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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电视机和互联网的

交互系统，包括：控制器，其用于接收电视信号以

及获取电视节目索引；云服务器，其上存储有电

视节目的相关信息；移动终端，其与控制器连接，

获取电视节目索引，将电视节目索引显示于移动

终端的显示界面；电视机，其与控制器连接，根据

控制器的控制播放电视节目索引中被选中的电

视节目；其中，当移动终端接收到电视节目索引

中一项电视节目选项的选中信号，移动终端向控

制器发送控制信号，以使电视机播放被选中的电

视节目，同时，移动终端从云服务器下载被选中

的电视节目的相关信息，并显示于移动终端的显

示界面。本发明增加了用户与电视节目之间的互

动，改善了用户观看电视节目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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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电视机和互联网的交互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控制器，其用于接收电视信号以及获取电视节目索引；

云服务器，其上存储有电视节目的相关信息，所述电视节目的相关信息包括拍摄花絮、

互动留言、演员动向新闻和演员直播；

移动终端，其与所述控制器连接，获取所述电视节目索引，将所述电视节目索引显示于

所述移动终端的显示界面；

电视机，其与所述控制器连接，接收所述电视信号，根据所述控制器的控制播放所述电

视节目索引中被选中的电视节目；

其中，当所述移动终端接收到所述电视节目索引中一项电视节目选项的选中信号，所

述移动终端向所述控制器发送控制信号，以使所述电视机播放被选中的电视节目，同时，所

述移动终端从所述云服务器下载被选中的电视节目的相关信息，并显示于所述移动终端的

显示界面；

所述移动终端根据被选中的电视节目在所述云服务器中检索，将检索到的内容以列表

的形式显示于所述移动终端的显示界面，并在列表中每一项内容后提供保留和删除选项；

所述移动终端在一项内容的保留选项被选中时，将该内容作为被选中的电视节目的相关信

息，保留在所述移动终端，而在一项内容的删除选项被选中时，将该内容从所述移动终端删

除；

当一项内容作为被选中的电视节目的相关信息保留在不同的移动终端中的次数超过

设定频次，则所述云服务器对该项内容进行标记，在任一移动终端根据被选中的电视节目

在所述云服务器中检索，检索到的内容以列表的形式显示于移动终端的显示界面时，该项

内容被显示于列表的上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电视机和互联网的交互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为机

顶盒或集成于所述电视机内部的装置。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电视机和互联网的交互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终端为

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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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电视机和互联网的交互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电视机和互联网的交互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的电视节目播出方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在预定时间段播出预定栏目的方

式，例如中央台每天19点播出新闻联播节目，在这种方式下，观众可以在不同的电视台之间

选择收看不同的节目，为了方便观众收看，电视台会有节目预告，告知观众什么时间会有什

么节目播出、节目的摘要等；二是点播的方式，即将节目存储下来，观众根据喜好去点播，电

视台提供的点播节目通常是已经播出过的节目，观众可能当时没有看到，过后可以通过点

播的方式去观看，例如已经播出过的体育比赛、电视剧等。

[0003] 传统的电视节目播出存在以下不足：(1)在内容方面，传统电视节目在预定时间段

内能够展示的内容很有限，例如一个30分钟的节目介绍某地区的风土人情，节目的制作方

有很多素材，经过编辑整理制作成30分钟的节目只能在预定时间内播出有限的内容；(2)在

获取方式上，传统电视播出方式下观众被动接受；(3)在互动方式上，传统电视节目几乎没

有提供互动的途径，虽然有的节目通过开通短信平台让用户有限地参与节目互动，但是这

种方式很局限。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设计开发了一种可以增加用户互动，改善用户观看电视节目的体验的基于

电视机和互联网的交互系统。

[0005] 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基于电视机和互联网的交互系统，包括：

[0007] 控制器，其用于接收电视信号以及获取电视节目索引；

[0008] 云服务器，其上存储有电视节目的相关信息，所述电视节目的相关信息包括拍摄

花絮、互动留言、演员动向新闻和演员直播；

[0009] 移动终端，其与所述控制器连接，获取所述电视节目索引，将所述电视节目索引显

示于所述移动终端的显示界面；

[0010] 电视机，其与所述控制器连接，接收所述电视信号，根据所述控制器的控制播放所

述电视节目索引中被选中的电视节目；

[0011] 其中，当所述移动终端接收到所述电视节目索引中一项电视节目选项的选中信

号，所述移动终端向所述控制器发送控制信号，以使所述电视机播放被选中的电视节目，同

时，所述移动终端从所述云服务器下载被选中的电视节目的相关信息，并显示于所述移动

终端的显示界面。

[0012] 优选的是，所述的基于电视机和互联网的交互系统中，所述移动终端根据被选中

的电视节目在所述云服务器中检索，将检索到的内容以列表的形式显示于所述移动终端的

显示界面，并在列表中每一项内容后提供保留和删除选项；所述移动终端在一项内容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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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选项被选中时，将该内容作为被选中的电视节目的相关信息，保留在所述移动终端，而在

