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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智能问答的反诈骗抗

骚扰固定电话机，该固定电话机中设有灰名单列

表和智能问答模块，对于每个拨入的号码，通过

智能问答模块根据号码与白名单、黑名单和灰名

单中的号码进行匹配，若能匹配成功且判定为白

名单中已知电话，则振铃通知机主接听，若能匹

配成功且判定为黑名单中已知电话，则直接拒

接，若能匹配成功且判定为灰名单中已知电话，

或者若匹配不成功判定为陌生电话，则启用机器

人与来电者进行智能问答，并根据问答内容提取

标记词，通过标记词匹配判定是否振铃通知机主

或加入灰名单或加入黑名单。本电话机能够有效

地判别陌生来电是否为骚扰电话，并能避免因漏

判而骚扰机主以及因误判而漏接正常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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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智能问答的反诈骗抗骚扰固定电话机，其特征在于：该固定电话机中设有

白名单列表、黑名单列表、灰名单列表和智能问答模块，对于每一个拨入的来电号码，通过

智能问答模块根据号码与白名单、黑名单和灰名单列表中的号码进行匹配，若能匹配成功

且判定为白名单中已知电话，则振铃通知机主接听，若能匹配成功且判定为黑名单中已知

电话，则直接拒接，若能匹配成功且判定为灰名单中已知电话，或者若匹配不成功判定为陌

生电话，则启用机器人与来电者进行智能问答，并根据问答内容提取标记词，通过标记词匹

配判定是否振铃通知机主或加入灰名单或加入黑名单。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智能问答的反诈骗抗骚扰固定电话机，其特征在于，对

于陌生电话，首先启用机器人与来电者进行智能问答，并根据问答内容提取标记词，形成标

记词集合，然后将标记词向量与预置的可疑词条库进行相似度计算，若相似度低于灰名单

阈值，则产生振铃通知机主接听并提示机主对该号码进行分组分类和标记词的修改与补

充，如果相似度高于灰名单阈值，则保存问答录音至本机存储或语音信箱中并将来电号码

加入灰名单中。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智能问答的反诈骗抗骚扰固定电话机，其特征在于，对

于与灰名单相匹配的来电号码，则继续启用机器人与来电者进行智能问答，并根据问答内

容重新生成标记词集合，并再次计算标记词向量与可疑词条库的相似度，根据相似度判定

决定是否振铃通知机主或加入黑名单或是继续归入灰名单。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基于智能问答的反诈骗抗骚扰固定电话机，其特征在于，所

述智能问答模块包括陌生电话识别模块、机器人问答模块、对话标记词提取模块、相似度计

算模块，陌生电话识别模块连接机器人问答模块，机器人问答模块连接对话标记词提取模

块和相似度计算模块；陌生电话识别模块用于对每一个拨入的来电号码判断其是陌生电话

还是已知电话，并按照设定的陌生电话和已知电话的处置方式进行处理，机器人问答模块

用于启用机器人与来电者进行智能问答，并在智能问答结束后同时触发对话标记词提取模

块和相似度计算模块，对话标记词提取模块用于根据问答内容对来电号码在对话内容中提

取标记词，形成标记词集合，并将标记词集合传输至相似度计算模块中，相似度计算模块用

于将标记词生成标记词向量，并将标记词向量与可疑词条库进行相似度计算。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基于智能问答的反诈骗抗骚扰固定电话机，其特征在于，对

于标记词的相似度高于灰名单阈值的陌生电话，但如果该陌生电话在20分钟内来电2次以

上，则产生振铃通知机主接听，并在通话结束后提示机主进行分组分类和标记词的修改，否

则将陌生电话加入灰名单中。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基于智能问答的反诈骗抗骚扰固定电话机，其特征在于，对

于与灰名单相匹配的来电号码，在进行标记词与可疑词条库的相似度度计算时，如果相似

度与上次的相似度相比没有发生明显下降，则对相似度进行倍增操作，经过倍增操作的相

似度达到了黑名单阈值，则直接挂断并将该来电号码归入黑名单；如果经过倍增操作的相

似度未达到黑名单阈值，则将该来电号码继续保留于灰名单中；如果相似度与上次的相似

度相比产生较明显下降，则对相似度进行衰减操作，经过衰减操作的相似度小于灰名单阈

值时，则产生振铃通知机主接听，通话结束后提示机主对本次电话进行分组分类和标记词

的修改与补充。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基于智能问答的反诈骗抗骚扰固定电话机，其特征在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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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来电号码与灰名单成员中电话号码相匹配，由机器人与来电者经过智能问答后通过标记

