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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

本友明提供了 神支持友送端占接收端手札屯視市 目共享的方法 友送

端接收手札屯祝市 目的教搪流，迸行解密解碼后重新編碉封裝在數搪包中友
送 接收端 ，接收端接收所述敬搪包迸行解碼后茨得所述手札屯視市 目。 本

友明 提供了 神支持手札屯視市 目共享的移功終端 。 使用本友明提供的方

法， 以 奕現移功終端間手札屯視市 目的共享 。



一神用于共享手仇唱初市目的方法及移功蝴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移功通汎領域，尤其涉及一神支持手札屯視市 目共享的方法

及移功終端 。

背景技木

隨看 3 G 岡絡的成熟 以及移功終端性能的提升，利用移功終端現看屯視

的手札屯視並各友展迅速，移功終端的易于損帶使得手札屯視將舍昱示出比

侍統的屯視更加戶泛的影晌力 。

基于 仙佃 ( C h a ob e med a B oadcas g，中囤移功多媒休戶

播 ) 方案的手札屯視並各友展很快，已努有部分終端兀商友布了相吳商並戶

品，隨看手札屯視 內容服各商提供的市 目越柬越多 ，用戶也能移在移功終端

上享受到越柬越多精彩的市 目內容。

用戶在 自 己的手札上欣賞精彩 屯視市 目的同忖，很希望能移和朋友分享，

期望能移吐吋方在手札上也能移欣賞到精彩的市 目。 但是，現在基于 仙佃
的手札屯視方案需要手札必須具各寺 口的硬件思 片 柬支持市 目播放， 仙佃
硬件思 片主要完成吋 仙佃 手札屯視教搪的解密和解碉工作，吋于那些沒有

