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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n interaction method based on video liv
ing broadcast i s disclosed in the embodiments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The method includes that: a service end
receives a quiz task sent by a first client end, and the quiz
task comprises a quiz option for a target accident occurring
result corresponding to a given channel living content; the
service end broadcasts the quiz task to a given client end;
the service end receives a corresponding quiz request, aim
ing at the quiz task, sent from the client end; and the ser
vice end matches the target accident occurring result cor
responding to the given channel living content with the
quiz request sent from the client end, and correspondingly
feeds back to the client end according to the matching res 國
ult. A service end and an interaction system based on
video living broadcast are also provided by the embodi
ments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By the embodiments of the

< present invention, the activeness of users' watching a liv
图 2 / Fig ing video of i s enhanced.

(57) 摘要: 本发明实施例公开了一种基于视频直播
的互动方法，包括：服务端接收第一客户端发送
的竞猜任务，所述竞猜任务包括针对特定频道直
播内容相应目标事件发生结果的竞猜选项；所述
服务端向特定客户端广播所述竞猜任务；所述服
务端接收客户端针对所述竞猜任务发送的相应竞

猜请求 所述服务端根据所述特定频道直播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与客户端发送的竞猜请求进行匹
配，并根据匹配结果向客户端进行相应的反馈 本发明实施例还公开了一种服务端和一种基于视频直播的互动
系统。采用本发明实施例，可以提高用户观看直播视频的活跃度



一种基 于视 频直播 的互动方法及相 关 殳备 、 系统

本 申 请 要 求 于 2014 年 11 月 2 1 日 提 交 中 国 专 利 局 、 申 请 号 为

201410676201 .3、发 明名称为 "一种基 于视频直播 的互动方法及相 关设备 、系

统 " 的 中国专利 申请 的优先权 ，其全部 内容通过 引用结合在本 申请 中。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互联 网技 术领域 ，尤其 涉及一种基 于视频直播 的互动方法及相

