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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METHOD AND ELECTRONIC DEVICE FOR SCHEDULING APP

(54) 发明名称 ：一种调用 APP 的方法及 电子 设备

(57) Abstract: Embodiments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relate to the field of in
100

第一应用界面的界 面元素 ，获取所 formation technology. Disclosed are a method and device for scheduling ap

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 plications. The method comprises: an electronic device determines an inter
face element of a first application interface, acquires at least one semantic ei
genvalue of the interface element, where the semantic eigenvalue i s used for
indicating a semantic feature of the interface element, acquires semantic ei

110 genvalues of applications, matches the at least one semantic eigenvalue of the
获取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 interface element to the semantic eigenvalues of the applications, and determ

ines an applica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interface element on the basis of a
match result; and, the electronic device displays the applica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interface element. The present invention reduces operating ste s for

将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与所述应 120 a user, implements switching between different APPs, and increases the effi

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进行 匹配 ， 居匹配 结杲确 ciency in scheduling the APPs.
定与所迷界面元素相关联 的应用程序

(57) 摘要： 本 发 明的实施例 公开 了一种 调 用应 用程 序 的方法 和
装置 ，涉及信 息技术领域 。所述方法包括 ： 电子设备确 定第 一应
用界面 的界面元 素 ，获取所述 界面元 素 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

所述电子设 备展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 所述语义特征值用于指示所述 界面元 素 的语义特 点 ；获取应用程
程序 序 的语义特征值 ；将所述界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与所述

图 1 / FIG. ' 应用程 序 的语义特征值进行 匹配 ，根据 匹配 结果确 定与所述 界面
元素相关联 的应用程 序 ；所述 电子 设备展示 与所述 界面元 素相关
联 的应 用程 序 。本 发 明减 少 用户 的操 作 步 骤 ，实现 了不 同 APP
之 间的转换 ，提 高 了 APP 的调用 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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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调用 APP 的方法及电子设备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信息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调用 APP 的方法及电子设

备。

背景技术
随着智 能 电子设备 的不断发展 ，越 来越 多的应 用软件 （APP ,

application ) 被开发应用以方便用户的工作与生活。在用户的电子设备装
载越来越多 APP 的情况下，如何便利的在各个相关联的 APP 之间转换也
成为用户较为关注的问题。

现有技术中，各关联 APP 之间的调用常见于图片、社交等特定 APP 。
如图库中的某一图片，用户点击 "分享"，会调 出 "微信、微博" 等 APP
供用户选择实现图片分享。

但现有技术并不能对 APP 应用界面中的文字信息进行有效调用。例
如，用户在启用浏览器浏览网页时发现某一地名，如苏州，但其不知道
苏州的具体位置，想在地图上找到苏州的相关信息。此时，用户需要退
出当前浏览器界面，运行地图应用软件，输入 "苏州" 才可进入相应界
面查询苏州的具体位置等信息。如此，用户操作步骤冗杂，操控效率较
低。

发明内容
本发明提供 了一种调用 APP 的方法及电子设备，以便利地实现各 APP

之间的转换调用，减少用户的操作步骤，提高操控效率。

第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调用 APP 的方法的一个实施例。

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方法包括：电子设备确定第一应用界

面的界面元素，获取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所述语义特征值

用于指示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点；
获取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

将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与所述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

进行匹配，根据匹配结果确定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

所述电子设备展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

结合第一方面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



述 电子设备确定第一应用界面的界面元素 ，获取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具体为：

所述 电子设备确定第一应用界 面的界 面元素和所述界 面元素的上下文

值 。 ' 、 、 、 ' 、、 、

结合第一方面第一种或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

式中，在 电子设备确定第一应用界面的界面元素之后 ，获取所述界面元素的

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之前 ，还 包括 ：

所述 电子设备 向服务器发送第一请求；所述第一请求用于请求服务器查

找所述界 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 ；

所述获取所述界 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具体为：

所述 电子设备接 收所述服 务器根据 所述第一请 求发送 的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

结合第一方面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

述 电子设备接 收所述服 务器根据 所述第一请 求发送 的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

一个语义特征值之前 ，所述方法还 包括 ：

所述 电子设备接 收所述服 务器在没有 查找到所述界 面元素 的语 义特征

值 时发送的第二请求；

所述 电子设备根据所述第二请 求提 示用户输入所述界 面元素 的语 义特

征值 ；

所述 电子设备接 收所述服 务器根据所述第一请 求发送 的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具体为：

所述 电子设备接 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第一请求，以及所述用户输入 的

语义特征值发送的，与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义特征值相 关联 的至少一个语义特

征值 。

结合第一方面第一种或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

式中，所述获取所述界 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具体为：

所述 电子设备通过查找该 电子设备 的本地数据库获取所述界 面元素 的

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

结合第一方面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

述 电子设备通过查找该 电子设备 的数据库获取所述界 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 包括：

在所述 电子设备 没有查找到相应语义特征值 时，所述 电子设备提示用户

输入所述界面元素的语 义特征值 ；

所述 电子设备获取与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 义特征值相 关联 的语义特征值 ，

获取 与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 义特征值相 关联 的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

特征值 。

结合第一方面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

述方法还 包括：

在所述 电子设备在该 电子设备 的本地数据库 中没有 查找到相应语 义特

征值 时，所述 电子设备 向服务器发送第一请求；所述第一请 求用于请求服务

器查找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 ；

所述 电子设备接 收所述服 务器根据 所述第一请 求发送 的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

结合第一方面第一种至第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八种可能的实现方

式中，所述获取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具体为：

所述 电子设备扫描 已安装的应用程序 ，获取所述 已安装的应用程序 的信

息，向服务器发送 包含所述 已安装的应用程序 的信 息的第三请求；所述第三

请求用于查询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

所述 电子设备接 收所述服 务器根据所述第三请 求发送 的所述 已安装应

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 ；

所述将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 与所述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

征值进行 匹配 ，根据 匹配结果确定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具体

为：

将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与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语 义

特征值进行 匹配 ；确定 匹配的语义特征值对应 的应用程序为与所述界面元素

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

结合第一方面第一种至第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九种可能的实现方

式中，所述获取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具体为：

所述 电子设备扫描 已安装 的应用程序 ，获取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信

息；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信 息包含所述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

所述将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 与所述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



征值进行 匹配 ，根据 匹配结果确定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具体

为：

将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与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语 义

特征值进行 匹配 ；确定 匹配的语义特征值对应 的应用程序为与所述界面元素

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

结合第一方面第一种至第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种可能的实现方

式中，所述获取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具体为：

所述 电子设备扫描 已安装 的应用程序 ，获取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信

息；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信 息包含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 ；

所述方法还 包括 ：

在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与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

特征值不 匹配时，所述 电子设备将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发送

至服务器；

接 收所述服 务器发送 的 匹配的所述 电子设备 尚未安装 的第一应用程序

信 息，确定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为所述第一应用程序 ；所述第一

应用程序为所述服务器查找到的，与所述界面元素语义特征值相 匹配的语义

特征值对应 的应用程序 。

结合第一方面第一种至第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一种可能的实现

方式中，所述获取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具体为：

所述 电子设备 向服务器发送第四请求；所述第四请求用于查询一应用商

店 中所有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

所述 电子设备接 收所述服 务器根据所述第四请 求发送 的所述应用商店

中所有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 ；

所述将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 与所述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

征值进行 匹配 ，根据 匹配结果确定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具体

为：

将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与所述应用商店 中所有应用程

序 的语义特征值进行 匹配 ；确定 匹配的语义特征值对应 的应用程序为与所述

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

结合第一方面第一种至第十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二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所述 电子设备确定第一应用界面的界 面元素之后 ，获取所述界面



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之前 ，还 包括：

在第一应用界面显示关联选项；

接收用户选择所述关联选项时输入 的第一指令 ；

所述获取所述界 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具体为：

根据所述第一指令获取所述界 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

结合第一方面第一种至第十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三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在所述 电子设备获取所述界 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之后 ，

将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与所述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进行

匹配之前 ，还 包括：

在所述第一界面显示关联选项；

接收用户选择所述关联选项时输入 的第二指令 ；

将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与所述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进行 匹配，根据 匹配结果确定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具体为：

根据所述第二指令将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 与所述应用

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进行 匹配，根据 匹配结果确定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

用程序 。

结合第一方面第一种至第十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四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所述 电子设备 匹配所述界面元素的语 义特征值与该 电子设备获取

的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确定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之后 ，在

展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之前 ，还 包括：

在所述第一界面中显示关联选项；

接收用户选择所述关联选项时输入 的第三指令 ；

所述 电子设备展 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具体为：

所述 电子设备根据所述第三指令展 示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

序 。

结合第一方面第一种至第十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五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所述 电子设备确定第一应用界面的界 面元素具体为：

所述 电子设备根据用户输入 的第四指令选择所述界面元素。

结合第一方面第一种至第十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六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在所述 电子设备展 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后 ，所述

方法还 包括：



所述 电子设备根据用户指令 启动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中

的至少一个。

结合 第一方面第十六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七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 电子设备展 示的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包括所述 电子设

备 尚未安装的应用程序 ；所述 电子设备根据用户指令启动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中的至少一个具体为：

在所述用户指令指向的对 象为所述 电子设备 尚未安装的应用程序 时，所

述 电子设备提示用户安装所述应用程序 。

结合 第一方面第十六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八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 电子设备展 示的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包括所述 电子设

备 尚未安装的应用程序 ；所述 电子设备根据用户指令启动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中的至少一个具体为：

在所述用户指令指 向的对 象为所述 电子设备 尚未安装 的 网页应用程序

时，所述 电子设备运行浏览器以网页形式启动所述应用程序 ；或提示用户运

行浏览器以启动所述应用程序 。

结合第一方面第十六种至第十八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九种可能的

实现方式中，所述根据所述用户指令启动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中的至少一个 包括：

所述 电子设备根据所述用户指令 启动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

序 中的至少一个 ，并复制所述界面元素 。

结合第一方面第十六种至第十八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十种可能的

实现方式中，根据所述用户指令启动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中的

至少一个具体为：

所述 电子设备根据所述用户指令将所述界 面元素作 为所述相 关联 的应

用程序 的输入参数 ，启动所述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中的至少一个 。

结合第一方面第十六种至第二十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十一种可能

的实现方式中，在所述 电子设备获取用户输入 的指令 ；根据所述指令启动与

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中的至少一个后 ，所述方法还 包括：

备呈现第一应用界面。



第二方面，本发 明提供 了一种调用 APP 的电子设备 的一个实施例。

在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 电子设备 包括 ：

处理器，用于确定第一应用界 面的界 面元素 ，获取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

一个语义特征值 ；获取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将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

语义特征值与所述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进行 匹配，根据 匹配结果确定与所

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所述语 义特征值用于指示所述界面元素的语

义特点；

输 出设备 ，用于展示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

结合第二方面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处理器获取所述界 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具体为，确定第一

应用界面的界面元素和所述界 面元素的上下文信 息；获取符合所述界面元素

上下文的所述界 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 。

结合第二方面第一种或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

式中，所述 电子设备还 包括：

发送器，用于在所述处理器确定第一应用界面的界面元素后 ，获取所述

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前 ，向服务器发送第一请求；所述第一请求

用于请求服务器查找所述界面元素的语 义特征值 ；

接收器，用于接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第一请求发送的所述界 面元素的

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

结合第二方面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接收器还用于，在所述接收器接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第一请求发

送的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之前 ，接收所述服务器在没有查找

到所述界 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 时发送的第二请 求；

所述输 出设备还用于，根据所述第二请 求提示用户输入所述界 面元素的

语义特征值 ；

所述 电子设备还 包括：

输入设备 ，用于在所述输 出设备根据所述第二请 求提示用户输入所述界

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后 ，接收用户输入 的语义特征值 ；

所述发送器还用于，向服务器发送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义特征值 ；

所述接收器还用于，接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第一请求以及所述用户输

入 的语义特征值发送的，与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义特征值相 关联 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 。

结合第二方面第一种或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

式中，所述处理器获取所述界 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具体为，通过查

找该 电子设备 的本地数据库获取所述界 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

结合第二方面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

述输 出设备还用于，在所述处理器没有在该 电子设备 的本地数据库获取到所

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时，提示用户输入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

