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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发明名称：一种移动终端搜索图片的预览方法和装置

(57) Abstract: A preview method and apparatus for searching for pictures by a mobile terminal. The method comprises: receiving a
search request submitted by a user on a mobile search client (101); acquiring a search result of a plurality of thumbnail pictures that
matches the search request and comprises corresponding detail pages, and displaying the plurality of thumbnail pictures (102); re
ceiving an access operation of the user for a certain thumbnail picture, and extracting an enlarged picture for the thumbnail picture
(103); and creating a first page floating layer for displaying the enlarged picture, and enabling the first page floating layer to cover a
current page of the mobile search client (104). A user can directly select and view a picture that meets search demands of the user on
a search result page, and can directly preview pictures in a detail page on the current interface, so that visual experience of the user
for the search result i s improved, user adhesiveness to a mobile search client i s enhanced, operations for requesting pages from a
server are reduced, traffic consumption of the mobile client i s reduced, and loads on the mobile client and the server are reduced.

(57) 摘要: 移动终端搜索图片的预览方法和装置。所述方法包括：接收用户在移动搜索客户端上提交的搜索请
求 （101 ) ；获取匹配搜索请求的包括对应详情页面的多个缩略图片的搜索结果，并对多个缩略图片进行展示
( 102 ) ；接收用户对某个缩略图片的访问操作，提取针对缩略图片的放大图片 （103 ) ；创建展示放大图片的
第一页面浮层，并覆盖在移动搜索客户端的当前页面上 （104 ) 。用户可以直接在搜索结果页面选择查看符合
自己搜索需求的图片，并且可以直接在当前界面上预览详情页面中的图片，提升用户对搜索结果的视觉体验，
增强移动搜索客户端的用户粘性；减少了向服务器请求页面的操作，节省了移动客户端的流量消耗，同时减轻
了移动客户端和服务器的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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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移动终端搜 索图片的预 览方法和装置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移动终端技术领域 ，特别是 涉及一种移动终端搜 索图片的预 览方法，以
及 ，一种移动终端搜 索图片的预 览装置。

背景技术
移动终端上的各类搜 索产品根据用户输入 的新 闻关键词进行搜 索，并将搜 索结果的

标题 、文字摘要和站点在搜 索结果页面供用户查看 ，标题或文字摘要链接 到搜 索结果的
详情页面，用户可以通过点击标题或摘要进入详情页面查看具体 的 内容。

对 于含有单 图或者多图的新 闻，此类新 闻的图片需求特征较为明显 ，用户更倾向于
查看其 中的图片。而采用 目前的搜 索结果展现方式，在搜 索结果页面中无法看 出详情页
面中是否有 图，也无法获知详情 页面中的图片与新 闻关键词是否相 关，且搜 索结果 中充
斥大段文字而移动终端屏幕受限使得效果并不直观 。一般情况是 ，用户点击进入详情页
面，查看 以瀑布流的形式排列的图文夹杂的图片，若其 中图片与用户搜 索的新 闻关键词
不相 关，则返 回搜 索结果页面继续查看其它搜 索结果，多次查看增加 了用户在 页面操作
的步骤和时间，同时，多次请求页面也增加 了客户端和服务器的负载。

发 明内容
鉴 于上述 问题 ，提 出了本发 明以便提供一种克服上述 问题或者至少部分地解 决上

述 问题的移动终端搜 索图片的预 览方法和移动终端搜 索图片的预 览装置。
依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提供 了一种移动终端搜 索图片的预 览方法，包括：
接 收用户在移动搜 索客户端上提 交的搜 索请求；
获取 匹配所述搜 索请求的包括对应详情页面的多个缩略 图片的搜 索结果，并对所述

多个缩略 图片进行展 示；
接 收用户对某个缩略 图片的访 问操作 ，提取针对所述缩略 图片的放 大图片；
创建展 示所述放 大图片的第一页面浮层 ，并覆盖在所述移动搜 索客户端的 当前页面

上 。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方面，提供 了一种移动终端搜 索图片的预 览装置 ，包括：
搜 索请求接 收模块 ，用于接 收用户在移动搜 索客户端上提 交的搜 索请求；
缩略 图片展 示模块 ，用于获取 匹配所述搜 索请求的包括对应详情页面的多个缩略 图

片的搜索结果，并对所述多个缩略 图片进行展 示；
图片访 问接 收模块 ，用于接收用户对某个缩略 图片的访 问操作 ，提取针对所述缩略

图片的放 大图片；
第一放 大图片展 示模块 ，用于创建展 示所述放 大图片的第一页面浮层 ，并覆盖在所

述移动搜 索客户端的 当前页面上 。
依据本发明实施例 ，在接 收到用户在移动搜 索客户端上提 交的搜 索请求后 ，根据搜

索请求获取搜 索结果，并对搜 索结果中包括的详情页面的缩略 图片进行展 示，用户可以
直接在搜 索结果页面中看到搜 索结果中是否有 图，并且可判断图片是否与搜 索请求相 关，
从 而可以选择 查看符合 自己搜 索需求的图片；进一步，在接 收到用户对某个缩略 图片的



