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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

发明名称 : 骚扰 电话拦截方法 、装置 、设备及存储介质

[1] 本 申请要 求于2019 年 04月 12 日提交 中国专利局 、申请 号为201910301956.8 、发

明名称为 “骚扰 电话拦截方法 、装置 、设备及存储介质 ” 的中国专利 申请 的优先权

，其全部 内容通过引用结合在 申请 中。

[2] 技术领域

[3] 本 申请涉及通信安全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骚扰 电话拦截方法 、装置 、设备

及存储介质 。

[4] 背景技术

[5] 骚扰 电话是信息泄露 的不 良后果之一。5见有 的通话设备 ，如手机 /座机 ，防骚

扰 电话系统往往并不完善 ，在用户接 听骚扰 电话后才能判断来 电是否为骚扰 电

话 ，且之后需要用户手动将骚扰 电话拉入黑名单。通话设备 的防骚扰机制智能

化程度过低 。

[6] 发 明内容

[7] 本 申请 的主要 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骚扰 电话拦截方法 、装置 、设备及存储介质 ，

旨在现有通话设备 的防骚扰机制智能化程度过低 的技术 问题 。

[8] 为实现上述 目的 ，本 申请提供一种骚扰 电话拦截方法 ，所述骚扰 电话拦截方法

包括 以下步骤 ：

[9] 在检测到通话连接请求后 ，与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 电终端建立预连接 ，

根据预设 的对话规则与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 电者进行语音对话 ；

[10] 从所述语音对话 中提取所述来 电者 的意 图特征 ，将所述意 图特征输入预置 的意

图判别器 ，并获得所述意 图判别器输 出的判别结果 ；

[11] 在根据所述判别结果确定所述通话连接请求为骚扰 电话时 ，挂断来 电。

[12] 可选地 ，所述根据预设 的对话规则与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 电者进行语音

对话 的步骤包括 ：

[13] 获取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 电者音频 ，基于语音端点检测技术从所述来 电

者音频 中提取来 电者语音 ，并将所述来 电者语音转化成语音文本 ；



[14] 从所述语音文本 中提取第一关键词 ，根据所述第一关键词查询预置 的对话库获

得 目标 回复话语 ；

[15] 将所述 目标 回复话语转换成语音输 出。

[16] 可选地 ，所述根据预设 的对话规则与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者进行语音

对话 的步骤之后包括 ：

[17] 采集所述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 ，将所述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与预置声纹数据库 中的

声纹信息进行对 比匹配 ，判断所述预置声纹数据库 中是否存在与所述来电者 的

声纹信息匹配 的 目标声纹信息 ；

[18] 若所述预置声纹数据库 中存在与所述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匹配 的 目标声纹信息 ，

则输 出来电提醒 ；

[19] 若所述预置声纹数据库 中不存在与所述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匹配 的 目标声纹信息

，则执行所述从所述语音对话 中提取所述来电者 的意 图特征 的步骤。

[20] 可选地 ，所述从所述语音对话 中提取所述来电者 的意 图特征 ，将所述意 图特征

输入预置 的意 图判别器 的步骤之前包括 ：

P 1] 获取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 ，其中，训练样本为经过意 图标注 的话语 ；

[22] 分别提取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 的特征 ，并根据训练样本 的特征 ，通过迭代算法

计算 出意 图判别模型 的最优模型参数 ，训练 出含最优模型参数 的意 图判别模型

[23] 基于所述测试样本 的特征对意 图判别模型进行准确性测试 ，基于测试结果调整

意 图判别模型 的最优模型参数。

[24] 可选地 ，所述从所述语音对话 中提取所述来电者 的意 图特征 的步骤包括 ：

P 5] 从所述语音对话 中获得所述来电者语音 ，从所述来电者语音 中提取第二关键词

[26] 将所述第二关键词与预置 的意 图库进行对 比，获得所述第二关键词 中的意 图关

键词 ，将所述意 图关键词作为所述来电者 的意 图特征。

[27] 可选地 ，所述在检测到通话连接请求后 ，与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终端

建立预连接 的步骤包括 ：

[28] 在检测到通话连接请求后 ，将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号码与 白名单列表



上号码进行 比较 ，以判断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号码是否为 白名单号码

[29] 若所述来电号码为 白名单号码 ，则输 出来电提醒 ；

[30] 若所述来电号码不是 白名单号码 ，则与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终端建立

预连接。

[31] 可选地 ，所述获得所述意 图判别器输 出的判别结果 的步骤之后包括 ：

[32] 在根据所述判别结果确定所述通话连接请求为正常电话时 ，输 出来电提醒 ，并

以文字形式输 出所述语音对话 的内容。

[33] 此外 ，为实现上述 目的，本 申请还提供一种骚扰 电话拦截装置 ，所述骚扰 电话

拦截装置包括 ：

[34] 智能语音模块 ，用于在检测到通话连接请求后 ，与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

电终端建立预连接 ，根据预设 的对话规则与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者进

行语音对话 ；

[35] 意 图判别模块 ，用于从所述语音对话 中提取所述来电者 的意 图特征 ，将所述意

图特征输入预置 的意 图判别器 ，并获得所述意 图判别器输 出的判别结果 ；

[36] 电话处理模块 ，用于在根据所述判别结果确定所述通话连接请求为骚扰 电话时

，挂断来电。

[37] 此外 ，为实现上述 目的，本 申请还提供一种骚扰 电话拦截设备 ，所述骚扰 电话

拦截设备包括处理器 、存储器 、以及存储在所述存储器上并可被所述处理器执

行 的计算机可读指令 ，其中所述计算机可读指令被所述处理器执行时 ，实现如

上述 的骚扰 电话拦截方法 的步骤。

[38] 此外 ，为实现上述 目的，本 申请还提供一种存储介质 ，所述存储介质上存储有

计算机可读指令 ，其中所述计算机可读指令被处理器执行时 ，实现如上述 的骚

扰 电话拦截方法 的步骤。

[39] 本 申请 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 的细节在下面的附图和描述 中提 出。本 申请 的其他

