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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INTERACTION METHOD AND APPARATUS FOR ELECTRONIC DEVICE

(54) 发明名称 ：电子设备的交互方法及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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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The embodiments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provide an interaction method and apparatus for electronic devices, the
method comprises: generating a visible interface, the visible interface comprises at least two different display areas; detecting a cur
rent hot spot and determining the display area corresponding to the current hot spot as a hot spot display area; stretching the hot spot
display area along the direction of the display area other than the hot spot display area. The apparatus comprises an interface genera
tion unit, a hot spot detection unit and an area stretching unit. The interaction method and apparatus for electronic devices provided
in the embodiments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can stretch the display area the user i s paying attention to, thus improving the interac
tion effect of electronic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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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 据 申请人 的请求 ，在 条 约第 2 1 条 (2) 所规 定
的期 限届满之前进行 。

(57) 摘要：

本发 明 实施 例提供 一 种 电子设备 的交互方法及装 置 ，该方 法 包括 ：生成

一可视界 面 ，可视 界 面 包括 至 少 两个不 同的显示 区域 ；检 测 当前热点 ，并确

定 当前热点所对应 的显示 区 或，作 为热点显 示 区域 ；将 热点显 示 区域 沿热点

显 示 区域之 外 的显 示 区域 所在 的方向进行拉伸 。该装置 包括界 面生成单元 、

热点检 测单元和 区域拉伸 单元 。本发 明 实施 例提供 的 电子设备 的交互方 法及

装 置 ，可 以实现对用户 关注 的显示 区域 的拉伸 ，提 高 了电子设备 的交互效果 。



电子设备 的 交互方 法及 装 置

技术领域

本发 明实施例涉及人机 交互技术 ，尤其涉及一种 电子设备 的交互方法及

装置。

背景技术

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 ，电子设备也呈现 多样化 ，如笔记本 电脑 、平

板 电脑 、智能手机和 电子书等 。电子设备通常为用户提供 了良好 的人机 交互

界 面，用户可以通过 鼠标 、键盘 、触摸屏等多种输入方式进行操作 ，电子设

备 的显示装置向用户显示相应 的操作结果。

现有技术 中，电子设备通常以缩略 图或者文字列表 的形式为用户提供所

需浏览 内容的索引，当用户需要 浏览列表 中某个 目标 的详 细内容时，需要点

击该 目标 ，电子设备通过打开新 的页面的方式为用户显示该 目标对应 的详细

信 息，用户查看后需要 关闭该详情页面或者返 回。这样用户要频繁 的进行打

开和关闭详情页面或返 回的操作 ，浏览效率很低 。

为 了解决上述方法存在的技术缺 陷，现有技术 中还提供 了一种方法，同

时为用户显示列表信 息和详细信 息，但是 由于显示空间的限制 ，显示效果不

佳 。

发 明内容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一种 电子设备 的交互方法及装置，以提 高电子设备 的

交互效果。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一种 电子设备 的交互方法，包括：



生成一可视界 面，所述可视界面包括至少两个不 同的显示 区域；

检测 当前热点 ，并确定 当前热点所对应 的显示 区域 ，作为热点显示 区域；

行拉伸 。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一种 电子设备 的交互装置，包括：

界 面生成单元 ，用于生成一可视界 面，所述可视界面包括至少两个不 同

的显示 区域；

热点检测单元 ，用于检测 当前热点 ，并确定 当前热点所对应 的显示 区域 ，

作 为热点显示 区域；

示 区域所在的方向进行拉伸 。

由上述技术方案可知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方法及装置，

生成 包括至少两个不 同的显示 区域的可视界 面，确定 当前热点所对应 的显示

区域作 为热点显示 区域 ，将热点显示 区域沿热点显示 区域之外的显示 区域所

在 的方向进行拉伸 ，增 大了用户关注的显示 区域 的显示空间，可以对热点显

示 区域 的内容进行更为详 细地显示。用户只需通过改变当前热点 ，即可 实现

对 关注的显示 区域 的拉伸 ，无需频繁进行打开关闭操作 ，提 高了电子设备 的

交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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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地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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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 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 的附图。

图 1 为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供 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方法流程 图；

