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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 明提供一种获得互动信 息的方法和系统 。所述方法包括 ：输入步骤 ，移动终端启动摄像头模块 ，拍摄或
录制 电视节 目当前播放 的画面 图像或视频流 ，并将所述 图像或视频流上传至服务器端 ；信 息处理步骤 ，所述
服务器端对所述 图像或视频流进行检测 、整理 ，得到 图文信 息；识别检索步骤 ，所述服务器端依据所述 图文
信息进行识别 ，获得 电视栏 目信息 ，并检索 出与所述 电视栏 目信息对应 的互动信 息 。本发 明通过移动终端设
备采集 图像和视频流 ，服务器端提取和分析 电视节 目中的 图文信 息 ，并利用读 图文信 息在 服务器端进行搜
索 ，识别到 电视 台的台标和对应 的互动信息 。通过这些信 息用户能方便地与 电视节 目进行互动 ，并能与其他
收视者交互 。



一种获得互动信 息的方法和 系统

技术领域

本发 明属于移动终端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获得 互动信 息的方法和 系

统。

背景技术

对 于传统的电视收看方式，人们 能和电视节 目进行互动的有效方式是 ，用

户需要凭记忆记住或通过文字方式记录下电视节 目中的相 关信 息，比如：记录

电视节 目的热线电话号码 ，然后再通过拨打该热线电话参与电视节 目，从 而完

成互动。这种方式在信 息快速传递的时代显示 出极 大的不便 。现在 随着手机 的

应用，各种信 息融合在一起 ，使得人们 能更好 的利用从 电视 中获取到的信 息。

但是 ，如果用户需要通过手机参与 问卷调查之类的电视互动节 目，这时要 利用

电视节 目中的通讯地址等信息。如果人 为记忆和手动输入地址信 息，这会使得

效率很低并且很 不方便 。

发 明 内容
有鉴于此 ，本发 明的 目的是提供一种获得互动信 息的方法和 系统 ，通过采

集、提取和分析 电视节 目中的图文信 息，并利用读 图文信 息进行搜 索，找到对

应 的互动信 息，完成用户与电视节 目或其他收视者之 间的互动。

本发 明提供一种获得互动信息的方法，用于包含摄像 头模块和显示模块的

移动终端 ，该方法 包括 ：

输入步骤 ，所述移动终端启动摄像 头模块 ，拍摄或录制 电视节 目当前播放

的画面图像或视频流，并将所述 图像或视频流上传至服务器端；

信 息处理步骤 ，所述服务器端对所述 图像或视频流进行检 测、整理 ，得到

图文信 息；以 及

识别检 索步骤 ，所述服务器端依据 所述 图文信 息进行识别 ，获得 电视栏 目

信 息，并检 索出与所述 电视栏 目信 息相对应 的互动信 息。

根据上述 的方法，其 中，所述摄像 头模块 包括前置摄像 头和/或后置摄像



根据上述的方法，其 中，所述信 息处理步骤进一步 包括 ：

从所述 图像或视频流 中检 测出图标和文字 图像信息；

将 所述 图标和文字 图像信 息分别与 图文库 中的 图集和文字集进行 比对识

别 ，对 比对识别的结果进行分类 、整理后获得 图文信 息。

根据上述的方法，其 中，所述 图集包括 电视 台的台标 ，所述文字集包括汉

字、字母 、数字。

根据上述的方法，其 中，所述识别检 索步骤进一步 包括 ：根据 所述 图文信

息，在所述服务器端比对识别 出与 图文信 息相对应 的电视栏 目信 息，并依据 所

述 电视栏 目信 息检 索出对应的互动信 息；

所述互动信 息包括 ：论坛地址、节 目介绍、联 系方式、问卷调查。

根据上述的方法，其 中，所述识别检 索步骤还 包括 ，如果在所述服务器端

没有识别到对应 的电视栏 目信 息，则通过 网絡进行搜 索，所述 网絡 包括广播 电

视 网、I 网 各。

根据上述的方法，其 中，所述方法进一步 包括 ：

处理步骤 ，显示所述服务器端返 回的所述互动信 息，以供用户对所述互动

信 息进行处理 ，所述处理 包括 ：参与讨论 、节 目播报 、联 系互动 、回复 问卷。

本发 明提供一种获得互动信息的系统 ，其特征在 于，所述 系统 包括移动终

端和服务器端 ，

所述移动终端 包括 ：摄像 头模块 、显示模块 、输入模块和通讯模块 ，

所述输入模块 ，用于启动所述摄像 头模块 ，拍摄或录制 电视节 目当前播放

的画面图像或视频流；

所述通讯模块 ，用于将所述 图像或视频流发送到所述服务器端 ，并接 收所