征值 ；

所述 电子设备还 包括：

输入设备 ，用于在所述输 出设备提示用户输入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征

值后 ，接 收用户输入 的语义特征值 ；

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确定第一应用界 面的界面元素 ，获取与所述用户

输入 的语 义特征值相 关联 的语 义特征值 ，通过查找该 电子设备 的本地数据库

获取 与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 义特征值相 关联 的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

特征值 。

结合第二方面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

述 电子设备还 包括：

发送器，用于在在所述处理器没有在该 电子设备 的本地数据库获取到所

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时，向服务器发送第一请求；所述第一请

求用于请 求服务器查找所述界 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 ；

接收器，用于接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第一请求发送的所述界 面元素的

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

结合第二方面第一种或第二种或第五种或第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

八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处理器获取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具体为，所

述处理器扫描 已安装的应用程序 ，获取所述 已安装的应用程序 的信 息；

所述 电子设备还 包括：

发送器，用于在所述处理器获取所述 已安装的应用程序 的信 息后 ，向服

务器发送第三请 求；所述第三请求用于查询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

值 ；

接收器，用于接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第三请求发送的所述 已安装应用

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



所述处理 器所述将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 与所述应用程

序 的语义特征值进行 匹配，根据 匹配结果确定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

程序具体为具体为，所述处理器将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与所

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进行 匹配 ；确定 匹配的语义特征值对应 的应

用程序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

结合第二方面第三种或第四种或第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九种可能

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处理器获取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具体为 ，所述处理器

扫描 已安装的应用程序 ，获取所述 已安装的应用程序 的信 息；

所述发送器还用于 ，在所述处理 器获取所述 已安装 的应用程序 的信 息

后 ，向服务器发送第三请求；所述第三请求用于查询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

语义特征值 ；

所述接收器还用于，接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第三请求发送的所述 已安

装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

所述处理 器所述将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 与所述应用程

序 的语义特征值进行 匹配 ，根据 匹配结果确定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

程序具体为具体为，所述处理器将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与所

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进行 匹配；确定 匹配的语义特征值对应 的应

用程序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
结合第二方面第一种至第九种任一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所述处理器获取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具体为，所述处理器扫描

已安装的应用程序 ，获取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信 息；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信 息包含所述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

所述处理 器所述将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 与所述应用程

序 的语义特征值进行 匹配，根据 匹配结果确定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

程序具体为具体为，所述处理器将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所述语 义特征值与所

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进行 匹配；确定 匹配的语义特征值对应 的应

用程序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
结合第二方面第一种或第二种或第五种或第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

十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处理器获取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具体为，

所述处理器扫描 已安装的应用程序 ，获取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信 息；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信 息包含所述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 ；



所述 电子设备还 包括：

发送器，用于在所述处理器判断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与所

述界面元素的语 义特征值不 匹配时，将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发送至服

务器；

接收器，用于接收所述服务器发送的匹配的所述 电子设备 尚未安装的第

一应用程序信 息，确定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为所述第一应用程

序 ；所述第一应用程序为所述服务器查找到的，与所述界面元素语义特征值

相 匹配 的语义特征值对应 的应用程序 。

结合第二方面第三种或第四种或第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二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处理器获取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具体为，所述处理

器扫描 已安装的应用程序 ，获取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信 息；所述 已安装应

用程序 的信 息包含所述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

所述发送器还用于，在所述处理器判断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

值与所述界面元素的语 义特征值不 匹配时，将所述界 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发

送至服务器；

所述接收器还用于，接收所述服务器发送的匹配的所述 电子设备 尚未安

装的第一应用程序信 息，确定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为所述第一应

用程序 ；所述第一应用程序为所述服务器查找到的，与所述界面元素语义特

征值相 匹配的语 义特征值对应 的应用程序 。

结合第二方面第一种或第二种或第五种或第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

十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发送器，用于向服务器发送第四请求；所述第四请求用于查询应用商店

中所有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 ；

接收器，用于接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发送器发送的第四请求发送的所

述应用商店 中所有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 ；

所述处理器获取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具体为 ，获取所述接 收器接收的

所述应用商店 中所有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 ；

所述处理 器所述将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 与所述应用程

序 的语义特征值进行 匹配，根据 匹配结果确定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

程序具体为，所述处理器将所述界 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与所述应用

商店 中所有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进行 匹配 ；确定 匹配的语 义特征值对应 的



应用程序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

结合第二方面第三种或第四种或第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四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发送器还用于，向服务器发送第四请求；所述第四请

求用于查询应用商店 中所有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 ；

所述接收器还用于，接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发送器发送的第四请求发

送的所述应用商店 中所有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

所述处理器获取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具体为 ，获取所述接 收器接收的

所述应用商店 中所有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 ；

所述处理 器所述将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 与所述应用程

序 的语义特征值进行 匹配 ，根据 匹配结果确定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

程序具体为，所述接 收器将所述界 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与所述应用

商店 中所有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进行 匹配 ；确定 匹配的语 义特征值对应 的

应用程序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

结合第二方面第一种或第二种或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十五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输 出设备还用于，在所述处理器确定第一应用界面的

界面元素后 ，在所述处理器获取所述界 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前 ，在

第一应用界面显示关联选项；

所述 电子设备还 包括：

输入设备 ，用于所述输 出设备在第一应用界面显示关联选项后 ，接收用

户选择所述关联选项时输入 的第一指令 ；

所述处理器获取所述界 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具体为，根据所述

第一指令 ，获取所述界 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

结合第二方面第一种或第二种或第三种或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

十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输 出设备还用于，在所述处理器获取所述界

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之后 ，匹配所述界 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与该 电

子设备获取 的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之前 ，在所述第一界面显示关联选项；

所述 电子设备还 包括：

输入设备 ，用于接收用户选择所述关联选项时输入 的第二指令 ；

所述处理 器将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 与所述应用程序 的

语义特征值进行 匹配 ，根据 匹配结果确定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具体为 ，所述处理器根据所述第二指令 ，将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



征值与所述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进行 匹配，根据 匹配结果确定与所述界 面

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
结合第二方面第一种或第二种或第三种或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

十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输 出设备还用于，在所述处理器 匹配所述界

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与该 电子设备获取 的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确定与所

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之后 ，在展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

序之前 ，在所述第一界 面中显示关联选项；

所述 电子设备还 包括：

输入设备 ，用于接收用户选择所述关联选项时输入 的第三指令 ；

所述输 出设备具体用于，根据所述第三指令 ，展示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

联 的应用程序 。

结合第二方面第一种或第二种或第三种或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

十八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 电子设备还 包括 ：

输入设备 ，用于在所述处理器确定 当前应用界面的界面元素前 ，接收用

户输入 的第四指令 ；

所述处理器确定第一应用界面的界面元素具体为，所述处理器根据用户

输入 的第四指令确定所述界面元素。

结合第二方面第一种或第二种或第三种或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

十九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 电子设备还 包括 ：

输入设备 ，用于所述输 出设备在 当前应用界面展 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

联 的应用程序后 ，接收用户输入 的第五指令 ；

所述处理器还用于，根据所述第五指令启动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

用程序 中的至少一个。

结合 第二方面第十九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十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输 出设备还用于，在展示的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包括

所述 电子设备 尚未安装的应用程序 ，且所述处理器确定所述第五指令指向的

对 象为所述 电子设备 尚未安装的应用程序 时，提示用户安装所述应用程序 。

结合第二方面第十九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十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输 出设备还用于，在展示的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包括

所述 电子设备 尚未安装的应用程序 ，且所述处理器确定所述第五指令指向的

对 象为所述 电子设备 尚未安装的网页应用程序 时，运行浏览器以网页形式启



动所述应用程序 ，或提示用户运行浏览器以启动所述应用程序 。

结合第二方面第十九至第二十一种任一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十二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处理器还用于，根据所述第五指令启动与所述界面

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中的至少一个 ，并复制所述界面元素。

结合第二方面第十九种或第二十一 中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十三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根据所述第五指令将所述界 面元素

作为所述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的输入参数 ，启动所述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中的至

少一个。
结合第二方面第十九种至第二十三种任一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十四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输 出设备还用于，在所述处理器退 出所述与界面

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后 ，呈现所述第一应用界 面。

在本发 明提供 的实施例 中，电子设备通过 匹配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

语义特征值与所述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 ，确定并展 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

联 的应用程序 ，实现 了不 同 APP 之 间的转换 ，提 高了 APP 的调 用效率 。

本发 明实施例一种异频测量方法 、用户设备 和无线 网络控制器 ，能够使得

RNC 配置的待测载波符合 U E 的测量能力要求。

附图说 明

为 了更清楚地说 明本发 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 实施例或现有技

术描述 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 筒单地介绍，显 而易见地 ，下面描述 中的附图

仅仅是本发 明的一些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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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 的附图。

图 1 是本发 明实施例一种调用应用程序 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图 2 是本发 明实施例一种调用应用程序 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图 3 是本发 明实施例一种调用应用程序 电子设备 的结构示意图。

图 4 是本发 明实施例一种调用应用程序 电子设备 的结构示意图。

图 5 是本发 明实施例一种调用应用程序 电子设备 的结构示意图。

图 6 是本发 明实施例一种调用应用程序 电子设备 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 实施方式

图 1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调 用 APP 方法的流程 图，如 图 1 所



示 ，所述方法 包括：

S110, 电子设备确定第一应用界面的界面元素，获取所述界面元素的至

少一个语义特征值；所述语义特征值用于指示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点；

所述 电子设备获取用户输入 的第一指令 ，在该 电子设备 的第一应用界

面确定所述界 面元素；或者 ，所述 电子设备 自动识别确定第一应用界 面的

界 面元素 。

在所述 电子设备确定第一应用界面的界 面元素后 ，所述 电子设备 向服

务器发送第一请 求；所述第一请 求用于请 求服 务器查找所述界 面元素 的

语 义特征值 ；所述 电子设备接 收所述服 务器根据所述第一请 求发送的所

述界面元素的语 义特征值 。或者 ，

在所述 电子设备确定第一应用界面的界 面元素后 ，所述 电子设备通过

查找该 电子设备 的数据库获取所述界 面元素的语 义特征值 。

所述界 面元素 包括但 不限于文字，还可以是 图片或者应用程序 图标 。

在所述界 面元素为文字时，所述文字可以是一个字 ，或一个词 ，或一 句

话 ；所述文字可 以是 中文 筒体 ，或 中文繁体 ；所述文字还可 以是英语 、

或 曰语等 。

具体地 ，语 义特征可理解为 ，从某个特定角度对一个语义类进行细分

类，使得原来同属一个语义类的词语 ，可以在某个或某些语义特征上取不同

值 ，从而凸显这些词语相互之 间的差异。所述在某个或某些语义特征上所取

的值为所述语义特征值 ，所述语义特征值用户指示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

点。

S120, 获取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

所述电子设备扫描 已安装的应用程序 ，获取所述 已安装的应用程序的信

息，向服务器发送包含所述 已安装的应用程序的信息的请求；所述请求用于

查询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所述电子设备接收所述服务器根据

所述请求发送的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或者，

所述 电子设备扫描 已安装的应用程序 ，获取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信

息；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的信息包含所述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或者，

所述电子设备向服务器发送请求；所述请求用于查询一应用商店中所有

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所述电子设备接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第四请求发

送的所述应用商店中所有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 。



所述应用程序可以是所述电子设备 已经安装的程序，还可 以是所述电子

设备尚未安装的应用程序。

S130, 将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与所述应用程序的语义特

征值进行匹配，根据匹配结果确定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

在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与所述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

相同或者相近似时，确定所述与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相同或相近似的

语义特征值对应的应用程序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

S140, 所述电子设备展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

在所述电子设备逐个匹配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与该电

子设备 已获取的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之后，所述电子设备确定与所述界面

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后，展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在所述电子设备确定第一应用界面的界面元

素之后，所述电子设备可以在第一应用界面显示关联选项；所述电子设备接

收用户选择所述关联选项时输入的第一指令；所述电子设备根据所述第一指

令获取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具体地，所述关联选项可以是对话框或

按 。在电子设备确定所述界面元素后，所述电子设备显示对话框或按 ,

提示用户输入第一指令。所述电子设备根据用户在对话框输入的所述第一指

令获取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或者，所述电子设备根据用户触发所述

按 产生的第一指令获取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电子设备可以确定第一应用界面的界面

