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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应用程序图标操作系统与

方法。该方法包括：侦测步骤，在侦测到所述电子

装置上的预设操作后，启动所述电子装置的应用

程序图标选择模式；获取步骤，在所述应用程序

图标选择模式下获取所述触摸屏上的滑动操作

的路线；文件夹建立步骤，在所述滑动操作的路

线的起点或终点处建立文件夹；以及第一处理步

骤，当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封闭时，将封闭的路

线区域内的所有应用程序图标移入所述文件夹

中。通过本发明可以快速将多个应用程序图标组

合至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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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应用程序图标操作系统，运行于电子装置中，所述电子装置包括触摸屏，其特征

在于，该系统包括：

侦测模块，用于在侦测到所述电子装置上的预设操作后，启动所述电子装置的应用程

序图标选择模式；

获取模块，用于在所述应用程序图标选择模式下获取所述触摸屏上的滑动操作的路

线；

文件夹建立模块，用于在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的起点或终点处建立文件夹；

判断模块，用于判断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是否封闭；处理模块，用于当所述滑动操作的

路线封闭时，将封闭的路线区域内的所有应用程序图标移入所述文件夹中；

所述判断模块，还用于在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并非封闭时，判断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

是否经过应用程序图标并在所述应用程序图标上停留指定时间；以及

所述处理模块，还用于当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经过应用程序图标并在所述应用程序图

标上停留所述指定时间时，将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经过且停留所述指定时间的应用程序图

标移入所述文件夹中。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程序图标操作系统，其特征在于，

当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是封闭的，而且封闭的路线区域内已经有至少一个文件夹时，

所述处理模块还用于将所述的封闭的路线区域内的文件夹内的应用程序图标全部移入所

述建立的文件夹中。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程序图标操作系统，其特征在于，当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不

是封闭的，且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在某一个应用程序图标开始或结束，且在该应用程序图

标上停留所述指定时间时，所述处理模块选定该应用程序图标并将该应用程序图标移入所

述文件夹中。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应用程序图标操作系统，其特征在于，

当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不是封闭的，而且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经过某一个文件夹且在

该文件夹停留所述指定时间时，所述处理模块还用于将该文件夹内的应用程序图标全部移

入所述建立的文件夹中。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程序图标操作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预设操作是在所述触

摸屏上的滑动操作，或长按所述触摸屏上的任何一点的操作，或按下所述电子装置的预设

物理按键或预设虚拟按键的操作。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应用程序图标操作系统，其特征在于，当所述预设操作是在所述

触摸屏上的滑动操作时，所述预设操作的滑动操作的方向和所述应用程序图标选择模式未

启动时触发所述电子装置的主桌面翻页的滑动操作的方向不同。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应用程序图标操作系统，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应用程序图标选择模式下，在所述触摸屏上左右滑动操作时不会触发所述主桌

面翻页，当所述左右滑动操作移至所述主桌面边框，并且在所述主桌面边框停留预设时间

后才触发所述主桌面进行翻页。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应用程序图标操作系统，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应用程序图标选择模式下，在所述触摸屏上下滑动操作时不会触发所述主桌面

翻页，而当所述上下滑动操作滑动至主桌面边框，并且在所述主桌面边框停留预设时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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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触发所述主桌面进行翻页。

9.一种应用程序图标操作方法，应用于电子装置中，所述电子装置包括触摸屏，其特征

在于，该方法包括：

侦测步骤，在侦测到所述电子装置上的预设操作后，启动所述电子装置的应用程序图

标选择模式；

获取步骤，在所述应用程序图标选择模式下获取所述触摸屏上的滑动操作的路线；

文件夹建立步骤，在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的起点或终点处建立文件夹；

第一处理步骤，当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封闭时，将封闭的路线区域内的所有应用程序

图标移入所述文件夹中；

第二处理步骤，当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并非封闭，且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经过应用程

序图标并在所述应用程序图标上停留指定时间时，将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经过且停留所述

指定时间的应用程序图标移入所述文件夹中。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应用程序图标操作方法，其特征在于，

当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是封闭的，而且封闭的路线区域内已经有至少一个文件夹时，

所述第二处理步骤还将所述的封闭的路线区域内的文件夹内的应用程序图标全部移入建

立的文件夹中。

11.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应用程序图标操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

