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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推送建议生成方法、 1

本 申请 要 求 于 2017 年 7 月 24 日提 交 中 国专 利局 ， 申请 号 为

2017106077068, 发明名称为 "信息推送建·议生成方法、装置、计算机设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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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信息推送建 义生成方法 .

随着互联 网技术的迅猛发展 ，各种信息可以通过互联 网向用户推送，以

便用户可以及时获取到相关的信息，随着消息推送需求的不断增加 ，通过互

联 网进:行信息推送的任务量也增加 用户收到推送信息也随之增加。

传统的推送过程 ，都是根据预设推送参数对信息进行推送，随着信息推

送量的增加 ，用户接收到的太多的推送信息，用户对推送信息反而产生了厌

烦情绪，导致信息推送效果较低。

根据本申请的各种实施例，提供一种信息推送建议生成方法、装置、计

算机设备和存储介质 。

一种信息推送建议生成方法，包括：

获取推送建议分析 會求；

提取所述推送建议分析请求中的建议分析条件；

在记录的历史 送任务中，查询符合提取到的建议分析条件的历史推送

任务；

获取查询到的各历史推送任务分别对应的推送效果分数；

根据获取到的推送效果分数，从所述各历史推送任务中选取预设数量的



对选取 的历史推送任务进行分析 ，生成与所述推送建议分析请求对应 的

推送建议 。

一种信息推送建¾ 生成装置，所述装置 包括：

条件提取模块 ，用于提取所述推送建议分折请求 中的建议分析 条件 ；

任务查询模块 ，用于在记 录的历史推送任务 中，查询符合提取到的建议

分数获取模块 ，用于获取查询到的各历史推送任务分别对应 的推送效果

分数 ；

任务选取模块 ，用于根据获取到的推送效果分数 ，从所述各 历史推送任

务中选取.预设数量的历史推送任务；及

建议生成模块 ，用于对选取 的历史推送任务进行分析 ，生成与所述.推送

建议分析请求对应 的推送建议 。

—种计算机设备 ，包括存储 器和处理器，所述存储 器 中存储有计算机可

执行指令 ，所述计算机可执行指令被所述处理器执行时，使得 所述处理器执

行以下步骤 ：

提取所述推送建议分析请求 中的建议 分析条件 ；

在记录的历史推送任务 中 查询符合提取到的建议分析条件 的历史推送

任备，

获取 查询到的各历史推送_任务分别对应 的推送效果分数 ；

根据获取到的推送效果分数 ，从所述各历史推送任务 中选取预设数 量的

历史推送任务；及



推送建议 。

一个或多个存储有计算机可执行指令的存储介质 ，所述计算机可执行指

令被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执行时，使得所述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执行以下步驟 ：

在记录的历史推送任务 中 查询符合提取到的建议分析条件 的历史推送

任备，

获取 查询到的各历史推送_任务分别对应 的推送效果分数 ；

根据获取到的推送效果分数 ，从所述各历史推送任务 中选取预 设数量的

推送建议 。

本 申请 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的细节在下面的附图和描述 中提 出。本 申请

的其它特征 、 目的和优点将从说明书、酎图以及 利要求书变得 明显 。

附 说 明

为 了更清楚地说 明本 申请 实施例 中的 术方案 ，下面将对 实施例 中所需

要使用的酎图作 筒单地介绍，显 而易见地 ，下面描述 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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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据这些附图获得其它的附图。

