并且根据

所述描述信 息识别在至少两部分 内容 中可被提取 的可提取 内容 ，

其 中， 所述显示单元以第二效果显示所述可提取 内容并且以第三显示

效果显示在所述至少两部分 内容 中不可被提取 的不可提取 内容 。

12、如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电子设备 ，其 中：

所述选择单元还用于根据所述 内容数据选择至少一个能够发布该 内容

数据 的 目标地址 。

1 3、如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电子设备 ，还 包括：

处理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选择模块选择 的 目标地址的发布要求处理所述

内容数据 。

14、一种用于 内容选择 的提示方法，所述方法应用于便携 式电子设备 中，

所述便携 式电子设备具有显示单元 ，所述方法包括：

获得至少两部分 内容；

识别所述至少两部分 内容 中可被提取 的可提取 内容；以 及

在所述显示单元上以第二效果显示所述可提取 内容 ，并且以第三显示效

果显示在所述至少两部分 内容 中不可被提取 的不可提取 内容。



15、如权利要求 14 所述的方法，其 中所述识别所述至少两部分 内容 中

可被提取 的可提取 内容 包括：

接收关于所述至少两部分 内容的描述信 息；以 及

根据所述描述信 息识别在所述至少两部分 内容 中可被提取 的可提取 内

谷 。

16、如权利要求 14 所述的方法，还 包括 ：

禁止对所述不可提取 内容进行 的操作 。

17、一种便携式电子设备 ，包括：

显示单元 ，用于以第一效果显示至少两部分 内容；

识别单元 ，用于识别所述至少两部分 内容 中是否存在可被提取 的可提取

内容；以 及

发布板单元 ，包含 ：

至少一个 内容创建模块 ，用于创建至少一种类型的内容数据 ；以 及

内容提取模块 ，用于从所显示的所述至少两部分 内容 中提取所述 内容数

据 ；

其 中，当所述识别单元识别 出所述至少两部分 内容 中存在所述可提取 内

容时，所述发布板单元进入第一工作状 态；以 及

当所述识别单元识别 出所述至少两部分 内容 中不存在所述可提取 内容

时，所述发布板单元进入第二工作状 态。

18、如权利要求 17 所述的电子设备 ，其 中

在所述第一工作状态下，所述显示单元 以第二效果显示所述可提取 的 内

容并且以第三 显示效果显示 当前页面中不可提取 的内容 ，并且通过所述 内容

提取模块从所述可提取 内容 中提取所述 内容数据 。

19、如权利要求 17 所述的电子设备 ，其 中

在所述第二工作状态下，所述 内容创建模块 中的至少一个创建所述 内容

数据 。

2 0、如权利要求 17 所述的电子设备 ，还 包括：

操控单元 ，用于控制所述发布板单元开启、关闭、进入所述第一工作状

态和 / 或进入所述第二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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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 I 栏 某些权利要求被认为是不能检索的意见(续第 1页第 2 项）

根据条约第 17 条 (2)(a) ，对某些权利要求未做 国际检索报告 的理 由如下：

1. □ 权利要求 ：

因为它们涉及不要求本单位进行检索的主题 ，即：

2 . □ 权利要求 ：

因为它们涉及 国际 申请 中不符合规定的要求的部分，以致不能进行任何有意义的国际检索 ，

具体地说 ：

3. □ 权利要求 ：

因为它们是从属权利要求 ，并且没有按照细则 6.4(a) 第 2 句和第 3 句 的要求撰写 。

第III 栏 缺乏发明单一性的意见(续第 1页第 3 项）

本 国际检索单位在该 国际 申请 中发现 多项发 明，即：

权利要求 1，7，17 涉及一种便携式 电子设备 ，权利要求 14 涉及一种 内容选择 的提示方法 。

这两组权利要求之 间相 同的技术特征是 " 便携式 电子设备具有显示单元 " ，但该特征是本领域 的公知常识 ，

不是对现有技术做 出贡献 的特定技术特征 。因此这两组发 明不属于一个总 的发 明构思，因此不符合 PCT 实施细则

13. 1 的规定 。

1. □ 由于 申请人按 时缴纳 了被要求缴纳 的全部 附加检索费，本 国际检索报告涉及全部可作检索 的权利要求 。

2 . I I 由于无 需付 出有理 由要求 附加费的劳动 即能对全部可检索 的权利要求进行检索，本单位未通知缴纳任何 附

加 费 。

3. □ 由于 申请人仅按时缴纳 了部分被要求缴纳 的附加检索费，本 国际检索报告仅涉及 已缴 费的那些权利要求 。

具体地说 ，是权利要求 ：

4 . □ 申请人未按时缴纳被要求缴纳 的附加检索费 。因此 ，本 国际检索报告仅涉及权利要求书 中首先提及 的发

明；包含该发 明的权利要求是：

关于异议的说明：□ 申请人缴纳 了附加检索费，同时提交 了异议书 ，适用 时，缴纳 了异议 费。

□ 申请人缴纳 了附加检索费，同时提交 了异议书 ，但未在通知书规定 的时间期限 内缴纳异议费 。

□ 缴纳 附加检索费时未提交异议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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