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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一种手持式电子设备图片缩放方法，包括：获取应用
到所述手持式电子设备侧边触摸屏上的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 S301 ) ；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向 （S302 ) ；根据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向，缩小或放大所述手持式电子设
备显示屏上显示的图片 （S30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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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手持式 电子设备 图片缩放及播放 内容切换的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 电子通讯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手持式 电子设备 图

片缩放及播放 内容切换 的方法及装置。

背景技术

随着触摸屏技术 的发展 ，通过触摸屏来操作手持式 电子设备 ，现

在 已经成为 了大多数 电子设备 已具备的功能，这种操作方式也是满足

用户的操作习惯 的。目前，大部分手持式 电子设备 （例如手机 、平板

电脑或相机等 ），都提供 了触摸屏操作功能。

随着智能移动终端技术 的发展 ，触摸屏在手持式 电子设备上 已经

成为主流 的显示及控制方式 。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在显示屏上进行

触摸操作，用户可 以实现各种对手持式 电子设备的控制 。手持式 电子

设备的屏幕有逐渐增大 的趋势，从最初 的 3 . 5 英寸到到 目前的 5 . 0 英

寸、5 . 5 英寸甚至更大 ，是为满足用户需求而逐步变化 的。当手持式

电子设备显示屏 的的宽度超过用户通常可 以单手进行触摸操作 的范

围时，用户通过操作显示屏来进行触摸操作就会很不方便 。

发 明内容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一种手持式 电子设备 图片缩放及播放 内容切

换 的方法及装置，能够使用户通过触摸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 的侧边

触摸屏 ，从而对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进行 图片缩放操作 ，或对 图片、或

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进行切换操作 。

第一方面提供一种手持式 电子设备 图片缩放 的方法，包括 ：



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侧边触摸屏上 的第一次滑动触

摸输入 ；

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

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缩小或放大所述手持式 电

子设备显示屏上显示的图片。

在第一方面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

所述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包括 ：

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 向或第二方 向；

所述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缩小或放大所述手持

式 电子设备显示屏上显示的图片，包括 ：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

入 的方 向，缩小或放大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显示屏上显示的图片，其

中，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 向的情形下，放大所述

显示屏上显示的图片；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二方 向的情形下，缩小所述

显示屏上显示的图片；所述第二方 向与所述第一方 向之 间的最小夹角

大于或等于 4 5 度 。

结合第一方面至第一方面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任一种可能

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

所述第一方 向为沿侧边 向上、或 向下、或 向前、或 向后 中的一种 ；

所述第二方 向也为沿侧边 向上、或 向下、或 向前、或 向后 中的一

种 ；并且 ，所述第一方 向与第二方向不 同。



结合第一方面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

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力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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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和力度 ，以与所述第一次滑

动触摸输入力度相对应 的特定 比例缩小或放大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

显示屏上显示的图片。

结合第一方面至第一方面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任一种可能

的实现方式，在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

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速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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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和速度 ，以与所述第一次滑

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缩放速度缩小或放大所述 图片 。

结合第一方面第五种至第一方面第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任一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

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侧边触摸屏上 的第二次滑动触

摸输入 ；

确定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和速度 ；

根据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和速度 ，以与所述第二次滑

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缩放速度缩小或放大所述 图片；



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大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

度 ，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缩放速度大于所述第一次

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缩放速度 。

结合第一方面第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八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

所述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和速度 ，以与所述第一

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缩放速度缩小或放大所述 图片，包括 ：

将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乘 以 a 得到所述第一次滑动触

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缩放速度 ；

所述根据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和速度 ，以与所述第二

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缩放速度缩小或放大所述 图片，包括 ：

将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乘 以 b 得到所述第二次滑动触

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缩放速度 ；

所述 a 与 b 都为大于或等于 1 的常量 。

结合第一方面第五种至第一方面第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任一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九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

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力度 。

结合第一方面九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十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

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和速度和力度 ，以与所述

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速度相对应 的缩放速度和与所述第一次滑动

触摸输入 的力度相对应 的缩放力度来缩小或放大所述 图片。

第二方面提供一种手持式 电子设备图片缩放 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 ：

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侧边触摸屏上 的滑动触摸输入 ；

确定所述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 向；

根据所述第一方 向，放大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显示屏上显示的图

片。

第三方面提供一种手持式 电子设备 图片缩放 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 ：

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侧边触摸屏上 的滑动触摸输入 ；

确定所述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 向；

根据所述第一方 向，缩小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显示屏上显示的图

片。

所述第二方面还可 以都包括所述第一方面 中第一种可能的实现

方式到第十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的任一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的放大所

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显示屏上显示的图片的方案 ；所述第三方面还可 以

都包括所述第一方面 中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到第十种可能的实现

方式 中的任一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的缩小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显示屏

上显示的图片的方案 。

第 四方面提供一种手持式 电子设备播放 内容切换 的方法 ，包括 ：

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侧边触摸屏上 的第一次滑动触

摸输入 ；

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 向或第二方 向；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 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



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

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

待粘贴 内容之前的任意一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

贴 内容切换为新 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

粘贴 内容 ；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二方 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