图 2 为本发 明实施例二提供 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方法流程 图；



图 3 为本发 明实施例二提供 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方法流程 图；

图 4 为本发 明实施例四提供 的一种 Web 页面交互操作示意图；

图 5 为本发 明实施例四提供 的一种底层操作 区域划分示意图；

图 6 为本发 明实施例四提供 的另一种 Web 页面交互操作示意图；

图 7 为本发 明实施例四提供 的另一种底层操作 区域划分示意 图；

图 8 为本发 明实施例五提供 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装置结构示意 图；

图 9 为本发 明实施例六提供 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装置结构示意 图；

图 10 为本发 明实施例七提供 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装置结构示意图。

具体 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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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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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在没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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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例一

图 1 为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供 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方法流程 图。如 图 1 所示，

并不以此为限。该 电子设备 的交互方法可以由电子设备 的控制装置来执行 ，

以硬件和软件 的形式来实现 。

本 实施例提供 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方法包括：

步骤 10、生成一可视界面，可视界面包括至少两个不同的显示 区域；

各显示 区域具体可以用于分别显示不同的内容 ，也可以通过其 中一个显

示 区域显示缩略 图或文字形式的列表 ，其他显示 区域 中的至少一个用于显示

该列表 中某一 目标对应 的信 息。

步骤 20、检 测 当前热点，并确定 当前热点所对应 的显示 区域 ，作为热点

显示 区域；



当前热点具体可 以 为鼠标在屏幕上的移动轨迹 ，或者使用触摸屏 的用户

的手指 的动作等 。将 当前热点所在的显示 区域作 为热点显示 区域 ，说 明用户

的关注焦点在该显示 区 或。

步骤 30、将热点显示 区域沿热点显示 区域之外的显示区域所在 的方向进

行拉伸 。

热点显示 区域沿热点显示 区域之外的显示 区域所在的方向进行拉伸 ，具

体 的，可 以对热点显示 区域进行横 向的拉伸 ，也可以进行纵向的拉伸 ，还可

以 向对 角线方向拉伸 ，其 实现方式可 以根据可视界 面中各显示 区域的布局来

具体设定。在热点显示 区域拉伸 时，热点显示 区域之外的显示 区域的显示空

间和显示 内容均可 以 不做 改变，被拉伸 的热点显示 区域部分覆盖其他显示 区

域 。也可以将热点显示 区域之外的显示 区域 的亮度 变暗，以突出热点显示 区

域 。热点显示 区域之外的显示 区域还可以随着热点显示 区域的拉伸 而相应缩

小。

热点显示 区域拉伸后所显示的内容 ，可以为拉伸前所显示 内容的详 细信

息，也可以为拉伸前所显示 内容相 关的信 息。若热点显示 区域拉伸前所显示

的 内容为图片，则热点显示 区域拉伸后所显示的 内容可以为该 图片的放 大图

或者 高分辨率的更加清晰的图片。显示 区域 中所显示的内容 ，以及作 为热点

显示 区域的显示 区域拉伸后所显示的 内容可以根据 实际的 内容显示需要 来具

体设定 ，不以本 实施例为限。

本 实施例提供 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方法，生成 包括至少两个不 同的显示 区

