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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应用程序的操作、生成、启动的方法及其装置

本申请要求 201 1 年 11 月 26 日递交的申请号为 201 110382052.6 、

发明名称为 "应用程序的操作、生成、启动的方法及其装置" 的中国专

利申请的优先权，其全部内容通过引用结合在本申请中。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计算机领域，特别是涉及应用程序的操作、生成、启动

的方法及其装置。

背景技术

桌面操作 系统也可以说是个人电脑系统，一般指的是安装在个人电

脑上的图形界面操作系统软件。

对应于上述的桌面操作 系统，在计算机领域中的桌面 （Desktop, 下

称系统桌面 ），是指打开计算机并登录到操作 系统之后看到的主屏幕区

域。如同物理世界中实际的桌面，计算机领域的系统桌面是用户在计算

机上进行工作的平面。一般打开应用程序或文件夹会 出现在 系统桌面

上。另外一些项 目 （如应用程序、文件和文件夹 ）也可以放在系统桌面

上，并且可以进行随意排列。更为广泛的计算机领域的桌面定义，甚至

包括任务栏和操作系统边栏等。其中任务栏位于屏幕的边缘，通常在底

部，可以显示正在运行的程序，显示的内容可以在各个正在运行的程序

之间切换。边栏位于屏幕的一侧，一般 包含称为小工具（或微件，Widget )

的小程序。

本申请发明人在长期研发过程中发现，在现有技术中，用户在一个

应用程序中启动其他的第三方应用时，一般都要先切换到系统桌面，在

系统桌面上选择第三方应用的程序 图标，点击后再激活启动第三方应



用。

本 申请发 明人还发现 ，上述现有技术在应用程序 中启动其他 的第三

方应用的方式操作起来比较麻烦 ，尤其是在智能手机或者平板 电脑上。

由于智能手机和平板 电脑的屏幕较 小，系统桌面在一屏 内显示的应用 图

标非常有 限 ，用户可 能还 需要 多次翻屏翻 页才能找到所需 的第三方应

用。

发 明 内容

本发 明的一方面是提供一种应用程序 的操作 、生成 、启动的方法及

其装置，能够使程序启动更加方便 、程序使用更加人性化 。

本发 明的一方面是：提供一种应用程序 的操作方法，包括：显示应

用程序 的具有 桌面特性 的程序界 面及 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

用的启动标识；在检测到所述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被点击后 ，启动所

述第三方应用。

本发 明的另一方面是 ：提供一种在应 用程序 中生成程序界 面的方

法，包括：在接收到启动应用程序 的指令后 ，启动所述应用程序 ；在启

动所述应用程序 时，显示所述应用程序 的具有 桌面特性的程序界面、与

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

本发 明的再一方面是：提供一种程序启动方法，包括 ：检测到在应

用程序 的具有 桌面特性的程序界面中的点击动作 ；根据所述点击确定程

序界面中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启动所述确定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所对应 的第三方应用。

本发 明的再一方面是：提供一种程序生成方法，包括 ：制作应用程

序功能模块和显示功能模块处理 内容的至少一界 面模块；其 中，在制作

所述至少一界面模块时，所述至少一界 面模块对应 的窗 口界面由具有 桌

面特性的类继承 而得到 ，以使得运行时窗 口界面能够显示与应用程序 关

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并在所述启动标识被点击后 能够启动所述

第三方应用。

本发 明的再一方面是：提供一种应用程序 的操作方法，包括 ：显示



代理应用的具有 桌面特性的程序界面、与 当前最前端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

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在检测到所述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被点击后 ，

启动所述第三方应用。

本发 明的再一方面是：提供一种信 息处理装置 ，包括 ：程序界面显

示单元 ，用于显示应用程序 的具有 桌面特性的程序界面；启动标识显示

单元 ，用于显示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第三方

应用启动单元 ，用于在检 测到所述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被点击后 ，启

动所述第三方应用。

本发 明的再一方面是 ：提供一种在应 用程序 中生成程序界 面的装

置，包括 ：应用程序启动单元 ，用于在接收到启动应用程序 的指令后 ，

启动所述应用程序 ；程序界面显示单元 ，用于在启动所述应用程序 时，

显示所述应用程序 的具有 桌面特性的程序界面；启动标识显示单元 ，用

于在启动所述应用程序 时，显示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

动标识 。

本发 明的再一方面是：提供一种程序启动装置 ，包括 ：点击动作检

测单元 ，用于检测是否存在应用程序 的具有 桌面特性的程序界 面中的点

击动作 ；第三方应用确定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点击确定程序界 面中与所

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第三方应用启动单元 ，用于

启动所述确定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所对应 的第三方应用。

本发 明的再一方面是：提供一种程序生成装置 ，包括 ：功能模块制

作单元 ，用于制作应用程序功能模块；界面模块制作单元 ，用于制作显

示功能模块处理 内容的至少一界面模块；其 中，在制作所述至少一界面

模块时，所述至少一界面模块对应 的窗 口界面由具有 桌面特性的类继承

而得到 ，以使得运行时窗 口界面能够显示与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

的启动标识 ，并在所述启动标识被点击后 能够启动所述第三方应用。

本发 明的再一方面是：提供一种信 息处理装置 ，包括 ：程序界面显

示单元 ，用于显示代理应用的具有 桌面特性的程序界面；启动标识显示

单元 ，用于显示与 当前最前端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第三方应用启动单元 ，用于在检 测到所述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被点击



后 ，启动所述第三方应用。

区别于现有技术的情况，本发 明上述各方面是通过应用程序界 面的

虚拟化机制 ，即在 实现时显示应用程序或代理应用的具有 桌面特性的程

序界面，利用具有 桌面特性的程序界面 内包含 的桌面特性来显示与应用

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则使得用户在一个应用 内可根据需

要去动态集成第三方应用 ，并在该应用界面内启动第三方应用；用户不

必 离开 当前的应用界面就可以启用其他 的第三方应用 ，省去需要切换到

系统桌面寻找所需第三方应用的麻烦 ，达到使程序启动更加方便 、程序

使用更加人性化 的技术效果。

附图说 明

图1是本发 明应用程序 的操作方法一 实施例的流程 图；

图2是 图 1 实施例 中应用程序 的具有 桌面特性的程序界面和第三方

应用的启动标识 的示意 图；

图3是本发 明应用程序 的操作方法另一 实施例的流程 图；

图4是 图 3 实施例 中在程序界 面同时触按任意两个的触摸点的示意

图；

图5是 图 3 实施例 中的手机通讯录应用程序联 系人信 息浏览界面的

示意图；

图6是本发 明应用程序 的操作方法另一 实施例的流程 图；

图7是本发 明应用程序 的操作方法另一 实施例的流程 图；

图8是本发 明应用程序 的操作方法另一 实施例的流程 图；

图9是本发 明应用程序 的操作方法另一 实施例的流程 图；

图10是本发 明应用程序 的操作方法另一 实施例的流程 图；

图11是 图 10 实施例 中应用程序将 自己的上下文信 息报送给代理应

用的示意 图；

图12是本发 明在应 用程序 中生成程序界 面的方法一 实施 例 的流程

图；

图13是本发 明程序启动方法一 实施例的流程 图；



图14是本发 明程序启动方法另一 实施例的流程 图；

图15是本发 明应用程序 的操作方法另一 实施例的流程 图；

图16是本发 明应用程序 的操作方法另一 实施例的流程 图；

图17是本发 明应用程序 的操作方法另一 实施例的流程 图；

图18是本发 明信 息处理装置一 实施例的原理框 图；

图19是本发 明信 息处理装置另一 实施例的原理框 图；

图20是本发 明信 息处理装置另一实施例的原理框 图；

图2 1是本发 明信 息处理装置另一 实施例的原理框 图；

图22是本发 明信 息处理装置另一实施例的原理框 图；

图23是本发 明信 息处理装置另一实施例的原理框 图；

图24是本发 明在应用程序 中生成程序界面的装置一 实施例的原理框

图；

图25是本发 明程序启动装置一 实施例的原理框 图；

图26是本发 明程序生成装置一 实施例的原理框 图；

图27是本发 明信 息处理装置另一实施例的原理框 图；

图28是本发 明信 息处理装置另一实施例的原理框 图。

具体 实施方式

参 阅图 1 , 本发 明应用程序 的操作方法一 实施例 包括：

步骤 101 : 显示应用程序 的具有 桌面特性的程序界面及与所述应用

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在应用程序启动后显示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面，并且所述程序界面具

有 桌面特性；另外 ，参 阅图 2 , 可 以在应用程序启动后 ，显示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的同时，立即显示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