关设备 、系统 。

背景技术

近年来 ，包括 集合群聊 、视频直播 、频道K歌 、在线游戏 、在 线影视 等功

能为一体 的客 户端 空前发展 ，使得观众用户可 以 自在地通过客 户端观看主播 用

户发布 的直播视频 。

主播用户通常是指视 频 内容发布者 ，主播用户通过摄像装置 、麦克风输入

视频和语音信 息，在通过主播客 户端将音视频信 息融合之后 向服 务器发送直播

内容 ，服 务器获取登 录到主播用户创建 的频道 的用户 ID ，并 向对应 的观众客户

端推送直播 内容 ，由观众客 户端输 出给观众用户 。其 中，频道是指主播用户通

过主播客 户端创 建 的一种虚 拟 空间 （或虚 拟房 间 ），位 于该虚拟 空间的观 众客

户端不仅可 以观看主播客户端 的直播 内容 ，还 可 以和主播客户端进行语音或文

字的交互 。

然而实践发现 ，观众用户进入 频道观看直播视 频 的过程 中，无论 当前频道

正在直播 的视 频 的具体 内容是什 么，观众用户只能选择观看或者 不观看 ，而 无

法参与到 当前频道正在 直播 的视频 中，导致用户观看直播视频 的活跃度 受到影

响 。

发 明内容



本发 明实施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基 于视频直播 的互动方

法及相 关设备 、系统 ，以提 高用户观看直播视频的活跃度 。

为 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基 于视频直播 的互动方

法，包括：

服务端接收第一客户端发送的竟猜任务，所述竟猜任务 包括针对特定频道

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结果的竟猜选项；

所述服务端向特定客户端广播所述竟猜任务；

所述服务端接 收客户端针对所述竟猜任务发送的相应竟猜请求；

所述服务端根据所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与客户

端发送的竟猜请求进行 匹配 ，并根据 匹配结果向客户端进行相应 的反馈 。

其 中，所述服务端向特定客户端广播所述竟猜任务 ，包括 ：

所述服务端向所述特定频道 中所有或部分客户端广播所述竟猜任务；或 ，

所述服务端向 包括所述特定频道在 内的多个不 同频道 中所有或部分客户

端广播所述竟猜任务；所述竟猜任务 中包括所述特定频道的频道标识 。

其 中，所述竟猜任务 包括针对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结果的

至少两种竟猜选项；

所述服务端接 收客户端针对所述竟猜任务发送的相应竟猜请求，包括：

所述服务端接 收所述特定频道 中第二客户端针对所述竟猜任 务发送的 包

括第一竟猜选项的第一竟猜请求，以及接收所述特定频道 中第三客户端针对所

述竟猜任务发送的包括第二竟猜选项的第二竟猜请求；其 中，所述第一竟猜选

项为所述至少两种竟猜选项中的一种 ，所述第二竟猜选项为所述至少两种竟猜

选项的另一种 。



其 中，所述第二客户端为任务开启客户端 ，所述第三客户端为参与客户端；

所述第一竟猜请求为任务开启请求，所述第二竟猜请求为任务参与请求；

所述服务端接 收所述特定频道 中第二客户端针对所述竟猜任 务发送的 包

括第一竟猜选项的第一竟猜请求，以 及 接收所述特定频道 中第三客户端针对所

述竟猜任务发送的包括第二竟猜选项的第二竟猜请求，包括：

所述服务端接 收所述任 务开启客户端针对所述竟猜任务发送 的包括第一

竟猜选项的任务开启请求；所述任务开启请求中还 包括所述任务开启客户端用

于所述竟猜任务的第一虚拟资产总量；

所述服务端向所述特定客户端广播所述任务开启请求；

所述服务端接 收所述参与客户端发送 的针对所述任 务开启请 求发送的 包

括第二竟猜选项的任务参与请求；所述任务参与请求中还 包括所述参与客户端

用于所述竟猜任务的第二虚拟资产总量。

其 中，所述服务端根据所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 ，

与客户端发送的竟猜请求进行 匹配 ，并根据 匹配结果向客户端进行相应 的反

馈 ，包括：

当所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与所述第一竟猜选项

匹配时，所述服务端从所述参与客户端对应 的账户 中扣除所述第二虚拟资产总

量 ，并将所扣除的虚拟资产总量增加至所述任务开启客户端对应 的账户 中；

当所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与所述第二竟猜选项

匹配时，所述服务端在所述参与客户端对应 的账户 中增加所述第二虚拟资产总

量 ，并从所述任务开启客户端对应 的账户 中扣除所增加 的虚拟资产总量。

其 中，所述服务端根据所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 ，



与客户端发送的竟猜请求进行 匹配，并根据 匹配结果向客户端进行相应 的反

馈 ，包括：

所述服务端向 匹配的客户端进行相应 的虚拟物品反馈或/和数值反馈 。

相应地 ，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服务端 ，包括 ：

第一接 收模块 ，用于接收第一客户端发送的竟猜任务 ，所述竟猜任务 包括

针对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结果的竟猜选项；

广播模块 ，用于向特定客户端广播所述竟猜任务；

第二接 收模块 ，用于接 收客户端针对所述竟猜任务发送的相应竟猜请求；

匹配模块 ，用于根据所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与

客户端发送的竟猜请求进行 匹配 ；

反馈模块 ，用于根据所述 匹配模块的 匹配结果向客户端进行相应 的反馈 。

其 中，所述广播模块 ，用于向所述特定频道 中所有或部分客户端广播所述

竟猜任务；或 ，

所述广播模块 ，用于向包括所述特定频道在 内的多个不 同频道 中所有或部

分客户端广播所述竟猜任务；所述竟猜任务中包括所述特定频道的频道标识 。

其 中，所述竟猜任务 包括针对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结果的

至少两种竟猜选项；

所述第二接收模块 ，用于接收所述特定频道 中第二客户端针对所述竟猜任

务发送的包括第一竟猜选项的第一竟猜请求，以及接收所述特定频道 中第三客

户端针对所述竟猜任务发送的包括第二竟猜选项的第二竟猜请求；其 中，所述

第一竟猜选项为所述至少两种竟猜选项中的一种 ，所述第二竟猜选项为所述至

少两种竟猜选项的另一种 。



其 中，所述第二客户端为任务开启客户端 ，所述第三客户端为参与客户端；

所述第一竟猜请求为任务开启请求，所述第二竟猜请求为任务参与请求；

所述第二接收模块 包括：

第一接 收单元 ，用于接收所述任务开启客户端针对所述竟猜任务发送的包

括第一竟猜选项的任务开启请求；所述任务开启请求中还 包括所述任务开启客

户端用于所述竟猜任务的第一虚拟资产总量；

广播单元 ，用于向所述特定客户端广播所述任务开启请求；

第二接 收单元 ，用于接收所述参与客户端发送的针对所述任务开启请求发

送的包括第二竟猜选项的任务参与请求；所述任务参与请求中还 包括所述参与

客户端用于所述竟猜任务的第二虚拟资产总量 。

其 中，所述反馈模块 ，用于 当所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

结果与所述第一竟猜选项 匹配时，从所述参与客户端对应 的账户 中扣除所述第

二虚拟资产总量 ，并将所扣除的虚拟资产总量增加至所述任务开启客户端对应

的账户 中；当所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与所述第二竟猜

选项 匹配时，在所述参与客户端对应 的账户 中增加所述第二虚拟资产总量 ，并

从所述任务开启客户端对应 的账户 中扣除所增加 的虚拟资产总量。

其 中，所述反馈模块 ，用于向 匹配的客户端进行相应 的虚拟物品反馈或/

和数值反馈 。

相应地 ，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基 于视频直播 的互动 系统 ，包括：客

户端和服务端；其 中：

所述客户端 ，用于作为第一客户端时，向所述服务端发送竟猜任务 ，所述

竟猜任务 包括针对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结果的竟猜选项；



所述服务端 ，用于接收所述第一客户端发送的所述竟猜任务；向特定客户

端广播所述竟猜任务；

所述服务端 ，还用于接 收客户端针对所述竟猜任务发送的相应竟猜请求；

所述服务端 ，还用于根据所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

果，与客户端发送的竟猜请求进行 匹配 ，并根据 匹配结果向客户端进行相应 的

反馈 。

其 中，所述服务端 ，用于向所述特定频道 中所有或部分客户端广播所述竟

猜任务；或 ，

所述服务端 ，用于向包括所述特定频道在 内的多个不同频道 中所有或部分

客户端广播所述竟猜任务；所述竟猜任务 中包括所述特定频道的频道标识 。

其 中，所述竟猜任务 包括针对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结果的

至少两种竟猜选项；

所述客户端 ，还用于作 为所述特定频道 中的第二客户端时，针对所述竟猜

任务向所述服务端发送 包括第一竟猜选项的第一竟猜请求；

所述客户端 ，还用于作 为所述特定频道 中的第三客户端时，针对所述竟猜

任务向所述服务端发送 包括第二竟猜选项的第二竟猜请求；

所述服务端 ，用于接收所述第二客户端针对所述竟猜任务发送的包括第一

竟猜选项的第一竟猜请求，以及接收所述第三客户端针对所述竟猜任务发送的

包括第二竟猜选项的第二竟猜请求；其 中，所述第一竟猜选项为所述至少两种

竟猜选项中的一种 ，所述第二竟猜选项为所述至少两种竟猜选项的另一种 。

其 中，所述第二客户端为任务开启客户端 ，所述第三客户端为参与客户端；

所述第一竟猜请求为任务开启请求，所述第二竟猜请求为任务参与请求；



所述客户端 ，用于 当作 为任务开启客户端时，向所述服务端发送针对所述

竟猜任务发送的包括第一竟猜选项的任务开启请求；所述任务开启请求中还 包

括所述任务开启客户端用于所述竟猜任务的第一虚拟资产总量；

所述服务端 ，还用于 当接 收到所述任 务开启客户端发送 的任 务开启请 求

时，向所述特定客户端广播所述任务开启请求；

所述客户端 ，用于作为参与客户端时，向所述服务端发送针对所述任务开

启请求发送的包括第二竟猜选项的任务参与请求；所述任务参与请求 中还 包括

所述参与客户端用于所述竟猜任务的第二虚拟资产总量。

其 中，所述服务端 ，用于 当所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

果与所述第一竟猜选项 匹配时，从所述参与客户端对应 的账户 中扣除所述第二

虚拟资产总量 ，并将所扣除的虚拟资产总量增加至所述任务开启客户端对应 的

账户 中；当所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与所述第二竟猜选

项 匹配时，在所述参与客户端对应 的账户 中增加所述第二虚拟资产总量 ，并从

所述任务开启客户端对应 的账户 中扣除所增加 的虚拟资产总量。

其 中，所述服务端 ，用于向 匹配的客户端进行相应 的虚拟物品反馈或/和

数值反馈 。

实施本发 明实施例 ，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通过第一客户端向服务端发送竟猜任务，该竟猜任务 包括针对特定频道直

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结果的竟猜选项 ，以使 特定客户端广播所述竟猜任

务，从 而，该特定客户端可以向服务端发送相应 的竟猜请求 ，以参与该竟猜任

务，实现 了客户端用户在观看视频直播 的同时，能够参与到 当前频道正在直播

的视频 中，提 高了用户观看直播视频的活跃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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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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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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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基于视频直播的互动的网络构架示意图；

图 2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基于视频直播的互动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图 3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另一种基于视频直播的互动方法的流程示意

图；

图 3A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发送竟猜任务的交互界面的示意图；

图 4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另一种基于视频直播的互动方法的流程示意

图；

图 4A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另一种发送竟猜任务的交互界面的示意图；

图 4B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客户端在当前频道的频道主界面的左下

角显示竟猜任务的示意图；

图 4C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任务开启界面的示意图；

图 4D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客户端在当前频道的频道主界面的左下

角显示任务开启请求的示意图；

图 4E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任务参与界面的示意图；

图 4F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竟猜结果提交界面的示意图；

图 4G~4H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竟猜结果提交子界面的示意图；

图 5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服务端的结构示意图；

图 6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另一种服务端的结构示意图；

图 7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基于视频直播的互动系统的架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



楚、完整地描述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 明一部分 实施例 ，而不是

全部的实施例 。基 于本发 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在没有作 出创造

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 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 ，都属于本发 明保护的范围。

为 了更好理解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基 于视频直播 的互动方法及相 关

设备 、系统 ，下面先对本发 明实施例适用的网络构架进行描述 。请参 阅图1，

图1是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基 于视频直播 的互动的网络构架示意图。如 图1

所示，该 网络构架示意图可以包括服务端以及多个客户端 ，其 中，服务端可以

通过互联 网与多个客户端进行通信连接 。在 图 1所示的网络构架中，多个客户

端 中部分客户端可以作 为主播客户端 ，其余客户端可以作为观众客户端接入任

一主播客户端所创建的频道。本发 明实施例 中，频道 简单来讲就是主播客户端

创建的一种虚拟 空间 （或虚拟房 间 ），位 于该虚拟 空间内的观众客户端可 以不

仅观看主播客户端的直播 内容 ，还可以和主播客户端进行语音或文字的交互。

主播客户端对接入其频道 内的其余观众客户端不仅具有接入 、踢 出控制权 ，还

具体直播主动权 。本发 明实施例 中，主播客户端 、观众客户端均可以是 包括集

合群聊 、视频直播 、频道K歌 、在线游戏 、在线影视等功能为一体 的客户端。

在 图 1所示的网络构架中，主播客户端 、观众客户端可以运行在 包括但不限于

PC ( Personal Computer, 个人计算机 ）、移动 电话 、移动 电脑 、平板 电脑 、个

人数字助理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PDA )、媒体播放 器、智能电视 、智能

手表 、智能眼镜 、智能手环等用户设备上 。服务端可以为硬件 实现 的服务端 ，

如服务器，也可以为软件 实现 的服务端 ，如服务 系统。

基 于图1所示的网络构架，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了的一种基 于视频直播 的互

动方法。如 图2所示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基 于视频直播 的互动方法的



流程示意图，可以包括以下步骤 ：

步骤 201 、服务端接收第一客户端发送的竟猜任务 ，该竟猜任务 包括针对

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结果的竟猜选项。

本发 明实施例 中，第一客户端可以为任一频道 中的任一客户端。优选地 ，

该第一客户端为主播客户端或者频道管理员客户端 。

本发 明实施例 中，上述特定频道可以为第一客户端发送竟猜任务时所在的

频道；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可以为 当前频道直播 内容 中可能发生的事件

( 通常为发生概率大于0但 小于 1的事件 ），也可以是 当前视频直播 内容相 关联 ，

但不会发生在视频直播 中的事件 ；而竟猜选项则可以为对 目标事件发生结果的

预测。

举例来说 ，假设频道直播 内容为篮球 比赛直播 ，则该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

标事件可以为参加 比赛的某一个球 员在这场比赛 中能得 20分 ，相应 的，该 目标

事件发生结果的竟猜选项可以包括 " 能"和" 不能，，这两种竟猜选项；或者 ，频道

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可以为在 比赛直播画面中会 出现某明星，相应 的，目标

事件发生结果的竟猜选项可以包括 "会，，和"不会，，这两种竟猜选项；或者 ，频道

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可以为比赛结果，相应 的，目标事件发生结果的竟猜选

项可以包括"主 队胜 " （也可以为"客 队负" ）、"平 " 、"主 队负" （也可以为"客 队

胜" ）这 三种竟猜选项。

又举例来说 ，假设视频直播 内容为游戏直播 ，且该游戏 中的角 色可能会 由

于受到攻击或者触碰到障碍物等原 因死亡 ，相应 的，该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

事件可以为游戏 中某个角 色能够坚持 10s不死亡 ，相应 的， 目标事件发生结果

的竟猜选项可以包括 " 能"和" 不能"这两种竟猜选项；或者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



标事件可以为游戏中某个角色死亡的次数超过 5次，相应的，目标事件发生结

果的竟猜选项可 以 包括"会 "和"不会"这两种竟猜选项。

再举例来说 ，仍以视频直播 内容为篮球比赛直播为例，该频道直播 内容相

应 目标事件还可以是参加 比赛的某一个球 员的妻子在 比赛结束之前会生下一

对双胞胎，相应的，目标事件发生结果的竟猜选项可以包括"会 "和"不会"这两

种竟猜选项。

步骤 202 、服务端向特定客户端广播该竟猜任务。

本发明实施例中，服务端接收到第一客户端发送的竟猜任务时，可以向特

定客户端广播该竟猜任务，以使该特定客户端能够参与该竟猜任务。

作为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服务端向特定客户端广播竟猜任务可以包括：

服务端向上述特定频道中所有或部分客户端广播该竟猜任务。

具体的，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服务端接收到第一客户端发送的竟猜任务时，

可 以向上述特定频道中所有客户端广播该竟猜任务，也可以仅向上述特定频道

中部分客户端广播该竟猜任务。

例如，服务端接收到竟猜任务后 ，可 以向上述特定频道中满足预设条件的

客户端广播该竟猜任务。其中，该预设条件可以包括但不限于是否客户端对应

的用户为VIP ( Very Important Person ，贵宾 ）用户，客户端对应的用户的等级

不低于预设等级，客户端对应的用户与上述特定频道的主播用户的亲密度不低

于预设值等中的一个或多个。

作为另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服务端向特定客户端广播竟猜任务可以包

括：

服务端向包括上述特定频道在 内的多个不同频道中的所有或部分客户端



广播该竟猜任务。

具体的，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服务端接收到第一客户端发送的竟猜任务时，

可以向包括上述特定频道在 内的多个不同频道中的所有客户端广播，也可以仅

向包括上述特定频道在 内的不同频道中的部分客户端广播该竟猜任务。

例如，服务端接收到竟猜任务后，可 以向包括上述特定频道在 内的多个不

同频道中满足预设条件的客户端广播该竟猜任务。其中，该预设条件可以包括

但不限于是否客户端对应的用户为VIP ( Very Important Person, 贵宾 ）用户，

客户端对应的用户的等级不低于预设等级，客户端对应的用户与上述特定频道

的主播用户的亲密度不低于预设值等中的一个或多个。

其中，上述包括上述特定频道在 内的多个不同频道可以为上述特定频道，

以及任意一个或多个其它正在进行视频直播的频道。

举例来说 ，假设上述特定频道为某频道创建者创建的某频道 （如频道 1 )

