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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信息处理方法，应用于电

子设备，方法包括：检测用户的操作体的接触；基

于操作体的接触，确定用户的生理体征信息；基

于生理体征信息，对电子设备进行设置。通过上

述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方案，可以根据用户生理

体征信息，方便快捷地对电子设备进行自动设

置，避免了手动设置的繁琐，方便了用户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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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信息处理方法，应用于电子设备，所述方法包括：

检测用户的操作体的接触，其中，所述操作体是用户身体的一部分；

基于所述操作体的接触，确定所述用户的生理体征信息；

基于所述生理体征信息，对所述电子设备进行设置；

其中，基于所述操作体的接触，确定所述用户的生理体征信息的步骤包括：

获取所述用户操作体组织或操作体表面的生物活性物质，

基于所述生物活性物质，确定所述用户的生理体征信息；

其中，基于所述生理体征信息，对所述电子设备进行设置的步骤包括:

获取所述生理体征信息中的第一信息，所述第一信息包含所述用户的性别信息；

基于所述第一信息，对所述电子设备进行设置，以使所述设置与所述第一信息相关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基于所述生理体征信息，对所述电子设备进行设

置的步骤包括：

获取设置信息库，其中所述设置信息库包含至少一条生理体征信息以及与该生理体征

信息对应的电子设备的设置模式的关联关系；

基于所述关联关系确定所述生理体征信息对应的电子设备设置模式；

根据所述设置模式，对所述电子设备进行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设置包括对电子设备的输出模式和/或应用

模式的设置，其中，

基于所述生理体征信息，对所述电子设备进行设置的步骤包括：

对所述电子设备的输出模式和/或应用模式进行设置，以使所述设置与所述生理体征

信息相关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

检测用户的操作体的接触的步骤包括：

检测所述操作体的按压接触或握持接触；

基于所述操作体的接触，确定所述用户的生理体征信息的步骤包括：

基于所述操作体的按压接触或握持接触，对所述用户的操作体进行检测。

5.一种信息处理装置，应用于电子设备，所述装置包括：

检测单元，用于检测用户的操作体的接触，其中，所述操作体是用户身体的一部分；

确定单元，用于基于所述操作体的接触，确定所述用户的生理体征信息；

设置单元，用于基于所述生理体征信息，对所述电子设备进行设置；

其中，所述确定单元包括：

生物活性物质获取单元，用于获取所述用户操作体组织或操作体表面的生物活性物

质；

所述确定单元基于所述生物活性物质，确定所述用户的生理体征信息；

其中，所述设置单元包括:

第一信息获取单元，用于获取所述生理体征信息中的第一信息，所述第一信息包含所

述用户的性别信息；

所述设置单元基于所述第一信息，对所述电子设备进行设置，以使所述设置与所述第

一信息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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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设置单元包括：

数据块获取单元，用于获取设置信息库，其中所述设置信息库包含至少一条生理体征

信息以及与该生理体征信息对应的电子设备的设置模式的关联关系；

模式确定单元，用于基于所述关联关系确定所述生理体征信息对应的电子设备设置模

式；

所述设置单元根据所述设置模式，对所述电子设备进行设置。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设置包括对电子设备的输出模式和/或应用

模式的设置，其中，

所述设置单元进一步对所述电子设备的输出模式和/或应用模式进行设置，以使所述

设置与所述生理体征信息相关联。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装置，其中，

所述检测单元进一步检测所述操作体的按压接触或握持接触；

所述确定单元进一步基于所述操作体的按压接触或握持接触，对所述用户的操作体进

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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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处理方法和信息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实施例涉及一种信息处理方法以及与该方法对应的信息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电子设备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各种各样的便携式终端、平板电脑以及笔记本

电脑等种类繁多，并且，电子设备的功能设置往往都是默认设置，用户还需要根据自己喜好

手动设置用户界面、应用模式等等。

[0003] 然而，电子设备的设置项目繁多，而某些设置功能在多重菜单下，用户需要花费很

多时间才能找到自己需要的设置模式。而对于对电子设备了解不多的老年用户，功能设置

更是非常困难，给用户带来的诸多不便。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应用于电子设备的信息处理方法以及信息处

理装置，以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0005]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提供了一种信息处理方法，应用于电子设备，方法包