特征和优点将从说明书、附图以及权利要求书变得明显。

[40] 附 图说明

[41] 图 1是本 申请实施例方案涉及 的硬件运行环境 的骚扰 电话拦截设备结构示意 图



[42] 图2为本 申请骚扰 电话拦截方法一实施例 的流程示意 图；

[43] 图3为本 申请骚扰 电话拦截装置一实施例 的功能模块示意 图。

[44] 本 申请 目的的实现 、功能特点及优点将结合实施例 ，参照附图做进一步说明。

[45] 具体实施方式

[46] 应 当理解 ，此处所描述 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 以解释本 申请 ，并不用于限定本 申

请。

[47] 请参见图1，图1为本 申请所提供 的骚扰 电话拦截设备的硬件结构示意 图。

[48] 骚扰 电话拦截设备可 以是PC，也可 以是手机 、平板 电脑 、便携计算机 、台式计

算机等具有通话功能的设备 ，鉴于通常使用手机进行通话 ，在本 申请骚扰 电话

拦截方法 的下述各实施例 中，以手机作为骚扰 电话拦截设备的一种示例进行解

释说明。

[49] 骚扰 电话拦截设备可 以包括 ：处理器 101 以及存储器201等部件。在骚扰 电话拦

截设备中，处理器 101与存储器201连接 ，存储器201上存储有计算机可读指令 ，

处理器 101可 以调用存储器201 中存储 的计算机可读指令 ，并实现如下述骚扰 电

话拦截方法各实施例 的步骤。

[50] 存储器201 ，可用于存储软件程序 以及各种数据。存储器201可主要包括存储程

序 区和存储数据 区，其中，存储程序 区可存储操作系统 、至少一个功能所需 的

应用程序 （比如应用于骚扰 电话拦截 的计算机可读指令）等 ；存储数据 区可包

括数据库等。处理器 101 ，是骚扰 电话拦截设备的控制 中心 ，利用各种接 口和线

路连接整个骚扰 电话拦截设备的各个部分 ，通过运行或执行存储在存储器201 内

的软件程序和/或模块 ，以及调用存储在存储器201 内的数据 ，执行骚扰 电话拦截

设备的各种功能和处理数据 ，从而对骚扰 电话拦截设备进行整体监控。

[51]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 以理解 ，图1中示 出的骚扰 电话拦截设备结构并不构成对骚