的子频道之一 ( 即频道 1是上述特定频道的父频道， 没该特定频道为频道 11，

频道 1还 包括子频道 12 、 13和 14 )，则上述包括上述特定频道在 内的多个不同频

道可以为频道 1的所有子频道 （即频道 11、频道 12、频道 13和频道 14 )。

步骤 203 、服务端接收客户端针对该竟猜任务发送的相应竟猜请求。

本发明实施例中，客户端接收到服务端广播的竟猜任务之后 ，可 以向服务

端发送针对该竟猜任务的竟猜请求，该竟猜请求中可以包括 目标事件发生结果

的竟猜选项中的任一种。

举例来说，以上述篮球比赛直播中针对参加比赛的某一个球员在比赛中能

得到20分的竟猜任务为例，观看篮球比赛直播的客户端用户可以选择 " 能"或

"不能"参与竟猜任务，相应的，客户端可以向服务端发送携带相应竟猜选项



( " 能"或 " 不能" ) 的竟猜请求。

本发 明实施例 中，当服务端广播竟猜任务的客户端 包括上述特定频道之外

的其它频道 中的客户端时，竟猜任务 中还需要 包括上述特定频道的频道标识 ，

如频道ID; 客户端接收到竟猜任务后 ，若想要参与竟猜任务，可以根据该频道

标识进入上述特定频道后 ，向服务端发送竟猜请求 ，以参与竟猜任务。

需要 注意的是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第一客户端向服务端发送的竟猜任务

中也可 以仅 包括一种竟猜选项 ，例如 ，以上述频道直播 内容为篮球 比赛直播 ，

目标事件为参加 比赛的某一个球 员在这场比赛 中能得到20分为例 ，竟猜任务 中

的可以包括 "能" 或 "不能" 这一种竟猜选项；接收到竟猜任务的客户端向服

务端发送的竟猜请求中包括的竟猜选项也只有一种选择 ，其具体 实现在此不再

赘述 。

步骤204 、服务端根据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与客

户端发送的竟猜请求进行 匹配 ，并根据 匹配结果向客户端进行相应 的反馈 。

本发 明实施例 中，服务端接收到客户端发送的竟猜请求后 ，可以根据上述

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 ，以及客户端发送的竟猜请求，确

定 匹配的客户端。

具体 的，服务端可 以根据上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

果，与客户端发送的竟猜请求进行 匹配 ，即匹配上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

标事件发生的结果，与竟猜请求 中包括 的竟猜选项 ，若竟猜请求中包括的竟猜

选项与上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相 同，则发送该竟猜请

求的客户端即为 匹配客户端。

举例来说 ，举例来说 ，以上述游戏直播 中针对游戏 中某个角色 （角色A )



能够坚持 10s不 死亡的竟猜任务为例 ，若游戏直播 中，角 色A 坚持 15s后死亡 ，

即与上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 的发生结果 匹配的竟猜选项为 "能" ，

则服务端可以将发送的竟猜请求中包括的竟猜选项为 "能" 的客户端确定为 匹

配客户端。

本发 明实施例 中，上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可以由

第一客户端提 交给服务端；服务端接收到第一客户端提 交的上述特定直播 内容

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后 ，与客户端发送的竟猜请求进行 匹配 ，并根据 匹配

结果向客户端进行相应 的反馈 。

本发 明实施例 中，服务端根据 匹配结果向客户端进行相应 的反馈可以包括

但不限于服务端向所有广播 了竟猜任务的客户端（包括参与竟猜任务和未参与

竟猜任务的客户端 ，即上述步骤 202 中的特定客户端 ）反馈 匹配结果 （即此次

竟猜任务 中匹配的竟猜选项 ），或服务端向参与竟猜任务的客户端反馈 匹配结

果，或服务端向 匹配客户端进行相应 的虚拟物品 （如虚拟道具 、勋章等 ）反馈

或/和数值反馈 ( 如增加命 中客户端的用户经验 ，用户获得 的经验达到一定数

值 时，可以提升用户等级 ）。

在 图2所描述的方法流程 中，在视频直播 的过程 中，客户端可以发起针对

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结果的竟猜任务，以使其它客户端参与该竟猜

任务，从 而，客户端用户在观看视频直播 的同时，能够参与到 当前频道正在直

播 的视频 中，提 高了用户观看直播视频的活跃度 。

基 于图 1所示的网络构架，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了的另一种基 于视频直播 的

互动方法。如 图3所示，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另一种基 于视频直播 的互动方



法的流程示意 图，可以包括以下步骤 ：

步骤 301 、服务端接收第一客户端发送的竟猜任务 ，该竟猜任务 包括针对

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结果的至少两种竟猜选项。

本发 明实施例 中，第一客户端可以为任一频道 中的任一客户端。优选地 ，

该第一客户端为主播客户端或者频道管理员客户端 。

本发 明实施例 中，上述特定频道可以为第一客户端发送竟猜任务时所在的

频道；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可以为 当前频道直播 内容 中可能发生的事件

( 通常为发生概率大于0但 小于 1的事件 ），也可以是 当前视频直播 内容相 关联 ，

但不会发生在视频直播 中的事件 ；而竟猜选项则可以为对 目标事件发生结果的

不同预测。

举例来说 ，假设频道直播 内容为篮球 比赛直播 ，则该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

标事件可以为参加 比赛的某一个球 员在这场比赛 中能得 20分 ，相应 的，该 目标

事件发生结果的竟猜选项可以包括 " 能"和" 不能，，这两种竟猜选项；或者 ，频道

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可以为在 比赛直播画面中会 出现某明星，相应 的，目标

事件发生结果的竟猜选项可以包括 "会，，和"不会，，这两种竟猜选项；或者 ，频道

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可以为比赛结果，相应 的，目标事件发生结果的竟猜选

项可以包括"主 队胜 " （也可以为"客 队负" ）、"平 " 、"主 队负" （也可以为"客 队

胜" ）这 三种竟猜选项。

又举例来说 ，假设视频直播 内容为游戏直播 ，且该游戏 中的角 色可能会 由

于受到攻击或者触碰到障碍物等原 因死亡 ，相应 的，该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

事件可以为游戏 中某个角 色能够坚持 10s不死亡 ，相应 的， 目标事件发生结果

的竟猜选项可以包括 " 能"和" 不能"这两种竟猜选项；或者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



标事件可以为游戏中某个角色死亡的次数超过 5次，相应的，目标事件发生结

果的竟猜选项可 以 包括"会 "和"不会"这两种竟猜选项。

再举例来说 ，仍以视频直播 内容为篮球比赛直播为例，该频道直播 内容相

应 目标事件还可以是参加 比赛的某一个球 员的妻子在 比赛结束之前会生下一

对双胞胎，相应的，目标事件发生结果的竟猜选项可以包括"会 "和"不会"这两

种竟猜选项。

本发明实施例中，竟猜任务中的 目标事件 ，以及竟猜选项可以由第一客户

端用户在发送竟猜任务时在指定的交互界面中输入 ，该交互界面可以如 图3A

所示 （以第一客户端用户为主播用户为例 ），其中，主题即为 目标事件 ，胜利

条件即为竟猜选项。

步骤 302 、服务端向特定客户端广播该竟猜任务。

本发明实施例中，服务端接收到第一客户端发送的竟猜任务时，可以向特

定客户端广播该竟猜任务，以使该特定客户端能够参与该竟猜任务。

作为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服务端向特定客户端广播竟猜任务可以包括：

服务端向上述特定频道中所有或部分客户端广播该竟猜任务。

具体的，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服务端接收到第一客户端发送的竟猜任务时，

可 以向上述特定频道中所有客户端广播该竟猜任务，也可以仅向上述特定频道

中部分客户端广播该竟猜任务。

例如，服务端接收到竟猜任务后 ，可以向上述特定频道中满足预设条件的

客户端广播该竟猜任务。其中，该预设条件可以包括但不限于是否客户端对应

的用户为VIP ( Very Important Person ，贵宾 ）用户，客户端对应的用户的等级

不低于预设等级，客户端对应的用户与上述特定频道的主播用户的亲密度不低



于预设值等中的一个或多个。

作为另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服务端向特定客户端广播竟猜任务可以包

括：

服务端向包括上述特定频道在 内的多个不同频道中的所有或部分客户端

广播该竟猜任务。

具体的，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服务端接收到第一客户端发送的竟猜任务时，

可以向包括上述特定频道在 内的多个不同频道中的所有客户端广播，也可以仅

向包括上述特定频道在 内的不同频道中的部分客户端广播该竟猜任务。

例如，服务端接收到竟猜任务后，可 以向包括上述特定频道在 内的多个不

同频道中满足预设条件的客户端广播该竟猜任务。其中，该预设条件可以包括

但不限于是否客户端对应的用户为VIP ( Very Important Person, 贵宾 ）用户，

客户端对应的用户的等级不低于预设等级，客户端对应的用户与上述特定频道

的主播用户的亲密度不低于预设值等中的一个或多个。

其中，上述包括上述特定频道在 内的多个不同频道可以为上述特定频道，

以及任意一个或多个其它正在进行视频直播的频道。

举例来说 ，假设上述特定频道为某频道创建者创建的某频道 （如频道 1 )

