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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The embodiments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101 disclose a service acquirement method and terminal, an in

put method and a device, a cloud service card and a system,
云终端获取服务卡的标识 which relate to the field of 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y.

The method for acquiring cloud service contents in the em
bodiments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includes the following

102 steps: a cloud terminal acquires the identifier of the service
云终端根据 云服务卡的标识 从 云指令集服务器 card; the cloud terminal acquires, according to the identifi
获取与云服 务卡的标识相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集 er of the cloud service card, a cloud service instruction set

corresponding to the identifier of the cloud service card
from a cloud instruction set server; the cloud terminal ac

0 3 quires, according to a cloud service instruction in the cloud
云终端根据云服务指令集中的云服务指令从云 service instruction set, the cloud service contents from a

业务服务器获取云业务 内容 cloud service server. The present invention i s applicable
for speedily acquiring the newest cloud service provided by

< the operator.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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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包括 国际检索报告，在收到该报告后将重新公
布(细则 48.2(g)) 。

(57) 摘要：

本发明实施例公开了一种获取服务的方法和终端、输入方法和设备 、云

服务卡及 系统，涉及云计算技术领域。本发明实施例获取云业务内容的方法

包括：云终端获取服务卡的标识；云终端根据云服务卡的标识从云指令集服

务器获取与云服务卡的标识相对应的云服务指令集；云终端根据云服务指令

集中的云服务指令从云业务服务器获取云业务内容。本发明适用于快速获取

运营商提供的最新的云服务。



获取服务的方法和终端 、输入方法和设备 、云 服务卡及 系统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云计算和互联 网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获取服务的方法和

终端 、输入方法和设备 、云服务卡及 系统。

背景技术

目前有许多能够通过插入服务卡获取服务的方法，例如学习机 ，当用户

把服务卡插入到终端或者插入到输入设备 时，终端识别服务卡的标识 、并根

据操作指令做 出响应执行相应 的程序 。

但利用这种现有技术，其所提供 的服务都需要预先存储在终端设备 中，

不便 于更新所提供 的服务 内容 ，而且 由于所有 的服务都是 固化 的，无论对用

户灵活的获取新 的服务 内容，以及服务提供商提供新的服务 内容 ，甚至 包括

对服务资费的调整等都带来极 大的不便 。

发 明内容

本发 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获取服务的方法和终端 、输入方法和设备 、云

服务卡及 系统 ，便 于用户获取最新的服务。

一方面，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获取服务的方法具体 包括 ：云 终端获

取服务卡的标识；云终端根据云服务卡的标识从 云指令集服务器获取与云服

务卡的标识相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集；云终端根据云服务指令集 中的云服务指

令从 云 业 务服务器获取云业务 内容。

另一方面，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终端 ，包括：第一获取模块 ，用

于获取服务卡的标识 ；第二获取模块 ，用于根据云服务卡的标识 从 云 指令集

服务器获取与云服务卡的标识相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集；第三获取模块 ，用于

根据云服务指令 集中的云服务指令从 云 业 务服务器获取云业务 内容。

另一方面，本发 明还提供 了一种输入方法，包括：当云输入设备与云服

务卡连接 时，获取服务卡的标识；云输入设备向云终端发送携带云服务卡的



标识的消息，以使得云终端根据云服务卡的标识 从 云 指令集服务器获取与云

服务卡的标识相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集。

另一方面，本发 明还提供 了一种输入设备 ，包括：第一获取模块 ，用于

当云输入设备与云服务卡连接 时，获取服务卡的标识；第一发送模块 ，用于

向云终端发送携 带云服务卡的标识的消息，以使得云终端根据云服务卡的标

识 从 云 指令集服务器获取与云服务卡的标识相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集。

本发 明还提供 了一种云服务卡 ，包括 ：标识模块 ，用于标识云服务卡 ，

标识使 云终端根据标识从 云指令 集服务器获取 与标识相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

集；输 出模块，仅用于提供标识模块 中包括的标识。
本发 明还提供 了一种获取服务的系统 ，包括：云 业务服务器、云 指令集

服务器、云终端和云服务卡，其 中，云终端，用于获取服务卡的标识 ，根据

云服 务卡 的标识从 云指令 集服 务器获取与云服 务卡的标识相对应 的云服 务

指令集，并根据云服务指令 集中的云服务指令从云业务服务器获取云业务 内

容；云服务卡 ，包括标识模块 ，用于标识云服务卡 ，标识使云终端根据标识

从云指令 集服务器获取与标识相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集，以及 ，输 出模块，仅

用于提供标识模块 中包括的标识；云指令集服务器，用于根据云服务卡的标

识发送云服务指令集给云终端；云业务服务器，用于根据云服务指令集或云

服务指令为云终端提供服务 内容。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获取服务的方法、装置和 系统 ，云终端获取服务卡

的标识 ，根据所述云服务卡的标识从云指令集服务器获取与所述云服务卡相

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集，并根据 中的云服务指令从云业务服务器获取云业务 内

容。在本发 明实施例 由于所获取 的云业务 内容为根据服务指令从业务服务器

上获取 的，因此能便捷 的获得最新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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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本发明一 实施例获取服务的方法流程示意图；

图 2 为本发明另一 实施例获取服务的方法流程示意图；

图 3 为本发明一 实施例终端的结构示意 图；

图 4 为本发明另一 实施例终端 的结构示意图；

图 5 为本发明实施例 中第三获取子模块结构示意图；

图 6 为本发明实施例 中第三获取子模块结构示意图；

图 Ί 为本发明一 实施例输入方法流程示意图；

图 8 为本发明一 实施例输入设备结构示意图；

图 9 为本发明一 实施例云服务卡结构示意图；

图 10 为本发明一 实施例 系统框架示意 图；

图 11 为本发明再一 实施例具体方法流程示意图；

图 12 为本发明实施例以看 电影为场景获取 务方法流程示意图；

图 1 3 为本发明实施例以点播卡拉 0K 为场景获取服务方法流程示意图；

图 14 为本发 明实施例以选购家具为场景的获取 务的方法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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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发 明一 实施例提供一种获取服务的方法，图 1 为本发 明一 实施例获取