元素和所述界面元素的上下文信息，获取符合所述界面元素上下文的所述界

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当所述界面元素为文字信息时，该电子设

备获取所述文字信息的多个语义特征值 ，在所述多个语义特征值 中，可

能有部分语义特征值不符合所述文字信息的语境。以 "G510" 为例，电子

设备获取 "G510" 的语义特征值时，至少会出现两个彼此涵义不一致的语义

特征值，即 "火车车次" 和 "手机型号" 。此时，电子设备确定所述 "G510"

的上下文信息。所述 "G510" 的上下文信息可以是 "G510" 所在的整句文

字信息，以逗号或者以句号作为分隔符提取整句文字信息。电子设备获取

"G510" 符合语境涵义的语义特征值。

在本发明的上述实施例中，所述电子设备可以通过服务器查找所述界

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获取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在所述



电子设备 确 定第一应 用界 面的界 面元素后 ，向服 务器发送第一请 求；所述

第一请求用于请 求服务器查找所述界 面元素的语 义特征值 ；所述第一请求可

包含所述界面元素的上下文信 息。所述服 务器查找所述界 面元素 的语 义特

征值 。在 所述服 务 器查找 到 多个语 义特征值 时 ，所述服 务器根据 所述界

面元 素 的上 下文信 息确 定符合 所述界 面元 素上 下文语境 的至 少一个语 义

特征值 ，并将所述语 义特征值发 送至所述 电子设备 。所述 电子设备接收所

述服务器根据所述第一请求发送的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 。

在本发 明的一个 实施 中，所述 电子设备 通过服 务器查找所述界 面元素

的语 义特征值 获取 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 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 。在 所述 电子设

备 确定第一应 用界 面的界 面元素后 ，向服 务器发 送第一请 求 ，所述第一请

求用于请 求服务器查找所述界 面元素的语 义特征值 。在 所述服 务器没有 查

找到所述界 面元 素 的语 义特征值 时 ，所述 电子设备接 收所述服 务 器发 送

的第二请 求 ，所述 第二请 求用 于请 求所述 电子设备 提 示用户输入 所述界

面元 素 的语 义特征值 。所述 电子设备根据所述第二请求提示用户输入所述

义特征值之后 ，所述 电子设备将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义特征值发送至服务器。

所述服务器接收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义特征值之后 ，可将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 义

特征值与所述界 面元素的对应 关系保存至数据库备用。所述服务器还可以根

据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 义特征值在数据库 中查找与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 义特征

值相 关联 的语义特征值 。所述与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义特征值相 关联 的语义特

征值与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义特征值具有相 同或相近似 的语义特征 。所述服务

器对 比所述相 关联 的语 义特征值和所述界面元素是否 匹配 。所述 匹配标准可

依据所述所述相 关联 的语义特征值与所述界面元素是否具有相 关性 ，涵义是

否相 同，以及 是否符合所述界 面元素的语境等 。在所述服务器确认所述相 关

联 的语义特征值与所述界面元素 匹配时，所述 电子设备接收所述服务器根据

所述所述第一请 求，以及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义特征值发送的，与所述用户输

入 的语义特征值相 关联 的语义特征值 。

在本发 明的上述 实施 例 中，在所述 电子设备确 定第一应 用界 面的界 面

元素后 ，所述 电子设备 还 可 以通 过该 电子设备 本地数据 库获取 所述界 面

元素 的语 义特征值 。在 所述 电子设备 确 定 当前应 用界 面的界 面元 素后 ，

所述 电子设备 查找 该 电子设备 的数据 库 ，获取 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 少一个



语 义特征值 。在所述 电子设备 在所述数据库 中查找到 多个语 义特征值 时 ，

所述 电子设备 可获取 所述界 面元 素 的上 下文信 息 ，解析 所述界 面元素 的

语境 ，根据 所述上 下文信 息获取符合 所述界 面元素上 下文语境 的至少一

个语 义特征值 。

在本发 明的第一个 实施 例 中，在所述 电子设备 确 定第一应用界 面的界

面元 素后 ，所述 电子设备 通过查找 该 电子设备 本地数据 库获取 所述界 面

元素 的语 义特征值 。在所述处理器没有在该 电子设备 的本地数据库获取到

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时，所述 电子设备提示用户输入所述界

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 ，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义特征值为所述用户理解的所述界

面的语义特征值 。在所述 电子设备获取用户输入 的所述语义特征值后 ，所述

电子设备 可将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 义特征值 与所述界 面元素 的对应 关 系保存

至数据库备用。所述 电子设备获取与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 义特征值相 关联 的语

义特征值 ，通过查找所述本地数据库获取与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 义特征值相 关

联 的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所述 电子设备根据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 义特征值在数据库 中查找与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 义特征值相 关联 的语 义

特征值 ，所述与用户输入 的语义特征值相 关联 的语义特征与所述用户输入 的

语义特征值具有相近似 的语义特征 。所述 电子设备对 比所述相 关联 的语义特

征值和所述界面元素是否 匹配 。所述 匹配标准可依据所述所述相 关联 的语义

特征值与所述界 面元素是否具有相 关性 ，涵义是否相 同，以及是否符合所述

界面元素的语境等。在所述 电子设备确认所述相 关联 的语义特征值与所述界

面元素 匹配时，获取与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义特征值相 关联 的所述界面元素的

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

在 本发 明的第一个 实施 例 中，在所述 电子设备 确 定第一应 用界 面的

界 面元 素后 ，所述 电子设备 通过 查找 该 电子设备 本地数据库 获取 所述界

面元 素 的语 义特征值 。在所述 电子设备在该 电子设备 的本地数据库 中没有

查找到相应语义特征值 时，所述 电子设备 向服务器发送第一请 求；所述第一

请求用于请求服务器查找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 。在所述服务器查找到

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后 ，所述 电子设备接 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第一

请求发送的所述界面元素的语 义特征值 。

应 当理解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在所述 电子设备在该 电子设备 的数据库

中没有查找到相应语义特征值 时，所述 电子设备 向服务器发送第一请 求。在



所述服务器查找到所述界面元素的语 义特征值后 ，所述 电子设备接收所述服

务器根据所述第一请求发送的所述界 面元素的语 义特征值 。本发 明实施例还

可以是 ，在所述 电子设备在该 电子设备 的数据库 中没有查找到相应语 义特征

值 时，所述发送器向服务器发送第一请 求，所述第一请求 包含所述界面元素

的上下文信 息。在所述服务器查找到多个所述界 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 时，所

述服 务 器根据 所述界 面元 素 的上 下文信 息 歸选符合 所述界 面元 素上 下文

语境 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 ，并将所述语 义特征值发 送至所述 电子设备 。

所述 电子设备接 收所述服 务器根据所述第一请 求发送 的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

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 。或者 ，本发 明实施 例还可 以是 ，在所述服 务器没有 查

找到所述界 面元 素 的语 义特征值 时 ，所述 电子设备接 收所述服 务 器发 送

的第三请 求 ，所述 第三请 求用 于请 求所述 电子设备 提 示用户输入 所述界

义特征值之后 ，所述 电子设备将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义特征值发送至服务器。

所述服 务器还 可 以根据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 义特征值在数据库 中查找与所述

用户输入 的语义特征值相 关联 的语义特征值 ，并将所述与用户输入 的语义特

征值相 关联 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发送至电子设备 。所述相 关联 的语义特征

值与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 义特征值具有相 同或相近似 的语 义特征 。所述 电子设

备对 比所述相 关联 的语 义特征值和所述界面元素是否 匹配。所述 匹配标准可

依据所述所述相 关联 的语义特征值与所述界面元素是否具有相 关性 ，涵义是

否相 同，以及 是否符合所述界 面元素的语境等 。在所述 电子设备确认所述相

关联 的语 义特征值与所述界面元素 匹配时，获取与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义特征

值相 关联 的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 。

在本发 明的上述 实施例 中，在所述 电子设备获取所述界 面元素的至少一

个语义特征值之后 ，所述 电子设备在所述第一应用界面显示关联选项；所述

电子设备接收用户选择所述关联选项时输入 的第二指令 ；所述 电子设备根据

所述第二指令将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 与所述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进行 匹配，根据 匹配结果确定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

所述关联选项可以是对话框或按 , 以提示用户输入第二指令 。

在本发 明的一个 实施例 中，所述 电子设备 可请 求服 务器查询该 电子设

备 已经安装 的应 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所述 电子设备扫描该 电子设备 已安

装的应用程序 ，获取所述 已安装的应用程序 的信 息后 ，向服务器发送第四请



求；所述第四请求用于查询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 ；所述第四请

求 包含所述 已安装的应用程序 的相 关信 息。所述 已安装的应用程序 的信 息可

以包括该应用程序 的名称 、类别、调用代码等 ，不包含所述应用程序 的语义

特征值 。所述服务器接收所述 电子设备 的第四请 求后 ，获取所述 已安装应用

程序 的信 息，并查找所述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在所述服务器查找到相应

语义特征值后 ，所述 电子设备接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第四请 求发送的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 。所述 电子设备将所述界 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

与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进行 匹配；确定 匹配的语义特征值对应

的应用程序为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在所述界 面元素语义特征

值与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相 同或相似 时，所述 电子设备确定 匹

配的语义特征值对应 的应用程序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

进一步地 ，在 电子设备 下载安装新 的应用程序后 ，所述 电子设备提取该

新安装的应用程序 的相 关信 息，并向服务器发送查询该新安装应用程序语义

特征值 的查询请 求，将所述查询到的该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 更新至所述汇

总的本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集合 ，在下次 匹配中将该新安装的应

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纳入 匹配 范围。

在本发 明的一个 实施 例 中，所述 电子设备 可在本地数据库获取 该 电子

设备 已经安装 的应 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所述 电子设备扫描该 电子设备 已

安装的应用程序 ，获取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信 息；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

信 息包含所述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 。所述 电子设备提取本地 已安装应用程

序 的语义特征值 ，汇总所有从应用商店下载的本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

征值后 ，将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与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进行 匹配；确定 匹配的语 义特征对应 的应用程序为与所述界面元素

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

在所述界 面元素语 义特征值 与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相 同

或相似 时，所述 电子设备确定 匹配的语 义特征值对应 的应用程序为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所述 电子设备 的应用程序可

以为从某特定的应用商店下载的应用程序 。所述应用商店可以要求应用程序

的开发者在提 交应用程序 时提 交该应用程序 的相 关信 息，例如该应用程序 的

名称 、该应用程序 的类别、该应用程序 的调用代码 、该应用程序 的 API 等 ，

所述应用程序 的相 关信 息包含该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 。所述 电子设备从应



用商店下载所述应用程序后 即可获得所述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

进一步地 ，在该 电子设备从所述应用商店下载安装新 的应用程序后 ，所

述 电子设备提取该新安装的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 ，并更新所述汇总的本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 集合 ，在下次 匹配 中将该新安装的应用程序 的

语义特征值纳入 匹配 范围。

在 本发 明的一个 实施 例 中，所述 电子设备 可在 本地数据库 获取 该 电

子设备 已经安装 的应 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并 匹配所述应 用程序 的语 义

特征值 与所述界 面元素 的语 义特征值 。在所述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与所

述界面元素的语 义特征值不 匹配时，所述 电子设备可将所述界 面元素的语义

特征值发送至服务器，请求服务器查找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匹配的应用程序 。

具体地 ，所述 电子设备扫描该 电子设备 已安装的应用程序 ，获取所述 已安装

应用程序 的信 息；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信 息包含所述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

值 。所述 电子设备提取本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汇总本地 已安装

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后 ，将所述界面元素的语 义特征值与所述 已安装应用

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进行 匹配 。在所述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与所述界 面元素

的语义特征值不 匹配时，所述 电子设备将所述界 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发送至

服务器；请求服务器查找与所述界 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 匹配的所述 电子设备

尚未安装的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 。在所述服务器查找所述 电子设备 尚未安

装的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后 ，所述 电子设备接 收所述服务器发送的匹配的

所述 电子设备 尚未安装的第一应用程序信 息，确定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

用程序为所述第一应用程序 ；所述第一应用程序为所述服务器查找到的，与

所述界面元素语 义特征值相 匹配的语义特征值对应 的应用程序 。

在本发 明的一个 实施例 中，所述 电子设备 可请 求服 务器查询应 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并根据 所述语 义特征值确 定所述界 面元 素相 关联 的应 用

