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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保护设备中存储的数据的方法，一种数据保护方法，包括：所述设

备 自动获取用户的指紋信息；判断所获取的设备的当前用户的指紋信息与所述设备中预设

的注册用户指紋信息是否相同；如果判断的结果是相同，调用私密数据，否则，调用非私

密数据。本发明还公开了相应的设备。通过本发明，可以更隐秘地保护用户的私密数据，

使私密数据更加安全。



保护设备 中存储的数据的方法和相应的设备

本申请要求在 2010 年 11 月 17 日提交中国专利局、申请号为 201010547532.9 、发明名

称为"保护设备 中存储的数据的方法和相应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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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涉及数据安全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保护设备 中存储 的数据 的方法和相应 的

设备 。

背景技术

如今通过生物识别技术来保护私 密数据 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例如利用指紋识别技术

来保护手机 、个人数字助理 （PDA,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 等终端设备 中的私 密数据 。

用户将 自己的指紋信 息录入手机 、PDA 等终端设备 中，从 而在该设备 中注册为注册用户 ，

进 而对 某些程序或数据设置访 问权 限，设置 了访 问权 限的程序或数据为私 密数据 ，相应地 ，

未设置访 问权 限的程序或数据为非私 密数据 。例如对通讯录、短信 息、通讯记录、日程表 、

邮件 、图片、视频、音频、文件管理器、浏览器的历史记录等设置访 问权 限，使非注册用

户无法访 问设置访 问权 限的数据 。

本 申请发 明人发现 ，现有技术在用户设置 了私 密数据后再进行访 问时，都会提示用户

输入指紋信 息，这导致使 用该设备 的非注册用户会 清楚地知 晓该设备 釆用 了指紋识别技

术 ，也就是说该设备 中很有可能存有注册用户的私 密数据 ，因此 ，现有技术利用指紋识别

技术来保护手机 、PDA 等终端设备 中的私 密数据 的方法不够 隐蔽，轻 易地暴露 了设备 中存

在私 密数据 的事实，降低 了所要保护的私 密数据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

发 明内容

本 申请 的实施方式公开 了一种数据保护方法，用以在利用指紋识别技术保护终端设备

中的私 密数据 时，提 高所要保护的私 密数据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

本 申请 的实施方式公开一种数据保护方法，所述方法 包括：

所述设备 自动获取设备 的 当前用户的指紋信 息；

判断所获取 的 当前用户指紋信 息与所述设备 中预设 的注册用户指紋信 息是否相 同；

如果判断的结果是相 同，调用所述设备 中存储的私 密数据 ，否则 ，调用所述设备 中存

储 的非私 密数据 。

本 申请 的实施方式还公开一种设备 ，包括：



指紋读取模块， 自动获取设备的当前用户的指紋信息；

识别模块，将所获取的当前用户的指紋信息与所述设备预设的注册用户指紋信息进行

匹酉己；以及

数据调用模块，如果所述识别模块识别的结果是相 同，则调用所述设备 中存储的私密

数据 ，否则，调用所述设备 中存储的非私密数据。

本 申请的实施方式公开的保护设备 中存储的数据的方法和相应的设备 ，当设备的当前

用户访 问设备 中预设的应用程序时，该设备 自动获取 当前用户的指紋信息，并将获取到的

指紋信息与 自身存储的注册用户指紋信息进行 匹配，如果相 同，则调用私密数据 ，如果不

同，则调用非私密数据 ，由于在上述过程 中，设备未向访 问预设应用程序的当前用户发 出

任何输入指紋信息的提示，从而，当前用户不会意识到 自己的指紋信息已经被获取 ，而且

当前用户仍然可 以正 常使用所选择的应用程序。设备所进行的所有动作 ，包括：获取设备

的当前用户指紋信息、将该指紋信息与注册用户指紋信息进行 匹配、根据 匹配结果调用相

应的数据 ，都是在 当前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进行的，并且不会影响所触发的应用程序的

功能，因此用户不会意识到该设备 已经设定 了指紋识别功能来保护私密数据。这样 ，可以

更加 隐秘地保护注册用户的所要保护的私密数据 ，增加 了私密数据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附图说明

图 1 示出本 申请一个实施方式的设备 100;

图 2 示出本 申请另一个实施方式的设备 200;