括：检测用户的操作体的接触，其中，所述操作体是用户身体的一部分；基于操作体的接触，

确定用户的生理体征信息；基于生理体征信息，对电子设备进行设置。

[0006]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提供了一种信息处理装置，应用于电子设备，装置包

括：检测单元，用于检测用户的操作体的接触，其中，所述操作体是用户身体的一部分；确定

单元，用于基于操作体的接触，确定用户的生理体征信息；设置单元，用于基于生理体征信

息，对电子设备进行设置。

[0007] 通过上述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方案，可以通过检查用户接触电子设备的操作体，

获取到用户的生理体征信息，根据该生理体征信息，方便快捷地对电子设备进行自动设置，

避免了手动设置的繁琐，方便了用户的使用。

附图说明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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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的附图作简单的介绍。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例。

[0009] 图1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第一个实施例的信息处理方法的流程图；

[0010] 图2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第二个实施例的信息处理装置的示范性框架图；

[0011] 图3示出了用户生理体征信息检测的实现方式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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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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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在本发明的以下实施例中，电子设备指的是能够与其他设备通信的设备。电子设

备的具体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移动电话、个人计算机、数码相机、个人数字助手、便携式计算

机、游戏机等。

[0014] 图1描述了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信息处理方法100的流程图。下面将参照图

1来描述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信息处理方法。信息处理方法100可以应用于上述电子设

备，该电子设备可以被配置来对信息进行检测和处理。

[0015] 参见图1，在步骤S101中，检测用户的操作体的接触，其中，所述操作体是用户身体

的一部分。根据本发明的一个示例，当用户使用电子设备时，例如，按压电子设备的按键，握

持电子设备，或触摸电子设备的触摸屏时，电子设备根据用户操作体的按压、触摸、握持操

作，就可以检测到用户的操作体与电子设备的接触。可选地，可以通过电子设备的开机键对

用户操作体的接触进行检测，例如，移动终端的开机键。这样，用户每次使用手机时，就可以

对其生理体征信息进行检测，极大地方便了用户的使用。根据本发明的一个示例，用户的操

作体例如可以是，用户的手指，手掌等。在检测到用户对电子设备的接触之后，将产生触发

信号，以指示电子设备根据该触发信号做出相应。

[0016] 在步骤S102中，基于操作体的接触，确定用户的生理体征信息。图3示出了用户生

理体征信息检测的实现方式的示意图。参见图3，当用户手指301接触到电子设备的一个按

键302时，按键302将产生触发信号，电子设备中的用户生理体征检测装置303基于上述触发

信号，获取所述用户操作体301的部分组织，或操作体301表面的生物活性物质。之后对所述

操作体301组织或操作体表面物质进行检测，以确定所述操作体组织或操作体表面生物活

性物质的化学参数或物理参数，所述化学参数或物理参数包括但不限于，氨基酸含量、氨基

酸种类分布、心率、心电变化、介电常数。需要说明的是，检测装置302可以与用户操作体301

接触，也可以不与用户操作体301接触，例如，当需要获取用户操作体301表面组织或表面活

性物质时，检测装置301可以包括获取装置，与用户操作体301接触来获取用户操作体301表

面组织或表面活性物质。可选地，当检测装置通过检测用户血液流量来分辨用户心跳频率

时，则检测装置301可以不与用户操作体301接触。

[0017] 之后，检测装置303根据上述化学参数或物理参数来确定用户的生理体征信息。例

如，根据心率、心电变化可以确定用户是否心跳正常，是否处于疲劳状态，用户是年轻人还

是老年人；根据介电常数，可以确定用户操作体组织或分泌物的老化状态，从而确定用户的

年龄；根据氨基酸含量或氨基酸种类分布，可以确定用户的性别、年龄，等等。可选地，参见

图3，电子设备还可以包括处理电路304，检测装置303可以将检测到的上述化学参数或物理

参数发送到处理电路304，由处理电路进行用户生理体征的分析和计算，从而确定用户的生

理体征信息。

[0018]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示例，电子设备上可以配置具有特定功能的传感器，来检测操

作体组织或操作体表面的生物活性物质。例如，生物传感器、电容传感器等。传感器的传感

信号输出部件上设置有正电极，传感信号接收部件上设置有负电极，当传感信号输出部件

以及传感信号接收部件分别接触到用户操作体的任何两个不同部位时，由于人体机体组织

和体液包含的物质(例如，酶、细胞、蛋白质、微生物等)都能导电，传感信号输出部件发射的

传感驱动信号即可以通过用户操作体或操作体的分泌物传输到传感信号接收部件。此时，

正负电极导通，传感器即可以开始进行感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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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示例，由于人体分泌物中氨基酸的含量不同，可以通过检测用

