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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TOUCHSCREEN SINGLE-POINT CONTROL METHOD, DEVICE AND MOBILE TERMINAL

(54) 发明名称：触摸屏的单点控制方法、装置及移动终端

(57) Abstract: Disclosed i s a touchscreen single-point con
S 10 trol method, comprising: presett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ach key of a mobile terminal with the drag-and-drop direc
预设移动终端各 键与虛拟圆点拖放方向的对应关系，并在触摸 tion of a virtual dot, and displaying the drag-and-drop virtual

屏中部区域显示可拖放的虛拟圓点
dot in a central area of a touchscreen; and when a drag-and-
drop signal of the virtual dot i s received, judging the drag-
and-drop direction of the virtual dot, and displaying inter
faces which respond to the click of each key on the screen acS20
cording to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ach key and the drag-

I and-drop direction of the virtual dot. Also provided i s a当接收到虛拟圆点的拖放信号时，判断所述虛拟圓点拖放方向，
乂圓点拖放方向的对应关系，在屏幕显示响应各 touchscreen single-point control device and a mobile terminal

按健点击时的界面 which are used for realizing the method mentioned above.
The present invention can solve the technical problem in the

FIG. prior art that a mobile terminal user needs to depend on the
upper and lower keys or left and right keys to manipulate a
mobile terminal, enable the mobile terminal user to get rid ofS10 PRESETT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ACH KEY OF A

MOBILE TERMINAL WITH THE DRAG-AND-DROP DIRECTION the dependence on the keys and manipulate the mobile ter
OF A VIRTUAL DOT, AND DISPLAYING THE DRAG-AND-DROP minal more conveniently.
VIRTUAL DOT IN A CENTRAL AREA OF A TOUCHSCREEN

S20 WHEN A DRAG-AND-DROP SIGNAL OF THE VIRTUAL DOT IS (57) 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触摸屏的单点控制方法，
RECEIVED, JUDGING THE DRAG-AND-DROP DIRECTION OF 包括：预设移动终端各按键与虚拟圆点拖放方向的
THE VIRTUAL DOT, AND DISPLAYING INTERFACES WHICH 对应关系，并在触摸屏中部区域显示可拖放的虚拟
RESPOND TO THE CLICK OF EACH KEY ON THE SCREEN
ACCORDING TO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ACH KEY 圆点；当接收到虚拟圆点的拖放信号时，判断所述
AND THE DRAG-AND-DROP DIRECTION OF THE VIRTUAL DOT 虚拟圆点拖放方向，根据各按键与虚拟圆点拖放方

向的对应关系，在屏幕显示响应各按键点击时的界
面。本发明还提供一种用以实现上述方法的触摸屏

的单点控制装置和移动终端。本发明可解决现有技术中移动终端用户需要依赖上下或左右按键来操控移动终端
的技术问题，使移动终端用户可以摆脱对按键的依赖，而且操控移动终端更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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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屏的单点控制方法、装置及移动终端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通信技术 ，具体描述如何判决并触发双 归属主备服务器之