服务的方法流程示意图，如 图 1 所示，所述方法 包括：

101、云终端获取服务卡的标识 。

可以理解的是 ，根据云终端和云服务卡之 间的连接 的方式不同，以及信



息传输的方式不 同，云 终端获取 务卡的标识可 以有多种方法。

从有 线和无线的角度 区分 ，云终端可 以 通过有 线链路获取服务卡 的标

识 ，也可以通过无线链路获取服务卡的标识。

卡之 间连接到云终端时，云终端可以直接获取服务卡发送的云服务卡标识信

息。可以意识到的是 ，这种直接获取 的方法既可以有线的也可以是无线的。

当云终端和云服务卡不是直接连接 ，例如 ，云服务卡首先连接到云输入

设备 ，云输入设备获取 了云服务卡标识信 息后 ，再将该标识信 息发送到云终

端 ，在这种情况下，云终端可以是获取云输入设备发送的云服务卡标识信 息。

再例如 ，当云终端和云服务卡不是直接连接 时，云输入设备在获取 了云

服务卡标识信息后 ，可以不仅将云服务卡标识信 息发送给云终端 ，而且可以

发送其他信 息，例如云服务卡连接 消息给云终端 ，并在该云服务卡连接 消息

中携带云服务卡标识信 息。这种情况下，云终端获取云输入设备发送的云服

务卡连接 消息，云 服 务卡连接 消息中包括云服务卡标识信 息。

102、云终端根据云服务卡的标识从云指令 集服务器获取与云服务卡的

标识相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集。

云终端获得云服务卡标识信 息后 ，可以主动将该云服务卡标识信息发送

给云指令 集服务器，或者 ，由云指令集服务器从云终端获取 ，其获取方式可

以由现有技术实现 ，本发 明实施例在此不作 限定。

云终端根据所获得 的云服 务卡的标识 从 云 指令 集服 务器获取 与云服 务

卡的标识相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 集。可以理解的是 ，云终端获取 的该云服务指

令集可以是云指令集服务器主动发送的，也可以是云指令集服务器应云终端

的请求或者应其他 的请求，或者收到其他 的触发信号而发送的，在此也不作

限定。

进一步的，本步骤可以包括：

云终端向云指令 集服务器发送获取服务指令集的请求消息，请求消息中

包括云服务卡的标识及云终端的标识 。这种方式也可以是云终端主动将云服



务卡标识信 息发送给云指令集服务器的一种 。

云终端接 收云指令 集服 务器根据 云服 务卡 的标识及云终端的信 息进行

鉴权认证后发送的云服务指令 集。由于具体 的鉴权认证是 由云指令集服务器

进行的，在此不作赘述。

1 0 3、云终端根据云服务指令集 中的云服务指令从云业务服务器获取云

业务 内容。

可 以理解 的是 ，当云终端获取 了云指令 集服 务器下发 的云服 务指令 集

后 ，根据所接收到的云服务指令集 中具体 的云服 务指令从 云业 务服务器获取

云业务 内容。

在本 实施例 中云终端获取服务卡的标识 ，根据云服务卡的标识从云指令

集服务器获取与云服务卡相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集，并根据 中的云服务指令从

云业务服务器获取云业务 内容。在本发 明实施例 由于所获取 的云业务 内容为

根据服务指令从业务服务器上获取 的，即使云服务卡没有 变化 ，云服务卡标

识没有 变化 ，云终端没有 变化 ，只要月良务器上的 内容发生变化 ，用户即可以

获取 变化后 的业务，因此本发 明实施例能是用户便捷 的获得最新的服务。

本发 明另一实施例提供一种获取服务的方法，图 2 为本发 明另一 实施例

获取服务的方法流程示意图，如 图 2 所示，所述方法包括：

2 0 1、云终端获取服务卡的标识 。

其 中，具体 实施方式可以参见上一 实施例。

2 0 2、云终端根据云服务卡的标识从云指令 集服务器获取与云服务卡的

标识相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集。

其 中，具体 实施方式可以参见上一 实施例。

2 0 3、云终端获取服务卡被选择 的位置的坐标信 息。

当云服务卡上的某个位置被选择之后 ，云终端获取服务卡被选择 的位置

的坐标信 息。

可以理解的是 ，根据云终端和云服务卡之 间的连接 的方式不同，以及信



息传输的方式不 同，云终端获取服务卡被选择 的位置的坐标信 息可以有多种

方法。

与上一 实施例的步骤 1 0 1 类似 的是 ，在 2 0 3 中，云终端可以直接获取服

务卡发送的坐标信 息；或者 ，云终端也可以获取云输入设备发送的坐标信 息。

可 以 意识到的是 ，云服 务卡被选择 的位置可 以是用户通过点击的方法选择

的，也可以是通过其他方式选择 ，在此不作 限定。该位置对应 于某个预设 的

坐标信 息，当用户点击某个位置则对应一个坐标信 息，或者 ，用户点击在某

个 区域 中，该 区域 中所有 的位置有相 同的坐标信 息。

2 04 、云终端根据 坐标信 息从云服务指令 集 中获取与坐标信 息对应 的云

服务指令 ；

从 2 0 3 可以看 出服务卡上每个位置对应相应 的坐标信 息，当云终端获取

到该坐标信 息后 ，可以根据该坐标信 息从 2 0 2 中所获得 的云服务指令集中获

取与坐标信 息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 。具体 的获取方法可以通过查找或者对 比等