不是封闭的，且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在某一个应用程序图标开始或结束，且在该应用程序

图标上停留所述指定时间时，选定该应用程序图标并将该应用程序图标移入所述文件夹

中。

12.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应用程序图标操作方法，其特征在于，

当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不是封闭的，而且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经过某一个文件夹且在

该文件夹停留所述指定时间时，所述第二处理步骤还将该文件夹内的应用程序图标全部移

入所述建立的文件夹中。

13.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应用程序图标操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预设操作是在所述

触摸屏上的滑动操作，或长按所述触摸屏上的任何一点的操作，或按下所述电子装置的预

设物理按键或预设虚拟按键的操作。

14.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应用程序图标操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所述预设操作是在所

述触摸屏上的滑动操作时，所述预设操作的滑动操作的方向和所述应用程序图标选择模式

未启动时触发所述电子装置的主桌面翻页的滑动操作的方向不同。

15.如权利要求14所述的应用程序图标操作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应用程序图标选择模式下，在所述触摸屏上左右滑动操作时不会触发所述主桌

面翻页，当所述左右滑动操作移至所述主桌面边框，并且在所述主桌面边框停留预设时间

后才触发所述主桌面进行翻页。

16.如权利要求14所述的应用程序图标操作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应用程序图标选择模式下，在所述触摸屏上下滑动操作时不会触发所述主桌面

翻页，而当所述上下滑动操作滑动至主桌面边框，并且在所述主桌面边框停留预设时间时

才触发所述主桌面进行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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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图标操作系统与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显示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应用程序图标操作系统与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手机、平板、智能手表等智能终端随处可见，越来越多

的智能终端可以支持用户自行安装和删除应用程序。安装在智能终端上的应用程序越来越

多，将同类型的应用程序群组建立文件夹，有利于用户管理所述应用程序。

[0003] 如今常见的建立和组织文件夹的方式包括：当用户拖动某一个应用程序图标到另

外一个应用程序图标上时就会生成一个文件夹，新产生的文件夹中包含了这两个应用程序

图标；以及当用户拖动一个应用程序图标到一个已知的文件夹上时，该应用程序就会被移

入该文件夹中。但上述方式每次只能移动一个应用程序图标至文件夹。

发明内容

[0004] 鉴于以上内容，有必要提供一种应用程序图标操作系统，可以快速群组应用程序

图标至文件夹中。

[0005] 此外，还有必要提供一种应用程序图标操作方法。

[0006] 一种应用程序图标操作系统，运行于电子装置中，所述电子装置包括触摸屏，该系

统包括：侦测模块，用于在侦测到所述电子装置上的预设操作后，启动所述电子装置的应用

程序图标选择模式；获取模块，用于在所述应用程序图标选择模式下获取所述触摸屏上的

滑动操作的路线；文件夹建立模块，用于在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的起点或终点处建立文件

夹；判断模块，用于判断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是否封闭；以及处理模块，用于当所述滑动操

作的路线封闭时，将封闭的路线区域内的所有应用程序图标移入所述文件夹中。

[0007] 一种应用程序图标操作方法，应用于电子装置中，所述电子装置包括触摸屏，该方

法包括：侦测步骤，在侦测到所述电子装置上的预设操作后，启动所述电子装置的应用程序

图标选择模式；获取步骤，在所述应用程序图标选择模式下获取所述触摸屏上的滑动操作

的路线；文件夹建立步骤，在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的起点或终点处建立文件夹；以及第一处

理步骤，当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封闭时，将封闭的路线区域内的所有应用程序图标移入所

述文件夹中。

[0008] 相较于现有技术，本发明提供的应用程序图标操作系统及方法，可以通过滑动操

作选定多个应用程序图标，实现一次将多个应用程序图标移至文件夹中，节省操作时间，提

高用户体验。

附图说明

[0009] 图1是本发明应用程序图标操作系统较佳实施例的运行环境图。

[0010] 图2是本发明应用程序图标操作系统较佳实施例的功能模块图。

[0011] 图3是本发明应用程序图标操作方法的较佳实施例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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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图4是用户在当前页主桌面进行滑动形成的封闭路线的示意图。