扰 电话拦截设备的限定 ，可 以包括 比图示更多或更少的部件 ，或者组合某些部

件 ，或者不 同的部件布置。

[52] 基于上述硬件结构 ，提 出本 申请方法各个实施例。

[53] 本 申请提供一种骚扰 电话拦截方法。



[54] 参 照 图2，图2为本 申请骚扰 电话拦截 方法第 一实施例 的流程示意 图。

[55] 本 实施例 中 ，骚扰 电话拦截 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

[56] 步 骤 S10, 在 检测到通话连接请 求后 ，与所述通话连接请 求对应 的来 电终端建

立预 连接 ，根据预 设 的对话规则 与所述通话连接请 求对应 的来 电者进行语音对

话 ；

[57] 通 话连接请 求 即来 电请 求 ，手机在接 收到 来 电请 求后 ，响应 来 电请 求 ，与该 来

电请 求对应 的来 电终端建 立预 连接 ，以便 实现后续 的手机 与来 电终端 的对话和

骚扰意 图识别 。这 里 的预 连接指 手机 自动 与来 电终端建 立 的通话连接 ，且在建

立预 连接后通过 手机 中的智 能语音模块 自动 与来 电者进行语音对话 ，这 里 的通

话连接可 以根据预 先 的设置把 来 电提醒直 接输 出给用户 ，以便用户知 晓 当前是

否有 来 电 ，也可根据预 先设置不将 来 电提醒 以及 来 电者语音输 出给用户 。

[58] 可 选地 ，在 与通话连接请 求对应 的来 电终端建 立预 连接进行骚扰意 图识别 之前

，可将 明显属 于非骚扰 电话 的来 电识别 出来 ，并将 非骚扰 电话 的来 电输 出 以提

示用户接 听来 电 ，免 除了后续无意 义 的骚扰意 图识别操作 ，减少 了运行 资源 、

存储 资源 的浪 费 ，便 于用户 尽快接 听来 电 ，减少 因骚扰意 图识别 带来 的通话延

时 。可选地 ，步骤 S10中在检测到通话连接请 求后 ，与所述通话连接请 求对应 的

来 电终端建 立预 连接 的步骤包括 ：

[59] 步 骤 S101 ，在检测到通话连接请 求后 ，将所述通话连接请 求对应 的来 电号码 与

白名单列表 上 号码进行 比较 ，以判 断所述通话连接请 求对应 的来 电号码是 否为

白名单 号码 ；

[60] 白名单列表 上 号码都 为非骚扰 电话 ，可包括通讯 录存储 的号码 或历 史通话 时长

大于预 设 时长 的号码 或 由用户标记 的非骚扰 号码 或特殊 公共 号码 （如 医 院 电话

、移动 、联通等通信运 营商客户 号码等 ）。

[61] 在 检测到通话连接请 求后 ，首先根据通话连接请 求对应 的来 电号码进行 非骚扰

电话 的识别 ，可将 来 电号码 与 白名单列表 上 号码进行对 比 ，判 断来 电号码是 否

为 白名单列表 上 号码 。

[62] 步 骤 S102, 若 所述 来 电号码 为 白名单 号码 ，则输 出来 电提醒 ；

[63] 若 来 电号码是 白名单 号码 ，则直 接提醒用户接 听来 电 ，不再执行 与通话连接请



求对应 的来 电终端建 立预 连接等后续 的骚扰意 图识别操作 ，避免不必要 的识别

操作 ，节约 资源 的同时提 高 了用户体验 。

[64] 步 骤 S103, 若 所述 来 电号码不是 白名单 号码 ，则 与所述通话连接请 求对应 的来

电终端建 立预 连接 。

[65] 若 来 电号码不是 白名单 号码 ，则 与通话连接请 求对应 的来 电终端建 立预 连接 ，

由手机 中智 能语音模块接 听来 电。

[66] 可 选地 ，还可 以在检测到通话连接请 求后 或者在 来 电号码 并非前述通讯 录存储

的号码 或历 史通话 时长大于预 设 时长 的号码 或标记 的非骚扰 号码 之后 ，立 即与

该通话连接请 求对应 的来 电终端建 立预 连接 ，由手机 中的智 能语音模块 立刻接

听该 来 电 ；也可 以在检测到通话连接请 求持续预 设 时长后 ，再 与该通话连接请

求对应 的来 电终端建 立预 连接 ，以过滤通话连接请 求持续 时长很短 的骚扰 电话

，减少与这种骚扰 电话建 立预 连接 的资源浪 费。

[67] 在 与通话连接请 求对应 的来 电终端建 立预 连接后 ，由手机 中的智 能语音模块 与

来 电者进行语音对话 ，手机 中的智 能语音模块配置对话管理功 能 ，可 与来 电者

进行 多轮对话 。

[68] 在 一实施 方式 中 ，根据预 设 的对话规则 与通话连接请 求对应 的来 电者进行语音

对话 ，可选地 ，可 以预 先设置对话 内容 以及对话顺序 ，由手机根据预 先设置 的

对话 内容 以及对话顺序 与来 电者进行语音对话 ，例如 ，预 先设置 的对话 内容 以

及对话顺序 为 ：“ 你是谁？你找谁？你有 什 么事情？ ” 。

[69] 在 另一实施 方式 中 ，步骤 S10中根据预 设 的对话规则 与所述通话连接请 求对应

的来 电者进行语音对话 的步骤包括 ：

[70] 步 骤 S104, 获取所述通话连接请 求对应 的来 电者音频 ，基 于语音端 点检测技术

从所述 来 电者音频 中提取 来 电者语音 ，并将所述 来 电者语音转化成语音 文本 ；

[71] 在 与来 电终端建 立预 连接后 ，获得 来 电者音频 ，对 来 电者音频进行语 义识别 ，

并根据预 设规则 以及识别 的来 电者语 义进行语音 回复 ，以实现 与来 电者 的语音

对话 。可 以由手机 上智 能语音模块首先提 问 ，再 获得 来 电者音频 ，也可 以在检

测到 来 电者 发 出声音 、获得 来 电者音频后 ，根据对 来 电者音频 的语 义识别进行

对应语音 回复 。



[72] 通 过语音端 点检测技术 从来 电者音频 中提取 来 电者语音 ，避免 因为太 多静音 导

致 资源浪 费 ，并减少对语 义识别 的干扰 ，提升语 义识别 的准确性 。语音端 点检

测技术指 从连续 的音频 流 中检测 出有 效语音段 的技术 ，包括检测 出有 效语音段

的起始 点 以及结束 点 ，通过对音频 流 的能量 大小 以及 变化轨迹 的确定识别有 效

语音段 ，其 中 ，若某段音频 流为静音 ，则该段音频 流 的连续若 干帧能量值持续

维持在低水平 ，而有 效语音段 的端 点 （起始 点 以及结束 点 ）则处 于能量 变化 的

临界点 。

[73] 可 选地 ，在基 于语音端 点检测技术 从所述 来 电者音频 中提取 来 电者语音 的步骤

之前 ，先对 来 电者音频进行 噪声抑 制 ，以提升语音端 点检测 的准确度 。

[74] 本 实施例 中的来 电者语音 ，即经语音端 点检测 获得 的有 效语音段 ，再将 来 电者