方法，在本发明实施例 中不作 限定。

可以理解的是 ，云服务指令集可以包括多个云服务指令 ，云服务指令可

以与不同的节点 区域相 匹配或者对应 。在所获取 的云服务指令 集中的云服务

指令所对应或 匹配的所有节点 区域 中，根据该坐标信息查找云服务卡被选择

的位置应该对应于哪个节点 区域。

具体 的，可以是 ，在云服务指令集的节点 中规定 了各个节点的节点 区域 ，

将该坐标信 息和节点 区域进行对 比，查找此坐标信 息位 于哪个节点的 "节点

区域 " 里 面，从 而定位 出坐标所属节点。这样就将云服务卡被选择 的位置与

云服务指令集中的具体 的云服务指令进行 了匹配 ，即，根据云服务卡被选择

的位置从云服务指令集 中获取与坐标信 息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 。

2 0 5、云终端根据云服务指令从云业务服务器获取云业务 内容并执行相

应操作 。

可以理解 的是 ，具体 的云服务指令是用户要获得 的服务的具体指令 ，根

据该具体 的指令 ，云终端可 以从 云 业务服务器获取云业务 内容并执行相应操



作 。

进一步的，作为一种具体 的实现方式可以包括：

云终端获取服务指令 中包括节点类型和节点 内容信 息；

例如 ，"节点类型 " 指 的是具体服务类型 ，例如可以规定该云服务指令

是打开 网页，还是视频播放 ，或者执行程序 ，以及是用作键盘或者触摸 区等 ，

凡是现有技术可以实现 的类型都可以作为本发 明实施例的节点类型 ，在此不

一一列举 。

另外 ，"节点 内容 " 可 以指具体服务的内容 ，例如所规定的具体 内容。

例如 ，当节点类型为打开 网页时，节点 内容则规定具体打开什 么网页；当节

点类型为视频播放 时，节点 内容则规定具体播放什 么视频等。

云终端根据节点类型和节点 内容信 息从 云业务服务器获取云业 务 内容。

云终端根据获得 的节点类型和节点 内容信 息，从 云业务服务器获取云业

务 内容并执行相应操作 。可以理解的是 ，此处执行相应操作可以是云终端 自

身执行相应 的操作 ，也 可以是云终端通过接 口使有相应功能的执行设备执行

具体操作 。

或者 ，作为另一 中具体 的实现方式 ，云终端获取服务指令 中包括节点属

性 ，而节点的属性还具体为：

节点的属性可以包括节点所在 的区域类型 ，节点的操作 区域 、该节点的

操作类型 、操作 内容等。区域类型用来标示操作 区域是长方形 、圓等 ，操作

区域标示 区域 坐标 范围；操作类型是标示如何 来触发或展现操作 内容 的类

型 ，例如键盘 、鼠标 、视频 、打 电话等；操作 内容是操作所要触发 的真正含

义，例如按下键盘 "A" 键等。

当用户点击云服务卡某个 区域 时，云输入设备检 测到用户所点击位置的

位置坐标并发送到云终端 ，云终端根据所接收到的位置坐标 ，首先在云操作

指令集的所有节点里面查找此位置坐标位于哪个节点的 "操作 区域 " 里面，

从 而定位 出坐标所属节点，然后根据 " 区域类型 " 判断是 系统 区域 、用户 区

域等 ，再判断 "操作类型 " 是打开 网页、视频播放 、执行程序等 ，以 "操作



内容 " 为参数 ，调用云终端提供 的功能，获取 "操作 内容" 指定的云业务 内

容。

以上 两种方式仅为进一步的示例说 明，节点的属性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不

同程度 的设置，可以设置多种属性满足 多个要求 ，也可以设 置较少的属性满

足尽量简单的要 求，本发 明对此不作 限定。

进一步的，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 ，还 可 以 包括：

云终端根据云服务指令 集从 云 业务服务器获取云业务 内容。

可以理解 的是 ，具体可以为显示与云服务卡标识相对应 的主界面内容。

进一步的，本步骤 中，云终端可以根据云服务指令集获取服务卡标识所

对应 的云业务 内容。例如 ：云终端获取云服务指令 集后 ，解析云服务指令集，

根据云服务卡类型以及 云服务卡 内容等信 息，获取服务 内容并执行。

具体 的，可 以 包括：

云终端获取服务指令集 中包括的云服务卡类型和云服务卡 内容信 息。

可以理解 的是 ，与服务卡标识相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集中包含云服务卡类

型和云服务卡 内容信 息。终端获取该具体 的云服务卡类型和云服务卡 内容信

息，其具体 的获取方式可以有现有技术实现 ，在此不作 限定。

云终端根据云服 务卡类型和云服 务卡 内容信 息从 云业务服 务器获取 云

业务 内容并执行 。

云终端根据上述所获得 的具体 的云服务卡类型和云服 务卡 内容信 息从

云 业 务服 务器获取 云业务 内容 。具体 的获得 方法可以是云终端通过请 求获

得 ，也可以是云业务服务器主动发送 ，具体的方法并不影响本发 明的实施。

举例而言，云服务卡类型可以包括该云服务卡对应要执行的操作 ，或者要提

供 的服务的类型 ，而云服 务卡 内容可以包括该云服务卡对应要提供的服务的

内容。其 中，具体 的类型和 内容可以是现有技术 中的任意一种 ，本发 明不作

限定，具体 的例子可以参见节点类型和节点 内容。其具体 的执行方式可以是

云终端 自身执行相应 的操作 ，也可以是云终端通过接 口使有相应功能的执行

设备执行具体操作 。



此外 ，在上述 两个 实施例 中，云服务指令集可以为预先设置在云指令 集

服务器上的与云服务卡相对应 的指令 集，云业务 内容可以为预先设 置在云业

务服务器上的与云 服务卡相对应 的服务 内容。

本发 明实施例通过获取服 务卡被选择 的位 置的坐标信 息获取服 务指令

集中具体 的云服务指令 ，从 而最终从 云 业 务服务器获取云业务 内容并执行相

应操作 ，使得用户可以获得更精细化 的服务。而运 营商可以通过预先设置在

云指令集服务器上的指令集和预先设 置在云业务服务器上的服务 内容 ，为用

户提供 实时更新 的服务。

本发 明一 实施例提供一种终端，图 3 为本发 明一 实施例获取服务的结构

示意图，如 图 3 所示，所述终端 包括：第一获取模块 301 、第二获取模块 302 、

第三获取模块 303，其 中，

第一获取模块 301 ，用于获取服务卡的标识；

第二获取模块 302，用于根据云服务卡的标识 从 云 指令 集服务器获取与

云 服务卡的标识相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 集；

第三获取模块 303，用于根据云服务指令集中的云服务指令从云业务服

务器获取云业务 内容。

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第一获取模块 301 、第二获取模块 302 及第三获取模