图 3 示出本 申请一个实施方式的保护设备 中存储的数据的方法 3000; 以及

图 4 示出本 申请另一个实施方式的保护设备 中存储的数据的方法 4000 。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将结合本 申请实施方式中的附图，对本 申请实施方式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描述。

本 申请所提及的设备可以应用现有技术中录入注册用户指紋信 息的方法进行用户注

册。例如，用户首先录入一个或多个指紋，然后再次录入指紋，并与之前录入的一个或多

个指紋进行 匹配 ，如果相 同则记录所录入的一个或多个指紋，注册成功；否则重新录入指

紋。用户将指紋信息注册到设备 中的方法属于现有技术，因此不再赘述。

以下描述的设备 已经完成 了用户注册的过程 ，即设备 中已经存储有注册用户指紋信

息，并且 已经设定 了需要保护的私密数据与相应的应用程序。

图 1 示出本 申请一个实施方式的设备 100 的示意图。如图 1 所示，设备 100 包括指紋

读取模块 10、识别模块 20 和数据调用模块 30。



在该实施方式中，指紋读取模块 10 可 自动获取设备 的当前用户指紋信 息。识别模块

20 可对所获取的当前用户的指紋信 息与设备 100 中存储的注册用户指紋信 息进行 匹配 ，如

果两种指紋相 同，则确定 当前用户为注册用户，如果不同，则确定 当前用户为非注册用户。

当当前用户被确定为注册用户时，数据调用模块 30 调用设备 中存储的私密数据 ，当当前

用户被确定为非注册用户时，数据调用模块 30 调用设备 中存储的非私密数据 。较佳地 ，

当当前用户被确定为注册用户时，数据调用模块 30 还可以调用设备 中存储的非私密数据 。

以下 以手机为例进行说 明。假定注册用户将联 系人 X 的通信方式设定为私密数据 ，并

将 "通讯录" 应用程序设定为预设 的保护应用程序 。

在本 申请的一个实施方式中，指紋读取模块 10 可以实时地 自动获取手机的当前用户

指紋信 息。例如 ，在第一用户触摸该手机的触摸展时，指紋读取模块 10 自动获取第一用

户按压在触摸屏上的指紋信 息，识别模块 20 对所获取的第一用户的指紋信 息与设备 100

中存储的注册用户指紋信 息进行 匹配，如果匹配结果相 同，则将第一用户确定为注册用户。

然后数据调用模块 30 调用手机 中存储的私密数据 ，即调用联 系人 X 的通信方式；或者调

用手机 中存储的非私密数据 。此时，如果第二用户使用该手机 ，指紋读取模块 10 自动获

取第二用户按压在手机触摸展上的指紋信 息。识别模块 20 对所获取的第二用户的指紋信

息与设备 100 中存储的注册用户指紋信 息进行 匹配，如果匹配结果不相 同，则将第二用户

确定为非注册用户。数据调用模块 30 调用手机 中存储的非私密数据 ，即非注册用户无法

看到注册用户设定的私密数据 。

图 2 示出了本 申请另一个实施方式的设备 200。如 图 2 所示，在本 申请的另一个实施

方式中，设备 200 还可 包括应用程序调用模块 40, 用于接收设备 的当前用户输入以触发设

备 200 中预设 的应用程序 。指紋读取模块 10 可在设备 的用户触发预设 的应用程序时， 自

动获取触发该应用程序的当前用户指紋信 息。当当前用户被识别模块 20 确定为注册用户

时，数据调用模块 30 通过该应用程序调用设备 中存储的、与该应用程序对应的私密数据 ，

当当前用户被识别模块 20 确定为非注册用户时，数据调用模块 30 通过该应用程序调用设

备 中存储的、与该应用程序对应的非私密数据 。

设备 200 可以是需要保护私密数据并设置有指紋识别装置的任何设备 ，例如手机 、PDA

等。应用程序调用模块 40 可 以 包括覆盖在设备 200 的机体上的触摸展液晶显示器 （LCD,

Liquid Crystal Display )。指紋读取模块 10 可 以是透明的薄膜场效应 晶体管 （TFT, Thin Film

Transistor ) ( 包括传感器 TFT 和开关 TFT )并且设置在触摸展 LCD 上。在一个实施方式中，

用户可以通过指紋读取模块 10 看见触摸展 LCD 上的显示。现有技术中指紋读取模块 10

与 LCD 相结合的技术均可直接用于本 申请 ，不再赘述。

作为一种选择 ，当联 系人 X 的通信方式被设定为私密数据时，联 系人 X 的相关信 息都

自动设定为私密数据 ，与联 系人 X 的相关信 息对应的应用程序也均 自动设定为预设 的保护



应用程序 ，比如设备将短信 息中联 系人 X 的相 关信 息 自动设定为私 密数据 ，并将短信 息应

用程序 自动设定为预设 的保护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调用模块 4 0 接 收 当前用户通过手指按