访 问操作后 ，并不展 示搜 索结果对应 的详情页，而是在移动搜 索客户端上创建第一 页面
浮层对缩略 图片对应 的放 大图片进行展 示 ，用户直接在 当前界 面上预 览详情页面中的图
片，提升用户对搜 索结果的视 觉体验 ，增强移动搜 索客户端的用户粘性 ，并且 ，由于无
需展 示对应 的详情页面，减少 了向服务器请求页面的操作 ，节省 了移动客户端的流量消
耗 ，同时减轻 了移动客户端和服务器的负载。

本发 明实施例 中，对放 大图片可以全屏展 示，比详情页面中图片展 示更大，方便用
户查看 图片，提升 了图片的视 觉效果。

本发 明实施例 中，在访 问其 中一张缩略 图片后 ，可 以预 先提取相邻 的放 大图片的链
接地址保存 于移动搜 索客户端 ，当用户需要 查看下一张图片时，可 以从本地提取链接地
址直接获取 图片，相 比于临时提取链接地址的方案 ，可以更快速展 示图片。

上述说 明仅是本发 明技术方案 的概述 ，为 了能够更清楚 了解本发 明的技术手段 ，
而可依 照说 明书的 内容予以实施 ，并且为 了让本发 明的上述和其它 目的、特征和优 点能
够更明显 易懂 ，以下特举本发 明的具体 实施方式。

附图说 明
通过 阅读 下文优选 实施 方式的详 细描 述 ，各种其他 的优 点和益处对 于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 员将变得 清楚明 了。附图仅用于示 出优选 实施方式的 目的，而并不认为是对本发
明的限制。而且在整个附图中，用相 同的参考符号表示相 同的部件 。在 附图中：

图 1 是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一的一种移动终端搜 索图片的预 览方法的步骤流程 图；
图 2 是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二的一种移动终端搜 索图片的预 览方法的步骤流程 图；
图 3a 是 背景技术 中的搜 索结果示意 图；
图 3b 是 背景技术 中的搜 索对应展 示的详情页；
图 3c 是本发 明实施例 中搜 索结果页面的示意 图；
图 3d 是本发 明实施例 中查看放 大图片的一个示意 图；
图 3e 是本发 明实施例 中查看放 大图片的另一个示意 图；
图 4 是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一的一种移动终端搜 索图片的预 览装置的结构框 图；
图 5 是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二的一种移动终端搜 索图片的预 览装置的结构框 图；
图 6 是用于执行根据本发 明的移动终端搜 索图片的预 览方法的计算设备 的框 图；
图 7 是用于保持或者携带实现根据本发 明的移动终端搜 索图片的预 览方法的程序代

码 的存储单元 。

具体 实施方式

下面将参照附图更详 细地描述本公开的示例性 实施例 。虽然附图中显示 了本公开的
示例性 实施例 ，然而应 当理解 ，可 以 以各种形式实现本公 开而不应被这里 阐述的实施例
所限制。相反 ，提供这些 实施例是为 了能够更透彻地理解本公开 ，并且能够将本公 开的
范围完整的传达给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

实施例一
详 细介绍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移动终端搜索图片的预 览方法。
参照图 1 , 示 出了本发 明实施例一的一种移动终端搜 索图片的预 览方法的步骤流程

图。
步骤 101 , 接 收用户在移动搜索客户端上提 交的搜 索请求。



用户可以通过 网页浏览器或是其他搜 索程序（比如 "好搜 " APP) 等移动终端上的搜
索客户端提 交搜 索请求 ，例如 ，通过在 网页浏览器中访 问搜 索引擎 网站 ，或是直接打开
搜 索程序 ，在相 关的输入栏 中输入搜 索关键词或是点击热 门关键词进触发搜 索。

步骤 102, 获取 匹配所述搜 索请求的包括对应详情页面的多个缩略 图片的搜 索结果，
并对所述多个缩略 图片进行展 示。

用户提 交的搜 索请求 中携带对应 的搜 索关键词 ，根据搜 索关键词可 以 进一步获取对
应 的搜 索结果，搜 索结果对应有 更详 细展 示的详情页面，搜 索结果 中可以 包括对应详情
页面的摘要数据 ，本发 明实施例 中，对搜 索结果的摘要数据进行合理利用 ，提取详情页
面中图片对应 的多个缩略 图片，对缩略 图片进行前置展现 ，使移动搜 索结果页面中搜 索
结果的摘要 为多图展现形式。用户可以直接在搜 索结果页面中看到搜 索结果中是否有 图，
并且可判断图片是否与搜 索请求相 关，从 而可以选择 查看符合 自己搜 索需求的图片。

步骤 103, 接 收用户对某个缩略 图片的访 问操作 ，提取针对所述缩略 图片的放 大图
片。

本发 明实施例针对缩略 图片预置有对应 的放 大图片，用户可以选择 查看某个缩略 图
片，在接 收到用户对某个缩略 图片的访 问操作后 ，进一步提取缩略 图片对应 的放 大图片。