间的 自动倒换方法、装置及移动终端 。

背景技术

随着手机技术的发展 ，移动终端控制早 已从按键控制进步到触控 时代 ，

触摸屏也从 电阻式更进到 电容屏 ， 目前用户用手指在屏幕上点点就能完成

各种操作 。

虽然， 目前移动终端的触摸屏上操作 能完成绝大部分操作 ，但是仍 然

没有一种方法能通过在触摸屏上 简单操作 ，完成以前必须使用按移动终端

的按键 完成的功能，例如 ：菜单 、返 回主界 面或者调节音量等 。特别是最

新 的有些智能手机采用 了虚拟按键导航栏 ，而导航栏 占用 了屏幕 空间，有

些用户期望 隐藏掉导航栏来得到更大显示效果 ，这就需要一种技术能完成

虚拟按键导航栏 的功能。

发 明内容

本发 明实施例的主要 目的在 于提供一种触摸屏 的单点控制方法， 旨在

解决现有技术 中移动终端用户需要依赖上下或左右按键 来操控移动终端 ，

导致不够便捷 的技术 问题 。

为 了实现发 明 目的，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一种触摸屏 的单点控制方法 ，

其 包括以下步骤 ：

预设移动终端各按键 与虚拟 圓点拖放 方向的对应 关系，并在触摸屏 中

部 区域显示可拖放 的虚拟 圓点；

当接 收到虚拟 圓点的拖放信 号时，判断所述虚拟 圓点拖放 方向，根据



各按键 与虚拟 圓点拖放 方向的对应 关系，在屏幕显示响应各按键 点击时的

界面。

优选地 ，所述方法还 包括 ：接 收到释放虚拟 圓点的信号后 ，虚拟 圓点

返 回至屏幕 中部 区域。

优选地 ，所述预设终端各按键 与虚拟 圓点拖放 方向的对应 关系时，所

述方法还 包括：定义虚拟 圓点不同拖放 方向的角度 范围。

优选地 ，所述方法还 包括 ：接 收到虚拟 圓点的单点信号时，显示另一

组按键与虚拟 圓点拖放 方向的对应 关系。

优选地 ，所述方法还 包括 ：接 收到长按虚拟 圓点的信号时，显示功能

提示 ，提醒用户进行拖放 功能设 定 ，根据显示的拖放操作方向及对应 的功

能进行设 置。

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触摸屏的单点控制装置 ，所述装置 包括：

虚拟 圓点功能设 置模块 ，配置为预设各按键 与虚拟 圓点拖放 方向的对

应 关系，并在触摸屏 中部 区域显示可拖放 的虚拟 圓点；

虚拟 圓点服务模块 ，配置为 当接 收到虚拟 圓点的拖放信号时，判断所

述虚拟 圓点拖放 方向，并根据各按键 与虚拟 圓点拖放 方向的对应 关系，在

屏幕显示响应各按键点击时的界面。

优选地 ，所述虚拟 圓点服务模块 ，配置为接 收到释放虚拟 圓点的信 号

后 ，将虚拟 圓点返 回至屏幕 中部 区域 。

优选地 ，所述虚拟 圓点功能设 置模块 ，配置为定义虚拟 圓点不 同拖放

方向的角度 范围。

优选地 ，所述虚拟 圓点服务模块 ，配置为接 收到虚拟 圓点的单点信 号

时，显示另一组按键与虚拟 圓点拖放 方向的对应 关系。

优选地 ，所述虚拟 圓点服务模块 ，配置为接 收到长按虚拟 圓点的信 号

时，显示功能提示 ，提醒用户进行拖放 功能设 定 ，根据显示的拖放操作方



向及对应 的功能进行设 置。

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移动终端 ，其 包括触摸屏 的单点控制装置 ，

该触摸屏 的单点控制装置 包括 ：

虚拟 圓点功能设 置模块 ，配置为预设移动终端各按键 与触摸屏 角度 范

围的对应 关系并在触摸屏 中部 区域显示可拖放 的虚拟 圓点；

虚拟 圓点服务模块 ，配置为 当接 收到虚拟 圓点的拖放信号时，判断拖

放 方向，并根据各按键 与触摸屏 角度 范 围的对应 关系，将屏幕显示为响应

各按键点击时的界面。

本发 明实施例预设移动终端各按键 与触摸屏 角度 范围的对应 关系并在

触摸屏 中部 区域显示可拖放 的虚拟 圓点 ，移动终端用户可以简单方便 的拖

放虚拟 圓点完成最基本的操作 ，通过进一步点击虚拟 圓点还可切换功能组

完成更多操作 ，解决 了现有技术 中移动终端用户需要依赖上下或左右按键

来操控移动终端的技术 问题 ，使移动终端用户可以摆脱对按键 的依赖 ，而

且操控移动终端更便捷 。

附图说 明

图 1 为本发 明一 实施例 中触摸屏的单点控制方法的流程 图；

图 2 为本发 明一 实施例 中预设移动终端各按键与触摸屏 角度 范围的对

应 关系并在触摸屏 中部 区域显示可拖放 的虚拟 圓点的步骤流程 图；

图 3 为本发 明一 实施例 中虚拟 圓点的具体操作示意图；

图 4 为本发 明一实施例 中触摸屏的单点控制方法的应用示意图；

图 5 为本发 明另一 实施例 中触摸屏的单点控制方法的应用示意 图；

图 6 为本发 明又一 实施例 中触摸屏的单点控制方法的应用示意 图；

图 7 为本发 明一 实施例 中触摸屏的单点控制装置的模块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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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 实施方式