图 1 为一个实施例 中信 息推送建议 生成方法的应用环境 图；

图 2 为一个 实施例 中信息推送建议生成 系统 中的服务器的结构框 图；

图 3 为一个实施例 中信 息推送建议 生成方法的流程 示意图；

图 4 为一个 实施例 中根据历史推送任务生成推送建议 的步骤 的流程 示意

图；



图 5 为一个 实施例 中生成推送时间段建议 的步驟 的流程 示意图；

图 6 为一个实施例 中计算推送效果分数 的步骤 的流程示意图；

图 Ί 为一个 实施例 中信息推送建¾ 生成装置的结构框 图；

图 8 为一个 实施例 中建议生成模块的结构框 图；

图 9 为另一个实施例 中信 息推送建议生成装置的结构框 图。

为 了使本 申请 的 目的、技 术方案及优点更加 清楚明白，以下结合 附图及

实施例 ，对本 申请进行进一步详 细说 明。应 当理解 ，此处所描述的具体 实施

例仅仅用以解释本 申请 ，并不用于限定本 申请 。

图 1 为一个实施例 中信 息推送建议生成方法的应用环境 图。参照图 1，

该信 息推送建议生成方法应用于信 息推送建议生成 系统 。信 息推送建议生成

系统 包括终端 10 和服务器 120, 其 中终端 110 通过 网络与服务器 120 连.接 。

终端 110 可以是 固定终端或移动终端 ，固定终端具体可以是打 印机 、扫描仪

和监控 器中的至少一种 ，移动终端具体可以是平板 电脑 、智能手机 、个人数

据助理和数码相机 中的至少一种 。

图 2 为一个 实施例 中图 1信 息推送建议生成 系统 中的服务器 120 的内部

结枸示意图。如 图 2 所示，该服务器 120 包括通过 系统总线连.接 的处理器、

非易失性存储介盾 、内存储器和 网絡接 口。服务器 120 的处理器用于提供计

算和控制能力，支撑整个服务器 120 的运行 ，存储器用于存储数据 、代码指

令等 ，网络接 口用于与终端 110 进行 网絡通信 。存储器上存储有至少一个计

算机可执行指令，该计算机可执行指令可被处理器执行 ，以实现本 申请 实施

例 中提供 的适用于服务器 120 的信 息推送建议生成方法。存储 器可 包括磁碟 、

光盘 、只读存储记忆体 （Read Only Memory, ROM ) 等 非易失性存储介盾 。

例如 ，在一个 实施例 中，存储 器 包括非 易失性存储介质及 内存储器；非易失

性存储介.质存储有操作 系统 、计算机可执行指令和数据库 ，该计算机可执行

指令可被处理器执行 以实现上述的信信 息推送建议生成方法，数据库 中存储

着推送任务数据 ； 内存储器为非易失性存储介盾 中的搡作 系统及计算机可执

行指令提供 高速缓存 的运行环境 。信 息推送建议生成方法还可以适用于终端



110。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图 2 中示出的结构，仅仅是与本申请方案相

关的部分结构的示意图，并不构成对本 申请方案所应用于其上的服务器的限

定，具体的服务器可以包括比图 2 中所示更多或更少的部件 ，或者组合某些

部件 ，或者具有不同的部件布置。

如图 3 所示，在一个实施例中，提供一种信息推送建议生成方法，本实

施例以该方法应用于图 1 中的服务器 20 来举例说明，该方法具体 包括以下

S302, 获取推.送建议分析请求。

在一个实施例 中，终端 110 获取推.送运 营人 员输入的运营人员账号，根

据获取到的运 营人 员账号生成建议分析 页面请求，将建议分析 页面请求发送

至服务器 20。

服务器 120 接收终端 110 发送的建议分析页面请求，对建议分析页面请

求进行解析 ，通过解析提取建议分析 页面请求中的运营人 员账号，验证提取

到的运营人员账号是否有访 问建议分析页面的权限。服务器 120 在验证提取

到的运 营人.员账号有访 问建议分析页面的权限后 ，获取建议分析页面数据 ，

将获取到的建议分析页面数据返回至建议分析页面请求对应的终端 1 0。

终端 110 接收到服务器 120 返回的建议分析页面数据 ，根据建议分析页

面数据显示建议分析页面。终端 110 获取推送运 营人员在建议分析 页面触发

的推送建议分析请求，将获取的推送建议分析请求发送至服务器 120。推送

建议分析请求用于触发服务器 120 生成推送建议 的请求。

S304, 提取推送建议分析请求中的建议分新 条件。

在一个实施例中，服务器 120 在接收到推送建议分析请求后，对推送建

议分析请求进行解析 ，通过解析从推送建议分析请求中提.取建议分析条件 。

建议分析条件具体可以包括推送时间、信息类型和用户类型中的至少一种。

S306, 在记录的历史推送任务中，查询符合提取到的建议分析条件的历

史推送任务。

在一个实施例 中，服务器 120 中记录有多个历史推送任务，历史推送任

务为已经执行完毕的推送任务。历史推送任务中包括推送时间、信息类型和



用户类型中的至少一种。服务器 120 在记录的多个历史推送任务中查询符合

举例说 明，提取到的建议分析条件 中包括信息类型，信息类型为广告信

息类型。服务器 120 在记录的历史推送任务中的查询广告信息类型对应的历

史推送任务，查询到的历史 送任务为符合提取到的建议分析条件的历史推

送-任务。

S308, 获取查询到的各历史推送任务分别对应的推送效果分数。