域 的可视界 面，确定 当前热点所对应 的显示 区域作 为热点显示 区域 ，将热点

显示 区域沿热点显示 区域之外的显示 区域所在的方向进行拉伸 ，增 大了用户

示。用户只需通过改变当前热点 ，即可 实现对 关注的显示 区域 的拉伸 ，无需

频繁进行打开关闭操作 ，提 高了电子设备 的交互效果。

在本 实施例 中，在执行步骤 30 将热点显示 区域沿热点显示 区域之外的显



示 区域所在 的方向进行拉伸 时 , 热点显示 区域部分覆盖热点显示 区域之外的

显示 区域 。此时热点显示 区域之外的显示 区域可以不做任何改变，也可以将

热点显示 区域之外的显示 区域 的显示亮度调暗，以 突出热点显示 区域 。

在本 实施 中，可以只对热点显示 区域作拉伸操作 ，热点显示 区域之外的

显示 区域均不作改变，即当可视界 面中的各个显示 区域均进行过拉伸操作后 ，

当前热点再 落入某一显示 区域后 ，只需要将该显示 区域置于其他显示 区域之

上 即可 。也可以在 当前热点从一个显示 区域切换到另一个显示 区域时，之前

被拉伸 的显示 区域 自动恢复到初始大小。

在本 实施例 中，在执行步骤 30 将热点显示 区域沿热点显示 区域之外的显

示 区域所在的方向进行拉伸 时，还 可 以 同时执行步骤 4 0 将热点显示 区域之外

的显示 区域沿热点显示 区域拉伸 的方向进行压缩 。在将热点显示 区域进行拉

伸 的同时，热点显示 区域之外的显示 区域相应地进行压缩 ，各显示 区域不交

叉 覆盖 。

在本 实施例 中，具体 的，被压缩的显示 区域 以标签 的方式附着在被拉伸

的显示 区域 的边界上或者拐 角处 。热点显示 区域可以被拉伸到 占据整个可视

界 面的显示空间，以最大的显示形式为用户呈现 。此时，将被压缩的显示 区

域 以标签 的方式附着在被拉伸 的显示 区域的边界上或者拐 角处 。当当前热点

落在标签上时，可以 再将标签恢复为原来的显示 区域并进行拉伸 。

实施例二

本 实施例提供 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方法为实施例一的一种具体 实现方式。

在本 实施例 中，步骤 30, 将热点显示 区域沿热点显示区域之外的显示 区

域所在 的方向进行拉伸 ，具体可以包括：

将热点显示 区域 的长 、宽值分别逐渐增加至第一预设长度值和第二预设

宽度值 。以实现对热点显示 区域的拉伸 。

在本 实施例 中，步骤 40, 将热点显示 区域之外的显示区域沿热点显示 区

域拉伸 的方向进行压缩 ，具体可以包括：



将热点显示区域之外的显示区域的长、宽值分别逐渐减少至第二预设长

度值和第二预设宽度值。以实现对热点显示区域之外的显示区域的压缩。

在本实施例中，在执行对至少两个显示区域拉伸或压缩的操作的同时，

各显示区域 内所显示的内容随着显示区域的拉伸或者压缩相应地做动态的放

大或缩小；或者，各显示区域 内所显示的内容随着显示区域的拉伸或者压缩

相应地 故动态的增加或减少。

在本实施例中，至少两个显示区域 内所显示的内容随着显示区域的拉伸

或者压缩相应地做动态的增加或减少，具体可以包括如下步骤：

调用至少两个显示区域分别对应的内容对象，并将 内容对象的内容在相

应的显示区域进行显示。具体的，内容对象的内容可以根据后 台的信息动态

生成。当将本实施例提供的电子设备的交互方法应用于 Web 页面的交互时，

可以采用 Javascript 对象作为内容对象。

图 2 为本发明实施例二提供的电子设备的交互方法流程图。如图 2 所示，

本实施例提供的电子设备的交互方法的具体流程可以为：

步骤 10、生成一可视界面，可视界面包括至少两个不同的显示区域；

步骤 20、检测当前热点，并确定当前热点所对应的显示区域，作为热点

显示区域；

步骤 3 1、将热点显示区域的长、宽值分别逐渐增加至第一预设长度值和

第二预设宽度值；

步骤 4 1、将热点显示区域之外的显示区域的长、宽值分别逐渐减少至第

二预设长度值和第二预设宽度值；