户操作体分泌物中的氨基酸含量来确定用户的生理体征信息，据医学检测，女性身体内的

氨基酸含量比男性身体内的氨基酸含量高一倍，通过检测用户操作体分泌物中的氨基酸含

量可以确定该用户的性别。并且，女性体内氨基酸种类分布与男性体内氨基酸种类分布不

同，还可以进一步结合氨基酸种类分布来确定用户性别。

[0020] 另外，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示例，由于不同用户的人体组织或体液对电流传导的

介电常数不同，因此，还可以通过对操作体或操作体分泌的体液的介电常数的检测来获知

用户的生理体征信息。当传感器是电容传感器时，可以根据电路中电容的变化值，检测用户

操作体的介电常数。当传感器是生物传感器时，可以通过其内部的心电扫描器来扫描心电

变化图像，从而获取用户操作体的心率等与心电变化相关的信息。例如，年轻人的心率较

高，老年人的心率较低。年轻人的心电变化较较为稳定，而老年人的心电变化复杂。在获取

了心率、心电变化等信息后，还可以进一步根据该生理体征信息来确定用户年龄。

[0021]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示例，还可以通过检测用户操作体对光线的吸收情况，确定

用户的生理体征信息。由于人体血液是红色的，因此会反射红光并且吸收绿光，因此可以在

电子设备中设置两颗LED灯，来发射绿色光线，而另外设置两颗光敏二极管作为检测装置来

检测绿光的吸收量来确定用户即时血液流量。而当心脏收缩时，血液流量大，因此绿光吸收

量也较大；反之，当心脏舒张时，血液流量小，绿光的吸收量也比较小，因此当在步骤S101中

检测到用户操作体的触摸后，在步骤S102中，可以通过每秒上百次的绿光照射和对绿光吸

收量规律性变化的监测分辨心跳频率，从而获知用户的生理体征信息，例如获取该用户是

否处于健康状态，是否处于疲惫状态。

[0022]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示例，当检测到用户操作体的化学参数或物理参数后，电子设

备中还可以使用数据转换单元，将所述化学参数或物理参数转换为数字信号信息，通过分

析所述数字信号信息，来确定所述用户的生理体征信息。例如，将上述检测到的用户操作体

组织或分泌物的物理参数或化学参数转换成数字信号信息，进一步分析该数字信号信息，

确定用户的生理体征信息。

[0023]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示例，当在步骤S101中，检测到用户的握持操作时，在步骤S102

中，可以基于操作体的握持接触，对用户的操作体进行检测。例如，在电子设备的两侧边安

装检测装置，当用户握持电子设备时，对其操作体进行检测。同样，当在步骤S101中，检测到

用户的触摸操作或按压操作时，在步骤S102中，也可以基于操作体的触摸操作或按压操作，

对用户的操作体进行检测。

[0024] 在步骤S103中，基于生理体征信息，对电子设备进行设置。根据本发明的一个示

例，建立一个设置信息库，设置信息库中包含一条或多条生理体征信息以及与该生理体征

信息对应的电子设备的设置模式的关联关系。当在步骤S102中确定了用户的生理体征信息

之后，在步骤S103中，访问前述的设置信息库，读取其中的关联关系，基于关联关系确定生

理体征信息对应的电子设备设置模式。然后根据设置模式，对电子设备进行设置。设置包括

对电子设备硬件以及软件的设置。对硬件的设置包括对硬件状态的设置。对软件的设置包

括对系统程序的设置以及对应用程序的设置。例如，输出模式，包括显示模式，扬声器模式

等；应用模式，包括各种应用程序的默认设置和实时设置。

[0025] 例如，当确定用户的年龄小于10岁时，可以设置自动锁屏，防止儿童在未监护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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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使用电子设备。当确定用户的年龄超过60岁时，可以将电子设备设置为老年模式，例如，