安裝寺 口的 仙佃硬件思 片 的手札，是元法迸行手札屯視市 目的現看的。

因此，需要提供一神方法能移吐手札屯視市 目在不同的移功終端 同共享，

尤其是能移支持在那些近不具各寺口 仙佃 硬件思 片 的手札上現看屯視市

目。

友明內容

本友明要解決的技木何題是提供一神支持手札屯視市 目共享的方法及移

功終端，在不同的移功終端 同做到手札屯視市 目的共享，滿足未安裝 仙佃
硬件思 片 的移功終端用戶 奕現現看屯視市 目的需求 。

力了解決上迷技木何題，本友明提供了一神支持友送端占接收端手札屯



視市 目共享的方法，包括

友送端接收手札屯視市 目的教搪流，迸行解密解碉后重新編碉封裝在教

搪包中友送洽接收端，接收端接收所迷教搪包迸行解碉后萊得所迷手札屯視
市 目。

迸一步地，上迷方法迂可具有以下特魚，所迷友送端在友送所迷教搪包

前，近向所迷接收端友起市 目共享晴求，在收到所迷接收端接受市 目共享的

回座消息后，才友送所迷數搪包 。

迸一步地，上迷方法迂可具有以下特魚，所迷友送端通迂和接收端 同建

立的 C 通祐友起所迷市 目共享晴求，或者所迷友送端通迂友送 P Sh 短信方

式友起所迷市 目共享晴求 。

迸一步地，上迷方法迂可具有以下特魚，所迷友送端通迂分組並各教搪

健路友送所迷教搪包 。

迸一步地，上迷方法近可具有以下特魚，所迷教搪包力奕 忖侍瑜枋汶 TP

包 。

本友明近提出一神支持手札屯視市 目共享的移功終端，所迷移功終端用

于接收手札屯視市 目的教搪流，迸行解密解碉后重新編碉封裝在教搪包中友
送洽迸行共享的吋端移功終端 。

迸一步地，上迷移功終端近可具有以下特魚，所迷移功終端近用于向所

迷吋端移功終端友起市 目共享晴求，及用于在收到所迷吋端移功終端接受市

目共享的回座消息后友送所迷教搪包 。

迸一步地，上迷移功終端近可具有以下特魚，所迷移功終端近用于和所

迷吋端移功終端建立 C 通祐，通迂 C 通祐友起所迷市 目共享晴求，或者，

所迷移功終端通迂向所迷吋端移功終端友送 P Sh短信方式友起所迷市 目共享

晴求 。

迸一步地，上迷移功終端近可具有以下特魚，所迷移功終端近用于激活

分組並各教搪健路，通迂所迷分組並各教搪健路友送所迷教搪包 。

迸一步地，上迷移功終端近可具有以下特魚，所迷移功終端封裝的所迷

教搪包力奕 忖侍瑜枋汶 RTP 包 。



使用本方法所迷的方法可以 奕現移功終端 同基于 仙佃 的手札屯視市

目共享，尤其是吋有些不具各 仙佃硬件思 片 的移功終端，也可以 奕現手札
屯視市 目的現看 。

附團概迷

此赴所說明的附因用柬提供吋本友明的迸一步理解，枸成本申晴的一部

分，本友明的示意性奕施例及其說明用于解釋本友明，井不枸成吋本友明的

不占限定 。 在附因中

因 1 示出采用本友明所迷的支持手札屯視市 目共享方法的流程因 。

本友明的較佳奕施方式

本友明所迷的支持手札屯視市 目共享的方法的核 思想是迸行手札屯

視市 目共享的移功終端之同，其中一介移功終端可以直接伙移功多媒休戶播
岡絡接收手札屯視市 目，吋接收到的手札屯視市 目解密解碉后重新編碉，再

友送洽迸行共享的吋端移功終端，吋端移功終端迸行解碉后播放，伙而迷到

手札屯視市 目共享的目的。

用戶在現看手札屯視的同忖，友起呼叫，碉定奕施共享的吋端移功終端，

移功終端伙移功多媒休戶播 岡絡接收到 仙佃 屯視教搪后，送入解碉器解密

解碉，解密解碉后的教搪通迂多路解夏用，一路教搪被呈現洽移功終端播放，
另一路教搪中的音頻流采用 凡 C 編碉方式迸行編碉，視頻流采用 AV - 編

碉方式編碉，本友明不限于上迷 凡 CC , AV - 編碉方式，依次努迂奕換 、

量化 、 炳編碉、 幀 內預測 、 幀同預測 、 杯路濾波等模決得到編碉后的視頻教
搪，然后將編碉后的音視頻教搪迸行 RTP ( e a me T 帥s po o oco ，奕 忖

侍瑜枋汶 ) 打包操作，通迂分組岡絡分友洽吋端移功終端，吋端移功終端將

伙分組岡絡上接收到的 RTP 教搪包迸行 RTP 拆包后，將音頻流教搪和視頻流

教搪送入音頻解碉模決和視頻解碉模決，近原手札屯視市 目內容，奕現手札
屯視市 目在不同移功終端 同的共享 。

本友明提出一神支持手札屯視市 目共享的方法，迸行手札屯視市 目共享



的移功終端分別妳力友送端和接收端，其叱 友送端支持伙移功多媒休戶播
岡絡接收手札屯視市 目井播放，接收端不作限定，即接收端可以支持伙移功
多媒休戶播 岡絡接收手札屯視市 目井播放，也可以不支持，包含如下步驟