语音转化成语音 文本 ，有 效语音段可 能为一句 或连续 的多句话语 ，将 其转化 为

对应 的一句 或 多句语音 文本 。

[75] 步 骤 S105, 从所述语音 文本 中提取第 一关键词 ，根据所述第 一关键词查询预 置

的对话库 获得 目标 回复话语 ；

[76] 对 语音 文本进行分词 以及语法分析 ，获得语音 文本 中各词语 的的词性 ，并将词

性 为名词 、动词 以及形容词 的词语作 为第 一关键词 。预 置 的对话库 中存储有 定

义好 的对话数据 ，包括可 能 出现 的问答对话 ，根据第 一关键词在对话库 中检索

相似对话 ，并获得相似对话对应 的回复作 为 目标 回复话语 。

[77] 这 里 的第 一关键词 ，指 来 电者 当前所说话语 中的关键词 。

[78] 步 骤 S106, 将 所述 目标 回复话语转换成语音输 出。

[79] 将 目标 回复话语转换成语音 ，将该语音输 出到 来 电终端 ，以实现 与来 电者 的对

话 。

[80] 可 选地 ，预 置语音数据库 ，智 能语音模块可根据采集 的用户语音 （手机机主语

音 ）或预 置语音数据库 中的语音 ，生成模仿 的 自然人语音 。可 由智 能语音模块

模仿机主 的说话 方式 ，比如机主 的声音特征 ，语调 ，语速等 来产生模仿 声音 。

由智 能语音模块模仿人 声 ，可 以降低骚扰者 的警惕 ，以防其编造语言欺骗 智 能

语音模块 。

[81] 步 骤 S20, 从所述语音对话 中提取所述 来 电者 的意 图特征 ，将所述意 图特征输



入预置 的意 图判别器 ，并获得所述意 图判别器输 出的判别结果 ；

[82] 从语音对话 中提取意 图关键词 ，将意 图关键词表示为对应 的特征 向量 ，即本实

施例 中的意 图特征 ，将意 图特征输入意 图判别器 ，由该意 图判别器根据输入 的

意 图特征进行意 图判别 ，并输 出意 图判别结果 ，比如纯骚扰 、推销等 电话。

[83] 可选地 ，从语音对话 中提取来电者 的意 图特征 的步骤包括 ：

[84] 从所述语音对话 中获得所述来电者语音 ，从所述来电者语音 中提取第二关键词

; 将所述第二关键词与预置 的意 图库进行对 比，获得所述第二关键词 中的意 图

关键词 ，将所述意 图关键词作为所述来电者 的意 图特征。

[85] 可从语音对话 中获得来电者 的所有语音 ，并从来电者语音 中提取第二关键词 ，

这里的第二关键词指从来电者 的所有语音 中提取 的关键词 ；再从第二关键词 中

提取意 图关键词 ，可 以通过将第二关键词与预置 的意 图库 中的意 图词汇进行对

比，从第二关键词 中获取与意 图库 中意 图词汇一致或为近义词 的词作为意 图关

键词 ，将意 图关键词表示为对应 的特征 向量 ，即来电者 的意 图特征。

[86] 意 图判别器为预先用标注好 的训练语料训练好 的意 图判别模型 ，用于根据意 图

特征对来电者意 图进行分类 、识别。

[87] 可选地 ，对于意 图判别模型 的训练 ，步骤 S20之前包括 ：

[88] 步骤 S2 1，获取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 ，其中，训练样本为经过意 图标注 的话语

[89] 从预置语料库 中获取通话文本数据 （包含骚扰 电话文本和正常通话文本）作为

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来源 ，预置语料库 中可包括直接从互联 网中查找到 的骚扰

电话文本和正常通话文本 ，也可包括本机 电话语音转文本后进行意 图标注 的文

本。其中，训练样本用于优化模型 的参数 ，而测试样本用于对建立的意 图判别

模型进行性能评价。

[90] 步骤 S22, 分别提取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 的特征 ，并根据训练样本 的特征 ，通

过迭代算法计算 出意 图判别模型 的最优模型参数 ，训练 出含最优模型参数 的意

图判别模型 ；

[91] 意 图判别模型是神经 网络分类模型 ，可 以为朴素贝叶斯分类器。初始情况下 ，

意 图判别模型 的模型参数随机设定并未优化 ，可将每个训练样本或测试样本对



应地表示为一个 由一组特征组成 的特征 向量 ，可选地 ，因文字总数量 的有 限性

，可 以将每个字对应一个数字或号码 （如从 1到 36000 ） ，实现训练样本或测试

样本 的数字化 ，将训练样本或测试样本各 自的数字化形式作为各 自对应 的特征

向量 。

[92] 将训练样本对应 的特征 向量输入意 图判别模型 ，通过优化方法迭代计算 出最优

的模型参数 ，训练 出意 图判别模型 ，将训练样本 的特征输入意 图判别模型 中 ，

并通过优化方法迭代计算 出最优 的模型参数 ，训练 出意 图判别模型 ，其 中意 图

判别模型用于判断训练样本属于骚扰样本 的概率。

[93] 其 中 ，迭代算法包括梯度下降 ，共轭梯度法和拟牛顿法等 。在可选实施 中 ，可

以通过上述任一迭代算法计算 出意 图判别模型 的最优模型参数 ，训练 出含最优

模型参数 的意 图判别模型 。此外 ，还可 以采用其他方法分别提取训练样本和测

试样本 的特征 ，例如 向量空 间模型VSM、信息增 益方法 、期望交叉熵等 。

[94] 步骤 S23, 基 于所述测试样本 的特征对意 图判别模型进行准确性测试 ，基于测

试结果调整意 图判别模型 的最优模型参数 。

[95] 测试样本用于对意 图判别模型进行准确性评价 ，并基于测试结果调整意 图判别

模型 的最优模型参数 ，以提升判别模型 的准确性 。

[96] 步骤 S30, 在根据所述判别结果确定所述通话连接请求为骚扰 电话时 ，挂断来

电。

[97] 在判定为骚扰 电话时 ，触 发挂断 电话 ，在判定为非骚扰 电话时 ，接 听来 电。可

选地 ，步骤 S20之后包括 ：在根据所述判别结果确定所述通话连接请求为正常 电

话时 ，输 出来 电提醒 ，并 以文字形式输 出所述语音对话 的内容 。

[98] 文字输 出智能语音模块与来 电者 的对话 内容 ，用户可基于该对话 内容进行后续

对话 ，例如 ，对于在智能对话阶段 已问的问题 （如 ：你是谁 ，有什 么事情 ） ，

用户在接 听 电话后可不必再 问 ，实现智能对话与用户接 听对话 的无缝对接 ，减

少 因智能助手验证导致 的时 间延迟导致 的不满。

[99] 本 实施例通过在检测到通话连接请求后 ，与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 电终端