标识 ，即与所述程序界面一起显示与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

标识；当然，也可以在显示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面后一段 时间，由条件触

发来显示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本发 明实施例

不作 限定。其 中，在一个具体应用例 中的应用程序可以如 图 2 中的 "文

档编辑软件 " 。所述启动标识可以是 图 2 所示的启动标识 1、启动标识 2、



启动标识 3 和启动标识 4 等。所述启动标识显示在 "文档编辑软件 " 程

序界面的左边栏 。启动标识的数量可以由第三方应用的数量来决定，每

一个启动标识 可 以对应一个第三方应用 。并且所述条件触发所涉及的具

体条件可以参考 图 4 等的预定条件 的相 关描述。

所述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可以是一般程序启动的启动 图标 ，可

以是快捷方式启动 图标等 ，本发 明实施例不作 限定。

步骤 102: 在检测到所述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被点击后 ，启动所

述第三方应用。

在应用程序 的运行过程 中，若用户点击 了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

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则直接启动所述第三方应用 ，用户无需 离开 当前

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面，无需切换到 系统桌面。

可 以理解 ，上述 实施例是通过应用程序界面的虚拟化机制 ，即在 实

现时显示应用程序或代理应用的具有 桌面特性的程序界 面，利用具有 桌

面特性 的程序界 面 内包含 的桌面特性来显示与应 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

应用的启动标识 ，则使得用户在一个应用 内可根据需要去动态集成第三

方应用 ，并在该应用界面 内启动第三方应用；用户不必 离开 当前的应用

界面就可以启用其他 的第三方应用 ，省去需要切换到 系统桌面寻找所需

第三方应用的麻烦 ，达到使程序启动更加方便 、程序使用更加人性化 的

技术效果。

在下面的本发 明各 实施例的描述 中，还可以清楚地 了解到 ，第三方

应用的启动标识在屏幕 中的位置可以多种多样 ，既 可 以在 当前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里面，也可以在 当前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面的外面，独立于 当

前应用程序 ；而在 当前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面里面的情况中，第三方应用

的启动标识也可以放置在程序界面的各个部分 ，各个 区域 ，本发 明实施

例不作 限定；

在下面的本发 明各 实施例的描述 中还可以清楚地 了解到 ，用户可以

将在一个应 用程序 中常用 的其他 第三方应用 的启动标识设 置集成到应

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中，也可以由应用程序 自动根据用户信 息和上下文信

息等来确定 当前程序界 面中要显示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本发 明实



施例不作限定。

在下面的本发明各实施例的描述中还可以清楚地 了解到，用户可以

在一个应用程序 内启动所集成的其他第三方应用时，将 当前应用程序的

上下文信息传递给要启动激活的其他第三方应用，这是 目前通过切换到

系统桌面来启动第三方应用的方式所无法做到的。

在下面的本发 明各 实施例的描述中还可以清楚地 了解到其他各种

能实现各种功能、效果及 目的的方法和装置，具体如下：

参阅图 3 , 本发明应用程序的操作方法另一实施例包括：

步骤 201 : 在启动应用程序后，显示所述应用程序的具有桌面特性

的程序界面；

所述程序界面是用户观察或操作应用程序的平台，显示应用程序的

处理结果，监测用户的输入或操作。

步骤 202: 在检测到所述预定条件被触发后，显示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本实施例中，所述与应用程序关联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是在所

述应用程序的程序界面中显示；

在检测到预定条件被触发前，在所述应用程序的程序界面中隐藏与

应用程序关联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而在检测到所述预定条件被触

发后，在所述应用程序的程序界面中显示与应用程序关联的第三方应用

的启动标 只；

所述检测到预定条件被触发，参阅图 4 , 可 以是检测到所述应用程

序的程序界面中任意两个的触摸点被 同时触按超过预设时间；图 4 所示

是一个应用程序为手机应用程序的具体应用例的一个程序界面。所述手

机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面中，较上 区域是检测预定条件是否被触发的区

域，较下区域是显示所述启动标识 1~4 的区域。比如在所述较上区域检

测到两个触摸点后，满足被触发的预定条件，因而在所述较下区域中一

行显示启动标识 1~4。当然，所述预定条件也可以是任意一个、三个或

以上的触摸点被触按超过预设时间，还可以是预设数量的点击，而不对

触按时间进行规定等等，本发明实施例不作限定；



在一个具体应用中，可 以在检测到所述应用程序的程序界面中任意

两个的触摸点被 同时触按超过预设时间后 ，即在应用程序 内激活显示预

设的虚拟桌面组件 ，并在所述虚拟桌面组件 中显示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

识。

上述的隐藏设计 ，是考虑到在智能手机 中，由于屏幕较小，在程序

界面中显示过多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可能会影响用户体验 ，因此在

触屏智能手机 中如实现应用程序虚拟桌面化 ，需要考虑如何合适地显示

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上面提供 了一种解决方案。上述实施例中，预

定条件被触发时，可 以在应用程序 内激活显示一个显示第三方应用的启

动标识的虚拟桌面工具栏 ，该工具栏是应用程序 内的一个组件 。

同样 ，本实施例同样具有能使程序启动更加方便 、程序使用更加人

性化的技术效果，并且是在检测到所述预定条件被触发后才显示与所述

应用程序关联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节约程序界面的显示空间。

当然，如果需要显示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较少，可以直接显示

在相应程序界面上。

比如，参阅图 5 , 在应用程序为一个手机通讯录的联 系人信息浏览

界面中，该界面支持虚拟桌面特性。所述手机通讯录的联 系人信息浏览

界面的顶端显示应用程序名称 "手机通讯录" ，中部及较下区域分别显

示联 系人 头像 、联 系人名称 （如张三 ）、手机号码 （如张三 的手机号

12345678900 )、微博账号 （zhangsan@example.com ) 以及 "发短信，，、"打

电话 " 以及 "看微博 " 几个按钮。其中，发短信 " 、"打 电话 " 以及 "看

微博 " 按钮 ，是将一个作为第三方应用的微博应用的启动标识添加到本

界面中的设计。在本界面中触按微博应用的启动标识则启动微博应用，

将通讯录应用中当前的联 系人信息传递给微博应用，并在微博应用中显

示当前联 系人发布的微博消息。

步骤 203: 在检测到所述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被点击后 ，启动所

述第三方应用。

在应用程序的运行过程 中，若用户点击 了与所述应用程序关联的第

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则直接启动所述第三方应用，用户无需离开 当前



应用程序的程序界面，无需切换到系统桌面。

参阅图 6 , 本发明应用程序的操作方法另一实施例包括：

步骤 301 : 在启动作为代理应用的应用程序后，显示应用程序的具

有桌面特性的程序界面，以及在作为代理应用的所述应用程序的程序界

面中显示与另一应用程序关联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其中，另一应用程序已经在当前运行而成为当前最前端的应用程

序；此外，与另一应用程序关联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是在作为代理

应用的所述应用程序的程序界面中进行显示。

步骤 302: 关闭所述另一应用程序及其程序界面、第三方应用的启

动标识；

在所述另一应用程序需要关闭时，作为代理应用的应用程序仍然在

运行，但在所述另一应用程序需要关闭后，在作为代理应用的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面显示的与另一应用程序关联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也被
关闭，即不显示。

步骤 303: 启动又一应用程序，并在作为代理应用的所述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面中显示与又一应用程序关联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启动又一应用程序，取代前面的所述另一应用程序而成为当前最前

端的应用程序，此时在作为代理应用的所述应用程序的程序界面中显示

与又一应用程序关联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本实施例同样具有能使程序启动更加方便、程序使用更加人性化的

技术效果，并且由于釆用代理应用来显示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因此

可以无需对各个应用程序进行更改，更加利于本发明实施例的普及。

本发明实施例对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的承载主体不作限定，可以
是应用程序、代理应用，还可以是具有虚拟桌面特性的控件窗口，因此，

所述显示应用程序的具有桌面特性的程序界面及与所述应用程序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的步骤，可以是显示应用程序的具有虚拟桌面

特性的控件窗口，并在控件窗口中显示与所述应用程序关联的第三方应

用的启动标识。

参阅图 7 , 本发明应用程序的操作方法另一实施例包括：



步骤 401 : 在启动应用程序后，显示所述应用程序的具有桌面特性

的程序界面，并且显示与所述应用程序关联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所述程序界面是用户观察或操作应用程序的平台，显示应用程序的

处理结果，监测用户的输入或操作。

步骤 402: 检测到向所述应用程序的程序界面中添加另一第三方应

用的启动标识的操作指令；

步骤 403: 根据所述指令在应用程序的程序界面中添加并显示另一

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根据所述指令将另一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及

