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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社交互动的方法，通过建

立互动平台与第三方平台的第三方账号的关联，

使得第三方账号的归属用户在互动平台上创建

互动帖子，并指定互动帖子的回复者，回复者查

看互动帖子，并确认加入对互动帖子的内容的互

动。由于互动平台与第三方平台的第三方账号已

建立关联，从而确保了第三方账号的真实可靠

性，避免了不法分子冒用第三方账号登陆互动平

台，提高了第三方账号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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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社交互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提供互动平台及与所述互动平台交互通信的第三方平台；

建立所述互动平台与所述第三方平台的第三方账号的关联；所述关联需要所述互动平

台验证已登录用户是否为第三方平台的第三方账号的成员，若是，则建立所述互动平台与

所述第三方平台的第三方账号的关联；

所述第三方账号的归属用户在所述互动平台上创建互动帖子，并指定所述互动帖子的

回复者；

所述回复者查看所述互动帖子，并确认加入对所述互动帖子的内容的互动；

所述用户与所述回复者关联成功，两者针对所述互动帖子的内容进行互动，所述互动

帖子会突出所述第三方账号的归属用户与所述回复者的互动内容。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社交互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建立所述互动平台与所述第

三方平台的第三方账号的关联包括如下步骤：

所述互动平台验证已登录用户是否为第三方平台的第三方账号的成员，若是，则建立

所述互动平台与所述第三方平台的第三方账号的关联；

反之，则提醒所述用户注册成为第三方平台的第三方账号的成员，以建立所述互动平

台与所述第三方平台的第三方账号的关联。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社交互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互动平台包括客户端及与所

述客户端交互通信的服务器。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社交互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互动平台验证已登录用户是

否为第三方平台的第三方账号的成员包括如下步骤：

所述服务器接收已登录所述客户端的所述用户发送的携带所述第三方平台的角色信

息的请求指令，并将所述请求指令发送给所述第三方平台；

根据所述请求指令，获取所述第三方平台上所述角色信息的角色属性；

所述服务器缓存所述角色属性，并向所述客户端发送修改角色属性的指令；

根据所述客户端的指引修改角色属性的指令，到所述第三方平台修改角色属性；

查询所述第三方平台上修改后的角色属性，判断修改后的角色属性是否同修改角色属

性的指令保持一致，若一致，则已登录所述客户端的所述用户是第三方平台的第三方账号

的成员，反之，则已登录所述客户端的所述用户不是第三方平台的第三方账号的成员。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社交互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互动平台包括与所述客户端

连接的互动客户端，所述互动客户端用于支持除所述回复者和所述用户之外的互动平台的

用户查看所述回复者和所述用户针对所述互动帖子进行互动的过程，并针对所述互动帖子

的内容进行评判。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社交互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回复者为同在所述互动平台

中另一个有关联同一个第三方平台的第三方账号的第三方应用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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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社交互动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互联网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社交互动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很多的第三方平台(如游戏平台、购物平台等等)中，当用户发现个别用户虚拟

交易不诚信、使用游戏外挂或者其他恶劣行为，影响第三方平台正常秩序，这时并不能仅依

靠平台的客服事件解决，用户同时需要一个公平、公证、公开的平台广而告之其他用户的途

径，以防止这类用户继续损坏其他用户；此外对于这类用户可能并非刻意实施，而是由于凑

巧或其他不可抗拒的原因导致影响第三方平台正常秩序，此时需要提供一个能够给这类用

户解释和澄清的途径。

[0003] 为了满足上述要求，需要一个互动平台，能够公开互动，并且延续在第三方虚拟平

台中角色，且突出当事人双方的言论。现有技术中，通常是通过在某一第三方平台中“@”直

接喊话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受平台限制，容易被其他人的言论覆盖，且当用户在不同的