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

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

待粘贴 内容之后 的任意一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

贴 内容切换为新 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

粘贴 内容 ；

所述第二方 向与所述第一方 向之间的最小夹角大于或等于 4 5度 。

在第 四方面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第一方 向为沿侧边 向上、或 向下、或 向前、或 向后 中的一种 ；

所述第二方 向也为沿侧边 向上 、或 向下、或 向前、或 向后 中的一

种 ；并且 ，所述第一方 向与第二方 向不 同。

结合第 四方面至第 四方面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任一种可能

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

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力度 。

结合第 四方面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在第一方向上时，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



触摸输入 的力度 ，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从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

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起算，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

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前的第 N 个 图片、或音频、或

视频 、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 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述 N 为正整数；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在第二方 向上时，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

触摸输入 的力度 ，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从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

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起算，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

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后的第 N 个 图片、或音频、或

视频 、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 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述 N 为正整数 。

结合第 四方面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 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

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速度 。

结合第 四方面至第 四方面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任一种可能

的实现方式，在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 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

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

以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

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



前的任意一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

新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 、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二方 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

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

以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

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

后的某个 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的

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 。

结合第 四方面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

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侧边触摸屏上 的第二次滑动触

摸输入 ；

确定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 向或第二方 向；

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 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

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

以与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

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

前的任意一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

新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

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二方 向的情形下，在所述 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以与

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序位



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后的

某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 的当前

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 ；

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大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

度 ，所述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大于第一次

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 。

结合第 四方面第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八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

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 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

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

以与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

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

前的任意一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

新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 、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包

括 ：

将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乘 以 a 得到所述第一次滑动触

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 ；

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二方 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

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

以与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

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

后的某个 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的



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 ，包括 ：

将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乘 以 b 得到所述第二次滑动触

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 ；

所述 a 与 b 都为大于或等于 1 的常量 。

结合第 四方面第五种至第一方面第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任一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九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

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力度 。

结合第 四方面九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十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在第一方 向上时，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

触摸输入 的力度 ，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从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

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起算，以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

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前的第 N 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 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

或待粘贴 内容，所述 N 为正整数；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在第二方 向上时，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

触摸输入 的力度 ，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从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

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起算，以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

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后的第 N 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 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

或待粘贴 内容，所述 N 为正整数 。

第五方面提供一种手持式 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 ：

侧边传感器 ，用于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侧边触摸屏上

的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

处理器 ，用于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缩小

或放大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显示屏上显示的图片；

显示屏，用于显示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 中的图片；

存储器 ，用于存储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 中的图片 。

在第五方面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确定所述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 向或

第二方 向；

当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 向的情形下，放大所

述显示屏上显示 的图片；

当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二方 向的情形下，缩小所

述显示屏上显示 的图片；

所述第二方 向与所述第一方 向之间的最小夹角大于或等于 4 5 度 。

结合第五方面至第五方面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任一种可能

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

所述第一方 向为沿侧边 向上、或 向下、或 向前、或 向后 中的一种 ；

或者，



所述第二方 向也为沿侧边 向上 、或 向下、或 向前、或 向后 中的一

种 ；并且 ，所述第一方 向与第二方 向不 同。

结合第五方面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力度 。

结合第五方面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 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和力度 ，

以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力度相应 的特定 比例缩小或放大所述

手持式 电子设备显示屏上显示 的图片 。

结合第五方面至第五方面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任一种可能

的实现方式，在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速度 。

结合第五方面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和速度 ，

以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缩放速度缩小或放大所

述 图片。

结合第五方面第五种至第五方面第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任一

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侧边触摸屏

上的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 ；



确定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和速度 ；

根据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和速度 ，以与所述第二次滑

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第二次缩放速度缩小或放大所述 图片；

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大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

度 ，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缩放速度大于所述第一次

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缩放速度 。

结合第五方面第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八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将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乘 以 a 得到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缩放速度 ；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将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乘 以 b 得到

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缩放速度 ；

所述 a 与 b 都为大于或等于 1 的常量 。

结合第五方面第五种至第五方面第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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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用于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力度 。

结合第五方面九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十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和速

度和力度 ，以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速度相对应 的缩放速度和

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力度相对应 的缩放力度来缩小或放大

所述 图片 。

第六方面提供一种手持式 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 ：



侧边传感器 ，用于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侧边触摸屏上

的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

处理器 ，用于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放大

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显示屏上显示的图片；

显示屏，用于显示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 中的图片；

存储器 ，用于存储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 中的图片 。

第七方面提供一种手持式 电子设备 图片缩放 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 ：

侧边传感器 ，用于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侧边触摸屏上

的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

处理器 ，用于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缩小

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显示屏上显示的图片；

显示屏，用于显示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 中的图片；

存储器 ，用于存储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 中的图片 。

所述第六方面所述一种手持式 电子设备还可 以具备所述第五方

面 中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到第十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的任一可能

的实现方式 中的放大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显示屏上显示 的图片 的功

倉^; 所述第七方面所述一种手持式 电子设备还可 以具备所述第五方面

中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到第十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的任一可能的

实现方式 中的缩小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显示屏上显示 的图片的功能。



第八方面提供一种手持式 电子设备 ，其特征在于，包括 ：侧边传

感器 ，用于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侧边触摸屏上的第一次滑

动触摸输入 ；

处理器 ，用于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 向或

第二方 向；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当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

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或

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 当前播放 的图片、

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前的任意一个 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 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

