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238817.0

(22)申请日 2018.03.2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429867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8.21

(73)专利权人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100015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10号

(72)发明人 李涛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志霖恒远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11435

代理人 郭栋梁

(51)Int.Cl.

H04M 19/04(2006.01)

H04M 3/54(2006.01)

(56)对比文件

WO 2015066039 A1,2015.05.07

CN 105100453 A,2015.11.25

CN 101471986 A,2009.07.01

CN 104363360 A,2015.02.18

CN 1339909 A,2002.03.13

WO 2015066039 A1,2015.05.07

审查员 朱朴宁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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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来电提醒的方法及装置，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接收转接来电信息，所述转

接来电信息包括当前的主叫标识和当前的被叫

标识；根据被叫标识与提醒策略的映射关系，确

定所述当前的被叫标识所对应的当前的提醒策

略；根据当前的提醒策略中主叫标识与提醒方式

的映射关系，确定所述当前的主叫标识所对应的

当前的提醒方式，并以所述当前的提醒方式进行

来电提醒。可以根据转接来电的不同选择不同的

提醒策略，并根据不同的提醒策略的提醒方式对

机主进行来电提醒，具有提醒及时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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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来电提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接收转接来电信息，所述转接来电信息包括当前的主叫标识和当前的被叫标识；

根据被叫标识与提醒策略的映射关系，确定所述当前的被叫标识所对应的当前的提醒

策略，所述提醒策略根据每一被叫电话自身的联系人来设定；

根据当前的提醒策略中主叫标识与提醒方式的映射关系，确定所述当前的主叫标识所

对应的当前的提醒方式，并以所述当前的提醒方式进行来电提醒；

所述转接来电信息还包括来电时间；

根据被叫标识所对应设备经常使用的路由器与连接时间的对应关系，确定所述来电时

间所对应的路由器为目标路由器，通过控制与目标路由器连接的物联网智能终端按照预定

方式进行工作来进行即时来电提醒。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来电提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当前的提醒策略中主

叫标识与提醒方式的映射关系，确定所述当前的主叫标识所对应的当前的提醒方式，并以

所述当前的提醒方式进行来电提醒，具体为：

判断所述当前的主叫标识是否为需要即时提醒的主叫标识；若是，则根据当前的主叫

标识所对应的当前的提醒方式进行即时来电提醒；若否，则生成未接来电清单，并在所述当

前的被叫标识所对应的设备开机或在线时向其发送所述未接来电清单。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来电提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即时来电提醒，具体为：

控制物联网智能终端按照预定方式进行工作。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来电提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进行即时来电提醒的同时，

向所述当前的被叫标识所对应的电子邮箱和/或即时社交软件发送提示信息，所述提示信

息包括所述当前的主叫标识。

5.一种来电提醒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收单元，用于接收转接来电信息，所述转接来电信息包括当前的主叫标识和当前的

被叫标识；

控制单元，用于根据被叫标识与提醒策略的映射关系，确定所述当前的被叫标识所对

应的当前的提醒策略，所述提醒策略根据每一被叫电话自身的联系人来设定；还用于根据

当前的提醒策略中主叫标识与提醒方式的映射关系，确定所述当前的主叫标识所对应的当

前的提醒方式，并以所述当前的提醒方式进行来电提醒；

所述转接来电信息还包括来电时间；

所述控制单元还用于根据被叫标识所对应设备经常使用的路由器与连接时间的对应

关系，确定所述来电时间所对应的路由器为目标路由器，通过控制与目标路由器连接的物

联网智能终端按照预定方式进行工作来进行即时来电提醒。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来电提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还用于判断所述当

前的主叫标识是否为需要即时提醒的主叫标识；若是，则根据当前的主叫标识所对应的当

前的提醒方式进行即时来电提醒；若否，则生成未接来电清单，并在所述当前的被叫标识所

对应的设备开机或在线时向其发送所述未接来电清单。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来电提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用于控制物联网智

能终端按照预定方式进行工作的方式进行即时来电提醒。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来电提醒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发送单元，用于在进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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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来电提醒的同时，向所述当前的被叫标识所对应的电子邮箱和/或即时社交软件发送提