第三方平台有不一样的角色，用户需要切换第三方平台，重新登录等等操作难以连贯，很不

方便，且互动过程限制较多。

[0004] 另一种方式是在通过论坛或贴吧发帖方式进行互动和阐述观点。但是这种方式独

立于第三方平台而发起的言论，通常无法直接关联到第三方平台的角色，较难延续用户在

第三方平台的角色思维习惯，且功能重点并非针对当事人双方，交互方式难以突出当事人

双方的言论功能，使用不方便。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社交互动的方法，以解决使用现有的交互方式中，互

动过程限制过多，难以突出交互上方当事人的言论功能，导致使用不方便的问题。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社交互动社交互动的方法，所述社交互动

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提供互动平台及与所述互动平台交互通信的第三方平台；

[0008] 建立所述互动平台与所述第三方平台的第三方账号的关联；

[0009] 所述第三方账号的归属用户在所述互动平台上创建互动帖子，并指定所述互动帖

子的回复者；

[0010] 所述回复者查看所述互动帖子，并确认加入对所述互动帖子的内容的互动；

[0011] 所述用户与所述回复者关联成功，两者针对所述互动帖子的内容进行互动。

[0012] 可选的，在所述的社交互动的方法中，所述建立所述互动平台与所述第三方平台

的第三方账号的关联包括如下步骤：

[0013] 所述互动平台验证已登录用户是否为第三方平台的第三方账号的成员，若是，则

建立所述互动平台与所述第三方平台的第三方账号的关联；

[0014] 反之，则提醒所述用户注册成为第三方平台的第三方账号的成员，以建立所述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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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平台与所述第三方平台的第三方账号的关联。

[0015] 可选的，在所述的社交互动的方法中，所述互动平台包括客户端及与所述客户端

交互通信的服务器。

[0016] 可选的，在所述的社交互动的方法中，所述互动平台验证已登录用户是否为第三

方平台的第三方账号的成员包括如下步骤：

[0017] 所述服务器接收已登录所述客户端的所述用户发送的携带所述第三方平台的角

色信息的请求指令，并将所述请求指令发送给所述第三方平台；

[0018] 根据所述请求指令，获取所述第三方平台上所述角色信息的角色属性；

[0019] 所述服务器缓存所述角色属性，并向所述客户端发送修改角色属性的指令；

[0020] 根据所述客户端的指引修改角色属性的指令，到所述第三方平台修改角色属性；

[0021] 查询所述第三方平台上修改后的角色属性，判断修改后的角色属性是否同修改角

色属性的指令保持一致，若一致，则已登录所述客户端的所述用户是第三方平台的第三方

账号的成员，反之，则已登录所述客户端的所述用户不是第三方平台的第三方账号的成员。

[0022] 可选的，在所述的社交互动的方法中，所述互动平台包括与所述客户端连接的互

动客户端，所述互动客户端用于支持除所述回复者和所述用户之外的互动平台的用户查看

所述回复者和所述用户针对所述互动帖子进行互动的过程，并针对所述互动帖子的内容进

行评判。

[0023] 可选的，在所述的社交互动的方法中，所述回复者为同在所述互动平台中另一个

有关联同一个第三方平台的第三方账号的第三方应用的用户

[0024] 在本发明所提供的社交互动的方法中，通过建立互动平台与第三方平台的第三方

账号的关联，使得第三方账号的归属用户在互动平台上创建互动帖子，并指定互动帖子的

回复者，回复者查看互动帖子，并确认加入对互动帖子的内容的互动。由于互动平台与第三

方平台的第三方账号已建立关联，从而确保了第三方账号的真实可靠性，避免了不法分子

冒用第三方账号登陆互动平台，提高了第三方账号的安全性。另一方面，互动平台包括互动

客户端，用于支持除回复者和用户之外的第三方平台的用户查看回复者和用户针对互动帖

子进行互动的过程，并针对互动帖子的内容进行评判，突出互动帖子的创建者与指定回复

者双方的言论互动，避免除双方之外的第三方平台的用户对双方言论的干扰，使互动内容

的互动性更佳。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一实施例中社交互动的方法的流程图；

[0026] 图2是图1中执行步骤S2的流程图；

[0027] 图3是图2中执行步骤S20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提出的社交互动的方法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根据下面说明和权利要求书，本发明的优点和特征将更清楚。需说明的是，附图均采用非常

