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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数字图像显示盒包括具有壳和连接到

该壳的可打开的盖子的小盒箱，被配置用来在显

示器上显示数字图像的显示器，该显示器被固定

到该壳并且被配置用来在关闭位置由该盖子盖

住，被设置在该壳中并且被配置用来与该显示器

通讯的处理器，被设置在该壳中并且被配置用来

存储由该处理器使用的数据以在显示器上创建

数字图像的存储器，以及被设置在该壳中并且被

配置用来无线地接收该数据并且将该数据传送

到该处理器的无线收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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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字图像显示盒，所述数字图像显示盒包括：

小盒箱，所述小盒箱包括壳和连接到所述壳的可打开的盖子；

被配置以显示数字图像的显示器，所述显示器被固定到所述壳并且被配置用来在关闭

位置由所述盖子盖住；

处理器，所述处理器被设置在所述壳中并且被配置用来与所述显示器通讯；

存储器，所述存储器被设置在所述壳中并且被配置用来存储由所述处理器使用以在显

示器上创建数字图像的数据；以及

无线收发器，所述无线收发器被设置在所述壳中并且被配置用来无线地接收所述数据

并且将所述数据传送到所述处理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数字图像显示盒，所述数字图像显示盒进一步包括设置在所

述壳中并且被配置以向所述显示器提供电力的电源。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数字图像显示盒，所述数字图像显示盒进一步包括设置在所

述壳中并且被配置用来使所述电源充电的充电工具。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数字图像显示盒，其中所述充电工具是感应线圈、被配置用来

通过有线连接到电源充电的接口、被配置用来通过USB数据线充电的接口或被配置用来通

过与电源断开的手持充电器充电的接口。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数字图像显示盒，其中所述显示器包括用来与所述数字图像

交互的电容式触摸屏界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数字图像显示盒，其中所述盖子具有向外弯曲的边缘和包括

反光材料的内表面。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数字图像显示盒，其中所述盖子具有内表面和外表面，所述内

表面包括具有足够深度的缺口以允许当所述盖子处于关闭位置时来自显示器的光在所述

外表面是可见的。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数字图像显示盒，其中所述数字图像显示盒进一步包括链子，

其中所述壳包括缺口和横跨缺口的横条，并且

其中所述链子被安装在所述缺口和所述横条之间。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数字图像显示盒，其中所述无线收发器被配置用来无线地接

收来自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或移动设备的数据，所述移动设备能够无线通讯并

且可下载软件应用程序执行。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数字图像显示盒，其中所述无线收发器被配置用来通过

标准无线地接收所述数据。

11.系统，所述系统包括：

外部设备，所述外部设备能够无线通讯并且可下载软件应用程序执行；以及

数字图像显示盒，所述数字图像显示盒包括：

小盒箱，所述小盒箱包括壳和连接到所述壳的可打开的盖子；

被配置以显示数字图像的显示器，所述显示器被固定到所述壳并且被配置用来在关闭

位置由所述盖子盖住；

处理器，所述处理器被设置在所述壳中并且被配置用来与所述显示器通讯；

存储器，所述存储器被设置在所述壳中并且被配置用来存储由所述处理器使用以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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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显示器上创建数字图像的数据；和

无线收发器，所述无线收发器被设置在所述壳中并且被配置用来无线地接收来自所述

外部设备的数据并且将所述数据传送到所述处理器。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系统，所述系统进一步包括被设置在所述壳中并且被配置

用来向所述显示器提供电力的电源。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系统，所述系统进一步包括被设置在所述壳中并且被配置

用来使所述电源充电的充电工具。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充电工具是感应线圈、被配置用来通过有线

连接到电源充电的接口、被配置用来通过USB数据线充电的接口或被配置用来通过与电源

断开的手持充电器充电的接口。

15.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显示器包括用于与所述数字图像交互的电

容式触摸屏界面。

16.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外部设备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

脑或移动设备，所述移动设备能够无线通讯并且可下载软件应用程序执行。

17.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小盒被配置用来通过由所述外部设备执行

的可下载软件应用程序无线地接收来自所述外部设备的数据。

18.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小盒被配置用来允许用户通过所述可下载

软件应用程序与显示在所述显示器上的数字图像交互。

19.一种在数字图像显示盒上显示数字图像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将来自外部设备的数据无线传送到数字图像显示盒上；和

在所述数字图像显示盒的显示器上将所述数据显示为的数据图像；

其中所述外部设备能够无线通讯并且可下载软件应用程序执行，和

其中所述数字图像显示盒包括：

小盒箱，所述吊坠盒包括壳和连接到所述壳的可打开的盖子；

被配置用来显示所述数字图像的显示器，所述显示器被固定到所述壳并且被配置用来

在关闭位置由盖子盖住；

处理器，所述处理器被设置在所述壳中并且被配置用来与所述显示器通讯；

存储器，所述存储器被设置在所述壳中并且被配置用来存储由所述处理器使用以在所

述显示器上创建数字图像的数据；和

无线收发器，所述无线收发器被设置在所述壳中并且被配置用来无线地接收来自所述

外部设备的数据并且将所述数据传送到所述处理器。

20.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小盒通过由所述外部设备执行的可下载软

件应用程序无线地接收来自所述外部设备的数据。

21.根据权利要求20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小盒允许用户通过所述可下载软件应用程

