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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移动终端交换用户信息

的方法及装置，涉及无线通信领域，其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用于获取第一移动终端用户信息的第

二移动终端通过wifi搜索，得到第一移动终端

wifi热点共享名；所述第二移动终端通过对所述

第一移动终端wifi热点共享名进行解析，得到第

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保存所述第一移动终端

的用户信息。本发明通过启动wifi热点，根据

wifi热点的名称来进行添加联系人信息的操作，

节省了用户的操作和时间，并提高了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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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移动终端交换用户信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用于获取第一移动终端用户信息的第二移动终端通过wifi搜索，得到第一移动终端的

设置有第一移动终端用户信息的wifi热点共享名；

所述第二移动终端通过对所述第一移动终端的第一移动终端用户信息的wifi热点共

享名进行解析，得到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

所述第二移动终端保存通过解析设置有第一移动终端用户信息的wifi热点共享名所

得到的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

其中，用于发送信息的第一移动终端将其用户信息设置到其wifi热点共享名中，并开

启其wifi热点共享功能；

所述用于发送信息的第一移动终端将其用户信息设置到其wifi热点共享名中的步骤

包括:

所述用于发送信息的第一移动终端保存其原来的wifi热点共享名，并将用户信息按照

预设规范的格式设置到其wifi热点共享名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预设规范的格式是：特殊字符+用户名

称+特殊字符+移动终端号码。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移动终端通过对所述第一移动终

端wifi热点共享名进行解析，得到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的步骤包括：

所述第二移动终端通过对所述第一移动终端wifi热点共享名进行解析，判断所解析到

的wifi热点共享名是否是符合预设规范格式的wifi热点共享名；

若解析到的wifi热点共享名是符合预设规范格式的wifi热点共享名，则得到第一移动

终端的用户信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保存所述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的步骤

包括：

所述第二移动终端将所得到的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与所述第二移动终端中的所

有用户信息进行比较；

若所述第二移动终端中无所述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则将所述第一移动终端的用

户信息保存到所述第二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中。

5.一种移动终端交换用户信息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移动终端搜索模块，用于获取第一移动终端用户信息的第二移动终端通过wifi搜索，

得到第一移动终端的设置有第一移动终端用户信息的wifi热点共享名；

移动终端解析模块，用于所述第二移动终端通过对所述第一移动终端的设置有第一移

动终端用户信息的wifi热点共享名进行解析，得到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

移动终端存储模块，用于保存通过解析设置有第一移动终端用户信息的wifi热点共享

名所得到的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

其中，用于发送信息的第一移动终端将其用户信息设置到其wifi热点共享名中，并开

启其wifi热点共享功能；

所述用于发送信息的第一移动终端将其用户信息设置到其wifi热点共享名中包括:

所述用于发送信息的第一移动终端保存其原来的wifi热点共享名，并将用户信息按照

预设规范的格式设置到其wifi热点共享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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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终端解析模块包括：

判断单元，用于所述第二移动终端通过对所述第一移动终端wifi热点共享名进行解

析，判断所解析到的wifi热点共享名是否是符合预设规范格式的wifi热点共享名；

获取单元，用于当解析到的wifi热点共享名是符合预设规范格式的wifi热点共享名，

则得到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终端存储模块包括：

比较单元，用于所述第二移动终端将所得到的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与所述第二移

动终端中的所有用户信息进行比较；

存储单元，用于当所述第二移动终端中无所述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则将所述第

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保存到所述第二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中。

8.一种移动终端交换用户信息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移动终端信息共享模块，用于发送信息的第一移动终端将其用户信息设置到其wifi热

点共享名中，并开启其wifi热点共享功能，以便第二移动终端通过wifi搜索，得到第一移动

终端的设置有第一移动终端用户信息的wifi热点共享名，并通过对所述wifi热点共享名进

行解析，得到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

所述移动终端信息共享模块包括：设置单元，用于将其用户信息按照预设规范的格式

设置到其wifi热点共享名中。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终端信息共享模块还包括：存储

单元，用于将所述用于发送信息的第一移动终端原来的wifi热点共享名进行存储；其中，所

述预设规范的格式是：特殊字符+用户名称+特殊字符+移动终端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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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移动终端交换用户信息的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无线通信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移动终端交换用户信息的方法及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终端操作系统中联系人的增加，都是通过手动输入的，具有速度慢而且很

容易输入错误，当有多人在一块聚会的时候，因彼此需要添加对方的联系方式的时候，只需

要按一键，启动wifi，开启热点。然后发起扫描请求，根据wifi热点共享名来将对方的名称

及联系方式加入到自己的手机里面，这样大大方便了人们添加联系人，省去了很多输入等

操作。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移动终端交换用户信息的方法及装置，通过启动wifi

热点，根据wifi热点的名称来添加联系人信息。

[0004]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提供了一种移动终端交换用户信息的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05] 用于获取第一移动终端用户信息的第二移动终端通过wifi搜索，得到第一移动终