建立预连接 ，根据预设 的对话规则与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 电者进行语音

对话 ；从所述语音对话 中提取所述来 电者 的意 图特征 ，将所述意 图特征输入预



置 的意 图判别器 ，并获得所述意 图判别器输 出的判别结果 ；在根据所述判别结

果确定所述通话连接请求为骚扰 电话时 ，挂断来电，即通过预先与来电者进行

语音对话 ，以语音 内容为骚扰判断依据 ，可 以有效地避免伪装成正常号码 的骚

扰诈骗来电，同时可 以智能实现骚扰 电话拦截。

[100] 进一步地 ，在本 申请骚扰 电话拦截方法 的第二实施例 中，步骤 S10之后包括 ：

[101] 步骤 S11，采集所述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 ，将所述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与预置声纹

数据库 中的声纹信息进行对 比匹配 ，判断所述预置声纹数据库 中是否存在与所

述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匹配 的 目标声纹信息 ；

[102] 在 日常生活中，常常存在熟人用更换 的新 电话号码打 电话给用户 ，本实施例结

合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识别 “熟人新号” 的情况 ，减少后续不必要 的骚扰识别步骤。

[103] 预置声纹数据库 中预存有非骚扰 电话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 ，可 以将历史来电者 （

已排 除骚扰 电话嫌疑）的声纹信息存入预置声纹数据库。

[104] 在智能语音模块与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者进行语音对话 的过程 中，可采集

来电者声纹信息与预存 的声纹信息进行对 比，判断预置声纹数据库 中是否存在

与所述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匹配 的 目标声纹信息 ，其中，可 以在检测到来电者语

音 的同时 ，采集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 ，执行步骤 S11，进行声纹识别。

[105] 步骤 S12, 若所述预置声纹数据库 中存在与所述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匹配 的 目标

声纹信息 ，则输 出来电提醒 ；

[106] 若有 匹配 的声纹信息 ，则判定来电不是骚扰 电话 ，则无需进行后续 的骚扰识别

步骤 ，直接输 出来电提醒 ，以提醒用户接听 ，避免不必要 的验证 ，节约资源 的

同时提高了用户体验。

[107] 步骤 S13, 若所述预置声纹数据库 中不存在与所述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匹配 的 目

标声纹信息 ，则执行所述从所述语音对话 中提取所述来电者 的意 图特征 的步骤

[108] 若无 匹配 的声纹信息 ，则说明不是用新 电话号码 的熟人 ，则需进行后续 的骚扰

识别步骤 ，以进一步准确拦截骚扰 电话。

[109] 本实施例通过在与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者进行语音对话之时或之后 ，采集

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 ，将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与预置声纹数据库 中的声纹信息进行



对 比匹配 ，以间接判断来电者是否为熟人或非骚扰 电话 ，在预置声纹数据库 中

存在与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匹配 的 目标声纹信息时 ，确定来电不是骚扰 电话 ，反

之 ，则需进一步进行骚扰识别判断 ，可 以识别熟人用更换 的新 电话号码打 电话

给用户 的情况并直接提醒用户接听 ，避免不必要 的骚扰识别 ，节约资源 的同时

提高了用户体验。

[110] 此外 ，本 申请还提供一种与上述骚扰 电话拦截方法各步骤对应 的骚扰 电话拦截

装置。

[111] 参照 图3 , 图3为本 申请骚扰 电话拦截装置第一实施例 的功能模块示意 图。

[112] 在本实施例 中，本 申请骚扰 电话拦截装置包括 ：

[113] 智能语音模块 10, 用于在检测到通话连接请求后 ，与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

来电终端建立预连接 ，根据预设 的对话规则与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者

进行语音对话 ；

[114] 意 图判别模块20, 用于从所述语音对话 中提取所述来电者 的意 图特征 ，将所述

意 图特征输入预置 的意 图判别器 ，并获得所述意 图判别器输 出的判别结果 ；

[115] 电话处理模块30, 用于在根据所述判别结果确定所述通话连接请求为骚扰 电话

时 ，挂断来电。

[116] 进一步地 ，智能语音模块 10, 还用于获取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者音频

，基于语音端点检测技术从所述来电者音频 中提取来电者语音 ，并将所述来电

者语音转化成语音文本 ；从所述语音文本 中提取第一关键词 ，根据所述第一关

键词查询预置 的对话库获得 目标 回复话语 ；将所述 目标 回复话语转换成语音输

出。

[117] 进一步地 ，本 申请骚扰 电话拦截装置还包括 ：

[118] 声纹判断模块 ，用于采集所述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 ，将所述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与

预置声纹数据库 中的声纹信息进行对 比匹配 ，判断所述预置声纹数据库 中是否

存在与所述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匹配 的 目标声纹信息 ；

[119] 电话处理模块30, 还用于若所述预置声纹数据库 中存在与所述来电者 的声纹信

息匹配 的 目标声纹信息 ，则输 出来电提醒 ；若所述预置声纹数据库 中不存在与

所述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匹配 的 目标声纹信息 ，则执行所述从所述语音对话 中提



取所述来电者 的意 图特征 的步骤。

[120] 进一步地 ，本 申请骚扰 电话拦截装置还包括 ：

[121] 模型训练模块 ，用于获取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 ，其中，训练样本为经过意 图标

注 的话语 ；分别提取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 的特征 ，并根据训练样本 的特征 ，通