在一个实施例 中，服务器 120 中还存储着记录的各历史推送任务分别对

应的推送效果分数。推送效果分数为反映历史推送任务的推送效果的分数 ，

推送效果分数越高，表示推送效果越好。服务器 120 在查询到符合提取到的

建议分析条件 的历史推送任务，获取查询到的各历史推.送任务分别对应的推

送效果分数。

S3 10, 根据获取到的推送效果分数 ，从各历史推送任务中选取预设数量

的历史推送任务。

在一个实施例中，服务器 120 在获取到的各历史推送任务的推送效果分

数 ，将各历史推送任务的推送效果分数进行比较 ，选取推送效果分数最高的

历史推.送任务，再从剩下的历史推送任务中选取推送效果分数最高的历史推

送任务，直至选取的历史推.送任务的数量达到预设数量为止。

在一个实施例中，服务器 120 在获取到推送效果分数后，根据获取到的

推送效果分数计算查询到的历史推送任务的推送效果平均分，选取推送效果

分数 高于推送效果平均分的历史推送任务。

S3 12, 对选取的历史推送任务进行分新 ，生成与推送建议分析请求对应

的推送建议 。

在一个实施例 中，服务器 120 在选取历史推送任务后，提取历史推送任

务中的信息类型、用户类型和推送时间中的至少一种，根椐提取到的信息类

型、用户类型和时间生成与推送建议分析请求对应的推送建议 。推送建议可

以包括建议推送信息类型、建议推送时间段和建议推送用户类型中的至少一

种。

在一个实施例中，S3 12 具体可以包括以下内容：获取选取的各历史推送



任务分别对应的用户类型；按照用户类型对选取的各历史 送任务进 分类；

根据各用户类型的历史推送任务所对应 的推送效果分数 ，确定推送建议分析

请求对应 的用户类型选取建议 。

在一个实施例 中，服务器 120 获取选取 的各历史推送任务分别对应的用

户类型 ，根据获取 的用户类型对选取 的各历史推送任务进行分类，得到各用

户类型的历史推送任务。服务器 120 获取各用户类型的历史推送：任务所对应

的推送效果分数 ，根据获取到的推送效果分数计算各用户类型对应的推送效

果平均分。服务器 120 将各用户类型和各用户类型对应的推送效果平均分生

成用户类型选取建议 。

在一个实施例 中，服务器 120 将各用户类型对应的推送效果平均分进行

比较 ，通过比较选取预设数量的推送效果平均分较 高的用户类型，根据选取

的用户类型和选取的用户类型对应的推送效果平均分用户类型选取建议 。

在另一个实施例 中，服务器 120 从各用户类型 中选取推送效果平均分最

高的用户类型，根据选取的用户类型生成用户类型选取建议 。

本 实施例 中，提取推送建议分析请求 中的及建议分析条件 ，在记录的历

史推送任务 中查询符合提取到的建议分析条件 的历史推送任务，根据查询到

的各历史推送任务对应的推送效果分数 ，选取预设数量的历史推送任务，保

证选取 的历史推送任务与推送建议分析请求相 匹配 ，提 高了选取的历史推送

分析请求对应的推送建议 ，确定得到的推送建议 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保证根

据生成的推送建议进行信息推送提 高信息推送的推送效果。

如 图 4 所示，在一个实施例 中，S306 之后还 包括根据历史推送任务生成

推送建议的步骤 ，该步骤具体 包括以下内容：

S402, 若未查询到符合提取到的建议分析条件的历史推送任务，则获取

记录的各历史推送任务分别对应 的推送效果分数 。

在一个实施例 中，服务器 120 在记录的历史推送任务中未查询到符合提

取到的建议分析条件 的历史推送任务后 ，则获 ·记录的各历史推送任务分别

S404, 按照获取到的推送效果分数 由高到低 的顺序对记录的各历史推送



任务进行排序 。

在一个 实施例 中，服务器 120 将记录的各历史推送任务对应 的推送效果

分数进行比较 ，通过 比较根据推送效果分数 的大小对记录的各历史推送任务

排序 。服务器 120 具体可以按照推送效果分数 由高到低的順序对记录的各历

史推送：任务进行排序 。服务器 120 还 可 以按照推行效果分数 由低到 高的顺序

对记录的各历史推送任务进行排序 。

S406, 从排序后 的历史推送任务 中选取预设数 量排序在前的历史推送任

在一个实施例 中，服务器 120 在对记录的各历史推送任务按照推送效果

分数 由高到低 的顺序排序后 ，从.排序后 的历史推 动任务 中选取排序在前的历

史推送任务，且选取预设数量的历史推送任务。

在一个实施例 中，服务器 120 对记录的各历史推送任务按照推送效果分

数 由低到高的顿序排序后 ，从排序后 的历史推送任务 中选取排序在后 的历史

推送任务， L选取预设数量的历史推送任务。

S408 , 对选取 的历史推送任务进行分析 ，生成与推送建议分析请求对应

在一个实施例 中，服务器 120 对选取 的历史推送任务进行分析 ，提取选

取 的各历史推送任务 中对应的信 息类型 、推送时间和用户类型 ，统计提取到

的信 息类型 、推送 时间和用户类型对应存储 ，存储 的信 息类型 、推送时间和

用户类型确定各-信 息类型对应 的最佳推送时间段和最合适的用户类型。服务

器 120 根据各信息类型对应 的最佳推送时间段和最合适的用户类型生成与推

送建议 分析请求对应的推送建议 。推送建议 中还可以包括对应 的推送信 息文

案祥例。服务器 120 将生成的推送建议发送至终端 110 。