词的相似度计算确认为可归类为黑名单的骚扰电话，根据机主的预先设置，将机器人的运

行模式切换为训练/惩戒模式，即让机器人努力维持与来电者的通话，并拉长通话时长；如

果来电号码与灰名单成员中电话号码相匹配，并由机器人与来电者经过智能问答后通过标

记词的相似度计算确认为可归类为黑名单的诈骗电话，则将该来电号码通过呼叫转移的方

法转接至电信投诉中心，甚至公安侦查部门。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基于智能问答的反诈骗抗骚扰固定电话机，其特征在于，所

述灰名单列表是机器人处理陌生电话所生成的列表，其中包括来电号码、来电时间、标记词

以及对应的录音链接，机主可对列表中机器人生成的标记词进行修改与补充，并可决定将

列表中的来电号码归入白名单中还是归入黑名单或是不变。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基于智能问答的反诈骗抗骚扰固定电话机，其特征在于，为

了不影响机主电话接入新的来电，可对机器人正在应答的来电提供无缝转移呼叫功能，即

可按照机主的设置，在来电者无察觉的情况下，将电话呼叫转移至专门的服务中心/投诉中

心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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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智能问答的反诈骗抗骚扰固定电话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通信安全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智能问答的反诈骗抗骚扰固定

电话机。

背景技术

[0002] 伴随着通信技术的高度发展，人们利用通信技术如电话系统、传真系统、手机短信

平台、电子邮件系统、即时通信等，可随时实现远距离的联络，人们相互联系的频率越来越

高，但是人们在利用上述这些通信技术进行通信的过程中，无疑会向外界透漏自身的联系

方式，由此便引起了一些如骚扰电话、骚扰短信等的通信骚扰问题。目前，由于通信骚扰的

成本低廉，通信骚扰的现象十分普遍，通信骚扰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工作、学习和生

活。

[0003] 现如今，骚扰电话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痼疾，其产生的原因很复杂，很难短期内

从根本上予以杜绝。目前，应对的基本方法是采用黑名单过滤，通过用户手动标注或网络举

报的方式构建黑名单库，然后对来电进行匹配拦截。该方法对于号码固定且可以明确界定

的骚扰电话非常有效，但存在以下不足：（1）骚扰方如果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来电号码动态变

化时，该方法将无从着手；（2）骚扰电话从出现到用户标注、被系统确认有一定的延时，在此

之前用户还将受到骚扰；（3）是否被定义为骚扰电话，有很大的个人主观性，有人认为是绝

对的骚扰，而有些人可能认为对自己是有帮助的，而且网络中也会存在因为竞争关系之类

的恶意标注，所以对于网络标注的骚扰电话有可能导致某些人认为正常电话甚至重要电话

而被拦截，如发明人就曾因银行电话被自动拦截从而造成银行卡办理的延迟。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智能问答的反诈骗抗骚扰固定电话机，该固定电

话机对于正常电话则振铃通知机主，而对陌生的来电进行分类识别处理：即对于能够明确

为骚扰及诈骗的电话则直接屏蔽，而对于不能明确的电话则交由电话机器人进行智能问答

并将问答过程录音保存至本机储存或语音信箱中交由机主进行人工识别。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基于智能问答的反诈骗抗骚

扰固定电话机，该固定电话机中设有白名单列表、黑名单列表、灰名单列表和智能问答模

块，对于每一个拨入的来电号码，通过智能问答模块根据号码与白名单、黑名单和灰名单列

表中的号码进行匹配，若能匹配成功且判定为白名单中已知电话，则振铃通知机主接听，若

能匹配成功且判定为黑名单中已知电话，则直接拒接，若能匹配成功且判定为灰名单中已

知电话，或者若匹配不成功判定为陌生电话，则启用机器人与来电者进行智能问答，并根据

问答内容提取标记词，通过标记词匹配判定是否振铃通知机主或加入灰名单或加入黑名

单。

[0006]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对于陌生电话，首先启用机器人与来电者进行智能问答，

并根据问答内容提取标记词，形成标记词集合，然后将标记词向量与预置的可疑词条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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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似度计算，若相似度低于灰名单阈值，则产生振铃通知机主接听并提示机主对该号码