应 当理解 ，此处所描述的具体 实施例仅仅用于解释本发 明，并不用于

限定本发 明。

参照图 1，为本发 明一 实施例 中触摸屏 的单点控制方法流程 图。本发 明

实施例 中，触摸屏的单点控制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

步骤 S10: 预设移动终端各按键 与虚拟 圓点拖放 方向的对应 关系，并在

触摸屏 中部 区域显示可拖放 的虚拟 圓点；

步骤 S20: 当接收到虚拟 圓点的拖放信号时，判断所述虚拟 圓点拖放 方

向，根据各按键 与虚拟 圓点拖放 方向的对应 关系，在屏幕显示响应各按键

点击时的界面。

如 图 2 所示，显示 了虚拟 圓点功能设 置具体示意 图，图中设置 了上下

左右四个方向拖放 的四个最基本的操作 ；分别是 "任 务管理 " 、 "主界 面" 、

"返 回" 、 " 菜单 " ，另外 图中左下角滑动为锁屏功能；其 中，每个方向的指

定角度 范围内的操作都认为是该方向的拖放 。图 2 仅显示 了一组功能的设

定，根据需要可以设置若干组 。

本发 明实施例 中，步骤 S10 包括：定义虚拟 圓点不同拖放方向对应 的

角度 范围。

例如 ，虚拟 圓点拖放 方向为任意方向，任意路径 。移动终端用户定义

不 同虚拟 圓点不 同拖放 的角度 范围，对 不 同方向的角度 范围定义不 同的按

键功能。

优选地 ，上述方法还可 包括以下步骤 ：接收到释放虚拟 圓点的信号后 ，

将虚拟 圓点返 回至屏幕 中部 区域。如 图 3 所示，演示 了具体操作示意 图，

圓点开始在 图中 A 的位置，当用户拖放按路径 1 拖放 ，则会响应 "返 回"

操作 ，操作完毕后 ，虚拟 圓点按路径 2 自动返 回到 中间区域 B 的位置；接



着用户路径 3 拖放 圓点 ，则会响应 "菜单 " 操作 ，此时圓点在 中间区域 内，

则停 留在位置 C。避免虚拟 圓点停 留在手机屏幕边缘 。

本发 明实施例触摸屏 的单点控制方法，还可 包括 以下步骤 ：接 收到虚

拟 圓点的单点信号时，提示定义另一组按键与触摸屏角度 范围的对应 关系。

例如：默认设定虚拟 圓点拖放方向定义 Action01 、Action02 、Action03 是最

常用的 "主界面" 、"返 回 " 、" 菜单 " 等等；第二组 可 以定 义 Actionl 1、Actionl2 、

Actionl3 、ActionH, 是一些应用的快捷方式启动；可 以定义更多组 。可 以

通过单点虚拟 圓点在功能组切换 。

优选地 ，在上述 实施例的基础上 ，本发 明实施例触摸屏 的单点控制方

法，还可 包括 以下步骤 ：接 收到长按虚拟 圓点的信号时，显示功能提示 ，

提醒用户此时的拖放 功能设 定 ，显示定义拖放操作方向及对应功能提示。

例如 ，提醒用户是否更改拖放 方向与按键之 间的对应 关系等。

如 图 4 所示，本发 明实施例 中一种触摸屏的单点控制方法可替代移动

终端虚拟导航栏方法，例如 ，一般 目前虚拟导航栏有 "返 回 " ， "主界 面" ，

"任务管理 " 三个按键 ，具体 包括如下步骤 ：

步骤 301 : 虚拟 圓点操作功能设置，设定虚拟 圓点向左为 "返 回 " 功能，

向下为对应 的 "主界面" 功能，向右为则 "任务管理 " 功能；

步骤 302: 启动服务 ，或设 置开机 自动启动 ，然后等待用户操作 ；

步骤 303: 用户需执行 "返 回 " 操作 时，将所述虚拟 圓点往左侧拖放 ，

其 中，所述拖放 不考虑路径 ，根据起 点和终点来确定拖放方向。

其 中，所述确定拖放 方向为：根据所述起 点和终点形成直线 ，若所述

直线的角度 、在对应方向的指定范围内，则确定所述方向为拖放 方向。本

步骤 中认 为是向左拖放 。

步骤 304: 当用户需要从应用返 回到主界面时，往下方拖放虚拟 圓点 ，

执行 "返 回到主界面" 的操作 ，同样一定范围内都认为是向下。



步骤 305: 向左拖放虚拟圓点，执行 "任务管理" 功能。

步骤 306: 流程结束。

如图 5 所示，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触摸屏单点的控制方法还可替代移

动终端物理按键功能方法，假设 目前手机有如下功能按键 ：正 面三个操作

键盘 "主界面" 、"菜单 " 及 "返回 " 键 ，侧面有 "调 高" 、"调低 " 音量两

个键 ，外加 "开关" 键 。具体 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 401 : 虚拟 圓点操作功能设置，设定虚拟圓点向左拖放为 "返回 "