步骤 104, 创建展 示所述放 大图片的第一页面浮层 ，并覆盖在所述移动搜 索客户端
的 当前页面上 。

在获取放大图片后 ，进一步对放 大图片进行展 示，相 比于传统方案 ，在点击搜 索结
果后展 示对应 的详情页面，本发 明实施例在点击缩略 图片后并不展 示搜 索结果对应 的详
情页，而是在移动搜 索客户端上创建第一页面浮层对缩略 图片对应 的放 大图片进行展 示，
用户直接在 当前界 面上预 览详情 页面中的图片，提升用户对搜 索结果的视 觉体验 ，增强
移动搜 索客户端的用户粘性 ，并且 ，由于无需展 示对应 的详情页面，减少 了向服务器请
求页面的操作 ，节省 了移动客户端的流量消耗 ，同时减轻 了移动客户端和服务器的负载。

放 大图片展 示在搜 索客户端 当前页面，也 即是搜 索结果页面的上方，以悬浮在 当前
页面的页面浮层的形式展 示。

具体 的第一页面浮层可以采用针对 当前框架的内联框架 iframe 实现 ，iframe 是一种
页面元素 ，当访 问到 iframe 元素时，页面会创建 包含另外一个文档 的 内联框架 （即行 内
框架 ) 来展 示 iframe 元素 中的 内容。应用到本发 明实施例 ，可以将需要进一步放 大的缩
略 图片放入搜 索结果页面的 iframe 元素 中，当访 问缩略 图片时，触发 iframe 元素生成 内
联框架展 示放 大图片。

也可以通过页面遮罩层技术实现 。具体 而言，可以在 页面中设置两个 图层 ，上面的
一个 图层为 "遮罩层 " ，下面的称 "被遮罩层 " ，一般使用页面遮罩层技术时，这 两个
图层 中只有相重 叠的地方才会被显示。也就是说在遮罩层 中有对 象的地方就是 "透 明"
的，可以看到被遮罩层 中的对 象，而没有对 象的地方就是 不透明的，被遮罩层 中相应位
置的对 象是看不见的。为实现第二 页面层遮住第一页面层 的部分 内容 ，可 以设置第二 页
面层的展 示效果为不透明。

应用到本发 明实施例 ，可以在编写搜 索结果页面时定义两个 DIV 层 ，使用一个位 于
需要被遮罩的 DIV 层 （对应展 示搜 索结果 ) 之上的另一个 DIV 层部分覆盖需要被遮罩的
DIV 层 （对应展 示放 大图片 ），通过级联样式表 CSS 定义需要显示的 DIV 层和遮罩层的
样式。其 中，通过显示元素的 z-index 属性控制显示在上方的遮罩层和显示在下方的 DIV
层在 叠加顺序上 的上下立体 关系。其 中，第一页面浮层第二 页面层在第一 页面层上覆盖
的位置可 以 根据 实际的需求设定 ，本发 明对此并不做 限制。



本发明实施例中，优选地，所述第一页面浮层在所述移动搜索客户端全屏展示。对
放大图片可以全屏展示，比详情页面中图片展示更大，方便用户查看图片，提升了图片
的视觉效果。

本发明实施例中，优选地，所述搜索结果中包括的多个缩略图片为所述详情页面中
首屏展示的图片，或者是详情页面中排序靠前的预设个数的图片分别对应的缩略图片，
还可以是从详情页面中根据需要和预设规则选取的缩略图片，本发明对此并不做限制。

本发明实施例中，优选地，所述接收用户对某个缩略图片的访问操作，提取针对所
述缩略图片的放大图片包括：

子步骤 S11 , 接收用户对其中一张缩略图片的访问操作；
子步骤 S12 , 查找所访问的所述缩略图片对应的放大图片的链接地址；
子步骤 S13 , 访问查找的链接地址下载所访问的缩略图片对应的放大图片。
接收到对缩略图片的访问操作后，进一步查找其对应的放大图片的链接地址，以根

据链接地址获取对应的放大图片，具体实现中，链接地址可以从对应的详情页面中获取。
本发明实施例中，优选地，所述搜索结果还包括展示所述搜索结果的详情页面的页

面标题、页面站点名称以及页面域名，还可以包括其他关键信息。
相应的，所述创建展示所述放大图片的第一页面浮层，并覆盖在所述移动搜索客户

端的当前页面上为，创建展示所述放大图片、所述页面标题、图片摘要数据、页面站点
名称以及页面域名的第一页面浮层，并覆盖在所述移动搜索客户端的当前页面上。

参照图 2 , 示出了本发明实施例二的一种移动终端搜索图片的预览方法的步骤流程
图。

步骤 201 , 接收用户在移动搜索客户端上提交的搜索请求。
步骤 202, 获取匹配所述搜索请求的包括对应详情页面的多个缩略图片的搜索结果，

并对所述多个缩略图片进行展示。
步骤 203, 接收用户对某个缩略图片的访问操作，提取针对所述缩略图片的放大图

片。
步骤 204, 创建展示所述放大图片的第一页面浮层，并覆盖在所述移动搜索客户端

的当前页面上。
与上个实施例区别的是，本实施例中，在所述接收用户对所述缩略图片的访问操作，

提取针对所述缩略图片的放大图片之后，还可以预先提取下一个可能访问的放大图片的
链接地址，如图 2 所示还可以包括步骤 205。

步骤 205, 提取在所述详情页面中与当前展示的放大图片相邻的放大图片的链接地
址保存在所述移动搜索客户端。

本发明实施例中，在访问其中一张缩略图片后，可以预先提取相邻的放大图片的链
接地址保存于移动搜索客户端，当用户需要查看下一张图片时，可 以从本地提取链接地
址直接获取图片，相比于临时提取链接地址的方案，可以更快速展示图片。

