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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揭露一种具多输入法键盘的电子系

统及其操作方法。电子系统包含：触控显示单元

以及处理单元。触控显示单元用以显示多个输入

栏位。处理单元用以使多个输入法虚拟键盘分别

对应链结于输入栏位其中之一，以同时根据各输

入法虚拟键盘的操作输入对应输入栏位进行数

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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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多输入法键盘的电子系统，其特征在于，包含：

一触控显示单元，用以同时显示多个输入栏位；以及

一处理单元，用以使多个输入法虚拟键盘分别对应链结于所述输入栏位其中之一，以

同时根据各所述输入法虚拟键盘的一操作输入对应所述输入栏位进行数据处理；

其中，所述各输入法虚拟键盘分别显示于相同的该触控显示单元上，且该处理单元还

用以运作多个应用程序，所述输入栏位分别对应所述应用程序其中之一。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系统，其特征在于，该触控显示单元及该处理单元是设置

于一移动式电子装置中。

3.一种电子系统操作方法，应用于一电子系统中，其特征在于，该电子系统包含一触控

显示单元以及一处理单元，该电子系统操作方法包含：

使该触控显示单元同时显示多个输入栏位；

使该处理单元将多个输入法虚拟键盘分别对应链结于所述输入栏位其中之一；以及

使该处理单元同时根据各所述输入法虚拟键盘的一操作输入对应所述输入栏位进行

数据处理；

其中，该电子系统操作方法还包含：

使该处理单元控制该触控显示单元分别显示所述各输入法虚拟键盘；

其中，该电子系统操作方法还包含：

使该处理单元运作多个应用程序，以使所述输入栏位分别对应所述应用程序其中之

一。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子系统操作方法，其特征在于，该触控显示单元及该处理单

元是设置于该电子系统的一移动式电子装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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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多输入法键盘的电子系统及其操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有关于一种电子装置的输入操作技术，且特别是有关于一种具多输入法

键盘的电子系统及其操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手持式电子装置是现代人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通讯工具。除了具备通讯功能外，

手持式电子装置也具有愈来愈强的数据运算与处理能力。在与通讯功能结合下，许多手持

式电子装置如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就如同一台小电脑般，可执行文书处理、浏览网络、收发

电子邮件等功能，带来许多便利。

[0003] 然而就如同操作一般的电脑，使用者往往会同时操作不同的应用软件。在同时操

作不同应用软件时，需要透过切换键盘及相关的输入法的方式来进行输入。然而，切换键盘

时需要反复地按压相关的操作键，在需要频繁切换于不同的应用软件时，将造成使用者的

不便。

[0004] 因此，如何设计一个新的具多输入法键盘的电子系统及其操作方法，以解决上述

的问题，乃为此一业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因此，本发明的一方面是在提供一种具多输入法键盘的电子系统。电子系统包含：

触控显示单元以及处理单元。触控显示单元用以同时显示多个输入栏位。处理单元用以使

多个输入法虚拟键盘分别对应链结于输入栏位其中之一，以同时根据各输入法虚拟键盘的

操作输入对应输入栏位进行数据处理。

[0006] 依据本发明一实施例，其中处理单元还用以运作多个应用程序，输入栏位分别对

应应用程序其中之一。

[0007] 依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其中输入法键盘分别显示于触控显示单元上。

[0008] 依据本发明又一实施例，其中触控显示单元及处理单元是设置于移动式电子装置

中。

[0009] 依据本发明再一实施例，电子系统还包含多个触控显示器，是与移动式电子装置

通讯连接，处理单元用以使输入栏位分别显示于触控显示器其中之一上。

[0010] 依据本发明更具有的一实施例，其中输入法虚拟键盘显示于触控显示器上，处理

单元根据输入法虚拟键盘上的操作输入对应输入栏位进行数据处理。

[0011] 依据本发明再具有的一实施例，其中电子系统还包含至少一实体键盘，以与移动

式电子装置通讯连接，处理单元根据实体键盘上的实体操作输入对应输入栏位进行数据处

理。

[0012] 因此，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是在提供一种电子系统操作方法，应用于电子系统中，其