示信息，所述提示信息包括所述当前的主叫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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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电提醒的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一般涉及移动通信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来电提醒的方法及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被叫手机关机或者不在服务区时，可以通过预先设置移动秘书或者呼叫

转移的方式，将主叫电话转移到事先设定的电话上。采用此种方式，虽然可以在被叫手机关

机或者不在服务区时，接到主叫电话，但是，一般被叫手机和所设定的转接电话不在同一地

点，或不是同一个人所拥有，那么被转接的电话就存在不能及时通知到机主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鉴于现有技术中的上述缺陷或不足，期望提供一种来电提醒的方法及装置，用于

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转接的电话不能及时通知被叫机主的问题。

[0004] 本申请一方面提供一种来电提醒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接收转接来电信息，所述转接来电信息包括当前的主叫标识和当前的被叫标识；

[0006] 根据被叫标识与提醒策略的映射关系，确定所述当前的被叫标识所对应的当前的

提醒策略；

[0007] 根据当前的提醒策略中主叫标识与提醒方式的映射关系，确定所述当前的主叫标

识所对应的当前的提醒方式，并以所述当前的提醒方式进行来电提醒。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根据当前的提醒策略中主叫标识与提醒方式的映射关系，确定所

述当前的主叫标识所对应的当前的提醒方式，并以所述当前的提醒方式进行来电提醒，具

体为：

[0009] 判断所述当前的主叫标识是否为需要即时提醒的主叫标识；若是，则根据当前的

主叫标识所对应的当前的提醒方式进行即时来电提醒；若否，则生成未接来电清单，并在所

述当前的被叫标识所对应的设备开机或在线时向其发送所述未接来电清单。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即时来电提醒，具体为：

[0011] 控制物联网智能终端按照预定方式进行工作。

[0012] 进一步地，所述转接来电信息还包括来电时间；

[0013] 根据被叫标识所对应设备经常使用的路由器与连接时间的对应关系，确定所述来

电时间所对应的路由器为目标路由器，通过控制与目标路由器连接的物联网智能终端按照

预定方式进行工作来进行即时来电提醒。

[0014] 进一步地，在进行即时来电提醒的同时，向所述当前的被叫标识所对应的电子邮

箱和/或即时社交软件发送提示信息，所述提示信息包括所述当前的主叫标识。

[0015] 本发明另一方面提供一种来电提醒装置，包括：

[0016] 接收单元，用于接收转接来电信息，所述转接来电信息包括当前的主叫标识和当

前的被叫标识；

[0017] 控制单元，用于根据被叫标识与提醒策略的映射关系，确定所述当前的被叫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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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对应的当前的提醒策略；还用于根据当前的提醒策略中主叫标识与提醒方式的映射关

系，确定所述当前的主叫标识所对应的当前的提醒方式；并以所述当前的提醒方式进行来

电提醒。

[0018] 进一步地，所述控制单元还用于判断所述当前的主叫标识是否为需要即时提醒的

主叫标识；若是，则根据当前的主叫标识所对应的当前的提醒方式进行即时来电提醒；若

否，则生成未接来电清单，并在所述当前的被叫标识所对应的设备开机或在线时向其发送

所述未接来电清单。

[0019] 进一步地，所述控制单元用于控制物联网智能终端按照预定方式进行工作的方式

进行即时来电提醒。

[0020] 进一步地，所述转接来电信息还包括来电时间；

[0021] 所述控制单元还用于根据被叫标识所对应设备经常使用的路由器与连接时间的

对应关系，确定所述来电时间所对应的路由器为目标路由器，通过控制与目标路由器连接

的物联网智能终端按照预定方式进行工作来进行即时来电提醒。

[0022] 进一步地，还包括发送单元，用于在进行即时来电提醒的同时，向所述当前的被叫

标识所对应的电子邮箱和/或即时社交软件发送提示信息，所述提示信息包括所述当前的

主叫标识。

[0023] 本申请提供的上述方案，可以根据转接来电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提醒策略，并根据

不同的提醒策略的提醒方式对机主进行来电提醒，具有提醒及时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24] 通过阅读参照以下附图所作的对非限制性实施例所作的详细描述，本申请的其它