块 303 的具体执行的内容可以参见方法实施例。

在本 实施例 中第一获取模块获取服务卡的标识 ，第二获取模块根据所述

云服 务卡 的标识从 云指令 集服 务器获取与所述云服务卡相对应 的云服 务指

令集，第三获取模块根据 中的云服务指令从云业务服务器获取云业务 内容。

在本发 明实施例 由于所获取 的云业务 内容为根据服 务指令从业务服 务器上

获取 的，因此能便捷 的获得最新的服务。

本发 明另一 实施例提供一种终端 ，图 4 为本发 明另一实施例获取服务的

结构示意 图，如 图 4 所示，所述终端 包括：第一获取模块 4 01、第二获取模



块 402 、第三获取模块 403 ，其具体 的执行 内容可以参见上一 实施例。其 中，

第三获取模块 403 ，进一步 包括：

第一获取子模块 4031 ，用于获取服 务卡被选择 的位置的坐标信 息；

第二获取子模块 4032，用于根据 坐标信 息从云服 务指令 集中获取与坐标

信 息对应 的云服 务指令 ；

第三获取子模块 4033 ，用于根据云服务指令从云业务服 务器获取云业务

内容并执行相应操作 。

上述模块的具体执行操作可以参见相应 的方法实施例 ，在此不作赘述。

再进一步的，第三获取模块还 可 以 包括 ：

第四获取子模块 4034 ，用于根据云服务指令 集获取服务卡标识所对应 的

主界 面 内容。

更进一步的，第二获取模块 402 ，可 以进一步 包括：

第一发送子模块 4021，用于向云指令 集服务器发送获取服务指令 集的请

求消息，请求消息中包括云服 务卡的标识 及 云终端的标识 ；

第一接 收子模块 4022 ，用于接收云指令 集服务器根据云服务卡 的标识及

云终端的信 息进行鉴权认证后发送的云服务指令 集。

此外 ，第一获取模块 401 可以 包括 以下子模块之一：

第五获取子模块 ，用于直接 获取服务卡发送的云服务卡标识信 息。

第六获取子模块 ，用于获取云输入设备发送的云服务卡标识信 息。

第七获取子模块 ，用于获取云输入设备发送的云服务卡连接 消息，云服

务卡连接 消息中包括云服务卡标识信 息。

图 5 为本发 明实施例 中第三获取子模 块结构示意 图，如 图 5 所示 ，第三

获取子模块 4 033 ，包括 ：

第一获取单元 40331 ，用于获取服务指令 中包括 的节点 区域和节点类型

信 息；

第二获取单元 40332 ，用于根据节点 区域和节点类型信 息从 云 业 务服 务

器获取云业务 内容。



图 6 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三获取子模块结构示意图，如图 6 所示，第四

获取子模块 4034，包括：

第三获取单元 40341 ，用于获取服务指令集中包括的云服务卡类型和云

服务卡内容信息；

第四获取单元 40342 ，用于根据云服务卡类型和云服务卡内容信息从云

业务服务器获取云业务内容。

可以理解的是，在上述的装置实施例中，各个模块，子模块或者单元的

具体执行方法可以参照相应的方法实施例。上述实施例的装置可以是云终

端，该云终端可以是和输入设备集成一体，可以直接与服务卡连接的，也可

以是和输入设备分开，通过输入设备与服务卡进行连接。

本发明实施例第一获取子模块获取服务卡被选择的位置的坐标信息，第

二获取子模块获取服务指令集中具体的云服务指令，第三获取子模块最终从

云业务服务器获取云业务内容并执行相应操作，使得用户可以获得更精细化

的服务。而运 营商可以通过预先设置在云指令集服务器上的指令集和预先设

置在云业务服务器上的服务内容，为用户提供实时更新的服务。

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一种输入方法，图 7 为本发明一实施例输入方法流

程示意图，如图 7 所示，所述方法包括：

501、当云输入设备与云服务卡连接时，获取服务卡的标识.

可以理解的是，根据云输入设备和云服务卡之间的连接的方式不同，以

及信息传输的方式不同，云输入设备获取服务卡的标识 可 以有多种方法。例

如，当云输入设备和云服务卡之间的连接的方式为有线连接是，可 以通过云

服务卡插入云输入设备的方式进行。当云输入设备和云服务卡之间的连接的

方式为无线连接是，可以通过 WIFI 、蓝牙等无线方式连接。在本发明中不作

限定。

502、云输入设备向云终端发送携带云服务卡的标识的消息，以使得云

终端根据云服务卡的标识从云指令集服务器获取与云服务卡的标识相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集。

云输入设备向云终端发送携带云服务卡的标识的消息，具体 的可以是 ，

云输入设备向云终端发送消息，该信息中只 包含云服务卡的标识信 息，或者 ，

云输入设备向云终端发送消息，在该消息中包含其他信 息，如通知云终端有

云服务卡连接到云输入设备的信 息，同时包含云服务卡的标识信 息。

该云服 务卡 的标识可 以使 云终端根据云服 务卡 的标识从 云指令 集服 务

器获取与云服务卡的标识相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集。

进一步的，本发 明实施例还 可 以 包括 ：

5 0 3、云输入设备获取用户选择 的位置的坐标信 息。

云服务卡被选择 的位置可以是用户通过点击的方法选择 的，也可以是通

过其他方式选择 ，在此不作限定。该位置对应于某个预设 的坐标信 息，当用

户点击某个位置则对应一个坐标信 息，或者 ，用户点击在某个 区域 中，该 区

域 中所有 的位置有相 同的坐标信 息。云输入设备根据用户选择 的位置和坐标

信 息的对应 关系获取用户选择 的位置的坐标信 息。

5 04、云输入设备 向云终端发送坐标信 息。

具体 的，云输入设备 向云终端发送坐标信 息的发送方法可以采用任一种

现有技术。进一步的，该坐标信 息可以使云终端能从获取 的云服务指令集获

取到具体 的云服务指令 ，从 而 到云业务服务器获取具体 的云业务 内容。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云输入设备向云终端发送的携带云服务卡的标识 的

消息，可以使云终端根据云服务卡的标识从云指令集服务器获取与云服务卡

的标识相对应的云服务指令集，从 而在云服务卡及云服务卡标识不发生变化

时，云终端也能获得服务器提供 的最新服务。

本发 明一 实施例提供一种输入设备 ，图 8 为本发 明一 实施例输入设备结

构示意图，如 图 8 所示 ，该设备 包括：

第一获取模块 8 0 1，用于 当云输入设备与云服务卡连接 时，获取服务卡

的标识；



第一发送模块 8 0 2，用于向云终端发送携带云服务卡的标识的消息，以

使得 云终端根据 云服务卡 的标识从 云指令 集服 务器获取 与云服务卡 的标识

相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集。

进一步的，该设备 包括 ：

第二获取模块 8 0 3，用于获取用户选择 的位置的坐标信 息；

第二发送模块 8 04，用于向云终端发送坐标信 息。

上述模块执行的具体操作可以参考相应 的方法实施例。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第一发送模块向云终端发送第一获取模块获取 的云