从记录的历史推送任务选取推送效果分数较 高的历史推送任务 ，对选取 的历

史推送任务进行分析 ，生成推送建议 。以记录的所有历史推送任务作 为基础

任 务数据 ，根据推送效果分数从记录的历史推送任 务中选取推送效果分数较

高历史推送任 务，同样保证 了推送建议 的准确性。

如 图 5 所示 ，在一个实施例 中，S3 12 具体还 包括生成推送时间段建议 的



步骤 ，该步骤具体 包括以下内容：

S502, 获取选取的各历史推送任务分别对应的推送时间。

在一个实施例中，服务器 120 在从记录的历史推送任务中选取预设数量

的历史推送任务之后 ，对选取到的各历史推送任务进行解折，通过解析提取

选取的各历史推送任务中的推送时间。

在一个实施例中，服务器 120 中存储着记录的各历史推送任务的推送 曰

志，推送 日志 中包括各历史推送任务对应 的推送时间。服务器 120 从记录的

推送 日志 ., 从查询到的推送 日志中提取历史推.送任务对应的推送时间。

在一个实施例中，服务器 120 中存储着预设的推送时间段 ，在获取到选

间所属的推送时间段，根据确定的推送时间段对选取到的历史推送任务进行

S506, 根据分类后各推送时间段的历史推送任务所对应的推送效果分数 .,

确定推送建议分析请求对应的推送时间段建议。

在一个实施例中，服务器 120 对于各推送时间段对应的历史推.送任务，

获取各历史推送任务的推送效果分数 ，根据各历史推送任务的推送效果分数

计算各推送时间段对应的历史推.送任务的推送效果平均分。服务器 120 将各

推送时间段对应的历史推送任务的推送效果平均分进行比较 ，通过比较选取

预设数量的推送效果平均分 高的推送时间段。服务器 120 根椐选取的推送

时间段生成推送建议分析请求对应的推送时间段建议。

在一个实施例中，服务器 120 将各 送时间段对应的历史推送任务的推

送效果平均分进行比较 ，通过比较获取最高推送效果平均分对应的推送时间

段 ，根据获取的推送时间段生成推送时间段建议 。推送时间段建议还可以包

本实施例 中，根据选取的各-历史推送任务的推送时间所属的推送时间段

对选取的历史推送任务进行分类，得到的各推 送时间段对应的历史推送任务，

对各推 送时间段对应的历史推送任务的推送效果分数进行分析 ，确定推送时



间段.建议 ，确保 了推送时间段建议 的准确性 ，保证根据推送时间段进行信 息

推送可以提 高推送效果。

如 图 6 所示 ，在一个 实施例 中，信 息推送建议生成方法具体还 包括计算

推送效果分数 的步骤 ，该步骤具体 包括以下 内容：

S602, 记录 已执行的信 息推 送 _任务为历史推 送 _任务。

在一个 实施例 中，服务器 120 在执行完信 息推送任 务后 ，将 已执行的信

在一个实施例 中 ., 服务器 120 提取 已执行 的信 息推送任务 中的任务标识 ，

将提取到的任务标识与 已执行 的信 息推送任务对应存储 ，得到记录的历史推

送任务。

S604 , 获取记 录的历史推送任务对应的推送反馈 信 息。

在一个实施例 中，服务器 120 在执行信 息推送任务时，将信 息推送任务

中的待推送信 息推送至各用户账号分别对应的终端 。终端 110 向服务器 120

返 回推送反馈信 息。推送反精 信 息中包括任务标识 、推送到达信 息、推送点

击信 息和推送浏覓信 息。

S606, 根据获取到 的推送反馈信 息统计记录的历史推送任务对应的推送

效果数据 。

在一个实施例 中，服务器 120 对推送反馈信 息进行解析 ，通过解析提取

推送反馈信息 中的任务标识 、推送到达信 息、推送点击信 息和推送浏览信 息。

服务器 120 获取提取到的任务标识对应 的历史推送任务的推送总量 ，根据提

取到的推送到达信息、推送点击信 息 、推送浏 览信 息和获取到的推送总量统

计任务标识对应的历史推送任务的推送效 果数椐。

在一个实施例 中，推送效果数据 包括推送到达率 、推送点击率 、 1 小时

内到达率 、 1 小时内点击率和推送浏览率。服务器 120 根椐推送到达信 息和

推送总量统计推送到达率和 1 小时内到达率 ，根 &推送点击信 息和推送总量

统计推送点击率和 1 小时 内点击率，才艮据推送浏览信息和推送总量统计推送

S608 , 根据统计的推送效果数.据计 算记录的历史推送任务的推送效果分

数 。



在一个实施例中，服务器 120 获取推送效果数据对应的权值，根据统计

到的各历史推送任务的推送效果数据和获取到的推送效果数据对应的权值进

行加权计算，得到各历史推送任 务的推送效果分数。

在一个实施例中，服务器 120 分别获取推送效果数据中推送到达率、推

送点击率、1 小时内到达率、1 小时内点击率和推送浏览率分别对应的权值，

根据获取到的权值和统计到的各历史推送任务对应的推送效果数据进行加权

和计算，将计算得到的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各历史推.送任务对应的推送效

果分数。

本实施例中，记录历史推送记录，根据荻 到的历史推送任务对应的推

送反馈信息统计各历史推送任务的推送效果数据 , 根据统计到的推送效果数

据计算各历史推送任务的推送效果分数。通过推送反馈信息统计推送效果数

据，包证推送效果数据的真实性，从而保证根据推送效果数据计算得到的推

送效果分数的准确性。