[0013] 图5是用户在多页主桌面之间进行滑动形成的封闭路线的示意图。

[0014] 图6是滑动操作形成的非封闭路线的示意图。

[0015] 主要元件符号说明

[0016] 电子装置                          1

[0017] 应用程序图标操作系统             10

[0018] 侦测模块                          101

[0019] 获取模块                          102

[0020] 文件夹建立模块                    103

[0021] 判断模块                          104

[0022] 处理模块                          105

[0023] 存储器                            11

[0024] 处理器                            12

[0025] 触摸屏                            13

[0026] 路线                              40

[0027] 起点位置                          41

[0028] 终点位置                          42

[0029] 如下具体实施方式将结合上述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参阅图1所示，是本发明应用程序图标操作系统10的较佳实施例的运行环境示意

图。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的应用程序图标操作系统10安装并运行于电子装置1中，该电子装

置1还包括，但不仅限于，存储器11、处理器12及触摸屏13。所述存储器11可以是电子装置1

本身的内存，也可以是安全数字卡、智能媒体卡等外部存储设备，用于存储应用程序图标操

作系统10的程序代码及各类数据，例如所述电子装置1的主桌面的图标等。所述触摸屏13可

以是液晶显示屏(Liquid  Crystal  Display，LCD)或有机发光二极管(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ode，OLED)显示屏，用于感应发生在所述电子装置1的触摸屏13的一处或多处

位置的触摸事件，包括是否发生触摸，触摸在触摸屏13上形成的触点位置，触摸是否移动或

中断等。所述电子装置1可以是手机、平板等便携式电子设备。

[0031] 参阅图2所示，所述应用程序图标操作系统10可以被分割成一个或多个模块，所述

一个或多个模块存储在所述存储器11中，并被配置成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本实施例为一个

处理器12)执行，以完成本发明。例如，所述应用程序图标操作系统10被分割成侦测模块

101、获取模块102、文件夹建立模块103、判断模块104及处理模块105。本发明所称的模块是

能够完成一特定功能的程序段，比程序更适合用于描述软件在电子装置1中的执行过程，关

于各模块的详细功能将在后文图3的流程图中作具体描述。

[0032] 参阅图3所示，是本发明应用程序图标操作方法较佳实施例的流程图。根据不同需

求，该流程图中步骤的顺序可以改变，某些步骤可以省略或合并。

[0033] 步骤S01，侦测模块101在侦测到用户在电子装置1上的预设操作后，启动电子装置

1的应用程序图标选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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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预设操作可以是用户在触摸屏13上的滑动操作，或用户长按

触摸屏13上的任何一点的操作，或用户按下电子装置1的预设物理按键(如Home键)或预设

虚拟按键的操作。所述应用程序图标选择模式是指可以通过在所述触摸屏13上滑动而选定

至少一个应用程序图标。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在所述触摸屏13上滑动经过应用程序图标而

选定应用程序图标，或者通过滑动操作的路线圈选住应用程序图标而选定应用程序图标。

[0035] 步骤S02，获取模块102获取用户在所述触摸屏13上滑动操作的路线。

[0036] 在一般情况下，所述触摸屏13上显示电子装置1的主桌面，所述主桌面可以是一页

或者多页，每一页上包括一个或者多个应用程序图标(如图4所示)。在所述应用程序图标选

择模式未启动时，用户在所述触摸屏13上左右滑动会触发所述主桌面进行翻页。在本实施

例中，在所述应用程序图标选择模式下，用户在所述触摸屏13上左右滑动操作时不会触发

所述主桌面翻页，而当所述左右滑动操作滑动至主桌面边框，并且在所述主桌面边框停留

预设时间时才触发所述主桌面进行翻页。

[0037] 在另一实施例中，当所述应用程序图标选择模式未启动时，用户在所述触摸屏13

上下滑动会触发所述主桌面进行翻页。在本实施例中，在所述应用程序图标选择模式下，用

户在所述触摸屏13上下滑动操作时不会触发所述主桌面翻页，而当所述上下滑动操作滑动

至主桌面边框，并且在所述主桌面边框停留预设时间时才触发所述主桌面进行翻页。

[0038] 所述预设操作若是用户在触摸屏13上的滑动操作，则所述预设操作的滑动操作的

方向和所述应用程序图标选择模式未启动时触发所述主桌面翻页的滑动操作的方向不同。

例如，若触发所述主桌面翻页的滑动操作是左右滑动，则所述预设操作的滑动操作可以是

向上滑动或向下滑动。若触发所述主桌面翻页的滑动操作是上下滑动，则所述预设操作的

滑动操作可以是向左滑动或向右滑动。

[0039]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路线40包括在当前页主桌面进行滑动形成的路线(如图4所