压触摸展来触发通讯录应用程序 ，指紋读取模块 10 自动获取该 当前用户的指紋信 息，识

别模块 2 0 将所获取指紋信 息与设备 10 0 中存储 的注册用户指紋信 息进行 匹配，如果两种

指紋相 同，则确定该 当前用户为注册用户 ，数据调用模块 3 0 通过通讯录应用程序调用存

储在设备 中的联 系人 X 的联 系方式，或者数据调用模块 3 0 通过通讯录应用程序调用存储

在手机 中的非私 密数据 ；如果不同，则确定该 当前用户为非注册用户 ，数据调用模块 3 0

通过通讯录应用程序调用存储在手机 中的非私 密数据 ，即非注册用户无法看到联 系人 X 的

联 系方式。

本 实施方式的设备 不会 向非注册用户发 出任何输入指紋信 息的提示，即使在设备 的 当

前用户触发预设 的应用程序 时，设备也不会 向非注册用户发 出任何提示。指紋读取模块 10

会 自动地获取设备 的 当前用户的指紋信 息，也就是说该 当前用户不会意识到 自己的指紋信

息 已经被获取 ，而且 当前用户仍然可 以正 常使用所选择 的应用程序 。设备所进行 的所有动

作 ，包括：获取设备 的 当前用户指紋信 息、将该指紋信 息与注册用户指紋信 息进行 匹配、

根据 匹配结果调用相应 的数据 ，都是在设备 的当前用户毫无察 觉的情况下 "默默，，地进行

的，并且不会影响所触发 的应用程序 的功能，因此非注册用户不会意识到该手机 已经设定

了指紋识别功能来保护私 密数据 。这样可以更加 隐秘地保护注册用户的所要保护的私 密数

据 ，增加 了安全性和可靠性 ，并且不会 降低非注册用户的用户体验 。

在本 申请 的另一个实施方式中，私 密数据和非私 密数据可选择地存储在 不同的数据库

中。如 图 2 所示，设备 200 还可 包括第一数据库 5 1 和第二数据库 52 , 分别用于存储私 密

数据和非私 密数据 。例如 ，当调用预设 的应用程序 的 当前用户被确定为注册用户时，数据

调用模块 3 0 通过该应用程序调用第一数据库 5 1 中存储 的私 密数据 ，当该 当前用户被确定

为非注册用户时，数据调用模块 3 0 通过该应用程序调用第二数据库 52 中的非私 密数据 。

例如 ，上述示例 中联 系人 X 的联 系方式可存储在第一数据库 5 1 中，当识别模块 2 0 确定该

当前用户为注册用户时，数据调用模块 3 0 通过通讯录应用程序调用第一数据库 5 1 中存储

的联 系人 X 的联 系方式；或者数据调用模块 3 0 通过通讯录应用程序调用第二数据库 52 中

的非私 密数据 。

本 实施方式中注册用户的数据与非注册用户的数据分别存储在第一数据库 5 1 和第二

数据库 52 中，也就是说在本 实施方式中，设备 200 根据 不同的用户提供 不同的数据 ，并

不是在一个数据库 中隐藏或屏 蔽私 密数据 。因此 ，与现有技术相 比，本 实施方式的设备增

加 了私 密数据 的安全性 ，并具有智能性 。

作为一种选择 ，在上述的设备 200 中，当指紋读取模块 10 在设备 的 当前用户触发预

设 的应用程序 时无法获取触发该应用程序 的 当前用户指紋信 息时，识别模块 2 0 将该 当前



用户确定为非注册用户。例如 当用户使用除手指之外的其他物体触发预设 的应用程序 时，

例如在上述示例 中，当前用户通过手写笔点击手机 的触摸展来触发通讯录应用程序 时，指

紋读取模块 10 无法获得该 当前用户的指紋信 息，此时识别模块 20 将该用户确定为非注册

用户 ，数据调用模块 30 通过通讯录应用程序调用非私 密数据 。例如 ，在设备 200 中数据

调用模块 30 通过通讯录应用程序从第二数据库 52 中调用非私 密数据 。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上述注册用户还可分为主注册用户和从注册用户。例如在设备 200