在具体的实现中，还可以预先根据链接地址进一步提取对应的放大图片保存在移动
搜索客户端，以实现更快速地翻看图片。

步骤 206, 接收用户在当前展示的放大图片上的滑动操作或在所述第一页面浮层的
第一预设区域的点击操作。

用户可以通过在当前放大图片上滑动，例如，向左滑动查看上一张放大图片，向右
滑动查看下一张放大图片；也可以通过点击预设区域来查看上一张放大图片或是下一张



放大图片，例如，点击放大图片的左侧来查看上一张放大图片，点击放大图片的右侧来
查看下一张放大图片，本发明对此并不做限制。

步骤 207, 访问所述移动搜索客户端预先保存的链接地址，提取与当前展示的放大
图片相邻的放大图片进行展示。

进一步根据预先保存的链接地址可以提取对应的图片进行展示。
步骤 208, 在确定当前展示的放大图片对应的缩略图片为多个缩略图片中最后一张

时，在所述第一页面浮层上生成提示最后一张的信息。
可以对最后一张图片添加特殊标识，当查看图片时，才艮据标识判断已经到最后一张，

则可以生成提示。
步骤 209, 创建所述第一页面浮层的预设时间段后或接收到在所述第一页面浮层的

第二预设区域的点击操作。
步骤 210, 在所述第一页面浮层中加载第二页面浮层，所述第二页面浮层中以横向

列表的形式展示多个所述缩略图片；
和/或，步骤 211 , 在所述第一页面浮层中加载展示第三页面浮层，所述第三页面浮

层中展示针对所述放大图片的下载按钮和/或针对所述第三页面浮层的关闭按钮。
在第一页面浮层上还可以进一步实现多种操作，可以在第一页面浮层上生成第二页

面浮层，第二页面浮层提取多个缩略图片，以列表形式进行展示，通过点击列表中的图
片也可以实现对图片的翻看；还可以在第一页面浮层上生成第三页面浮层，在第三页面
浮层中展示多个操作按钮，方便用户操作，例如，点击下载按钮就可以下载放大图片，
相比于传统的从详情页面下载图片的方式不仅操作筒单，而且图片更大更清晰，或是点
击关闭按钮，对应直接关闭第一页面浮层，回到搜索结果页面中，用户可以继续查看其
它搜索结果，相比于传统的查看一个详情页面后，退出查看另一个详情页面的方式更为
筒单快捷。

具体实现中，第二页面浮层和第三页面浮层可以是两个不同的浮层，也可以是同一
个浮层，本发明对此并不做限制。

本发明实施例中，优选地，所述提取在所述详情页面中与当前展示的放大图片相邻
的放大图片的链接地址保存在所述移动搜索客户端可以包括：

提取所述搜索结果中其它缩略图片对应的放大图片的链接地址保存在所述移动搜
索客户端。

或，提取在所述详情页面中所展示的放大图片的前后两张放大图片的链接地址保存
在所述移动搜索客户端。

本实施例中，可以在点击某个缩略图片后，进一步提取当前展示的其他缩略图片对
应的放大图片对应的链接地址，也可以提取当前展示的缩略图片的前后两张缩略图片分
别对应的放大图片，也即是当前展示的放大图片的前后两张放大图片进行展示。

依据本发明实施例，在接收到用户在移动搜索客户端上提交的搜索请求后，根据搜
索请求获取搜索结果，并对搜索结果中包括的详情页面的缩略图片进行展示，用户可以
直接在搜索结果页面中看到搜索结果中是否有图，并且可判断图片是否与搜索请求相关，
从而可以选择查看符合 自己搜索需求的图片；进一步，在接收到用户对某个缩略图片的
访问操作后，并不展示搜索结果对应的详情页，而是在移动搜索客户端上创建第一页面
浮层对缩略图片对应的放大图片进行展示，用户直接在当前界面上预览详情页面中的图
片，提升用户对搜索结果的视觉体验，增强移动搜索客户端的用户粘性，并且，由于无
需展示对应的详情页面，减少了向服务器请求页面的操作，节省了移动客户端的流量消