一项内容的删除选项被选中时，将该内容从所述移动终端删除。

[0013] 优选的是，所述的基于电视机和互联网的交互系统中，当一项内容作为被选中的

电视节目的相关信息保留在不同的移动终端中的次数超过设定频次，则所述云服务器对该

项内容进行标记，在任一移动终端根据被选中的电视节目在所述云服务器中检索，检索到

的内容以列表的形式显示于移动终端的显示界面时，该项内容被显示于列表的上部。

[0014] 优选的是，所述的基于电视机和互联网的交互系统中，所述控制器为机顶盒或集

成于所述电视机内部的装置。

[0015] 优选的是，所述的基于电视机和互联网的交互系统中，所述移动终端为平板电脑

或智能手机。

[0016] 本发明所述的基于电视机和互联网的交互系统使得用户在观看某一个电视节目

时可以同时获取到该电视节目的相关信息，了解到电视节目的拍摄花絮、演员动向新闻，并

进行互动留言，观看演员直播。本发明增加了用户与电视节目之间的互动，改善了用户观看

电视节目的体验。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所述的基于电视机和互联网的交互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以令本领域技术人员参照说明书文

字能够据以实施。

[0019]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电视机和互联网的交互系统，包括：控制器，其用

于接收电视信号以及获取电视节目索引；云服务器，其上存储有电视节目的相关信息，所述

电视节目的相关信息包括拍摄花絮、互动留言、演员动向新闻和演员直播；移动终端，其与

所述控制器连接，获取所述电视节目索引，将所述电视节目索引显示于所述移动终端的显

示界面；电视机，其与所述控制器连接，接收所述电视信号，根据所述控制器的控制播放所

述电视节目索引中被选中的电视节目；其中，当所述移动终端接收到所述电视节目索引中

一项电视节目选项的选中信号，所述移动终端向所述控制器发送控制信号，以使所述电视

机播放被选中的电视节目，同时，所述移动终端从所述云服务器下载被选中的电视节目的

相关信息，并显示于所述移动终端的显示界面。

[0020] 本发明中，移动终端从控制器获取电视节目索引，并将电视节目索引显示于移动

终端的显示界面，以便于用户查看。用户在观看电视节目时，不通过遥控器选择电视节目，

而是通过移动终端来进行选择。当用户在移动终端上通过触动移动终端上的按键选中了电

视节目索引中的一项电视节目，移动终端则向控制器发送控制信号，使电视机播放所被选

中的电视节目。并且，在移动终端向控制器发送控制信号的同时，移动终端还从云服务器上

获取这个被选中的电视节目的相关信息，用户通过移动终端的显示界面对拍摄花絮、演员

动向新闻进行浏览，进行互动留言，观看演员直播，同演员一起观看电视节目。

[0021] 优选的是，所述的基于电视机和互联网的交互系统中，所述移动终端根据被选中

的电视节目在所述云服务器中检索，将检索到的内容以列表的形式显示于所述移动终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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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界面，并在列表中每一项内容后提供保留和删除选项；所述移动终端在一项内容的保

留选项被选中时，将该内容作为被选中的电视节目的相关信息，保留在所述移动终端，而在

一项内容的删除选项被选中时，将该内容从所述移动终端删除。

[0022] 当移动终端在云服务器上进行检索时，可以检索到非常多的内容，这些内容有些

是与被选中的电视节目相关的，有些可能并不十分相关，或者用户并不感兴趣。因此，当移

动终端将这些检索到的内容以列表的形式显示于移动终端的显示界面，用户可以根据兴趣

和喜好来进行选择，将希望继续关注的内容继续保留，而将其他的内容删除，上述保留的内

容作为被选中的电视节目的相关信息。

[0023] 优选的是，所述的基于电视机和互联网的交互系统中，当一项内容作为被选中的

电视节目的相关信息保留在不同的移动终端中的次数超过设定频次，则所述云服务器对该

项内容进行标记，在任一移动终端根据被选中的电视节目在所述云服务器中检索，检索到

的内容以列表的形式显示于移动终端的显示界面时，该项内容被显示于列表的上部。

[0024] 当一项内容作为被选中的电视节目的相关信息保留在不同的移动终端中的次数

超过了设定频次，则云服务器会对该项内容进行标记，以便于在其他的移动终端检索时，该

项内容可以显示在相对显眼的位置。比如，由当红明星所主演的电视剧，用户对于该明星的

动向新闻关注度很高，则该明星的动向新闻会显示在列表的上部，使用户在第一时间看到

这一项内容。

[0025] 优选的是，所述的基于电视机和互联网的交互系统中，所述控制器为机顶盒或集

成于所述电视机内部的装置。

[0026] 优选的是，所述的基于电视机和互联网的交互系统中，所述移动终端为平板电脑

或智能手机。

[0027] 尽管本发明的实施方案已公开如上，但其并不仅仅限于说明书和实施方式中所列

运用，它完全可以被适用于各种适合本发明的领域，对于熟悉本领域的人员而言，可容易地

实现另外的修改，因此在不背离权利要求及等同范围所限定的一般概念下，本发明并不限

于特定的细节和这里示出与描述的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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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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