步骤 5 1、调用至少两个显示区域分别对应的内容对象，并将 内容对象的

内容在相应的显示区域进行显示。

值得注意的是 ，步骤 3 1和步骤 4 1 同时进行，并不具有必然的时序关系。

实施例三

本 实施例提供 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方法为实施例一的另一种具体 实现方



式。

在本 实施例 中，步骤 10 生成一可视界面，可视界面包括至少两个不 同的

显示 区域之后 ，步骤 2 0 检测 当前热点，并确定 当前热点所对应 的显示 区域 ，

作 为热点显示 区域之前 ，具体还可以包括如下步骤 ：

步骤 60、将可视界面划分为至少两个底层操作 区域 ，每个显示 区域至少

涵盖一个底层操作 区域；

将可视界面划分为至少两个底层操作 区域具体 为对可视界 面的物理界 面

的划分 ，所有底层操作 区域的显示面积之和为可视界 面的显示面积。如可视

界 面的显示面积为 900 像素 X 600 像素 ，将可视界面划分为三个底层操作 区

域 ，每个底层操作 区域的显示面积可以均为 300 像素 X 600 像素 。

步骤 70、为各底层操作 区域分配等级；

则步骤 30, 将热点显示 区域沿热点显示 区域之外的显示 区域所在的方向

进行拉伸 ，具体可以包括如下步骤 ：

步骤 301 、获取热点显示 区域 中的底层操作 区域的最高等级 ，作 为关注

等级；

步骤 302 、获取等级低 于关注等级的、且与热点显示 区域相邻 的至少一

个底层操作 区域 ，作 为辅助 区域；

步骤 303 、将热点显示 区域和辅助 区域进行合并。

通过获取等级低 于关注等级的、且与热点显示 区域相邻 的至少一个底层

操作 区域 ，作为辅助 区域 ，并将热点显示 区域和辅助 区域进行合并，以实现

对热点显示 区域 的拉伸 。热点显示 区域之外的显示 区域可以不做任何 改变，

几个显示 区域所涵盖 的底层操作 区域 ，该显示 区域减去辅助 区域以实现压缩。

图 3 为本发 明实施例二提供 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方法流程 图。如 图 3 所示，

本 实施例提供 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方法的具体流程可以为：

步骤 10、生成一可视界面，可视界面包括至少两个不同的显示 区域；



步骤 60、将可视界面划分为至少两个底层操作 区域 ，每个显示 区域至少

涵盖一个底层操作 区域；

步骤 70、为各底层操作 区域分配等级；

步骤 20、检 测 当前热点，并确定 当前热点所对应 的显示 区域 ，作为热点

显示 区域；

步骤 301 、获取热点显示 区域 中的底层操作 区域的最高等级 ，作 为关注

等级；

步骤 302 、获取等级低 于关注等级的、且与热点显示 区域相邻 的至少一

个底层操作 区域 ，作 为辅助 区域；

步骤 303 、将热点显示 区域和辅助 区域进行合并。

实施例 四

在本 实施例 中，至少两个不 同的显示 区域可以包括第一显示 区域和第二

显示 区域 ，第一显示 区域用以显示至少一个标识 图，标识 图用以指示一特定

内容 ，第二显示 区域用于显示至少一个标识 图中的某一个标识 图的缩略信 息。

若第一显示 区域为热点显示 区域 时，第二显示 区域显示第一显示 区域 内的标

识 图的缩略信 息；若第二显示 区域为热点显示 区域 时，第二显示 区域 内所显

示的缩略信 息展开成为详细信 息。标识 图可以为图标形式也可以为文字形式，

第一显示 区域可以为 包括有 多个标识 图的列表 区域 ，第二显示 区域则可以为

对应于列表 区域 中某一标识 图的缩略信 息。

下面以 Web 页面为例对本 实施例提供 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方法作具体 的说