简化的形式且均使用非精准的比例，仅用以方便、明晰地辅助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

[0029] 请参考图1，其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社交互动的方法的流程图，如图1所示，所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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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互动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0] 首先，执行步骤S1，提供互动平台及与所述互动平台交互通信的第三方平台；其

中，所述互动平台包括客户端及与所述客户端交互通信的服务器。

[0031] 接着，执行步骤S2，建立所述互动平台与所述第三方平台的第三方账号的关联；

[0032] 请参考图2，其为图1中执行步骤S2的流程图。步骤S2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33] 首先，执行步骤S20，所述互动平台验证已登录用户是否为第三方平台的第三方账

号的成员，若是，则执行步骤S21，反之，则执行步骤S22；

[0034] 请参考图3，其为图2中执行步骤S20的流程图。如图3所示，步骤S20中所述互动平

台验证已登录用户是否为第三方平台的第三方账号的成员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35] S200，所述服务器接收已登录所述客户端的所述用户发送的携带所述第三方平台

的角色信息的请求指令，并将所述请求指令发送给所述第三方平台；

[0036] S201，根据所述请求指令，获取所述第三方平台上所述角色信息的角色属性；

[0037] S202，所述服务器缓存所述角色属性，并向所述客户端发送修改角色属性的指令；

[0038] S203，根据所述客户端的指引修改角色属性的指令，到所述第三方平台修改角色

属性；

[0039] S204，查询所述第三方平台上修改后的角色属性，判断修改后的角色属性是否同

修改角色属性的指令保持一致，若一致，则已登录所述客户端的所述用户是第三方平台的

第三方账号的成员，反之，则已登录所述客户端的所述用户不是第三方平台的第三方账号

的成员。

[0040] 接着，执行步骤S21，建立所述互动平台与所述第三方平台的第三方账号的关联；

[0041] 接着，执行步骤S22，提醒所述用户注册成为第三方平台的第三方账号的成员，以

建立所述互动平台与所述第三方平台的第三方账号的关联。

[0042] 接着，执行步骤S3，所述第三方账号的归属用户在所述互动平台上创建互动帖子，

并指定所述互动帖子的回复者；其中，所述回复者为同在所述互动平台中另一个有关联同

一个第三方平台的第三方账号的第三方应用的用户。

[0043] 接着，执行步骤S4，所述回复者查看所述互动帖子，并确认加入对所述互动帖子的

内容的互动；

[0044] 接着，执行步骤S5，所述用户与所述回复者关联成功，两者针对所述互动帖子的内

容进行互动。

[0045] 进一步地，所述互动平台包括与所述客户端连接的互动客户端，所述互动客户端

用于支持除所述回复者和所述用户之外的互动平台的用户查看所述回复者和所述用户针

对所述互动帖子进行互动的过程，并针对所述互动帖子的内容进行评判，例如针对互动帖

子的内容进行评论和抽票论证各自所支持的对象(互动帖子的创建人或指定回复者)。突出

互动帖子的创建者与指定回复者双方的言论互动，避免除双方之外的第三方平台的用户对

双方言论的干扰，使互动内容的互动性更佳。本申请的社交互动的方法是基于第三方平台，

又独立与第三方平台运作，用户体验更为亲切，社交功能更为专注，操作流程简单，易于实

际应用的推广。

[0046] 综上，在本发明所提供的社交互动的方法中，通过建立互动平台与第三方平台的

第三方账号的关联，使得第三方账号的归属用户在互动平台上创建互动帖子，并指定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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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的回复者，回复者查看互动帖子，并确认加入对互动帖子的内容的互动。由于互动平台

与第三方平台的第三方账号已建立关联，从而确保了第三方账号的真实可靠性，避免了不

法分子冒用第三方账号登陆互动平台，提高了第三方账号的安全性。

[0047] 上述描述仅是对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描述，并非对本发明范围的任何限定，本发

明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根据上述揭示内容做的任何变更、修饰，均属于权利要求书的保护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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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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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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