序与在所述显示器上显示的数字图像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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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在数字图像显示盒上显示数字图像的系统和方法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参考

[0002] 本申请要求美国临时申请顺序号62/330,565(于2016年5月2日提交)的优先权，其

内容通过引用整体被并入到本文中。

技术领域

[0003] 本申请通常涉及可穿戴的个人配件，具体地说，涉及用于在数字图像显示盒上显

示数字图像的系统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4] 传统上，人们习惯穿戴珠宝(比如小盒形状的珠宝)以保持对他们来说是珍贵的其

他形象。这样的小盒提供了个人身体上的提醒(对于小盒的穿戴者来说是重要的)，即这些

个人的收藏。除了保持重要个人的形象外，这些小盒进一步充当个人的配件，即与穿戴者风

格互补的一块珠宝。

[0005] 尽管传统的小盒的情感的重要性，这样的小盒遭受几个限制。首先，通常只有一个

或两个图像出现在传统的小盒上，因此，拥有者无法在小盒中与他或她一起保持许多重要

个体的图像。再者，改变传统的小盒内的图象通常需要复杂的且具有一定强度的体力劳动，

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并且有时需要租用职业的珠宝匠的服务。

[0006] 因此，需要一种数字图像显示盒，该数字图像显示盒保持传统小盒形状的珠宝和

收藏特征，而且还允许保持、容易上传和在多个图像之间容易切换。

发明内容

[0007] 一般来说，在一方面，本发明详细描述了一种数字图像显示盒(digital  imagery 

display  locket)，该数字图像显示盒包括具有壳和连接到该壳的可打开的盖子的小盒箱

(locket  case)、被配置用来显示数字图像的显示器(其中该显示器被固定到该壳并且被配

置在关闭位置由该盖子盖住)、被设置在该壳中并且被配置用来与该显示器通讯的处理器、

被设置在该壳中并且被配置用来存储由处理器使用用以在显示器上创建数字图像的数据

的存储器以及被设置在该壳中并且被配置用来无线地接收该数据并且将该数据传送到该

处理器的无线收发器。

[0008] 本发明的实施例可包括一个或多个下列特征。该小盒可进一步包括被设置在该壳

中并且被配置用来向该显示器提供电力的电源。该小盒还进一步包括被设置在该壳中并且

被配置用来使该电源充电的充电工具。该充电工具可以是感应线圈、被配置用来通过有线

连接到电源充电的接口、被配置通过USB数据线充电的接口或被配置通过与电源断开的手

持充电器充电的接口。该显示器可包括用于与数字图像交互的电容式触摸屏界面。该盖子

可具有向外弯曲的边缘和包括反光材料的内表面。该盖子还可具有内表面和外表面，其中

该内表面包括具有足够深度的缺口以允许当该盖子处于关闭位置时来自该显示器的光在

该外表面是可见的。该小盒还可进一步包括链子，其中该壳包括缺口(indentation)和横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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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缺口的横条(bar)，并且其中该链子被安装在该缺口和该条之间。该无线收发器可被配置