述服务器端返 回的互动信 息；

所述服务器端 包括 ：通讯模块 、信 息处理模块 、识别检 索模块 ，

所述通讯模块 ，用于接 收所述移动终端发送的图像或视频流数据 ；

所述信 息处理模块 ，用于对所述 图像或视频流进行检 测、整理 ，得到 图文

信 息；

所述识别检 索模块 ，用于依据 所述 图文信息进行识别 ，获得 电视栏 目信 息，



并检 索出与电视栏 目信 息对应 的互动信 息，

其 中，所述通讯模块还用于将所述识别检 索模块检 索识别到的互动信 息发

送到所述移动终端。

根据上述 的系统 ，其 中，所述摄像 头模块 包括前置摄像 头和/或后置摄像

头。

根据上述的系统 ，其 中，所述信 息处理模块进一步用于：

从所述 图像或视频流 中检 测出图标和文字 图像信息；

将 所述 图标和文字 图像信 息分别与 图文库 中的 图集和文字集进行 比对识

别 ，对 比对识别的结果进行分类 、整理后获得 图文信 息。

根据上述的系统 ，其 中，所述 图集包括 电视 台的台标 ，所述文字集包括汉

字、字母 、数字。

根据上述的系统 ，其 中，所述识别检 索模块进一步用于，根据 所述 图文信

息，在所述服务器端比对识别 出与 图文信 息对应 的电视栏 目信 息，并依据 电视

栏 目信 息检 索出对应 的互动信 息；

所述互动信 息包括 ：论坛地址、节 目介绍、联 系方式、问卷调查。

根据上述的系统 ，其 中，所述识别检 索模块还用于，如果在所述服务器端

没有识别到对应 的电视栏 目信 息，则通过 网絡进行搜 索，所述 网絡 包括广播 电

视 网、I 网 各。

根据上述的系统 ，其 中，所述移动终端进一步包括处理模块，用于显示所

述服务器端返 回的所述互动信 息，以供用户对所述互动信息进行处理 ，所述处

理 包括 ：参与讨论 、节 目播报 、联 系互动 、回复问卷。

本发 明提供 的一种获得互动信 息的方法和 系统，通过移动终端设备 采集图

像和视频流，服务器端提取和分析 电视节 目中的图文信 息，并利用读 图文信 息

在服务器端进行搜 索，识别到 电视 台的台标和对应 的互动信息，通过这些信 息

用户能方便地与电视节 目进行互动 ，并能与其他收视者 交互。

附图说 明

为 了更清楚地说 明本发 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 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 实施

例或现有技术描述 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 筒单的介绍。显而易见地 ，下面描述



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 内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 ，在不

付 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 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在附图中：

图 1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获得互动信息的方法的流程 图；

图 2 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获得互动信息的具体方法的流程 图；

图 3 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服务器端获得互动信息的处理的流程 图；以 及

图 4 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获得互动信息的系统的框 图。

具体 实施方式

为了使本发明实施例的 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下面结合附

图对本发明实施例做进一步详细说明。在此，本发明的示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

用于解释本发明，但并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图 1 示出了 居本发明实施例的获得互动信息的方法的流程 图。该方法包