将字体放大，音量放大，增加手写功能等等。当确定用户的性别为女性时，将照相机应用程

序自动设置为美肤模式、提供女性喜欢的应用程序供用户选择下载。当确定用户的性别是

男性时，将键盘设置为游戏模式的键盘、提供男性喜欢的应用程序供用户选择下载。当确定

用户处于疲劳状态时，在显示界面中显示提醒用户休息的画面，或停止游戏程序或网络应

用程序的运行。

[0026] 通过本发明实施例，可以根据用户操作体获取用户的生理体征信息，根据该生理

体征信息对电子设备进行自动设置，避免了手动设置的繁琐，也可以根据不同用户自动设

置其喜好的模式，提高了用户体验。

[0027] 图2描述了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信息处理装置200的示范性框架图。下面将

参照图2来描述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信息处理方法。信息处理装置200可以应用于上述电

子设备，该电子设备可以被配置来对信息进行检测和处理。

[0028] 参见图1，信息处理装置200包括检测单元201、确定单元202以及设置单元203。检

测单元201检测用户的操作体的接触，其中，所述操作体是用户身体的一部分。根据本发明

的一个示例，当用户使用电子设备时，例如，按压电子设备的按键，握持电子设备，或触摸电

子设备的触摸屏时，电子设备根据用户操作体的按压、触摸、握持操作，就可以检测到用户

的操作体与电子设备的接触。可选地，可以通过电子设备的开机键对用户操作体的接触进

行检测，例如，移动终端的开机键。这样，用户每次使用手机时，就可以对其生理体征信息进

行检测，极大地方便了用户的使用。根据本发明的一个示例，用户的操作体例如可以是，用

户的手指，手掌等。在检测到用户对电子设备的接触之后，将产生触发信号，以指示电子设

备根据该触发信号做出相应。

[0029] 确定单元202基于操作体的接触，确定用户的生理体征信息。图3示出了用户生理

体征信息检测的实现方式的示意图。参见图3，当用户手指301接触到电子设备的一个按键

302时，按键302将产生触发信号，电子设备中的用户生理体征检测装置303基于上述触发信

号，获取所述用户操作体301的部分组织，或操作体301表面的生物活性物质。之后对所述操

作体301组织或操作体表面物质进行检测，以确定所述操作体组织或操作体表面生物活性

物质的化学参数或物理参数，所述化学参数或物理参数包括但不限于，氨基酸含量、氨基酸

种类分布、心率、心电变化、介电常数。需要说明的是，检测装置302可以与用户操作体301接

触，也可以不与用户操作体301接触，例如，当需要获取用户操作体301表面组织或表面活性

物质时，检测装置301可以包括获取装置，与用户操作体301接触来获取用户操作体301表面

组织或表面活性物质。可选地，当检测装置通过检测用户血液流量来分辨用户心跳频率时，

则检测装置301可以不与用户操作体301接触。

[0030] 之后，检测装置303根据上述化学参数或物理参数来确定用户的生理体征信息。例

如，根据心率、心电变化可以确定用户是否心跳正常，是否处于疲劳状态，用户是年轻人还

是老年人；根据介电常数，可以确定用户操作体组织或分泌物的老化状态，从而确定用户的

年龄；根据氨基酸含量或氨基酸种类分布，可以确定用户的性别、年龄，等等。可选地，参见

图3，电子设备还可以包括处理电路304，检测装置303可以将检测到的上述化学参数或物理

参数发送到处理电路304，由处理电路进行用户生理体征的分析和计算，从而确定用户的生

理体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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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示例，电子设备上可以配置具有特定功能的传感器，来检测操

作体组织或操作体表面的生物活性物质。例如，生物传感器、电容传感器等。传感器的传感

信号输出部件上设置有正电极，传感信号接收部件上设置有负电极，当传感信号输出部件

以及传感信号接收部件分别接触到用户操作体的任何两个不同部位时，由于人体机体组织

和体液包含的物质(例如，酶、细胞、蛋白质、微生物等)都能导电，传感信号输出部件发射的

传感驱动信号即可以通过用户操作体或操作体的分泌物传输到传感信号接收部件。此时，

正负电极导通，传感器即可以开始进行感测操作。

[0032]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示例，由于人体分泌物中氨基酸的含量不同，可以通过检测用

户操作体分泌物中的氨基酸含量来确定用户的生理体征信息，据医学检测，女性身体内的

氨基酸含量比男性身体内的氨基酸含量高一倍，通过检测用户操作体分泌物中的氨基酸含

量可以确定该用户的性别。并且，女性体内氨基酸种类分布与男性体内氨基酸种类分布不

同，还可以进一步结合氨基酸种类分布来确定用户性别。

[0033] 另外，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示例，由于不同用户的人体组织或体液对电流传导的