其信息添加至应用程序储存的第三方应用链表中，添加相关上下文信息

配置，获取应用程序的程序信息，并保存在应用配置数据中；

比如需要将一个翻译应用作为第三方应用添加到本应用程序的程

序界面的侧边栏 中，可 以直接将 系统桌面上的翻译应用的图标拖拽到侧

边栏中。检测到向所述应用程序的程序界面中添加另一第三方应用的启

动标识的操作指令后，侧边栏响应翻译应用的图标的拖拽动作，执行添

加应用程序图标及相关上下文信息配置的方法，获取相应的翻译应用的

程序信息，并保存在应用配置数据中。这样下次启动本应用程序时，可

以通过读取应用配置数据，在侧边栏显示已经添加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

标识。

步骤 404: 在检测到所述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被点击后，启动所

述第三方应用。

根据所述另一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及其信 息启动另一第三方应

用，并根据所述应用配置数据中保存的相关上下文信息配置，在所述应

用程序和另一第三方应用之间传递相关应用上下文信息；

所述在应用程序和另一第三方应用之 间传递相关应用上下文信 息

的过程，包括将所述应用程序的当前处理文件的属性信息、选择拷贝内

容或窗口显示内容作为相关应用上下文信息传递至另一第三方应用。

比如，在一个编辑应用程序中配置了要启动一个作为第三方应用的

文档查询应用的应用例中，要将编辑应用文档属性信息作为上下文信息

传递，则在编辑应用软件 中启动文档查询应用时，将编辑应用软件中的



当前编辑文档的属性信息如作者、标题、关键词等等信息作为上下文信

息传递至文档查询应用。

又比如，在编辑应用程序的侧边栏中点击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图标-来启动翻译应用。这样用户就不用再切换到系统桌面去启动常用的

翻译应用，并可以根据配置信息将本应用程序需要翻译的信息 （如选择

拷贝内容或某个窗口显示的内容等 ）作为上下文信息直接传递到翻译应

用的输入参数。

另外在程序界面中点击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时，当前最前端的应

用程序可以对显示或选中的内容如一段文字，自动执行复制操作，将其

复制到系统的剪贴板中；在第三方应用启动后，用户直接进行粘贴操作

即可，实现上下文信息传递。上述通过在启动第三方应用时自动执行复

制操作，可以用简单的方式实现传递信息给第三方应用，用户不必自己

执行复制操作。如前所述类似的上下文信息传递配置后也可以自动完

成，如将当前最前端的应用程序的某个窗口或控件内容传递给翻译软件

的某个输入参数或控件信息。

本实施例同样具有能使程序启动更加方便、程序使用更加人性化的

技术效果，并且由于可以向所述应用程序的程序界面中添加更多的第三

方应用，因此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用户可以进行 自主修改操作，选择 自

己喜欢的第三方应用。

参阅图 8 , 本发明应用程序的操作方法另一实施例包括：

步骤 501 : 在启动应用程序后，显示所述应用程序的具有桌面特性

的程序界面，并且显示与所述应用程序关联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步骤 502: 检测到向所述应用程序的程序界面中删除其中一第三方

应用的操作指令；

用户在使用所述应用程序过程中，如需要将与之关联的一第三方应

用删除，则发出删除的操作指令，程序界面监测到所述操作指令。

步骤 503: 根据所述指令在应用程序的程序界面中删除所述其中一

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并删除其信息。

除删除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之外，还删除其信息，即删除之前添



加至应用程序储存 的第三方应用链表 中的相应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及其信息，从相关上下文信息配置中删除相应信息，在应用配置数据 中

删除相应的第三方应用的程序信息。

步骤 504: 在检测到所述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被点击后 ，启动所

述第三方应用。

本实施例 同样具有能使程序启动更加方便 、程序使用更加人性化的

技术效果，并且由于可以删除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因此具有更大的

灵活性，用户可以进行 自主修改操作 ，删除不需要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

标识。

前述各实施例中，对于显示与所述应用程序关联的第三方应用的启

动标识的步骤 ，可以有多种方式进行显示，比如显示与所述应用程序关

联的、使用频率最多的预定数量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所述预定数量

可以是任意设定，比如 3 个、4 个或 5 个等等，此处不作限制。使用频

率最多的，说 明用户最常用，为方便用户使用，因此列入可以显示的名

单。

又 比如，显示与所述应用程序关联的、使用频率在预定阔值之上的

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并清除使用频率为所述预定阔值或在所述预定

阔值之下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所述预定阔值可以是每天 1 次、每

天 2 次或 1 星期 1 次等等。超过所述预定阔值 ，则进行显示，否则进行

清除，实现智能化的技术效果。上述数字仅仅是示例性的，此处不作限

制。

又 比如，在应用程序的具有桌面特性的程序界面侧边、顶部或底部

显示与所述应用程序关联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更具体地，可以在应用程序的具有桌面特性的程序界面侧边、顶部

或底部的菜单栏或工具栏显示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

动标识，此处不作限制。

其中，所述显示应用程序的具有桌面特性的程序界面，可 以是指显

示应用程序的具有虚拟桌面特性的程序界面。当然，还可以是其他类型

的具有桌面特性的程序界面，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完全可以根据本发明



实施例得到其他类型的具有桌面特性的程序界面。

参阅图 9 , 本发明应用程序的操作方法另一实施例包括：

步骤 601 : 在启动应用程序后 ，显示所述应用程序的具有桌面特性

的程序界面；

步骤 602: 检测到向所述应用程序的程序界面中添加第三方应用的

操作指令；

步骤 603: 根据所述指令将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及其信息添加至

应用程序储存的第三方应用链表 中，添加相关上下文信息配置，获取应

用程序的程序信息，并保存在应用配置数据 中；

步骤 604: 显示与所述应用程序关联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步骤 605: 在检测到所述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被点击后 ，启动第

三方应用。

根据所述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及其信息启动第三方应用，并根据

所述应用配置数据 中保存的相关上下文信息配置，在所述应用程序和第

三方应用之 间传递相关应用上下文信息。

在所述应用程序和第三方应用之 间传递相关应用上下文信息，具体

可 以是将所述应用程序的当前处理文件的属性信息、选择拷贝内容或窗

口显示内容作为相关应用上下文信息传递至第三方应用。

本实施例 同样具有能使程序启动更加方便 、程序使用更加人性化的

技术效果，并且可以在无关联任何第三 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的应用程序

中，在其程序界面添加新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此外，还可以釆用代理应用来进行传递相关应用上下文信息，具体

参阅图 10, 本发明应用程序的操作方法另一实施例包括：

步骤 701 : 在启动应用程序后 ，显示所述应用程序的具有桌面特性

的程序界面，以及显示与所述应用程序关联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步骤 702: 使代理应用获得所述应用程序的程序信息；

使代理应用获得所述应用程序的程序信息的同时，还 可 以获取用户

信息；所述用户信息可 以从应用程序 、系统或网络处获取；

具体上，可以使代理应用通过与应用程序之 间的通信机制获得应用



程序的程序信息，或通过 自行搜索系统中所安装的应用信息而获得应用

程序的程序信息。

步骤 703: 根据所述应用程序的程序信息获取应用程序的相关应用

上下文信息和第三方应用信息；

比如，所述相关应用上下文信息可以是用户在应用程序 内选中的内

容、播放的视频名称和进度等等，所要启动的第三方应用信息，可以是

如应用名称和标识等。

步骤 704: 在检测到所述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被点击后 ，启动第

三方应用；

步骤 705: 使所述代理应用根据第三方应用信息向第三方应用提供

应用程序的相关上下文信息。

具体上，可以使所述代理应用根据第三方应用信息及第三方应用的

请求向第三方应用提供应用程序的相关上下文信息，还可以包括用户信

息等。

此外，除了在步骤 701 中一开始就显示与所述应用程序关联的第三

方应用的启动标识的方式外，还可以在所述显示与应用程序关联的第三

方应用的启动标识之前，进行如下步骤：

A 、获取用户信息，并接收由所述应用程序发送来的相关上下文信

息；

B 、根据所述相关上下文信息和用户信息确定应用程序可以显示的

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因此，在所述显示与应用程序关联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的步骤

中，可以根据所述可以显示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而控制关联应用程

序显示可以显示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在上述步骤 704 中,在检测到所述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被点击后 ，