如图 7 所示，在一个实施例中，提供一种信息推送建议生成装置 700 ，

该装置具体包括以下内容：请求获取模块 702、条件提取模块 704、任务查询

模块 706 、分数获取模块 708、任务选取模块 7 10 和建议生成模块 712 。

请求获取模块 702, 用于获取推送建议分析请求。

条件提耳又模块 704，用于提取推送建议分析请求中的建议分析条件。

任务查询模块 706, 用于在记录的历史推送任务中，查询符合提取到的

建议分析条件的历史推送任务。

分数获取模块 708, 用于获取查询到的各历史推送任务分别对应的推送

效果分数。

任务选取模块 710, 用于根据获取到的推送效果分数，从各历史推送任

务中选取预设数量的历史推送任务。

建议生成模块 712, 用于对选取的历史推送任务进行分析，生成与推送

建议分析请求对应的推送建议。

在一个实施例中, 建议生成模块 712 还用于获取选取的各历史推送任务

分别对应的用户类型；按照用户类型对选取的各历史推送任务进行分类；根



据各用户类型的历史推送任务所对应 的推送效果分数 ，确定推送建议分析请

求对应 的用户类型选取建¾ _。

本 实施例 中，提取推送.建议分析请求 中的及建议分析 条件 ，在记录的历

史推送任务 中查询符合提取到的建议分析条件 的历史推送任 务 根据 查询到

的各历史推送任务对应 的推送效果分数 ，选取预设数量的历 史推送任 务，保

证选取 的历史推送任务与推送建议 分析请求相 匹配，提 高了选取 的历 史推送

分析请求对应的推送建议 ，确定得到的推送建议 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保证根

据生成的推送建-汉进行信 息推送提 高信 息推送的推送效果。

在一个实施例 中，分数获取模块 708 还用于若未查询到符合提取到的建

任务选耳又模块 7 10 还用于按照获取到的推送效果分数 由高到低 的顺序对

记录的各历史推送任务进行排序 ；从排序后 的历史推送任务 中选取预设数量

排序在前的历史推送任务。

从记 录的历史推送任务选取推送效果分数较 高的历史推.送任务 ，对选取 的历

史推送任务进行分析 ，生成推送建议 。以记 录的所有历史推送任务作 为基础

任务数据 ，根据推送效果分数从记录的历史推送任务 中选取推送效果分数较

高历史推送任 务，同样保证 了推送建议 的准确性。

如 图 8 所示，在一个 实施例 中，建议生成模块 712. 具体 包括以下内容：

推送时间获取模块 712a 、推送任务分配模块 712b 和推送时间建议模块 712c 。

推送时间获取模块 7i2a ，用于获取选取 的各历史推送任务分别对应 的推

送时间。

推送任务分配模块 712b, 用于按照推送时间所属推送时间段对选取 的各

推送时间建议模块 7i2c ，用于根据分类后各推送时间段 的历史推送任务

所对应的推送效果分数 , 确定推送建议分析请求对应 的推送时间段建议 。

本 实施例 中，根据选取 的各历 史推送任 务的推送时间所属 的推送时间段



对选取 的历史推送任务进行分类 ，得到的各推送时间段对 应 的历史推送任务，

对各推送时间段对应 的历史推送任务的推送效果分数进行分析 ，确定推送时

间段.建议 ，确保 了推送时间段建议 的准确性 ，保证根据推送时间段进行信 息

推送可以提 高推送效果。

如 图 9 所示 ，在一个 实施例 中，信 息推送建议生成装置 700 具体还 包括

以 下 内容：任务记录模块 714 、信 息获取模块 7 16、数据统计模块 7 18 和数据

计算模块 720 。

信 息获取模块 716 ，用于获取记录的历史推送任务对应 的推送反馈信 息；

数 统计模块 7 18，用于根据获取到的推送反」贵信 息统计记 录的历史推

送任务对应的推送效果数据；

数据 计算模块 720 ，用于根据统计 的推送效果数据计算记录的历史推送

任务的推送效果分数 。

本实施例 中，记录历史推送记录，根据获取到的历史推送任务对应 的推

据计算各历史推送任务的推送效果分数 。通过推送反馈信 息统计推送效果数

据 ，包证推送效果数据 的真 实性 ，从 而保证根据推送效果数据计算得 到的推

送效果分数 的准确性。

上述信息推送建议生成装置 中的各个模块可全部或部分通过软件 、硬件

及其组合来 实现 。其 中，网络接 口可以是 以太网或无线 网卡等。上述各模块

可 以硬件形 式内嵌于或独立于服务器 中的处理器 中，也 可 以 以 软件形式存储

于服务器的存储 器中，以 便 于处理器调用执行以上各个模块对应的操作 。该

处理 器可以为 中央处理单元 （CPU )、 处理器、单 片机等。

― 种计算机设备 ，包括存储 器和处理器，所述存储 器 中存储有计算机可

行 以下步驟 ：获取推送建议分析请求；提取推送建议分析请求 中的建议分析

条件 ；在记录的历史推送任务 中，查询符合提取到的建议分析条件 的历史推

送任务；获取查询到的各历史推送任 务分别对应 的推送效果分数 ；根据获取



到的推送效果分数 ，从各历史推送：任务 中选取预设数量的历 史推送任 务；对

选取 的历史推送任 务进行分析 ，生成与推送建议 分析请求对应 的推送建议 。

在一个 实施例 中，在记录的历史推送任务 中，查询符合提取到的建议分

析条件的历史推送任务之后 ，处理器还执行 以下步骤 ：若未查询到符合提取