中，第一数据库 5 1 中存储有与主注册用户的私 密数据和从注册用户的私 密数据 。当识别

模块 20 确定 出用户为主注册用户时，数据调用模块 30 通过所触发 的应用程序从第一数据

库 5 1 中调用主注册用户的私 密数据 ；当识别模块 20 确定 出用户为从注册用户时，数据调

用模块 30 通过所触发 的应用程序从第一数据库 5 1 中调用从注册用户的私 密数据 。主注册

用户的权 限可以与从注册用户的权 限平等 ，或者 大于从注册用户的权 限。如果主注册用户

与从注册用户的权 限平等 ，则互相可以看到对方的私 密数据 ，或者互相看不到对方的私 密

数据 。如果主注册用户的权 限大于从注册用户的权 限，则主注册用户可以看到从注册用户

的私 密数据 ，但是从注册用户看不到主注册用户的私 密数据 。当然从注册用户的私 密数据

也可以与主注册用户的私 密数据存储在 不同的数据库 中。例如可以设置第三数据库来存储

从注册用户私 密数据 ，相应地 ，当识别模块 20 识别 出用户为从注册用户时，数据调用模

块 30 通过所触发 的应用程序从第三数据库 中调用从注册用户的私 密数据 。

作为一种选择 ，当非注册用户应用预设 的应用程序 时，设备 100 和/或设备 200 还存储

该应用程序 的操作信 息。例如 ，在设备 200 中，在第二数据库 52 中存储非注册用户应用

该应用程序 的操作信 息。例如 ，在上述的示例 中，第二数据库 52 可记录非注册用户使用

了通讯录应用程序 的操作信 息。

此外 ，根据本 申请 的另一个实施方式，上述设备 200 还可 包括提示模块 60, 如 图 2 所

示。当设备 200 中存储有非注册用户应用预设 的应用程序 的操作信 息时，当注册用户再次

触发相 同的应用程序 时，提示模块 60 发 出提 示信 息，提示注册用户是否调用该操作信 息，

和/或是否删除该操作信 息。例如 ，在上述示例 中，第二数据库 52 存储有非注册用户应用

通讯录应用程序 的操作信 息，当注册用户再次触发通讯录应用程序 时，提示模块 60 发 出

提示信 息，提示注册用户是否调用该操作信 息，和/或是否删除该操作信 息。作为一种选择 ，

在本 申请 的一个实施方式中，可以设定 阈值使第二数据库 52 可按照预定的时间和/或 空间

来存储操作信 息。例如 ，设定 阈值使第二数据库 52 可 以存储操作信 息 24 小时，24 小时期

满则 自动删除所存储 的操作信 息，或者存储操作信 息的空间的上限值 为 64M 等等。

作为一种选择 , 注册用户设定的需要保护的应用程序可 以是 某个应用程序下的子应用

程序 （也可 以理解为是 某个应用程序 中的具体操作 ），例如 ，注册用户可 以将 "短信 息"

应用程序 中的 "发件箱" 子应用程序设定为需要保护的应用程序 。这样 ，在非注册用户使



用短消息应用程序中的其他子应用程序时，例如使用 "收件箱" 、"草稿箱" 、"未读信息"