功能，向下拖放为对应的 "主界面" 功能，向右拖放为则 "菜单 " 功能，

向上拖放为 "开关" 键 。

这些功能作为一组常用键 。

步骤 402: 定义第二组操作功能设置，设置虚拟 圓点向左拖放为 "调

低 " 音量，向右拖放为 "调 高" 音量。

步骤 403: 启动服务，或设置开机 自动启动。

等待用户操作。

步骤 404: 类似步骤 303 、步骤 304 、步骤 305 ，向不同的方向拖放执

行物理按键对应的 "主界面" 、"菜单 " 、 "返回 " 及 "开关" 功能。

步骤 405: 用户需要调整音量时，只需要单击虚拟 圓点进行功能组切换。

步骤 406: 拖放虚拟 圓点，执行 "调高" 或 "调低 " 音量功能；

步骤 407: 流程结束。

如图 6 所示，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触摸屏的单点控制方法还可执行快

捷方式的方法，具体 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 501 : 虚拟 圓点操作功能设置，设定虚拟圓点向左为启动 "短信 "

功能，向右为进入 "呼叫" 模块，向下则为进入 "名片夹" 功能。

步骤 502: 启动服务，或设置开机 自动启动。

然后等待用户操作；



步骤 503 : 类似步骤 303 、步骤 304 、步骤 305 ，向不同的方向拖放则

可以快速的进入对应的设定 "短信 " 、"呼叫" 、"名 片夹" 等功能。

步骤 504: 流程结束。

本发明实施例的上述方法，能够有效地 、简便快捷的完成各种手机功

能操作 。用户可以根据 自己的定义，设定对应的拖放功能，除了能摆脱对

按键的依赖，另外能快捷方便的操作手机的各项功能。

本发明实施例另提供一种触摸屏的单点控制装置，用以实现上述方法。

参照图 7 所示，该装置包括：

虚拟圓点功能设置模块 10，配置为预设移动终端各按键与触摸屏角度

范围的对应关系并在触摸屏 中部 区域显示可拖放 的虚拟 圓点；

虚拟圓点服务模块 20，配置为当接收到虚拟圓点的拖放信号时，判断

拖放方向，并根据各按键与触摸屏角度 范围的对应关系，将屏幕显示为响

应各按键点击时的界面。本发明实施例 中，触摸屏的单点控制装置为加载

在移动终端中的计算机软件。虚拟圓点功能设置模块 10 及虚拟 圓点服务模

块 20 的设置 目的和作用具体可参见附图 1 至图 6 及其对应的实施例，本领

域技术人 员根据前述方法实施例的描述 ，应 当能编写相对应的程序来实现

其相应功能，因此在此不作详述。

本发明实施例中，虚拟 圓点服务模块 20，配置为接收到释放虚拟圓点

的信号后 ，将虚拟圓点返回至屏幕中部 区域。

具体的，可参见图 3 所示，圓点开始在 图中 A 的位置，当用户拖放按

路径 1 拖放 ，则会响应 "返 回" 操作 ，操作完毕后 ，虚拟圓点按路径 2 自

动返回到 中间区域 B 的位置；接着用户路径 3 拖放 圓点，则会响应 "菜单 "