步驟 S 友送端和接收端建立 C 通祐

步驟 S2 友送端激活其分組並各 ( ) 教搪健路

步驟 S3 友送端升戶其手札屯視客戶端，迸行手札屯視市 目的現看

其叱 手札屯視客戶端伙移功多媒休戶播 岡絡接收手札屯視市 目教搪流，

迸行解密解碉后播放。

其叱 上迷步驟 S , S , S3 其執行順序不限。

步驟 S4 友送端通迂 C 通祐向接收端友起手札屯視市 目共享晴求，等

待接收端回座消息 接收端收到核市 目共享晴求后，向友送端返回回座消息，

如果接收端接受共享，近需要激活其 教搪健路

友送端也可以在碉臥接收端 教搪健路激活成功的情況下再向接收端

友起手札屯視市 目共享晴求 。

步驟 S 5 如果友送端收到接收端接受市 目共享的回座消息，則向接收端

友送占前正在播放的手札屯視市 目內容，友送端和/或接收端可以迭捧晰升

通祐

友送端友送占前播放的手札屯視市 目內容具休包含 將解密解碉后的手

札屯視市 目教搪流重新編碉打包在教搪包中后友送。

步驟 S6 如果友送端收到接收端拒絕市 目共享的回座消息，則提示用戶

接收端拒絕共享，本次共享結柬。

在本友明另一奕施例 ，友送端和接收端不建立 通祐，友送端通迂

P Sh短信方式向接收端友送屯視市 目共享晴求 。

下面通迂一奕施例迸一步說明本友明。

因 1 是本友明所迷的移功終端市 目共享方法的流程因 。 參照因 1，吋使

用本友明所迷的移功終端在迸行手札屯視市 目播放迂程中支持市 目共享功能



的赴理流程迸行祥細說明

步驟 110 移功終端 A 和移功終端 B 建立 C 通祐

步驟 120 移功終端 A 完成 教搪健路的激活

步驟 130 移功終端 A 戶功手札屯視客戶端，在接收到 仙佃 手札屯視

教搪流后，通迂 仙佃 思 片 完成手札屯視市 目教搪流的解密和解碉

步驟 140 移功終端 A 向赴于 C 通祐狀怒的移功終端 B 友起手札屯視
市 目共享晴求

步驟 150，移功終端 B 判晰是否接受移功終端 A 的手札屯視市 目共享晴
求，如果拒絕，執行步驟 160，如果接受，執行步驟 170

步驟 160 移功終端 B 拒絕接受本次手札屯視市 目共享，向移功終端 A

返回拒絕共享的回座消息，移功終端 A 結柬本次市 目共享，然后桂晰 通

祐，流程結柬

步驟 170 移功終端 B 激活 教搪健路

步驟 180 移功終端 A 的市 目共享模決將努迂 仙佃 思 片解密和解碉后

的手札屯視市 目教搪流迸行編碉和打包成教搪包，然后友送教搪包至移功終

端 B

其中，音頻流采用 凡久C 編碉方式迸行編碉，視頻流采用 AV - 編碉方

式編碉，依次努迂奕換 、 量化 、 炳編碉、 幀 內預測 、 幀同預測 、 杯路濾波等

模決得到編碉后的視頻教搪，然后將編碉后的音視頻教搪迸行 TP 打包操作 。

占然，本友明不限于使用 凡久C 編碉方式和 AV - 編碉方式，也可以使用其

他編碉方式。

步驟 190 移功終端 B 的市 目共享模決伙 教搪健路中萊取移功終端 A

友送的教搪包后迸行拆包和解碉操作

具休是指 將伙移功終端 A 接收到的 RTP 教搪包迸行 RTP 拆包后，將

音頻流教搪和視頻流教搪送入音頻解碉模決和視頻解碉模決分別迸行解碉。

步驟 200 移功終端 B 播放解碉后的手札屯視市 目，奕現手札屯視市 目

在移功終端 A 和 B 同的共享 。



本友明近提供一神支持手札屯視市 目共享的移功終端，核移功終端用于

接收手札屯視市 目的教搪流，迸行解密解碉后重新編碉封裝在教搪包中友送

洽迸行共享的吋端移功終端，在友送教搪包前，移功終端向吋端移功終端友
起市 目共享晴求，在收到吋端移功終端接受市 目共享的回座消息后友送所迷

教搪包 。

占然，本友明不限定于 仙佃 美型的手札屯視市 目共享，也支持其他移

功多媒休戶播美型 的手札屯視市 目的共享，友送端接收其他美型的手札屯視

市 目后，迸行解密解碉后重新編碉打包友送洽接收端，和接收端共享核手札
屯視市 目。

以上所迷仗力本友明的仇迭奕施例而 已，井不用于限制本友明，吋于本

領域的技木人員 東說，本友明可以有各神更改和奕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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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在本友明的保妒

范 園之內 。

工止奕用性

通迂本友明，可以支持移功終端 同基于 仙佃 的手札屯視市 目的共享，

尤其是可以滿足那些不具各 仙佃 硬件思 片 的移功終端用戶現看手札屯視

市 目的需求，此外，本友明提出的方法近能移昱著增加移功岡絡返萱商和屯

視市 目內容供座商的收益 。



根 利 要 求 半

1、 一神支持友送端勻接收端手札屯視市 目共享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

友送端接收手札屯視市 目的教搪流，迸行解密解碉后重新編碉封裝在教

搪包中友送洽接收端，接收端接收所迷教搪包迸行解碉后萊得所迷手札屯視
市 目。

2、 如杖利要求 1 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友送端在友送所迷教

搪包前，近向所迷接收端友起市 目共享晴求，在收到所迷接收端接受市 目共
享的回座消息后，才友送所迷教搪包 。

3、 如杖利要求 2 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友送端通迂和接收端

同建立的 C 通祐友起所迷市 目共享晴求，或者所迷友送端通迂友送 P sh 短

信方式友起所迷市 目共享晴求 。

4、 如杖利要求 1 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友送端通迂分組並各

教搪健路友送所迷教搪包 。

5、 如杖利要求 1 所迷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教搪包力奕 忖侍瑜枋
汶 TP 包 。