进行分组分类和标记词的修改与补充，如果相似度高于灰名单阈值，则保存问答录音至本

机存储或语音信箱中并将来电号码加入灰名单中。

[000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对于与灰名单相匹配的来电号码，则继续启用机器人与

来电者进行智能问答，并根据问答内容重新生成标记词集合，并再次计算标记词向量与可

疑词条库的相似度，根据相似度判定决定是否振铃通知机主或加入黑名单或是继续归入灰

名单。

[000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所述智能问答模块包括陌生电话识别模块、机器人问答

模块、对话标记词提取模块、相似度计算模块，陌生电话识别模块连接机器人问答模块，机

器人问答模块连接对话标记词提取模块和相似度计算模块；陌生电话识别模块用于对每一

个拨入的来电号码判断其是陌生电话还是已知电话，并按照设定的陌生电话和已知电话的

处置方式进行处理，机器人问答模块用于启用机器人与来电者进行智能问答，并在智能问

答结束后同时触发对话标记词提取模块和相似度计算模块，对话标记词提取模块用于根据

问答内容对来电号码在对话内容中提取标记词，形成标记词集合，并将标记词集合传输至

相似度计算模块中，相似度计算模块用于将标记词生成标记词向量，并将标记词向量与可

疑词条库进行相似度计算。

[000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对于标记词的相似度高于灰名单阈值的陌生电话，如果

该陌生电话在20分钟内来电2次以上，为了防止有意外事件，则产生振铃通知机主接听，并

在通话结束后提示机主进行分组分类和标记词的修改，否则将陌生电话加入灰名单中。

[0010]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对于与灰名单相匹配的来电号码，在进行标记词与可疑

词条库的相似度计算时，如果相似度与上次的相似度相比没有发生明显下降，则对相似度

进行倍增操作，经过倍增操作的相似度达到了黑名单阈值，则直接挂断并将该来电号码归

入黑名单；如果经过倍增操作的相似度未达到黑名单阈值，则将该来电号码继续保留于灰

名单中；如果相似度与上次的相似度相比产生明显的下降，则对相似度进行衰减操作，经过

衰减操作的相似度小于灰名单阈值时，则产生振铃通知机主接听，通话结束后提示机主对

本次电话进行分组分类和标记词的修改与补充。

[001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如果来电号码与灰名单成员中电话号码相匹配，由机器

人与来电者经过智能问答后通过标记词的相似度计算确认为可归类为黑名单的骚扰电话，

根据机主的预先设置，将机器人的运行模式切换为训练/惩戒模式，即让机器人努力维持与

来电者的通话，并拉长通话时长；如果来电号码与灰名单成员中电话号码相匹配，并由机器

人与来电者经过智能问答后通过标记词的相似度计算确认为可归类为黑名单的诈骗电话，

则将该来电号码通过呼叫转移的方法转接至电信投诉中心，甚至公安侦查部门。

[001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所述灰名单列表是机器人处理陌生电话所生成的列表，

其中包括来电号码、来电时间、标记词以及对应的录音链接，机主可对列表中机器人生成的

标记词进行修改与补充，并可决定将列表中的来电号码归入白名单中还是归入黑名单或是

不变。

[001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为了不影响机主电话接入新的来电，可对机器人正在应

答的来电提供无缝转移呼叫功能，即可按照机主的设置，在来电者无察觉的情况下，将电话

呼叫转移至专门的服务中心/投诉中心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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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所提出的智能电话机能够有效避免诈骗及骚扰电话对机

主的工作、学习、生活形成干扰，节省宝贵的时间，同时也避免因不准确的屏蔽导致正常甚

至重要电话被延误。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固定电话机的工作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为了加深对本发明的理解和认识，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和介绍。