当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向为第二方 向的情形下，在所述

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

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后的任意一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或

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 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

所述第二方 向与所述第一方 向之间的最小夹角大于或等于 4 5 度 。

在第八方面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

所述第一方 向为沿侧边 向上、或 向下、或 向前、或 向后 中的一种 ；

所述第二方 向也为沿侧边 向上 、或 向下、或 向前、或 向后 中的一

种 ；并且 ，所述第一方 向与第二方 向不 同。



结合第八方面至第八方面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任一种可能

的实现方式，在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力度 。

结合第八方面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当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力度 ，在

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 、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

文档 中，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

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前的第 N 个 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 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

或待粘贴 内容，所述 N 为正整数；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当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在与特定方 向相

反的方 向上时，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力度 ，在所述 当前播

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将

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 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

粘贴 内容之后的第 N 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

容切换为新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 、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所述 N 为正整数 。

结合第八方面至第八方面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任一种可能

的实现方式，在第 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速度 。

结合第八方面第 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当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

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或

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以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

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

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前的任意一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

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 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

或待粘贴 内容；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二方 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

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

以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

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

后的某个 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的

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 。

结合第八方面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侧边触摸屏

上的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 ；

确定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向为第一方 向或第二方 向；

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 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

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

以与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



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

前的任意一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

新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 、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

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二方 向的情形下，在所述 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以与

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序位

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后的

某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 的当前

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 ；

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大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

度 ，所述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大于第一次

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 。

结合第八方面第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将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乘 以 a 得到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 ；

将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乘 以 b 得到所述第二次滑动触

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 ；

所述 a 与 b 都为大于或等于 1 的常量 。

结合第八方面第五种至第八方面第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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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用于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力度 。



结合第八方面八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在第九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当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在第一方 向上时，

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力度 ，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

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从当前播放 的图片、

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起算，以与所述第一次滑动

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 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前的第 N 个 图片、或

音频 、或视频 、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

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所述 N 为正整数 ；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在第二方 向上时，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

触摸输入 的力度 ，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从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

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起算，以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 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

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后的第 N 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 的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

或待粘贴 内容，所述 N 为正整数 。

附图说明

为 了更清楚地说 明本发 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 中的技术方案，下面

将对实施例或现有技术描述 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一简单地介绍，显

而易见地 ，下面描述 中的附图是本发 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



通技术人员来讲 ，在不付 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 以根据这些

附图获得其他 的附图。

图 l a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手持式 电子设备的外部结构示

意图；

图 l b 为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手持式 电子设备 的操作示意图；

图 2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手持式 电子设备 的内部实现原理

图；

图 3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手持式 电子设备 图片缩放 的方

法的流程 图；

图 4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手持式 电子设备 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方法的流程 图；

图 5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通过侧边传感器对 图片进行缩

放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的实现原理 图；图 5 也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

种通过侧边传感器对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

进行切换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的实现原理 图 。

具体实施方式

为使本发 明实施例的 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

合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

完整地描述 ，显然 ，所描述 的实施例是本发 明一部分实施例 ，而不是

全部的实施例 。基于本发 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

作 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 的所有其他实施例 ，都属于本发 明保护



的范围。

如图 l a 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手持式 电子设备的外部

结构示意图；

如图所示，本发明提供的手持式电子设备包括左侧边 102、正面

104、右侧边 106 和背面 108 。

所述手持式电子设备左侧边 102 或右侧边 104 设置有滑动触摸传

感器，或在所述左侧边 102 和右侧边 104 同时设置有滑动触摸传感器，

用以探测用户对手持式 电子设备侧边的滑动触摸 。

手持式电子设备包括：手持助理，移动 电话电话、平板 电脑、相

机、MP3 、 MP4 、 MP5 、掌上电脑、掌上游戏机、智能手环、智能手

表和移动应用设备 VAD (Vertical Application Device ) 等。

如图 l b 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手持式 电子设备的操作

示意图；

所述手持式电子设备的滑动触摸传感器具有方向探测功能，用以

探测用户滑动触摸的方向；还可以具有力度探测功能或速度探测功能，

用以控制执行基于所述方向的力度或速度的操作；也可以包括所述三

种功能，用以探测用户滑动触摸的方向、力度和速度。

所述方向为用户对滑动触摸操作的滑动方向，图中所示为对右侧

边 106 上侧边触摸屏的滑动触摸输入，所述侧边触摸屏位于侧边上。

所述滑动触摸可 以为向上滑动 114、或向下滑动 116，或前左滑动 112 、

或向后滑动 110，或以其他特定角度来滑动如 118。所述向上滑动为

沿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左侧边或右侧边 向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上侧



边的方 向滑动；所述 向下滑动与所述 向上滑动方 向相反 ；所述 向前滑

动为 向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正面的方 向滑动；所述 向后滑动与所述 向

前滑动的方 向相反，为 向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背面的方 向滑动 。当所

述滑动触摸输入为第一方 向时，放大 图片；当所述滑动触摸输入为第

二方 向时，缩小图片 。在另一种情形下，当所述滑动触摸输入为第一

方 向时，将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

容之前的元素切换为当前播放元素；当所述滑动触摸输入为第二方 向

时，将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

后的元素切换为当前播放元素 。所述滑动触摸输入 的力度决定对 图片

的缩放 比例；

如图 2 所示，图 2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手持式 电子设备 的

内部实现原理 图；

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包括处理器 205 、存储器 210 、输入设备 215 、