操作 ，此时圓点在 中间区域 内，则停 留在位置 C。避免虚拟圓点停 留在手

机屏幕边缘。

本发明实施例中，虚拟 圓点功能设置模块 10，配置为预设各按键与虚



拟 圓点拖放方向的对应 关系，并在触摸屏 中部 区域显示可拖放 的虚拟 圓点。

本发 明实施例 中，虚拟 圓点服务模块 20，配置为 当接收到虚拟 圓点的

拖放信号时，判断所述虚拟 圓点拖放 方向，并根据各按键 与虚拟 圓点拖放

方向的对应 关系，在屏幕显示响应各按键点击时的界面。

例如 ，当移动终端接 收到虚拟 圓点的单点信号时，虚拟 圓点服务模 块

20 提示定义另一组按键 与触摸屏角度 范围的对应 关系。例如：例如默认设

定虚拟 圓点拖放 方向定义 ActionOl , Action02, Action03 。例如是最常用的

"主界面，，，"返 回，，，" 菜单，，等等；第二组 可 以定 义 Actionl l , Actionl2,

Actionl3 , ActionH, 例如可以是一些应用的快捷方式启动；可以定义更多

组 。可 以通过单点虚拟 圓点在功能组切换 。

本发 明实施例 中，虚拟 圓点服务模块 20，配置为接收到长按虚拟 圓点

的信号时，显示功能提示 ，提醒用户此 时的拖放 功能设 定 ，显示定义拖放

操作方向及对应功能提示。例如 ，提醒用户是否更改拖放 方向与按键之 间

的对应 关系等。

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移动终端 ，该移动终端可以为手机 ，包括前

述触摸屏 的单点控制装置。该装置的功能及其 实现过程可参见前述 实施例 ，

在此不作详述 。由于具有该装置 ，本发 明实施例移动终端可 实现拖放虚拟

圓点以完成最基本的按键操作 ，而且通过进一步点击 圓点切换功能组完成

更多操作 ，解决 了现有技术 中移动终端用户需要依赖上下或左右按键 来操

控移动终端的技术 问题 ，使移动终端用户可以摆脱对按键 的依赖 ，而且操

控移动终端更便捷 。

以上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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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权利要求书

1、一种触摸屏的单点控制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预设移动终端各按键 与虚拟 圓点拖放 方向的对应 关系，并在触摸屏 中

部 区域显示可拖放 的虚拟 圓点；

当接 收到虚拟 圓点的拖放信 号时，判断所述虚拟 圓点拖放 方向，根据

各按键 与虚拟 圓点拖放 方向的对应 关系，在屏幕显示响应各按键 点击时的

界面。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触摸屏的单点控制方法，其 中，所述方法还

包括：

接收到释放虚拟 圓点的信号后 ，虚拟 圓点返 回至屏幕 中部 区域 。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触摸屏的单点控制方法，其 中，所述预设终

端各按键 与虚拟 圓点拖放方向的对应 关系时，所述方法还 包括 ：

定义虚拟 圓点不 同拖放 方向的角度 范围。

4、根据权利要求 1 至 3 中任一项所述的触摸屏的单点控制方法，其 中，

所述方法还 包括 ：

接 收到虚拟 圓点的单点信号时，显示另一组按键 与虚拟 圓点拖放 方向

的对应 关系。

5、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的触摸屏的单点控制方法，其 中，所述方法还

包括：

接 收到长按虚拟 圓点的信号时，显示功能提示 ，提醒用户进行拖放 功

能设定，根据显示的拖放操作方向及对应 的功能进行设 置。

6、一种触摸屏的单点控制装置 ，所述装置 包括：

虚拟 圓点功能设 置模块 ，配置为预设各按键 与虚拟 圓点拖放 方向的对

应 关系，并在触摸屏 中部 区域显示可拖放 的虚拟 圓点；

虚拟 圓点服务模块 ，配置为 当接 收到虚拟 圓点的拖放信号时，判断所



述虚拟 圓点拖放 方向，并根据各按键 与虚拟 圓点拖放 方向的对应 关系，在

屏幕显示响应各按键点击时的界面。

7、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装置 ，其 中，所述虚拟 圓点服务模块 ，配置

为接收到释放虚拟 圓点的信号后 ，将虚拟 圓点返 回至屏幕 中部 区域。

8、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装置 ，其 中，

所述虚拟 圓点功能设 置模块 ，配置为定义虚拟 圓点不 同拖放 方向的角

度 范围。

9、根据权利要求 6 至 8 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其 中，所述虚拟 圓点服

务模块 ，配置为接 收到虚拟 圓点的单点信号时，显示另一组按键 与虚拟 圓

点拖放方向的对应 关系。

10、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的装置，其 中，

所述虚拟 圓点服务模块 ，配置为接 收到长按虚拟 圓点的信号时，显示

功能提示 ，提醒用户进行拖放 功能设 定 ，根据显示的拖放操作方向及对应

的功能进行设置。

11、一种移动终端 ，包括如权利要求 6 至 10 中任一项所述的触摸屏的

单点控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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