[0017] 如图1  所示，一种基于智能问答的反诈骗抗骚扰固定电话机，该固定电话机中设

有白名单列表、黑名单列表、灰名单列表和智能问答模块，可以通过在现有电话机的基础上

内接或外接智能问答模块硬件设备实现，或者是直接研制全新的内嵌有智能问答模块和灰

名单功能的电话机。

[0018] 白名单列表中的电话号码来电无条件振铃通知机主，白名单列表中的电话号码来

源可以是固定电话机通讯录中的号码，也可以是通话记录中经常出现的（即出现频率高）并

有一定的通话时长的电话号码如各种服务电话（如10086、10000、110、122等）或各种固定办

公电话，此外，白名单号码成员也可由灰名单中经机器人或机主判断后并排除骚扰嫌疑后

的号码转换而来。

[0019] 黑名单列表中的电话号码来电无条件拦截，黑名单列表中的电话号码可以是机主

手动输入，也可以是接听电话后手动设置，还可以是查阅问答录音后手动设置（机主闲暇时

可以提出保存的语音信息，对保存的问答录音进行甄别，决定是否将对应的来电号码由灰

名单转到白名单或黑名单中）；另外，可以由机器人对灰名单成员进行标记词的相似度计算

和判别后产生。

[0020] 灰名单列表中的电话号码来电先由机器人与来电者进行智能问答，必要时转为振

铃通知机主接听，灰名单列表中的电话号码是由机器人对陌生电话进行判定产生。另外，针

对现有采用网络标注的方式形成的动态骚扰电话集也归类为灰名单成员。

[0021] 对于每一个拨入固定电话机中的来电号码，通过智能问答模块根据号码与白名

单、黑名单和灰名单列表中的号码进行全号码直接匹配和前缀号段部分匹配，至于前缀号

段部分匹配，主要是针对固定电话的分机号码识别，号段匹配成功的，可能是正常的白名单

成员，也可能是故意变换后几位的骚扰电话，因此，在匹配成功后仍需要对电话的组类进行

判别。若能匹配成功且判定为白名单中已知电话，则振铃通知机主接听，若能匹配成功且判

定为黑名单中已知电话，则根据机主的设置直接拒接，此处的“机主的设置”是指机主将黑

名单列表中的电话设置为拦截的处理方式；若能匹配成功且判定为灰名单中已知电话，或

者若匹配不成功判定为陌生电话，则启用机器人与来电者进行智能问答，并根据问答内容

提取标记词，通过标记词匹配判定是否振铃通知机主或加入灰名单或加入黑名单。

[0022] 优选的，在本较佳实施例中，所述智能问答模块包括陌生电话识别模块、机器人问

答模块、对话标记词提取模块、相似度计算模块，陌生电话识别模块连接机器人问答模块，

机器人问答模块连接对话标记词提取模块和相似度计算模块。陌生电话识别模块用于对每

一个拨入的来电号码判断其是陌生电话还是已知电话，并按照设定的陌生电话和已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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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置方式进行处理，机器人问答模块用于启用机器人与来电者进行智能问答，并在智能