程序 。具体地 ，所述 电子设备 向服务器发送第五请求；所述第五请求用于请

求查询应用商店 中所有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所述应用商店可以是是 电子

设备应用界面上应用商店客户端对应 的服务器上的应用商店 ，如豌豆夹、华

为智汇云应用市场等 。所述 电子设备接 收所述服 务器对所述第五请 求的响

应 ，接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第五请求发送的所述应用商店 中所有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 。例如 ，所述 电子设备设有华为智汇云应用市场的客户端。所

述 电子设备 向所述服务器发送第五请 求 ，获取所述界 面元素的语 义特征值



之 ，所述 电子设备 向服务器发送查询华为智汇云应用市场 中所述有应用程序

特征值 的请求 , 接收所述服务器发送的华为智汇云应用市场 中所有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 。在获取所述华为智汇云应用市场的所有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

值后 ，所述 电子设备 匹配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与 已获取 的所述应用商

店所有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 ，确定该应用商店 中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

应用程序 。所述确定的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可以是所述 电子设备 已经安装的应

用程序 ，也可以是所述 电子设备 尚未安装的应用程序 。

在本发 明的上述 实施例 中，在所 电子设备 匹配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征

值与该 电子设备获取 的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确定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之后 ，所述 电子设备显示关联选项。所述显示界 面可以是所述第

一应用界 面，还可以是其它可能的应用界面。所述 电子设备接收用户选择所

述关联选项时输入 的第三指令 ；所述 电子设备根据所述第三指令展示与所述

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所述关联选项可以是对话框或按鈕 ，以提示用

户输入第三指令 。

在本发 明的上述 实施例 中，所述 电子设备展示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

以展示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的名称。所述 电子设备获取所述与

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的信 息，所述信 息可 以 包括所述应用程序 的图

标 、名称 、调用代码等 。

在本发 明的上述 实施例 中，所述 电子设备展示的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所述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的数量可以是一个 ，也

可以是多个。

在本发 明的上述 实施例 中，所述 电子设备展示的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在展示的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的数量为多个时，

所述应用程序可按照预设 的顺序排列。所述预设顺序 包括但不限于该应用程

序 的用户使用数量 ，该应用程序 的开发 时间等。

在本发 明的上述 实施例 中，所述 电子设备展示的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在本发 明的上述 实施例 中，所述 电子设备可根据用户输入 的第四指令选
择所述界 面元素 。



在本发明的上述实施例中，如图 2 所示，在所述电子设备展示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后 ，调用应用程序的方法还可以包括：

S140, 所述电子设备根据用户指令启动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

序 中的至少一个。

所述 电子设备在 当前应用界面展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后 ，可以接收用户输入的指令 。所述电子设备根据用户输入的启动所述应用

程序的指令 ，启动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 中的至少一个。在所述

电子设备展示的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为该 电子设备 已经安装

的应用程序时，所述电子设备根据用户指令 ，调用该应用程序对应 的调用

代码段 ，实现对该应用程序 的调用 ，启动相应 的应用程序 。所述 APP 调

用代码段为预置的代码 ，用于打开 APP 的同时将相应 的参数传递给 APP 。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若所述电子设备展示的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

联的应用程序 包括所述电子设备 尚未安装的应用程序 ，在所述用户指令指向

的对象为所述电子设备 尚未安装的应用程序时，所述电子设备提示用户安装

所述应用程序。具体地 ，所述电子设备可调用该应用程序的下载链接 ，如某

一特定应用商店的下载链接 ，或者某一论坛的下载链接 。在该电子设备运行

相应的应用商店客户端或者浏览器，打开所述下载链接对应的应用界面，提

示用户安装所述应用程序。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若所述电子设备展示的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

联的应用程序 包括所述电子设备 尚未安装的应用程序 ，在所述用户指令指向

的对象为所述电子设备 尚未安装的网页应用程序时，所述电子设备运行浏览

器以网页形式启动所述应用程序 ，例如用户点击所述电子设备展示的某一特

定在线应用程序时，所述电子设备调用该应用程序的网页链接 ，并以网页形

式启动所述应用程序；或提示用户运行浏览器以启动所述应用程序。

在本发明的上述实施例中，所述电子设备可根据所述指令启动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 中的至少一个，并复制所述界面元素。例如，在所

述电子设备确定的界面元素为文字信息，所述电子设备展示的与所述文字信

息相关联的某特定地图应用程序。所述电子设备接收用户的指令 ，在启动与

所述文字信息相关联的地图应用程序的同时，自动将所述文字信息复制到该

电子设备 系统的粘贴板 中。所述电子设备启动该地图应用程序后 ，该电子设

备可展示一个提示框提示用户 "所述文字信息已自动拷 贝" ，使得用户可直



接将所述文字信 息粘贴至所述地 图应用程序 的输入框 中。本发 明实施例减少

了用户 的输入操作 ，尤其是在用户选择 的界 面元素较 多或较为复杂的情况

下，提 高了用户的操作效率 ，提升 了用户体验 。

在本发 明的一个 实施例 中，所述 电子设备根据所述用户指令将所述界 面

元素作为所述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的输入参数 ，启动所述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中

的至少一个。具体地 ，在所述 电子设备获取用户启动所述相 关联应用程序 的

指令 时，所述 电子设备调用该应用程序相应 的代码段 ，将所述用户选择 的界

面元素作为该输入参数 。所述 电子设备执行所述调用代码段 ，启动所述应用

程序 ，并呈现在所述应用程序 中输入所述界面元素运行后 的应用界面，显示

该应用程序输入所述界 面元素的处理结果。本发 明实施例减少 了用户的输入

操作 ，尤其是在用户选择 的界 面元素较 多或较为复杂的情况下，提 高了用户

的操作效率 ，提升 了用户体验 。

在本发 明的上述 实施 例 中，所述方法还 可 以 包括 ，在所述 电子设备获

取用户输入 的指令 ；根据所述指令启动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中

的至少一个后 ，所述方法还 包括：

备呈现第一应用界面。

特定任务操作并退 出该应用程序后 ，所述 电子设备可呈现确定所述界面元素

的第一应用界面。

应 当理解 ，在本发 明的所有 实施 例 中，所述界 面元素 的语 义特征值 与

所述应 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在相 同或者相 近似 的情 况下 ，所述 电子设备

根据 所述应 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确 定相应 的应 用程序 。如 下界 面元素 的

语 义特征值 与应 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之 间 的对应 关 系可便 于理解 ，但 本

发 明的所有 实施 例 不受如 下对应 关 系的限制 。在所有 可 能的所述界 面元

素 的语 义特征值 与应 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之 间的 匹配 关 系，均属 于本发

明所有 实施 例 的保护 范 围。

若界 面元素 的语 义特征值 为 "城市" "地名 " "景点 " 、则与该界面元素

相 关联 的 APP 类别可以是 "地 图类 " ，具体 APP 可以是 "百度地 图" " 高德地

图" ；相 关联 的 APP 类别也可以是 "旅游" ，具体 APP 可以是 "去哪儿" ；相

关联 的 APP 类别也可以是 "酒店 " ，具体 APP 可以是 "华住酒店 " ；相 关联 的



APP 类别还可以是 "天气" ，具体 APP 可以是 "墨迹天气" 等。若界面元素

的语义特征值为 " 电影 " ，则与该界面元素相关联的 APP 类别可以是 " 电影 "

"视频 " ，具体 APP 可以是 "时光网" "百度视频 " 等 。若界面元素的语义特

征值为 " 电子产品 （手机 、平板 、电脑 ）" ，则与该界面元素相关联的 APP 类

别可以是 " 电商" ， 具体 APP 可以是 "京 东" "淘宝" 等 。若界面元素的语

义特征值为 "火车车次" 、"公 交线路 " ，则与该界面元素相关联 的 APP 类别

可以是 "列车时刻表 " " 公 交线路 " ，具体 APP 可以是 "极品时刻表 " " 8684

公 交" 等 。若界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为 "汽车 " ，则与该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

APP 类别可以是 "汽车类 " ，具体 APP 可以是 "汽车之 家" 等。若界面元素的

语义特征值为 "人物名称、明星" ，则与该界面元素相关联的 APP 类别可以

是 "社 交类 " " 阅读类 " ，具体 APP 可以是 "新浪微博 " "微信，，"百度贴吧 "

等。若界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为 "App 名称" ，则与该界面元素相关联的 APP

类别可以是 "应用商店类" ，具体 APP 可以是 "华为智汇云应用市场" "豌豆

荚" 等。

图 3是本发 明实施例一种调用应用程序 电子设备 的结构示意图。本发 明

实施例中，所述 电子设备可以是一种手持形式的计算机 系统，如智能手机 、

平板 电脑 ( Table t Persona l Computer ) 个人数字助理 ( persona l dig i t a l

a ss i s tant , 筒称 PDA )、移动上 网装置 （Mobi l e Internet Device , MID ) 或

可穿戴式设备 ( Wearable Devi ce ) 等 。如 图 3 所示，其一般 包括至少一个

处理器 （例如 CPU )、输 出设备 、和至少一个通信总线。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

可 以理解 ，图 3 中示 出的电子设备 的结构不构成对 电子设备 的限定，所述电

子设备可以包括 比图示更多或更少的部件 ，或者组合某些部件 ，或者不同的

部件布置。

下面结合 图 3 对 电子设备 的各个构成部件进行具体的介绍：

通信总线用于实现处理器及输 出设备之 间的连接通信 。

输 出设备 包括但不限于影像输 出设备和声音输 出设备 。影像输 出设备用

于输 出文字、图片和 / 或视频。所述影像输 出设备可 包括显示面板 ，例如采

用 LCD ( Liquid Crys t a l Di splay , 液 晶 显 示 器 ）、 0LED ( Organic

Light-Emi t t ing Diode , 有机发光二极管 ）、场发射显示器 （f i e l d emi ss ion

d i splay, 筒称 FED) 等形式来配置的显示面板 。或者所述影像输 出设备可以



包括反射式显示器，例如电泳式 （e lect rophoret ic) 显示器，或利用光干涉

调变技术 （Interferomet r i c Modulat ion of Light) 的显示器。所述影像输

出设备可以包括单个显示器或不同尺寸的多个显示器。在本发明的具体实施

方式中，输入设备所采用的触控面板亦可同时作为输 出设备的显示面板。例

如，当触控面板检测到在其上的触摸或接近的手势操作后，传送给处理器以

确定触摸事件的类型，随后处理器根据触摸事件的类型在显示面板上提供相

应的视觉输 出。输入设备与输 出设备是作为两个独立的部件来实现电子设备

的输入和输 出功能，但也可以将触控面板与显示面板集成一体而实现电子设

备的输入和输 出功能。例如，所述影像输 出设备可以显示各种 图形化用户接

口（Graphica l User Interface , 筒称GUI) 以作为虚拟控制组件 ，包括但不

限于窗口、卷动轴、图标及剪贴簿，以供用户通过触控方式进行操作。

处理器是电子设备的控制中心，利用各种接 口和线路连接整个计算机的

各个部分，通过运行或执行存储在存储器内的软件程序和/或应用单元，以及

调用存储在存储器内的数据，执行站点的各种功能和处理数据 ，从而对站点

进行整体监控。

具体地，在本电子设备的一种实施例中，如图 3 所示，所述电子设备 包

括：

处理器 330, 用于确定第一应用界面的界面元素，获取所述界面元素的

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获取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 ，将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

一个语义特征值与所述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进行 匹配 , 根据 匹配结果确定

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所述语义特征值用于指示所述界面元素

的语义特点；

可选地 ，所述处理器 330 确定第一应用界面的界面元素可以包括所述

处理器 330 确定第一应用界面的界面元素和所述界面元素的上下文信息。

可选地，所述处理器 330 可 以根据用户指令确定所述第一应用界面的界

面元素。

可选地，所述处理器 330 可以 自动识别确定第一应用界面的界面元素。

可选地 ，所述处理器 330 可以获取服务器查找的所述界面元素的的至

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

可选地，所述处理器 330 可 以在该电子设备的本地数据库查找获取所述

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可选地，所述处理器 330 可以将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与
该电子设备已经安装的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进行匹配，根据匹配结果确定
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

可选地，所述处理器 330 可以将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与
该电子设备尚未安装的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进行匹配，根据匹配结果确定
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

