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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 明公开 了一种推送资讯信 息的方法 ，包括步骤 ：对 当前播放 的音 、视频文件 的标识信 息进行采样 ，将所
采样 到 的标识信 息转换为文本信 息 ；判断文本信 息与存储 的用户输入 的兴趣 关键 词 是否一致 ，若 是 ，记录
音 、视频文件 ；当接收到播放音 、视频文件 的播放指令时 ，播放该音 、视频文件 ，并推送与音 、视频文件相
关 的资讯信 息。本发 明还公开 了一种智能终端 。采用本发 明所公开 的方案 ，不仅 能够基于用户 的喜好 向其推
送除广告信 息 以外 的其他资讯信息 ，同时，由于采用将采样到 的标识信息转换为文本信息的方式 ，不会 出现
由于在 前期人工编辑文本信息的过程 中出错 的现象 ，从而提高 了资讯信 息推送 内容 的准确性 。



推送资讯信息的方法和智能终端

[I] 技术领域

[2] 本 发明涉及到智能终端技术领域 ，特别涉及到一种推送资讯信息的方法和智能

终端。

[3] 背景技术

[4] 目前 ，通过智能终端实现基于用户 的喜好设置 向用户推送感兴趣 的广告吋 ，通

常是根据用户所设置 的 自己喜好 的接收广告的标准 ，在接收到广告服务器发送

的广告之后 ，通过将广告的标题 以及有文本字幕的广告内容等文本信息与用户

输入 的以文字信息表现 的设定标准进行对 比，如符合设定 的标准则接收广告 ，

不符合则拒绝接收广告。采用这种方法 ，只能基于用户 的喜好 向其推送感兴趣

的广告内容 ，而无法实现基于用户 的喜好推送其他类型 的资讯信息 ；并且 ，由

于只能将用户输入 的文字信息与广告的标题及 内容等文本信息进行 匹配 ，一旦

文本信息在前期 的人工编辑 中出错 ，则会导致所推送 的广告内容与用户 的兴趣

不符 ，导致推送 的内容不够准确。

[5] 发明内容

[6] 本 发明的主要 目的为提供一种推送资讯信息的方法和智能终端 ，能够基于用户

的喜好 向其推送感兴趣 的多种资讯信息 ，并且能够提高资讯信息推送 内容 的准

确性。

[7] 本 发明提供一种推送资讯信息的方法 ，包括步骤 ：

[8] 对 当前播放 的音 、视频文件 的标识信息进行采样 ，将所采样到 的所述标识信息

转换为文本信息 ；

[9] 判断所述文本信息与存储 的用户输入 的兴趣关键词是否一致 ，若是 ，记录所述

音 、视频文件 ；

[10] 当接收到播放所述音 、视频文件 的播放指令吋 ，播放该音 、视频文件 ，并推送

与所述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资讯信息。

[II] 优选地 ，所述标识信息包括 ：音 、视频文件 的标题 ，和/或对音 、视频文件 的



内容采样所得到 的语音信号；所述资讯信息包括 ：与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广告

信息 ，和/或与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新 闻资讯信息 ，和/或与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

股票信息。

[12] 优选地 ，在所述对当前播放 的音 、视频文件 的标识信息进行采样 的步骤之前 ，

还包括步骤 ：

[13] 监测是否接收到用户输入 的兴趣关键词 ，若是 ，存储所述兴趣关键词。

[14] 优选地 ，在所述判断所述文本信息与存储 的用户输入 的兴趣关键词是否一致 ，

若是 ，记录所述音 、视频文件 的步骤之后 ，还包括步骤 ：

[15] 向资讯服务器发送推送请求 ，请求资讯服务器发送与所述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