端wifi热点共享名；

[0006] 所述第二移动终端通过对所述第一移动终端wifi热点共享名进行解析，得到第一

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

[0007] 保存所述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

[0008] 优选地，还包括用于发送信息的第一移动终端将其用户信息设置到其wifi热点共

享名中，并开启其wifi热点共享功能。

[0009] 优选地，所述用于发送信息的第一移动终端将其用户信息设置到其wifi热点共享

名中的步骤包括:

[0010] 所述用于发送信息的第一移动终端保存其原来的wifi热点共享名，并将用户信息

按照预设规范的格式设置到其wifi热点共享名中；

[0011] 其中，所述预设规范的格式是：特殊字符+用户名称+特殊字符+移动终端号码。

[0012] 优选地，所述第二移动终端通过对所述第一移动终端wifi热点共享名进行解析，

得到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的步骤包括：

[0013] 所述第二移动终端通过对所述第一移动终端wifi热点共享名进行解析，判断所解

析到的wifi热点共享名是否是符合预设规范格式的wifi热点共享名；

[0014] 若解析到的wifi热点共享名是符合预设规范格式的wifi热点共享名，则得到第一

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

[0015] 优选地，保存所述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的步骤包括：

[0016] 所述第二移动终端将所得到的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与所述第二移动终端中

的所有用户信息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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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若所述第二移动终端中无所述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则将所述第一移动终端

的用户信息保存到所述第二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中。

[0018]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种移动终端交互用户信息的装置，包括：

[0019] 移动终端搜索模块，用于获取第一移动终端用户信息的第二移动终端通过wifi搜

索，得到第一移动终端wifi热点共享名；

[0020] 移动终端解析模块，用于所述第二移动终端通过对所述第一移动终端wifi热点共

享名进行解析，得到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

[0021] 移动终端存储模块，用于保存所述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

[0022] 优选地，所述移动终端解析模块包括：

[0023] 判断单元，用于所述第二移动终端通过对所述第一移动终端wifi热点共享名进行

解析，判断所解析到的wifi热点共享名是否是符合预设规范格式的wifi热点共享名；

[0024] 获取单元，用于当解析到的wifi热点共享名是符合预设规范格式的wifi热点共享

名，则得到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

[0025] 优选地，所述移动终端存储模块包括：

[0026] 比较单元，用于所述第二移动终端将所得到的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与所述第

二移动终端中的所有用户信息进行比较；

[0027] 存储单元，用于当所述第二移动终端用户信息中无所述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

息，则将所述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保存到所述第二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中。

[0028]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种移动终端交换用户信息的装置，包括：

[0029] 移动终端信息共享模块，用于发送信息的第一移动终端将其用户信息设置到其

wifi热点共享名中，并开启其wifi热点共享功能。

[0030] 优选地，所述移动终端信息共享模块包括：

[0031] 存储单元，用于将所述用于发送信息的第一移动终端原来的wifi热点共享名进行

存储；

[0032] 设置单元，用于将其用户信息按照预设规范的格式设置到其wifi热点共享名中；

[0033] 其中，所述预设规范的格式是：特殊字符+用户名称+特殊字符+移动终端号码。

[0034]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35] 本发明通过启动wifi热点，根据wifi热点的名称来进行添加联系人信息的操作，

节省用户输入信息的步骤，给用户带来了方便，并节省了时间。

附图说明

[0036] 图1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移动终端交换用户信息方法的流程图；

[0037] 图2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移动终端交换用户信息装置一的示意图；

[0038] 图3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移动终端交换用户信息装置二的示意图；

[0039]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移动终端交换用户信息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应当理解，以下所说明的优

选实施例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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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图1显示了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移动终端交换用户信息方法的流程图，如图1所示，

包括以下步骤：

[0042] 步骤S101：用于获取第一移动终端用户信息的第二移动终端通过wifi搜索，得到

第一移动终端wifi热点共享名；

[0043] 步骤S102：所述第二移动终端通过对所述第一移动终端wifi热点共享名进行解

析，得到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

[0044] 步骤S103：保存所述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

[0045] 本发明还包括用于发送信息的第一移动终端将其用户信息设置到其wifi热点共

享名中，并开启其wifi热点共享功能。

[0046] 本发明所述用于发送信息的第一移动终端将其用户信息设置到其wifi热点共享

名中的步骤包括:所述用于发送信息的第一移动终端保存其原来的wifi热点共享名，并将

用户信息按照预设规范的格式设置到其wifi热点共享名中；其中，所述预设规范的格式是：

特殊字符+用户名称+特殊字符+移动终端号码。

[0047] 本发明所述第二移动终端通过对所述第一移动终端wifi热点共享名进行解析，得

到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的步骤包括：所述第二移动终端通过对所述第一移动终端wifi