服务卡的标识的消息，可 以使云终端根据云服务卡的标识 从 云 指令集服务器

获取与云服务卡的标识相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集，从 而在云服务卡及云服务卡

标识不发生变化 时，云终端也 能获得服务器提供 的最新服务。

本发 明实施例七提供一种云服务卡 ，图 9 为本发 明一 实施例云服务卡结

构示意图，如 图 9 所示 ，云 服务卡 包括 ：

标识模块 901 ，用于标识云服务卡 ，标识使云终端根据标识从 云指令 集

服务器获取与标识相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集。

具体 的，标识可采用但 不限于二位码 、水印码 、条型码等方式表达。而

且该标识可以有足够的长度 ，能表达国家代码 、运 营商代码 、云业务提供 商

代码 、具体 的云业务代码 、序 列号等 ，但不仅 限于此。

在前述的实施例 中也提到过 ，云服务卡的标识 包括明码或暗码 ，其 中，

暗码为加 密的标识。对于标识为暗码 的云服务卡 ，初次使用后云服务卡则与

当前云终端或云输入设备绑定，绑定之后的云服务卡不能在其他云终端或云

输入设备上使用。

输 出模块 902 ，仅用于提供标识模块 中包括的标识。

可 以 意识到的是 ，该输 出模块仅仅提供服务卡的标识 ，使云终端根据标

识获取最新的云服务指令集和云业务 内容。

进一步的，该标识可以是加密的标识 ，也可以是不加密的标识 。本发 明



实施例 中的标识 可 以 采用二维码等现有技术实现 。

另夕卜，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该云服务卡可以是各种材料 的卡 ，例如纸卡 ，

也可以是具备存储功能的卡 ，在本发 明中不做 限定。

上述模块执行的具体操作可以参考相应 的方法实施例。

本发 明实施例 的云服 务卡的标识模 块 中的标识使 云终端根据标识 从 云

指令集服务器获取与标识相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集，从 而是云终端在云服务卡

不变的情况下能获得更新后的服务。

本发 明实施例八提供一种 系统 ，图 1 0 为本发 明一 实施例 系统框架示意

图，如 图 10 所示，该 系统 包括：云业务服务器 1001 、云指令 集服务器 1 002 、

云终端 1003 和云服务卡 1004 ，在 图 10 中为 了更容 易理解 ，还体现 了云服务

提供商 1007 ，可以理解 的是 ，云服务提供 商在云业务服务器发布云服务 内容 ，

在云指令 集服务器中发布云服务指令 集，并可以根据需要 实时更新。

云终端 ，用于获取服务卡的标识 ，根据云服务卡的标识从云指令集服务

器获取与云服务卡的标识相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集，并根据云服务指令集中的

云服务指令从云业务服务器获取云业务 内容。具体 的，还可以用于从云服务

指令集中查找与云服务卡上被选择位置的位置坐标相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 ；将

获取 的云服务指令发送到云业务服务器以获取云业务 内容并进行相应操作 。

云服务卡 ，包括标识模块，用于标识云服务卡 ，标识使云终端根据标识

从云指令 集服务器获取与标识相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集，以及 ，输 出模块，仅

用于提供标识模块 中包括的标识 。

云指令 集服务器 ，用于根据云服 务卡 的标识发送云服 务指令 集给云终

端。

云业务服务器，用于根据云服务指令集或云服务指令为云终端提供服务

内容。

进一步的，该 系统还可以包括 ，云输入设备 1005 ，用于 当云输入设备与

云服务卡连接 时，获取服务卡的标识 ，以 及 ，云输入设备向云终端发送携带



云服务卡的标识 的消息，以使得云终端根据云服务卡的标识从云指令 集服务

器获取与云服务卡的标识相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集。

此外 ，云输入设备用于获取服务卡上被选择位置的位置坐标 ，并将所述

获取 的云服务卡上被选择位置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云终端，该被选择 的位置由

用户指定。

进一步的，云指令集服务器，还用于，在发送云服务指令集给云终端之

前 ，根据云服务卡的标识及云终端的信 息对云终端发送的请求消息进行鉴权

认证 。

具体 的，云指令 集服务器进行鉴权认证 ，可 以 包括：对云服务卡的标识

的合法性进行认证 ；或者 ，当云服务卡的标识为加密标识 ，且云服务卡标识

没有 已绑定的云终端时，对云服务卡和 当前云终端进行绑定 ，使云服务卡只

能在 当前云终端上使用；或者 ，当云服务卡的标识为加 密标识 ，且 云服务卡

标识有绑定的云终端时，确定云服务卡 当前的云终端与绑定的云终端一致。

当然，云服务卡也可以和输入设备绑定。初次使用后云服务卡则与 当前

云终端或云输入设备绑定，绑定之后 的云服务卡不能在其他云终端或云输入

设备上使用。

本发 明实施例的系统 ，当云终端获取到云服务卡的标识后 ，根据该标识

获取服务指令集，并根据云服务指令集 中的云服务指令从 云业 务服务器获取

业务。从 而在云业务服务器中的服务 内容发生变化 时，使云终端能获取最新

的服务。

本发 明采用 "云 " 的概念 ，将云服务指令集、云 业务 内容等和云终端 隔

离开来，降低耦合度 ，解决 了云输入设备和云终端的绑定关系，即在云服务

卡未变的情况下，使用云输入设备打开的内容可以随需而变。将云服务指令

集存放在云指令集服务器上 ，云服务提供商可以随时更新云服务指令 集以及

云业务 内容 ，云终端接收到云输入设备发送的云服务卡插入 消息，从 云指令

集服 务器上获取 最新的云服 务指令 集或者将云终端现有 的云服务指令 集更

新为最新 的云服务指令 集，这样云服务运 营商在更新 资讯服务时，无需更换



客户的云服务卡 ，便可使用户获得最新的服务。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获取服务的方法、装置和 系统 ，由云服务提供商发