显示屏 220 、侧边传感器 225 ，所述元件通过总线 230 来连接 ，所述

设备还包括侧边触摸屏 ，所述侧边触摸屏设置于所述侧边传感器 的外

表面；所述设备通过软硬件 的结合来运行 。

一方面 ，相对于 图片缩放操作方法 ，具体地 ，所述侧边传感器

225 ，用于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侧边触摸屏上 的滑动触摸

输入 ；具体地 ，所述滑动触摸输入 ，用于指示对所述 图片进行放大或

缩小；所述滑动触摸输入 ，由所述侧边传感器 225 来获取；所述移动

设备的侧边，具体地，为 图 l a 或 l b 中所述移动终端设备的左侧边

102 、右侧边 106 。所述处理器 205 ，用于确定所述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具体地，所述处理器 205 根据所述侧边传感器 225 发送 的滑动触

摸输入来获得所述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所述方 向为用户对滑动触摸

操作的滑动方 向，可 以为 向上滑动、或 向下滑动 ，或 向左滑动 、或 向

右滑动，或 向前滑动 、或 向后滑动 、或 以特定角度来滑动，如 图 l b

所示，应用到右侧边 106 的滑动触摸输入 110 为 向前滑动；所述处理

器 205 ，还用于根据所述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缩小或放大所述手持

式 电子设备显示屏 220 上显示 的图片，具体地，处理器 205 调用存储

器 210 中存储 的映射关系，根据所述映射关系发 出与所述滑动触摸输

入 的力度相对应 的放大或缩小 图片的指令，从而对所述 图片进行缩放 。

进一步地，所述处理器 205 ，还用于当所述确定所述滑动触摸输

入 的方 向在特定方 向上时，放大所述显示屏 220 上显示 的图片；进一

步地，所述处理器 205 ，还用于当所述确定所述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

在与所述特定方 向的相反方 向上时，缩小所述显示屏 220 上显示的图

片。进一步地，所述处理器 205 ，还用于确定所述确定所述滑动触摸

输入 的力度 。进一步地，所述处理器 205 ，还用于根据所述滑动触摸

输入 的方 向和力度 ，以与所述滑动触摸输入力度相应 的特定 比例缩小

或放大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显示屏 220 上显示的图片。进一步地，所

述处理器 205 ，还用于确定所述滑动触摸输入 的速度 ；进一步地，所

述处理器 205 ，还用于根据所述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和速度 ，以与所

述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缩放速度缩小或放大所述 图片，所述缩

放速度与所述滑动触摸输入速度成正 比，具体地，处理器根据所述滑

动触摸输入 的速度 ，访 问存储器 中存储 的所述滑动触摸输入与所述对



图片进行缩放 的映射关系，速度越小，图片缩小或放大的速度越小，

相反的，速度越大 ，图片缩小或放大的速度越快 。所述滑动触摸速度

与现有技术 中用户对移动设备触摸屏 的触摸速度相近似 。进一步地，

所述处理器 205 ，还用于确定所述滑动触摸输入 的力度 。进一步地 ，

所述处理器 205 ，还用于根据所述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和速度和力

度 ，以与所述滑动触摸输入方 向、和速度和力度分别相对应 的缩放速

度和缩放力度来缩小或放大所述 图片。

另一方面 ，相对于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

容切换操作，与上述一方面 中的相对于 图片缩放操作方法相似 ，具体

地，所述侧边传感器 225 ，用于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侧边

触摸屏上 的滑动触摸输入 ；所述处理 205 ，用于确定所述滑动触摸输

入 的方 向；所述处理器 205 ，还用于根据所述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

切换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显示屏 220 上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

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 。

进一步地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当所述滑动触摸输入在特定方 向

上时，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 、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将存储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

页面之前的某个 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 、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

为新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 ；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当所述滑动触摸输入在与特定方 向相反的方 向上

时，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

容所在文档 中，将存储在所述 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



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后的某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或

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 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 。进一步地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确定所述滑动触摸输

入 的力度 。进一步地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当根据所述滑动触摸输入

的力度 ，在所述 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

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将存储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

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之前的第 N 个 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 ，

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 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

或待粘贴 内容，所述 N 为正整数；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当所述滑动触

摸输入在与特定方 向相反的方 向上时，根据所述滑动触摸输入 的力度 ，

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所

在文档 中，将存储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之前的第 N 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

贴 内容切换为新 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

粘贴 内容 ，所述 N 为正整数 。进一步地，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确定所

述滑动触摸输入 的速度 。进一步地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根据所述滑

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和速度 ，以与所述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

速度切换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显示屏上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

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 。进一步地，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确定

所述滑动触摸输入 的力度 。进一步地，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所述滑动

触摸输入在特定方 向上时，根据所述滑动触摸输入 的力度 ，在所述当

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



以与所述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的切换速度将存储在所述当前播

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之前的第 N 个图

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切换为新的当前播放的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所述 N 的大小与所

述滑动触摸输入力度成正相关，所述 N 为正整数；所述处理器，还用

于所述滑动触摸输入在与特定方向相反的方向上时，根据所述滑动触

摸输入的力度，在所述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内容所在文档中，以与所述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的切换