括输入步骤 （步骤 S110 )、信 息处理步骤 （步骤 S120 ) 和识别检 索步骤 （步骤

S130 )。

在步骤 S110, 移动终端启动摄像头模块，拍摄或录制电视节 目当前播放

的画面图像或视频流，并将 图像或视频流上传至服务器端。

在步骤 S120, 服务器端对 图像或视频流进行检测、整理，得到 图文信息。

在步骤 S130 服务器端依据 图文信息进行识别，获得 电视栏 目信息，并

检 索出与电视栏 目信息对应的互动信息。

本发明的移动终端 包括手机 、平板 电脑等智能移动终端，具备有摄像头模

块，并能进行基本拍摄或录制操作。在以下实施例 中以手机为例对获得互动信

息的方法进行详细描述。

参见图 2，其 中示意 了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获得互动信息的具体方法的流

程 图。

在步骤 210, 启动手机客户端，同时启动手机的摄像头，拍摄或录制电视

节 目当前播放的画面图像或视频流。

在 电视节 目播放过程 中，如果出现用户需要 的重要信息，如：电视剧 、实

时新 闻、联 系电话和通讯地址等，用户想记录并保存这些信息或是通过这些信

息和电视节 目进行互动的话 ，可以启动手机客户端，通过手机直接拍摄 包含这



些信息的电视画面，或是录取一段包含这些信息的电视视频流。其中，手机的

摄像头包括前置摄像头和/或后置摄像头。

在步骤 220，手机客户端对手机拍摄的图像或录制的视频流进行保存，完

成信息的采集。
在步骤 230, 手机客户端将图像或视频流上传到服务器端。

在步骤 240，服务器端对图像或视频流进行检测、整理、识别和检索操作，

以获得与电视栏目信息相对应的互动信息，并将所获得的互动信息返回给手机

客户端。

服务器端对图像或视频流进行处理后获得互动信息的过程具体如图 3 所

示。图 3 示出了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服务器端获得互动信息的处理的流程图。

在步骤 310, 服务器端接收手机上传的图像或视频流数据。

在步骤 320，服务器端从图像或视频中检测出图标和文字图像信息。

首先，服务器端从视频流中提取包含重要信息的关键帧，并依据图像或关

键帧按照一定方法 （如基于颜色的连通分量方法）或算法 （如基于紋理的分割

算法）检测出其中包含的图标和文字区域；然后，将文字区域的文字图像从画

面背景中分割出来得到文字图像信息。
在步骤 330, 服务器端将图标和文字图像信息与图文库进行比对识别，对

比对识别结果进行分类、整理后获得图文信息。

服务器端将图标和文字图像信息分别与图文库中的图集和文字集进行比

对识别。其中，图集包括各电视台的台标，而文字集包括但不限于：汉字、字

母、数字等。服务器端的图集和文字集还可以定期从网絡上进行下载更新。通

过将图标和图集中的最相似图形进行比对，判断出拍摄的图标所对应的图形。

同时，可 以依据文字图像信息中文字的笔画特征与图文库中的文字集进行比

对，检索出最相似字形的文字。最后，对比对识别的结果进行分类、整理，以

获得图文信息。

步骤 340，根据图文信息，在服务器端比对识别出与图文信息对应的电视

栏目信息，并依据电视栏目信息检索出对应的互动信息。该互动信息可以返回

给手机客户端

服务器端可以保存所有当前电视台的台标以供比对识别使用。通过比对可



以 识别 出当前 图文信 息中的图标所对应 的电视 台台标 ，并通过 图文信 息中的文

字信 息识别 出台标对应 的电视 台节 目的准确 内容，从 而能获取到准确有用的电

视栏 目信 息，再依据 电视栏 目信 息检 索出对应 的互动信 息。该互动信 息包括但

不限于：论坛地址、节 目介绍、联 系方式、问卷调查等。例如 ，该互动信 息可

以是论坛地址链接 、群地址、剧情介绍、节 目时间表 、节 目热线电话 、节 目信

箱地址、问卷 内容等。

如 果在服务 器端没有识别到对应 的电视栏 目信 息，可 以 通过 网絡进行搜

索，网络 包括广播 电视 网、IP 网絡等。

需要说 明的是 ，如果用户只是想要获取 电视 台台标 ，则获取 电视栏 目信 息

的处理步骤可以在移动终端 中完成 ，移动终端事先将所有 电视 台的台标信 息进

行保存形成 图集。移动终端从 图像或视频 中检 测 出图标 ，依据 图标与 图集进行

比对识别 ，其 中，图集包括各 电视 台的台标 。通过将 图标和 图集中的最相似 电

视 台台标进行 比对 ，判 断 出拍摄 的 图标所对应 的 台标 并形成 电视栏 目信 息结

果。最后 ，将结果整理显示给用户。移动终端保存 的图集可以定期通过 网絡进

行 下载更新 。网絡 包括广播 电视 网、I 网絡等。

在步骤 250, 手机客户端接 收到服务器端返 回的互动信 息。

在接 收到返 回的互动信 息后 ，手机可通过显示屏进行显示互动信 息，以供

用户进行查看 ，从 而选择 需要 的信 息。此时，用户可以对互动信 息进行处理。

移动终端提供用户处理互动信 息的功能。其 中，处理方式包括但 不限于：

参与讨论 、节 目播报 、联 系互动 、回复 问卷等。用户可以通过选择 不同的处理

方式来完成需要 ，具体可以是 ：

今 选择参与讨论 ，则提供 以下选项供用户选择 ：相 关论坛 、

