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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归类手机应用 图标的方法和手机

技术领域

[1] 本发明属于互联网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归类手机应用图标的方法以及手机。

背景技术

[2] 手机已从以前含有打电话、发短信等几个简单功能的功能机吋代，发展到了现

在给人们生活带来无数便利的智能机吋代。现在，手机已经渗透进了人们生活

、工作、学习中的各个角落，扮演着越来越重的角色，人们已经越来越离不幵

手机。人们通过手机了解各种资讯、与朋友或是各种社群交流、购物、拍照、

投资理财、订餐等。因此，智能手机强大的操作系统给人们带来更多、更强、

更具个性的社交化服务，在娱乐、商务、吋讯及服务等应用功能上能更好的满

足消费者对移动互联的体验，它几乎成了这个吋代不可或缺的代表配置。

[3] 因此，人们为了体验许多各种不同的功能和服务，在手机上会下载很多应用软

件，这些应用软件都形成一个个的图标，这些应用软件的图标会依据下载吋间

的前后顺序排列在桌面上。而图标多了，用户很难记住每个图标的具体位置，

比如，某个图标在第几页的第几行，这样就会难以定位，当用户想打幵某个 目

标软件吋，就得一页一页一行一行的翻找，就非常难找。有的用户为了方便找

到图标，只好把几个最常用的应用图标 自己手动放在 自己熟悉的位置上，比如

， Q Q 、微信、浏览器等。手机应用图标不能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重新排列组合

，使用户査找打幵应用很不方便，用户体验不佳。

[4] 综上，针对于当前手机应用图标不能 自行的按照一定规律进行排列，为用户寻

找图标打幵相应的应用软件增加了难度，操作复杂不便捷，这种用户体验不佳

的情况，需要提供一种能够按照一定规律归类整理图标方便用户寻找的方法。

对发明的公开

技术问题

[5]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归类手机应用图标的方法，目的在于针对于当前手机

应用图标不能 自行的按照一定规律进行排列，为用户寻找图标打幵相应的应用



软件增加了难度，操作复杂不便捷，这种用户体验不佳的情况，需要提供一种

能够按照一定规律归类整理图标方便用户寻找的方法。

问题 的解决方案

技术解决方案

[6]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一种归类手机应用图标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7] 记录预设的在手机软件图标所对应的分类标签；

[8] 检测手机中新增的软件图标的标签；

[9] 根据所述手机中新增的软件图标的标签，将所述新增的软件图标放置于含有其

他具有相同标签软件的同一个文件夹中。

[10]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手机，包括：

[11] 记录单元，检测单元，图标整理单元，其中：

[12] 记录单元，用于记录预设的在手机软件图标所对应的分类标签；

[13] 检测单元，其输入端与所述记录单元的输出端连接，用于检测手机中新增的软

件图标的标签；

[14] 图标整理单元，其输入端与所述检测单元的输出端连接，用于根据所述手机中

新增的软件图标的标签，将所述新增的软件图标放置于含有其他具有相同标签

软件的同一个文件夹中。

发明的有益效果

有益效果

[15] 该发明通过有效地归类手机应用图标，方便用户寻找和定位特定的软件图标，

从而提升用户对手机的使用体验。

对附图的简要说 明

附图说明

[16]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归类手机应用图标的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17]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手机的结构示意图。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



[18] 为了使本发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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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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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19] 图 1是发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归类手机应用 图标 的方法 的流程示意 图，为了便

于说明，只示 出了与本发明实施例相关的部分。

[20] 在步骤 S101 中，记录预设 的在手机软件 图标所对应 的分类标签。

[21] 在本实施例 中，以手机下载应用软件为例 ，标签可 以是用户或者厂家手动输入

，如游戏标签 、读书标签 、生活应用标签等。

[22] 如 ，可 以预设QQ、微信 的图标 的分类标签为社交标签 ，预设淘宝 、天猫 、京

东的图标 的分类标签为网购标签。

[23] 在步骤 S102 中，检测手机 中新增 的软件 图标 的标签。

[24] 当用户在手机上下载了新 的应用软件 ，比如 ，下载了QQ和京东 ，检测到QQ图

标 的分类标签是社交标签 ，以及京东图标 的分类标签是 网购标签。

[25] 在步骤 S103 中，根据所述手机 中新增 的软件 图标 的标签 ，将所述新增 的软件 图

标放置于含有其他具有相 同标签软件 的同一个文件夹中。

[26] 根据检测到 的QQ和京东图标 的分类标签分别是社交标签和 网购标签 ，将QQ和

京东的图标放置在含有其他具有相 同的软件 图标 的文件夹中，如 ，在QQ之前 已

经下载了具有社交标签 的微信和陌陌等 ，并且微信和陌陌的图标都放置在一个

叫'社交 '的文件夹中，于是将QQ的图标放置在该 '社交 '的文件夹中；在京东之前

已经下载了具有 网购标签 的淘宝和唯品会 ，并且淘宝和唯品会的图标都放置在

一个叫'网购 '的文件夹中，于是将京东的图标放置在该 '网购 '的文件夹中。

[27] 该发明通过有效地归类手机应用 图标 ，方便用户寻找和定位特定 的软件 图标 ，

从而提升用户对手机 的使用体验。

[28]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手机 的结构示意 图，该手机包括 ：

[29] 记录单元2 1，检测单元22，图标整理单元23，其中：

[30] 记录单元2 1，用于记录预设 的在手机软件 图标所对应 的分类标签 ；

[31] 检测单元22，其输入端与所述记录单元2 1的输 出端连接 ，用于检测手机 中新增

的软件 图标 的标签 ；



[32] 图标整理单元23，其输入端与所述检测单元22的输出端连接，用于根据所述手

机中新增的软件图标的标签，将所述新增的软件图标放置于含有其他具有相同

标签软件的同一个文件夹中。

[33] 其工作原理是：记录单元2 1记录预设的在手机软件图标所对应的分类标签；检

测单元22检测手机中新增的软件图标的标签；根据所述手机中新增的软件图标

的标签，图标整理单元23将所述新增的软件图标放置于含有其他具有相同标签

软件的同一个文件夹中。

[34] 该发明通过有效地归类手机应用图标，方便用户寻找和定位特定的软件图标，

从而提升用户对手机的使用体验。

[35] 以上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

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之内。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1] 一种归类手机应用图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

记录预设的在手机软件图标所对应的分类标签；

检测手机中新增的软件图标的标签；

根据所述手机中新增的软件图标的标签，将所述新增的软件图标

放置于含有其他具有相同标签软件的同一个文件夹中。

[权利要求 2] —种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手机包括：

记录单元，检测单元，图标整理单元，其中：

记录单元，用于记录预设的在手机软件图标所对应的分类标签；

检测单元，其输入端与所述记录单元的输出端连接，用于检测手

机中新增的软件图标的标签；

图标整理单元，其输入端与所述检测单元的输出端连接，用于根

据所述手机中新增的软件图标的标签，将所述新增的软件图标放

置于含有其他具有相同标签软件的同一个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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