用来无线接收来自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或移动设备的数据，该移动设备能够无

线通讯并且可下载软件应用程序执行(software  application  execution)。该无线收发器

可被配置通过 标准无线地接收该数据。

[0009] 一般来说，在另一方面，本发明详细描述了一种系统，该系统包括外部设备和数字

图像显示盒，该外部设备能够无线通讯并且可下载软件应用程序执行，该数字图像显示盒

包括具有壳和连接到该壳的可打开的盖子的小盒箱、被配置用来显示数字图像的显示器

(其中该显示器被固定到该壳并且被配置用来在关闭位置由该盖子盖住)、被设置在该壳中

并且被配置用来与该显示器通讯的处理器、被设置在壳中并且被配置用来存储由该处理器

使用用以在显示器上创建数字图像的数据的存储器，和被设置在该壳中并且被配置用来无

线地接收来自该外部设备的数据并且将数据传送到该处理器的无线收发器。

[0010] 本发明的实施例可包括一个或多个下列特征。该小盒可进一步包括被设置在该壳

中并且被配置用来向该显示器提供电力的电源。该小盒还进一步包括被设置在该壳中并且

被配置用来使该电源充电的充电工具。该充电工具可以是感应线圈、被配置用来通过有线

连接到电源充电的接口、被配置用来通过USB数据线充电的接口或被配置用来通过与电源

断开的手持充电器充电的接口。该显示器可包括用于与该数字图像交互的电容式触摸屏界

面。该外部设备可以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或能够无线通讯和可下载软件应用

程序执行的移动设备。该小盒可被配置用来通过由该外部设备执行的可下载软件应用程序

无线地接收来自该外部设备的数据。该小盒还可被配置以允许用户通过该可下载软件应用

与显示在该显示器上的数字图像交互。

[0011] 一般来说，在另一方面，本发明详细描述了一种在数字图像显示盒上显示数字图

像的方法，该方法包括将来自外部设备的数据无线传送到该数字图像显示盒上，和在该数

字图像显示盒的显示器上将所述数据显示为数据图像，其中该外部设备能够无线通讯和可

下载软件应用程序执行，该数字图像显示盒包括具有壳和连接到该壳的可打开的盖子的小

盒箱、被配置用来显示数字图像的显示器(其中该显示器被固定到壳并且被配置用来在关

闭位置由该盖子盖住)、被设置在该壳中并且被配置用来与该显示器通讯的处理器、被设置

在该壳中并且被配置用来存储由该处理器使用以在该显示器上创建数字图像的的数据的

存储器和无线收发器，该无线收发器被设置在该壳中并且被配置用来无线地接收来自该外

部设备的数据并且将该数据传送到该处理器。

[0012] 本发明的实施例可包括一个或多个下列特征。该小盒可被配置用来通过由该外部

设备执行的可下载软件应用程序无线地接收来自该外部设备的数据。该小盒还可被配置以

允许用户通过该可下载软件应用程序与显示在该显示器上的数字图像交互。

[0013] 根据下列详细的描述，本发明的其它具体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是显

而易见的。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会意识到：本发明可以是其它且不同的具体实施方式，并且在

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它的多个细节能够在多个明显的方面修改。因此，附

图和详细描述实际上被认为是说明性的，而不是限制性的。

[0014] 附图的简要描述

[0015] 图1显示了根据第一个具体实施方式本发明的具有打开的盖子和链子的小盒；

[0016] 图2显示了第一个具体实施方式的小盒的前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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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图3显示了第一个具体实施方式的小盒的底部视图；

[0018] 图4显示了根据第二个具体实施方式，本发明的具有附接的和关闭的盖子的小盒

的侧面透视图；

[0019] 图5显示了第二个具体实施方式的具有附接的且打开的盖子的小盒的侧面透视

图；

[0020] 图6显示了第二个具体实施方式的具有关闭的盖子的小盒的侧视图；

[0021] 图7A显示了本发明的小盒的背面分解图；

[0022] 图7B显示了本发明的小盒的正面分解图；

[0023] 图8显示了根据第三个具体实施方式的本发明的具有打开且悬挂的盖子的小盒；

[0024] 图9显示了根据第四个具体实施方式，当盖子在关闭位置时，本发明的小盒具有来

自显示器的闪烁光，出现在盖子的外表面；

[0025] 图10显示了本发明的插入到充电器中的小盒；

[0026] 图11是说明计算机实施系统的图表，该计算机实施系统用于创建且操作在数字图

像显示盒上显示的收藏；

[0027] 图12A和12B显示了用户移动设备上的用于定制收藏的应用程序的用户界面；

[0028] 图13A、13B、13C、13D、13E和13F显示了用户移动设备上的用于操作、管理并且创建

收藏的应用程序的用户界面；

[0029] 图14A和14B显示了用户移动设备上的应用程序的用户界面，用于管理接收的收

藏、个体(来自该个体的收藏被接收)和该应用程序的其它设置；

[0030] 图15显示了本发明的用于与显示的收藏交互的小盒的用户界面的一部分；

[0031] 图16显示了本发明的用于保存收藏的小盒的用户界面的一部分；

[0032] 图17显示了本发明的用于分享收藏的小盒的用户界面的一部分；

[0033] 图18是显示了用于创建且操作显示在数字图像显示盒上的收藏的计算机执行方

法的流程图。

[0034] 发明的详细描述

[0035] 图1显示了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方式的小盒10。该小盒10包括全彩色LCD显

示器，该显示器可以支持图像和动画的显示，比如几个个人的脸的图像。该显示器包括反应

用户的触摸的电容式触摸屏界面，使得该用户可以与该图像和动画交互。附接到该小盒的

壳11的是可打开的盖子12，该盖子12当关闭时盖住该图像。盖子12显示为铰链或旋转附接

到铰链上的主体，通过其它方式附接该盖子也是可行的。小盒铰链15优选设计为使得铰链

机构在该小盒的外部轮廓之内；用这种方式，当从前面或后面查看该小盒时该铰链是看不

见的。该盖子也可以是可移除的。小盒10还附接链子使得该小盒可以像项链一样被穿戴。将

该链子保留在该小盒上的该机构可以被配置在该小盒的外部轮廓之内使得当从前面或后

面查看该小盒时它是看不见的；这可以通过该小盒的主体中的缺口16来实现，该链子可以

安装在该缺口中，并且该链子穿入横跨该缺口的横条17，如图10中说明的。

[0036] 在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该用户可以根据他或她喜爱改变本发明的盖子12和外圈

(bezel)18，如图7A和图7B中说明的。在一些具体实施方式中，该用户可以很容易从该小盒

底部拉下或拉断可移除外部金属壳，并且用新的盖子和外圈设计代替它。他或她也可以移

除该盖子，同样地用新的盖子设计代替它；这个特征赋予用户更换整饰(finish)、材料和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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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设计的能力以符合他的或她的偏爱。