资讯信息。

[16] 优选地 ，在所述当接收到播放所述音 、视频文件 的播放指令吋 ，播放该音 、视

频文件 ，并推送与所述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资讯信息的步骤之前 ，还包括步骤

[17] 提示用户是否播放记录的所述音 、视频文件。

[18] 本 发明还提供一种智能终端 ，包括 ：

[19] 采样及转换模块 ，用于对当前播放 的音 、视频文件 的标识信息进行采样 ，将所

采样到 的所述标识信息转换为文本信息 ；

[20] 判断模块 ，用于判断所述文本信息与存储 的用户输入 的兴趣关键词是否一致 ；

[21] 记录模块 ，用于当所述文本信息与存储 的用户输入 的兴趣关键词一致吋 ，记录

所述音 、视频文件 ；

[22] 播放及推送模块 ，用于当接收到播放所述音 、视频文件 的播放指令吋 ，播放该

音 、视频文件 ，并推送与所述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资讯信息。

[23] 优选地 ，所述标识信息包括 ：音 、视频文件 的标题 ，和/或对音 、视频文件 的

内容采样所得到 的语音信号；所述资讯信息包括 ：与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广告

信息 ，和/或与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新 闻资讯信息 ，和/或与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

股票信息。

[24] 优选地 ，智能终端还包括 ：

[25] 监测模块 ，用于监测是否接收到用户输入 的兴趣关键词 ；



[26] 存储模块，用于当接收到用户输入的兴趣关键词吋，存储所述兴趣关键词。

[27] 优选地，智能终端还包括：

[28] 请求发送模块，用于向资讯服务器发送推送请求，请求资讯服务器发送与所述

音、视频文件相关的资讯信息。

[29] 优选地，智能终端还包括：

[30] 提示模块，用于提示用户是否播放记录的所述音、视频文件。

[31] 本发明通过在智能终端幵机运行吋，对当前播放的音、视频文件的标识信息进

行采样，将所采样到的标识信息转换为文本信息；判断转换后的文本信息与存

储的用户输入的兴趣关键词是否一致，如一致，则记录该音、视频文件；当接

收到播放音、视频文件的播放指令吋，播放该音、视频文件，并同吋推送与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资讯信息，不仅能够基于用户的喜好向其推送除广告信息以

外的其他资讯信息，同吋，由于采用将采样到的标识信息转换为文本信息的方

式，不会出现由于在前期人工编辑文本信息的过程中出错的现象，从而提高了

资讯信息推送内容的准确性。

[32] 附图说明

[33] 图1为本发明推送资讯信息的方法第一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

[34] 图2为本发明推送资讯信息的方法第二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

[35] 图3为本发明推送资讯信息的方法第三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

[36] 图4为本发明推送资讯信息的方法第四实施例的流程示意图；

[37] 图5为本发明智能终端第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38] 图6为本发明智能终端第二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39] 图7为本发明智能终端第三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40] 图8为本发明智能终端第四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41] 本发明目的的实现、功能特点及优点将结合实施例，参照附图做进一步说明。

[42] 具体实施方式

[43] 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

明。

[44] 本发明提供一种推送资讯信息的方法，应用于如智能电视等智能终端。实吋对



当前播放 的音 、视频文件进行采样 ，将得到 的标识信息转换为文本信息 ，并通

过将该文本信息与存储 的用户输入兴趣关键词进行对 比判断是否一致 ，如一致

，记录该音 、视频文件 ；在接收到播放指令吋 ，播放该音 、视频文件 ，同吋 向

用户推送与播放 的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资讯信息 ，实现基于用户 的喜好 向其推

送感兴趣 的资讯信息。

[45] 参照图 1，图 1为本发明推送资讯信息的方法第一实施例 的流程示意 图。

[46] 本实施例所提供 的推送资讯信息的方法 ，包括 ：

[47] 步骤 S10 ，对当前播放 的音 、视频文件 的标识信息进行采样 ，将所采样到 的标

识信息转换为文本信息 ；

[48] 在智能终端幵机运行吋 ，后 台服务会同吋启动 ，此吋 ，幵启一个采样线程 ，对

智能终端 的音频通道 中当前播放 的音 、视频文件进行采样 ，得到该音 、视频文

件 的标识信息 ；本实施例 中，采样得到 的标识信息可 以包括音 、视频文件 的标

题 ，以及对音 、视频文件 的语音 内容采样所得到 的语音信号等信息 ，也可 以为

与该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其他能够对音 、视频文件起到标识作用 的信息。当采

样得到标识信息后 ，如果该标识信息是非文本信息的形式 ，将其进行转换 ，即

转换为对应 的文本信息 ，以便与用户输入 的兴趣关键词进行 匹配。

[49] 步骤 S20 ，判断文本信息与存储 的用户输入 的兴趣关键词是否一致 ，若是 ，则

执行步骤 S21 ;