耗，同时减轻了移动客户端和服务器的负载。
本发明实施例中，在访问其中一张缩略图片后，可以预先提取相邻的放大图片的链

接地址保存于移动搜索客户端，当用户需要查看下一张图片时，可 以从本地提取链接地
址直接获取图片，相比于临时提取链接地址的方案，可以更快速展示图片。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前述的方法实施例，为了筒单描述，故将其都表述为一系列
的动作组合，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知悉，本发明并不受所描述的动作顺序的限制，
因为依据本发明，某些步骤可以采用其他顺序或者同时进行。其次，本领域技术人员也
应该知悉，说明书中所描述的实施例均属于优选实施例，所涉及的动作并不一定是本发
明所必需的。

以下通过具体的示例来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移动终端搜索图片的预览效果。
以搜索关键词为 "范冰冰 12 寸高跟鞋" 为例，如图 3a 所示为背景技术中的搜索结

果示意图，搜索结果展示为标题、正文摘要和详情页地址结合展示的形式，点击其中一
个搜索结果，展示的详情页如图 3b 所示，其中文字和图片结合展示，图片较小，需要放
大才能查看。

如图 3c 所示，给出了本发明实施例中搜索结果页面的示意图，搜索结果以标题、多
个缩略图片、域名以及详情页地址的形式结合展示。

如图 3d 所示，给出了本发明实施例中查看放大图片的一个示意图，点击搜索结果页
面新闻的多图其中一张图片后，出现黑色透明浮层，置于搜索结果页面上方，强展现点
击过的图片，并且全屏显示，在 1-2 秒左右分别在顶部和底部出下载功能、关闭功能以
及其他图片横向列表，目的是让用户知道还有其他的功能，或是在想关闭/下载/或者查看
后面有哪些图，点击大图后者黑色浮层后，调出关闭、下载和图片列表。然后可通过左
右滑屏查看大图，翻到最后一页或告知用户 " 已经是最后一页" 的提示。且调出关闭、
下载、多图的功能。

如图 3e 所示，给出了本发明实施例中查看放大图片的另一个示意图，下载、关闭以
及横向图片列表在预设时间段后消失，不影响用户的体验。

实施例三
详细介绍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移动终端搜索图片的预览装置。
参照图 4 , 示出了本发明实施例一的一种移动终端搜索图片的预览装置的结构框

图。
所述装置可以包括：
搜索请求接收模块 301 , 用于接收用户在移动搜索客户端上提交的搜索请求。
缩略图片展示模块 302, 用于获取匹配所述搜索请求的包括对应详情页面的多个缩

略图片的搜索结果，并对所述多个缩略图片进行展示。
图片访问接收模块 303, 用于接收用户对某个缩略图片的访问操作，提取针对所述

缩略图片的放大图片。
第一放大图片展示模块 304, 用于创建展示所述放大图片的第一页面浮层，并覆盖

在所述移动搜索客户端的当前页面上。
本发明实施例中，优选地，所述第一页面浮层在所述移动搜索客户端全屏展示。
本发明实施例中，优选地，所述搜索结果中包括的多个缩略图片为所述详情页面中

首屏展示或排序靠前的预设个数的图片分别对应的缩略图片。



本发明实施例中，优选地，所述图片访问接收模块包括：
操作接收模块， 用于接收用户对其中一张缩略图片的访问操作；
地址查询模块，用于查找所访问的所述缩略图片对应的放大图片的链接地址；
图片下载模块，用于访问查找的链接地址下载所访问的缩略图片对应的放大图片。
本发明实施例中，优选地，所述搜索结果还包括展示所述搜索结果的详情页面的页

面标题、页面站点名称以及页面域名；
所述第一放大图片展示模块，具体用于创建展示所述放大图片、所述页面标题、图

片摘要数据、页面站点名称以及页面域名的第一页面浮层，并覆盖在所述移动搜索客户
端的当前页面上。

依据本发明实施例，在接收到用户在移动搜索客户端上提交的搜索请求后，根据搜
索请求获取搜索结果，并对搜索结果中包括的详情页面的缩略图片进行展示，用户可以
直接在搜索结果页面中看到搜索结果中是否有图，并且可判断图片是否与搜索请求相关，
从而可以选择查看符合 自己搜索需求的图片；进一步，在接收到用户对某个缩略图片的
访问操作后，并不展示搜索结果对应的详情页，而是在移动搜索客户端上创建第一页面
浮层对缩略图片对应的放大图片进行展示，用户直接在当前界面上预览详情页面中的图
片，提升用户对搜索结果的视觉体验，增强移动搜索客户端的用户粘性，并且，由于无
需展示对应的详情页面，减少了向服务器请求页面的操作，节省了移动客户端的流量消
耗，同时减轻了移动客户端和服务器的负载。

参照图 5 , 示出了本发明实施例二的一种移动终端搜索图片的预览装置的结构框
图。

所述装置可以包括：
搜索请求接收模块 401 , 用于接收用户在移动搜索客户端上提交的搜索请求。
缩略图片展示模块 402, 用于获取匹配所述搜索请求的包括对应详情页面的多个缩