介电常数不同，因此，还可以通过对操作体或操作体分泌的体液的介电常数的检测来获知

用户的生理体征信息。当传感器是电容传感器时，可以根据电路中电容的变化值，检测用户

操作体的介电常数。当传感器是生物传感器时，可以通过其内部的心电扫描器来扫描心电

变化图像，从而获取用户操作体的心率等与心电变化相关的信息。例如，年轻人的心率较

高，老年人的心率较低。年轻人的心电变化较较为稳定，而老年人的心电变化复杂。在获取

了心率、心电变化等信息后，还可以进一步根据该生理体征信息来确定用户年龄。

[0034]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示例，还可以通过检测用户操作体对光线的吸收情况，确定

用户的生理体征信息。由于人体血液是红色的，因此会反射红光并且吸收绿光，因此可以在

电子设备中设置两颗LED灯，来发射绿色光线，而另外设置两颗光敏二极管作为检测装置来

检测绿光的吸收量来确定用户即时血液流量。而当心脏收缩时，血液流量大，因此绿光吸收

量也较大；反之，当心脏舒张时，血液流量小，绿光的吸收量也比较小，因此当检测单元301

检测到用户操作体的触摸后，确定单元202可以通过每秒上百次的绿光照射和对绿光吸收

量规律性变化的监测分辨心跳频率，从而获知用户的生理体征信息，例如获取该用户是否

处于健康状态，是否处于疲惫状态。

[0035]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示例，当检测到用户操作体的化学参数或物理参数后，电子设

备中还可以使用数据转换单元，将所述化学参数或物理参数转换为数字信号信息，通过分

析所述数字信号信息，来确定所述用户的生理体征信息。例如，将上述检测到的用户操作体

组织或分泌物的物理参数或化学参数转换成数字信号信息，进一步分析该数字信号信息，

确定用户的生理体征信息。

[0036]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示例，当在检测单元201检测到用户的握持操作时，确定单元

202可以基于操作体的握持接触，对用户的操作体进行检测。例如，在电子设备的两侧边安

装检测装置，当用户握持电子设备时，对其操作体进行检测。同样，当检测单元201检测到用

户的触摸操作或按压操作时，确定单元202也可以基于操作体的触摸操作或按压操作，对用

户的操作体进行检测。

[0037] 设置单元203基于生理体征信息，对电子设备进行设置。根据本发明的一个示例，

建立一个设置信息库，设置信息库中包含一条或多条生理体征信息以及与该生理体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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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电子设备的设置模式的关联关系。当确定单元202确定了用户的生理体征信息之后，

设置单元203访问前述的设置信息库，读取其中的关联关系，基于关联关系确定生理体征信

息对应的电子设备设置模式。然后根据设置模式，对电子设备进行设置。设置包括对电子设

备硬件以及软件的设置。对硬件的设置包括对硬件状态的设置。对软件的设置包括对系统

程序的设置以及对应用程序的设置。例如，输出模式，包括显示模式，扬声器模式等；应用模

式，包括各种应用程序的默认设置和实时设置。

[0038] 例如，当确定用户的年龄小于10岁时，可以设置自动锁屏，防止儿童在未监护状态

下使用电子设备。当确定用户的年龄超过60岁时，可以将电子设备设置为老年模式，例如，

将字体放大，音量放大，增加手写功能等等。当确定用户的性别为女性时，将照相机应用程

序自动设置为美肤模式、提供女性喜欢的应用程序供用户选择下载。当确定用户的性别是

男性时，将键盘设置为游戏模式的键盘、提供男性喜欢的应用程序供用户选择下载。当确定

用户处于疲劳状态时，在显示界面中显示提醒用户休息的画面，或停止游戏程序或网络应

用程序的运行。

[0039] 通过本发明实施例，可以根据用户操作体获取用户的生理体征信息，根据该生理

体征信息对电子设备进行自动设置，避免了手动设置的繁琐，也可以根据不同用户自动设

置其喜好的模式，提高了用户体验。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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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软件模块可以置

于任意形式的计算机存储介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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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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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1] 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理解，可依赖于设计需求和其它因素对本发明进行各种修

改、组合、部分组合和替换，只要它们在所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价物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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