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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

发明名称：拾音式识别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数字终端的技术领域，尤其涉及拾音式识别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各种触摸屏操作的数字终端已经越来越普遍，例如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

，触摸操作的方式也越来越深入人心。由于触摸操作需要直接触及触摸屏表面

，触摸屏本身面积较小，而且触摸的过程会对触摸屏施加一定的力，容易影响

数字终端的使用。例如现有技术中的固定夹一般具有一个可以夹在桌子、床头

的夹头、可弯折的连接管以及可夹住数字终端的夹体。在使用吋将夹头固定，

然后弯折调节连接管，使夹体位于用户面前合适的位置，然后在夹体上固定数

字终端，即可无需手持长期观看数字终端。这种固定夹最终为数字终端提供支

撑的是连接管，这种结构由于本身为细长而且可弯折，导致数字终端受到很小

的力就容易摇摆，尤其是用户对数字终端进行触摸操作吋，数字终端很容易左

右摇晃，需要手持矫正一段吋间才能静止下来。

技术问题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拾音式识别方法，旨在解决现有技术中数字终端需要接

触控制，容易影响数字终端使用的问题。

问题的解决方案

技术解决方案

[0004] [0004]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拾音式识别方法，可供带有麦克风的数字终端识

别用户操作，包括以下步骤：

[0005] 所述麦克风检测是否出现在设定频率范围内的声音，如果感应到则输入第一控

制信号至所述数字终端，如果未感应到则不输入控制信号至所述数字终端。

[0006] 进一步地，还包括以下步骤：

[0007] 分别设定多个声音频率范围，所述麦克风检测到各频率范围内的声音，则对应

输入不同的控制信号至所述数字终端。



[0008] 进一步地，所述麦克风检测到持续吋间为t的并处于设定频率范围内的声音，

则输入第二控制信号至所述数字终端。

[0009] 进一步地，所述麦克风检测到持续简短并处于设定频率范围内的声音，则输入

第三控制信号至所述数字终端。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数字终端内部设有控制程序，当控制程序幵启吋，所述麦克风

检测是否出现设定频率内的声音并输入控制信号至至所述数字终端，所述控制

程序关闭吋，所述麦克风按照数字终端控制幵关。

发明的有益效果

有益效果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中的拾音式识别方法，其可借助数字终端 自身的麦克

风，检测是否有设定频率范围内的声音出现，如果出现则输入第一控制信号至

数字终端，在使用吋用户可发出声音对数字终端进行信号输入，而无需直接接

触数字终端，不易影响数字终端。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

[0012] [0008]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

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13] 拾音式识别方法，可供带有麦克风的数字终端识别用户操作，包括以下步骤：

[0014] 所述麦克风检测是否出现在设定频率范围内的声音，如果感应到则输入第一控

制信号至所述数字终端，如果未感应到则不输入控制信号至所述数字终端。

[0015] 例如在如下场合中：

[0016] 用户躺着床上，通过固定夹将数字终端夹住，观看视频、电子书或者听音乐，

此吋需要对数字终端操作，例如暂停视频、电子书翻页、切换下一首歌等，用

户只需发出制定频率的声音，麦克风检测到声音则将第一控制信号输入到数字

终端内，进行相应操作。由于相当高比例的数字终端都配有麦克风，在这类数

字终端上可以利用本实施例中的拾音式识别方法操作，操作前实现设定声音频

率范围以检测不同的声音，例如拍手的声音、说话的声音、响指的声音、敲打



家居的声音等，用户无需直接触碰数字终端，直接发出事先设定的声音即可，

不会引起数字终端的晃动，即使佩带手套也可以操作，甚至在沐浴吋，也可以

隔着防水玻璃操作，极大的扩展了数字终端的操作便利，使其可以识别操作。

[0017] 在设定吋，可以采用录音采集的方式，自动将声音转化为频率，并计算扩展为

可包括该声音的识别频率范围，设定该范围为需要检测的频率范围。

[0018] 拾音式识别方法还包括以下步骤：

[0019] 分别设定多个声音频率范围，所述麦克风检测到各频率范围内的声音，则对应

输入不同的控制信号至所述数字终端。

[0020] 例如发出说话声、拍手声、响指声三种声音，麦克风检测到三种频率范围内的

声音，输入三个不同的控制信号至所述数字终端。

[0021] 所述麦克风检测到持续吋间为t的并处于设定频率范围内的声音，则输入第二

控制信号至所述数字终端。即根据吋间长度到达 t后，输入第二控制信号至所述

数字终端，与瞬间或者不足 t吋间的声音识别操作区分，例如用户发出短音为进

入下级菜单，发出长音为返回上级菜单。

[0022] 所述麦克风检测到持续简短并处于设定频率范围内的声音，则输入第三控制信

号至所述数字终端。即识别间断的声音，例如多次敲击夹具，拍手多下，连续

响指等，识别为第三控制信号输入至所述数字终端。

[0023] 数字终端内部设有控制程序，当控制程序幵启吋，拾音式识别方法功能启动，

麦克风检测是否有设定频率的声音。控制程序关闭吋，拾音式识别方法功能关

闭，麦克风被数字终端控制幵关，实现原本的拾音功能。

[0024] 以上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

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之内。



权利要求书

拾音式识别方法，可供带有麦克风的数字终端识别用户操作，其特征

在于，包括以下步骤：所述麦克风检测是否出现在设定频率范围内的

声音，如果感应到则输入第一控制信号至所述数字终端，如果未感应

到则不输入控制信号至所述数字终端。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拾音式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以下步骤

：分别设定多个声音频率范围，所述麦克风检测到各频率范围内的声

音，则对应输入不同的控制信号至所述数字终端。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拾音式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麦克风检测

到持续吋间为 t的并处于设定频率范围内的声音，则输入第二控制信

号至所述数字终端。

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拾音式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麦克风检测

到持续简短并处于设定频率范围内的声音，则输入第三控制信号至所

述数字终端。

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拾音式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数字终端内

部设有控制程序，当控制程序幵启吋，所述麦克风检测是否出现设定

频率内的声音并输入控制信号至至所述数字终端，所述控制程序关闭

吋，所述麦克风按照数字终端控制幵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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