明。

图 4 为本发 明实施例四提供 的一种 Web 页面交互操作示意图。如 图 4 所

示 ，生成一可视界面，可视界面具体可以为浏览器 中所显示的 Web 页面。可

视界面包括 两个显示 区域 ，分别为第一显示 区域 D 1 和第二显示 区域 D2, 第

一显示 区域 D 1 和第二显示 区域 D 2 为横 向分布。第一显示区域 D 1 中显示 了

多个标识 图，第二显示 区域 D 2 中显示 了第一显示 区域 D 1 中某一个标识 图对



应 的缩略信 息。第二显示 区域 D2 的初始 内容可以为第一显示 区域 D 1 中第一

个标识 图的缩略信 息。该缩略信 息具体可以包括 图片的缩略形式和简要文字

说 明。用户可以选择 点击第一显示 区域 D 1 中的某一个标识 图，以在第二显

示 区域 D2 中显示对应 的缩略信 息。

当用户需要对该标识 图的详 细信 息进行浏览时，将 当前热点切换至第二

显示 区域 D2 ( 步骤 111 ) , 第二显示区域 D2 沿第一显示 区域 D 1 的方向拉伸 ，

第二显示 区域 D2 内所显示的缩略信 息展开成为详细信 息。详细信 息具体可

以包括 图片的放 大形式和详细文字说 明。此时第一显示 区域 D 1 的大小和 内

容均不做改变，第二显示 区域 D2 则以部分覆盖第一显示 区域 D 1 的形式呈现

给用户 。

当用户浏览完第二显示 区域 D2 中的详细信 息，再将 当前热点切换至第

一显示 区域 D 1 ( 步骤 112 ) , 由于第一显示 区域 D 1 的大小和 内容在第二显

示 区域 D2 拉伸 时未做改变，可 以 直接 向第一显示 区域 D 1作为顶层显示 ，此

时将第二显示 区域 D2 恢复到初始状态，显示缩略信 息。

第二显示 区域 D2 的拉伸可以通过 实施例二提供 的方法来 实现 ，即将第

二显示 区域 D2 的长、宽值分别逐渐增加至第一预设长度值和第二预设 宽度

值 。也可以通过 实施例三提供 的方法来实现 。图 5 为本发 明实施例四提供 的

一种底层操作 区域划分示意图，如 图 5 所示，可以将可视界面从左至右划分

为三个底层操作 区域 ，分别为第一底层操作 区域 、第二底层操作 区域和第三

底层操作 区域 。初始状态时，第一显示 区域 D 1 涵盖第一底层操作 区域和第

二底层操作 区域 ，第二显示 区域 D2 涵盖第三底层操作 区域 。第一底层操作

区域的等级为 A , 第二底层操作 区域的等级为 B , 第三底层操作 区域的等级

为 人。当用户将 当前热点切换到第二显示 区域 D2 时，第二显示 区域 D2 获取

第二底层操作 区域 ，并合并，以 实现对第二显示 区域 D2 的拉伸 。

图 6 为本发 明实施例四提供 的另一种 Web 页面交互操作示意图。如 图 6

所示，生成的可视界 面包括 两个显示 区域 ，分别为第一显示 区域 D 1 和第二



显示 区域 D2, 第一显示 区域 D 1 和第二显示 区域 D 为纵向分布。图 6 所示

的 Web 页面交互操作过程与图 4 所示的 Web 页面交互操作过程类似 ，在此

不再赘述。图 6 所示的 Web 页面交互操作过程 中对第二显示 区域 D 2 的拉伸

在采用 实施例三提供 的方法来 实现时，具体可以采用 图 7 所示的底层操作 区

域划分方式。

实施例五

图 8 为本发 明实施例五提供 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装置结构示意 图。如 图 8

所示 ，本 实施例提供 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装置具体可以实现上述 实施例 中电子

设备 的交互方法的各个步骤 ，该交互装置可以集成在 电子设备 的控制装置 中，

也可以单独设置。

本 实施例提供 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装置具体 包括界 面生成单元 11、热点检

测单元 12 和 区域拉伸单元 13。界面生成单元 11 用于生成一可视界面，可视

界 面包括至少两个不 同的显示 区域 。热点检测单元 12 用于检测 当前热点，并

确定 当前热点所对应 的显示 区域 ，作为热点显示 区域 。区域拉伸单元 13 用于

将热点显示 区域沿热点显示 区域之外的显示 区域所在的方向进行拉伸 。

通过本 实施例提供 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装置实现人机 交互的过程可以具体

本 实施例提供 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装置 ，界面生成单元 11 生成 包括至少两

个不同的显示 区域的可视界面，热点检测单元 12 确定 当前热点所对应 的显示

区域作 为热点显示 区域 ，区域拉伸单元 13 将热点显示 区域沿热点显示 区域之

外的显示 区域所在的方向进行拉伸 ，增 大了用户关注的显示 区域的显示空间，

点 ，即可 实现对 关注的显示 区域 的拉伸 ，无需频繁进行打开关闭操作 ，提 高

了电子设备 的交互效果。

实施例六

图 9 为本发 明实施例六提供 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装置结构示意 图。如 图 9