速度将存储在所述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

粘贴内容之前的第 N 个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

容切换为新的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所述 N 的大小与所述滑动触摸输入力度成正相关，所述 N 为

正整数。

图 3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手持式电子设备图片缩放的方

法的流程图；

本实施例内容的由所述一种手持式电子设备的具体实施过程，见

上文图 2 中的一方面所描述的图片缩放操作方法，本实施例步骤如下:

步骤 S301: 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电子设备侧边触摸屏上的第

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向；

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向，缩小或放大所述手持式电

子设备显示屏上显示的图片。

步骤 S302: 所述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向，包括：



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向为第一方向或第二方向；

所述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向，缩小或放大所述手持

式电子设备显示屏上显示的图片，包括：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

入的方向，缩小或放大所述手持式电子设备显示屏上显示的图片，其

中，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向为第一方向的情形下，放大所述

显示屏上显示的图片；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向为第二方向的情形下，缩小所述

显示屏上显示的图片；

所述第二方向与所述第一方向之间的最小夹角大于或等于 45 度。

进一步地，步骤 S303: 所述第一方向为沿侧边向上、或向下、

或向前、或向后中的一种；

所述第二方向也为沿侧边向上、或向下、或向前、或向后中的一

种；并且，所述第一方向与第二方向不同。

进一步地，步骤 S304: 在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电子设备侧边

触摸屏上的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之后，在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

入的方向，缩小或放大所述手持式电子设备显示屏上显示的图片之前，

所述方法还包括：

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力度。

进一步地，步骤 S305: 所述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

向，缩小或放大所述手持式电子设备显示屏上显示的图片，包括：

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向和力度，以与所述第一次滑



动触摸输入力度相对应的特定比例缩小或放大所述手持式电子设备

显示屏上显示的图片。

进一步地，步骤 S306: 在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电子设备侧边

触摸屏上的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之后，在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

入的方向，缩小或放大所述手持式电子设备显示屏上显示的图片之前，

所述方法还包括：

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速度。

进一步地，步骤 S307: 所述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

向，缩小或放大所述手持式电子设备显示屏上显示的图片，包括：

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向和速度，以与所述第一次滑

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的缩放速度缩小或放大所述图片。进一步地，

步骤 S308: 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电子设备侧边触摸屏上的第二次

滑动触摸输入；

确定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向和速度；

根据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向和速度，以与所述第二次滑

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的缩放速度缩小或放大所述图片；

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大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

度，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的缩放速度大于所述第一次

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的缩放速度。

进一步地，步骤 S309: 所述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

向和速度，以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的缩放速度缩小

或放大所述图片，包括：



将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乘 以 a 得到所述第一次滑动触

摸输入速度相对应的缩放速度 ，所述 a 为大于或等于 1 的常量；

以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缩放速度缩小或放

大所述图片。

进一步地，步骤 S310: 在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侧边

触摸屏上的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之后，在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

入的方向，缩小或放大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显示屏上显示的图片之前，

所述方法还包括：

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力度。

进一步地，步骤 S311: 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向和

速度，以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的缩放速度缩小或放

大所述图片，包括：

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向、和速度和力度，以与所述

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速度相对应的缩放速度和与所述第一次滑动

触摸输入的力度相对应的缩放力度来缩小或放大所述图片。

图 4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手持式 电子设备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切换方法的流程 图；

本实施例 内容的由所述一种手持式电子设备的具体实施过程，见

上文图 2 中的所述另一方面所描述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方法，本实施例步骤如下：

步骤 401: 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电子设备侧边触摸屏上的第一

次滑动触摸输入；



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向为第一方向或第二方向；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向为第一方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

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所在文档中，

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

待粘贴内容之前的任意一个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

贴内容切换为新的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

粘贴内容；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向为第二方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

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所在文档中，

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

待粘贴内容之后的任意一个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

贴内容切换为新的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

粘贴内容；

所述第二方向与所述第一方向之间的最小夹角大于或等于 45 度。

步骤 S402: 所述第一方向为沿侧边向上、或向下、或向前、或

向后中的一种；

所述第二方向也为沿侧边向上、或向下、或向前、或向后中的一

种；并且，所述第一方向与第二方向不同。

进一步地，步骤 S403: 在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电子设备侧边

触摸屏上的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之后，在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

方向为第一方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所在文档中，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

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之前的任意一个图片、

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切换为新的当前播放的图片、

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之前，所述方法还包括：

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力度。

进一步地，步骤 S404: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向为第一

方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内容所在文档中，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的图片、

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之前的任意一个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切换为新的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向为

第二方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

面，或待粘贴内容所在文档中，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的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之后的任意一个图片、或

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切换为新的当前播放的图片、

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包括：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在第一方向上时，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

触摸输入的力度，在所述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内容所在文档中，从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

页面，或待粘贴内容起算，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的图片、

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之前的第 N 个图片、或音频、或

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切换为新的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所述 N 为正整数；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在第二方向上时，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

触摸输入的力度，在所述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内容所在文档中，从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

页面，或待粘贴内容起算，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的图片、

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之后的第 N 个图片、或音频、或

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切换为新的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所述 N 为正整数。进一步地，步骤