问答结束后同时触发对话标记词提取模块和相似度计算模块，对话标记词提取模块用于根

据问答内容对来电号码在对话内容中提取标记词，形成标记词集合，并将标记词集合存储

至可疑词条库中，可疑词条库是预置于对话标记词提取模块中，在可疑词条库中设有房产

中介、保险理财、招聘猎头、电信诈骗、贷款营销、课外辅导等标记词条，该词条库动态可扩

展的，由人工输入或机器人自动添加，每个词条的权重也可以动态调整。此外，该词条库设

计可以是全局统一的，也可以为黑名单、灰名单分别构建。

[0023] 对话标记词提取模块会将标记词集合传输至相似度计算模块中，相似度计算模块

用于将标记词生成标记词向量，并将标记词向量与可疑词条库进行相似度计算。

[0024] 对于陌生电话，首先启用机器人与来电者进行智能问答，并根据问答内容提取标

记词，然后将标记词向量与预置的可疑词条库进行相似度计算，若相似度低于灰名单阈值，

则产生振铃通知机主接听并提示机主对该号码进行分组分类和标记词的修改与补充，如果

相似度高于灰名单阈值，则保存问答录音至本机存储或语音信箱中并将来电号码加入灰名

单中。另外，在相似度大于等于灰名单阈值，这时即使存在相似度大于等于黑名单阈值的情

况，为了防止误判，也不直接将本来电号码加入黑名单中，而是加入灰名单中待机主人工处

理。此外，为了满足机主的不同需求，可将灰名单阈值和黑名单阈值设置为可调的设定方式

实现。

[0025] 对于与灰名单相匹配的来电号码，则继续启用机器人与来电者进行智能问答，从

节省空间的角度，此处可以不再进行录音，并根据问答内容重新生成标记词，并再次计算与

可疑词条库的相似度，根据相似度判定决定是否振铃通知机主或加入黑名单或是继续归入

灰名单。

[0026] 对于标记词的相似度高于灰名单阈值的陌生电话，如果该陌生电话在20分钟内来

电2次以上，为了防止有意外事件，则产生振铃通知机主接听，以排除可疑性或防止紧急电

话漏接，并在通话结束后提示机主进行分组分类和标记词的修改，否则将陌生电话加入灰

名单中。

[0027] 对于与灰名单相匹配的来电号码，在进行标记词与可疑词条库的相似度计算时，

如果相似度与上次的相似度相比没有发生明显的下降，则对相似度进行倍增操作，经过倍

增操作的相似度达到了黑名单阈值，则直接挂断并将该来电号码归入黑名单；如果经过倍

增操作的相似度未达到黑名单阈值，则将该来电号码继续保留于灰名单中；如果相似度与

上次的相似度相比产生了明显的下降，则对相似度进行衰减操作，经过衰减操作的相似度

小于灰名单阈值时，则产生振铃通知机主接听，通话结束后提示机主对本次电话进行分组

分类和标记词的修改与补充。

[0028] 进一步地，在本较佳实施例中，如果相似度和上次的相似度相比没有什么明显下

降（说明与上次通话内容类似），则对相似度进行进一步的倍增操作，具体是将相似度乘以

倍增因子ßn-1（其中ß  >  1,n为该号码出现的次数），如果这时相似度达到黑名单阈值，则直

接挂断并将来电号码加入黑名单；如果没有达到黑名单阈值，则继续保留于灰名单中。如果

相似度和上次的相似度相比有一定的下降，则对相似度进行进一步的衰减操作，具体是将

相似度乘以衰减因子µn-1（其中µ  <  1,n为该号码出现的次数），如果这时相似度小于灰名单

阈值，产生振铃通知机主接听，通话结束后提示机主对本次电话进行分组分类（白/灰/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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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和标记词的修改与补充。机主对于所给出的提示也可以忽略，机主对来电进行分组分类

和标记词的修改与补充可以辅助机器人做准确的标注。

[0029] 如果来电号码与灰名单成员中电话号码相匹配，由机器人与来电者经过智能问答

后通过标记词的相似度计算确认为可归类为黑名单的骚扰电话，根据机主的预先设置，将

机器人的运行模式切换为训练/惩戒模式，即让机器人努力维持与来电者的通话，并拉长通

话时长；如果来电号码与灰名单成员中电话号码相匹配，并由机器人与来电者经过智能问

答后通过标记词的相似度计算确认为可归类为黑名单的诈骗电话，则将该来电号码通过呼

叫转移的方法转接至电信投诉中心，甚至公安侦查部门。

[0030] 所述灰名单列表是机器人处理陌生电话所生成的列表，其中包括来电号码、来电

时间、标记词以及对应的录音链接，机主可对列表中机器人生成的标记词进行修改与补充，

并可决定将列表中的来电号码归入白名单中还是归入黑名单或是不变。

[0031] 为了不影响机主电话接入新的来电，可对机器人正在应答的来电提供无缝转移呼

叫功能，即可按照机主的设置（即可以进行如下设置：当机器人判断来电有骚扰的嫌疑即相

似度大于等于黑名单阈值，则将该电话直接进行转移呼叫，且接受电话无需振铃直接接

通），在来电者无察觉的情况下，将电话呼叫转移至专门的服务中心/投诉中心电话。专门的

服务中心/投诉中心电话可以是采用相同的机器人问答技术，可以继续与来电者进行对话，

同时提供录音取证和人工监听/接听，从而实现对网络诈骗电话或产品违规、夸大宣传的追

踪和取证。

[0032] 进一步优选的，在本较佳实施例中，对于执行智能问答的机器人的语音，采用机器

合成音或对机主声音的模拟音中的任意一种，机主声音的模拟音能够通过对机主日常通话

的声音进行采集与合成，然后进行智能拼接和匹配处理后获得。对机主日常通话的声音进

行采集与合成可通过现有的声音采集和语言合成工具实现，该工具能够实现对机主声音信

息的采集与自动合成。

[0033] 本发明方案所公开的技术手段不仅限于上述实施方式所公开的技术手段，还包括

由以上技术特征任意组合所组成的技术方案。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视为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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