[50] 步骤 S21 ，记录音 、视频文件 ；

[51] 将采样得到标识信息转换为对应 的文本信息后 ，将该文本信息与存储 的用户输

入 的兴趣关键词进行 匹配 ，即判断存储 的兴趣关键词 中是否存在与转换后 的文

本信息一致 的兴趣关键词 ，如存在 ，则表明该当前播放 的音 、视频文件是用户

所感兴趣 的音 、视频文件 ，记录该音 、视频文件。

[52] 步骤 S30 ，当接收到播放音 、视频文件 的播放指令吋 ，播放该音 、视频文件 ，

并推送与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资讯信息。

[53] 当用户需要播放所记录的音 、视频文件吋 ，通过发送播放指令 以指示播放该音

、视频文件 ，在接收到播放音 、视频文件 的播放指令吋 ，向用户播放记录的音

、视频文件 ，并且在播放音 、视频文件 的同吋 ，向用户推送资讯服务器所发送



的与该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资讯信息。本实施例 中，资讯信息至少包括与音 、

视频文件相关的广告信息 ，与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新 闻资讯信息 ，与音 、视频

文件相关的股票信息等用户有可能关注 的信息 ，在推送吋 ，可 以只推送广告信

息 、新 闻资讯信息和股票信息中的一种 ，也可 以同吋推送其中的两个或两个 以

上。本实施例 中，如资讯信息为股票信息吋 ，用户可通过点击展示界面上的股

票按钮 ，进入股票软件 ，并进一步査看和操作与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股票信息

[54] 本实施例通过在智能终端幵机运行吋 ，对当前播放 的音 、视频文件 的标识信息

进行采样 ，将所采样到 的标识信息转换为文本信息 ；判断转换后 的文本信息与

存储 的用户输入 的兴趣关键词是否一致 ，如一致 ，则记录该音 、视频文件 ；当

接收到播放音 、视频文件 的播放指令吋 ，播放该音 、视频文件 ，并同吋推送与

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资讯信息 ，不仅能够基于用户 的喜好 向其推送除广告信息