过迭代算法计算 出意 图判别模型 的最优模型参数 ，训练 出含最优模型参数 的意

图判别模型 ；基于所述测试样本 的特征对意 图判别模型进行准确性测试 ，基于

测试结果调整意 图判别模型 的最优模型参数。

[122] 进一步地 ，所述意 图判别模块20, 还用于从所述语音对话 中获得所述来电者语

音 ，从所述来电者语音 中提取第二关键词 ；将所述第二关键词与预置 的意 图库

进行对 比，获得所述第二关键词 中的意 图关键词 ，将所述意 图关键词作为所述

来电者 的意 图特征。

[123] 进一步地 ，智能语音模块 10, 还用于在检测到通话连接请求后 ，将所述通话连

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号码与 白名单列表上号码进行 比较 ，以判断所述通话连接请

求对应 的来电号码是否为 白名单号码 ；若所述来电号码为 白名单号码 ，则输 出

来电提醒 ；若所述来电号码不是 白名单号码 ，则与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

电终端建立预连接。

[124] 进一步地 ，电话处理模块30, 还用于在根据所述判别结果确定所述通话连接请

求为正常电话时 ，输 出来电提醒 ，并 以文字形式输 出所述语音对话 的内容。

[125] 本 申请还提 出一种存储介质 ，其上存储有计算机可读指令。存储介质可 以为非

易失性可读存储介质 ，可 以是 图1的骚扰 电话拦截设备中的存储器201 ，也可 以

是如ROM （Read-Only Memory，只读存储器）/RAM （Random Access Memory

，随机存取存储器）、磁碟 、光盘中的至少一种 ，存储介质包括若干指令用 以

使得一台具有处理器 的设备（本 申请实施例 中的骚扰 电话拦截设备 ，如手机 ，计

算机等）执行本 申请各个实施例 的方法。

[126] 需要说明的是 ，在本文中，术语 “包括 ” 、“包含 ”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

非排他性 的包含 ，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 的过程 、方法 、物 品或者服务端不

仅包括那些要素 ，而且还包括没有 明确列 出的其他要素 ，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

过程 、方法 、物 品或者服务端所 固有 的要素。在没有更多限制 的情况下 ，由语



句 “包括一个 ... ... ” 限定 的要素 ，并不排 除在包括该要素 的过程 、方法 、物 品或者

服务端 中还存在另外 的相 同要素。

[127] 上述本 申请实施例序号仅仅为了描述 ，不代表实施例 的优劣。

[128] 通过 以上的实施方式的描述 ，本领域 的技术人员可 以清楚地 了解到上述实施例

方法可借助软件加必需 的通用硬件平 台的方式来实现 ，当然也可 以通过硬件 ，

但很多情况下前者是更佳 的实施方式。

[129] 以上仅为本 申请 的可选实施例 ，并非因此限制本 申请 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

申请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 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 ，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

其他相关的技术领域 ，均 同理包括在本 申请 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i ] 一种骚扰 电话拦截方法 ，其中，所述骚扰 电话拦截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在检测到通话连接请求后 ，与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终端建立

预连接 ，根据预设 的对话规则与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者进行

语音对话 ；

从所述语音对话 中提取所述来电者 的意 图特征 ，将所述意 图特征输入

预置 的意 图判别器 ，并获得所述意 图判别器输 出的判别结果 ；

在根据所述判别结果确定所述通话连接请求为骚扰 电话时 ，挂断来电

所述根据预设 的对话规则与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者进行语音

对话 的步骤包括 ：

获取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者音频 ，基于语音端点检测技术从

所述来电者音频 中提取来电者语音 ，并将所述来电者语音转化成语音

文本 ；

从所述语音文本 中提取第一关键词 ，根据所述第一关键词查询预置 的

对话库获得 目标 回复话语 ；

将所述 目标 回复话语转换成语音输 出；

所述从所述语音对话 中提取所述来电者 的意 图特征 的步骤包括 ：

从所述语音对话 中获得所述来电者语音 ，从所述来电者语音 中提取第

二关键词 ；

将所述第二关键词与预置 的意 图库进行对 比，获得所述第二关键词 中

的意 图关键词 ，将所述意 图关键词作为所述来电者 的意 图特征。

[权利要求 2] 如权利要求 1所述 的骚扰 电话拦截方法 ，其中，所述根据预设 的对话

规则与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者进行语音对话 的步骤之后包括

采集所述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 ，将所述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与预置声纹数