6、 一神支持手札屯視市 目共享的移功終端，其特征在于，所迷移功終

端用于接收手札屯視市 目的教搪流，迸行解密解碉后重新編碉封裝在教搪包

中友送洽迸行共享的吋端移功終端 。

7、 如杖利要求 6 所迷的移功終端，其特征在于，所迷移功終端近用于

向所迷吋端移功終端友起市 目共享晴求，及用于在收到所迷吋端移功終端接
受市 目共享的回座消息后友送所迷教搪包 。

8、 如杖利要求 7 所迷的移功終端，其特征在于，所迷移功終端近用于

和所迷吋端移功終端建立 通祐，通迂 C 通祐友起所迷市 目共享晴求，或

者，所迷移功終端通迂向所迷吋端移功終端友送 P sh 短信方式友起所迷市 目

共享晴求 。

9、 如杖利要求 6 所迷的移功終端，其特征在于，所迷移功終端近用于

激活分組並各教搪健路，通迂所迷分組並各教搪健路友送所迷教搪包 。



10、 如杖利要求 6 所迷的移功終端，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功終端封裝的

所迷教搪包力奕 忖侍瑜枋汶 RTP 包 。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No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

PCT/CN2008/073313

A. CLASSIFICATION OF SUBJECT MATTER

H04N7/24 (2006 01)i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 (IPC) or to both national classification and IPC

B FIELDS SEARCHED

Minimum documentation searched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llowed by classification symbols)

IPC H04L, H04N, H04H

Documentation searched other than minimum documentation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documents are included in the fields searched

Electronic data base consulted during the international search (name of data base and where practicable search terms used)

CNKI, CNPAT,WPI,EPODOC,PAJmobile phone, television, video, program, media, decode, decrypt, encapsulate, pack, RTP

C DOCUMENT S CONSIDERED TO BE RELEVANT

Category* Citation of document, with indication, where appropriate, of the relevant passages Relevant to claim No

CNl 852429A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25 Oct 2006 (25 10 2006) 1-2,4-7,9-10
abstract, figures 1,6

CN101388780A(YINGHUADANANJING TECHNOLOGIES LTD) 18 Mar 2009 (18 03 2009) 1, 6
whole document

CNlOl 179736A (ZTE COMMUNICATION CO LTD) 14 May 2008 ( 14 05 2008) whole 1-10
document

US2008159279A1 (NEWPORT MEDIA INC et al ) 03 JuI 2008 (03 07 2008) whole documeni 1-10

KR20080023902A( 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17 Mar 2008 ( 17 03 2008) whole 1-10
document

Further documents are listed in the continuation of Box C See patent family annex

* Special categories of cited documents "T" later document published after the international filing date
or priority date and not in conflict with the application but

"A" document defining the general state of the art which is not cited to understand the principle or theory underlying the
considered to be of particular relevance invention

"E" earlier application or patent but published on or after the "X" document of particular relevance, the claimed invention

international filing date cannot be considered novel or cannot be considered to involve
an inventive step when the document is taken alone

"L" document which may throw doubts on priority claim (S) or
"Y" document of particular relevance, the claimed invention

which is cited to establish the publication date of another
cannot be considered to involve an inventive step when the

citation or other special reason (as specified) document is combined with one or more other such
"O" document referπng to an oral disclosure, use, exhibition or documents, such combination being obvious to a person

other means skilled in the art

"P" document published prior to the international filing date " & "document member of the same patent family

but later than the priority date claimed

Date of the actual comple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earch Date of mail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

03 Sep 2009 (03 09 2009) 17 Sep. 2009 (17.09.2009)

Name and mailing address of the ISA/CN Authorized officer
The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 ice, the P R China
6 Xitucheng Rd , Jimen Bridge,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China CHEN Xi
100088 TelephoneNo (86-10 62411514