以外 的其他资讯信息 ，同吋 ，由于采用将采样到 的标识信息转换为文本信息的

方式 ，不会 出现 由于在前期人工编辑文本信息的过程 中出错 的现象 ，从而提高

了资讯信息推送 内容 的准确性。

[55] 参照图2，图2为本发明推送资讯信息的方法第二实施例 的流程示意 图。

[56] 在本发明推送资讯信息的方法第一实施例 的基础上 ，在执行上述步骤 S10 之前

，该方法还包括 ：

[57] 步骤 S40 ，监测是否接收到用户输入 的兴趣关键词 ，若是 ，存储兴趣关键词。

[58] 本实施例 中，在智能终端幵机运行吋 ，后 台服务在幵启对音频通道 中当前播放

的音 、视频文件进行采样 的采样线程 的同吋 ，还会幵启一个监测线程 ，用于监

测是否接收到用户所输入 的 自己感兴趣 的音 、视频文件 的兴趣关键词。本实施

例 中，可 以预先设置一监测吋间，即 以该监测吋间为间隔 ，每 间隔监测吋间长

短 的吋间段 ，进行一次扫描 ，判断用户是否输入兴趣关键词 ；当监测到存在用

户输入 的兴趣关键词吋 ，将该兴趣关键词存储至智能终端 中的存储器 中，以便

于根据该兴趣关键词记录并播放用户感兴趣 的音 、视频文件 ，并同吋推送与该

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资讯信息。

[59] 在智能终端幵机运行吋 ，在幵启对音频通道 中当前播放 的音 、视频文件进行采



样 的采样线程 的同吋 ，幵启用于监测是否接收到用户所输入 的兴趣关键词 的监

测线程 ，并在监测到存在用户输入 的兴趣关键词吋存储该兴趣关键词 ，从而为

基于用户 的喜好 向其推送除广告信息 以外 的其他资讯信息 ，以及提高资讯信息

推送 内容 的准确性提供了基础。

[60] 参照图3，图3为本发明推送资讯信息的方法第三实施例 的流程示意 图。

[61] 在本发明推送资讯信息的方法第一实施例 的基础上 ，在执行步骤 S21 之后 ，该

方法还包括 ：

[62] 步骤 S50 ，向资讯服务器发送推送请求 ，请求资讯服务器发送与音 、视频文件

相关的资讯信息。

[63] 当根据存储 的兴趣关键词判断 出当前播放 的音 、视频文件是用户所感兴趣 的音

、视频文件 ，并记录了该音 、视频文件后 ，如需获取与该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

资讯信息 ，则智能终端 向资讯服务器发送推送请求 ，以请求资讯服务器发送与

记录的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如广告信息 、新 闻资讯信息 以及股票信息等资讯信

息。资讯服务器在接收到推送请求后 ，査找相应 的资讯信息库 ，以匹配与所请

求的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资讯信息 ，并发送至智能终端 ，以供智能终端接收到

相关的资讯信息后 ，与音 、视频文件一起 向用户展示。

[64] 在记录了用户感兴趣 的音 、视频文件后 ，向资讯服务器发送推送请求 ，以请求

资讯服务器发送与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资讯信息如广告信息 、新 闻资讯信息 以

及股票信息等资讯信息 ，进一步为基于用户 的喜好 向其推送除广告信息 以外 的

其他资讯信息提供了基础。

[65] 参照图4，图4为本发明推送资讯信息的方法第四实施例 的流程示意 图。

[66] 在本发明推送资讯信息的方法第一实施例 的基础上 ，在执行步骤 S30 之前 ，该

方法还包括 ：

[67] 步骤 S60 ，提示用户是否播放记录的音 、视频文件。

[68] 本实施例 中，在播放记录的音 、视频文件 ，并推送与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资讯

信息之前 ，在预设 的提示吋间后 ，向用户发送提示信息 ，以提示用户 已经记录

了其所感兴趣 的音 、视频文件 ，供用户选择是否播放该音 、视频文件 ，该提示

吋间可 以为用户预先设定 的在记录了音 、视频文件后 ，当达到提示吋间吋 ，则



向用户发送提示信息。如用户根据提示信息选择 了播放记录的音 、视频文件 ，

则 向用户展示该音 、视频文件 以及对应 的资讯信息 ；而如用户根据提示信息选

择不播放音 、视频文件 ，则 回到采样线程继续采样音频通道 中当前播放 的音 、

视频文件 的标识信息。

[69] 在播放记录的音 、视频文件 ，并推送与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资讯信息之前 ，向

用户发送提示信息 以提示用户是否播放记录的音 、视频文件 ，以根据用户 的选

择播放音 、视频文件和相关的资讯信息 ，或继续采样当前播放 的音 、视频文件

的标识信息 ，进一步提高了基于用户喜好 向其推送资讯信息的内容 的准确性。

[70]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智能终端。

[71] 参照图5，图5为本发明智能终端第一实施例 的结构示意 图。

[72] 本实施例所提供 的智能终端 ，包括 ：

[73] 采样及转换模块 10，用于对当前播放 的音 、视频文件 的标识信息进行采样 ，将

所采样到 的标识信息转换为文本信息 ；

[74] 判断模块 20，用于判断文本信息与存储 的用户输入 的兴趣关键词是否一致 ；

[75] 记录模块 30，用于当文本信息与存储 的用户输入 的兴趣关键词一致吋 ，记录音

、视频文件 ；

[76] 播放及推送模块 40，用于当接收到播放音 、视频文件 的播放指令吋 ，播放该音

、视频文件 ，并推送与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资讯信息。

[77] 在智能终端幵机运行吋 ，后 台服务会同吋启动 ，此吋 ，幵启一个采样线程 ，并

通过采样及转换模块 10对智能终端 的音频通道 中当前播放 的音 、视频文件进行

采样 ，得到该音 、视频文件 的标识信息 ；本实施例 中，采样得到 的标识信息可

以包括音 、视频文件 的标题 ，以及对音 、视频文件 的语音 内容采样所得到 的语

音信号等信息 ，也可 以为与该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其他能够对音 、视频文件起