[0037] 图2显示了根据一个具体实施方式，图1的小盒的前视图，盖子是关闭的。图3显示

了同一小盒的底部视图。盖子12可以包括边缘(lip)，当该盖子关闭时该边缘从小盒向外弯

曲，如图4、5和6中说明的。面对显示的图像的盖子12的内表面可以由反射的或高抛光的材

料制成，并且当该图像显示在LCD显示器上时，该图像的一部分的反射出现在该边缘上并且

对该小盒的穿戴者来说是可视的。当新的图像被显示在小盒10上时，光的闪烁可以由显示

器来发射，该闪烁从边缘被反射并且朝向该穿戴者的眼睛以警告该穿戴者新的图像的显

示。在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该盖子可以包括宝石，比如设置在穿过该盖子的孔中的钻石，

允许来自显示器的灯通过宝石闪耀，使该宝石绚丽夺目。在下面的描述中，术语“用户”和

“穿戴者”被可交换地使用。

[0038] 或者，该盖子可以不直接附连接到该小盒的壳11上，但是可以悬挂在附接物处，该

壳也附接到此处，例如链子、绳子或连接穿戴者与该小盒的其它物品。这样的具体实施方式

在图8中说明了。

[0039] 面对该显示器的盖子12的内表面可以部分地被穿孔，在该盖子内创建缺口。当来

自该显示器的光不闪烁时该孔眼可以是看不见的；但是，当来自该显示器的光闪烁时，该光

打在孔眼上并且可以出现在背对该显示器的盖子12的外表面上，这可以警告该穿戴者新的

信息的接收。图9显示了根据一个具体实施方式，来自该显示器的光闪烁出现在该盖子的外

表面上。取决于该缺口的图案，闪烁的光可以以不同的图案出现在该盖子的外表面上。

[0040] 该小盒的壳11包括电源(例如，电池)和充当该电源的充电工具的感应线圈，用以

当被放置物理接近另一个电磁线圈时感应充电。该线圈主体的外部可以由允许电磁场穿过

的非铁材料制成，例如陶瓷或塑料，尽管其它材料和其它类型的电源是可行的。图10显示了

根据一个具体实施方式，当被插入充电器13时的图1的小盒。充电器13包括第二线圈，该第

二线圈将电磁能传递给包括在该小盒中的感应线圈。充电器13和小盒10的其它形状是可行

的。例如，在进一步的具体实施方式中，小盒10可以包括用于经由有线连接到电源充电的接

口。在另一个具体实施例中，小盒10可以包括USB接口，该USB接口允许该小盒使用USB数据

线被充电。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充电器可以自我充电同时给小盒10充电使得该充电器在从

电源上断开之后保持充电并且不需要连接到电源的情况下能给小盒10充电。给该小盒充电

的其它方式也是可行的。

[0041] 在壳11的内部，小盒10包括处理器，该处理器在可编程控制下操作并且经配置用

以与该显示器通讯；存储器，在该存储器内存储数据，该数据被该处理器使用以在该显示器

上创建数字图像，包括图像和可以作为模块实现的程序指令；和无线收发机，该无线收发机

能够与设备(比如移动电话)无线通讯，包括能够无线接收数据和将这个数据传送给该处理

器。该小盒优选通过连接到用户设备被连接到应用程序。这个应用程序控制该小盒的设置

和显示，以及提供移动设备的同步的显示(如果用户设这样选择)。

[0042] 图11是根据一个具体实施方式，计算机实施系统的图解说明，该计算机实施系统

用以创建和操作显示在数字图像显示盒上的收藏。如上面提到的，小盒10包括可以与移动

设备21(比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或任何其它能够无线通讯和能够执行可下载

软件应用程序的移动设备)通讯的无线收发机。在一个具体实施方案中，该无线收发机与该

移动设备通过 标准通讯，尽管其它方式的无线通讯是可行的。移动设备21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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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下载软件应用程序，该可下载软件应用程序通过网络22(比如互联网或细胞网络)与一个

或多个互联网站23(比如 和其它任何具有用户生成的内容的网站)