Form PCT/ISA /210 (second sheet) (July 2009)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No
Information on patent family members

PCT/CN2008/073313

Patent Documents referred Publication Date Patent Family Publication Date
in the Report

CN1852429A 25 10 2006 NONE

CN101388780A 18 03 2009 NONE

CNlOl 179736A 14 05 2008 NONE

US2008159279A1 03 07 2008 WO2008082720A2 10 07 2008

KR20080023902A 17 03 2008 NONE

Form PCT/ISA /210 (patent family annex) (July 2009)



固阮申清弓
匡阮栓索扳告 PCT/CN2008/073313

A．主題的分美

H04N 7/24 (2006 01)i

按照固阮寺利分癸(IPC)或者同肘按照固家分癸和 IPC 兩神分癸

B．栓索飯垃

栓索的最低限度文軌 (棕明分癸系統和分癸弓)

IPC H04L, H04N, H04H

包含在栓索領域中的除最低限度文軌以外的栓索文軌

在固阮栓索肘查河的唱于數据倖 (數据倖的名你 和使用的栓索祠 (如使用 ) )

CNKI, CNPAT 手仇唱初 初頻 市 ϊ 多媒休 解硝 解密 封裝 友迭 特友 貌硝 , RTP

WPI EPODOC, PAJ mobile phone, television, video, program, media, decode, decrypt encapsulate, pack, RTP

C．相夫文件

癸 型。 引用文件 必要肘 指明相夫段落 相夫的杖利要求

X CN1852429A (竿力技木有限公司)25 10 月 2006 (25 10 2006) 摘要及附團 1 6 1-2,4-7,9-10

E CN101388780A 傑竿迭 (南京 ) 科技有限公司)18 3 月 2009(18 03 2009) 全文 1 6

A CNlOl 179736A ( 中共通沉股份有限公司 ) 14 5 月 2008 ( 14 05 2008) 全文 1-10

A US2008159279A1 (NEWPORT MEDIA INC 等 ) 03 7 月 2008 (02 07 2008) 全文 1-10

A KR20080023902A (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17 3 月 2008 1-10

( 17 03 2008) 全文

其余文件在 C 柱的笙頁中列出。 兄同族吉利附件。

* 引用文件的具休美型 "T" 在申睛日或仇先杖日之后公布 勻申睛不相抵舢 但力了
"A" 臥力不特別相夫的表示了現有技木 般狀恣的文件 理解友明之理份或原理的在后文件
"E" 在固阮申睛日的尚夭或之后公布的 申睛或寺利 "X" 特別相夫的文件 車狙考虎 文件 臥定要求保折的
"L" 可能肘仇先杖要求枸成 疑的文件 或力碗定另 篇 友明不是新穎的或不具有刨造 性

引用文件的公布日而引用的或者因其他特殊理由而引 "Y" 特別相夫的文件 圭 文件勻另 篇或者多篇 美文件
用的文件 (如具休晚明的) 拮合井且 神拮合肘于本領域技木人貝力昱而易兄吋

"O" 涉及口共公升、使用、展忱或其他方式公升的文件 要求保折的友明不具有刨造性

"P" 公布日先于固阮申睛日但坦于所要求的仇先杖日的文件 同族寺利的文件

固阮栓索寞阮完成的日期 固阮栓索扳告耶寄 日期
03 9 月 2009 (03 09 2009) 17.9 月 2009 (17.09.2009)

ISA/CN 的名林和郎寄地址 受杖甘貝
中伴人民共 回回家 洪汗杖同
中 京市侮徒匡前 π 梳西土城路 6 弓 100088 陳曦

估真弓 (86-10)62019451 唱活弓硝 : (86-10) 62411514

PCT/ISA/210 表 (第 2 夷 ) (2009 年 7 月)



固匡阮栓索扳告 阮申清弓
夫于同族寺利的信

PCT/CN2008/073313

栓索扳告中引用的 公布日期 同族寺利 公布日期
吉利文件

CN1852429A 25 10 2006 元

CN101388780A 18 03 2009 元

CNlOl 179736A 14 05 2008 元

US2008159279A1 03 07 2008 WO2008082720 A2 10 07 2008

KR20080023902A 17 03 2008 元

PCT/ISA/210表 (同族寺利附 (2009年 7月


	front-page
	description
	claims
	drawings
	wo-search-report
	wo-search-re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