等子应用程序时，可以正常使用。在非注册用户使用 "发件箱" 子应用程序时，虽然仍可

正常使用 "发件箱" 子应用程序，但是数据调用模块 30 调用的是非私密数据。

图 3 示出本申请一个实施方式的保护设备中存储的数据的方法 3000 。

如图 3 所示，在步骤 S30 1 中，设备 自动获取设备的当前用户的指紋信息。在步骤 S302

中，设备将所获取的当前指紋信息与设备中存储的注册用户指紋信息进行匹配，如果两种

指紋相同，则将该当前用户确定为注册用户，然后在步骤 S303 中，设备调用私密数据；

如果两种指紋不同，则将该当前用户确定为非注册用户，然后在步骤 S304 中，设备调用

非私密数据。在该实施方式中，非注册用户仍然可以正常使用应用程序的功能，但是无法

看到注册用户设定的私密数据。

在本申请的一个实施方式中，在步骤 S30 1 中，设备可以实时地 自动获取该当前用户

的指紋信息。例如，假定注册用户将手机中的联系人 X 的通信方式设定为私密数据，并将

"通讯录" 应用程序设定为预设的保护应用程序。则在步骤 S30 1 中，在第一用户通过手

指触摸手机的触摸屏时，设备 自动获取第一用户按压在触摸屏上的指紋信息，因为设备可

实时地获取当前用户指紋信息，因此只要当当前用户通过手指触摸手机的触摸展时，设备

即可获取该当前用户按压在触摸展上的指紋。然后在步骤 S302 中，设备将所获取的第一

用户的指紋信息与设备中存储的注册用户指紋信息进行匹配，两种指紋相同，因此将第一

用户确定为注册用户，然后在步骤 S303 中，设备调用联系人 X 的联系方式。此时，如果

第二用户使用该手机，则在步骤 S30 1 中设备 自动获取第二用户的指紋信息，在步骤 S302

中对所获取的第二用户的指紋信息与设备 100 中存储的注册用户指紋信息进行匹配，匹配

结果不相同，因此将第二用户确定为非注册用户，在步骤 S304 调用非私密数据，即非注

册用户无法看到注册用户设定的私密数据。

在本申请的另一个实施方式中，在步骤 S30 1 中，当设备的当前用户触发设备中预设

的应用程序时，设备会 自动获取当前用户的指紋信息。在步骤 S302 中，设备将所获取的

指紋信息与设备中存储的注册用户指紋信息进行匹配，如果两种指紋相同，则将该当前用

户确定为注册用户，然后在步骤 S303 中，设备通过该应用程序调用与该应用程序对应的

私密数据；如果两种指紋不同，则将该当前用户确定为非注册用户，然后在步骤 S304 中，

设备通过该应用程序调用与该应用程序对应的非私密数据。

以下以包括触摸展的手机为例进行说明，假定注册用户将联系人 X 的通信方式设定为

私密数据，并将 "通讯录" 应用程序设定为预设的保护应用程序。在步骤 S30 1 中，当手

机的当前用户通过手指点击触摸展来触发通讯录应用程序时，设备 自动获取该当前用户的

指紋信息；在步骤 S302 中，设备将所获取的指紋信息与设备中存储的注册用户指紋信息

进行匹配，如果两种指紋相同，则确定该当前用户为注册用户，然后在步骤 S303 中，通



过通讯录应用程序调用联系人 X 的联系方式；或者通过通讯录应用程序调用非私密数据；

如果两种指紋不同，则确定该用户为非注册用户，在步骤 S304 中，通过通讯录应用程序

调用非私密数据，即非注册用户无法看到联系人 X 的联系方式。

图 4 示出本申请另一个实施方式的保护设备中存储的数据的方法 4000 。图 4 所示的方

法 4000 与图 3 所示的方法 3000 中相同的步骤不再赘述。

在本申请的另一个实施方式中，私密数据和非私密数据可以存储在不同的数据库中。

例如，设备可包括第一数据库，用于存储注册用户的私密数据；以及第二数据库，用于存

储非私密数据。在步骤 S402 中，如果设备将当前用户确定为注册用户，则在步骤 S403 中，

该设备通过该应用程序调用第一数据库中存储的私密数据；在步骤 S402 中，如果设备将

该当前用户确定为非注册用户时，则在步骤 S404 中，该设备通过该应用程序调用第二数

据库中的非私密数据。例如，在步骤 S402 中，如果手机将当前用户确定为注册用户，则

在步骤 S403 中，该手机通过通讯录应用程序调用第一数据库中存储的联系人 X 的联系方

式；或者该手机通过通讯录应用程序调用第二数据库中存储的非私密数据；在步骤 S402

中，如果手机将当前用户确定为非注册用户时，则在步骤 S404 中，该手机通过通讯录应