特征、目的和优点将会变得更明显：

[002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来电提醒的方法的流程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来电提醒装置的原理示意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另一实施例提供的来电提醒装置的原理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申请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可以理解的是，此处所描

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于解释相关发明，而非对该发明的限定。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为了

便于描述，附图中仅示出了与发明相关的部分。

[0029] 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

互组合。下面将参考附图并结合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申请。

[0030] 如图1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来电提醒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1] S1：接收转接来电信息，所述转接来电信息包括当前的主叫标识和当前的被叫标

识；

[0032] 手机在设置了来电转接时，若其处于关机或不在服务区的状态，则打入该手机的

电话会被转移至所设定的手机上。若被设定为转接的手机同样处于关机或不在服务区的状

态，则被转接至该手机的电话被转移至其所设定的转接手机上，以此规则直至被转接至开

机或处于在线状态的手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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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被设定为转接的手机接收转接来电信息，转接来电信息至少包括当前的主叫标识

和当前的被叫标识。主叫标识和被叫标识分别用于表示主叫身份、被叫身份。例如但不限

于，主叫标识和被叫标识可以是主被叫机主姓名、主被叫手机号或主被叫IM SI

(International  Mobile  Subscriber  Identification  Number；国际移动用户识别码)等。

[0034] S2：根据被叫标识与提醒策略的映射关系，确定所述当前的被叫标识所对应的当

前的提醒策略；

[0035] 每一接收转接来电信息的手机都可能被一个以上的被叫手机设定为来电转接的

目标手机。大多情况下不同的被叫手机其通话联系人是不同的，每一被叫电话会根据自身

的联系人来设定相应的提醒策略，为防止转接错误，需要根据被叫电话的被叫标识来确定

与其对应的提醒策略。

[0036] S3：根据当前的提醒策略中主叫标识与提醒方式的映射关系，确定所述当前的主

叫标识所对应的当前的提醒方式，并以所述当前的提醒方式进行来电提醒。

[0037] 在每一提醒策略中，每一主叫标识都对应一种提醒方式，根据主叫标识所对应的

提醒方式进行来电提醒。

[0038] 进一步地，所述根据当前的提醒策略中主叫标识与提醒方式的映射关系，确定所

述当前的主叫标识所对应的当前的提醒方式，并以所述当前的提醒方式进行来电提醒，具

体为：

[0039] 判断所述当前的主叫标识是否为需要即时提醒的主叫标识；若是，则根据当前的

主叫标识所对应的当前的提醒方式进行即时来电提醒；若否，则生成未接来电清单，并在所

述当前的被叫标识所对应的设备开机或在线时向其发送所述未接来电清单。

[0040] 可以将转接来电按重要程度进行区分，重要的来电需要进行即时的提醒，而一般

的电话可以不用即时的提醒。例如可以下表的方式进行区分：

[0041]

[0042]

[0043] 其中，记录在该表中的主叫标识则为需要即时提醒的主叫标识，则按照其所对应

的提醒方式，控制物联网智能终端进行相应的提醒。而未被记录在表中的主叫标识则是不

要用即时提醒的主叫标识，则不需要控制物联网智能终端进行提醒，只需生成未接来电清

单，并在当前的被叫标识所对应的设备开机或在线时向其发送未接来电清单进行提醒即

可。

[0044] 进一步地，即时来电提醒，具体为：

[0045] 控制物联网智能终端按照预定方式进行工作。

[0046] 物联网智能终端可以是与路由器连接的智能灯具、智能音响等，其在局域网中有

自身的IP，路由器将提醒方式路由至对应的物联网智能终端，以使其按照对应的提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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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来电提醒。