据库 中的声纹信息进行对 比匹配 ，判断所述预置声纹数据库 中是否存



在与所述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匹配 的 目标声纹信息 ；

若所述预置声纹数据库 中存在与所述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匹配 的 目标声

纹信息 ，则输 出来电提醒 ；

若所述预置声纹数据库 中不存在与所述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匹配 的 目标

声纹信息 ，则执行所述从所述语音对话 中提取所述来电者 的意 图特征

的步骤。

[权利要求 3] 如权利要求 1所述 的骚扰 电话拦截方法 ，其中，所述从所述语音对话

中提取所述来电者 的意 图特征 ，将所述意 图特征输入预置 的意 图判别

器 的步骤之前包括 ：

获取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 ，其中，训练样本为经过意 图标注 的话语 ；

分别提取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 的特征 ，并根据训练样本 的特征 ，通过

迭代算法计算 出意 图判别模型 的最优模型参数 ，训练 出含最优模型参

数 的意 图判别模型 ；

基于所述测试样本 的特征对意 图判别模型进行准确性测试 ，基于测试

结果调整意 图判别模型 的最优模型参数。

[权利要求 4] 如权利要求 1所述 的骚扰 电话拦截方法 ，其中，所述在检测到通话连

接请求后 ，与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终端建立预连接 的步骤包

括 ：

在检测到通话连接请求后 ，将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号码与 白

名单列表上号码进行 比较 ，以判断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号码

是否为 白名单号码 ；

若所述来电号码为 白名单号码 ，则输 出来电提醒 ；

若所述来电号码不是 白名单号码 ，则与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

终端建立预连接。

[权利要求 5] 如权利要求 1所述 的骚扰 电话拦截方法 ，其中，所述获得所述意 图判

别器输 出的判别结果 的步骤之后包括 ：

在根据所述判别结果确定所述通话连接请求为正常电话时 ，输 出来电

提醒 ，并 以文字形式输 出所述语音对话 的内容。



[权利要求 6] 一种骚扰 电话拦截装置 ，其中，所述骚扰 电话拦截装置包括 ：

智能语音模块 ，用于在检测到通话连接请求后 ，与所述通话连接请求

对应 的来电终端建立预连接 ，根据预设 的对话规则与所述通话连接请

求对应 的来电者进行语音对话 ；

意 图判别模块 ，用于从所述语音对话 中提取所述来电者 的意 图特征 ，

将所述意 图特征输入预置 的意 图判别器 ，并获得所述意 图判别器输 出

的判别结果 ；

电话处理模块 ，用于在根据所述判别结果确定所述通话连接请求为骚

扰 电话时 ，挂断来电；

智能语音模块 ，还用于获取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者音频 ，基

于语音端点检测技术从所述来电者音频 中提取来电者语音 ，并将所述

来电者语音转化成语音文本 ；从所述语音文本 中提取第一关键词 ，根

据所述第一关键词查询预置 的对话库获得 目标 回复话语 ；将所述 目标

回复话语转换成语音输 出；

所述意 图判别模块 ，还用于从所述语音对话 中获得所述来电者语音 ，

从所述来电者语音 中提取第二关键词 ；将所述第二关键词与预置 的意

图库进行对 比，获得所述第二关键词 中的意 图关键词 ，将所述意 图关

键词作为所述来电者 的意 图特征。

[权利要求 7] 如权利要求6所述 的骚扰 电话拦截装置 ，其中，所述骚扰 电话拦截装

置还包括 ：

声纹判断模块 ，用于采集所述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 ，将所述来电者 的声

纹信息与预置声纹数据库 中的声纹信息进行对 比匹配 ，判断所述预置

声纹数据库 中是否存在与所述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匹配 的 目标声纹信息

电话处理模块 ，还用于若所述预置声纹数据库 中存在与所述来电者 的

声纹信息匹配 的 目标声纹信息 ，贝 出来电提醒 ；若所述预置声纹数

据库 中不存在与所述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匹配 的 目标声纹信息 ，则执行

所述从所述语音对话 中提取所述来电者 的意 图特征 的步骤。



[权利要求 8] 如权利要求6所述 的骚扰 电话拦截装置 ，其中，所述骚扰 电话拦截装

置还包括 ：模型训练模块 ，用于获取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 ，其中，训

练样本为经过意 图标注 的话语 ；分别提取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 的特征

，并根据训练样本 的特征 ，通过迭代算法计算 出意 图判别模型 的最优

模型参数 ，训练 出含最优模型参数 的意 图判别模型 ；基于所述测试样

本 的特征对意 图判别模型进行准确性测试 ，基于测试结果调整意 图判

别模型 的最优模型参数。

[权利要求 9] 如权利要求6所述 的骚扰 电话拦截装置 ，其中，所述骚扰 电话拦截装

置还包括 ：智能语音模块 ，还用于在检测到通话连接请求后 ，将所述

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号码与 白名单列表上号码进行 比较 ，以判断

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号码是否为 白名单号码 ；若所述来电号

码为 白名单号码 ，贝 出来电提醒 ；若所述来电号码不是 白名单号码

，则与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终端建立预连接。

[权利要求 10] 如权利要求6所述 的骚扰 电话拦截装置 ，其中，所述骚扰 电话拦截装

置还包括 ：电话处理模块 ，还用于在根据所述判别结果确定所述通话

连接请求为正常电话时 ，输 出来电提醒 ，并 以文字形式输 出所述语音

对话 的内容。

[权利要求 11] 一种骚扰 电话拦截设备 ，其中，所述骚扰 电话拦截设备包括处理器 、

存储器 、以及存储在所述存储器上并可被所述处理器执行 的计算机可

读指令 ，其中所述计算机可读指令被所述处理器执行时 ，实现如下步

骤 ：

在检测到通话连接请求后 ，与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终端建立

预连接 ，根据预设 的对话规则与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者进行

语音对话 ；

从所述语音对话 中提取所述来电者 的意 图特征 ，将所述意 图特征输入

预置 的意 图判别器 ，并获得所述意 图判别器输 出的判别结果 ；

在根据所述判别结果确定所述通话连接请求为骚扰 电话时 ，挂断来电



所述根据预设 的对话规则与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者进行语音

对话 的步骤包括 ：

获取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者音频 ，基于语音端点检测技术从

所述来电者音频 中提取来电者语音 ，并将所述来电者语音转化成语音

文本 ；

从所述语音文本 中提取第一关键词 ，根据所述第一关键词查询预置 的

对话库获得 目标 回复话语 ；

将所述 目标 回复话语转换成语音输 出；

所述从所述语音对话 中提取所述来电者 的意 图特征 的步骤包括 ：

从所述语音对话 中获得所述来电者语音 ，从所述来电者语音 中提取第

二关键词 ；

将所述第二关键词与预置 的意 图库进行对 比，获得所述第二关键词 中

的意 图关键词 ，将所述意 图关键词作为所述来电者 的意 图特征。

[权利要求 12] 如权利要求 11所述 的骚扰 电话拦截设备 ，其中，所述计算机可读指令

被所述处理器执行时 ，还实现 以下步骤 ：

采集所述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 ，将所述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与预置声纹数