中电子系统包含触控显示单元以及处理单元，电子系统操作方法包含：使触控显示单元同

时显示多个输入栏位；使处理单元将多个输入法虚拟键盘分别对应链结于输入栏位其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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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及使处理单元同时根据各输入法虚拟键盘的操作输入对应输入栏位进行数据处理。

[0013] 依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电子系统操作方法还包含：使处理单元运作多个应用程序，

以使输入栏位分别对应应用程序其中之一。

[0014] 依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其中电子系统操作方法还包含使处理单元控制触控显示

单元显示输入法虚拟键盘。

[0015] 依据本发明又一实施例，其中触控显示单元及处理单元是设置于电子系统的移动

式电子装置中。

[0016] 依据本发明再一实施例，其中电子系统还包含多个触控显示器，是与移动式电子

装置通讯连接，该电子系统操作方法还包含：使处理单元将输入栏位分别显示于触控显示

器其中之一上。

[0017] 依据本发明更具有的一实施例，其中电子系统操作方法还包含：使处理单元控制

触控显示单元显示输入法虚拟键盘；以及使处理单元根据输入法虚拟键盘上的操作输入对

应输入栏位进行数据处理。

[0018] 依据本发明再具有的一实施例，其中电子系统包含至少一实体键盘，以与移动式

电子装置通讯连接，电子系统操作方法还包含：使处理单元根据实体键盘上的实体输入对

应输入栏位进行数据处理。

[0019] 应用本发明的优点在于通过具多输入法键盘的电子系统的设计，可由相独立的输

入法键盘分别对不同的输入栏位进行数据处理，让电子系统的操作更为便利，而轻易地达

到上述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一种具多输入法键盘的电子系统的方块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图1的电子系统的一俯视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一种电子系统的示意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一种电子系统的示意图；以及

[0024] 图5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一种电子系统操作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请同时参照图1及图2。图1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一种具多输入法键盘的电子系统

1的方块图。图2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图1的电子系统1的一俯视图。电子系统1包含：触控显

示单元100以及处理单元102。

[0026] 于本实施例中，触控显示单元100以及处理单元102实际上是设置于一移动式电子

装置10中。移动式电子装置10可为例如但不限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是笔记型电脑。

[0027] 触控显示单元100用以显示输入栏位201及203。其中，输入栏位201及203于本实施

例中，分别对应电子邮件应用程序以及网页浏览应用程序的界面。于其他实施例中，触控显

示单元100可显示其他数目的输入栏位，并且亦可分别对应于其他类型的应用程序。

[0028] 处理单元102可执行上述输入栏位201及203所对应的应用程序，并控制触控显示

单元100显示输入栏位201及203。于本实施例中，处理单元102还用以使多个输入法虚拟键

盘，例如图2所绘示的输入法虚拟键盘205及207，分别对应链结于输入栏位201及203其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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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于本实施例中，处理单元102控制触控显示单元100显示输入法虚拟键盘205，以对应链

结于输入栏位201。同时地，处理单元102控制触控显示单元100显示输入法虚拟键盘207，以

对应链结于输入栏位203。处理单元102将可同时根据输入法虚拟键盘205及207的操作输入

对应输入栏位201及203进行数据处理。

[0029] 需注意的是，于图2中，输入法虚拟键盘205及207分别对应数字输入法以及英文输

入法。于其他实施例中，输入法虚拟键盘205及207可经由使用者的切换操作而对应相同的

输入法，亦或对应至其他不同类型或不同语言的输入法。

[0030] 在实际运作上，当使用者于输入法虚拟键盘205上进行数字操作输入时，处理单元

102将针对此操作输入对输入栏位201的应用程序，如图2中绘示的电子邮件应用程序进行

数字相关的数据处理。而当使用者对输入法虚拟键盘207上进行英文操作输入时，处理单元

102则将针对此操作输入对输入栏位203的应用程序，如图2中绘示的网页浏览应用程序进

行英文相关的数据处理。亦即，处理单元102可对相独立的两个输入法虚拟键盘205及207的

操作输入分别进行数据处理。

[0031] 因此，使用者在操作不同的应用程序时，将不需要不停地切换输入法键盘，而可分

别独立操作。在电子系统倾向可同时操作多个应用程序的趋势下，提升操作输入上的便利

性。

[0032] 请参照图3。图3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一种电子系统3的示意图。于本实施例中，电