通讯。另外，该应用程序可以与用户设备24通讯，用户设备24可以包括该可下载应用程序的

其它用户的设备，以及通过SMS消息、电子邮件消息和即使消息(Instant  Messages)将内容

发送给该小盒穿戴者的人的设备。

[0043] 如下面参考图18进一步描述的，该应用程序允许用户与该显示的收藏交互，包括

通过准许该用户通过移动设备21选择个人，该个人的内容被该应用程序接收，比如通过社

交网络帖子或直接发给该用户的移动设备21的消息。该应用程序还具有服务分类，用户可

以选择该服务分类以允许他或她保持跟踪他的或她的喜爱的事情、个人和团体。例如，该应

用程序允许该用户选择一个人、地方或他或她热衷的事情，比如当前事件话题，运动队或最

喜爱的运动员、名人、地理地点、爱好等等。这些选择也可以是对该用户重要的人，比如朋友

或家人。该用户也可以接收关于这些个人和团体的个人信息以密切关注他们。用户也可以

连接监控围绕选择的人、地方或事情公开的新闻条目的新闻服务。如果新闻文章被发表了，

该应用程序以显示的形式向该小盒发送通知。查看该应用程序上的显示给该用户提供有关

该文章更多信息和该文章的链接。一旦选择，该应用程序自动将从这些个人或组织机构接

收的内容转换成“收藏”或图像，该“收藏”或图像包括处理过的从选择的个人接收的内容。

该应用程序将这些图像无线发送给小盒10，其中它们被存储小盒10上并且显示在显示器

上。具体地说，该应用程序接收内容，该内容由选择的个人在社交网络服务(比如

)发表，或由该个人以其它方式(比如，通过SMS消息、电子邮件或即

时消息)或通过在与该选择的个人有关的用户设备24上运行的同一移动应用程序发送。收

集的内容被变成收藏，如参考图18进一步描述的，比如通过给该内容中的图像应用视觉过

滤器以及给该内容中的文本应用版式过滤器。通过关注个人、团体和不是特别来源的内容

的事情，该应用程序围绕对用户重要的事情组织用户体验。当该收藏被接收时，该应用程序

可以通过光的闪烁警告该用户，如上所述，尽管提供信号的其它方式是可行的。基于从不同

个人接收的内容的收藏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被信号通知。例如，不同序列的光和不同持续时

间的闪烁可以被显示以指示不同的个人。同样地，如果该小盒的盖子是穿孔的，不同图案的

光可以被显示在该盖子的外表面上，通过仅仅在一些孔眼处闪耀光。同样地，不同颜色的光

可以被用于不同的个人。尽管如此，区分信号之间的其它方式也是可行的。

[0044] 该小盒也可以包括 Low  Energy(LE)， Low  Energy(LE)用于

确定接近另一个 LE设备，包括另一个小盒子。例如，如果两个小盒子在彼此的指

定范围内，指定的动作可以发生。动作的一个实施例是交换图像，使朋友和深爱的人分享保

存在他们的小盒中的特殊时刻变得容易。

[0045] 另外，该应用程序可以获得有关该收藏和该用户和其它与该用户连接的其他个人

的其它信息。该应用程序可以获得有关该用户、与该用户连接的个人和来自各自来源的收

藏的情景资讯。例如，该应用程序可以使用在综合服务器(比如， 和 )