到的建议分折条件 的历史推送任务 ，则获取记录的各历史推送.任务分别对应

的推送效果分数 ；按照获取到的推送效果分数 由高到低 的顺序对记录的各历

历史推送任务；对选取 的历史推送任务进行分析 ，生成与推送建议分析请求

对应 的推送建-汉。

在一个 实施例 中，对选取 的历史推送任务进行分析 ，生成与推送建议分

时间；按照推送时间所属推送时间段对选取 的各历史推送任务进行分类；根

在一个 实施例 中，对选取 的历史推送任务进行分析 ，生成与推送建议分

析请求对应 的推送建议 ，包括 ：获 选取 的各历史推送任务分别对应的用户

类型；按照用户类型对选取的各历史推送任务进行分类；根据各用户类型的

历史推送任务所对应的推送效果分数 ，确定推送建议分析请求对应 的用户类

型选取建议 。

在一个实施例 中，处理器还执行以下步骤 ：记录 已执行 的信 息推送任务

为历史推送任务；获取记录的历史推送任务对应 的推送反馈信 息；根据获取

到的推送反馈 信 息统计记录的历史 · 送任务对应 的推送效果数据 ；根 统计

的推送效果数据计算记录的历史推送任务的推送效果分数 。

本 实施例 中，提取推送建议分析请求 中的及建议分析条件 ，在记录的历

史推送任 务 中查询符合提取到的建议分析条件的历史推送任务 ，根 &查询到

的各历史推送任务对应 的推送效果分数 ，选取预设数量的历 史推送任 务，保

证选取 的历史推送任务与推送建议分析请求相 匹配 ，提 高了选取 的历 史推送

任务的准确性 。对选取 的历史推送任务进行分析 ，通过分析生成与推送建议

分析请求对应 的推送建议 ，确定得到的推送建议 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保证根



个或多个存储有计算机可执行指令 的存储介质 ，所述计算机可执行指

令被 - 袁 、理器执行时，使得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执行 以下步骤 ：获取

推送建议分折请求；提取推送建议分析请求 中的建议分析条件 ；在记录的历

史推送任务 中，查询符合提取到 的建议分析条 的历史推送任务；获取查询

到的各历史推.送任务分别对应 的推送效果分数 ；根据获取到的推送效果分数 ,

从各历史推送任务 中选取预设数量的历史推送任务；对选取 的》

-财

在一个 实施例 中, 在记录的历史推送任务 中, 查询符合提取到 的建议分

析 条件 的历史推送任务之后 ，处理器还执行 以下步驟 ：若未查询到符合 ¾取

到的建议分析条件 的历史推送任务，则获取 记录的各历史推送任务分别对应

的推送效果分数 ；按照获取到的推送效果分数 由高到低 的顺序对记录的各历

史推送任务进行排序 ；从.排序后 的历史推送任务 中选取预设数 量排序在前的

在一个 实施例 中，对选取 的

析请求对应 的推送建议 ，包括 ：

务进行分类；根

据分类后各推送时间段 的历史推送任务所对应 ' 数 ，确定推送建

-义分析请求对应 的推送时间段建 -义。

在一个

析请求对应

类型；按照用户类型对选取 的各历史推送 类；根据各用户类型的

历史推送任务所对应 的推送效果分数 ，确 的用户类

型选取建议。

实施例 中，

为历史推送任务；获取记录的历史推送任务对应 的推送 I：；根据获取

到的推送反馈 信息统计记录的历史推送任务对应 的推送 根据统计



的推送效果数据计算记录的历史推送任 务的推送效果分数 。

本 实施例 中，提取推送建议分析请求 中的及建议分析条件 , 在记录的历

史推送任务 中查询符合提取到的建议分折条件 的历史推送任务 ，根据查询到

的各历 史推送任务对应 的推送效果分数 ，选取预设数量的历史推送任务，保

证选取 的历史推送任务与推送建议分析请求相 匹配 ，提 高了选取 的历史推送

任 务的准确性 。对选取 的历史推送任务进行 分析 ，通过分析生成与推送建议

分析请求对应 的推送建议 ，确 定得到的推送建议 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保证根

据生成的推送建议进行信 息推送提 高信 息推送的推送效果。

才艮据本 实施例的一个示例，上述 实施例方法 中的全部或部分流程 ，可 以

通过计算机可执行指令来指令相 关的硬件来完成 ，所述计算机可执行指令可
存储于一计算机可读取存储介质 中，如本 申请 实施例 中，该程序可存储 于计

算机 系统的存储介质 中，并被该计算机 系统 中的至少一个处理器执行 ，以实

现 包括如上述各方法的实施例的流程 。该存储介质 包括但不限于磁碟 、优盘 、

光盘 、只读存储记忆体 （Read Only Memory, ROM ) 等 。

以上 所述 实施例的各技术特征可以进行任意的组合 ，为使描述 简洁，未

对上述 实施例 中的各个技术特征所有可能的组合都进行描述 ，然而，只要 这

些技术特征 的组合 不存在 矛盾 ，都应 当认 为是本说 明书记载的范围。

以上所述 实施例仅表达 了本申请 的几种 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

细，但并不能因此 而理解为对发 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 当指 出的是 ，对 于本