用程序调用第二数据库中存储的非私密数据。

此外，如果在步骤 S40 1 中当当前用户触发预设的应用程序而设备无法获取触发该应

用程序的当前用户指紋信息，则将该当前用户确定为非注册用户。例如当前用户通过手写

笔点击手机的触摸屏来触发通讯录应用程序时，该手机将无法获得该当前用户的指紋信

息，则将该当前用户确定为非注册用户。然后在步骤 S404 中，该手机通过通讯录应用程

序调用非私密数据。例如，该手机通过通讯录应用程序从第二数据库中调用非私密数据。

作为一种选择，上述注册用户还可分为主注册用户和从注册用户。例如，在设备的第

一数据库中存储有与主注册用户的私密数据和从注册用户的私密数据。在步骤 S402 中当

用户被确定为主注册用户时，在步骤 S403 中设备通过所触发的应用程序从第一数据库中

调用主注册用户的私密数据；在步骤 S402 中当用户被确定为从注册用户时，在步骤 S403

中设备通过所触发的应用程序从第一数据库中调用从注册用户的私密数据。当然从注册用

户的私密数据也可以与主注册用户的私密数据存储在不同的数据库中。例如还可以设置第

三数据库来存储从注册用户私密数据。

根据本申请的另一个实施方式，当非注册用户应用预设的应用程序时，在步骤 S405

中设备还存储该应用程序的操作信息。例如，在步骤 S405 中，在第二数据库中存储非注

册用户应用该应用程序的操作信息。例如，在步骤 S405 中手机的第二数据库记录非注册

用户使用通讯录应用程序的操作信息。

作为一种选择，如果设备中存储有非注册用户应用预设的应用程序的操作信息，则在

注册用户再次触发相同的应用程序时，在步骤 S406 中设备会发出提示信息，提示注册用



户是否调用该操作信息和/或是否删除该操作信息。例如，如果手机中已经存储有非注册用

户应用通讯录应用程序的操作信息，则在注册用户再次触发通讯录应用程序时，在步骤

S406 中该手机会发出提示信息，提示注册用户是否调用该操作信息和/或是否删除该操作

信息。作为一种选择，可以设定阈值使设备按照预定的时间和/或空间来存储操作信息。例

如，设定阈值使设备的第二数据库可以存储操作信息 24 小时，24 小时期满则自动删除所

存储的操作信息，或者存储操作信息的空间的上限值为 64M 等等。

以上仅为本申请的示例性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上述实施方式，在本申请权

利要求限定的范围内，可以对上述各个实施方式进行修改。

本申请的实施方式公开的保护设备中存储的数据的方法和相应的设备，当设备的当前

用户访问设备中预设的应用程序时，该设备 自动获取当前用户的指紋信息，并将获取到的

指紋信息与自身存储的注册用户指紋信息进行匹配，如果相同，则调用私密数据，如果不

同，则调用非私密数据，由于在上述过程中，设备未向访问预设应用程序的当前用户发出

任何输入指紋信息的提示，从而，当前用户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指紋信息已经被获取，而且

当前用户仍然可以正常使用所选择的应用程序。设备所进行的所有动作，包括：获取设备

的当前用户指紋信息、将该指紋信息与注册用户指紋信息进行匹配、根据匹配结果调用相

应的数据，都是在当前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进行的，并且不会影响所触发的应用程序的

功能，因此用户不会意识到该设备已经设定了指紋识别功能来保护私密数据。这样，可以

更加隐秘地保护注册用户的所要保护的私密数据，增加了私密数据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本领域内的技术人员应明白，本发明的实施例可提供为方法、系统、或计算机程序产

品。因此，本发明可釆用完全硬件实施例、完全软件实施例、或结合软件和硬件方面的实

施例的形式。而且，本发明可釆用在一个或多个其中包含有计算机可用程序代码的计算机

可用存储介盾 （包括但不限于磁盘存储器、CD-ROM 、光学存储器等）上实施的计算机程

序产品的形式。

本发明是参照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方法、设备 （系统）、和计算机程序产品的流程图