可获得的特征将发送该收藏的用户的其它信息(比如该用户的生日、周年纪念日和特殊事

件)与该收藏关联。

[0046] 如下面参考图18进一步描述的，当来自连接到该用户的个人的内容到达时(比如

通过SMS消息或 帖子)，该应用程序可以用各种信息标出从那个内容创建的收

说　明　书 5/10 页

8

CN 109688864 A

8



藏，该各种信息是用从该移动设备或其它来源获得的，比如该内容到达的时间，收到该内容

时该用户的位置(这可以从该移动设备的GPS跟踪得到)，该用户的生物识别信息(比如收到

该内容时的心率)和身份标识(比如个人(来自该个人的消息被接收)的名字)。在进一步的

具体实施方式中，该内容的发送者的位置和其它信息也可以被标记在该内容上。

[0047] 标记在该图像上的信息和从该用户和/或社交网络获得的信息可以被分析以确定

重新显示收藏的合适的次数。例如，由该用户输入的信息或从服务器(比如 )可

得到的信息确定重要事件，并且该应用程序可以使用特定收藏作为这些事件的提醒，可能

通过特写与它们有关的人。类似地，如果该用户位于他或她早先以前已经接收过收藏的地

方，那么同样的收藏可以被选择并且显示到该小盒上作为以前访问过那个位置的提醒。

[0048] 该小盒也可以包括可以确定情绪(比如皮肤电反应(GSR))、心率和动作的生物识

别传感器。每次该小盒被举起查看显示时，该传感器探测人的情绪和基于那个情绪的标签

照片。如果探测到极端情绪(比如伤心)，那么该小盒自动根据该情绪组织照片。例如，如果

该小盒探测该用户悲伤，那么该小盒将自动进入过滤收藏的暂时模式，以显示使该用户高

兴起来的预期精彩瞬间。这短暂的出现帮助调整情绪，在这之后，该小盒返回它的正常状

态。

[0049] 显示在小盒10上的收藏也可以同时以全景被显示在移动设备21的应用程序25上。

因此，小盒10可以充当应用程序25主屏幕的远程控制，显示在小盒10上的收藏也自动显示

在应用程序25的主屏幕。其它收藏可以随后由该用户选择用于显示，通过应用程序25通过

转离该主屏幕。

[0050] 另外，当通过该应用程序创建收藏可以是完全自动的时候，该应用程序进一步允

许该用户在移动设备上定制每个接收到的收藏。图12A和12B显示了根据一个具体实施方

式，用于定制收藏的应用程序的用户界面。如上面提到的，用户界面与该小盒同步，并且在

该小盒上显示同一收藏。在进一步的具体实施方式中，该界面允许该用户选择不同的收藏

用于操作。该收藏全屏显示在该应用程序上，允许该用户查看整体图像。如果该移动设备包

括触摸屏界面，该应用程序允许该用户使用自然手势将该图像放置在收藏圈(keepsake 

circle)内，增加过滤器用以应用到该收藏，以及选择其它效果以使该收藏更加特别。另外，

该用户可以选择模板用作该收藏的一部分，比如围绕用于该收藏的图像被包含的边框(a 

border  to  be  included  around  an  image  used  in  the  keepsake)。另外，通过该用户界

面，该用户可以添加本来没有包括在收藏内容中的新的文本或图形并且将该文本和/或图

形移动到该收藏上的期望位置并且呈期望的排版字形(typographic  font)。

[0051] 另外，该应用程序进一步允许用户查看由该用户保存并且由其它用户分享的全部

收藏。图13A-13F显示了根据一个具体实施方式，用于操作、管理和创建收藏的用户界面。具

体地地，该应用程序允许该用户选择和订购该用户想要出现在该小盒上的收藏。另外，该应

用程序允许该用户以许多不同方式创建新的收藏，比如根据该用户利用移动设备拍摄的图

像或由该用户下载到该移动设备的图像。而且，该用户界面允许该用户删除收藏。

[0052] 一般来说，该应用程序授予该用户完全控制该收藏体验，包括该用户与谁连接，哪

个收藏被分享和如果分享它们。例如，图14A和14B显示了根据一个具体实施方式，用于管理

接收到的收藏，个人(来自该个人的收藏被接收)和该应用程序的其它设置的用户界面。具

体地说，该应用程序包括具有菜单按钮的主屏幕。选择该菜单按钮将呈现该用户想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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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组织的选择区域。有关该选择区域的信息也呈现给用户，允许该用户完全控制与该应用

程序有关的内容和经验。

[0053] 当该应用程序给该用户提供一种方式组织和定制接收到的收藏的时候，该小盒的

接触屏显示允许该穿戴者与该收藏交互，比如通过直接管理显示在小盒上的收藏。图15显

示了根据一个具体实施方式，用于与显示的收藏交互的小盒的用户界面的一部分。该用户

界面允许通过简单的手势管理图像。例如轻敲显示在该小盒上的收藏带来可用以显示的可

用动作(available  actions)。额外的轻敲可以选择一个呈现的动作，比如发送预设反应，

比如“吻”反应或针对收藏发送者的“快速回复”预先形成反应。快速回复的内容可在该应用

程序上被自定义。该用户可以经由一个或多个手指的移动通过滚动通过快速回复查看全部

可用的回复列表。最终，轻敲一个回复可以选择和发送回复给该收藏的内容的来源人。快速

回复动作可以利用在Android  WearTM平台上可得到的“快速回复特征”，尽管其它平台也是

可以被使用。选择的回复被无线传输到该应用程序并且可以由该应用程序经由同样的媒体

发送(该收藏内容通过该媒体被接收)，比如包括 的社交网络站或不同媒体，比如

经由SMS消息。快速回复动作给该用户提供简单的方式显示对该用户的重要的人(该用户想

他们)，不需要不得不费力地在小的屏幕上打字。

[0054] 同样地，该界面允许该用户利用手势将显示的收藏保存到该显示的小盒上。图16

显示了根据一个具体实施方式，该小盒的用户界面的一部分可以被用于保存图像。例如，对

任何用户的收藏流(keepsake  stream)中的收藏来说，轻敲和/或保留用户的手指在该显示

器上可以将该小盒切换到“管理模式”，该模式允许该用户保存该收藏。显示的收藏被缩小

尺寸并且用户可以使用手指手势在保存在显示器上的不同收藏之间移动。用手指手势将该

收藏拖放到屏幕底部将保存该收藏。或者菜单可以呈现为叠加在该收藏上，该菜单可以逐

渐消失成显示图像的背景。用户可以点击心脏图标保存或“珍爱”该收藏。该收藏被保存的

通知可以出现在该屏幕上。一旦保存，当该小盒进入“管理模式”时显示的收藏将再次显示。

[0055] 该小盒的用户界面允许手势用于分享收藏。图17显示了根据一个具体实施方式，

用于分享收藏的小盒的用户界面的一部分。如上所述，在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轻敲和/或

保留手指在显示的收藏上使该小盒进入管理模式，在其它功能中，该模式允许该用户分享

该收藏。在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当该小盒是管理模式时，代表连接到该用户的个人的图片