行云服务卡 ，并将与所述云服务卡相对应的云服 务器指令集发布在云指令集

服务器上 ，将与所述云服务卡相对应 的云业务 内容发布在云业务服务器上；

云终端根据用户在云服务卡上选择 的位置，确定具体 的云服务指令 ，将云服

务指令发送到云业务服务器以获取云业务 内容并进行显示。采用本发明提供

的方法，用户只需要在云服务卡上选择所需服务 ，便可一键 式打开资源，快

速得到所需要 的云业务 内容。此外 ，所述云服务卡发行成本低 ，而且 云服务

指令集的升级更新非常方便 ，云终端能够实时从 云指令 集服务器下载最新的

云服务指令集，便 于用户 实时获取最新的云业务 内容。

为更详 细的说 明本发 明实施例 ，本发 明再一 实施例提供一种具体 的实施

方法，为 了方便理解 ，在本具体 实施例 中加入 了场景的描述 ，图 11 为本发

明再一 实施例具体方法流程示意图，如 图 11 所示，本方法实施例 包括：

1101、云服务提供商发行云服务卡。

1102、云服务提供商将与云服务器卡相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集发布在云指

令集服务器上，将与云服务卡相对应 的云业务 内容发布在云业务服务器上。

1103、用户将云服务卡插入云输入设备 。

1104、云输入设备检测插入云服务卡的云服务卡标识。

1105、云输入设备向云终端发送云服务卡插入 消息以及该插入 的云服务

卡的云服务卡标识。

1106、云终端向云指令 集服务器发送获取 最新云服 务指令 集的请 求消

息，以获得最新的云服务指令 集，请求消息中包括云服务卡的标识以及云终

端的标 只。

1107、云指令集服务器对请求消息进行鉴权认证 ，鉴权认证一方面包括

对云服务卡的标识的合 法性进行认证 ；另一方面 当云服务卡的标识为加密标

识时，云指令 集服务器对云服务卡和 当前云终端进行绑定，从而使得云服务



卡只能在 当前云终端上使用。

1108、云终端接收云指令集服务器下发 的云服务指令集，云服务指令 集

与云力良务卡的标识相对应 。

1109、云终端从 云业务服 务器获取 与云服 务卡标识相对应 的云服 务 内

容 ， 自动显示卡 片主界 面。

1110、云输入设备检 测云服务卡上被选择 的位置坐标 ，被选择 的位置由

用户指定。

1111 及 1112、云输入设备检测位置坐标 ，并将检测到的位置坐标发送

给云终端。

1113、云终端根据用户所选择 的云服务卡上的位置坐标 ，在云服务指令

集中查找与用户所选择 的位置相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 。

1114、云终端将获取 的云服务指令发送到云业务服务器。

1115、云业务服务器执行接收到的云服务指令 ，确定云业务 内容。

1116、云业务 务器将云业务 内容发送到云终端。

1117、云终端获取 云业务 内容并执行相应 的操作 。

在本发 明实施例 由于所获取 的云业务 内容为根据服 务指令从业务服 务

器上获取 的，即使云服务卡没有 变化 ，云服务卡标识没有 变化 ，云终端没有

变化 ，只要月良务器上的 内容发生变化 ，用户即可以获取 变化后 的业务，因此

本发 明实施例能是用户便捷的获得最新的服务。

仍以具体 的场景描述本发 明实施例的一种获取服务的方法，本 实施例提

供 了一种获取服务的方法，可通过互联 网快速观看 电影 ，图 12 为本发 明实

施例以看 电影为场景的获取 务的方法流程示意 图，如 图 12 所示 ，方法包

括：

1201、云输入设备检测到有云服务卡插入 。

1202、云输入设备检测所插入云服务卡的标识。

1203、云输入设备向云终端发送云服务卡插入 消息，云服务卡插入 消息



包括所插入 的云 服务卡的标识 。

12 04、云终端向云指令 集服务器发送获取 最新云服 务指令 集的请 求消

息，请求消息中包括云服务电影卡的云服务卡标识 以 及 云 终端的标识。

12 05、云指令集服务器接收到云终端发送的请求消息，根据请求消息中

包含 的云服务卡的标识 以 及 云 终端等信 息进行鉴权认证 ，判定为云服务电影

卡有效。

12 06、云指令集服务器向云终端下发与云服务电影卡相对应 的最新云服

务指令集。

12 07、云终端从云业务服务器获取与云服务电影卡相对应 的云服务卡主

界面内容 ，即，根据云服务卡标识获取主界面内容。

12 08、云终端确定云服 务卡主界 面 内容为 电影海报 图片并将其进行显

示，即，云终端确定云服务卡类型。

12 09、云输入设备检 测所插入云服务卡上被选择位置的位置坐标 ，被选

择 的位置 由用户指定。

12 10 及 12 11、云输入设备检测位置坐标 ，并将检测 出的位置坐标发送

到云终端。

12 12、云终端在云服务指令 集中查找与云输入设备发送的位置坐标相对

应 的云服务指令 。

12 1 3、云终端将获取 的云服务指令发送到云业务服务器。

12 14、云业务服务器执行接收到的云服务指令 ，获取用户所选 电影的视

频资源。

12 15、云业务服务器将获取 的用户所选 电影的视频资源发送到云终端。

12 16、 云 终端根据接收到的视频资源播放所选 电影。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获取服务的方法，云终端根据用户插入 的云服务 电

影卡的标识确定所插入云服务卡为云服务电影卡 ，并从云指令集服务器获取

最新的云服务指令集；云终端根据所插入云服务卡的标识 从 云 业务服务器获

取与云服务卡对应 的主界面内容并显示；根据云输入设备检 测所插入云服务



卡上被选择位置的位置坐标确定具体 的云服务指令 ，将云服务指令发送到云

业务服务器以获取用户所选 电影的视频资源，显示在云终端上。采用本发 明

用户可 以 一 键式打开 网络资源，操作过程 简单 ，便 于用户快速观看所选择 的

电影。

本 实施例以点播卡拉 0K 为具体场景描述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获取服务

的方法，本 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获取服务的方法，图 1 3 为本发 明实施例以点

播卡拉 0K 为场景的获取服务的方法流程示意图，如 图 13 所示，方法包括：

1 301 、云输入设备检测到有云服务卡插入 。

1 302 、云输入设备检测所插入云服务卡拉 0K 卡的云服务卡标识 。

1 303 、云输入设备向云终端发送云服务卡插入 消息，云服务卡插入 消息

包括所插入 的云服务卡的标识 。

1 304 、云终端向云指令 集服务器发送获取 最新云服 务指令 集的请 求消

息，请求消息中包括云服务卡拉 0K 卡的云服务卡标识 以 及 云 终端的标识。

1 305 、云指令集服务器接收到云终端发送的请求消息，根据请求消息中

包含 的云服务卡的标识 以 及 云 终端等信 息进行鉴权认证 ，判定为云服务卡拉

0K 卡有效。

1 306 、云指令集服务器向云终端下发与云服务卡拉 0K 卡相对应 的云服

务指令集。

1 307 、云终端向云业务服务器获取与云服务卡拉 0K 卡相对应 的云服务

卡主界面 内容。

1 308 、云终端确定云服务卡主界面内容为卡拉 0K 菜单 图片并将其进行

显示。

1 309 、云输入设备检 测所插入云服务卡上被选择位置的位置坐标 ，被选

择 的位置 由用户指定。

1 310 及 1 311、云输入设备检测位置坐标 ，并将检测 出的位置坐标发送

到云终端。



1312、云终端在云服务指令集中查找与云输入设备发送的位置坐标相对

应的云服务指令。

131 3、云终端将获取的云服务指令发送到云业务服务器。

1314 、云业务服务器执行接收到的云服务指令 ，获取用户所选卡拉 0K

歌曲的 MTV 视频资源。

1315、云业务服务器将获取的 MTV 视频资源发送到云终端。

1316、云终端根据接收到的 MTV 视频资源播放 MTV 及音乐。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获取服务的方法，云终端根据用户插入的云服务卡

拉 0K 卡的标识确定所插入云服务卡为云服务卡拉 0K 卡，并从云务指令集服

务器获取最新的云服务指令集；云终端根据所插入云服务卡的标识从云业务

服务器获取与云服务卡对应的主界面内容并显示；根据云输入设备检测所插

入云服务卡上被选择位置的位置坐标确定具体的云服务指令，云指令集服务

器将云服务指令发送到云业务服务器以获取用户所选卡拉 0K 歌 曲的 MTV 视

频资源，显示在云终端上并播放音乐。采用本发明用户可以直接选择所要点

唱的歌曲，使用户可以快速的点唱卡拉 0K。

本实施例以选购家具为具体场景描述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获取服务的

方法，本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获取力良务的方法，图 14 为本发明实施例以选购