如果发现所述被点击的第三方应用未安装，则安装第三方应用，并在安

装完毕后启动所述第三方应用。

也就是说 ，第三方应用可以是 系统 已经安装的应用，也可以是未安

装的，如果用户点击启动一个未安装的第三方应用，则首先进行下载和



安装。这样也提供 了一种应用推荐机制 ，使用户可以更容 易地在使用软

件 的工作娱 乐等活动 中发现对 自己有价值 的应用 。

在启动第三方应用之后 ，如果不釆用上下文信 息传递的方式进行信

息传递 ，那 么还可以釆用下面的方式：

将所述应用程序 中显示或选 中的内容复制至 系统的剪贴板 中，以待

所述第三方应用进行粘贴输入 。

在步骤 705 之后 ，第三方应用根据代理应用所提供 的信 息进行相应

处理。如作为第三方应用的翻译应用可对原文档编辑应用程序选 中的文

本进行翻译 ，文字识别应用可以根据原 图片浏览应用程序 中显示的文档

扫描 图片进行文字识别等等。

如在一个基 于浏览器的桌面系统 中，一个可以播放 网络视频的 Web

应用程序 ，用户可以添加其他播放 网络视频的第三方 Web 应用 ，当 Web

应用程序 中播放 的视频质量较差时，用户可以启动第三方 Web 应用。第

三 方 Web 应用从 系统的代理应用 中获得 当前 Web 应用程序播放视频的

名称和进度 ，来播放 另外一个 网络视频资源，并且播放 的视频 内容和进

度是相 同的，从 而实现无缝体验 。

上述釆用代理应用来作为第三方应用的承载主体 的思路 ，是基 于如

下方面的考虑：让用户手工在虚拟桌面界面中去添加应用 ，虽然很灵活，

但是如果在很 多应用程序 中都进行手工添加 ，也是件 费时的事情。通过

上述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代理应用方式，能 自动在支持虚拟桌面特性的代

理应用的程序界 面中显示相 关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取代手工添加

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的方式。

参 阅图 11 , 应用程序可以将 自己的上下文信 息报送给代理应用 ，代

理应用根据 上下文信 息以及用户信 息等确定应用可 以显示 的第三方应

用的启动标识 。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面中 自动呈现相 关的第三方应用的启

动标识 。比如 ，如 图 11 所示，某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面较上 区域是第三

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1~4 的 自动呈现 区，较下区域是应用 内容。应用程序

可 以将相 关上下文信 息发送给代理应用的驻 留程序 ，然后代理应用的驻

留程序通知某应用程序可以显示哪些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这



些启动标识会在所述程序界面的 自动呈现 区进行显示。相关上下文信息

可以包括 当前应用的任务类型描述，如编辑、即时消息、发短信 、浏览

网页等活动类型，还可以进一步包含任务的详细信息，如浏览网页的地

址和网页中的关键词等等。如 当前应用的任务为发送短信的界面，应用

程序将相关上下文信息 （如发短信的任务类型 ）通知给代理驻 留程序 ，

代理程序可以根据任务类型确定相关的第三方应用，如常用节 日祝福短

信应用， 并通知给应用程序 ，第三方的应用标识显示在呈现 区域 ，这

样方便用户点击后获取常用的功能，如获取常用祝福短信等。

第三方应用可以是 系统 已经安装的应用，也可以是未安装的，如果

用户点击启动一个未安装的第三方应用，则首先进行下载和安装。这样

也提供 了一种应用推荐机制，使用户可以更容易地在使用软件的工作娱

乐等活动中发现对 自己有价值的应用。

可见，通过代理的方式，可以更好地在应用程序和第三方应用之 间

传递相关上下文信息，还 可 以在程序界面中动态显示第三方应用的启动

标识。

此外，还可以通过提供具有虚拟桌面能力的控件 ，使应用程序具备

虚拟桌面特性。使用 了该控件的应用程序 ，在该控件的界面范围内具备

桌面特性。如可以提供一个工具条虚拟桌面控件 ，在应用程序 中添加具

有桌面特性的工具条控件 ，该应用程序的虚拟桌面工具条中可以添加和

显示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参阅图 12,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在应用程序 中生成程序界面的方法的

实施例，所述方法包括：

步骤 801 : 在接收到启动应用程序的指令后 ，启动所述应用程序；

步骤 802: 在启动所述应用程序时，显示所述应用程序的具有桌面

特性的程序界面、与所述应用程序关联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本实施例 同样具有能使程序启动更加方便 、程序使用更加人性化的

技术效果。

其中，所述显示与应用程序关联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的方式可

以是：在所述应用程序的程序界面中显示与应用程序关联的第三方应用



的启动标 只；

当然，如前述 ，还可以釆用其他 更多的方式进行显示 ，比如 ，在作

为代理应 用 的所述应 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 中显 示与 另一应 用程序 关联 的

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

甚至 ，如前述 ，还可 以是 ：显示应用程序 的具有虚拟桌面特性 的控

件 窗 口，并在控件 窗 口中显示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

标识 ，本发 明实施例在此不作 限制 。

参 阅图 13 , 本发 明还提供一种程序 启动方法实施例 ，所述方法 包括 ：

步骤 901 : 检 测到在应用程序 的具有 桌面特性的程序界 面中的点击

动作 ；

步骤 902: 根据所述点击确定程序界 面中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

三方应用 的启动标识 ；

步骤 903: 启动所述确定的第三方应用 的启动标识所对应 的第三方

应用 。

本 实施例 同样具有 能使程序启动更加 方便 、程序使用更加人性化 的

技术效果 。

参 阅图 14, 本发 明程序启动方法另一 实施例 包括 ：

步骤 1001 : 检 测到向所述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中添加第三方应用的

操作指令 ；

步骤 1002: 根据所述指令将第三方应用 的启动标识及其信 息添加至

应用程序储存 的第三方应用链表 中，添加相 关上下文信 息配置 ，获取应

用程序 的程序信 息，并保存在应用配置数据 中；

步骤 1003: 检 测到在应用程序 的具有 桌面特性的程序界 面中的点击

动作 ；

步骤 1004: 根据所述点击确定程序界 面中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

三方应用 的启动标识 ；

步骤 1005: 启动所述确定的第三方应用 的启动标识所对应 的第三方

应用；

具体是 ，根据 所述 第三方应 用 的启动标识及 其信 息启动 第三方应



用 ，并根据所述应用配置数据 中保存 的相 关上下文信 息配置，在所述应

用程序和第三方应用之 间传递相 关应用上下文信 息。

步骤 1006: 将所述应用程序 中显示或选 中的内容复制至 系统的剪贴

板 中，以待所述第三方应用进行粘贴输入 。

本 实施例 同样具有 能使程序启动更加方便 、程序使用更加人性化 的

技术效果。

在基 于本发 明精神 范围，还提供一种程序生成方法实施例 ，所述方

法包括：

制作应 用程序 功能模 块和显示功能模 块处理 内容 的至少一界 面模

块；

其 中，在制作所述至少一界面模块时，所述至少一界面模块对应 的

窗 口界面由具有 桌面特性的类继承 而得到，以使 得运行时窗 口界 面能够

显示与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并在所述启动标识被点

击后 能够启动所述第三方应用 。

其 中，所述至少一界面模块对应 的窗 口界面由具有虚拟桌面特性的

类继承 而得到。具体在 实现时可以提供具备 桌面特性的类库 ，可以包含

具 有 桌 面 特 性 的 类 ， 如 虚 拟 桌 面 类 （vDesktopFrame , 或 者

vDesktop Activity 等 ），这种类 包含虚拟桌面特性相 关的属性和方法，任

何从这种类继承 而来 的窗 口、视 图或控件等对 象都 同样具备 桌面的特

性。当然，还可以是 由其他类型的桌面特性的类继承 而得到 ，在此不作

限制。

可以看 出，一个应用程序 的某程序界 面从上述的虚拟桌面类继承 ，

继承 了虚拟桌面相应 的属性和方法，从 而具备 了桌面的能力和特性。

其 中，所述 由具有虚拟桌面特性的类继承 的步骤 包括：

由具有虚拟桌面特性的类继承相应 窗 口界面的属性 ，所述继承 的属

性 包括：

容纳应用标识的区域信 息 （vDesktopArea ) , 用于限定 当前程序界面

中可以添加和显示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的区域 ；

应用信 息列表 （appList ) , 用于存放要显示的第三方应用的列表；



应用上下文信 息 （contextlnfo ) , 用于存放 当前应用程序 的上下文信

息，以及所述应用程序与第三方应用的上下文传递的配置信 息。如 当前

应用显示或选择 的内容信 息等 ，以 及 所述应用程序与第三方应用的上下

文信 息传递的配置信 息，还 比如所述应用程序 的输 出信 息、剪贴板信 息

及第三方应用的输入信 息的关系。

当然，还可以包括以下的属性：

用户信 息 （userProfile ) , 用于存放 当前应用获得 的用户信 息，如用

户的年龄 、性别 、爱好等个人信 息或社会 关系信 息。

所述 由具有虚拟桌面特性的类继承 的步骤 包括：

由具有虚拟桌面特性的类继承相应 窗 口界面的方法，所述继承 的方

法包括：

显示应用标识 图标 （showAppIcon ) , 用于将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显示在程序界面上；