S405: 在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电子设备侧边触摸屏上的第一次滑动

触摸输入之后，在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向为第一方向的情形

下，在所述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

容所在文档中，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之前的任意一个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切换为新的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之前，所述方法还包括：

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速度。

进一步地，步骤 S406: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向为第一

方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内容所在文档中，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的图片、

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之前的任意一个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切换为新的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向为



第二方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

面，或待粘贴内容所在文档中，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的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之后的某个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切换为新的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包括：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向为第一方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

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所在文档中，

以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

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之

前的任意一个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切换为

新的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向为第二方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

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所在文档中，

以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

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之

后的某个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切换为新的

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

进一步地，步骤 S407: 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电子设备侧边触

摸屏上的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

确定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向为第一方向或第二方向；

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向为第一方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

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所在文档中，



以与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

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之

前的任意一个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切换为

新的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

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向为第二方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

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所在文档中，

以与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

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之

后的某个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切换为新的

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

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大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

度，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的切换速度大于第一次滑动

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的切换速度。

进一步地，步骤 S408: 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向为第一

方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内容所在文档中，以与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

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之前的任意一个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

面，或待粘贴内容切换为新的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

页面，或待粘贴内容，包括：

将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乘以 a 得到所述第一次滑动触

摸输入速度相对应的切换速度，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向为第



一方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以与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

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前的任意一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

面，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

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

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 向为第二方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

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中，

以与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

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

后的某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的

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包括 ：

将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乘 以 b 得到所述第二次滑动触

摸输入速度相对应的切换速度 ，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 向为第

二方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以与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

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后的某个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的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

所述 a 与 b 都为大于或等于 1 的常量。进一步地，步骤 S409:

在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侧边触摸屏上 的第一次滑动触摸



输入之后，在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向的情形下，

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所

在文档中，以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的切换速度将依

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

贴 内容之前的任意一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

容切换为新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前，所述方法还包括：

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力度 。

进一步地，步骤 S410: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

方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

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前的任意一个 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的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向为

第二方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

面，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中，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的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后的任意一个 图片、或

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内容切换为新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

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包括 ：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在第一方向上时，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

触摸输入 的力度，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从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



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起算，以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

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前的第 N 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 的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

或待粘贴 内容，所述 N 为正整数；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在第二方 向上时，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

触摸输入 的力度 ，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从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

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起算，以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

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后的第 N 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 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

或待粘贴 内容，所述 N 为正整数 。

图 5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通过侧边传感器对 图片进行缩

放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的实现原理 图；

本实施例的具体实现过程见上述对 图2的描述 中所述一方面所述

的内容 。具体元件 的对应关系为 ：图2中所述处理器 205 的功能 由处理

器 501 实现、存储器 210 的功能 由存储器 502实现、显示屏 220 的功能由

显示器 504 实现 、侧边传感器 225 的功能由侧边传感器 503 实现 。本实

施例的具体实现步骤也可与图3所述方法对应 。

图 5 同时也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通过侧边传感器对 图片、

或音频 、或视频 、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进行切换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

的实现原理 图；



本实施例的具体实现过程见上述对 图 2 的描述 中所述另一方面

所述 的内容 。具体元件 的对应关系如上所述 。本实施例 的具体实现步

骤也可与 图 4 所述方法对应 。本发 明可 以通过多种实施方式来实现，

本发 明实施例可 以由特定软硬件组件进行执行 ，那些本领域技术人员

认为各种不 同的软件或硬件 的组合也可 以被应用来执行本发 明实施

例，上述被硬件执行的特定操作也可 以被软件来实施 。

计算机程序所包含 的多种当前发明的特征，可 以被编码并存储在

多种搞计算机刻度存储媒介 中；合适 的媒介包括磁盘或磁带，或光学

存储介质如硬盘 ，闪存 、或其他非暂时存储介质 、或云端 。

最后应说 明的是：以上各实施例仅用 以说 明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

而非对其限制 ；尽管参照前述各实施例对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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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

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 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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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范围。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手持式 电子设备 图片缩放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 ：

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侧边触摸屏上 的第一次滑动触

摸输入 ；

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

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缩小或放大所述手持式 电

子设备显示屏上显示的图片。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 图片缩放 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

所述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包括 ：

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 向或第二方 向；

所述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缩小或放大所述手持

式 电子设备显示屏上显示的图片，包括 ：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

入 的方 向，缩小或放大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显示屏上显示的图片，其

中，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 向的情形下，放大所述

显示屏上显示的图片；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二方 向的情形下，缩小所述

显示屏上显示的图片；

所述第二方 向与所述第一方 向之间的最小夹角大于或等于 45 度 。

3、根据权利要求 1或 2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 图片缩放 的方法 ，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方 向为沿侧边 向前、或向后 中的一种 ；

所述第二方 向也为沿侧边 向前、或 向后 中的一种 ；并且 ，所述第

一方 向与第二方 向不 同。

4、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 图片缩放 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在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侧边触摸屏上的第一次

滑动触摸输入之后，在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缩小或

放大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显示屏上显示 的图片之前，所述方法还包括 ：

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力度 。

5、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 图片缩放 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缩小或放大所