的子频道之一 ( 即频道 1是上述特定频道的父频道， 没该特定频道为频道 11，

频道 1还 包括子频道 12、13和 14 )，则上述包括上述特定频道在 内的多个不同频

道可以为频道 1的所有子频道 （即频道 11、频道 12、频道 13和频道 14 )。

步骤 303 、服务端接收特定频道中第二客户端针对竟猜任务发送的包括第

一竟猜选项的第一竟猜请求，以及接 收该特定频道中第三客户端针对竟猜任务

发送的包括第二竟猜选项的第二竟猜请求；其中，第一竟猜选项为该至少两种



竟猜选项中的一种 ，第二竟猜选项为该至少两种竟猜选项的另一种 。

本发 明实施例 中，客户端接收到服务端广播 的竟猜任务时，可以根据客户

端用户的选择指令向服务端发送竟猜请求，该竟猜请求 中可以携带上述竟猜选

项中的任意一种 。

举例来说 ，以上述 篮球 比赛直播 中针对参加 比赛的某一个球 员在 比赛 中能

得到20分的竟猜任务为例 ，观看篮球 比赛直播 的客户端用户可以根据选择 " 能"

或" 不能，，参与竟猜任务，相应 的，客户端可以向服务端发送携 带相应竟猜选项

( " 能"或 " 不能" ) 的竟猜请求。

本发 明实施例 中，当服务端广播竟猜任务的客户端 包括上述特定频道之外

的其它频道 中的客户端时，竟猜任务 中还需要 包括上述特定频道的频道标识 ，

如频道ID; 客户端接收到竟猜任务后 ，若想要参与竟猜任务，可以根据该频道

标识进入上述特定频道后 ，向服务端发送竟猜请求 ，以参与竟猜任务。

步骤304 、服务端根据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与客

户端发送的竟猜请求进行 匹配，并根据 匹配结果向客户端进行相应 的反馈 。

本发 明实施例 中，服务端接收到客户端发送的竟猜请求后 ，可以根据上述

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 ，以及客户端发送的竟猜请求，确

定 匹配的客户端。

具体 的，服务端可 以根据上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

果，与客户端发送的竟猜请求进行 匹配 ，即匹配上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

标事件发生的结果，与竟猜请求 中包括 的竟猜选项 ，若竟猜请求中包括的竟猜

选项与上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相 同，则发送该竟猜请

求的客户端即为 匹配客户端。



举例来说 ，举例来说 ，以上述游戏直播 中针对游戏 中某个角色 （角色A )

能够坚持 10s不 死亡的竟猜任务为例 ，假设 第二客户端发送的竟猜请求 中包括

的竟猜选项为 " 能" （第一竟猜选项 ），第三客户端发送的竟猜请求 中包括 的竟

猜选项为 "不能" （第二竟猜选项 ）；若游戏直播 中，角色A 坚持 15s后死亡 ，即

与上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 的发生结果 匹配的竟猜选项为 "能" （即

第一竟猜选项 ），则服务端可以将发送的竟猜请求中包括的竟猜选项为 " 能"

的客户端 （即第二客户端 ）确定为 匹配客户端 。

本发 明实施例 中，上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可以由

第一客户端提 交给服务端；服务端接收到第一客户端提 交的上述特定直播 内容

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后 ，与客户端发送的竟猜请求进行 匹配 ，并根据 匹配

结果向客户端进行相应 的反馈 。

本发 明实施例 中，服务端根据 匹配结果向客户端进行相应 的反馈可以包括

但不限于服务端向所有广播 了竟猜任务的客户端（包括参与竟猜任务和未参与

竟猜任务的客户端 ，即上述步骤 202 中的特定客户端 ）反馈 匹配结果 （即此次

竟猜任务 中匹配的竟猜选项 ），或服务端向参与竟猜任务的客户端 （即第二客

户端和第三客户端 ）反馈 匹配结果，或服务端向 匹配客户端进行相应 的虚拟物

品 （如虚拟道具 、勋章等 ）反馈或/和数值反馈 （如增加命 中客户端的用户经

验 ，用户获得 的经验达到一定数值 时，可以提升用户等级 ）。

在 图3所描述的方法流程 中，在视频直播 的过程 中，客户端可以发起针对

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结果的竟猜任务，以使其它客户端参与该竟猜

任务，从 而，客户端用户在观看视频直播 的同时，能够参与到 当前频道正在直

播 的视频 中，提 高了用户观看直播视频的活跃度 。



基 于图 1所示的网络构架，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了的另一种基 于视频直播 的

互动方法。如 图4所示，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另一种基 于视频直播 的互动方

法的流程示意 图，可以包括以下步骤 ：

步骤 401 、服务端接收第一客户端发送的竟猜任务 ，该竟猜任务 包括针对

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结果的至少两种竟猜选项。

本发 明实施例 中，第一客户端可以为任一频道 中的任一客户端。优选地 ，

该第一客户端为主播客户端或者频道管理员客户端 。

本发 明实施例 中，上述特定频道可以为第一客户端发送竟猜任务时所在的

频道；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可以为 当前频道直播 内容 中可能发生的事件

( 通常为发生概率大于0但 小于 1的事件 ），也可以是 当前视频直播 内容相 关联 ，

但不会发生在视频直播 中的事件 ；而竟猜选项则可以为对 目标事件发生结果的

不同预测。

举例来说 ，假设频道直播 内容为篮球 比赛直播 ，则该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

标事件可以为参加 比赛的某一个球 员在这场比赛 中能得 20分 ，相应 的，该 目标

事件发生结果的竟猜选项可以包括 "能"和" 不能，，这两种竟猜选项；或者 ，频道

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可以为在 比赛直播画面中会 出现某明星，相应 的，目标

事件发生结果的竟猜选项可以包括 "会，，和"不会 "这两种竟猜选项；或者 ，频道

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可以为比赛结果，相应 的，目标事件发生结果的竟猜选

项可以包括"主 队胜 " （也可以为"客 队负" ）、"平 " 、"主 队负" （也可以为"客 队

胜" ）这三种竟猜选项。

又举例来说 ，假设视频直播 内容为游戏直播 ，且该游戏 中的角 色可能会 由



于受到攻击或者触碰到障碍物等原 因死亡 ，相应 的，该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

事件可以为游戏 中某个角 色能够坚持 10s不死亡 ，相应 的， 目标事件发生结果

的竟猜选项可以包括 "能"和" 不能"这两种竟猜选项；或者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

标事件可以为游戏 中某个角色死亡的次数超过 5次，相应 的， 目标事件发生结

果的竟猜选项可以包括"会 "和 "不会 "这两种竟猜选项。

再举例来说 ，仍 以视频直播 内容为篮球 比赛直播为例 ，该频道直播 内容相

应 目标事件还可 以是参加 比赛 的某一个球 员的妻子在 比赛结束之前会生下一

对双胞胎 ，相应 的，目标事件发生结果的竟猜选项可 以 包括"会 "和 "不会 "这两

种竟猜选项。

本发 明实施例 中，竟猜任务中的 目标事件 ，以及竟猜选项可以由第一客户

端用户在发送竟猜任务时在指定的交互界 面中输入 ，该交互界 面可以如 图3A

所示，其 中，主题 即为 目标事件 ，胜利条件 即为竟猜选项。

进一步地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第一客户端可以同时向服务端发送针对多

个 目标事件 的竟猜任务 ，此外 ，第一客户端向服务端发送竟猜任务时，还 可 以

设置其它客户端参与竟猜时使用的虚拟资产 的类别 ，如金豆 、银豆等；相应地 ，

第一客户端用户可以在如 图4A 所示的交互界 面中输入相应 的 目标事件 ，以及

对应 的竟猜选项后 ，点击确定按钮 ，触发第一客户端向服务端发送竟猜任务。

步骤 402 、服务端向特定客户端广播该竟猜任务。

本发 明实施例 中，服务端接收到第一客户端发送的竟猜任务时，可以向特

定客户端广播该竟猜任务，以使该特定客户端能够参与该竟猜任务。

作为一种可选 的实施方式，服务端向特定客户端广播竟猜任务可以包括 ：

服务端向上述特定频道 中所有或部分客户端广播该竟猜任务。



具体的，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服务端接收到第一客户端发送的竟猜任务时，

可 以 向上述特定频道中所有客户端广播该竟猜任务，也可以仅向上述特定频道

中部分客户端广播该竟猜任务。

例如，服务端接收到竟猜任务后，可 以 向上述特定频道中满足预设条件的

客户端广播该竟猜任务。其中，该预设条件可以包括但不限于是否客户端对应

的用户为VIP ( Very Important Person ，贵宾 ）用户，客户端对应的用户的等级

不低于预设等级，客户端对应的用户与上述特定频道的主播用户的亲密度不低

于预设值等中的一个或多个。

作为另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服务端向特定客户端广播竟猜任务可以包

括：

服务端向包括上述特定频道在 内的多个不同频道中的所有或部分客户端

广播该竟猜任务。

具体的，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服务端接收到第一客户端发送的竟猜任务时，

可以向包括上述特定频道在 内的多个不同频道中的所有客户端广播，也可以仅

向包括上述特定频道在 内的不同频道中的部分客户端广播该竟猜任务。

例如，服务端接收到竟猜任务后，可 以 向包括上述特定频道在 内的多个不

同频道中满足预设条件的客户端广播该竟猜任务。其中，该预设条件可以包括

但不限于是否客户端对应的用户为VIP ( Very Important Person, 贵宾 ）用户，

客户端对应的用户的等级不低于预设等级，客户端对应的用户与上述特定频道

的主播用户的亲密度不低于预设值等中的一个或多个。

其中，上述包括上述特定频道在 内的多个不同频道可以为上述特定频道，

以及 任意一个或多个其它正在进行视频直播的频道。



举例来说 ，假设上述特定频道为某频道创建者创建的某频道 （如频道 1 )