所述界面元素包括但不限于文字，还可以是图片或者应用程序图标。
在所述界面元素为文字时，所述文字可以是一个字，或一个词，或一句
话；所述文字可以是中文筒体，或中文繁体；所述文字还可以是英语、
或日语等。

对语义特征可理解为，从某个特定角度对一个语义类进行细分类，使
得原来同属一个语义类的词语，可以在某个或某些语义特征上取不同值，从
而凸显这些词语相互之间的差异。所述在某个或某些语义特征上所取的值为
所述语义特征值，所述语义特征值用户指示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点。

输出设备 320, 用于展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
可选地，所述输出设备 320 可展示所述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

序的图标，也可以展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的名称。
可选地，所述输出设备 320 展示的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

所述相关联的应用程序的数量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
可选地，所述输出设备 320 展示的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

在展示的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的数量为多个时，所述应用程序
可按照预设的顺序排列。所述预设顺序包括但不限于该应用程序的用户使用
数量，该应用程序的开发时间等。

可选地，所述输出设备 320 展示的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应用程序可以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处理器确定第一应用界面的界面元素可
以为所述处理器确定所述第一应用界面的界面元素和所述界面元素的上下
文信息。所述处理器根据所述第一应用界面的界面元素和所述界面元素的上

征值。例如，当处理器确定的所述界面元素为文字信息时，该处理器获取



所述文字信息的多个语义特征值，在所述多个语义特征值中，可能有部
分语义特征值不符合所述文字信息的语境。以 "G510" 为例，处理器获取
"G510" 的语义特征值时，至少会出现两个彼此涵义不一致的语义特征值，
即 "火车车次" 和 "手机型号"。此时，处理器确定所述 "G510" 的上下文
信息。所述 "G510" 的上下文信息可以是 "G510" 所在的整句文字信息，
以逗号或者以句号作为分隔符提取整句文字信息。处理器获取 "G510" 符合
语境涵义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权 3】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处理器 330 可 以通过服务器查找所述
界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获取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如图 4

所示，图 4 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种调用应用程序电子设备的结构示意图。所述
电子设备包括：

发送器 340, 用于在所述处理器 330 确定第一应用界面的界面元素后，
获取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前，向服务器发送第一请求；所述
第一请求用于请求服务器查找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所述第一请求可
包含所述界面元素的上下文信息；

接收器 350, 用于接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第一请求发送的所述界面元
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具体地，所述服务器查找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
特征值。在所述服务器查找到多个语义特征值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
界面元素的上下文信息确定符合所述界面元素上下文语境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并将所述语义特征值发送至所述电子设备；

处理器 330 , 用于获取所述接收器 350 接收的所述服务器发送的所述
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处理器 330 可 以通过服务器查找所述
界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获取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如图 5

所示，图 5是本发明实施例一种调用应用程序电子设备的结构示意图。所述
电子设备包括：

接收器 350。用于在接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第一请求发送的所述界面
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之前，接收所述服务器在没有查找到所述界面元
素的语义特征值时发送的第二请求。具体地，在所述处理器 330 确定第一
应用界面的界面元素后，向服务器发送第一请求，所述第一请求用于请求
服务器查找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在所述服务器没有查找到所述界



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时，所述接收器 350 还用于接收所述服务器发送的
第二请求，所述第二请求用于请求所述电子设备提示用户输入所述界面

元素的语义特征值。
输出设备 320, 用于根据所述第二请求提示用户输入所述界面元素的语

义特征值。
输入设备 360, 用于根据所述第二请求提示用户输入所述界面元素的语

义特征值后，接收用户输入的语义特征值。
发送器 340, 用于在所述输入设备 360 获取用户输入的所述界面元素的

语义特征值之后，将所述用户输入的语义特征值发送至服务器。
所述接收器 350 还用于，接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第一请求以及所述用

户输入的语义特征值发送的，与所述用户输入的语义特征值相关联的至少一
个语义特征值。在所述服务器接收所述发送器发送的用户输入的语义特征值
之后，可将所述用户输入的语义特征值与所述界面元素的对应关系保存至数
据库备用。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用户输入的语义特征值在数据库中查找与所
述用户输入的语义特征值相关联的语义特征值。所述与所述用户输入的语义
特征值相关联的语义特征值与所述用户输入的语义特征值具有相同或相近
似的语义特征。所述服务器对比所述相关联的语义特征值和所述界面元素是
否匹配。所述匹配标准可依据所述所述相关联的语义特征值与所述界面元素
是否具有相关性，涵义是否相同，以及是否符合所述界面元素的语境等。在
所述服务器确认所述相关联的语义特征值与所述界面元素匹配时，所述接收
器接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所述第一请求，以及所述用户输入的语义特征值
发送的，与所述用户输入的语义特征值相关联的语义特征值。

处理器 330 , 用于获取所述接收器 350 接收的所述服务器发送的所述
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处理器 330 可 以通过查找该电子设备
本地数据库获取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在所述处理器确
定第一应用界面的界面元素后，所述处理器查找该电子设备的数据库，
获取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在所述处理器在所述数据库
中查找到多个语义特征值时，所述处理器可获取所述界面元素的上下文
信息，解析所述界面元素的语境，根据所述上下文信息获取符合所述界
面元素上下文语境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处理器 330 可以通过查找该电子设备
本地数据库获取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如图 6 所示，图 3

是本发明实施例一种调用应用程序电子设备的结构示意图。所述电子设备包
括：

输出设备 320, 用于在所述处理器没有在该电子设备的本地数据库获取
到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时，提示用户输入所述界面元素的语
义特征值。

输入设备 360, 用于在所述输出设备 320 提示用户输入所述界面元素的
语义特征值后，接收用户输入的语义特征值。所述用户输入的语义特征值为
所述用户理解的所述界面的语义特征值。在所述输入 360 设备获取用户输入
的所述语义特征值后，所述处理器 330 可将所述用户输入的语义特征值与所
述界面元素的对应关系保存至数据库备用。

处理器 330, 用于确定第一应用界面的界面元素，获取与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义特征值相关联的语义特征值，通过查找该电子设备的本地数据库获取
与所述用户输入的语义特征值相关联的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
值。所述处理器 330 根据所述用户输入的语义特征值在数据库中查找与所述
用户输入的语义特征值相关联的语义特征值，所述与用户输入的语义特征值
相关联的语义特征与所述用户输入的语义特征值具有相近似的语义特征。所
述处理器 330 对比所述相关联的语义特征值和所述界面元素是否匹配。所述
匹配标准可依据所述所述相关联的语义特征值与所述界面元素是否具有相
关性，涵义是否相同，以及是否符合所述界面元素的语境等。在所述处理器
330 确认所述相关联的语义特征值与所述界面元素匹配时，获取与所述用户
输入的语义特征值相关联的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处理器 330 可以通过查找该电子设备
本地数据库获取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如图 4 所示，所
述电子设备包括：

发送器 340, 用于在在所述处理器 330 没有在该电子设备的本地数据库
获取到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时，向服务器发送第一请求；所
述第一请求用于请求服务器查找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

接收器 350, 用于接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第一请求发送的所述界面元
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可选地 ，在所述处理器 330 在该 电子设备 的数据库 中没有查找到相应语

义特征值 时，所述发送器 340 向服务器发送第一请求。在所述服务器查找到

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后 ，所述接 收器 350 接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第

一请求发送的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 。

可选地 ，在所述处理器 330 在该 电子设备 的数据库 中没有查找到相应语

义特征值 时，所述发送器 340 向服务器发送第一请求。所述第一请求 包含所

述界面元素的上下文信 息。在所述服务器查找到多个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

征值 时，所述服 务器根据 所述界 面元素 的上下文信 息 歸选符合 所述界 面元

素上 下文语境 的至 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 ，并将 所述语 义特征值发 送 至所述

电子设备 。所述接收器 350 接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第一请求发送的所述界

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

可选地 ，如 图 5 所示 ，所述 电子设备还 包括输入设备 360 。在所述处

理器 330 在该 电子设备 的数据库 中没有查找到相应语义特征值 时，所述发送

器 340 向服务器发送第一请求。在所述服 务器没有 查找到所述界 面元素 的

语 义特征值 时 ，所述接 收器 350 接 收所述服 务器发 送 的第三请 求 ，所述

第三请 求用 于请 求所述 电子设备 的输 出设备 提 示用户输入 所述界 面元 素

素的语义特征值之后 ，所述发送器 340 将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义特征值发送至

服务器。所述服务器可以根据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 义特征值在数据库 中查找与

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义特征值相 关联 的语 义特征值 ，并将所述与用户输入 的语

义特征值相 关联 的语义特征值发送至 电子设备 。所述相 关联 的语义特征值与

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义特征值具有相 同或相近似 的语义特征 。所述接收器 350

接 收所述服 务器发送的与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 义特征值相 关联 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 。所述处理器 330 对 比所述相 关联 的语 义特征值和所述界面元素是

否 匹配 。所述 匹配标准可依据所述所述相 关联 的语义特征值与所述界 面元素

是否具有相 关性 ，涵义是否相 同，以及 是否符合所述界 面元素的语境等。在

所述处理器 330 确认所述相 关联 的语 义特征值与所述界 面元素 匹配时，获取

与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 义特征值相 关联 的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

值 。

在本发 明的一个 实施例 中，所述 电子设备 可请 求服 务器查询该 电子设

备 已经安装 的应 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获取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 。如 图



4 所示，所述电子设备包括：
处理器 330, 用于扫描已安装的应用程序，获取所述已安装的应用程序

的信息。所述已安装的应用程序的信息可以包括该应用程序的名称、类别、
调用代码等，不包含所述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

发送器 340, 用于在所述处理器 330 获取所述已安装的应用程序的信息
后，向服务器发送第四请求；所述第四请求用于查询所述已安装应用程序的
语义特征值；所述第四请求包含所述已安装的应用程序的相关信息。

接收器 350, 用于接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第四请求发送的所述已安装
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所述服务器接收所述发送器发送的第四请求后，获
取所述已安装应用程序的信息，并查找所述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在所述
服务器查找到相应语义特征值后，所述接收器 350 接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
第四请求发送的所述已安装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

所述处理器 330 还用于，将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与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进行匹配；确定匹配的语义特征值对应的应用
程序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在确定所述界面元素语义特征值
与所述已安装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相同或相似时，所述处理器 330 确定匹
配的语义特征值对应的应用程序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

进一步地，在该电子设备下载安装新的应用程序后，所述处理器 330 提
取该新安装的应用程序的相关信息，所述发送器 340 向服务器发送查询该新
安装应用程序语义特征值的查询请求，所述接收器 350 接收所述服务器发送
的该新安装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所述处理器 330 将所述新安装的应用程
序的语义特征值更新至所述汇总的本地已安装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集合，
在下次匹配中将该新安装的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纳入匹配范围。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电子设备可在本地数据库查找该电子
设备已经安装的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获取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

所述处理器扫描已安装的应用程序，获取所述已安装应用程序的信息；
所述已安装应用程序的信息包含所述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

所述处理器将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所述语义特征值与所述已安装应用
程序的语义特征值进行匹配；确定匹配的语义特征值对应的应用程序为与所
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电子设备的应用程序可以为从某特定的应用商



店下载的应用程序。所述应用商店可以要求应用程序的开发者在提交应用程

序时提交该应用程序的相关信息，例如该应用程序的名称、该应用程序的类

另'J、该应用程序的调用代码、该应用程序的 API 等，所述应用程序的相关信

息包含该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所述电子设备从应用商店下载所述应用程

序后即可获得所述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

进一步地，在该电子设备从所述应用商店下载安装新的应用程序后，所

述处理器提取该新安装的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并更新所述汇总的本地 已

安装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集合，在下次匹配中将该新安装的应用程序的语

义特征值纳入匹配范围。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电子设备可在本地数据库查找该电子

设备 已经安装的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 ，获取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在

所述处理器 330 将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与所述应用程序的

语义特征值进行 匹配，所述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与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

征值不匹配时，所述电子设备可将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发送至服务

器，请求服务器查找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在如图 4 所示，所

述电子设备包括：

所述处理器 330 扫描 已安装的应用程序，获取所述已安装的应用程序的

信息；所述已安装应用程序的信息包含所述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所述处

理器 330 提取本地已安装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汇总本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后，将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与所述已安装应用程序的语