启动应用程序 （startApp ) , 用于启动第三方应用 。

当然，还可以包括以下的方法：

刷新应用 图标 （refreshAppIcon ) , 用于刷新界面中应用 图标；

添加应用程序 （addAppIcon ) , 用于在界 面中添加第三方应用 图标；

删除应用程序 （delAppIcon ) , 用于在界 面中删除第三方应用 图标；

获取应用程序信 息 （retrieveAppInfo ) , 用于获取第三方应用的信 息；

设置界面背景 图片 （setBackgroundPicture ) , 用于设置界 面的背景 图

片。

上述列 出的类及其属性和方法描述仅 为示例用途 ，并不限定本发

明。与在现有技术应用程序 内固定集成其他第三方应用 ，或者安装插件

的方式相 比，本发 明实施例具有极 大的灵活性和可配置性。使应用程序

具备 了桌面的能力和特性 ，如可以将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直接拖动到

应用程序 的某个程序界 面，后续在此应用程序 的这个程序界面中就会一

直显示这个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用户可以直接在此程序界 面即可点

击或触摸 图标激活第三方应用。如此 ，为终端用户在应用程序 中提供 了

更加方便 易用的虚拟桌面环境。



参 阅图 15 , 本发 明还提供 一种应 用程序 的操作 方 法 实施 例 ，所述方

法 包括 ：

步骤 1101 : 显 示代理应 用 的具有 桌面特 性 的程序 界 面 、与 当前最前

端应 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 方应 用 的启动标识 ；

参 阅图 16, 所述代理应 用 的程序界 面与其他应 用程序 一样 ，在屏幕

上进行显 示 ，比如 图中左边作 为文档 编辑 XXX 的代理工具条进行显 示 ；

在其程序 界 面 中，也显 示最前端应 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 用 的启动标识

1-4 , 比如显 示在屏 幕左 边 。所述 最前 端应 用程序 ，如 图 中右 边所示 的

文档 编辑 -XXX, 是 用户可 以直接 操 作 的应 用程序 ，一般 表 现 为在 屏 幕

中其程序 界 面处 于最前端 的应 用程序 。在代理工具条左 边上方可 以显 示

最前端应 用程序 的名 称 ，如 "文档 编辑 -XXX" , 下方则显 示相 关的第三

方应 用 的启动标识 。如翻译 、图片处理等 。另外代理应 用还 可 以执行 统

计应 用 的关联特 性 ，如 果代 理应 用 经过记 录和统计 ，应 用 A 和应 用 B 同

时使 用 的次数 频率超过一个预设 的 阔值 ，则在 最前端应 用程序 为应 用 A

时 ，同时在代理 工具条 上显 示应 用 B 的启动标识 。这样 可 以使 代理 更具

有 个性化 ，对 不 同的用户 ，由于使 用 习惯 的不 同，将 可 以呈现 不 同的推

荐 的第三 方应 用程序 。如 经代 理统计 ，用户在使 用浏 览器上 网时 ，一般

都启动音 乐播放 应 用 ，则代理 可 以在 最前端 的应 用程序 为浏 览器时 ，如

果 当前音 乐播放 应 用没有 启动 ，则在 工具条上显 示音 乐播放应 用 的启动

图标 。

步骤 1102: 在检 测到所述第三 方应 用 的启动标识被 点击后 ，启动 所

述第三方应 用 。

在 代 理应 用 的具有 桌 面特 性 的程 序 界 面 中检 测到 所 述 第 三 方应 用

的启动标识被 点击后 ，启动所述第三 方应 用 。

本 实施 例 ，区别于修 改应 用程序 以增加虚 拟 桌面特性 的方式 ，是提

供 一种通 过代理 来 实现应 用程序虚 拟 桌面化 的方案 ，同样 具有 能使程序

启动 更加 方便 、程序使 用 更加人 性化 的技 术效果 。同时 ，甚 至可 以使应

用程序 无 需做任何 改动 ，大大降低 成本 。所述代理在表现 形 式上可 以是

一个独 立 的工具条 ， 当然还 可 以是其他 窗 口形 式 ，本文 不作 限制。



参 阅图 17 , 本发 明应用程序 的操作 方法另一 实施例 包括 ：

步骤 1201 : 显示代理应用的具有 桌面特性的程序界 面、与 当前最前

端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 的启动标识 ；

步骤 1202: 获取 当前最前端应用程序 的程序信 息；

在获取 当前最前端应用程序 的程序信 息之后 ，根据 所述程序信 息获

取 当前最前端应用程序 的相 关应用上下文信 息和第三方应用信 息；

步骤 1203: 在所述代理应用的程序界 面中显示 当前最前端应用程序

的程序信 息；

步骤 1204: 在检 测到所述第三方应用 的启动标识被点击后 ，启动所

述第三方应用；

步骤 1205: 将所述相 关应用上下文信 息向第三方应用传递 。

本 实施例 中，同样具有 能使程序 启动更加方便 、程序使用更加人性

化 的技术效果 。同时，提供 了进行相 关应用上下文信 息传递的功能，使

第三方应用的使用更加 方便和快捷 。

参 阅图 18, 本发 明应用程序 的操作 方法另一 实施例 包括 ：

步骤 1301 : 显示代理应用的具有 桌面特性的程序界 面、与 当前最前

端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 的启动标识 ；

步骤 1302: 获取 当前最前端应用程序 的程序信 息；

通过与 当前最前端应 用程序之 间的通信机 制获得 当前最前端应 用

程序 的程序信 息，或通过 自行搜 索系统 中所安装 的应用信 息而获得 当前

最前端应用程序 的程序信 息。

步骤 1303: 在获取 当前最前端应用程序 的程序信 息之后 ，根据所述

程序信 息获取 当前最前端应 用程序 的相 关应 用上 下文信 息和第三方应

用信 息；

步骤 1304: 根据获取 的 当前最前端应用程序 的程序信 息判断是 否 当

前最前端应用程序发生改变；

步骤 1305: 若发生改变，在代理应用的程序界 面中将显示的第三方

应 用 的启动标识 更换 为与改变后 的 当前最前端应 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 方

应用的启动标识；



步骤 1306: 在检 测到所述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被点击后 ，启动所

述第三方应用。

本 实施例 中，同样具有 能使程序启动更加方便 、程序使用更加人性

化 的技术效果。同时，代理应用可以随 当前最前端应用程序 的改变而改

变其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的显示，使代理应用的程序界面一直显示与

当前最前端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

参 阅图 19 , 基 于本发 明精神 ，还提供一种信 息处理装置 实施例 ，所

述装置 包括：

程序界面显示单元 11 , 用于显示应用程序 的具有 桌面特性的程序界

面；所述程序界面具有 桌面特性 ，具备在程序界 面直接 启动其他第三方

应用的能力；

启动标识显示单元 12 , 用于显示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

的启动标识；可 以在应用程序启动后 ，显示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面的同时，

立即显示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或在预定条件

下显示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第三方应用启动单元 13 , 用于在检测到所述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被点击后 ，启动所述第三方应用。具体是在应用程序 的运行过程 中，若

用户点击 了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则直接启动

所述第三方应用 ，用户无需 离开 当前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无需切换到

系统桌面。

本 实施例具有 能使程序启动更加方便 、程序使用更加人性化 的技术

效果。

在另外的实施例 中，所述启动标识显示单元具体用于在所述应用程

序 的程序界面中显示与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当然，

在所述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之 外显示与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 的

启动标识也是可以的。

参 阅图 20, 本发 明信 息处理装置另一 实施例与前述第一个 实施例的

区别在于，包括 ：

第一检测单元 14, 用于检测预定条件是否被触发；



启动标识 隐藏单元 15 , 用于在检测到预定条件被触发前 ，在所述应

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中隐藏与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程序 关闭单元 16, 用于关闭所述另一应用程序及其程序界面、第三

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程序启动单元 17 , 用于在关闭所述另一应用程序及其程序界面、第

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后 ，启动又一应用程序 ；

其 中，启动标识显示单元 12 具体用于在检测到所述预定条件被触

发后 ，在所述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中显示与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

的启动标识；或者

所述启动标识显示单元 12 具体用于启动又一应用程序后 ，在作为

代理应用 的所述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 中显示与又一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

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

在另外的实施例 中，所述程序界面显示单元 11 具体用于显示应用

程序 的具有虚拟桌面特性的控件 窗 口；这种情况下，所述启动标识显示

单元 12 具体用于在控件 窗 口中显示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

的启动标 只。

本 实施例提供 了程序界 面具有虚拟桌面特性的应用程序各种类型 ，

还提供 了隐藏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的功能。

参 阅图 2 1 , 本发 明信 息处理装置另一 实施例与前述第一个 实施例的

区别在于，包括 ：

第二检测单元 18, 用于检 测是否有向所述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面中添

加另一第三方应用的操作指令 ；

启动标识添加单元 19, 用于在检测到指令 时，根据所述指令在应用

程序 的程序界面中添加并显示另一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程序信 息添加单元 20, 用于在检测到所述指令 时，根据所述指令将