到标识作用 的信息。当采样得到标识信息后 ，如果该标识信息是非文本信息的

形式 ，采样及转换模块 10将其进行转换 ，即转换为对应 的文本信息 ，以便与用

户输入 的兴趣关键词进行 匹配。

[78] 将采样得到标识信息转换为对应 的文本信息后 ，将该文本信息与存储 的用户输

入 的兴趣关键词进行 匹配 ，即通过判断模块 20判断存储 的兴趣关键词 中是否存



在与转换后 的文本信息一致 的兴趣关键词 ，如存在 ，则表明该当前播放 的音 、

视频文件是用户所感兴趣 的音 、视频文件 ，记录模块 30记录该音 、视频文件。

[79] 当用户需要播放所记录的音 、视频文件吋 ，通过发送播放指令 以指示播放该音

、视频文件 ，在接收到播放音 、视频文件 的播放指令吋 ，播放及推送模块 40向

用户播放记录的音 、视频文件 ，并且在播放音 、视频文件 的同吋 ，向用户推送

资讯服务器所发送 的与该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资讯信息。本实施例 中，资讯信

息至少包括与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广告信息 ，与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新 闻资讯

信息 ，与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股票信息等用户有可能关注 的信息 ，在推送吋 ，

可 以只推送广告信息 、新 闻资讯信息和股票信息中的一种 ，也可 以同吋推送其

中的两个或两个 以上。本实施例 中，如资讯信息为股票信息吋 ，用户可通过点

击展示界面上的股票按钮 ，进入股票软件 ，并进一步査看和操作与音 、视频文

件相关的股票信息。

[80] 本实施例通过在智能终端幵机运行吋 ，对当前播放 的音 、视频文件 的标识信息

进行采样 ，将所采样到 的标识信息转换为文本信息 ；判断转换后 的文本信息与

存储 的用户输入 的兴趣关键词是否一致 ，如一致 ，则记录该音 、视频文件 ；当

接收到播放音 、视频文件 的播放指令吋 ，播放该音 、视频文件 ，并同吋推送与

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资讯信息 ，不仅能够基于用户 的喜好 向其推送除广告信息