家具为场景的获取服务的方法流程示意图，如图 14 所示，方法包括：

1401 、云输入设备检测到有云服务卡插入。

1402 、云输入设备检测所插入云服务卡的标识。

1403 、云输入设备向云终端发送云服务卡插入消息，云服务卡插入消息

包括所插入的云服务卡的标识。

1404 、云终端向云指令集服务器发送获取最新云服务指令集的请求消

息，请求消息中包括云服务家具卡的云服务卡标识以及 云 终端的标识。

1405 、云指令集服务器接收到云终端发送的请求消息，根据请求消息中

包含的云服务卡的标识以及 云 终端等信息进行鉴权认证，判定为云服务家具



卡有效。

1406 、云指令集服务器向云终端下发与云服务家具卡相对应的最新云服

务指令集。

1407 、云终端向云业务服务器获取与云服务家具卡相对应的云服务卡主

界面内容。

1408 、云终端确定云服务卡主界面内容为家具图片并将其进行显示。

1409 、云输入设备检测所插入云服务卡上被选择位置的位置坐标，被选

择的位置由用户指定。

141 0、云输入设备将检测出的位置坐标发送到云终端。

141 1、云终端在云服务指令集中查找与云输入设备发送的位置坐标相对

应的云服务指令。

141 2、云终端将确定的云服务指令发送到云业务服务器。

141 3、云业务服务器执行接收到的云服务指令，获取用户所选电视机的

详细资料以及购买联系方式等信息。

1414 、云业务服务器将获取的用户所选电视机的详细资料以及购买联 系

方式等信息发送到云终端。

141 5、云终端将接收到的电视机的详细资料显示出来供用户参考。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获取服务的方法，云终端根据用户插入的云服务家

具卡的标识确定所插入云服务卡为云服务家具卡，并从云指令集服务器获取

最新的云服务指令集；云终端根据所插入云服务卡的标识从云业务服务器获

取与云服务卡对应的主界面内容并显示；根据云输入设备检测所插入云服务

卡上被选择位置的位置坐标确定具体的云服务指令，将云服务指令发送到云

业务服务器以获取用户所选家具的详细资料，并显示在云终端上。采用本发

明用户可以直接选择用户感兴趣的家具，操作过程简单，便于用户快速掌握

所选家具的详细资料。

在本发明的所有 实施例 中，所述云服务卡可以为网络购物海报 、V0D

( Video On Demand, 视频点播技术 ）海报、以及云存储海报，但不仅限于



此 。

所述云终端可 以通过 MUAP ( Mul t imedia 醫 TS Acces s Po int , 多媒体通

用 移 动 通 信 系 统 接 入 点 ， 其 中 ， UMTS 为 Universa l Mobi l e

Te lecommunica i ons Sys tem, 即通用移动通信 系统 ）、 STB ( Set Top Box ,

机顶盒 ）、网络 电视机等接入 网络 ，但 不仅 限于此 。

所述云输入设备 可 以为 WI I D ( Wi r e les s Intel l i gent Input Devi c e ,

无线智能输入板 ），但 不仅 限于此 。

通过 以上 的实施 方式的描述 ，所属领域 的技 术人 员可以清楚地 了解到本

发 明可借助软件加 必需 的通用硬件 的方式来 实现 ，当然也可 以通过硬件 ，但

很 多情况下前者是 更佳 的实施 方式。基 于这样 的理解 ，本发 明的技 术方案本

质上或者说对现有技 术做 出贡 献的部分可 以 以 软件产 品的形式体现 出来 ，该

计算机软件产品存储在可读取 的存储介质 中，如计算机 的软盘 ，硬盘或光盘

等 ，包括若干指令用 以使得一 台计算机设备 （可 以是个人计算机 ，服 务器 ，

或者 网络设备等 ）执行本发 明各个 实施 例所述 的方法。

以 上 所述 ，仅 为本发 明的具体 实施 方式 ，但本发 明的保 护 范 围并不局 限

于此 ，任何 熟悉本技 术领域 的技 术人 员在本发 明揭露的技 术范 围内，可轻 易

想到 变化或替换 ，都应 涵盖在本发 明的保 护 范 围之 内。因此 ，本发 明的保 护

范 围应 以所述权 利要 求 的保护 范 围为准。



权利要求

1. 一种获取服务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云终端获取 务卡的标识；

所述云终端根据所述云服 务卡 的标识 从 云 指令 集服务器获取 与所述云

服务卡的标识相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集；

所述云终端根据所述云服 务指令 集 中的云服务指令从 云业务服 务器获

取云业务 内容。

2、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云终端根据所述云

服务指令 集中的云服务指令从 云 业 务服务器获取云业务 内容 ，具体 包括：

所述云终端获取所述云服务卡被选择 的位置的坐标信息；

所述云终端根据所述 坐标信 息从所述云服 务指令 集 中获取 与所述 坐标

信 息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 ；

所述云终端根据所述云服 务指令从所述云业务服 务器获取 云业务 内容

并执行相应操作 。

3、根据权利要 求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云终端根据所述云

服务指令 集中的云服务指令从云业务服务器获取云业务 内容 ，还 包括：

所述云终端根据所述云服务指令集从云业务服务器获取云业务 内容。

4、根据权利要求 1 至 3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云终端

根据所述云服 务卡 的标识从 云指令 集服务器获取 与所述云服务卡 的标识相

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集，包括：

所述云终端向所述云指令集服务器发送获取服务指令集的请求消息，所

述请求消息中包括所述云服务卡的标识及所述云终端的标识；

所述云终端接 收所述云指令 集服 务器根据所述云服 务卡 的标识及所述

云终端的信 息进行鉴权认证后发送的云服务指令 集。

5、根据权利要求 1 至 4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云终端

获取服务卡的标识 ，包括：

所述云终端直接获取所述云服务卡发送的云服务卡标识信 息；或者



所述云终端获取云输入设备发送的云服务卡标识信 息；或者

所述云终端获取云输入设备发送的云服务卡连接 消息，所述云服务卡连

接 消息中包括所述云服务卡标识信 息。

6、根据权利要求 2 至 5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云终

端获取所述云服务卡被选择 的位置的坐标信 息，包括：

所述云终端直接获取所述云服务卡发送的所述坐标信息；或者

所述云终端获取云输入设备发送的所述坐标信 息。

7、根据权利要求 3 至 6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云终

端根据所述云服务指令 集从云业务服务器获取云业务 内容 ，包括：

所述云终端获取所述云服 务指令 集 中包括 的云服 务卡类型和云服 务卡

内容信 息；

所述云终端根据所述云服 务卡类型和云服 务卡 内容信 息从 云 业 务服 务

器获取云业务 内容。

8、根据权利要求 2 至 Ί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云终

端根据所述云服务指令从所述云业务服务器获取云业务 内容 ，包括：

所述云终端获取所述云服务指令 中包括 的节点类型和节点 内容信 息；

所述云终端根据所述节点类型和节点 内容信 息从 云业务服 务器获取 云

业务 内容。

9 、 根据权利要求 2 至 8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云终

端根据所述云服 务指令从所述云业务服务器获取 云业务 内容并执行相应操

作 ，包括 以下之一或组合 ：

所述云终端 自身执行相应操作 ；或

所述云终端指示与所述云终端连接 的执行设备执行相应操作 。

1 0、根据权利要求 1 至 9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云服

务指令 集为预先设 置在云指令 集服务器上 的与所述云服 务卡相对应 的指令

集，所述云业务 内容为预先设置在云业务服务器上的与所述云服务卡相对应

的服务 内容。



11、一种终端 ，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一获取模块 ，用于获取服务卡的标识 ；