通过应用程序25被显示在该小盒的显示屏的上部分。该收藏的尺寸被缩小以给这些其它的

图片腾出空间。然后，该用户可以利用用户手指在该屏幕上滑动将该收藏拖放在代表个人

的图片上。这个移动命令该应用程序与那个个人分享该收藏。一旦分享，该收藏再次被显示

在该小盒上。在管理模式期间，图片和收藏的其它位置也是可行的。

[0056] 另外，该小盒的用户界面允许该用户通知发送该收藏内容的个人，比如图像或文

本消息，他的或她的消息已经被接收和该用户正在想他或她。

[0057] 该小盒上可以存在“喜欢”功能。存在不同的经由不同社交网络服务器发送的照片

和消息的“喜欢”方法。该小盒允许该用户执行一个一贯的动作，例如轻敲，该轻敲向该应用

程序发送“喜欢”动作，然后该应用程序通过与该应用程序连接的服务器经由该服务器的

API发送那个“喜欢”。

[0058] 利用本发明的应用程序，当从SMS接收照片以及在该小盒上查看它时，“通用喜欢

(Universal  Like)”特征能够使用户对经由SMS发送的照片做出反应。当执行该通用喜欢动

说　明　书 7/10 页

10

CN 109688864 A

10



作(优选在经由SMS接收的在该小盒上被查看的图像上轻敲)时，呈心形的表情符号将经由

SMS通过该应用程序被发送给发送者。

[0059] 应用程序25包括多个通讯服务器的APIs，比如社交网络，像 和

通用喜欢是用户可以通过在一个收藏上轻敲选择的动作中的一个。这个特征

也与社交网络配合。例如，如果该收藏内容最初发表在社交网络上，该社交网络允许用户通

过选择通用喜欢动作“喜欢”帖子，那么该小盒命令该应用程序经由合适的API将“喜欢”内

容发表在那个社交网络上。显示该用户“喜欢”该收藏的其它方式是可行的。在该收藏被“喜

欢”之后，该收藏已被“喜欢”的确认出现在该小盒上，该确认可以是显示在显示的收藏上的

心形图标。在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该心形状的图标可以暂时地被显示并且超过预定时间

之后，原始收藏再次显示在该小盒上。在进一步的具体实施方案中，该图标永久地与该收藏

一起被显示。显示通用喜欢的其它方式是可行的。因此，通用喜欢按钮允许该用户显示对构

成该收藏的内容的“喜欢”，不管什么样的通讯服务器被用于向用该户递送该内容。

[0060] 一般来说，该小盒和运行该可下载应用程序的移动设备之间的连接给用户提供一

种简单的方式来获得、定制和分享收藏。图18显示了一个流程图，该流程图显示了用于创建

和操作显示在数字图像显示盒上的收藏。首先，在用户移动设备上运行的应用程序从该用

户接收有关个人(该用户想要将该个人的内容转变成收藏)的信息，因此定义个人，该个人

的内容变成收藏流的一部分(步骤31)。这样的信息可以包括社交网络用户名、应用程序25

的用户名、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和其它用以辨认这些个人的信息。社交网站上发表的或

直接发送给该用户的内容通过该移动设备接收为该收藏流的一部分(步骤32)。这样的内容

可以包括图像和文本，尽管其它类型的内容是可行的。收藏流中的每个内容项(该内容项此

外可以是社交网站帖子、电子邮件或SMS消息)都被转变为收藏，并且标记上有关构成该收

藏的内容的接收的日期，如上所述。在一个进一步的具体实施方式中，多个收藏可以从单个

内容项创建。例如，如果社交网站帖子包括多个图像，那么多个收藏可以从出自那个帖子的

多个图像创建。而且，如果该内容项包括图像，那么过滤器可以应用到该图像，包括剪切该

图像以适合该小盒显示器，优化每个图像用于转移(包括减小文件大小)以及对该图像应用

可视效果(包括使该图像适合框(frame)或模板)。

[0061] 当用户已经经由该应用程序连接到个人社交网络(比如

SMS等等)上时，在该社交网络上分享的视频被拉进该应用程序并且被优化用于在小盒上显

示。一旦该视频被拉进该应用程序，那么它被处理并且被转变成文件大小减小的动画GIF，

并且被剪切用于在该小盒上显示。

[0062] 当生活照片(Live  Photo)被分享时，该应用程序将它转换成动画GIF并且优化它

用于该小盒。然后，该应用程序向该小盒发送该动画GIF，该小盒以连续循环播放它。

[0063] 该应用程序利用对小盒显示器来说最佳的方式自动剪切照片和视频。当源照片或

视频被拉进该应用程序时，它被分析并且由该照片或视频中的人或物决定剪切。例如，该照

片可以被剪切到该图片中的一组人或一个人。如果图像的对边上有多个人或物，它将剪切

到最大的物，在这种情况中，最大的人，假定他或她是在近景中。在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该

图像被剪切到仅仅包括脸。

[0064] 当优化视频用于该小盒时，该应用程序分析该视频中的物并且根据该视频中的主

要物自动淘取。这包括淘取该视频中的人(比如从屏幕左侧走到屏幕右侧的人)和淘取该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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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中的物(比如从框的左上角到右下滚下小山的球)。另外，如果图像包括多个脸，那么该脸