以外 的其他资讯信息 ，同吋 ，由于采用将采样到 的标识信息转换为文本信息的

方式 ，不会 出现 由于在前期人工编辑文本信息的过程 中出错 的现象 ，从而提高

了资讯信息推送 内容 的准确性。

[81] 参照图6，图6为本发明智能终端第二实施例 的结构示意 图。

[82] 在本发明智能终端第一实施例 的基础上 ，该智能终端还包括 ：

[83] 监测模块 50，用于监测是否接收到用户输入 的兴趣关键词 ；

[84] 存储模块 5 1，用于当接收到用户输入 的兴趣关键词吋 ，存储兴趣关键词。

[85] 本实施例 中，在智能终端幵机运行吋 ，后 台服务在幵启对音频通道 中当前播放

的音 、视频文件进行采样 的采样线程 的同吋 ，还会幵启一个监测线程 ，即通过

监测模块 50监测是否接收到用户所输入 的 自己感兴趣 的音 、视频文件 的兴趣关

键词。本实施例 中，可 以预先设置一监测吋间，即 以该监测吋间为间隔 ，每 间



隔监测吋间长短 的吋间段 ，进行一次扫描 ，判断用户是否输入兴趣关键词 ；当

监测到存在用户输入 的兴趣关键词吋 ，存储模块 5 1将该兴趣关键词存储至智能

终端 中的存储器 中，以便于根据该兴趣关键词记录并播放用户感兴趣 的音 、视

频文件 ，并同吋推送与该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资讯信息。

[86] 在智能终端幵机运行吋 ，在幵启对音频通道 中当前播放 的音 、视频文件进行采

样 的采样线程 的同吋 ，幵启用于监测是否接收到用户所输入 的兴趣关键词 的监

测线程 ，并在监测到存在用户输入 的兴趣关键词吋存储该兴趣关键词 ，从而为

基于用户 的喜好 向其推送除广告信息 以外 的其他资讯信息 ，以及提高资讯信息

推送 内容 的准确性提供了基础。

[87] 参照图7，图7为本发明智能终端第三实施例 的结构示意 图。

[88] 在本发明智能终端第一实施例 的基础上 ，该智能终端还包括 ：

[89] 请求发送模块 60，用于 向资讯服务器发送推送请求 ，请求资讯服务器发送与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资讯信息。

[90] 当根据存储 的兴趣关键词判断 出当前播放 的音 、视频文件是用户所感兴趣 的音

、视频文件 ，并记录了该音 、视频文件后 ，如需获取与该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

资讯信息 ，则请求发送模块 60智能终端 向资讯服务器发送推送请求 ，以请求资

讯服务器发送与记录的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如广告信息 、新 闻资讯信息 以及股

票信息等资讯信息。资讯服务器在接收到推送请求后 ，査找相应 的资讯信息库

，以匹配与所请求的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资讯信息 ，并发送至智能终端 ，以供

智能终端接收到相关的资讯信息后 ，与音 、视频文件一起 向用户展示。

[91] 在记录了用户感兴趣 的音 、视频文件后 ，向资讯服务器发送推送请求 ，以请求

资讯服务器发送与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资讯信息如广告信息 、新 闻资讯信息 以

及股票信息等资讯信息 ，进一步为基于用户 的喜好 向其推送除广告信息 以外 的

其他资讯信息提供了基础。

[92] 参照图8，图8为本发明智能终端第四实施例 的结构示意 图。

[93] 在本发明智能终端第一实施例 的基础上 ，该智能终端还包括 ：

[94] 提示模块 70，用于提示用户是否播放记录的音 、视频文件。

[95] 本实施例 中，在播放记录的音 、视频文件 ，并推送与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资讯