义特征进行匹配。

发送器 340, 用于在所述处理器 330 判断所述已安装应用程序的语义特

征值与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不匹配时，将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

发送至服务器；请求服务器查找与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 匹配的所述电

子设备尚未安装的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

接收器 350, 用于接收所述服务器发送的匹配的所述电子设备尚未安装

的第一应用程序信息，确定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为所述第一应用

程序；所述第一应用程序为所述服务器查找到的，与所述界面元素语义特征

值相 匹配的语义特征值对应的应用程序。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电子设备可请求服务器查找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 ，获取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将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与所述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进行匹配，根据匹配结果确定与所述
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如图 4 所示，所述电子设备包括：

发送器 340, 用于向服务器发送第五请求；所述第五请求用于查询应用
商店中所有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所述应用商店可以是是电子设备应用界
面上应用商店客户端对应的服务器上的应用商店，如豌豆夹、华为智汇云应
用市场等。

接收器 350, 用于接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发送器发送的第五请求发送
的所述应用商店中所有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所述接收器接收所述服务器
对所述第五请求的响应，接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第五请求发送的所述应用
商店中所有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

所述处理器 330 用于，获取所述接收器接收的所述应用商店中所有应用
程序的语义特征值；将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与所述应用商店
中所有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进行匹配；确定匹配的语义特征值对应的应用
程序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在所述处理器确定所述界面元素
语义特征值与所述已安装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相同或相似时，所述处理器
确定匹配的语义特征值对应的应用程序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

序。
在本发明的上述实施例中，所述输出设备展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

应用程序。所述输出设备具体可展示所述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
的图标，也可以展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的名称。

在本发明的上述实施例中，所述输出设备展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
应用程序。所述输出设备展示的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的数量可
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

在本发明的上述实施例中，所述输出设备展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
应用程序。在所述输出设备展示的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的数量
为多个时，所述展示的应用程序可按照预设的顺序排列。所述预设顺序包括
但不限于该应用程序的用户使用数量，该应用程序的开发时间等。

在本发明的上述实施例中，所述输出设备展示的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处理器 330 可根据用户的指令确定所述



界面元素。如图 6 所示，所述电子设备包括：
输入设备 360, 用于在所述处理器 330 确定当前应用界面的界面元素前，

接收用户输入的第四指令；
处理器 330, 根据用户输入的第四指令选择所述界面元素。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处理器 330 可根据用户的指令获取所述

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如图 6 所示，所述电子设备包括：
输出设备 320, 用于在所述处理器 330 确定第一应用界面的界面元素后，

获取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前，在第一应用界面显示关联选
项；所述关联选项可以是对话框或按鈕。

输入设备 360, 用于所述输出设备在第一应用界面显示关联选项后，接
收用户选择所述关联选项时输入的第一指令；所述输入设备接收用户在对话
框输入的所述第一指令，或者，所述输入设备接收用户触发按鈕产生的第一

指令。
处理器 330, 根据所述第一指令，获取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

征值。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处理器 330 可根据用户的指令将所述界

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与所述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进行匹配，根据
匹配结果确定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如图 6 所示，所述电子设

备包括：
输出设备 320, 用于在所述处理器 330 获取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之后，匹配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与该电子设备获取的应用程
序的语义特征值之前，在所述第一界面显示关联选项；所述关联选项可以是
对话 或按鈕。

输入设备 360, 用于接收用户选择所述关联选项时输入的第二指令；所
述输入设备接收用户在对话框输入的所述第二指令，或者，所述输入设备接
收用户触发按 产生的第二指令。

处理器 330, 用于根据所述第二指令，将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
特征值与所述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进行匹配，根据匹配结果确定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输出设备 320 可根据用户的指令展示与
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中的至少一个。如图 6 所示，所述电子设备



包括：
输出设备 320, 用于在所述处理器 330 匹配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

与该电子设备获取的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确定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
应用程序之后，在该输出设备 320 展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之
前，在所述第一界面中显示关联选项；所述关联选项可以是对话框或按 。

输入设备 360, 用于接收用户选择所述关联选项时输入的第三指令；所
述输入设备接收用户在对话框输入的所述第三指令，或者，所述输入设备接
收用户触发按 产生的第三指令。

输出设备 320, 用于根据所述第三指令，展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
应用程序。

在本发明的上述实施例中，所述处理器 330 可根据用户的指令启动所述
输出设备展示的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中的至少一个。如图 6 所
示，所述电子设备包括：

输出设备 320, 用于展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
输入设备 360, 用于在所述输出设备 320 展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

应用程序后，接收用户输入的指令；所述指令用于启动所述与界面元素相关
联的应用程序中的至少一个。

可选地，处理器 330, 用于根据所述用户指令启动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
联的应用程序中的至少一个。在所述电子设备展示的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
的应用程序为该电子设备已经安装的应用程序时，所述处理器根据用户指
令，调用该应用程序对应的调用代码段，实现对该应用程序的调用，启动
相应的应用程序。所述用于程序调用代码段为预置的代码，用于打开应
用程序的同时将相应的参数传递给所述应用程序。

进一步地，所述处理器 330 还用于，根据所述用户指令启动与所述界面
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中的至少一个，并复制所述界面元素。

例如，在所述处理器 330 确定的界面元素为文字信息，所述输出设备 320

展示的与所述文字信息相关联的某特定地图应用程序。所述输入设备 360 接
收用户的指令，所述处理器 330 在启动与所述文字信息相关联的地图应用程
序的同时，自动将所述文字信息复制到该电子设备系统的粘贴板中。所述处
理器 330 启动该地图应用程序后，该输出设备 320 可展示一个提示框提示用
户 "所述文字信息已自动拷贝"，提示用户可直接将所述文字信息粘贴至所



述地图应用程序的输入框中。本发明实施例减少了用户的输入操作，尤其是
在用户选择的界面元素较多或较为复杂的情况下，提高了用户的操作效率，
提升了用户体验。

可选地，处理器 330, 用于根据所述用户指令将所述界面元素作为所述
相关联的应用程序的输入参数，启动所述相关联的应用程序中的至少一个。

所述处理器调用该应用程序相应的代码段，将所述用户选择的界面元素作为
该输入参数，启动所述应用程序。所述输出设备 320 呈现在所述应用程序中
输入所述界面元素运行后的应用界面，显示该应用程序输入所述界面元素的
处理结果。本发明实施例减少了用户的输入操作，尤其是在用户选择的界面
元素较多或较为复杂的情况下，提高了用户的操作效率，提升了用户体验。

在本发明的上述实施例中，所述处理器 330 可根据用户的指令启动所述
输出设备展示的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中的至少一个。所述电子
设备包括：

输出设备 320, 用于展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所述与所
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包括所述电子设备尚未安装的应用程序；

输入设备 360, 用于在所述输出设备 320 展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
应用程序后，接收用户输入的指令；所述指令用于启动所述与界面元素相关
联的应用程序中的至少一个；

处理器 330, 用于解析所述输入设备 360 接收的指令；
所述输出设备 320 还用于，在所述处理器 330 解析所述输入设备 360 接

收的指令，确定所述指令指向的对象为所述电子设备尚未安装的应用程序
时，提示用户安装所述应用程序。

在本发明的上述实施例中，所述处理器 330 可根据用户的指令启动所述
输出设备展示的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中的至少一个。所述电子
设备包括：

输出设备 320, 用于展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所述与所
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包括所述电子设备尚未安装的应用程序；

输入设备 360, 用于在所述输出设备 320 展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
应用程序后，接收用户输入的指令；所述指令用于启动所述与界面元素相关
联的应用程序中的至少一个；



可选地，处理器 330, 用于根据所述用户指令将所述界面元素作为所述
相关联的应用程序的输入参数，启动所述相关联的应用程序中的至少一个。

所述处理器调用该应用程序相应的代码段，将所述用户选择的界面元素作为
该输入参数，启动所述应用程序。所述输出设备 320 呈现在所述应用程序中
输入所述界面元素运行后的应用界面，显示该应用程序输入所述界面元素的
处理结果。本发明实施例减少了用户的输入操作，尤其是在用户选择的界面
元素较多或较为复杂的情况下，提高了用户的操作效率，提升了用户体验。
可选地，处理器 330, 用于解析所述输入设备 360 接收的指令，确定所述指
令指向的对象为所述电子设备尚未安装的网页应用程序时，运行浏览器以网
页形式启动所述应用程序；

进一步地，在处理器 330 运行浏览器以网页形式启动所述应用程序时，
所述处理器 330 还用于，根据所述用户指令启动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
用程序中的至少一个，并复制所述界面元素。

例如，在所述处理器 330 确定的界面元素为文字信息，所述输出设备 320

展示的与所述文字信息相关联的某特定地图应用程序。所述输入设备 360 接
收用户的指令，所述处理器 330 在启动与所述文字信息相关联的地图应用程
序的同时，自动将所述文字信息复制到该电子设备系统的粘贴板中。所述处
理器 330 启动该地图应用程序后，该输出设备 320 可展示一个提示框提示用
户 "所述文字信息已自动拷贝"，提示用户可直接将所述文字信息粘贴至所
述地图应用程序的输入框中。本发明实施例减少了用户的输入操作，尤其是
在用户选择的界面元素较多或较为复杂的情况下，提高了用户的操作效率，
提升了用户体验。

可选地，所述输出设备 320 还用于，在所述处理器 330 解析所述输入设
备 360 接收的指令，确定所述指令指向的对象为所述电子设备尚未安装的网
页应用程序时，提示用户运行浏览器以启动所述应用程序。

在本发明的上述实施例中，在所述处理器 330 启动所述输出设备展示
的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中的至少一个后，所述输出设备 320 还
用于，在所述处理器退出所述与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后，呈现所述第
一应用界面。

具体地，在所述处理器调用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完成特



定任务操作并退 出该应用程序后 ，所述输 出设备呈现确定所述界面元素的第

一应用界 面。

综上所述 ，以上 实施例仅用以说 明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 ，而非对其限制；

尽管参照上述实施例对本发 明进行 了详 细的说 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应

当理解 ：其依 然可以对上述各 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

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 同替换 ；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 ，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

的本质脱 离本发 明各 实施例技术方案 的精神和范围。



权利要求

1、一种调用应用程序 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电子设备确定第一应用界面的界面元素 ，获取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

语义特征值 ；所述语义特征值用于指示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点；

获取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 ；

将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与所述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进行 匹配，根据 匹配结果确定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

所述 电子设备展 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子设备确定第一

应用界面的界面元素 ，获取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具体为：

所述 电子设备确定第一应用界 面的界 面元素和所述界 面元素 的上下文

' 、 、 、 ' 、 、

3、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电子设备确定第一

应用界面的界面元素之后 ，获取所述界 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之前 ，

还 包括：

所述 电子设备 向服务器发送第一请求；所述第一请求用于请求服务器查

找所述界 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 ；

所述获取所述界 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具体为：

所述 电子设备接 收所述服 务器根据 所述第一请 求发送 的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

4、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子设备接收所述

服务器根据所述第一请 求发送的所述界 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之前 ，

所述方法还 包括 ：

所述 电子设备接 收所述服 务器在没有 查找到所述界 面元素 的语 义特征

值 时发送的第二请求；

所述 电子设备根据所述第二请 求提 示用户输入所述界 面元素 的语 义特

征值 ；

所述 电子设备接 收所述服 务器根据所述第一请 求发送 的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具体为：



所述 电子设备接 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第一请求 ，以及所述用户输入 的

语义特征值发送的，与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义特征值相 关联 的至少一个语义特

征值 。

5、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获取所述界 面

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具体为：

所述 电子设备通过查找该 电子设备 的本地数据库获取所述界 面元素 的

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

6、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子设备通过查找

该 电子设备 的数据库获取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包括：

在所述 电子设备 没有查找到相应语义特征值 时，所述 电子设备提示用户

输入所述界面元素的语 义特征值 ；

所述 电子设备获取与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 义特征值相 关联 的语义特征值 ，

获取 与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 义特征值相 关联 的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

特征值 。

7、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 包括 ：

在所述 电子设备在该 电子设备 的本地数据库 中没有 查找到相应语 义特

征值 时，所述 电子设备 向服务器发送第一请求；所述第一请 求用于请 求服务

器查找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 ；

所述 电子设备接 收所述服 务器根据 所述第一请 求发送 的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