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显示屏上显示的图片，包括 ：

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和力度 ，以与所述第一次滑

动触摸输入力度相对应 的特定 比例缩小或放大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

显示屏上显示的图片。

6、根据权利要求 1或 2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 图片缩放 的方法 ，

其特征在于，在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侧边触摸屏上 的第一

次滑动触摸输入之后，在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缩小

或放大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显示屏上显示的图片之前，所述方法还包

括 ：

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速度 。

7、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 图片缩放 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缩小或放大所



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显示屏上显示的图片，包括 ：

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和速度 ，以与所述第一次滑

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缩放速度缩小或放大所述 图片 。

8、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 图片缩放 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 ：

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侧边触摸屏上 的第二次滑动触

摸输入 ；

确定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和速度 ；

根据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和速度 ，以与所述第二次滑

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缩放速度缩小或放大所述 图片；

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大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

度 ，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缩放速度大于所述第一次

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缩放速度 。

9、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 图片缩放 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

所述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和速度 ，以与所述第一

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缩放速度缩小或放大所述 图片，包括 ：

将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乘 以 a 得到所述第一次滑动触

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缩放速度 ，所述 a 为大于或等于 1 的常量；

以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缩放速度缩小或放

大所述 图片。

10、根据权利要求 6 至 9 任一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 图片缩放 的



方法，其特征在于，在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侧边触摸屏上

的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之后 ，在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

缩小或放大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显示屏上显示的图片之前，所述方法

还包括 ：

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力度 。

11、根据权利要求 10 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 图片缩放 的方法 ，

其特征在于，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和速度 ，以与所述

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缩放速度缩小或放大所述 图片，包

括 ：

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和速度和力度 ，以与所述

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速度相对应 的缩放速度和与所述第一次滑动

触摸输入 的力度相对应 的缩放力度来缩小或放大所述 图片。

12、一种手持式 电子设备播放 内容切换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

括 ：

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侧边触摸屏上 的第一次滑动触

摸输入 ；

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 向或第二方 向；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 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

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

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

待粘贴 内容之前的任意一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

贴 内容切换为新 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



粘贴 内容 ；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二方 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

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

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

待粘贴 内容之后 的任意一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

贴 内容切换为新 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

粘贴 内容 ；

所述第二方 向与所述第一方 向之间的最小夹角大于或等于 45 度 。

13、根据权利要求 12 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播放 内容切换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方 向为沿侧边 向前、或向后 中的一种 ；

所述第二方 向也为沿侧边 向前、或 向后 中的一种 ；并且 ，所述第

一方 向与第二方 向不 同。

14、根据权利要求 12 或 13 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播放 内容切换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在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侧边触摸屏

上的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之后 ，在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

第一方 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

面，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

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前的任意一个 图片、或

音频 、或视频 、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

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前，所述方法还包括 ：

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力度 。



15、根据权利要求 14 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播放 内容切换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 向的情形

下，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

容所在文档 中，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前的任意一个 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

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

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二方 向

的情形下，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

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 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

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后 的任意一个 图片、或音频 、或

视频 、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 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包括 ：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在第一方 向上时，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

触摸输入 的力度 ，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从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

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起算，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

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前的第 N 个 图片、或音频、或

视频 、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 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述 N 为正整数；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在第二方 向上时，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

触摸输入 的力度 ，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从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



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起算，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

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后的第 N 个 图片、或音频、或

视频 、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 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述 N 为正整数 。

16、根据权利要求 12 或 13 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播放 内容切换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在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侧边触摸屏

上的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之后 ，在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

第一方 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

面，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

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前的任意一个 图片、或

音频 、或视频 、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

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前，所述方法还包括 ：

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速度 。

17、根据权利要求 16 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播放 内容切换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 向的情形

下，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

容所在文档 中，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前的任意一个 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

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

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二方 向

的情形下，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

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 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



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后 的某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

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

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 ，包括 ：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 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

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

以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

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

前的任意一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

新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 、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二方 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

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

以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

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

后的某个 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的

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 。

18、根据权利要求 17 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播放 内容切换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

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侧边触摸屏上 的第二次滑动触

摸输入 ；

确定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向为第一方 向或第二方 向；

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 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

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



以与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

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

前的任意一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

新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 、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

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二方 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

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

以与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

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

后的某个 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的

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

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大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

度 ，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大于第一次滑动

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 。

19、根据权利要求 18 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播放 内容切换的方

法，

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 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

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

以与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

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

前的任意一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

新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包

括 ：



将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乘 以 a 得到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

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 ，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

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或

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以与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

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

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前的任意一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

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 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

或待粘贴 内容，所述 a 为大于或等于 1 的常量 。

20、根据权利要求 16 至 18 任一所述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播放 内容

切换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侧边触

摸屏上的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之后 ，在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 向的情形下，在所述 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

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以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

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

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前的任意一个 图片、或音频 、或视

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

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前，所述方法还包括 ：

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力度 。

21、根据权利要求 20 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播放 内容切换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 向的情形

下，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

容所在文档 中，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前的任意一个 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

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

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二方 向

的情形下，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

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 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

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后 的任意一个 图片、或音频 、或

视频 、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 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包括 ：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在第一方 向上时，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

触摸输入 的力度 ，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从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

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起算，以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

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前的第 N 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 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

或待粘贴 内容，所述 N 为正整数；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在第二方 向上时，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

触摸输入 的力度 ，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从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