相 关群等 ，用户可 以选择 "相 关论坛 " 或 "相 关群 " ，进入到与

电视 节 目相 关的论坛地 址参与论 坛讨论 或加入 到相应 的群 中来

发表 自己的观点；

今 选择 节 目播报 ，则提供 以下选项供用户选择 ：查看剧情 、

节 目时间表等 ，用户可以选择 "查看剧情 " 来获取剧情列表链接

以查看 电视剧情 ，而选择 "节 目时间表 " 可以获取到 电视节 目的

播放 时间表 ；



今 选择联 系互动，则提供以下选项供用户选择：发送短信 、

呼叫、存入通讯录等，用户可以通过 "呼叫" 节 目热线电话参与

现场讨论 ，或通过 "发送短信" 参与节 目的投票，或通过 "存入

通讯录" 保存节 目热线电话或节 目信箱地址，比如：如果用户正

在参与电视节 目投票活动，则可以在提取到电视节 目的热线电话

后直接编辑 自己支持的人名或电视节 目名并发送短信即可；

今 选择回复问卷，用户可直接回复问卷的答案 ，通过回答 问

卷调查来体现参与度。

参见图 4，示出了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获得互动信息的系统 400 的框 图。

该 系统 400 包括移动终端 400a 和《务器端 400b 。

移动终端 400a 包括：摄像头模块 410、显示模块 420、输入模块 430 和通

讯模块 440。输入模块 430 用于启动摄像头模块 410，拍摄或录制电视节 目当

前播放的画面图像或视频流。通讯模块 440, 用于将 图像或视频流发送到服务

器端 400b, 并接收服务器端 400b 返回的互动信息；

服务器端 400b 包括通讯模块 460 、信息处理模块 470 和识别检索模块 480 。

通讯模块 460 用于接收移动终端 400a 发送的图像或视频流数据 ，并将识别检

索模块 480 检索到的互动信息发送到移动终端 400a 。信息处理模块 470 用于

对移动终端 400a 上传的图像或视频流进行检测、整理，得到 图文信息。识别

检 索模块 480 用于依据 图文信息进行识别，获得 电视栏 目信息，并检 索出与电

视栏 目信息对应的互动信息。

信息处理模块 470 进一步用于从 图像或视频流中检测出图标和文字图像

信息，并将 图标和文字 图像信息分别与图文库 中的图集和文字集进行比对识

别。图集包括各电视 台的台标 ，而文字集包括但不限于：汉字、字母、数字等。

服务器端的图集还可以定期从 网絡上进行下载更新。通过将图标和 图集中的最

相似 图形进行比对 ，判断出拍摄的图标所对应的图形。同时，将文字图像信息

中文字的笔画特征与图文库 中的文字集进行比对，检 索出最相似字形的文字。

最后 ，对比对识别的结果进 分类、整理，以获得 图文信息。

识别检 索模块 480 进一步用于根据 图文信息，在服务器端 400b 比对识别

出与图文信 息对应的电视栏 目信息，并检 索出与电视栏 目信 息对应的互动信



息。服务器端 400b 可 以保存所有 当前 电视 台的台标 以供 比对识别使用。通过

比对可以识别 出当前 图文信息中的图标对应 的电视 台台标 ，并通过 图文信 息中

的文字信 息识别 出台标所对应 的电视 台节 目的准确 内容 ，从而能获取到准确有

用的电视栏 目信 息，再依据 电视栏 目信 息检 索出对应 的互动信 息。该互动信 息

包括但 不限于：论坛地址、节 目介绍、联 系方式、问卷调查等。例如 ，该互动

信 息可以是论坛地址链接 、群地址、剧情介绍、节 目时间表 、节 目热线电话 、

节 目信箱地址、问卷 内容等。

识别检 索模块 480 还 用于，如果在服务器端没有识别到对应的电视栏 目信

息，则通过 网絡进行搜 索。网絡 包括但 不限于，广播 电视 网、IP 网絡。

移动终端 400a 进一步 包括处理模块 450, 用于显示服务器端 400b 返 回的

互动信 息，以供用户对互动信 息进行处理。处理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参与讨论 、

节 目播报 、联 系互动 、回复 问卷等。如果用户选择联 系互动，则提供 以下选项

供用户选择 ：发送短信 、呼 叫、存入通讯录等。用户可以通过 "呼 叫" 热线电

话参与现场讨论 ，或通过 "发送短信 " 参与节 目的投票，或通过 "存入通讯录 "

保存节 目热线电话或节 目信箱。例如 ，如果用户正在参与电视节 目投 票活动 ，

则用户可以在提取 到 电视 节 目的热线 电话后 直接 编辑 自己支持 的人名或 电视

节 目名并发送短信 即可。

以上 所述的具体 实施例 ，对本发 明的 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 了进

一步详细说 明，所应理解的是 ，以上所述仅 为本发 明的具体 实施例而 已，并不

用于限定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凡在本发 明的精神和原则之 内，所做 的任何修 改、

等 同替换 、改进等 ，均应 包含在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获得互动信 息的方法，用于包含摄像 头模块和显示模块的移动终