所示，在本实施例 中，区域拉伸单元 13 还可以用于将热点显示 区域沿热点显

示 区域之外的显示 区域所在的方向进行拉伸 时，热点显示 区域部分覆盖热点

显示 区域之外的显示 区域 。

在本 实施例 中，区域拉伸单元 13 还 可 以用于将热点显示 区域的长、宽值

分别逐渐增加至热点预设长度值和热点预设 宽度值 。

在本 实施例 中，该电子设备 的交互装置还可以包括 区域压缩单元 14, 区

域压缩单元 14 用于在 区域拉伸单元 13 将热点显示 区域沿热点显示 区域之外

的显示 区域所在 的方向进行拉伸 时，将热点显示 区域之外的显示 区域沿热点

显示 区域拉伸 的方向进行压缩 。

在本 实施例 中，区域压缩单元 14 还可以用于将热点显示 区域之外的显示

区域的长、宽值分别逐渐减少至第二预设长度值和第二预设 宽度值 。

在本 实施例 中，区域压缩单元 14 还可以用于将被压缩的显示 区域以标签

的方式附着在被拉伸 的显示 区域的边界上或者拐 角处。

在本 实施例 中，该电子设备 的交互装置还可以包括 内容调整单元 15 , 内

容调整单元 15 用于将至少两个显示 区域 内所显示的 内容随着显示 区域 的拉

伸或者压缩相应地做动态的放 大或缩小；或者 ，将至少两个显示 区域 内所显

示的内容随着显示 区域的拉伸或者压缩相应地做动态的增加或减少。

实施例七

图 10 为本发 明实施例七提供 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装置结构示意图。如 图

10 所示，在本 实施例 中，电子设备 的交互装置还可以包括底层操作 区域划分

单元 16 和等级分配单元 17。底层操作 区域划分单元 16 用于将可视界 面划分

为至少两个底层操作 区域 ，每个显示 区域至少涵盖一个底层操作 区域 。等级

分配单元 17 用于为各底层操作 区域分配等级 。

区域拉伸单元 13 包括关注等级子单元 13 1、辅助 区域获取子单元 132 和

合并子单元 133。关注等级子单元 13 1 用于获取热点显示 区域 中的底层操作

区域的最高等级 ，作 为关注等级。辅助 区域获取子单元 132 用于获取等级低



于关注等级的、且与热点显示区域相邻的至少一个底层操作区域，作为辅助

区域。合并子单元 133 用于将热点显示区域和辅助区域进行合并。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实现上述方法实施例的全部或部分步骤

可以通过程序指令相关的硬件来完成，前述的程序可以存储于一计算机可读

取存储介质中，该程序在执行时，执行包括上述方法实施例的步骤；而前述

的存储介质包括：ROM、RAM, 磁碟或者光盘等各种可以存储程序代码的介

质。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

限制；尽管参照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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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依然可以对前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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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设备 的交互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生成一可视界 面，所述可视界面包括至少两个不 同的显示 区域；

检测 当前热点 ，并确定 当前热点所对应 的显示 区域 ，作为热点显示 区域；

行拉伸 。

2、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方法，其特征在于：

行拉伸 时，所述热点显示 区域部分覆盖所述热点显示 区域之外的显示 区域 。

3、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所

述热点显示 区域沿所述热点显示 区域之外的显示 区域所在 的方向进行拉伸 ，

包括：

将所述热点显示 区域 的长 、宽值分别逐渐增加至第一预设长度值和第一
预设 宽度值 。

4、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方法，其特征在于：

行拉伸 时，将所述热点显示 区域之外的显示 区域沿所述热点显示 区域拉伸 的

方向进行压缩。

5、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所述热

点显示 区域之外的显示 区域沿所述热点显示 区域拉伸 的方向进行压缩 ，包括：

将所述热点显示 区域之外的显示 区域的长、宽值分别逐渐减少至第二预

设长度值和第二预设 宽度值 。

6、根据权利要 求 4 所述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方法，其特征在于：

被压缩的显示 区域以标签 的方式附着在被拉伸 的显示 区域 的边界上或者

拐 角处 。

7、根据权利要 求 1 或 2 所述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方法，其特征在于：



生成一可视界 面，所述可视界面包括至少两个不 同的显示 区域之后 ，检

测 当前热点 ，并确定 当前热点所对应 的显示 区域 ，作 为热点显示 区域之前 ，

还 包括 ：

将所述可视界 面划分为至少两个底层操作 区域 ，每个所述显示 区域至少

涵盖一个所述底层操作 区域；

为各所述底层操作 区域分配等级；

行拉伸 ，包括：

获取所述热点显示区域 中的底层操作 区域的最高等级 ，作为关注等级；

获取等级低 于所述关注等级的、且与所述热点显示 区域相邻 的至少一个

底层操作 区域 ，作为辅助 区域 ；

将所述热点显示 区域和所述辅助 区域进行合并。

8、根据权利要 求 4 所述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至少两个显示 区域 内所显示的 内容随着显示 区域 的拉伸或者压缩相