第二获取模块 ，用于根据所述云服务卡的标识 从 云 指令 集服务器获取与

所述云服务卡的标识相对应的云服务指令集；

第三获取模块 ，用于根据所述云服务指令集中的云服务指令从云业务服

务器获取云业务 内容。

12、根据权利要 求 11 所述的终端 ，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获取模块 ，

包括：

第一获取子模块 ，用于获取所述云服务卡被选择 的位置的坐标信 息；

第二获取子模块 ，用于根据所述坐标信 息从所述云服务指令集 中获取与

所述坐标信 息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 ；

第三获取子模块 ，用于根据所述云服务指令从所述云业务服务器获取云

业务 内容并执行相应操作 。

13、根据权利要 求 12 所述的终端 ，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获取模块 ，

还 包括：

第四获取子模块 ，用于根据所述云服务指令集从云业务服务器获取云业

务 内容。

14、根据权利要求 11 至 13任一项所述的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

获取模块 ，包括 ：

第一发送子模块 ，用于向所述云指令集服务器发送获取服务指令集的请

求消息，所述请求消息中包括所述云服务卡的标识及所述云终端的标识；

第一接收子模块 ，用于接收所述云指令 集服务器根据所述云服务卡的标

识及所述云终端的信 息进行鉴权认证后发送的云服务指令集。

15、根据权利要求 11 至 14 任一项所述的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获取模块 ，包括 ：

第五获取子模 块 ，用于直接 获取所述云服 务卡发送 的云服务卡标识信

息；或者



第六获取子模块 ，用于获取云输入设备发送的云服务卡标识信 息；或者

第七获取子模块 ，用于获取云输入设备发送的云服务卡连接 消息，所述

云服务卡连接 消息中包括所述云服务卡标识信 息。

16、根据权利要求 12 至 15 任一项所述的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

获取子模块 ，包括：

第一获取单元 ，用于获取所述云服务指令 中包括 的节点类型和节点 内容

信 息；

第二获取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节点类型和节点 内容信 息从云业务服务器

获取云业务 内容。

17、根据权利要求 1 3 至 16 任一项所述的终端，其特征在于，第四获取

子模块 ，包括：

第三获取单元 ，用于获取所述云服务指令集中包括的云服务卡类型和云

服务卡 内容信息；

第四获取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云服务卡类型和云服务卡 内容信 息从 云 业

务服务器获取云业务 内容。

18、一种输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当云输入设备与云服务卡连接 时，获取所述云服务卡的标识；

所述云输入设备 向云终端发送携带所述云服务卡的标识 的消息，以使得

所述云终端根据所述云服 务卡 的标识从云指令 集服 务器获取与所述云服 务

卡的标识相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 集。

19、根据权利要求 18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所述云输入设备获取用户选择 的位置的坐标信 息；

所述云输入设备 向云终端发送所述坐标信 息。

2 0、一种输入设备 ，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一获取模块 ，用于 当云输入设备与云服务卡连接 时，获取所述云服务

卡的标识 ；

第一发送模块 ，用于向云终端发送携 带所述云服务卡的标识的消息，以



使得所述云终端根据所述云服 务卡的标识 从 云 指令 集服务器获取 与所述云

服务卡的标识相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集。

2 1、根据权利要求 2 0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第二获取模块 ，用于获取用户选择 的位置的坐标信 息；

第二发送模块 ，用于向云终端发送所述坐标信 息。

2 2、一种云服务卡 ，其特征在于，包括：

标识模块 ，用于标识所述云服务卡 ，所述标识使云终端根据所述标识从

云指令集服务器获取与所述标识相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集；

输 出模块 ，仅用于提供所述标识模块 中包括的标识。

2 3、根据权利要 求 2 2 所述的云服务卡 ，其特征在于，所述云服务卡的

标识为加 密的标识。

2 4、一种 系统 ，其特征在于，包括：云业务服务器、云指令集服务器、

云终端和云服务卡 ，其 中，

所述云终端 ，用于获取所述云服务卡的标识 ，根据所述云服务卡的标识

从云指令 集服务器获取与所述云服务卡的标识相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集，并根

据所述云服务指令集中的云服务指令从 云 业 务服务器获取云业务 内容；

所述云服务卡 ，包括标识模块 ，用于标识所述云服务卡 ，所述标识使云

终端根据所述标识从云指令 集服 务器获取与所述标识相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

集，以 及 ，输 出模块 ，仅用于提供所述标识模块 中包括的标识 ；

所述云指令集服务器，用于根据所述云服务卡的标识发送云服务指令 集

给所述云终端；

所述云业务服务器，用于根据云服务指令集或云服务指令为所述云终端

提供服务 内容。

2 5、根据权利要求 2 4 所述的系统 ，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云输入设备 ，

用于 当云输入设备与云服务卡连接 时，获取所述云服务卡的标识 ，以 及 ，所

述云输入设备向云终端发送携 带所述云服务卡的标识的消息，以使得所述云

终端根据所述云服 务卡 的标识从 云指令 集服 务器获取 与所述云服 务卡 的标



识相对应 的云服务指令 集。

26、根据权利要求 24 或 25 所述的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云指令 集服

务器，还用于，在发送云服务指令 集给所述云终端之前 ，根据所述云服务卡

的标识及所述云终端的信 息对所述云终端发送的请求消息进行鉴权认证 。

27、根据权利要 求 26 所述的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云指令 集服务器

进行鉴权认证 ，包括：

对所述云服务卡的标识的合法性进行认证 ；或者

当所述云服务卡的标识为加密标识 ，且所述云服务卡标识没有 已绑定的

云终端时，对所述云服务卡和 当前云终端进行绑定，使所述云服务卡只能在

所述 当前云终端上使用；或者

当所述云服务卡的标识为加密标识 ，且所述云服务卡标识有绑定的云终

端时，确定所述云服务卡 当前的云终端与所述绑定的云终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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