示)和在多页主桌面之间进行滑动形成的路线(如图5所示)。例如，在当前页主桌面从上往

下滑动形成的路线、从下往上滑动形成的路线、从左至右滑动形成的路线、从右至左滑动形

成的路线以及任意曲线滑动形成的图形路线。

[0040] 步骤S03，文件夹建立模块103在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的起点或终点处建立文件

夹。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文件夹建立模块103获取用户在所述触摸屏13上滑动操作的起点位

置41和终点位置42。并且在所述起点位置41或终点位置42建立文件夹。

[0041] 步骤S04，判断模块104判断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是否封闭。

[0042]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判断模块104判断所述起点位置41与所述终点位置42是否一

致。当所述起点位置41与所述终点位置42一致时，说明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是封闭的，流程

进入步骤S05；当所述起点位置41与所述终点位置42不一致时，说明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是

不封闭的，流程进入步骤S06。

[0043] 当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封闭时，步骤S05，处理模块105将封闭的路线区域内的所

有应用程序图标移入所述文件夹中。例如，如图4所示，处理模块105将圈选住的应用程序图

标App6、App7、App9、App10及App11移至所述文件夹中，实现快速将分散的应用程序图标组

合至文件夹中。或如图5所示，处理模块105将左边的主桌面中圈选住的应用程序图标App8、

App10、App11及右边的主桌面中圈选住的应用程序图标App9、App10全移至所述文件夹中，

实现快速将分散的应用程序图标组合至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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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当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不封闭时，步骤S06，判断模块104判断所述滑动操作的路

线是否经过应用程序图标且在所述应用程序图标上停留指定时间(如0.5秒)。在本实施例

中，当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经过应用程序图标且在所述应用程序图标上停留指定时间，说

明所述应用程序图标被选定，流程进入步骤S07。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可依此方式经过一个

或多个应用程序图标以选定一个或多个应用程序图标。当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没有经过应

用程序图标或者所述滑动操作路线经过应用程序图标但没有停留指定时间时，流程结束。

[0045] 在本实施例中，可以设置应用程序图标的特定位置(例如应用程序图标的中心

点)，当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经过应用程序图标的所述特定位置且在应用程序图标的所述

特定位置停留指定时间时，确定所述应用程序图标被选定。例如，当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经

过应用程序图标的中心点且在应用程序图标的中心点停留指定时间时，确定所述应用程序

图标被选定。

[0046] 步骤S07，处理模块105将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经过且停留指定时间的应用程序图

标移入所述文件夹中。例如，如图6所示，处理模块105将滑动操作路线经过且停留指定时间

的应用程序图标App5、App9、App10及App11移至所述文件夹中，实现快速将分散的应用程序

图标组合至文件夹中。

[0047] 在一个实施例中，当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不是封闭的，且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在

某一个应用程序图标开始或结束，且在该应用程序图标上停留所述指定时间，则所述滑动

操作的路线可视为经过该应用程序图标，处理模块105会选定该应用程序图标并将该应用

程序图标移入所述文件夹中。

[0048] 在一个实施例中，当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是封闭的，而且封闭的路线区域内已经

有至少一个文件夹，则处理模块105会将所述的封闭的路线区域内的文件夹内的应用程序

图标全部移入在步骤S03建立的文件夹中，然后所述的封闭的路线区域内的文件夹会成为

空文件夹或被处理模块105删除。

[0049]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当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不是封闭的，而且所述滑动操作的路

线经过某一个文件夹且在该文件夹停留所述指定时间，则处理模块105会将该文件夹内的

应用程序图标全部移入在步骤S03建立的文件夹中，然后所述滑动操作的路线经过的该文

件夹会成为空文件夹或被处理模块105删除。

[0050] 通过上述步骤，可以在触摸屏13上通过滑动操作选定应用程序图标，实现一次将

多个应用程序图标移至文件夹中，提高工作效率。

[0051] 最后所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

照以上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

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等同替换都不应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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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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