另一第三方应用 的启动标识及其信 息添加 至应用程序储存 的第三方应

用链表 中；

上下文配置单元 2 1 , 用 于在检 测到所述指令 时，添加相 关上下文信

息配置 ；



程序信 息获取单元 22, 用于在检测到所述指令 时，获取应用程序 的

程序信 息，并保存在应用配置数据 中；其 中，所述第三方应用启动单元

13 具体用于根据所述另一第三方应用 的启动标识及其信 息启动另一第

三方应用；

上下文传递单元 23 , 用于在启动另一第三方应用后 ，根据所述应用

配置数据 中保存 的相 关上下文信 息配置 ，在所述应用程序和另一第三方

应用之 间传递相 关应用上下文信 息。

本 实施例提供添加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的功能，还提供进行相 关

上下文信 息配置 、传递的功能。

参 阅图 22, 本发 明信 息处理装置另一 实施例与前述第一个 实施例的

区别在于，包括 ：

第三检测单元 24 , 用于检 测是否存在向所述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中

删除另一第三方应用的操作指令 ；

启动标识删除单元 25 , 用于根据第三检 测单元 24 检测到的所述指

令在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中删除另一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并删除其

信 息。

参 阅图 23 , 本发 明信 息处理装置另一 实施例与前述第一个 实施例的

区别在于，包括 ：

用户信 息获取单元 26 , 用于在显示与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

启动标识之前 ，获取用户信 息；

上下文信 息接收单元 27 , 用于在显示与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

的启动标识之前 ，接收 由所述应用程序发送来的相 关上下文信 息；

启动标识确定单元 28 , 用于才艮据所述相 关上下文信 息和用户信 息确

定应用程序可以显示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其 中，所述启动标识显

示单元 12 具体用于根据所述可以显示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而控制

关联应用程序显示可以显示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第三方应用安装单元 29, 用于在检测到所述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被点击后安装第三方应用 ，并在安装完毕后使第三方应用启动单元 13

启动所述第三方应用。



本 实施例提供控制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显示的功能，只有相应 的

用户才能显示；另外还提供程序安装的功能。

参 阅图 24, 基 于本发 明精神 ，还 提供一种在应用程序 中生成程序界

面的装置 实施例 ，所述装置 包括：

应用程序启动单元 30, 用于在接收到启动应用程序 的指令后 ，启动

所述应用程序 ；

程序界面显示单元 3 1 , 用于在启动所述应用程序 时，显示所述应用

程序 的具有 桌面特性的程序界 面；

启动标识显示单元 32, 用于在启动所述应用程序 时，显示与所述应

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

本 实施例 ，如前述 ，同样具有 能使程序启动更加方便 、程序使用更

加人性化 的技术效果。

其 中，所述启动标识显示单元具体用于在所述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面

中显示与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还 可 以用于在作为代

理应用 的所述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中显示与另一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

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

其 中，程序界面显示单元具体用于显示应用程序 的具有虚拟桌面特

性的控件 窗 口；在这种情况下，所述启动标识显示单元具体用于在所述

控件 窗 口中显示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

参 阅图 2 5 , 基 于本发 明精神 ，还提供一种程序启动装置 实施例 ，所

述装置 包括：

点击动作检测单元 33 , 用于检测是否存在应用程序 的具有 桌面特性

的程序界 面中的点击动作 ；

第三方应用确定单元 34 , 用于根据所述点击确定程序界 面中与所述

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

第三方应用启动单元 3 5 , 用于启动所述确定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

识所对应 的第三方应用 。

本 实施例 ，如前述 ，同样具有 能使程序启动更加方便 、程序使用更

加人性化 的技术效果。



参 阅图 2 6 , 基 于本发 明精神 ，还提供一种程序生成装置 实施例 ，包

括：

功能模块制作单元 36 , 用于制作应用程序功能模块；

界面模块制作单元 37 , 用于制作显示功能模块处理 内容的至少一界

面模块；

其 中，在制作所述至少一界面模块时，所述至少一界面模块对应 的

窗 口界面由具有 桌面特性的类继承 而得到，以使得运行时窗 口界 面能够

显示与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并在所述启动标识被点

击后 能够启动所述第三方应用 。

釆用上述程序生成装置 实施例制作得到的应用程序 ，具有 能使程序

启动更加方便 、程序使用更加人性化 的技术效果。

参 阅图 2 7 , 基 于本发 明精神 ，还提供一种信 息处理装置 实施例 ，所

述装置 包括：

程序界面显示单元 3 8 , 用于显示代理应用的具有 桌面特性的程序界

面；

启动标识显示单元 39 , 用于显示与 当前最前端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

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第三方应用启动单元 40, 用于在检测到所述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被点击后 ，启动所述第三方应用。

所述代理应用 的程序界 面与其他应用程序一样 ，在屏幕上进行显

示，在其程序界面中，也显示最前端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

标识 。所述最前端应用程序 ，是用户可以直接操作 的应用程序 ，一般表

现为在屏幕 中其程序界 面处于最前端的应用程序 。

本 实施例釆用代理应用的方式，同样具有 能使程序启动更加方便 、

程序使用更加人性化 的技术效果。

参 阅图 28, 本发 明信 息处理装置另一 实施例与前述 实施例的区别在

于，包括 ：

程序信 息显示单元 ，用于在显示所述代理应用的具有 桌面特性的程

序界面之后 ，获取 当前最前端应用程序 的程序信 息，并在所述代理应用



的程序界 面中显示 当前最前端应用程序 的程序信 息；

上下文信 息获取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程序信 息获取 当前最前端应用

程序 的相 关应用上下文信 息；

应用信 息获取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程序信 息获取第三方应用信 息；

上下文传递单元 ，用于在启动所述第三方应用之后 ，将所述相 关应

用上下文信 息向第三方应用传递；

程序切换判断单元 ，用于根据获取 的当前最前端应用程序 的程序信

息判断是否 当前最前端应用程序发生改变；

标识显示改变单元 ，用于在发生改变时，在代理应用的程序界面中

将显示的第三方应用 的启动标识 更换 为与改变后 的 当前最前端应用程

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

本 实施 例提供在所述代理应用 的具有 桌面特性 的程序界 面中显 示

程序信 息的功能，还提供相 关应用上下文信 息传递的功能、当前最前端

应用程序切换后所述代理应用程序界 面如何刷新 的功能。

可 以理解 ，基 于本发 明精神 ，可以有 更多实施例；上述各个 实施例 、

各个步骤 、单元之 间也可以相互合理组合得到新 的实施例；上述各个单

元 可 以在 能够实现共 同 目的的前提下任意合并、改变隶属关系、拆分 、

组合 ，本发 明实施例不作 限定。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还 可 以理解 ，实现上述方法实施例 中的全部或

部分步骤是可以通过程序来指令相 关的硬件来完成 ，所述的程序可以存

储于一计算机可读取存储介质 中，该程序在执行 时，包括上述任何一个

方法实施例的步骤 ，比如 包括如下步骤 ：显示应用程序 的具有 桌面特性

的程序界 面及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在检测到

所述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被点击后 ，启动所述第三方应用。所述的存

储介质 ，可以是 ：ROM / RAM 、磁碟 、固态硬盘 、存储卡 、U 盘或光

盘等。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 明的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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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种应用程序 的操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显示应 用程序 的具有 桌面特性 的程序界 面及 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在检测到所述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被点击后 ，启动所述第三方应

用。

2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显 示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及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

用的启动标识的步骤 包括：

在启动所述应用程序后 ，显示所述应用程序 的具有 桌面特性的程序

界面及所述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

3 .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显示与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的步骤 包括 ：

在所述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中显示与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 用

的启动标 只。

4 .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在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中显示与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 用

的启动标识的步骤 包括 ：

在所述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面中，与所述程序界面一起显示与应用程

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

5 .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在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中显示与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 用

的启动标识的步骤 包括 ：

在检测到预定条件被触发前 ，在所述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中隐藏与

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在检测到所述预定条件被触发

后 ，在所述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面中显示与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

启动标识 。

6 .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检测到预定条件被触发 的步骤 包括 ：

检 测到所述应 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中任 意 两个 的触摸 点被 同时触按

超过预设 时间；

所述在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中显示与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 用

的启动标识的步骤 包括 ：

检 测到所述应 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中任 意 两个 的触摸 点被 同时触按

超过预设 时间后 ，在应用程序 内激活显示预设 的虚拟桌面组件 ，并在所

述虚拟桌面组件 中显示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

7 .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显示与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的步骤 包括 ：

在作 为代理应 用 的所述应 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 中显示与另一应用程

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

8 .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启动所述应用程序 ，并显示所述应用程序 的具有 桌面特性的程序