子系统3包含移动电子装置30以及两个与移动电子装置30相独立的触控显示器32及34。

[0033] 触控显示器32及34与移动式电子装置30通讯连接。移动式电子装置30可如图1的

移动式电子装置10，包含触控显示单元100以及处理单元102。于本实施例中，移动式电子装

置30的处理单元使输入栏位201显示于触控显示器32上，并使输入栏位203显示于触控显示

器34上。此时，移动式电子装置30的触控显示单元可选择性地同时显示输入栏位201及203，

亦或关闭而完全由触控显示器32及34显示输入栏位201及203。

[0034] 于本实施例中，移动式电子装置30的处理单元使触控显示器32显示输入法虚拟键

盘205并链结于输入栏位201，并使触控显示器34显示输入法虚拟键盘207并链结于输入栏

位203。使用者可在虚拟键盘205及207上进行操作输入。移动式电子装置30的处理单元可通

过与触控显示器32及34的通讯连接接收此操作输入，以根据输入法虚拟键盘205及207上的

操作输入，对应输入栏位201及203进行数据处理，并可进一步使数据处理的结果再输出至

触控显示器32及34上。

[0035] 请参照图4。图4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一种电子系统4的示意图。于本实施例中，电

子系统4包含移动电子装置40，两个与移动电子装置40相独立的触控显示器42及44以及一

个实体键盘46。

[0036] 触控显示器42及44与移动式电子装置40通讯连接。移动式电子装置40可如图1的

移动式电子装置10，包含触控显示单元100以及处理单元102。于本实施例中，移动式电子装

置40的处理单元使输入栏位201显示于触控显示器42上并链结于输入栏位201，并使输入栏

位203显示于触控显示器44上。

[0037] 于本实施例中，移动式电子装置40的处理单元使触控显示器42显示输入法虚拟键

盘205，并使移动式电子装置40与实体键盘46通讯连接。实体键盘46可以有线方式经由通用

序列总线或其他接口与移动式电子装置40通讯连接，亦可通过无线方式例如蓝牙或其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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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传输技术与移动式电子装置40通讯连接。

[0038] 因此，使用者可在输入法虚拟键盘205及实体键盘46上进行操作输入。移动式电子

装置30的处理单元可通过与触控显示器32的通讯连接接收输入法虚拟键盘205上的操作输

入并据以对应输入栏位201进行数据处理。另一方面，实体键盘46可经由移动式电子装置30

的处理单元适当的设定与触控显示器44显示的输入栏位203相链结，并由处理单元接收实

体键盘46的实体操作输入，据以对应输入栏位203进行数据处理，并可进一步使数据处理的

结果再输出至触控显示器32及34上。

[0039] 因此，通过上述的实施例，本案的电子系统可将输入栏位输出至触控显示器，并由

移动式电子装置的处理单元接收触控显示器上或外接的实体键盘上的操作输入进行数据

处理。使用者依然可针对不同的输入栏位使用不同的输入法虚拟键盘或实体键盘进行操作

输入，提升操作输入上的便利性。

[0040] 请参照图5。图5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一种电子系统操作方法500的流程图。电子

系统操作方法500可应用于如图1、图3或图4所示的电子系统1中。电子系统操作方法500包

含下列步骤（应了解到，在本实施方式中所提及的步骤，除特别叙明其顺序者外，均可依实

际需要调整其前后顺序，甚至可同时或部分同时执行）。

[0041] 于步骤501，使触控显示单元100同时显示多个输入栏位201及203。

[0042] 于步骤502，使处理单元102将多个输入法虚拟键盘205及207分别对应链结于输入

栏位201及203其中之一。

[0043] 于步骤503，使处理单元102同时根据各输入法虚拟键盘205及207的操作输入对应

输入栏位201及203进行数据处理。

[0044] 虽然本发明已以实施方式揭露如上，然其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熟悉此技艺

者，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当可作各种的更动与润饰，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当

视所附的权利要求书所界定的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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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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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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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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