的子频道之一 ( 即频道 1是上述特定频道的父频道 ， 没该特定频道为频道 11，

频道 1还 包括子频道 12、13和 14 )，则上述 包括上述特定频道在 内的多个不 同频

道可以为频道 1的所有子频道 （即频道 11、频道 12、频道 13和频道 14 )。

本发 明实施例 中，当服务端广播竟猜任务的客户端 包括上述特定频道之外

的其它频道 中的客户端时，竟猜任务 中还需要 包括上述特定频道的频道标识 ，

如频道ID; 客户端接收到竟猜任务后 ，若想要参与竟猜任务，可以根据该频道

标识进入上述特定频道后 ，向服务端发送竟猜请求 ，以参与竟猜任务。

本发 明实施例 中，客户端接收到服务端广播 的竟猜任务，并进入上述特定

频道之后 ，可 以在 当前频道的频道主界面中指定 区域显示该竟猜任务。例如 ，

客户端可以在 当前频道的频道主界面的左下角显示该竟猜任务中的 目标事件 ，

以及竟猜选项。其 中，客户端在 当前频道的频道主界面的左下角显示该竟猜任

务的示意图可以如 图4B所示。

步骤403 、服务端接收任务开启客户端针对竟猜任务发送的包括第一竟猜

选项的任务开启请求 ，该任务开启请求 中还 包括任务开启客户端用于竟猜任务

的第一虚拟资产总量 。

本发 明实施例 中，第二客户端又可以称为任务开启客户端 ，服务端向特定

客户端广播竟猜任务之后 ，需要该特定客户端 中的至少一个客户端 （任务开启

客户端 ）开启该竟猜任务之后 ，其它客户端才能参与竟猜任务。

本发 明实施例 中，任务开启客户端向服务端发送的任务开启请求中，还可

以包括任务开启客户端用于竟猜任务的虚拟资产总量 （第一虚拟资产总量 ），

以及竟猜比率 。例如 ，以虚拟资产为虚拟货 币 （如金 币、金豆 、银豆等 ）为例 ，



该第一虚拟资产总量可以为 10000 金豆或 8000银豆等。

进一步地 ，本发 明实施例 中，任务开启客户端开启竟猜任务时，还可 以设

置参与竟猜任务的比率 ，该比率为参与客户端参与竟猜任务，且选择 的竟猜选

项命 中时，获得 的虚拟资产总量与参与客户端用于竟猜任务的虚拟资产总量的

比值 ，并将该比率携带在任务开启请求中发送给服务端 ，由服务端广播给频道

中所有客户端。

相应地 ，若任务开启客户端开启竟猜任务时，设置 了比率，则服务端根据

竟猜选项的命 中结果向客户端进行反馈 时，还需要考虑该比率。

举例来说 ，以图4B所示的竟猜任务为例 ，接收到服务端广播 的竟猜任务

的客户端在进入上述特定频道 ，并如 图4B所示在 当前频道的频道主界面的指

定区域显示竟猜任务之后 ，若某客户端用户想要开启竟猜任务，该客户端 （即

任务开启客户端 ）用户可以选择点击频道主界面中相应的功能按钮 ，如 "我要

开猜 " ，以进入任务开启界面，该任务开启界面可以如 图4C所示；任务开启客

户端用户可以在该任务开启界面中选择竟猜选项，并设置比率和底金 （即用于

竟猜任务的虚拟资产总量 ）；其中，若第一客户端发送竟猜任务时设置的其它

客户端参与竟猜时使用的虚拟资产的类别 包括多种类别时，如 包括金豆和银

豆，则任务开启客户端在开启竟猜任务时，还可以选择使用的虚拟资产的类别；

任务开启客户端用户完成相应设置后 ，可 以通过点击确定按钮 ，触发客户端向

服务端发送任务开启请求。

需要注意的是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接收到服务端广播 的竟猜任务的客户

端可以针对不同的竟猜选项分别开启竟猜任务，其开启竟猜任务的具体流程可

以如上所述。



进一步地，本发 明实施例中，还可以预先设置任务开启客户端开启竟猜任

务时用于竟猜任务的虚拟资产总量阔值 （可 以根据具体应用场景设定，如 5000

金豆、5000银豆等 ），即第一虚拟资产总量需要 大于或等于该虚拟资产总量阔

值。

步骤 404 、服务端向上述特定客户端广播该任务开启请求。

本发明实施例中，服务端接收到该任务开启客户端发送的任务开启请求之

后 ，可 以 向上述特定客户端广播该任务开启请求；客户端接收到该任务开启请

求之后 ，可以在频道主界面的指定区域展示该任务开启请求。

例如，客户端可以在展示竟猜任务的区域 中突出显示任务开启请求中包括

的竟猜选项，并在对应 区域显示任务开启客户端用于竟猜任务的虚拟资产总

量，其示意图可以如 图4D所示。其中，当当前显示界面中的竟猜选项均 已开

启竟猜任务时，客户端用户还 可 以通过点击如 图4D 中所示的 "开猜 " 按钮来

开启竟猜任务。

步骤 405 、服务端接收参与客户端发送的针对该任务开启请求发送的包括

第二竟猜选项的任务参与请求，该任务参与请求中还 包括参与客户端用于竟猜

任务的第二虚拟资产总量。

本发明实施例中，客户端接收到服务端广播的任务开启请求之后 ，可以向

服务端发送针对该任务开启请求的任务参与请求，以参与竟猜任务。

举例来说 ，仍以图4B所示的竟猜任务为例，且假设接收到服务端广播的

任务开启请求的客户端在 当前频道的频道主界面指定 区域显示的任务开启请

求如 图4D 所示，若某客户端想要参与竟猜任务，该客户端 （即参与客户端 ）

用户可以选择点击频道主界面中相应的功能按钮 ，如 "种豆" ，以进入任务参



与界面，该任务参与界面可以如 图4E所示；参与客户端用户可以在任务参与界

面中选择或输入用于竟猜任务的虚拟资产总量 （即第二虚拟资产总量 ），并通

过点击 "种豆 " 按钮 ，触发客户端向服务端发送任务参与请求。

其 中，以图4D 所示的任 务开启请求为例 ，若参与客户端用户点击竟猜选

项 "能" 对应 的 "种豆 " 按钮 ，则该任务客户端向服务端发送的任务参与请求

中包括 的竟猜选项为 "不能" 。

另外 ，当可用的虚拟资产 包括多种不同类别时，参与客户端用于竟猜任务

的虚拟资产 的类别需要 与任务开启客户端开启竟猜任 务时用于竟猜任务的虚

拟资产 的类别相 同。

例如 ，以可用虚拟资产 包括金豆和银豆 两种类型的虚拟货 币为例 ，假设任

务开启客户端发送的任务开启请求中包括 的虚拟资产的类型为金豆 ，则参与客

户端想要参与该任务开启客户端开启的竟猜任务时，使用的虚拟资产 的类型也

必须为金豆；同理 ，假设任务开启客户端发送的任务开启请求 中包括 的虚拟资

产 的类型为银豆 ，则参与客户端想要 参与该任 务开启客户端开启的竟猜任 务

时，使用的虚拟资产 的类型也必须为银豆。

作为一种可选 的实施方式，本发 明实施例 中，针对任一任务开启客户端开

启的竟猜任务 ，参与客户端参与该任务开启客户端开启的竟猜任务时，用于竟

猜任务的第二虚拟资产总量必须小于或等于第一虚拟资产总量；其 中，若有 多

个参与客户端参与 同一任务开启客户端开启的竟猜任务时，该多个参与客户端

用于竟猜任务的第二虚拟资产总量之和必须小于或等于第一虚拟资产总量 。

步骤 406 、当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与第一竟猜选项

匹配时，服务端从参与客户端对应 的账户 中扣除第二虚拟资产总量 ，并将所扣



除的虚拟资产总量增加至任务开启客户端对应的账户中。

步骤 407 、当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与第二竟猜选项

匹配时，服务端在参与客户端对应的账户中增加第二虚拟资产总量，并从任务

开启客户端对应的账户中扣除所增加的虚拟资产总量。

本发明实施例中，服务端接收到任务开启客户端发送的任务开启请求，以

及参与客户端发送的任务参与请求之后 ，可以根据上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与任务开启客户端发送的任务开启请求，以及参与客户