8、 根据权利要求 1-7 任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获取应用程

序 的语义特征值具体为：

所述 电子设备扫描 已安装的应用程序 ，获取所述 已安装的应用程序 的信

息，向服务器发送 包含所述 已安装的应用程序 的信 息的第三请求；所述第三

请求用于查询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

所述 电子设备接 收所述服 务器根据所述第三请 求发送 的所述 已安装应

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 ；

所述将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 与所述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

征值进行 匹配 ，根据 匹配结果确定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具体

为：

将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与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语 义



特征值进行 匹配 ；确定 匹配的语义特征值对应 的应用程序为与所述界面元素

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

9、根据权利要求 1-7 任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获取应用程

序 的语义特征值具体为：

所述 电子设备扫描 已安装 的应用程序 ，获取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信

息；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信 息包含所述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

所述将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 与所述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

征值进行 匹配 ，根据 匹配结果确定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具体

为：

将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与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语 义

特征值进行 匹配 ；确定 匹配的语义特征值对应 的应用程序为与所述界面元素

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

10、根据权利要求 1-7 任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获取应用程

序 的语义特征值具体为：

所述 电子设备扫描 已安装 的应用程序 ，获取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信

息；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信 息包含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 ；

所述方法还 包括 ：

在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与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

特征值不 匹配时，所述 电子设备将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发送

至服务器；

接 收所述服 务器发送 的 匹配的所述 电子设备 尚未安装 的第一应用程序

信 息，确定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为所述第一应用程序 ；所述第一

应用程序为所述服务器查找到的，与所述界面元素语义特征值相 匹配的语义

特征值对应 的应用程序 。

11、根据权利要求 1-7 任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获取应用程

序 的语义特征值具体为：

所述 电子设备 向服务器发送第四请求；所述第四请求用于查询一应用商

店 中所有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

所述 电子设备接 收所述服 务器根据所述第四请 求发送 的所述应用商店

中所有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 ；

所述将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 与所述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



征值进行 匹配 ，根据 匹配结果确定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具体

为：

将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与所述应用商店 中所有应用程

序 的语义特征值进行 匹配 ；确定 匹配的语义特征值对应 的应用程序为与所述

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

12、根据权利要求 1-1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子设备确定

第一应用界面的界面元素之后 ，获取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之

前 ，还 包括：

在第一应用界面显示关联选项；

接收用户选择所述关联选项时输入 的第一指令 ；

所述获取所述界 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具体为：

根据所述第一指令获取所述界 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

13、根据权利要求 1-1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电子设备获

取所述界 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之后 ，将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与所述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进行 匹配之前 ，还 包括：

在所述第一界面显示关联选项；

接收用户选择所述关联选项时输入 的第二指令 ；

将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与所述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进行 匹配 ，根据 匹配结果确定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具体为：

根据所述第二指令将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 与所述应用

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进行 匹配，根据 匹配结果确定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

用程序 。

14、根据权利要求 1-1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子设备 匹配

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与该 电子设备获取 的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 ，确

定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之后 ，在展示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

应用程序之前 ，还 包括 ：

在所述第一界面中显示关联选项；

接收用户选择所述关联选项时输入 的第三指令 ；

所述 电子设备展 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具体为：

所述 电子设备根据所述第三指令展 示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

序 。



15、根据权利要求 1-14 任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子设备

确定第一应用界 面的界 面元素具体为：

所述 电子设备根据用户输入 的第四指令选择所述界面元素。

16、根据权利要求 1-15 任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电子设备

展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后 ，所述方法还 包括：

所述 电子设备根据用户指令 启动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中

的至少一个。

17、根据权利要求 1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子设备展示的

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包括所述 电子设备 尚未安装的应用程序 ；

所述 电子设备根据用户指令 启动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中的至

少一个具体为：

在所述用户指令指向的对 象为所述 电子设备 尚未安装的应用程序 时，所

述 电子设备提示用户安装所述应用程序 。

18、根据权利要求 1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子设备展示的

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包括所述 电子设备 尚未安装的应用程序 ；

所述 电子设备根据用户指令 启动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中的至

少一个具体为：

在所述用户指令指 向的对 象为所述 电子设备 尚未安装 的 网页应用程序

时，所述 电子设备运行浏览器以网页形式启动所述应用程序 ；或提示用户运

行浏览器以启动所述应用程序 。

19、根据权利要求 16-18 任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所述

用户指令启动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中的至少一个 包括：

所述 电子设备根据所述用户指令 启动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

序 中的至少一个 ，并复制所述界面元素 。

20、根据权利要求 16 或 18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所述用户指

令启动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中的至少一个具体为：

所述 电子设备根据所述用户指令将所述界 面元素作 为所述相 关联 的应

用程序 的输入参数 ，启动所述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中的至少一个 。

2 1、根据权利要求 16-20 任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电子设

备获取用户输入 的指令 ；根据所述指令启动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



序 中的至少一个后 ，所述方法还 包括 ：

备呈现第一应用界面。

22、一种 电子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子设备 包括：

处理器，用于确定第一应用界面的界面元素 ，获取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

一个语义特征值 ；获取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将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

语义特征值与所述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进行 匹配，根据 匹配结果确定与所

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所述语 义特征值用于指示所述界面元素的语

义特点；

输 出设备 ，用于展示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

23、根据权利要求 22 所述的电子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处理器获取所述界 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具体为，确定第一

应用界面的界面元素和所述界 面元素的上下文信 息；获取符合所述界面元素

上下文的所述界 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 。

24、根据权利要求 22 或 23 所述的电子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子设

备还 包括 ：

发送器，用于在所述处理器确定第一应用界面的界面元素后 ，获取所述

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前 ，向服务器发送第一请求；所述第一请求

用于请求服务器查找所述界面元素的语 义特征值 ；

接收器，用于接 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第一请求发送的所述界 面元素的

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

25、根据权利要求 24 所述的电子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接收器还用于，在所述接 收器接 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第一请求发

送的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之前 ，接收所述服务器在没有查找

到所述界 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 时发送的第二请求；

所述输 出设备还用于，根据所述第二请 求提示用户输入所述界 面元素的

语义特征值 ；

所述 电子设备还 包括：

输入设备 ，用于在所述输 出设备根据所述第二请 求提示用户输入所述界

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后 ，接收用户输入 的语义特征值 ；

所述发送器还用于，向服务器发送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义特征值 ；



所述接收器还用于，接 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第一请求以及所述用户输

入 的语义特征值发送的，与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义特征值相 关联 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 。

26、根据权利要求 22 或 23 所述的电子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处理器获取所述界 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具体为，通过查找

该 电子设备 的本地数据库获取所述界 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

27、根据权利要求 26 所述的电子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输 出设备还用于，在所述处理器没有在该 电子设备 的本地数据库获

取到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时，提示用户输入所述界面元素的

语义特征值 ；

所述 电子设备还 包括：

输入设备 ，用于在所述输 出设备提示用户输入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征

值后 ，接 收用户输入 的语义特征值 ；

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确定第一应用界 面的界面元素 ，获取与所述用户

输入 的语 义特征值相 关联 的语 义特征值 ，通过查找该 电子设备 的本地数据库

获取 与所述用户输入 的语 义特征值相 关联 的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

特征值 。

28、根据权利要求 26 所述的电子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子设备还

包括：

发送器，用于在在所述处理器没有在该 电子设备 的本地数据库获取到所

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时，向服务器发送第一请求；所述第一请

求用于请 求服务器查找所述界 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 ；

接收器，用于接 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第一请求发送的所述界 面元素的

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

29、根据权利要求 22 或 23 或 26 或 27 所述的电子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处理器获取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具体为，所述处理器扫描 已安装

的应用程序 ，获取所述 已安装的应用程序 的信 息；

所述 电子设备还 包括：

发送器，用于在所述处理器获取所述 已安装的应用程序 的信 息后 ，向服

务器发送第三请 求；所述第三请求用于查询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

值 ；



接收器，用于接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第三请求发送的所述已安装应用
程序的语义特征值；

所述处理器所述将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与所述应用程
序的语义特征值进行匹配，根据匹配结果确定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
程序具体为具体为，所述处理器将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与所
述已安装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进行匹配；确定匹配的语义特征值对应的应
用程序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

30、根据权利要求 24 或 25 或 28 所述的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处理器获取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具体为，所述处理器扫描已安装

的应用程序，获取所述已安装的应用程序的信息；
所述发送器还用于，在所述处理器获取所述已安装的应用程序的信息

后，向服务器发送第三请求；所述第三请求用于查询所述已安装应用程序的
语义特征值；

所述接收器还用于，接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第三请求发送的所述已安
装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

所述处理器所述将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与所述应用程
序的语义特征值进行匹配，根据匹配结果确定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
程序具体为具体为，所述处理器将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与所

述已安装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进行匹配；确定匹配的语义特征值对应的应
用程序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

31、根据权利要求 22-30 所述的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处理器获取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具体为，所述处理器扫描已安装

的应用程序，获取所述已安装应用程序的信息；所述已安装应用程序的信息
包含所述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

所述处理器所述将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与所述应用程
序的语义特征值进行匹配，根据匹配结果确定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
程序具体为具体为，所述处理器将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所述语义特征值与所

述已安装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进行匹配；确定匹配的语义特征值对应的应
用程序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程序。

32、根据权利要求 22 或 23 或 26 或 27 所述的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处理器获取应用程序的语义特征值具体为，所述处理器扫描已安装



的应用程序 ，获取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信 息；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信 息

包含所述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

所述 电子设备还 包括：

发送器，用于在所述处理器判断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与所

述界面元素的语 义特征值不 匹配时，将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发送至服

务器；

接收器，用于接 收所述服务器发送的 匹配的所述 电子设备 尚未安装的第

一应用程序信 息，确定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为所述第一应用程

序 ；所述第一应用程序为所述服务器查找到的，与所述界面元素语义特征值

相 匹配的语义特征值对应 的应用程序 。

33、根据权利要求 24 或 2 5 或 2 8 所述的电子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处理器获取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具体为，所述处理器扫描 已安装

的应用程序 ，获取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信 息；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信 息

包含所述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

所述发送器还用于，在所述处理器判断所述 已安装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

值与所述界面元素的语 义特征值不 匹配时，将所述界 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发

送至服务器；

所述接收器还用于，接 收所述服务器发送的匹配的所述 电子设备 尚未安

装的第一应用程序信 息，确定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为所述第一应

用程序 ；所述第一应用程序为所述服务器查找到的，与所述界面元素语义特

征值相 匹配的语 义特征值对应 的应用程序 。

34、根据权利要求 22 或 2 3 或 2 6 或 2 7 所述的电子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 电子设备还 包括：

发送器，用于向服务器发送第四请 求；所述第四请求用于查询应用商店

中所有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 ；

接收器，用于接 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发送器发送的第四请求发送的所

述应用商店 中所有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 ；

所述处理器获取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具体为 ，获取所述接收器接收的

所述应用商店 中所有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 ；

所述处理 器所述将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 与所述应用程

序 的语义特征值进行 匹配，根据 匹配结果确定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



程序具体为，所述处理器将所述界 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与所述应用

商店 中所有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进行 匹配 ；确定 匹配的语 义特征值对应 的

应用程序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

3 5、根据权利要求 24 或 2 5 或 2 8 所述的电子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发送器还用于，向服务器发送第四请求；所述第四请求用于查询应

用商店 中所有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 ；

所述接收器还用于，接 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发送器发送的第四请求发

送的所述应用商店 中所有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 ；

所述处理器获取应用程序 的语 义特征值具体为 ，获取所述接收器接收的

所述应用商店 中所有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 ；

所述处理 器所述将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 与所述应用程

序 的语义特征值进行 匹配，根据 匹配结果确定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

程序具体为，所述接 收器将所述界 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与所述应用

商店 中所有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进行 匹配 ；确定 匹配的语 义特征值对应 的

应用程序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

3 6、根据权利要求 22 或 2 3 或 24 或 2 6 所述的电子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输 出设备还用于，在所述处理器确定第一应用界面的界面元素后 ，