据库 中的声纹信息进行对 比匹配 ，判断所述预置声纹数据库 中是否存

在与所述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匹配 的 目标声纹信息 ；

若所述预置声纹数据库 中存在与所述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匹配 的 目标声

纹信息 ，则输 出来电提醒 ；

若所述预置声纹数据库 中不存在与所述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匹配 的 目标

声纹信息 ，则执行所述从所述语音对话 中提取所述来电者 的意 图特征

的步骤。

[权利要求 13] 如权利要求 11所述 的骚扰 电话拦截设备 ，其中，所述计算机可读指令

被所述处理器执行时 ，还实现 以下步骤 ：

获取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 ，其中，训练样本为经过意 图标注 的话语 ；

分别提取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 的特征 ，并根据训练样本 的特征 ，通过

迭代算法计算 出意 图判别模型 的最优模型参数 ，训练 出含最优模型参



数 的意 图判别模型 ；

基于所述测试样本 的特征对意 图判别模型进行准确性测试 ，基于测试

结果调整意 图判别模型 的最优模型参数。

[权利要求 14] 如权利要求 11所述 的骚扰 电话拦截设备 ，其中，所述计算机可读指令

被所述处理器执行时 ，还实现 以下步骤 ：

在检测到通话连接请求后 ，将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号码与 白

名单列表上号码进行 比较 ，以判断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号码

是否为 白名单号码 ；

若所述来电号码为 白名单号码 ，则输 出来电提醒 ；

若所述来电号码不是 白名单号码 ，则与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

终端建立预连接。

[权利要求 15] 如权利要求 11所述 的骚扰 电话拦截设备 ，其中，所述计算机可读指令

被所述处理器执行时 ，还实现 以下步骤 ：

在根据所述判别结果确定所述通话连接请求为正常电话时 ，输 出来电

提醒 ，并 以文字形式输 出所述语音对话 的内容。

[权利要求 16] 一种存储介质 ，其中，所述存储介质上存储有计算机可读指令 ，其中

所述计算机可读指令被处理器执行时 ，实现如下步骤 ：

在检测到通话连接请求后 ，与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终端建立

预连接 ，根据预设 的对话规则与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者进行

语音对话 ；

从所述语音对话 中提取所述来电者 的意 图特征 ，将所述意 图特征输入

预置 的意 图判别器 ，并获得所述意 图判别器输 出的判别结果 ；

在根据所述判别结果确定所述通话连接请求为骚扰 电话时 ，挂断来电

所述根据预设 的对话规则与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者进行语音

对话 的步骤包括 ：

获取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者音频 ，基于语音端点检测技术从

所述来电者音频 中提取来电者语音 ，并将所述来电者语音转化成语音



文本 ；

从所述语音文本 中提取第一关键词 ，根据所述第一关键词查询预置 的

对话库获得 目标 回复话语 ；

将所述 目标 回复话语转换成语音输 出；

所述从所述语音对话 中提取所述来电者 的意 图特征 的步骤包括 ：

从所述语音对话 中获得所述来电者语音 ，从所述来电者语音 中提取第

二关键词 ；

将所述第二关键词与预置 的意 图库进行对 比，获得所述第二关键词 中

的意 图关键词 ，将所述意 图关键词作为所述来电者 的意 图特征。

[权利要求 17] 如权利要求 16所述 的存储介质 ，其中，所述计算机可读指令被处理器

执行时 ，还实现如下步骤 ：

采集所述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 ，将所述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与预置声纹数

据库 中的声纹信息进行对 比匹配 ，判断所述预置声纹数据库 中是否存

在与所述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匹配 的 目标声纹信息 ；

若所述预置声纹数据库 中存在与所述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匹配 的 目标声

纹信息 ，则输 出来电提醒 ；

若所述预置声纹数据库 中不存在与所述来电者 的声纹信息匹配 的 目标

声纹信息 ，则执行所述从所述语音对话 中提取所述来电者 的意 图特征

的步骤。

[权利要求 18] 如权利要求 16所述 的存储介质 ，其中，所述计算机可读指令被处理器

执行时 ，还实现如下步骤 ：

获取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 ，其中，训练样本为经过意 图标注 的话语 ；

分别提取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 的特征 ，并根据训练样本 的特征 ，通过

迭代算法计算 出意 图判别模型 的最优模型参数 ，训练 出含最优模型参

数 的意 图判别模型 ；

基于所述测试样本 的特征对意 图判别模型进行准确性测试 ，基于测试

结果调整意 图判别模型 的最优模型参数。

[权利要求 19] 如权利要求 16所述 的存储介质 ，其中，所述计算机可读指令被处理器



执行时 ，还实现如下步骤 ：

在检测到通话连接请求后 ，将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号码与 白

名单列表上号码进行 比较 ，以判断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号码

是否为 白名单号码 ；

若所述来电号码为 白名单号码 ，则输 出来电提醒 ；

若所述来电号码不是 白名单号码 ，则与所述通话连接请求对应 的来电

终端建立预连接。

[权利要求 20] 如权利要求 16所述 的存储介质 ，其中，所述计算机可读指令被处理器

执行时 ，还实现如下步骤 ：

在根据所述判别结果确定所述通话连接请求为正常电话时 ，输 出来电

提醒 ，并 以文字形式输 出所述语音对话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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