端发送的任务参与请求进行 匹配 ，并根据 匹配结果向客户端进行相应的反馈 。

本发明实施例中，上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可以由

第一客户端提交给服务端。

具体的，第一客户端用户可以在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

果出来以后 ，通过点击频道主界面中相应的功能按钮 ，进入竟猜结果 （即特定

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 ）提交界面，该竟猜结果提交界面可 以

如图4F所示，第一客户端用户可以通过点击该竟猜结果提交界面中的 "提交结

果" 或 "批量提交" 按钮 （若存在多个主题 ，即多个 目标事件 ），进入竟猜结

果提交子界面，该竟猜结果提交子界面可以如图4G ( 对应 "提交结果" ）或4H

( 对应 "批量提交" ），并在选择竟猜结果后 ，通过点击 "确定" 按钮 ，触发第

一客户端向服务端提交竟猜结果。

举例来说 ，仍以图4B所示的竟猜任务为例，假设任务开启客户端 （客户

端 1 ) 发送的任务开启请求中包括的竟猜选项为"能" ( 第一竟猜选项 ），第一虚

拟资产总量为20000 金豆；共有 3个参与客户端 （客户端2、客户端3、客户端4 )，

其发送的任务参与请求中包括的竟猜选项均为"不能" （第二竟猜选项 ），第二



虚拟资产总量分别为2000金豆、3000金豆、4000金豆；若服务端接收到竟猜结

果为 "能" ，即第一竟猜选项命 中 （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

果与第一竟猜选项匹配 ），服务端分别从客户端2、客户端 3、客户端4对应的账

户中扣除2000 金豆、3000金豆、4000金豆，并在客户端 1对应的账户中增加 9000

金豆 （2000+3000+4000 ) ; 若比赛中球员A 最终得分为20分以下 ，即第二竟猜

选项命 中，月良务端分别在客户端2、客户端 3、客户端4对应的账户中增加 2000

金豆、3000金豆、4000 金豆，并从客户端 1对应的账户中扣除9000金豆。

又举例来说 ，以上述步骤 407 中所举示例为例，假设客户端 1 ( 任务开启客

户端 ）开启竟猜任务时，设置的比率为 1:2，则若服务端接收到的竟猜结果为

"不能" ，即第二竟猜选项命 中 （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

与第二竟猜选项匹配 ），服务端分别在客户端2、客户端 3、客户端4对应的账户

中增加 4000 金豆 （2000*2 )、6000金豆 （3000*2 )、8000金豆 （4000*2 )，并从

客户端 1对应的账户中扣除 18000金豆 （4000+6000+8000 )。

可选地 ，本发明实施例中，任务开启客户端开启竟猜任务时，设置的比率

的取值范围可以预先设定，任务开启客户端设置的比率的值必须属于该预先设

定的取值范围，例如 ，该取值范围可以为 l :n， 0.1≤n≤9.9 。

需要注意的是 ，在本发 明实施例中，若针对 同一种竟猜选项存在多个任务

开启客户端，在服务端向特定客户端广播竟猜任务开启请求之后 ，接收到服务

端广播的任务开启请求的客户端可以根据接收到任务开启请求的时间顺序 ，优

先在频道主界面的指定区域展示最早接收到的任务开启请求（所选择 的竟猜选

项以及用 于竟猜任务的第一虚拟资产总量 ），并当针对该任务开启请求的任务

参与请求中包括的第二虚拟资产总量之和等于第一虚拟资产总量时，在频道主



界面的指定 区域展示次早接收到的任务开启请求；或者 ，当任务开启客户端设

置 了参与竟猜任务的比率 （如 1: n ) 时，频道 中各客户端可以根据任务开启请

求中包括 的比率 ，优先在频道主界 面中展 示n值最 高的任务开启请求 ，并 当针

对该任务开启请 求的任务参与请求 中包括 的第二虚拟 资产 总量之和等于第一

虚拟资产总量时，在频道主界 面的指定 区域展 示n值次 高的任务开启请求。其

中，当存在多个任务开启客户端时，任一任务开启客户端开启竟猜任务，以及

参与客户端参与该任 务开启客户端开启的竟猜任务的具体处理流程 均可以参

见 图4中所描述的相 关流程 ，在此不再赘述 。

在 图4所描述的方法流程 中，在通过客户端观看视频直播 的过程 中，客户

端发起 竟猜任务之后 ，可 以一个或多个特定客户端作为任务开启客户端开启竟

猜任务 ，以使其它特定客户端作 为参与客户端参与任务开启客户端开启的竟猜

任务，不仅使得客户端在观看视频直播 的同时，能够参与到 当前频道正在直播

的视频 中，还 引入 了不 同客户端之 间的竟争 （任务开启客户端和参与客户端 ），

进一步增加 了不同客户端的互动 ，提 高了用户观看直播视频的活跃度 。

为 了使本领域技术人 员更好地理解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技术方案 ，下面结

合具体应用场景对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技术方案进行描述 。

在该 实施例 中，以直播 内容为游戏直播 为例 ，假设该游戏 中虚拟角色可能

亡 。

当主播用户通过主播客户端进行游戏直播 时，为 了提 高观看游戏直播 的用

户的活跃度 ，主播用户可以点击 当前频道的频道主界 面中的相 关功能按钮 ( 如



"设 置竟猜 " ），以进入如 图3A 所示的竟猜任务设 置界 面，并填写主题 （目标

事件 ）以及胜利条件 （竟猜选项 ）之后 ，可以通过点击 "确定 " 按钮 ，以触发

主播客户端可以作为任务设置客户端（即第一客户端 ）向服务端发送竟猜任务，

假设该竟猜任务 中 目标事件 为"我 能否拿到一血 ？ （即主播用户控制的虚拟角

色能够在游戏 中第一个杀死其它的虚拟角 色 ），，，其对应 的竟猜选项 包括 " 能"

和 " 不能" 。

服务端接收到主播客户端发送的竟猜任务时，可以向主播客户端所在频道

中所有客户端广播该竟猜任务；频道 中所有客户端接 收到该竟猜任务时，可 以

在频道主界面的左下角展 示该竟猜任务 （目标事件 ，以 及 竟猜选项 ），其示意

图可以如 图4B所示。

服务端向频道 中所有客户端广播竟猜任务之后 ，若频道 中某观众客户端想

要开启竟猜任 务 ，可以通过点击 图4B所示的界 面中的 "我要开猜 " 按钮 ，以

进入如 图4C所示的任 务开启功能界 面，并选择或填写相 关信 息，如竟猜选项

( 即第一竟猜选项 ）、比率 、虚拟资产类别 （即金豆或银豆 ），以 及底金 （即用

于竟猜任务的虚拟资产总量 ，第一虚拟资产总量 ）之后 ，可以通过点击 "确定 "

按钮 ，触发该观众客户端作为任务开启客户端 （即第二客户端 ）向服务端发送

任务开启请求，假设观众用户 1认为主播用户控制的虚拟角 色能拿到一血 ，则

观众用户 1可 以 通过其客户端 （观众客户端 1 ) 向服务端发送任务开启请求，该

任务开启请求 中包括观众用户 1选择 的竟猜选项"不能" ( 第一竟猜选项 ）、观众

用户 1确定用于竟猜任务的第一虚拟资产总量 （假设 为 1000 万金豆 ），以 及观众

用户 1设置的竟猜任务的比率 （假设 为 1:0.5 )。

应该认识到 ，频道 内的其它观众客户端也可以作 为任务开启客户端开启竟



猜任务。

服务端接 收到观众客户端 1 ( 即任务开启客户端 ）发送的上述任务开启请

求时，可以向频道 中所有客户端广播该任务开启请求；频道 中各客户端接收到

该任务开启请求后 ，可以在频道主界面中展示竟猜任务的指定 区域 中，突出显

示任务开启客户端所选择 的竟猜选项 （即第一竟猜选项 ）、以 及 任务开启客户

端设置的比率 ，其示意图可以如 图4D所示。

服务端向频道 中所有客户端广播任务开启请求之后 ，频道 中的其它观众客

户端可以作为参与客户端参与上述任务开启客户端开启的竟猜任务，假设观众

用户 2、观众用户 3和观众用户 4均认为主播用户控制的虚拟角色不能拿到一血 ，

则其可以分别点击如 图4D 所示的界 面中 " 能" 对应 的 "种豆 " 按钮 ，以进入

如 图4E所示的任务参与界 面，并输入或选择参与竟猜任务的虚拟资产总量 （第

二虚拟资产总量 ），并通过点击如 图4E所示的界 面中的 "种豆 " 按钮 ，触发各

自的客户端 （观众客户端 2、观众客户端 3和观众客户端4 ) 作 为参与客户端向

服务端发送任务参与请求，该任务参与请求 中包括 的竟猜选项均为"不能" （第

二竟猜选项 ），假设观众用户2、观众用户 3和观众用户4用于参与竟猜任务的虚

拟资产总量 （第二虚拟资产总量 ）分别为30万金豆 、50万金豆和 100万金豆。

当主播用户开始游戏 ，且游戏 中一血 已经 出现后 （即已经有至少一个虚拟

角色被杀死以后 ），主播用户可以点击 当前频道的频道主界 面中相应 的功能按

钮 （如 "提 交竟猜结果 " ），以进入竟猜结果提 交界 面，其示意 图可 以如 图4F

所示，并点击 "提 交结果" 按钮 ，进入竟猜结果提 交子界面，并根据游戏 中的

实际结果选择命 中的竟猜选项之后 ，通过点击 "确定 " 按钮 ，触发主播客户端

向服务端发送竟猜结果。



服务端接收到竟猜结果后 ，将该竟猜结果与接 收到的任务开启请求、任务

参与请求中包括 的竟猜选项进行 匹配 。假设主播用户未能拿到一血 ，即第二竟

猜选项命 中，服务端可以根据该竟猜选项的命 中结果，分别在观众客户端 2 、

观众客户端 3和观众客户端 4对应 的账户 中增加 15万 （30万* 0 .5 )金豆 、2 5万 （50

万 *0.5 ) 金 豆和 50万 （100 万 *0.5 ) 金豆 ，并从观众客户端 1对应 的账户 中扣除

90万金豆。

通过以上描 述 可 以看 出，在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技术方案 中，在视频直播