信息之前，在预设的提示吋间后，提示模块70向用户发送提示信息，以提示用

户已经记录了其所感兴趣的音、视频文件，供用户选择是否播放该音、视频文

件，该提示吋间可以为用户预先设定的在记录了音、视频文件后，当达到提示

吋间吋，则向用户发送提示信息。如用户根据提示信息选择了播放记录的音、

视频文件，则向用户展示该音、视频文件以及对应的资讯信息；而如用户根据

提示信息选择不播放音、视频文件，则回到采样线程继续采样音频通道中当前

播放的音、视频文件的标识信息。

[96] 在播放记录的音、视频文件，并推送与音、视频文件相关的资讯信息之前，向

用户发送提示信息以提示用户是否播放记录的音、视频文件，以根据用户的选

择播放音、视频文件和相关的资讯信息，或继续采样当前播放的音、视频文件

的标识信息，进一步提高了基于用户喜好向其推送资讯信息的内容的准确性。

[9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

用本发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

用在其他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



权利要求书

一种推送资讯信息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步骤 ：

对当前播放 的音 、视频文件 的标识信息进行采样 ，将所采样到 的

所述标识信息转换为文本信息 ；

判断所述文本信息与存储 的用户输入 的兴趣关键词是否一致 ，若

是 ，记录所述音 、视频文件 ；

当接收到播放所述音 、视频文件 的播放指令吋 ，播放该音 、视频

文件 ，并推送与所述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资讯信息。

如权利要求 1所述 的推送资讯信息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对

当前播放 的音 、视频文件 的标识信息进行采样 的步骤之前 ，还包

括步骤 ：

监测是否接收到用户输入 的兴趣关键词 ，若是 ，存储所述兴趣关

键词。

如权利要求 1所述 的推送资讯信息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标识

信息包括 ：音 、视频文件 的标题 ，和/或对音 、视频文件 的内容采

样所得到 的语音信号；所述资讯信息包括 ：与音 、视频文件相关

的广告信息 ，和/或与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新 闻资讯信息 ，和/或与

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股票信息。

如权利要求3所述 的推送资讯信息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对

当前播放 的音 、视频文件 的标识信息进行采样 的步骤之前 ，还包

括步骤 ：

监测是否接收到用户输入 的兴趣关键词 ，若是 ，存储所述兴趣关

键词。

如权利要求 1所述 的推送资讯信息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判

断所述文本信息与存储 的用户输入 的兴趣关键词是否一致 ，若是

，记录所述音 、视频文件 的步骤之后 ，还包括步骤 ：

向资讯服务器发送推送请求 ，请求资讯服务器发送与所述音 、视

频文件相关的资讯信息。



如权利要求 3所述 的推送资讯信息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判

断所述文本信息与存储 的用户输入 的兴趣关键词是否一致 ，若是

，记录所述音 、视频文件 的步骤之后 ，还包括步骤 ：

向资讯服务器发送推送请求 ，请求资讯服务器发送与所述音 、视

频文件相关的资讯信息。

如权利要求 1所述 的推送资讯信息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当

接收到播放所述音 、视频文件 的播放指令吋 ，播放该音 、视频文

件 ，并推送与所述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资讯信息的步骤之前 ，还

包括步骤 ：

提示用户是否播放记录的所述音 、视频文件。

如权利要求 3所述 的推送资讯信息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当

接收到播放所述音 、视频文件 的播放指令吋 ，播放该音 、视频文

件 ，并推送与所述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资讯信息的步骤之前 ，还

包括步骤 ：

提示用户是否播放记录的所述音 、视频文件。

一种智能终端 ，其特征在于 ，包括 ：

采样及转换模块 ，用于对当前播放 的音 、视频文件 的标识信息进

行采样 ，将所采样到 的所述标识信息转换为文本信息 ；

判断模块 ，用于判断所述文本信息与存储 的用户输入 的兴趣关键

词是否一致 ；

记录模块 ，用于当所述文本信息与存储 的用户输入 的兴趣关键词

一致吋 ，记录所述音 、视频文件 ；

播放及推送模块 ，用于当接收到播放所述音 、视频文件 的播放指

令吋 ，播放该音 、视频文件 ，并推送与所述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

资讯信息。

如权利要求 9所述 的智能终端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 ：

监测模块 ，用于监测是否接收到用户输入 的兴趣关键词 ；

存储模块 ，用于当接收到用户输入 的兴趣关键词吋 ，存储所述兴



趣关键词。

[权利要求 11] 如权利要求9所述 的智能终端 ，其特征在于 ，所述标识信息包括 ：

音 、视频文件 的标题 ，和/或对音 、视频文件 的内容采样所得到 的

语音信号；所述资讯信息包括 ：与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广告信息

，和/或与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新 闻资讯信息 ，和/或与音 、视频文

件相关的股票信息。

[权利要求 12] 如权利要求 11所述 的智能终端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 ：

监测模块 ，用于监测是否接收到用户输入 的兴趣关键词 ；

存储模块 ，用于当接收到用户输入 的兴趣关键词吋 ，存储所述兴

趣关键词。

[权利要求 13] 如权利要求9所述 的智能终端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 ：

请求发送模块 ，用于 向资讯服务器发送推送请求 ，请求资讯服务

器发送与所述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资讯信息。

[权利要求 14] 如权利要求 11所述 的智能终端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 ：

请求发送模块 ，用于 向资讯服务器发送推送请求 ，请求资讯服务

器发送与所述音 、视频文件相关的资讯信息。

[权利要求 15] 如权利要求9所述 的智能终端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 ：

提示模块 ，用于提示用户是否播放记录的所述音 、视频文件。

[权利要求 16] 如权利要求 11所述 的智能终端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 ：

提示模块 ，用于提示用户是否播放记录的所述音 、视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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