在所述处理器获取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前 ，在第一应用界 面

显示关联选项；

所述 电子设备还 包括：

输入设备 ，用于所述输 出设备在第一应用界面显示关联选项后 ，接 收用

户选择所述关联选项时输入 的第一指令 ；

所述处理器获取所述界 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具体为，根据所述

第一指令 ，获取所述界 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征值 。

37、根据权利要求 22 或 2 3 或 24 或 2 6 所述的电子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输 出设备还用于，在所述处理器获取所述界 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 义

特征值之后，匹配所述界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与该 电子设备获取 的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之前 ，在所述第一界面显示关联选项；

所述 电子设备还 包括：

输入设备 ，用于接收用户选择所述关联选项时输入 的第二指令 ；

所述处理 器将所述界 面元素 的至少一个语 义特征值 与所述应用程序 的



语义特征值进行 匹配，根据 匹配结果确定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具体为 ，所述处理器根据所述第二指令 ，将所述界面元素的至少一个语义特

征值与所述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进行 匹配，根据 匹配结果确定与所述界 面

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

38、根据权利要求 22 或 23 或 24 或 26 所述的电子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输 出设备还用于，在所述处理器 匹配所述界 面元素的语义特征值与

该 电子设备获取 的应用程序 的语义特征值 ，确定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

用程序之后 ，在展示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之前 ，在所述第一界

面中显示关联选项；

所述 电子设备还 包括：

输入设备 ，用于接收用户选择所述关联选项时输入 的第三指令 ；

所述输 出设备具体用于，根据所述第三指令 ，展示与所述界 面元素相 关

联 的应用程序 。

39、根据权利要求 22 或 23 或 24 或 26 所述的电子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 电子设备还 包括：

输入设备 ，用于在所述处理器确定 当前应用界面的界面元素前 ，接 收用

户输入 的第四指令 ；

所述处理器确定第一应用界面的界面元素具体为 ，所述处理器根据用户

输入 的第四指令确定所述界面元素。

40、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或 3 或 5 所述的电子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子设备还 包括 ：

输入设备 ，用于所述输 出设备在 当前应用界面展 示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

联 的应用程序后 ，接收用户输入 的第五指令 ；

所述处理器还用于，根据所述第五指令启动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

用程序 中的至少一个。

4 1、根据权利要求 40 所述的电子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输 出设备还用于，在展示的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包括

所述 电子设备 尚未安装的应用程序 ，且所述处理器确定所述第五指令指向的

对 象为所述 电子设备 尚未安装的应用程序 时，提示用户安装所述应用程序 。

42、根据权利要求 40 所述的电子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输 出设备还用于，在展示的与所述界面元素相 关联 的应用程序 包括



所述电子设备尚未安装的应用程序，且所述处理器确定所述第五指令指向的

对象为所述电子设备尚未安装的网页应用程序时，运行浏览器以网页形式启

动所述应用程序，或提示用户运行浏览器以启动所述应用程序。

43、根据权利要求 40-42 任一所述的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处理器还用于，根据所述第五指令启动与所述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

用程序中的至少一个，并复制所述界面元素。

44、根据权利要求 40-42 所述的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根据所述第五指令将所述界面元素作为所述相关

联的应用程序的输入参数，启动所述相关联的应用程序中的至少一个。

45、根据权利要求 40-44 所述的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输出设备还用于，在所述处理器退出所述与界面元素相关联的应用

程序后，呈现所述第一应用界面。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No.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

PCT/CN2013/088507

A . CLASSIFICATION O F SUBJECT MATTER

G06F 17/27 (2006.01) i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 (IPC) or to both national classification and IPC

. FIELDS SEARCHED

Minimum documentation searched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llowed by classification symbols)

G06F 17/-

Documentation searched other than minimum documentation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documents are included i n the fields searched

Electronic data base consulted during the international search (name of data base and, where practicable, search terms used)

CNABS, CNKI, VEN: 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 element, semantic, correlation, call out, app, application, text, word, string,

action, program, corresponding, transfer, document

C . DOCUMENTS CONSIDERED T O BE RELEVANT

Category : Citation of document, with indication, where appropriate, of the relevant passages Relevant t o claim No.

X CN 1658188 A (MICROSOFT CORP.), 24 August 2005 (24.08.2005), abstract, descriptio 1-45
page 1, lines 18-25, and page 6 , line 2 1 to page 7 , line 21, and figure 3

A CN 1475908 A (MICROSOFT CORP.), 18 February 2004 (18.02.2004), the whole 1-45
document

A CN 102546920 A (CHINA MOBILE COMMUNICATIONS CO., LTD.), 04 July 2012 1-45
(04.07.2012), the whole document

ΓΊ Further documents are listed i n the continuation of Box C . |¾ See patent family annex.

Special categories of cited documents: "T" later document published after the international filing date
or priority date and not i n conflict with the application but

"A" document defining the general state of the art which i s not cited to understand the principle or theory underlying the
considered to be of particular relevance invention

"E" earlier application or patent but published on or after the "X" document of particular relevance; the claimed invention
international filing date cannot be considered novel or cannot be considered to involve

an inventive step when the document i s taken alone
"L" document which may throw doubts on priority claim(s) or

"Y" document of particular relevance; the claimed invention
which i s cited to establish the publication date of another

cannot be considered to involve an inventive step when the
citation or other special reason (as specified) document i s combined with one or more other such

"O" document referring to an oral disclosure, use, exhibition or documents, such combination being obvious to a person

other means skilled in the art

"&" document member of the same patent family"P" document published prior to the international filing date
but later than the priority date claimed

Date of the actual comple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earch Date of mail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

06 May 2014 (06.05.2014) 28 May 2014 (28.05.2014)

Name and mailing address of the ISA/CN: Authorized officer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the P. R . China
No. 6 , Xitucheng Road, Jimenqiao LIU, Jia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088, China

Telephone No.: (86-10) 62089528Facsimile No.: (86-10) 62019451

Form PCT/IS A/210 (second sheet) (July 2009)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No.
Information on patent family members

PCT/CN2013/088507

Patent Documents referred Publication Date Patent Family Publication Date
in the Report

CN 1658188 A 24 August 2005 M X 2005001674 A l 0 1 September 2005

NO 20050846 A 18 August 2005

CA 2493174 A l 17 August 2005

TW 200530857 A 16 September 2005

SG 114684 A l 28 September 2005

JP 2005235212 A 02 September 2005

BR PI0500292 A 04 October 2005

K R 20050082156 A 22 August 2005

A U 2005200082 A l 0 1 September 2005

IN 200500071 11 09 February 2007

NZ 537787 A 30 November 2006

ZA 200500328 A 27 December 2007

EP 1564651 A l 17 August 2005

U S 2005182617 A l 18 August 2005

SG 114684 B 30 May 2008

CN 1475908 A 18 February 2004 A U 2003204478 A l 15 January 2004

RU 2328034 C2 27 June 2008

A U 2003204478 B 2 04 March 2010

CA 2431667 A l 27 December 2003

BR 0301702 A 24 August 2004

M X 2003005451 A l 0 1 February 2005

U S 2004001099 A l 0 1 January 2004

EP 1376392 A 2 02 January 2004

K R 20040002691 A 07 January 2004

IN 200300557 13 11 February 2005

M X 275363 B 2 1 April 2010

JP 2004046850 A 1 February 2004

CN 100380321 C 09 April 2008

CN 102546920 A 04 July 2012 CN 102546920 B 23 October 2013

Form PCT/IS A/210 (patent family annex) (July 2009)



A. 主题 的分类

G06F 17/27 (2006. 01) i

按照 国际专利分类 （IPC) 或者 同时按照 国家分类 和 IPC 两种 分类

B. 检 索领域

检 索 的最低 限度 文献 (标 明分类 系统和分类 号 )

G06F 17/-

包含在检 索领域 中的除最低 限度文献 以外 的检 索文献

在 国际检 索 时査 阅的 电子数据库 (数据库 的名称 ，和使用 的检 索词 （如使用 ））

CNABS, CNKI, VEN: 应用程序 ，界面元素 ，文本 ，文字 ， 串，语义 ，动作 ，程序 ，应用 ，关联 ，调 出，调用 ，文
档 ， app, appl ication, text, word, string, action, program, corresponding, transfer, document

c . 相关文件

类 型* 引用文件 ，必要 时，指 明相关段落 相关 的权 利要求

X CN 1658188 A (微 软公司） 2005 年 8月 24 日 （2005 - 0 8 - 24) 1-45

摘要 ，说 明书第 1页第 18行至第 25行 ，第 6页第 2 1行 至第 7页第 2 1行 ，附图 3

A CN 1475908 A (微 软公司） 2004 年 2月 18 日 （2004 - 0 2 - 18) 1-45

全文

A CN 102546920 A (中 国移动通信 有 限公司） 2012 年 7月 04 日 （2012 - 0 7 - 04) 1-45

全文

口 其余文件在 c栏 的续页 中列 出 见 同族专利 附件

引用文件 的具体类型 ：

认 为不特 别相关 的表示 了现有技术一般状态 的文件 在 申请 日或优先权 日之后公布 ，与 申请不相抵触 ，但 为 了理解
发 明之理论或原理 的在后文件

"E"
在 国际 申请 日的当天或之后公布 的在先 申请或专利 特 别相关 的文件 ，单独 考虑该文件 ，认定要求保护 的发 明不是

" V
可 能对优 先权要求构成怀疑 的文件 ，或 为确 定另一篇 引用文件 新颖 的或不具有创造性
的公布 日而引用 的或者 因其他特 殊理 由而引用 的文件 （如具体 特 别相关 的文件 ，当该文件与 另一篇或者多篇该类文件结合并
说 明的） 且这种结合对于本领域技术人 员为显而易见时 ，要求保护 的发

明不具有创造性
"0"

涉及 口头 公开、使用 、展览或其他方式 公开的文件
同族专利 的文件

" ？"
公布 日先于 国际 申请 日但迟于所 要求 的优先权 日的文件

国际检 索实 际完成 的 日期 国际检 索报告 邮寄 日期

2014 年 5 月 0 6 日 2014 年 5 月 2 8 日

ISA/CN 的名称 和 邮寄地址 受权 官员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ISA/CN)
北京市海淀 区蓟 门桥西土城路 6号 刘 佳
100088 中 国

传真 号 (86-10) 62019451 电话 号码 (86-10) 62089528

表 PCT/ISA/210 (第 2页 ) (2009 年 7月 )



关 于 同族专利 的信 息
PCT/CN2013/088507

公布 日 公布 日
检 索报 告引用 的专利文件 同族专利

(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

CN 1658188 A 2005 年 8月 24 日 MX 2005001674 A l 2005 年 9月 0 1日

NO 20050846 A 2005 年 8月 18 0

CA 2493174 A l 2005 年 8月 17 日

TW 200530857 A 2005 年 9月 16 0

SG 1 14684 A l 2005 年 9月 2 8 日

P 2005235212 A 2005 年 9月 0 2 日

BRPI 0500292 A 2005 年 10月 04 日

KR 20050082156 A 2005 年 8月 2 2 日

AU 2005200082 A l 2005 年 9月 0 1日

I N 200500071 I I 2007 年 2月 0 9 0
NZ 537787 A 2006 年 11月 3 0 0
ZA 200500328 A 2007 年 12月 2 7 日

EP 1564651 A l 2005 年 8月 17 日

US 2005182617 A l 2005 年 8月 18 0

SG 1 14684 B 2008 年 5月 3 0 0

CN 1475908 A 2004 年 2月 18 日 AU 2003204478 A l 2004 年 1月 15 0

RU 2328034 C2 2008 年 6月 2 7 日

AU 2003204478 B2 2010 年 3月 04 日

CA 2431667 A l 2003 年 12月 2 7 日

BR 0301702 A 2004 年 8月 24 日

MX 2003005451 A l 2005 年 2月 0 1日

US 2004001099 A l 2004 年 1月 0 1日

EP 1376392 A2 2004 年 1月 0 2 日

KR 20040002691 A 2004 年 1月 0 7 0
I N 200300557 13 2005 年 2月 1 1曰

MX 275363 B 2010 年 4月 2 1日

P 2004046850 A 2004 年 2月 12 日

CN 100380321 C 2008 年 4月 0 9 0

CN 102546920 A 2012 年 7月 04 0 CN 102546920 B 2013 年 10月 2 3 日

表 PCT/ISA/210 ( 同族 专利 附件） （2009年 7月）


	abstract
	description
	claims
	drawings
	wo-search-report
	wo-search-re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