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起算，以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

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后的第 N 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 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

或待粘贴 内容，所述 N 为正整数 。

22、一种手持式 电子设备 ，其特征在于，包括 ：

侧边传感器 ，用于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侧边触摸屏上

的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

处理器 ，用于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缩小

或放大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显示屏上显示的图片；

显示屏，用于显示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 中的图片；

存储器 ，用于存储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 中的图片 。

23、根据权利要求 22 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

在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 向方面，所述处理器具体用

于确定所述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 向或第二方 向；

在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的方 向，缩小或放大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显示屏上显示 的图片方面 ，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当所述第一

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 向的情形下，放大所述显示屏上显示

的图片；

当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向为第二方 向的情形下，缩小所

述显示屏上显示 的图片；

所述第二方 向与所述第一方 向之间的最小夹角大于或等于 4 5 度 。

24、根据权利要求 2 2 或 2 3 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方 向为沿侧边 向前、或 向后 中的一种 ；或者，



所述第二方 向也为沿侧边 向前、或 向后 中的一种 ；并且 ，所述第

一方 向与第二方 向不 同。

25、根据权利要求 24 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力度 。

26、根据权利要求 25 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和力度 ，

以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力度相应 的特定 比例缩小或放大所述

手持式 电子设备显示屏上显示 的图片 。

27、根据权利要求 22 或 23 任一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 ，其特征

在于，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速度 。

28、根据权利要求 27 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和速度 ，

以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缩放速度缩小或放大所

述 图片。

29、根据权利要求 28 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侧边触摸屏

上的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 ；

确定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和速度 ；

根据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和速度 ，以与所述第二次滑

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第二次缩放速度缩小或放大所述 图片；

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大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



度 ，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缩放速度大于所述第一次

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缩放速度 。

30、根据权利要求 29 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

在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和速度 ，以与所述第一次

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缩放速度缩小或放大所述 图片方面 ，所述

处理器具体用于将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乘 以 a 得到所述第

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缩放速度 ，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

输入 的方 向和速度 ，以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缩放

速度缩小或放大所述 图片方面 ；

所述 a 为大于或等于 1 的常量 。

31、根据权利要求 30 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力度 。

32、根据权利要求 31 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和速

度和力度 ，以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速度相对应 的缩放速度和

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力度相对应 的缩放力度来缩小或放大

所述 图片 。

33、一种手持式 电子设备 ，其特征在于，包括 ：

侧边传感器 ，用于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侧边触摸屏上

的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

处理器 ，用于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 向或

第二方 向；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当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

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或

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 当前播放 的图片、

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前的任意一个 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 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

当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向为第二方 向的情形下，在所述

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

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后的任意一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或

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 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

所述第二方 向与所述第一方 向之间的最小夹角大于或等于 4 5 度 ;

显示屏，用于显示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 中的图片、或音频、或视

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

存储器 ，用于存储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 中的图片、或音频、或视

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 。

34、根据权利要求 33 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方 向为沿侧边 向前、或向后 中的一种 ；

所述第二方 向也为沿侧边 向前、或 向后 中的一种 ；并且 ，所述第

一方 向与第二方 向不 同。

35、根据权利要求 3 3 或 34 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力度 。

36、根据权利要求 35 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当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力度 ，在

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 、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

文档 中，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

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前的第 N 个 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 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

或待粘贴 内容，所述 N 为正整数；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当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在与特定方 向相

反的方 向上时，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力度 ，在所述 当前播

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将

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 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

粘贴 内容之后的第 N 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

容切换为新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 、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所述 N 为正整数 。

37、根据权利要求 3 3 或 34 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速度 。

38、根据权利要求 37 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当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

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或

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以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

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



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前的任意一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

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 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

或待粘贴 内容；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二方 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

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

以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

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

后的某个 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的

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 。

39、根据权利要求 38 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获取应用到所述手持式 电子设备侧边触摸屏

上的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 ；

确定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向为第一方 向或第二方 向；

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一方 向的情形下，在所述当

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

以与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

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

前的任意一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

新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

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方 向为第二方 向的情形下，在所述 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以与

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序位



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后的

某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 的当前

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 ；

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大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

度 ，所述所述第二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大于第一次

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 。

40、根据权利要求 39 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将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乘 以 a 得到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 ，所述 a 为大于或等

于 1 的常量 。

4 1、根据权利要求 37 至 40 任一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 ，其特征

在于，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确定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力度 。

42、根据权利要求 4 1 所述 的手持式 电子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处理器 ，还用于当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在第一方 向上时，

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 的力度 ，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

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从当前播放 的图片、

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起算，以与所述第一次滑动

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 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前的第 N 个 图片、或

音频 、或视频 、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的当前播放 的图片、

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所述 N 为正整数 ；



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在第二方 向上时，根据所述第一次滑动

触摸输入 的力度 ，在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所在文档 中，从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频、或

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起算，以与所述第一次滑动触摸输入速度相对应

的切换速度将依据播放顺序位于所述当前播放 的图片、或音频 、或视

频或页面或待粘贴 内容之后的第 N 个 图片、或音频、或视频 、或页面，

或待粘贴 内容切换为新 的当前播放的图片、或音频、或视频、或页面 ，

或待粘贴 内容，所述 N 为正整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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