略图片的搜索结果，并对所述多个缩略图片进行展示。
图片访问接收模块 403, 用于接收用户对某个缩略图片的访问操作，提取针对所述

缩略图片的放大图片。
第一放大图片展示模块 404, 用于创建展示所述放大图片的第一页面浮层，并覆盖

在所述移动搜索客户端的当前页面上。
地址保存模块 405, 用于提取在所述详情页面中与当前展示的放大图片相邻的放大

图片的链接地址保存在所述移动搜索客户端。
图片操作接收模块 406, 用于接收用户在当前展示的放大图片上的滑动操作或在所

述第一页面浮层的第一预设区域的点击操作；
第二放大图片展示模块 407, 用于访问所述移动搜索客户端预先保存的链接地址，

提取与当前展示的放大图片相邻的放大图片进行展示。
提示信息生成模块 408, 用于在确定当前展示的放大图片对应的缩略图片为多个缩

略图片中最后一张时，在所述第一页面浮层上生成提示最后一张的信息。
点击操作接收模块 409, 用于在创建所述第一页面浮层的预设时间段后或接收到在

所述第一页面浮层的第二预设区域的点击操作后：
列表展示模块 410, 用于在所述第一页面浮层中加载第二页面浮层，所述第二页面

浮层中以横向列表的形式展示多个所述缩略图片；
和/或，按钮展示模块 411 , 用于在所述第一页面浮层中加载展示第三页面浮层，所



述第三 页面浮层 中展 示针对所述放 大图片的下载按钮和/或针对 所述第三 页面浮层 的关
闭按钮 。

本发 明实施例 中，优选地 ，所述地址保存模块 ，具体用于提取所述搜 索结果中其它
缩略 图片对应 的放 大图片的链接地址保存在所述移动搜 索客户端；

或 ，所述地址保存模块 ，具体用于提取在所述详情页面中所展 示的放 大图片的前后
两张放大图片的链接地址保存在所述移动搜索客户端。

依据本发明实施例 ，在接 收到用户在移动搜 索客户端上提 交的搜 索请求后 ，根据搜
索请求获取搜 索结果，并对搜 索结果中包括的详情页面的缩略 图片进行展 示，用户可以
直接在搜 索结果页面中看到搜 索结果中是否有 图，并且可判断图片是否与搜 索请求相 关，
从 而可以选择 查看符合 自己搜 索需求的图片；进一步，在接 收到用户对某个缩略 图片的
访 问操作后 ，并不展 示搜 索结果对应 的详情页，而是在移动搜 索客户端上创建第一 页面
浮层对缩略 图片对应 的放 大图片进行展 示 ，用户直接在 当前界 面上预 览详情页面中的图
片，提升用户对搜 索结果的视 觉体验 ，增强移动搜 索客户端的用户粘性 ，并且 ，由于无
需展 示对应 的详情页面，减少 了向服务器请求页面的操作 ，节省 了移动客户端的流量消
耗 ，同时减轻 了移动客户端和服务器的负载。

本发 明实施例 中，对放 大图片可以全屏展 示，比详情页面中图片展 示更大，方便用
户查看 图片，提升 了图片的视 觉效果。

本发 明实施例 中，在访 问其 中一张缩略 图片后 ，可 以预 先提取相邻 的放 大图片的链
接地址保存 于移动搜 索客户端 ，当用户需要 查看下一张图片时，可 以从本地提取链接地
址直接获取 图片，相 比于临时提取链接地址的方案 ，可以更快速展 示图片。

对 于上述移动终端搜 索图片的预 览装置 实施例 而言 ，由于其与方法 实施例基 本相
似 ，所以描述的比较 筒单 ，相 关之处参见方法实施例的部分说 明即可 。

本说 明书中的各个实施例均采用递进 的方式描述 ，每个实施例重点说 明的都是 与其
他 实施例的不同之处 ，各个实施例之 间相 同相似 的部分互相参见 即可 。

本领 域技 术人 员 易于想到 的是 ：上 述各 个 实施 例 的任 意组合应 用都是 可行 的 ，
故上 述各 个 实施 例之 间的任 意组合 都是 本发 明的 实施 方案 ，但是 由于篇 幅 限制 ，本
说 明 书在此就 不—— 详 述 了。

在此提供 的基 于移动终端的电话举报 方案不与任何特定计算机 、虚拟 系统或者其它
设备 固有相 关。各种通用 系统也可以与基 于在此 的示教一起使用。根据上 面的描述 ，构
造具有本发 明方案的系统所要求的结构是显 而易见的。此外 ，本发 明也不针对任何特定
编程语言。应 当明白，可 以利用各种编程语言实现在此描述的本发 明的 内容 ，并且上面
对特定语言所做 的描述是为 了披露本发 明的最佳 实施方式。

在此处所提供的说 明书中，说 明 了大量具体 细节。然而，能够理解 ，本发 明的实施
例可以在没有这些具体 细节的情况下实践 。在一些实例 中，并未详 细示 出公知 的方法、
结构和技术 ，以便 不模糊对本说 明书的理解。