的过程 中，第一客户端可以发起针对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 的竟猜任

务，以使特定客户端参与该竟猜任务，从 而，客户端用户在观看视频直播 的同

时，能够参与到 当前频道正在直播 的视频 中，提 高了用户观看直播视频的活跃

度 。

基 于上述方法 实施例相 同的技术构思 ，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服 务

端 ，可以应用于上述方法实施例。

如 图5所示，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服务端的结构示意 图，可 以 包括：

第一接收模块 501 ，用于接 收第一客户端发送的竟猜任务 ，所述竟猜任务

包括针对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结果的竟猜选项；

广播模块 502 ，用于向特定客户端广播所述竟猜任务；

第二接收模块 503 ，用于接 收客户端针对所述竟猜任务发送的相应竟猜请

求；

匹配模块 504 ，用于根据所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

与客户端发送的竟猜请求进行 匹配 ；



反馈模块 505 ，用于根据所述 匹配模块 504 的匹配结果向客户端进行相应 的

反馈 。

在可选 实施例 中，所述广播模块 502 ，可以用于向所述特定频道 中所有或

部分客户端广播所述竟猜任务；或 ，

所述广播模块 502 ，可 以用于向 包括所述特定频道在 内的多个不 同频道 中

所有或部分客户端广播所述竟猜任务；所述竟猜任务中包括所述特定频道的频

道标识 。

在可选 实施例 中，所述反馈模块 505 ，可以用于向 匹配的客户端进行相应

的虚拟物品反馈或/和数值反馈 。

在可选 实施例 中，所述竟猜任务可以包括针对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

事件发生结果的至少两种竟猜选项；

相应地 ，所述第二接 收模块 503 ，可 以用于接收所述特定频道 中第二客户

端针对所述竟猜任务发送的包括第一竟猜选项的第一竟猜请求，以及接 收所述

特定频道 中第三客户端针对所述竟猜任务发送 的包括第二竟猜选项的第二竟

猜请求；其 中，所述第一竟猜选项为所述至少两种竟猜选项中的一种 ，所述第

二竟猜选项为所述至少两种竟猜选项的另一种 。

在可选 实施例 中，所述第二客户端可以为任务开启客户端 ，所述第三客户

端可以为参与客户端；所述第一竟猜请求可以为任务开启请求，所述第二竟猜

请求可以为任务参与请求；

相应地 ，请一并参 阅图6，图6是本发 明实施例公开的另一种服务端的结构

示意图。其 中，图6所示的服务端是 由图5所示的服务端进行优化得到的，与图

5所示的服务端相 比，图6所示的服务端 中，所述第二接 收模块 503 可以包括：



第一接 收单元 5031 ，用于接收所述任务开启客户端针对所述竟猜任务发送

的包括第一竟猜选项的任务开启请求；所述任务开启请求中还 包括所述任务开

启客户端用于所述竟猜任务的第一虚拟资产总量；

广播单元 5032 ，用于向所述特定客户端广播所述任务开启请求；

第二接 收单元 5033 ，用于接收所述参与客户端发送的针对所述任务开启请

求发送的包括第二竟猜选项的任务参与请求；所述任务参与请求中还 包括所述

参与客户端用于所述竟猜任务的第二虚拟资产总量 。

相应地 ，所述反馈模块 505 ，可以用于 当所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

事件发生的结果与所述第一竟猜选项 匹配时，从所述参与客户端对应 的账户 中

扣除所述第二虚拟资产总量 ，并将所扣除的虚拟资产总量增加至所述任务开启

客户端对应 的账户 中；当所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与所

述第二竟猜选项 匹配时，在所述参与客户端对应 的账户 中增加所述第二虚拟资

产总量 ，并从所述任务开启客户端对应 的账户 中扣除所增加 的虚拟资产总量。

基 于上述方法实施例相 同的技术构思 ，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基 于视

频直播 的互动 系统 ，可以应用于上述方法实施例。

如 图7所示，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基 于视频直播 的互动 系统的架构

示意图，该 系统 中可以包括客户端 701 和服务端 702; 其 中：

所述客户端 701 ，用于作为第一客户端时，向所述服务端发送竟猜任务，

所述竟猜任务 包括针对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结果的竟猜选项；

所述服务端 702 ，用于接收所述第一客户端发送的所述竟猜任务；向特定

客户端广播所述竟猜任务；



所述服务端 702 ，还用于接 收客户端针对所述竟猜任务发送的相应竟猜请

求；

所述服务端 702 ，还用于根据所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

结果，与客户端发送的竟猜请求进行 匹配 ，并根据 匹配结果向客户端进行相应

的反馈 。

在可选 实施例 中，所述服务端 702 ，可以用于向所述特定频道 中所有或部

分客户端广播所述竟猜任务；或 ，

所述服务端 702 ，可 以用于向 包括所述特定频道在 内的多个不同频道 中所

有或部分客户端广播所述竟猜任务；所述竟猜任务中包括所述特定频道的频道

标识 。

在可选 实施例 中，所述竟猜任务 包括针对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

发生结果的至少两种竟猜选项；

所述客户端 701 ，还可 以用 于作为所述特定频道 中的第二客户端时，针对

所述竟猜任务向所述服务端发送 包括第一竟猜选项的第一竟猜请求；

所述客户端 701 ，还可以用于作为所述特定频道 中的第三客户端时，针对

所述竟猜任务向所述服务端发送 包括第二竟猜选项的第二竟猜请求；

所述服务端 702 ，可以用于接收所述第二客户端针对所述竟猜任务发送的

包括第一竟猜选项的第一竟猜请求，以及接收所述第三客户端针对所述竟猜任

务发送的包括第二竟猜选项的第二竟猜请求；其 中，所述第一竟猜选项为所述

至少两种竟猜选项中的一种 ，所述第二竟猜选项为所述至少两种竟猜选项的另

一种 。

在可选 实施例 中，所述第二客户端为任务开启客户端 ，所述第三客户端为



参与客户端；所述第一竟猜请求为任务开启请求，所述第二竟猜请求为任务参

与请求；

所述客户端 701 ，可以用于 当作为任务开启客户端时，向所述服务端发送

针对所述竟猜任务发送的包括第一竟猜选项的任务开启请求；所述任务开启请

求中还 包括所述任务开启客户端用于所述竟猜任务的第一虚拟资产总量；

所述服务端 702 ，还 可 以用于 当接 收到所述任务开启客户端发送的任务开

启请求时，向所述特定客户端广播所述任务开启请求；

所述客户端 701 ，可以用于作 为参与客户端时，向所述服务端发送针对所

述任务开启请求发送的包括第二竟猜选项的任务参与请求；所述任务参与请求

中还 包括所述参与客户端用于所述竟猜任务的第二虚拟资产总量。

在可选 实施例 中，所述服务端 702 ，可以用于 当所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

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与所述第一竟猜选项 匹配时，从所述参与客户端对应 的

账户 中扣除所述第二虚拟资产总量 ，并将所扣除的虚拟资产总量增加至所述任

务开启客户端对应 的账户 中；当所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

果与所述第二竟猜选项 匹配时，在所述参与客户端对应 的账户 中增加所述第二

虚拟资产总量 ，并从所述任务开启客户端对应 的账户 中扣除所增加 的虚拟资产

总量。

在可选 实施例 中，所述月良务端 702 ，可以用于向 匹配的客户端进行相应 的

虚拟物品反馈或/和数值反馈 。

在本说 明书的描述 中，参考术语 "一个 实施例" 、"一些 实施例" 、 "示例 " 、

"具体 示例 " 、或 "一些示例 "等 的描述意指结合该 实施例或示例描述 的具体特



征 、结构 、材料或者特点 包含于本发 明的至少一个 实施例或示例 中。在本说 明

书中，对上述术语 的示意性表述不必须针对的是相 同的实施例或示例。而且 ，

描述的具体特征 、结构 、材料或者特点可以在任一个或多个 实施例或示例 中以

合适的方式结合 。此外 ，在不相互矛盾 的情况下，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可以将本

说 明书中描述的不 同实施例或示例以及 不 同实施例或示例 的特征进行结合和

组合 。

此外 ，术语 "第一" 、"第二 ，，仅用于描述 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

对重要性或者 隐含指 明所指示的技术特征 的数量 。由此 ，限定有 "第一 " 、 " 第

二，，的特征可以明示或者 隐含地 包括至少一个该特征 。在本发 明的描述 中，"多

个" 的含 义是至少两个 ，例如 两个 ，三 个等 ，除非另有 明确具体 的限定。

流程 图中或在此以其他方式描述的任何过程或方法描述可以被理解为，表

示 包括一个或更多个用于 实现特定逻辑功能或过程 的步骤 的可执行指令 的代

码 的模块 、片段或部分 ，并且本发 明的优选 实施方式的范围包括另外的实现 ，

其 中可以不按所示 出或讨论 的顺序 ，包括根据所涉及的功能按基本 同时的方式

或按相反 的顺序 ，来执行功能，这应被本发 明的实施例所属技术领域 的技术人

员所理解 。

在流程 图中表示或在此以其他方式描述的逻辑和/或步骤 ，例如 ，可以被

认为是用于实现逻辑功能的可执行指令 的定序列表 ，可以具体 实现在任何计算

机可读介质 中，以供指令执行 系统 、装置或设备 （如基 于计算机 的系统 、包括

处理器的系统或其他可以从指令执行 系统 、装置或设备取指令并执行指令 的系

统 ）使用 ，或结合这些指令执行 系统 、装置或设备 而使用 。就本说 明书而言，

"计算机可读介质 "可以是任何可以包含 、存储 、通信 、传播或传输程序 以供指



令执行 系统、装置或设备或结合这些指令执行 系统、装置或设备而使用的装置。

计算机可读介质的更具体的示例 （非穷尽性列表 ）包括以下：具有一个或多个

布线的电连接部 （电子装置 ），便携式计算机盘盒 （磁装置 ），随机存取存储器

( RAM ) , 只读存储器 （ROM ) , 可擦除可编辑只读存储器 （EPROM 或闪速存

储器 ），光纤装置，以及便携式光盘只读存储器 （CDROM )。另外，计算机可

读介质甚至可以是可在其上打印所述程序的纸或其他合适的介质 ，因为可以例

如通过对纸或其他介质进行光学扫描 ，接着进行编辑、解译或必要时以其他合

适方式进行处理来以电子方式获得所述程序 ，然后将其存储在计算机存储器

中。

应 当理解，本发 明的各部分可以用硬件 、软件 、固件或它们的组合来实现。

在上述实施方式中，多个步骤或方法可以用存储在存储器中且 由合适的指令执

行 系统执行的软件或 固件来实现。例如 ，如果用硬件来实现，和在另一实施方

式中一样 ，可用本领域公知的下列技术中的任一项或他们的组合来实现：具有

用于对数据信号实现逻辑功能的逻辑 门电路的离散逻辑电路 ，具有合适的组合

逻辑 门电路的专用集成电路 ，可编程 门阵列（PGA )，现场可编程 门阵列（FPGA )

等。

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可以理解 实现上述 实施例方法携带的全部或

部分步骤是可以通过程序来指令相关的硬件完成，所述的程序可以存储于一种

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中，该程序在执行时，包括方法实施例的步骤之一或其组

合。

此外，在本发 明各个实施例中的各功能单元可以集成在一个处理模块中，

也可以是各个单元单独物理存在，也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单元集成在一个模块



中。上述集成的模块既可以釆用硬件 的形式实现 ，也可以釆用软件功能模块的

形式实现 。所述集成的模块如果以软件功能模块的形式实现并作为独立的产品

销售或使用时，也可以存储在一个计算机可读取存储介质 中。

上述提到的存储介质可以是只读存储 器，磁盘或光盘等。尽管上面 已经示

出和描述 了本发 明的实施例 ，可以理解的是 ，上述 实施例是示例性的，不能理

解为对本发 明的限制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在本发 明的范围内可以对上述 实

施例进行变化 、修改、替换和变型。



权 利 要 求

1、一种基 于视频直播 的互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服务端接收第一客户端发送的竟猜任务，所述竟猜任务 包括针对特定频道