热点共享名进行解析，判断所解析到的wifi热点共享名是否是符合预设规范格式的wifi热

点共享名；若解析到的wifi热点共享名是符合预设规范格式的wifi热点共享名，则得到第

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

[0048] 其中，保存所述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的步骤包括：所述第二移动终端将所得

到的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与所述第二移动终端中的所有用户信息进行比较；若所述第

二移动终端中无所述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则将所述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保存到

所述第二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中，或所述第二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中有所述第一移动终端

用户信息的用户名称，则比较用户信息的移动终端号码是否存在，若不存在，则将所述第一

移动终端用户信息的移动终端号码保存到所述第二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中，或提醒用户再

添加所述第一移动终端用户信息并进行存储。

[0049] 其中，所述第一移动终端和所述第二移动终端是带有无线接入点AP(AP：Access 

Point)功能的移动终端。

[0050] 图2显示了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移动终端交换用户信息装置一的示意图，如图2所

示，包括：移动终端搜索模块201，用于获取第一移动终端用户信息的第二移动终端通过

wifi搜索，得到第一移动终端wifi热点共享名；移动终端解析模块202，用于所述第二移动

终端通过对所述第一移动终端wifi热点共享名进行解析，得到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

移动终端存储模块203，用于保存所述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

[0051] 其中，所述移动终端解析模块202包括：判断单元，用于所述第二移动终端通过对

所述第一移动终端wifi热点共享名进行解析，判断所解析到的wifi热点共享名是否是符合

预设规范格式的wifi热点共享名；获取单元，用于当解析到的wifi热点共享名是符合预设

规范格式的wifi热点共享名，则得到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

[0052] 其中，所述移动终端存储模块203包括：比较单元，用于所述第二移动终端将所得

到的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与所述第二移动终端中的所有用户信息进行比较；存储单

元，用于当所述第二移动终端用户信息中无所述第一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则将所述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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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保存到所述第二移动终端的用户信息中，或所述第二移动终端的用户

信息中有所述第一移动终端用户信息的用户名称，则比较用户信息的移动终端号码是否存

在，若不存在，则将所述第一移动终端用户信息的移动终端号码保存到所述第二移动终端

的用户信息中，或提醒用户再添加所述第一移动终端用户信息并进行存储。

[0053] 图3显示了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移动终端交换用户信息装置二的示意图，如图3所

示，包括：移动终端信息共享模块301，用于发送用户信息的第一移动终端将其用户信息设

置到其wifi热点共享名中，并开启其wifi热点共享功能。

[0054] 其中，所述移动终端信息共享模块301包括：存储单元，用于将所述用于发送信息

的第一移动终端原来的wifi热点共享名进行存储；设置单元，用于将其用户信息按照预设

规范的格式设置到其wifi热点共享名中；其中，所述预设规范的格式是：特殊字符+用户名

称+特殊字符+移动终端号码。

[0055] 图4显示了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移动终端交换用户信息的流程图，如图4所

示，包括以下步骤：

[0056] 步骤S401：确保系统处于wifi设备开启状态，若wifi设备关闭则开启wifi并记录

状态以便恢复；

[0057] 步骤S402：保存原来的wifi热点共享名，将wifi热点共享名修改为：特殊字符+用

户名称+特殊字符+移动终端号码；

[0058] 步骤S403：确保系统处于wifi热点共享处于开启状态，若wifi热点共享关闭则开

启并记录状态以便恢复；

[0059] 步骤S404：等待一小段时间（比如10s）后开始进行wifi搜索；

[0060] 步骤S405：如果搜索到符合命名规则的wifi设备后则按照预设规则解析该名称，

提取出用户名称+移动终端号码，并检查联系人中是否已有同名，如果无同名则直接通过联

系人模块添加联系人，如果有同名则检查号码是否已有，如无则作为移动终端号码添加，如

有则什么都不做；

[0061] 步骤S406：用户判断是否还要继续进行wifi搜索；

[0062] 如选是则继续重复步骤S404。否则进行下一步操作。

[0063] 步骤S407：提示用户搜索完毕，进行还原操作。

[0064] 其还原操作包括恢复wifi热点名称，关闭wifi热点共享（如果必要的话），关闭

wifi（如果必要的话）。

[0065] 本发明在当用户移动终端需要更换名片时，程序自动将自己的wifi热点共享名设

置为“特殊字符+用户名称+特殊字符+移动终端号码”，并开启移动终端上的wifi热点共享。

等待一小段时间后开始搜索流程。搜索到符合命名规范的wifi设备后将用户名称和移动终

端号码解析出来添加为用户。整个过程无需真正地连接wifi，只需简单的wifi搜索即可。另

外该功能关闭后wifi可恢复到开启前的状态。

[0066] 综上所述，本发明通过启动wifi热点，根据wifi热点共享名来将对方名称及联系

方式加入到自己的手机里，这样给人们带来了方便，并节省了时间。

[0067] 尽管上文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不限于此，本技术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根据本发明的原理进行各种修改。因此，凡按照本发明原理所作的修改，都应当理解为

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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