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 ，在不脱 离本 申请构思的前提下，还可 以做 出若千

变形和改进 ，这些都属 于本 申请 的保护范围。因此，本 申请专利的保护范围

应 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1、一种信息推送建议生成方法，包括：

提取所述推送建议分析请求 中的建议分析条件；

在记 录的历史推送任务 中，查询符合提取到的建议 分析条件 的历史推送

任务；

获取查询到的各历史推送任务分别对应 的推送效果分数 ；

对选取 的历史推送任务进行分析 ，生成与所述推送建议分析请求对应 的

推送建议 。

2、根据权刮要 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在 记录的历史 送任

括：

若未查询到符合 所述提取到的建议分析条件 的历史推送任务 ，则获取.记

录的各历史推送任务分别对应 的推送效果分数 ；

按照获取到的推送效果分数 由高到低 的顺序对所述记录的各 历史推送任

从排序后的历史推送任务 中选取预设数量排序在前的历史推送任务；及

执行所述对选取 的历史推送任 务进行分析 ，生成与所述推送建议分析请

求对应 的推送建 的步骤 。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对选取 的历史推送任

务进行分析 ，生成与所述推送建议分析请求对应 的推送建议 ，包括：

获取选取 的各历史推送任务分别对应的推送时间；

按照推送时间所属推送时间段对所述选取 的各历史推送任 务进行分类；

及

根据分类后各推送时间段 的历史推送任务所对应 的推送效果分数 ，确定



4、根据权 利要 求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对 选取 的历史推送任

务进行分析 ，生成与所述推送建议分析请求对应 的推送建议 ，包括：

获取选取 的各历史推送任务分别对应的用户类型；

按照用户类型对所述选取 的各历史推送任务进行分类；及

根据各用户类型的历史推送任务所对应 的推送效果分数 ，确定所述推送

建议分析请求对应 的用户类型选取建议 。

5、根据权 利要求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 包括：

记录 已执行 的信 息推送 务为历史推送任务；

获取记录的历史推送任务对应 的推送反馈信 息；

根据 获取到的推 送反馈信 息统计所述记录的历史推送任务对应 的推送效

果数椐 ；及

根椐 统计 的推 送效果数据计 算所述记 录的历 史推 送任 务的推 送效果分

数 。

6、一种信 息推送建议 生成装置，包括：

请求获取模块 ，用于获取推送建议分析请求；

条件提取模块 ，用于提取所述推送建议分析请求 中的建议分析条件 ；

任务查询模块 ，用 于在记录的历史推送任务 中，查询符合提取到的建议

分数 ；

任 务选取模 块 ，用于根据获取到的推送效果分数 ，从所述各历史推送任

务 中选取预设数量的历史推送任务；及

建议生成模块 ，用于对选取 的历史推送任务进行分析 ，生成与所述推送

7、根据权利要 求 6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数获取模块还用于

若未查询到符合所述提取到的建议分析条件 的历史推送任务 ，则获取记录的



各历史推送任务分别对应 的推送效果分数 ；及

所述任务选取模块还用于按照获取到的推送效果分数 由高到低 的顺序对

所述记录的各历史推送任务进行排序 ；从排序后 的历史推送任务 中选取预设

8、根据权利要 求 7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建议生成模块还用于

获取选取 的各历史推送任务分别对应 的推送时间；按照推送时间所属推送时

间段.对所述选取 的各历史推送任务进行分类；根据分类后各推送时间段 的历

史推送任务所对应 的推送效果分数 ，确定所述推送建议 分折请求对应 的推送

时间段建议 。

9、根据权 利要求 7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建议生成模块 包括 ：

推 送时间获取模块 ，用于获取选取 的各历史推送任务分别对应 的推送时

间；

推 送任务分配模块 ，用于按照推送时间所属推送时间段对所述选取 的各

推送时间建议模块 ，用于根据分类后各推 送时间段 的历史推送任务所对

应 的推送效果分数 ，确定所述推送建议分析请求对应的推送时间段建议 。

10, 根据权利要 求 6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还 包括 ：

任务记录模块 ，用于记录 已执行的信 息推送任务为历史推送任务；

信 息获取模块 ，用于获取记录的历史推送任务对应的推送反馈信 息；

数据统计模块 ，用于根据荻取 到的推送反馈 信 息统计所述记录的历史推.