和 / 或方框图来描述的。应理解可由计算机程序指令实现流程图和 / 或方框图中的每一流

程和 / 或方框、以及流程图和 / 或方框图中的流程和 / 或方框的结合。可提供这些计算机

程序指令到通用计算机、专用计算机、嵌入式处理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的处理器

以产生一个机器，使得通过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的处理器执行的指令产生用

于实现在流程图一个流程或多个流程和 / 或方框图一个方框或多个方框中指定的功能的

装置。

这些计算机程序指令也可存储在能引导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以特定方

式工作的计算机可读存储器中，使得存储在该计算机可读存储器中的指令产生包括指令装

置的制造品，该指令装置实现在流程图一个流程或多个流程和 / 或方框图一个方框或多个



方框 中指定的功能。

这些计算机程序指令也可装载到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上 ，使得在计算机

或其他可编程设备上执行一 系列操作步骤 以产生计算机 实现的处理 ，从 而在计算机或其他

可编程设备上执行 的指令提供用于实现在 流程 图一个流程或 多个流程和 / 或 方框 图一个

方框或多个方框 中指定的功能的步骤 。

尽管 已描述 了本发 明的优选 实施例 ，但本领域 内的技术人 员一旦得知 了基本创造性概

念 ，则可对这些实施例做 出另外的变更和修 改。所以，所附权利要求意欲解释为 包括优选

实施例以及落入本发 明范围的所有 变更和修 改。



权 利 要 求
1 . 一种数据保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自动获取设备 的 当前用户的指紋信 息；

判断所获取 的 当前用户指紋信 息与所述设备 中预设 的注册用户指紋信 息是否相 同；

如果判断的结果是相 同，调用所述设备 中存储的私 密数据 ，否则 ，调用所述设备 中存

储 的非私 密数据 。

2 .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自动获取设备 的 当前用户的指紋信 息

的步骤 包括：

当当前用户触发所述设备 中预设 的应用程序 时， 自动获取用户的指紋信 息。

3 . 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如果判断的结果是相 同，调用私 密数

据 ，否则 ，调用非私 密数据 的步骤 包括：

如果判断的结果是相 同，所述应用程序调用该应用程序对应 的私 密数据 ，否则 ，所述

应用程序调用与该应用程序对应 的非私 密数据 。

4 .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自动获取设备 的 当前用户的指紋信 息

的步骤 包括：

实时地 自动获取设备 的 当前用户的指紋信 息。

5 .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设备 自动获取用户的指紋信 息的步骤

包括：

所述设备 的指紋读取装置 自动获取用户按压在所述设备 的触摸屏上的指紋信 息。

6 . 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如果所述判断的结果是 不同，则所述方法

还 包括：

记录所述应用程序 的操作信 息，以使得所述注册用户通过记录的操作信 息获悉非注册

用户通过所述应用程序进行 的操作 。

7、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如果所述判断的结果是相 同，则所述方

法还 包括：

调用所述设备 中存储 的非私 密数据 。

8 .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无法获取所述用户的指紋信 息时，所述

方法还 包括：

调用所述设备 中存储 的非私 密数据 。

9 . 一种设备 ，其特征在于，包括：

指紋读取模块 ，用于 自动获取设备 的 当前用户的指紋信 息；

识别模块 ，用于将所获取 的 当前用户的指紋信 息与所述设备预设 的注册用户指紋信 息

进行 匹配 ；



数据调用模块 ，用于如果所述识别模块识别的结果是相 同，则调用所述设备 中存储 的

私 密数据 ，否则 ，调用所述设备 中存储 的非私 密数据 。

10. 如权利要求 9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应用程序调用模块 ，用于接 收设备 的 当前用户输入 以触发 所述设备 中预设 的应用程

序 。

11. 如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指紋读取模块 ，具体用于在所述应用程序被触发 时， 自动获取设备 的 当前用户的

指 丈信 息。

12. 如权利要求 9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指紋读取模块 ，具体用于实时地 自动获取设备 的 当前用户的指紋信 息。

13. 如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应用程序调用模块 包括触摸展 ，用于接 收触发所述应用程序 的指令 。

14. 如权利要求 9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第一数据库 ，用于存储所述私 密数据 ；以及

第二数据库 ，用于存储所述非私 密数据 。

15. 如权利要求 14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数据库 ，还用于如果所述识别模块判断的结果是 不同时，记录所述应用程序

的操作信 息。

16. 如权利要求 9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数据调用模块 ，还用于如果所述识别模块识别的结果是相 同，调用所述设备 中存

储 的非私 密数据 。

17. 如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数据调用模块 ，还用于 当所述指紋读取模块无法获取所述用户的指紋信 息时，调

用所述设备 中存储 的非私 密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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