应地做动态的放 大或缩小；或者 ，

所述至少两个显示 区域 内所显示的 内容随着显示 区域 的拉伸或者压缩相

应地 故动态的增力口或减少。

9、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至少

两个显示 区域 内所显示的 内容随着显示 区域 的拉伸或者压缩相应地做动态的

增加或减少，包括：

内容在相应 的显示 区域进行显示。

10、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至少两个不 同的显示 区域 包括第一显示 区域和第二显示 区域 ，所述

第一显示 区域用以显示至少一个标识 图，所述标识 图用以指示一特定 内容 ，

所述第二显示 区域用于显示所述至少一个标识 图中的某一个标识 图的缩略信



若所述第一显示 区域为所述热点显示 区域时，所述第二显示 区域显示所

述第一显示 区域 内的标识 图的缩略信 息；若所述第二显示 区域为所述热点显

示 区域 时，所述第二显示 区域 内所显示的缩略信 息展开成为详 细信 息。

11、一种 电子设备 的交互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界 面生成单元 ，用于生成一可视界 面，所述可视界面包括至少两个不 同

的显示 区域；

热点检测单元 ，用于检测 当前热点 ，并确定 当前热点所对应 的显示 区域 ，

作 为热点显示 区域；

示 区域所在的方向进行拉伸 。

12、根据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装置，其特征在于：

外的显示 区域所在 的方向进行拉伸 时，所述热点显示 区域部分覆盖所述热点

显示 区域之外的显示 区域 。

13、根据权利要求 11 或 12 所述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 区域拉伸单元还用于，将所述热点显示 区域 的长 、宽值分别逐渐增

加至第一预设长度值和第二预设 宽度值 。

14、根据权利要 求 11 所述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装置，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区域压缩单元 ，用于在所述 区域拉伸单元将所述热点显示 区域沿所述热

点显示 区域之外的显示 区域所在 的方向进行拉伸 时，将所述热点显示 区域之

外的显示 区域沿所述热点显示 区域拉伸 的方向进行压缩。

15、根据权利要求 14 所述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 区域压缩单元 ，还用于将所述热点显示 区域之外的显示 区域 的长 、

宽值分别逐渐减少至第二预设长度值和第二预设 宽度值 。

16、根据权利要求 14 所述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 区域压缩单元 ，还用于将被压缩的显示 区域 以标签 的方式附着在被

拉伸 的显示 区域的边界上或者拐 角处。

17、根据权利要求 11 或 12 所述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装置，其特征在于：

还 包括底层操作 区域划分单元和等级分配单元；

所述底层操作 区域划分单元 ，用于将所述可视界 面划分为至少两个底层

操作 区域 ，每个所述显示 区域至少涵盖一个所述底层操作 区域 ；

所述等级分配单元 ，用于为各所述底层操作 区域分配等级；

所述 区域拉伸单元 包括：

关注等级子单元 ，用于获取所述热点显示 区域 中的底层操作 区域 的最 高

等级 ，作为关注等级；

辅助 区域获取子单元 ，用于获取等级低 于所述关注等级的、且与所述热

点显示 区域相邻 的至少一个底层操作 区域 ，作为辅助 区域；

合并子单元 ，用于将所述热点显示 区域和所述辅助 区域进行合并。

18、根据权利要求 14 所述的电子设备 的交互装置，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内容调整单元；

所述 内容调整单元 ，用于将所述至少两个显示 区域 内所显示的内容随着

显示 区域的拉伸或者压缩相应地做动态的放 大或缩小；或者 ，将所述至少两

个显示 区域 内所显示的内容随着显示 区域的拉伸或者压缩相应地做动态的增

力口或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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