送任务对应 的推送效果数据 ；及

数据计算模块 ，用于根据统计的推送效果数据计算所述记录的历史推送

任务的推送效果分数 。

11、一种计算机设备 ，所述计算机设 备 包括存储 器 ，所述存储 器 中存储

有计算机可执行指令 ，所述计算机可执行指令 所述处理器执行 时，使得所

述处理器执行 以下步骤 ：

获取推送建议分析 會求；



提取所述推送建议分析请求 中的建议分析条件；

在记录的历史推送任务 中，查询符合提取到的建议分析条件 的历史推送

任务；

获取查询到的各历史推送任务分别对应 的推送效果分数 ；

根据获取 到的推送效果分数 ，从所述各历史推送任务 中选取预设数量的

对选取 的历史推送任务进行分析 ，生成与所述推送建议分析请求对应 的

推送建议 。

12、根据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计算机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在记录的历

史推送任 务中，查询符合提取到的建议分析条件 的历史推送任务之后 ，所述

处理器还执行 以下步骤 ：

若未查询到符合 所述提取到的建议分析条件 的历史推送任务 ，则获取.记

录的各历史推送任务分别对应 的推送效果分数 ；

按照获取到的推送效果分数 由高到低 的顺序对所述记录的各历史推送任

从排序后的历史推送任务 中选取预设数量排序在前的历史推送任务；及

执行所述对选取 的历史推送任 务进行分析 ，生成与所述推送建议分析请

求对应 的推送建议 的步骤 。

13、根据权利要 求 2 所述 的计算机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对选取 的历

史推送任务进行分析 ，生成与所述推送建议 分析请求对应 的推送建议 ，包括：

获取选取 的各历史推送任务分别对应的推送时间；

按照推送时间所属推送时间段对所述选取 的各历史推送 ί ·务进行分类；

及

根据分类后各推送时间段 的历史推送任务所对应 的推送效果分数 ，确定

14、根据权利要求 12 所述的计算机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对选取 的历

史推送任务进行分析 ，生成与所述.推送建议分析请求对应 的推送建议 ，包括：



获取选取 的各历史推送任务分别对应 的用户类型；

按照用户类型对所述选取 的各历史推送任务进行分类；及

根据各用户类型的历史推送任务所对应 的推送效果分数 ，确 定所述推送

建议分析请求对应 的用户类型选取建议 。

15、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处理器还执行以下

步骤 ：

记录 已执行 的信 息推送 务为历史推送任务；

获取记 录 的历史推送任务对应 的推送反馈信 息；

根据获取到的推送反馈信 息统计所述记录的历史推送任务对应 的推送效

果数椐 ；及

根椐 统计 的推 送效果数据计 算所述记 录的历 史推 送任 务的推 送效果分

数 。

16、一个或 多个存储有计算机可执行指令 的存储介质 ，所述计算机 可执

行指令被一个或多个处理 器执行 时，使得所述一个或 多个处理器执行 以下步

骤 ：

获取推送建议分新 请求；

提取所述推送建议分析请求 中的建议分析条件 ；

在记录的历史推送任务 中，查询符合提取到的建议分析条件 的历 史推送

任务；

获取查询到 的各历史推送任务分别对应的推送效果分数 ；

根据获取到的推送效果分数 ，从所述各历史推送任务 中选取预设数量的

历史推送任务；及

对选取 的历史推送任务进行分析 ，生成与所述.推送建议分析请求对应的

推送建议 。

17、根椐权 利要 求 16 所述的存储介质 ，其特征在于，所述.在记录的历史

推送任务中，查询符合提取到的建议分柝条件 的历史推 送任务之后 ，所述处

理器还执行以下步骤 ：



若未查询到符合所述提取到的建议分析 条件 的历史推送任 务，则获取记

录的各历史推送任 务分别对应 的推送效果分数 ；

按照获取到的推送效果分数 由高到低的顺序对所述记录的各历史推送任

从排序后的历史推送任务 中选取预设数量排序在前的历史推送任务；及

执行所述对选取 的历史推送任务进行分析 ，生成与所述推送建议 分析请

求对应 的推送建 的步骤 。

18、根据权利要 求 7 所述 的计算机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对选取 的历

史推送任务进行分析 ，生成与所述推送建议 分析请求对应 的推送建议 ，包括：

获取选取 的各历史推送任务分别对应的推送时间；

按照推送时间所属推送时间段对所述选取 的各历史推送任务进行分类；

及

根据分类后各推送时间段 的历史推送任务所对应 的推送效果分数 ，确定

所述推送建议分析请求对应 的推送时间段建议 。

19、根据权 利要 求 17 所述的存储介.质，其特征在于，所述对选取 的历史

推送任务进行分析 ，生成与所述推送建议 分析请求对应的推送建议 ，包括：

获取选取 的各历史推送任务分别对应 的用户类型；

按 照用户类型对所述选取 的各历史推送任务进行分类；及

根据各用户类型的历史推送任务所对应 的推送效果分数 ，确 定所述推送

建议分析 请求对应 的用户类型选取建议 。

20、根据权 利要 求 16 所述的存储介质 ，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还执行

以下 步驟 ：

记录 已执行 的信息推送任务为历史推送任务；

获取记录的历史推送任务对应 的推送反馈信息；

根据获取到的推送反馈信 息统计所述记录的历史推送任务对应 的推送效

果数椐；及

根 椐统计 的推送效果数据计 算所述记 录的历 史推送任 务的推 送效 果分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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