类似地 ，应 当理解 ，为 了精 筒本公开并帮助理解各个发 明方面中的一个或 多个 ，在
上面对本发 明的示例性 实施例的描述 中，本发 明的各个特征有 时被一起分组到单个 实施
例、图、或者对其的描述 中。然而，并不应将该公开的方法解释成反映如下意 图：即所
要 求保 护的本发 明要 求 比在每 个权 利要 求 中所明确记载 的特征 更多的特征 。更确切地
说 ，如权利要 求 书所反 映的那样 ，发 明方面在 于少于前 面公 开 的单个 实施 例的所有特
征 。因此 ，遵循具体 实施 方式的权利要求 书由此 明确地并入该具体 实施方式，其 中每个



权利要求本身都作为本发明的单独实施例。
本领域那些技术人员可 以理解，可以对实施例中的设备中的模块进行 自适应性地改

变并且把它们设置在与该实施例不同的一个或多个设备中。可以把实施例中的模块或单
元或组件组合成一个模块或单元或组件，以及此外可以把它们分成多个子模块或子单元
或子组件。除了这样的特征和/或过程或者单元中的至少一些是相互排斥之外，可以采
用任何组合对本说明书 （包括伴随的权利要求、摘要和附图）中公开的所有特征以及如
此公开的任何方法或者设备的所有过程或单元进行组合。除非另外明确陈述，本说明书
( 包括伴随的权利要求、摘要和附图）中公开的每个特征可以由提供相同、等同或相似
目的的替代特征来代替。

此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理解，尽管在此所述的一些实施例包括其它实施例中
所包括的某些特征而不是其它特征，但是不同实施例的特征的组合意味着处于本发明的
范围之内并且形成不同的实施例。例如，在权利要求书中，所要求保护的实施例的任意
之一都可以以任意的组合方式来使用。

本发明的各个部件实施例可以以硬件实现，或者以在一个或者多个处理器上运行的
软件模块实现，或者以它们的组合实现。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在实践中使
用微处理器或者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 ) 来实现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移动终端搜索图片
的预览方案中的一些或者全部部件的一些或者全部功能。本发明还可以实现为用于执行
这里所描述的方法的一部分或者全部的设备或者装置程序 （例如，计算机程序和计算机
程序产品 ）。这样的实现本发明的程序可以存储在计算机可读介质上，或者可以具有一
个或者多个信号的形式。这样的信号可以从因特网网站上下载得到，或者在载体信号上
提供，或者以任何其他形式提供。

例如，图 6 示出了用于执行根据本发明的移动终端搜索图片的预览方法的计算设备。
该计算设备传统上包括处理器 610 和以存储器 620 形式的程序产品或者可读介质。存储
器 620 可 以是诸如闪存、EEPROM ( 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PROM 或者 ROM
之类的电子存储器。存储器 620 具有用于执行上述方法中的任何方法步骤的程序代码 631
的存储空间 630。例如，用于程序代码的存储空间 630 可以包括分别用于实现上面的方法
中的各种步骤的各个程序代码 631。这些程序代码可以从一个或者多个程序产品中读出或
者写入到这一个或者多个程序产品中。这些程序产品包括诸如存储卡之类的程序代码载
体。这样的程序产品通常为如参考图 7 所述的便携式或者固定存储单元。该存储单元可
以具有与图 6 的计算设备中的存储器 620 类似布置的存储段、存储空间等。程序代码可
以例如以适当形式进行压缩。通常，存储单元包括可读代码 631' , 即可以由例如诸如
610 之类的处理器读取的代码，这些代码当由计算设备运行时，导致该计算设备执行上面
所描述的方法中的各个步骤。

应该注意的是上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说明而不是对本发明进行限制，并且本领域
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所附权利要求的范围的情况下可设计出替换实施例。在权利要求中，
不应将位于括号之间的任何参考符号构造成对权利要求的限制。单词 " 包含" 不排除存
在未列在权利要求中的元件或步骤。位于元件之前的单词 "一" 或 "一个'' 不排除存在
多个这样的元件。本发明可以借助于包括有若干不同元件的硬件以及借助于适当编程的
计算机来实现。在列举了若干装置的单元权利要求中，这些装置中的若干个可以是通过
同一个硬件项来具体体现。单词第一、第二、以及第三等的使用不表示任何顺序。可将
这些单词解释为名称。



1、一种移动终端搜 索图片的预 览方法，包括：
接 收用户在移动搜 索客户端上提 交的搜 索请求；
获取 匹配所述搜 索请求的包括对应详情页面的多个缩略 图片的搜 索结果，并对所述

多个缩略 图片进行展 示；
接 收用户对某个缩略 图片的访 问操作 ，提取针对所述缩略 图片的放 大图片；
创建展 示所述放 大图片的第一页面浮层 ，并覆盖在所述移动搜 索客户端的 当前页面

上 。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 中，所述第一页面浮层在所述移动搜 索客户端

全屏展示。
3、根据权利要求 1-2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 中，所述搜 索结果中包括的多个缩略

图片为所述详情页面中首屏展 示或排序靠前的预设个数 的图片分别对应 的缩略 图片。
4、根据权利要求 1-3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 中，所述接 收用户对某个缩略 图片的