端 ，其特征在 于，所述方法包括 ：

输入步骤 ，所述移动终端启动摄像 头模块 ，拍摄或录制 电视节 目当前播放

的画面图像或视频流，并将所述 图像或视频流上传至服务器端；

信 息处理步骤 ，所述服务器端对所述 图像或视频流进行检 测、整理 ，得到

图文信 息；以及

识别检 索步骤 ，所述服务器端依据 所述 图文信 息进行识别 ，获得 电视栏 目

信 息，并检 索出与所述 电视栏 目信 息相对应 的互动信 息。

2、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摄像 头模块 包括前置

摄像 头和/或后置摄像 头。

3、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信 息处理步骤进一步

包括 ：

从所述 图像或视频流 中检 测出图标和文字 图像信息；

将所述 图标和文字 图像信 息分别与 图文库 中的图集和文字集进行 比对识

别 ，对 比对识别的结果进行分类 、整理后获得 图文信 息。

4、根据权利要 求 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 图集包括 电视 台的台

标 ，所述文字集包括汉字、字母 、数字。

5、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识别检 索步骤进一步

包括 ：根据 所述 图文信 息，在所述服务器端比对识别 出与 图文信 息相对应 的电

视栏 目信 息，并依据 所述 电视栏 目信 息检 索出对应 的互动信息；

所述互动信 息包括 ：论坛地址、节 目介绍、联 系方式、问卷调查。

6、根据权利要 求 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识别检 索步骤还 包括 ，

如果在所述服务器端没有识别到对应 的电视栏 目信 息，则通过 网絡进行搜 索，

所述 网络 包括广播 电视 网、IP 网絡。

7、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方法进一步 包括 ：

处理步骤 ，显示所述服务器端返 回的所述互动信 息，以供用户对所述互动

信 息进行处理 ，所述处理 包括 ：参与讨论 、节 目播报 、联 系互动 、回复 问卷。



8、一种获得互动信 息的系统 ，其特征在 于，所述 系统 包括移动终端和服

务器端 ，

所述移动终端 包括 ：摄像 头模块 、显示模块 、输入模块和通讯模块 ，

所述输入模块 ，用于启动所述摄像 头模块 ，拍摄或录制 电视节 目当前播放

的画面图像或视频流；

所述通讯模块 ，用于将所述 图像或视频流发送到所述服务器端 ，并接 收所

述服务器端返 回的互动信 息；

所述服务器端 包括 ：通讯模块 、信 息处理模块 、识别检 索模块 ，

所述通讯模块 ，用于接 收所述移动终端发送的图像或视频流数据 ；

所述信 息处理模块 ，用于对所述 图像或视频流进行检 测、整理 ，得到 图文

信 息；

所述识别检 索模块 ，用于依据 所述 图文信息进行识别 ，获得 电视栏 目信 息，

并检 索出与电视栏 目信 息对应 的互动信 息，

其 中，所述通讯模块还用于将所述识别检 索模块检 索识别到的互动信 息发

送到所述移动终端。

9、根据权利要 求 8 所述的系统 ，其特征在 于，所述摄像 头模块 包括前置

摄像 头和/或后置摄像 头。

10、根据权利要 求 8 所述的系统 ，其特征在 于，所述信 息处理模块进一步

用于：

从所述 图像或视频流 中检 测出图标和文字 图像信息；

将所述 图标和文字 图像信 息分别与 图文库 中的图集和文字集进行 比对识

别 ，对 比对识别的结果进行分类 、整理后获得 图文信 息。

11、根据权利要 求 10 所述的系统 ，其特征在 于，所述 图集包括 电视 台的

台标 ，所述文字集包括汉字、字母 、数字。

12、根据权利要 求 8 所述的系统 ，其特征在 于，所述识别检 索模块进一步

用于，根据 所述 图文信 息，在所述服务器端比对识别 出与 图文信 息对应 的电视

栏 目信 息，并依据 电视栏 目信 息检 索出对应 的互动信 息；

所述互动信 息包括 ：论坛地址、节 目介绍、联 系方式、问卷调查。

13、根据权利要 求 12 所述的系统 ，其特征在 于，所述识别检 索模块还用



于，如果在所述服务器端没有识别到对应 的电视栏 目信 息，则通过 网絡进行搜

索，所述 网络 包括广播 电视 网、I 网絡。

14、根据权利要 求 8 所述的系统 ，其特征在 于，所述移动终端进一步 包括

处理模块 ，用于显示所述服务器端返回的所述互动信 息，以供用户对所述互动

信 息进行处理 ，所述处理 包括 ：参与讨论 、节 目播报 、联 系互动 、回复 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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