界面、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的步骤之后 ，包括：

关闭所述另一应用程序及其程序界面、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

启动又一应用程序 ，并在作为代理应用的所述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面

中显示与又一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

9 .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显 示应用程序 的具有 桌面特性 的程序界 面及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的步骤 包括：

显示应用程序 的具有虚拟桌面特性的控件 窗 口，并在控件 窗 口中显

示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

10.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启动所述应用程序 ，并显示所述应用程序 的具有 桌面特性的程序

界面、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的步骤之后 ，包括：

检 测到 向所述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中添加 另一第三方应 用 的启动

标识的操作指令 ；

根据 所述指令在应 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 中添加 并显示另一第三方应



用的启动标识 。

11.根据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检 测到向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中添加 另一第三方应 用 的操作

指令 的步骤之后 包括：

根据 所述指令将 另一第三方应 用 的启动标识及其信 息添加 至应 用

程序储存 的第三方应用链表 中，添加相 关上下文信 息配置，获取应用程

序 的程序信 息，并保存在应用配置数据 中。

12.根据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启动第三方应用的步骤 包括：

根据 所述另一第三方应用 的启动标识及其信 息启动 另一第三方应

用 ，并根据所述应用配置数据 中保存 的相 关上下文信 息配置，在所述应

用程序和另一第三方应用之 间传递相 关应用上下文信 息。

13.根据权利要求 1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在应用程序和 另一第三方应用之 间传递相 关应 用上 下文信 息

的步骤 包括：

将所述应用程序 的当前处理文件 的属性信 息、选择拷 贝内容或窗 口

显示 内容作为相 关应用上下文信 息传递至另一第三方应用。

14.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启动所述应用程序 ，并显示所述应用程序 的具有 桌面特性的程序

界面、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的步骤之后 ，包括：

检 测到 向所述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中删 除另一第三方应 用 的操作

指令 ；

根据 所述指令在应 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 中删 除另一第三方应用 的启

动标识 ，并删除其信 息。

15.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显 示与所述应 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 的启动标识 的步骤 包

括：

显示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使用频率最多的预定数量第三方应用

的启动标 只。



16.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显 示与所述应 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 的启动标识 的步骤 包

括：

显示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使用频率在预定阔值之上的第三方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

17.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显 示与所述应 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 的启动标识 的步骤 包

括：

在应用程序 的具有 桌面特性的程序界 面侧边、顶部或底部显示与所

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

18.根据权利要求 17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在应用程序 的具有 桌面特性的程序界面侧边、顶部或底部显示

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的步骤 包括：

在应用程序 的具有 桌面特性的程序界 面侧边、顶部或底部 的菜单栏

或工具栏显示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

19.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显示应用程序 的具有 桌面特性的程序界面的步骤 包括：显示应

用程序 的具有虚拟桌面特性的程序界 面。

20.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显示应用程序 的具有 桌面特性的程序界面的步骤之后 、显示与

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的步骤之前 ，包括 ：

检测到向所述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面中添加第三方应用的操作指令 ；

所述检 测到向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中添加 第三方应 用 的操作指令

的步骤之后 包括 ：

根据 所述指令将第三方应 用 的启动标识及其信 息添加 至应用程序

储存 的第三方应用链表 中，添加相 关上下文信 息配置，获取应用程序 的

程序信 息，并保存在应用配置数据 中。

2 1.根据权利要求 20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启动第三方应用的步骤 包括：

根据所述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及其信 息启动第三方应用 ，并根据

所述应用配置数据 中保存 的相 关上下文信 息配置，在所述应用程序和第

三方应用之 间传递相 关应用上下文信 息。

22.根据权利要求 2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在应用程序和第三方应用之 间传 递相 关应用上 下文信 息的步

骤 包括：

将所述应用程序 的当前处理文件 的属性信 息、选择拷 贝内容或窗 口

显示 内容作为相 关应用上下文信 息传递至第三方应用。

23.根据权利要求 2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在应用程序和第三方应用之 间传 递相 关应用上 下文信 息的步

骤之前 包括：

使代理应用获得所述应用程序 的程序信 息；

根据 所述应用程序 的程序信 息获取应 用程序 的相 关应用上下文信

息和第三方应用信 息；

所述在应用程序和第三方应用之 间传 递相 关应用上 下文信 息的步

骤 包括：

使 所述代理应 用根据 第三方应 用信 息向第三方应用提供应用程序

的相 关上下文信 息。

24.根据权利要求 2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使代理应 用根据 第三方应 用信 息向第三方应用提供应用程序

的相 关上下文信 息的步骤 包括 ：

使 所述代理应 用根据 第三方应 用信 息及第三方应用 的请 求向第三

方应用提供应用程序 的相 关上下文信 息。

25.根据权利要求 2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使代理应用获得所述应用程序 的程序信 息的步骤 包括：

使代理应用获得所述应用程序 的程序信 息及用户信 息；

所述在应用程序和第三方应用之 间传 递相 关应用上 下文信 息的步

骤 包括 ：



使 所述代理应 用根据 第三方应 用信 息向第三方应用提供应用程序

的相 关上下文信 息和用户信 息。

26.根据权利要求 2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使代理应 用获得 所述应用程序 的程序信 息及用户信 息的步骤

包括：

使代理应用获得所述应用程序 的程序信 息及用户信 息，所述用户信

息从应用程序 、系统或 网络处获取 。

27.根据权利要求 2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使代理应用获得所述应用程序 的程序信 息的步骤 包括：

使代理应用通过与应用程序之 间的通信机制获得应 用程序 的程序

信 息，或通过 自行搜 索系统 中所安装的应用信 息而获得应用程序 的程序

信 息。

28.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显示与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的步骤之前 ，包

括：

获取用户信 息，并接收 由所述应用程序发送来的相 关上下文信 息；

根据 所述相 关上下文信 息和用户信 息确定应 用程序 可 以显 示的第

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所述显示与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的步骤 包括 ：

根据 所述可 以显示 的第三方应 用 的启动标识 而控制 关联应用程序

显示可以显示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

29.根据权利要求 28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在检 测到所述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被点击后 、启动所述第三

方应用的步骤 包括：

在检测到所述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被点击后安装第三方应用；

在安装完毕后启动所述第三方应用。

30.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启动第三方应用的步骤之后 包括 ：

将所述应用程序 中显示或选 中的内容复制至 系统的剪贴板 中，以 待



所述第三方应用进行粘贴输入 。

3 1.—种在应用程序 中生成程序界 面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在接收到启动应用程序 的指令后 ，启动所述应用程序 ；

在启动所述应用程序 时，显示所述应用程序 的具有 桌面特性的程序

界面及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

32. 根据权利要求 3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显示与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的步骤 包括 ：

在所述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中显示与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 用

的启动标 只。

33. 根据权利要求 3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显示与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的步骤 包括 ：

在作 为代理应 用 的所述应 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 中显示与另一应用程

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

34. 根据权利要求 3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显 示应用程序 的具有 桌面特性 的程序界 面及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的步骤 包括：

显示应用程序 的具有虚拟桌面特性的控件 窗 口，并在控件 窗 口中显

示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

35. —种程序启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

检测到在应用程序 的具有 桌面特性的程序界面中的点击动作 ；

根据 所述点击确定程序界 面中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 用

的启动标 只；

启动所述确定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所对应 的第三方应用。

36. 根据权利要求 3 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检 测到在应用程序 的具有 桌面特性 的程序界 面 中的点击动作

的步骤之前 ，包括：

检测到向所述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面中添加第三方应用的操作指令 ；

根据 所述指令将第三方应 用 的启动标识及其信 息添加 至应用程序

储存 的第三方应用链表 中，添加相 关上下文信 息配置，获取应用程序的



程序信息，并保存在应用配置数据中。

37.根据权利要求 3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启动第三方应用的步骤包括：

根据所述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及其信息启动第三方应用，并根据

所述应用配置数据中保存的相关上下文信息配置，在所述应用程序和第

三方应用之间传递相关应用上下文信息。

38.根据权利要求 3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启动第三方应用的步骤之后包括：

将所述应用程序中显示或选中的内容复制至系统的剪贴板中，以待

所述第三方应用进行粘贴输入。

39.—种程序生成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制作应用程序功能模块和显示功能模块处理内容的至少一界面模

块；
其中，在制作所述至少一界面模块时，所述至少一界面模块对应的

窗口界面由具有桌面特性的类继承而得到，以使得运行时窗口界面能够

显示与应用程序关联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并在所述启动标识被点

击后能够启动所述第三方应用。

40.根据权利要求 39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至少一界面模块对应的窗口界面由具有虚拟桌面特性的类继

承而得到。

4 1.根据权利要求 39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由具有虚拟桌面特性的类继承的步骤包括：