[0047] 进一步地，为了提高来电提醒的针对性及目的性，所述转接来电信息还包括来电

时间；

[0048] 根据被叫标识所对应设备经常使用的路由器与连接时间的对应关系，确定所述来

电时间所对应的路由器为目标路由器，通过控制与目标路由器连接的物联网智能终端按照

预定方式进行工作来进行即时来电提醒。

[0049] 被叫电话预先会将其经常连接路由器(WIFI)信息及其连接时间段信息等同步给

被设定为转接来电的手机上，在转接来电的手机接到转接来电时，其根据被叫电话经常使

用的路由器与连接时间的对应关系，确定此来电时间所对应的路由器为目标路由器，并向

该路由器发送按照预定方式控制物联网智能终端进行工作来进行即时来电提醒的命令，路

由器将命令路由至对应的物联网智能终端。

[0050] 例如，A手机在9：00-11：30经常性连接a路由器，在12：30-16：00经常性连接b路由

器，在17：00-20：00经常性连接c路由器。若B手机在13：00接到打向A手机的转接来电，则判

断为A手机的机主最可能处于b路由器所处的区域，则控制与b路由器连接的物联网终端进

行来电提醒。假设a路由器安装于会议室，b路由器安装于办公室，c路由器安装于家。

[0051] 采用上述方案，A手机经常性连接路由器的数据及时间，推测出当前机主最可能处

的位置，并通过该位置的物联网智能终端进行来电提醒，最大限度的避免漏接重要电话。

[0052] 进一步地，在进行即时来电提醒的同时，向所述当前的被叫标识所对应的电子邮

箱和/或即时社交软件发送提示信息，所述提示信息包括所述当前的主叫标识。

[0053] 为了最大限度的对被叫机主进行提醒，降低漏接重要电话的可能，则在进行实时

来电提醒的同时，还通过向其发送保护主叫标识的电子邮件、QQ消息、微信消息、微博信息

等进行来电提醒。

[0054] 可以通过在两部手机均安装相应的APP来实现上述来电提醒的方法。在首次使用

该APP时，需要进行注册，注册时需要填写机主的相关信息，例如电子邮箱账号、QQ账号、微

信账号、微博账号等信息。另外还需要预先设置各来电电话的提醒方式，例如仅设置重要电

话的提醒方式，而未被设置的统一采用同一种提醒方式。此外，该APP会记录安装其的手机

连接路由器信息。在进行来电转接设置时，两部手机会同步各自的相关数据，例如上述机主

信息、提醒方式及路由器信息等。在接到转接来电信息时，按照上述方法进行来电提醒。

[0055] 如图2所示，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来电提醒装置，包括接收单元1，用于接收转

接来电信息，所述转接来电信息包括当前的主叫标识和当前的被叫标识；控制单元2，用于

根据被叫标识与提醒策略的映射关系，确定所述当前的被叫标识所对应的当前的提醒策

略；还用于根据当前的提醒策略中主叫标识与提醒方式的映射关系，确定所述当前的主叫

标识所对应的当前的提醒方式，并以所述当前的提醒方式进行来电提醒。

[0056] 该来电提醒装置的工作方法及效果参见上述方法实施例的描述，这里不再赘述。

[0057] 进一步地，控制单元2还用于判断所述当前的主叫标识是否为需要即时提醒的主

叫标识；若是，则根据当前的主叫标识所对应的当前的提醒方式进行即时来电提醒；若否，

则生成未接来电清单，并在所述当前的被叫标识所对应的设备开机或在线时向其发送所述

未接来电清单。

[0058] 进一步地，所述控制单元2用于控制物联网智能终端按照预定方式进行工作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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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行即时来电提醒。

[0059] 进一步地，所述转接来电信息还包括来电时间；

[0060] 所述控制单元2还用于根据被叫标识所对应设备经常使用的路由器与连接时间的

对应关系，确定所述来电时间所对应的路由器为目标路由器，通过控制与目标路由器连接

的物联网智能终端按照预定方式进行工作来进行即时来电提醒。

[0061] 进一步地，另参见图3所述，还包括发送单元3，用于在进行即时来电提醒的同时，

向所述当前的被叫标识所对应的电子邮箱和/或即时社交软件发送提示信息，所述提示信

息包括所述当前的主叫标识。

[0062] 以上描述仅为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以及对所运用技术原理的说明。本领域技术人

员应当理解，本申请中所涉及的发明范围，并不限于上述技术特征的特定组合而成的技术

方案，同时也应涵盖在不脱离所述发明构思的情况下，由上述技术特征或其等同特征进行

任意组合而形成的其它技术方案。例如上述特征与本申请中公开的(但不限于)具有类似功

能的技术特征进行互相替换而形成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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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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