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结果的竟猜选项；

所述服务端向特定客户端广播所述竟猜任务；

所述服务端接 收客户端针对所述竟猜任务发送的相应竟猜请求；

所述服务端根据所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与客户

端发送的竟猜请求进行 匹配，并根据 匹配结果向客户端进行相应 的反馈 。

2、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服务端向特定客户端广播

所述竟猜任务 ，包括 ：

所述服务端向所述特定频道 中所有或部分客户端广播所述竟猜任务；或 ，

所述服务端向 包括所述特定频道在 内的多个不 同频道 中所有或部分客户

端广播所述竟猜任务；所述竟猜任务 中包括所述特定频道的频道标识 。

3、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竟猜任务 包括针对特定频

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结果的至少两种竟猜选项；

所述服务端接 收客户端针对所述竟猜任务发送的相应竟猜请求，包括：

所述服务端接 收所述特定频道 中第二客户端针对所述竟猜任 务发送的 包

括第一竟猜选项的第一竟猜请求，以 及 接收所述特定频道 中第三客户端针对所

述竟猜任务发送的包括第二竟猜选项的第二竟猜请求；其 中，所述第一竟猜选

项为所述至少两种竟猜选项中的一种 ，所述第二竟猜选项为所述至少两种竟猜

选项的另一种 。

4、如权利要求 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客户端为任务开启客



户端 ，所述第三客户端为参与客户端；所述第一竟猜请求为任务开启请求，所

述第二竟猜请求为任务参与请求；

所述服务端接 收所述特定频道 中第二客户端针对所述竟猜任 务发送的 包

括第一竟猜选项的第一竟猜请求，以及接收所述特定频道 中第三客户端针对所

述竟猜任务发送的包括第二竟猜选项的第二竟猜请求，包括：

所述服务端接 收所述任 务开启客户端针对所述竟猜任务发送 的包括第一

竟猜选项的任务开启请求；所述任务开启请求中还 包括所述任务开启客户端用

于所述竟猜任务的第一虚拟资产总量；

所述服务端向所述特定客户端广播所述任务开启请求；

所述服务端接 收所述参与客户端发送 的针对所述任 务开启请 求发送的 包

括第二竟猜选项的任务参与请求；所述任务参与请求中还 包括所述参与客户端

用于所述竟猜任务的第二虚拟资产总量。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服务端根据所述特定频道

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 ，与客户端发送的竟猜请求进行 匹配 ，并根

据 匹配结果向客户端进行相应 的反馈 ，包括 ：

当所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与所述第一竟猜选项

匹配时，所述服务端从所述参与客户端对应 的账户 中扣除所述第二虚拟资产总

量 ，并将所扣除的虚拟资产总量增加至所述任务开启客户端对应 的账户 中；

当所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与所述第二竟猜选项

匹配时，所述服务端在所述参与客户端对应 的账户 中增加所述第二虚拟资产总

量 ，并从所述任务开启客户端对应 的账户 中扣除所增加 的虚拟资产总量。

6、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服务端根据所述特定频道



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 ，与客户端发送的竟猜请求进行 匹配 ，并根

据 匹配结果向客户端进行相应 的反馈 ，包括 ：

所述服务端向 匹配的客户端进行相应 的虚拟物品反馈或/和数值反馈 。

7、一种服务端 ，其特征在于，包括 ：

第一接 收模块 ，用于接收第一客户端发送的竟猜任务 ，所述竟猜任务 包括

针对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结果的竟猜选项；

广播模块 ，用于向特定客户端广播所述竟猜任务；

第二接 收模块 ，用于接 收客户端针对所述竟猜任务发送的相应竟猜请求；

匹配模块 ，用于根据所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与

客户端发送的竟猜请求进行 匹配 ；

反馈模块 ，用于根据所述 匹配模块的 匹配结果向客户端进行相应 的反馈 。

8、如权利要 求7所述的服务端 ，其特征在于，

所述广播模块 ，用于向所述特定频道 中所有或部分客户端广播所述竟猜任

务；或 ，

所述广播模块 ，用于向包括所述特定频道在 内的多个不 同频道 中所有或部

分客户端广播所述竟猜任务；所述竟猜任务中包括所述特定频道的频道标识 。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服务端 ，其特征在于，所述竟猜任务 包括针对特定

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结果的至少两种竟猜选项；

所述第二接收模块 ，用于接收所述特定频道 中第二客户端针对所述竟猜任

务发送的包括第一竟猜选项的第一竟猜请求 ，以及接收所述特定频道 中第三客

户端针对所述竟猜任务发送的包括第二竟猜选项的第二竟猜请求；其 中，所述

第一竟猜选项为所述至少两种竟猜选项中的一种 ，所述第二竟猜选项为所述至



少两种竟猜选项的另一种 。

10、如权利要 求 9所述的服务端 ，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客户端为任务开

启客户端 ，所述第三客户端为参与客户端；所述第一竟猜请求为任务开启请求，

所述第二竟猜请求为任务参与请求；

所述第二接收模块 包括：

第一接 收单元 ，用于接收所述任务开启客户端针对所述竟猜任务发送的包

括第一竟猜选项的任务开启请求；所述任务开启请求中还 包括所述任务开启客

户端用于所述竟猜任务的第一虚拟资产总量；

广播单元 ，用于向所述特定客户端广播所述任务开启请求；

第二接 收单元 ，用于接收所述参与客户端发送的针对所述任务开启请求发

送的包括第二竟猜选项的任务参与请求；所述任务参与请求中还 包括所述参与

客户端用于所述竟猜任务的第二虚拟资产总量 。

11、如权利要 求 10所述的服务端 ，其特征在于，

所述反馈模块 ，用于 当所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与

所述第一竟猜选项 匹配时，从所述参与客户端对应 的账户 中扣除所述第二虚拟

资产总量 ，并将所扣除的虚拟资产总量增加至所述任务开启客户端对应 的账户

中；当所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与所述第二竟猜选项 匹

配时，在所述参与客户端对应 的账户 中增加所述第二虚拟资产总量 ，并从所述

任务开启客户端对应 的账户 中扣除所增加 的虚拟资产总量 。

12、如权利要 求7所述的服务端 ，其特征在于，

所述反馈模块 ，用于向 匹配的客户端进行相应 的虚拟物品反馈或/和数值

反馈 。



13、一种基 于视频直播 的互动 系统 ，其特征在于，包括：客户端和服务端；

其 中：

所述客户端 ，用于作为第一客户端时，向所述服务端发送竟猜任务 ，所述

竟猜任务 包括针对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结果的竟猜选项；

所述服务端 ，用于接收所述第一客户端发送的所述竟猜任务；向特定客户

端广播所述竟猜任务；

所述服务端 ，还用于接 收客户端针对所述竟猜任务发送的相应竟猜请求；

所述服务端 ，还用于根据所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

果，与客户端发送的竟猜请求进行 匹配 ，并根据 匹配结果向客户端进行相应 的

反馈 。

14、如权利要 求 13所述的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服务端 ，用于向所述特定频道 中所有或部分客户端广播 所述竟猜任

务；或 ，

所述服务端 ，用于向包括所述特定频道在 内的多个不同频道 中所有或部分

客户端广播所述竟猜任务；所述竟猜任务 中包括所述特定频道的频道标识 。

15、如权利要求 13所述的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竟猜任务 包括针对特定

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结果的至少两种竟猜选项；

所述客户端 ，还用于作 为所述特定频道 中的第二客户端时，针对所述竟猜

任务向所述服务端发送 包括第一竟猜选项的第一竟猜请求；

所述客户端 ，还用于作 为所述特定频道 中的第三客户端时，针对所述竟猜

任务向所述服务端发送 包括第二竟猜选项的第二竟猜请求；

所述服务端 ，用于接收所述第二客户端针对所述竟猜任务发送的包括第一



竟猜选项的第一竟猜请求，以及接收所述第三客户端针对所述竟猜任务发送的

包括第二竟猜选项的第二竟猜请求；其 中，所述第一竟猜选项为所述至少两种

竟猜选项中的一种 ，所述第二竟猜选项为所述至少两种竟猜选项的另一种 。

16、如权利要求 13所述的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客户端为任务开启

客户端 ，所述第三客户端为参与客户端；所述第一竟猜请求为任务开启请求，

所述第二竟猜请求为任务参与请求；

所述客户端 ，用于 当作 为任务开启客户端时，向所述服务端发送针对所述

竟猜任务发送的包括第一竟猜选项的任务开启请求；所述任务开启请求中还 包

括所述任务开启客户端用于所述竟猜任务的第一虚拟资产总量；

所述服务端 ，还用于 当接 收到所述任 务开启客户端发送 的任 务开启请 求

时，向所述特定客户端广播所述任务开启请求；

所述客户端 ，用于作为参与客户端时，向所述服务端发送针对所述任务开

启请求发送的包括第二竟猜选项的任务参与请求；所述任务参与请求 中还 包括

所述参与客户端用于所述竟猜任务的第二虚拟资产总量。

17、如权利要 求 16所述的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服务端 ，用于 当所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与所

述第一竟猜选项 匹配时，从所述参与客户端对应 的账户 中扣除所述第二虚拟资

产总量 ，并将所扣除的虚拟资产总量增加 至所述任务开启客户端对应 的账户

中；当所述特定频道直播 内容相应 目标事件发生的结果与所述第二竟猜选项 匹

配时，在所述参与客户端对应 的账户 中增加所述第二虚拟资产总量 ，并从所述

任务开启客户端对应 的账户 中扣除所增加 的虚拟资产总量 。

18、如权利要 求 13所述的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服务端 ，用于向 匹配的客户端进行相应 的虚拟物品反馈或/和数值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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