由具有虚拟桌面特性的类继承相应窗口界面的属性，所述继承的属

性包括：

容纳应用标识的区域信息 vDesktopArea, 用于限定当前程序界面中

可以添加和显示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的区或；

应用信息列表 appList, 用于存放要显示的第三方应用的列表；

应用上下文信息 contextlnfo , 用于存放当前应用程序的上下文信息，

以及 所述应用程序与第三方应用的上下文传递的配置信息。



42.根据权利要求 39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由具有虚拟桌面特性的类继承的步骤包括：

由具有虚拟桌面特性的类继承相应窗口界面的方法，所述继承的方

法包括：

显示应用标识图标 showAppIcon, 用于将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显

示在程序界面上；

启动应用程序 startApp, 用于启动第三方应用。

43.—种应用程序的操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显示代理应用的具有桌面特性的程序界面、与当前最前端应用程序

关联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在检测到所述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被点击后，启动所述第三方应

用。

44.根据权利要求 4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显示代理应用的具有桌面特性的程序界面的步骤之后，包括：

获取当前最前端应用程序的程序信息；

所述获取当前最前端应用程序的程序信息的步骤之后，包括：

在所述代理应用的程序界面中显示当前最前端应用程序的程序信

息。

45.根据权利要求 44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获取当前最前端应用程序的程序信息的步骤之后，包括：

根据所述程序信息获取 当前最前端应用程序的相关应用上下文信

息和第三方应用信息；

所述启动第三方应用的步骤之后，包括：

将所述相关应用上下文信息向第三方应用传递。

46.根据权利要求 44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获取当前最前端应用程序的程序信息的步骤之后包括：

根据获取的当前最前端应用程序的程序信息判断是否当前最前端

应用程序发生改变；



若发生改变，在代理应用的程序界面中将显示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

标识 更换 为与改变后 的 当前最前端应 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 的启动

标识 。

47. 根据权利要求 44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获取 当前最前端应用程序 的程序信 息的步骤 包括：

通过与 当前最前端应用程序之 间的通信机制获得 当前最前端应 用

程序 的程序信 息，或通过 自行搜 索系统 中所安装的应用信 息而获得 当前

最前端应用程序 的程序信 息。

48. —种信 息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

程序界 面显示单元 ，用于显示应用程序 的具有 桌面特性 的程序界

面；

启动标识显示单元 ，用于显示与所述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

启动标识 ；

第三方应用启动单元 ，用于在检 测到所述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被

点击后 ，启动所述第三方应用 。

49. 根据权利要求 4 8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启动标识显示单元具体用 于在所述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中显

示与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

50.根据权利要求 4 9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 包括：

第一检测单元 ，用于检 测预定条件是否被触发 ；

启动标识 隐藏单元 ，用于在检测到预定条件被触发前 ，在所述应用

程序 的程序界面中隐藏与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其 中，启动标识显 示单元具体 用于在检 测到所述预 定条件被触发

后 ，在所述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面中显示与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

启动标识 。

5 1.根据权利要求 4 8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

的程序界 面中显示与另一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

52.根据权利要求 5 1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 包括：



程序 关闭单元 ，用于关闭所述另一应用程序及其程序界 面、第三方

应用的启动标识 ；

程序启动单元 ，用于在关闭所述另一应用程序及其程序界面、第三

方应用的启动标识后 ，启动又一应用程序 ；

其 中，所述启动标识显示单元具体用于启动又一应用程序后 ，在作

为代理应用 的所述应 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中显示与又一应用程序 关联 的

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

53.根据权利要求 4 8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程序界 面显示单元具体用 于显示应用程序 的具有虚 拟 桌面特

性的控件 窗 口；

所述启动标识显示单元具体用 于在控件 窗 口中显示与所述应用程

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

54.根据权利要求 4 8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 包括：

第二检测单元 ，用于检测是否有 向所述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面中添加

另一第三方应用的操作指令 ；

启动标识添加单元 ，用于在所述第二检 测单元检 测到指令 时，根据

所述指令在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中添加 并显示另一第三方应用 的启动

标识 。

55.根据权利要求 54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 包括：

程序信 息添加单元 ，用于在检测到所述指令 时，根据所述指令将另

一第三方应 用 的启动标识及其信 息添加 至应用程序储存 的第三方应 用

链表 中；

上下文配置单元 ，用于在检测到所述指令 时，添加相 关上下文信 息

配置；

程序信 息获取单元 ，用于在检测到所述指令 时，获取应用程序 的程

序信 息，并保存在应用配置数据 中。

56.根据权利要求 55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三方应 用启动单元具体 用于根据 所述 另一第三方应用 的启

动标识及其信 息启动另一第三方应用；



所述装置 包括：上下文传递单元 ，用于在启动另一第三方应用后 ，

根据所述应用配置数据 中保存 的相 关上下文信 息配置，在所述应用程序

和另一第三方应用之 间传递相 关应用上下文信 息。

57.根据权利要求 4 8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 包括：

第三检测单元 ，用于检测是否存在向所述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面中删

除另一第三方应用的操作指令 ；

启动标识删除单元 ，用于根据第三检测单元检测到的所述指令在应

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中删除另一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并删除其信 息。

58.根据权利要求 4 8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 包括：

用户信 息获取单元 ，用于在显示与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

动标识之前 ，获取用户信 息；

上下文信 息接收单元 ，用于在显示与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

启动标识之前 ，接收由所述应用程序发送来的相 关上下文信 息；

启动标识确定单元 ，用于才艮据所述相 关上下文信 息和用户信 息确定

应用程序可以显示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其 中，所述启动标识显示单元具体用于根据所述可以显示的第三方

应用 的启动标识 而控 制 关联应 用程序显示可 以显 示的第三方应用 的启

动标识 。

59.根据权利要求 58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 包括：

第三方应用安装单元 ，用于在检 测到所述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被

点击后安装第三方应用 ，并在安装完毕后使第三方应用启动单元启动所

述第三方应用。

60. —种在应用程序 中生成程序界 面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包括：

应用程序启动单元 ，用于在接收到启动应用程序 的指令后 ，启动所

述应用程序 ；

程序界面显示单元 ，用于在启动所述应用程序 时，显示所述应用程

序 的具有 桌面特性的程序界面；

启动标识显示单元 ，用于在启动所述应用程序 时，显示与所述应用

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6 1.根据权利要求 60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启动标识显示单元具体用 于在所述应用程序 的程序界 面中显

示与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

62.根据权利要求 6 1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启动标识显示单元具体在作 为代理应用 的所述应用程序 的程

序界面中显示与另一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

63.根据权利要求 6 1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

程序界 面显示单元具体用 于显 示应用程序 的具有虚 拟 桌面特性 的

控件 窗 口；

所述启动标识显示单元具体用 于在所述控件 窗 口中显示与所述应

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

64.—种程序启动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

点击动作检测单元 ，用于检测是否存在应用程序 的具有 桌面特性的

程序界面中的点击动作 ；

第三方应用确定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点击确定程序界面中与所述应

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

第三方应用启动单元 ，用于启动所述确定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所对应 的第三方应用。

65.—种程序生成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

功能模块制作单元 ，用于制作应用程序功能模块；

界面模块制作单元 ，用于制作显示功能模块处理 内容的至少一界面

模块；

其 中，在制作所述至少一界面模块时，所述至少一界面模块对应 的

窗 口界面由具有 桌面特性的类继承 而得到，以使得运行时窗 口界 面能够

显示与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并在所述启动标识被点

击后 能够启动所述第三方应用 。

66.—种信 息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

程序界 面显示单元 ，用于显示代理应 用 的具有 桌面特性 的程序界

面 ；



启动标识显示单元 ，用于显示与 当前最前端应用程序 关联 的第三方

应用的启动标识 ；

第三方应用启动单元 ，用于在检 测到所述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被

点击后 ，启动所述第三方应用 。

67. 根据权利要求 66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 包括：

程序信 息显示单元 ，用于在显示所述代理应用的具有 桌面特性的程

序界面之后 ，获取 当前最前端应用程序 的程序信 息，并在所述代理应用

的程序界 面中显示 当前最前端应用程序 的程序信 息。

68. 根据权利要求 67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 包括：

上下文信 息获取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程序信 息获取 当前最前端应用

程序 的相 关应用上下文信 息；

应用信 息获取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程序信 息获取第三方应用信 息；

上下文传递单元 ，用于在启动所述第三方应用之后 ，将所述相 关应

用上下文信 息向第三方应用传递。

69. 根据权利要求 67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 包括：

程序切换判断单元 ，用于根据获取 的当前最前端应用程序 的程序信

息判断是否 当前最前端应用程序发生改变；

标识显示改变单元 ，用于在发生改变时，在代理应用的程序界面中

将显示的第三方应用 的启动标识 更换 为与改变后 的 当前最前端应用程

序 关联 的第三方应用的启动标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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