可以利用一个已知的脸识别技术和/或与该图像有关的信息(比如 标签)来识

别。

[0065] 如果内容包括文本，那么过滤器可以被应用于该文本用以改变它被显示的方式，

比如改变文本的字体和大小。如果文本和图像都出现在数据项中，在被处理之后，该文本和

该照片可以被组合成单个收藏，比如通过在过滤的图像上显示该文本的排版表示

(typographic  representation)。如果仅仅文本出现在该收藏中，该文本也可以被设置在

框中用于展示在小盒上。

[0066] 当消息被该应用程序接收或被输入到该应用程序中时，它被针对关键字和风格

(styles)分析。该关键字和风格可以针对字形(font  style)被指定，该字形允许该应用程

序匹配该词的气氛风格(mood  style)。例如全部大写的词可能导致特大的粗体字形，以模

仿该内容的本质(nature)。另一个实施例可以是识别词“爱”，该词可以被分析并且转变成

脚本字体。

[0067] 每个创建的收藏经由该小盒和该用户的移动设备之间的无线连接被发送到该小

盒(步骤34)。发送收藏和更新该小盒的方法显示在图18中。在接收该收藏时，该小盒信号通

知它的到来，比如通过该用户可看得见的闪烁光，如上所述，并且在该小盒的显示器上显示

该收藏(步骤35)。可选择地，显示的收藏可以根据通过该小盒的显示器或如上所述的移动

设备接收的用户命令被操作。而且，可选择地，根据关于用户数据和标记在该收藏上的数据

的分析，如上所述，该应用程序可以重发送以前发送的收藏用以显示在该小盒上，如上所

述。最后，如果该小盒和该移动设备都继续开着并且相互无线连接，那么方法30返回到步骤

31。如果这些设备中的一者或两者是关着的或该设备没有无线连接(比如当超出彼此的范

围时)，那么方法30结束。

[0068] 相关性可以通过该应用程序由多个服务和数据结合来确定。相关性可以通过将位

置服务、购买历史和人的简况(profiles)(该人与该用户连接用于通过社交媒体网络服务

评估用以确定该用户的个人的和有关的信息)结合来确定。例如，该应用程序根据位置服务

器知道用户在商店附近，根据通过该应用程序评估的她的简况知道今天是用户妈妈的生

日，和用户购买历史。该应用程序然后可以发送新版式照片到该小盒上说“妈妈生日快乐”

并且在该应用程序上提供其它详情，该详情根据用户的购买历史建议该商店中的商品。

[0069] 该应用程序还允许用户利用社交媒体(social  media)，智能手机上的现有的照片

文件夹和/或从该应用程序中的“受邀朋友”发送的照片填充照片到他们的“收藏”文件夹。

视觉识别软件可以帮助分析和识别人脸，和自动组织照片将最有可能应放在的“收藏流”。

该应用程序可以使用可视洞察技术理解用户分享、保存和粘贴什么样的照片到他们的小盒

上。例如，它可以确定用户是否正在使用主要针对有关“爱”主题的图片，宠物图片等等的平

台。

[0070] 该应用程序也可以允许用户利用用户移动设备的相机功能拍照。该应用程序可以

包括过滤器或覆盖在图像上的面具，该图像正在通过相机功能显示，比如圆形过滤器或面

具，使得该用户可以看到该收藏在小盒显示器上看起来像什么。

[0071] 该应用程序可以允许用户建立和管理“快速回复”。它利用个性化的洞察软件分析

用户对得到更好理解的他们的人口统计资料(包括婚姻状况、年龄等等)的习惯反应。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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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程序也可以通过理解用户正在利用快速回复说什么创建“智能”预设快速回复选项。

[0072] 虽然本发明已经被具体地显示了并且参考其具体实施被描述了，本领域技术人员

将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在形式和细节上做出上述和其它变

化。

说　明　书 10/10 页

13

CN 109688864 A

13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9 页

14

CN 109688864 A

14



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19 页

15

CN 109688864 A

15



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19 页

16

CN 109688864 A

16



图6

图7A

说　明　书　附　图 4/19 页

17

CN 109688864 A

17



图7B

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5/19 页

18

CN 109688864 A

18



图9

图10

说　明　书　附　图 6/19 页

19

CN 109688864 A

19



图11

图12A

说　明　书　附　图 7/19 页

20

CN 109688864 A

20



图12B

说　明　书　附　图 8/19 页

21

CN 109688864 A

21



图13A

说　明　书　附　图 9/19 页

22

CN 109688864 A

22



图13B

说　明　书　附　图 10/19 页

23

CN 109688864 A

23



图13C

说　明　书　附　图 11/19 页

24

CN 109688864 A

24



图13D

说　明　书　附　图 12/19 页

25

CN 109688864 A

25



图13E

说　明　书　附　图 13/19 页

26

CN 109688864 A

26



图13F

说　明　书　附　图 14/19 页

27

CN 109688864 A

27



图14A

说　明　书　附　图 15/19 页

28

CN 109688864 A

28



图14B

说　明　书　附　图 16/19 页

29

CN 109688864 A

29



图15

说　明　书　附　图 17/19 页

30

CN 109688864 A

30



图16

图17

说　明　书　附　图 18/19 页

31

CN 109688864 A

31



图18

说　明　书　附　图 19/19 页

32

CN 109688864 A

32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ES00012
	DES00013

	DRA
	DRA00014
	DRA00015
	DRA00016
	DRA00017
	DRA00018
	DRA00019
	DRA00020
	DRA00021
	DRA00022
	DRA00023
	DRA00024
	DRA00025
	DRA00026
	DRA00027
	DRA00028
	DRA00029
	DRA00030
	DRA00031
	DRA00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