访 问操作 ，提取针对所述缩略 图片的放 大图片包括：
接 收用户对其 中一张缩略 图片的访 问操作 ；
查找所访 问的所述缩略 图片对应 的放 大图片的链接地址；
访 问查找的链接地址下载所访 问的缩略 图片对应 的放 大图片。
5、根据权利要求 1-4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 中，所述搜 索结果还 包括展 示所述搜

索结果的详情页面的页面标题 、页面站点名称以及 页面域名 ；
所述创建展 示所述放 大图片的第一页面浮层 ，并覆盖在所述移动搜 索客户端的 当前

页面上为 ，创建展 示所述放 大图片、所述 页面标题 、图片摘要数据 、页面站点名称 以及
页面域名 的第一页面浮层 ，并覆盖在所述移动搜 索客户端的 当前页面上 。

6、根据权利要求 1-5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 中，所述接 收用户对所述缩略 图片的
访 问操作 ，提取针对所述缩略 图片的放 大图片之后 ，所述方法还 包括：

提取在所述详情 页面中与 当前展 示的放 大图片相邻 的放 大图片的链接地址保存在
所述移动搜 索客户端。

7、根据权利要求 1-6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 中，所述提取在所述详情页面中与 当
前展 示的放 大图片相邻 的放 大图片的链接地址保存在所述移动搜 索客户端 包括：

提取所述搜 索结果 中其它缩略 图片对应 的放 大图片的链接 地址保存在所述移动搜
索客户端；

或 ，提取在所述详情页面中所展 示的放 大图片的前后 两张放 大图片的链接地址保存
在所述移动搜 索客户端。

8、根据权利要求 1-7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 中，所述方法还 包括：
接 收用户在 当前展 示的放 大图片上 的滑动操作或在所述第一 页面浮层 的第一预设

区域的点击操作 ；
访 问所述移动搜 索客户端预先保存 的链接地址，提取与 当前展 示的放 大图片相邻 的

放 大图片进行展 示。
9、根据权利要求 1-8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 中，在所述接 收用户在 当前展 示的放

大图片上 的滑动操作或在所述第一页面浮层的第一预设 区域的点击操作之后 ，所述方法
还 包括：

在确定 当前展 示的放 大图片对应 的缩略 图片为多个缩略 图片中最后一张时，在所述
第一页面浮层上生成提示最后一张的信 息。

10、根据权利要求 1-9 所述的方法，其 中，所述方法还 包括：



在创建所述第一 页面浮层 的预设 时间段后或接 收到在所述第一 页面浮层 的第二预
设 区域的点击操作后 ：

在所述第一页面浮层 中加载第二 页面浮层 ，所述第二 页面浮层 中以横 向列表 的形式
展 示多个所述缩略 图片；

和/或 ，在所述第一页面浮层 中加载展示第三 页面浮层 ，所述第三 页面浮层 中展 示针
对所述放 大图片的下载按钮和/或针对所述第三 页面浮层的关闭按钮 。

11、一种移动终端搜索图片的预 览装置 ，包括：
搜 索请求接 收模块 ，用于接 收用户在移动搜 索客户端上提 交的搜 索请求；
缩略 图片展 示模块 ，用于获取 匹配所述搜 索请求的包括对应详情页面的多个缩略 图

片的搜索结果，并对所述多个缩略 图片进行展 示；
图片访 问接 收模块 ，用于接收用户对某个缩略 图片的访 问操作 ，提取针对所述缩略

图片的放 大图片；
第一放 大图片展 示模块 ，用于创建展 示所述放 大图片的第一页面浮层 ，并覆盖在所

述移动搜 索客户端的 当前页面上 。
12、根据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装置 ，其 中，所述第一页面浮层在所述移动搜 索客户

端全屏展 示。
13、根据权利要求 11-12 所述的装置 ，其 中，所述搜 索结果中包括的多个缩略 图片

为所述详情页面中首屏展 示或排序靠前的预设个数 的图片分别对应 的缩略 图片。
14、根据权利要求 11-13 所述的装置 ，其 中，所述 图片访 问接 收模块 包括：
操作接 收模块 ， 用于接 收用户对其 中一张缩略 图片的访 问操作 ；
地址查询模块 ，用于查找所访 问的所述缩略 图片对应 的放 大图片的链接地址；
图片下载模块 ，用于访 问查找的链接地址下载所访 问的缩略 图片对应 的放 大图片。
15、根据权利要求 11-14 所述的装置 ，其 中，所述搜 索结果还 包括展 示所述搜 索结

果的详情页面的页面标题 、页面站点名称以及 页面域名 ；
所述第一放 大图片展 示模块 ，具体用于创建展 示所述放 大图片、所述页面标题 、图

片摘要数据 、页面站点名称以及 页面域名 的第一 页面浮层 ，并覆盖在所述移动搜 索客户
端的 当前页面上 。

16、根据权利要求 11-15 所述的装置 ，其 中，所述装置还 包括：
地址保存模块 ，用于提取在所述详情页面中与 当前展 示的放 大图片相邻 的放 大图片

的链接地址保存在所述移动搜 索客户端。
17、根据权利要求 11-16 所述的装置 ，其 中，所述地址保存模块 ，具体用于提取所

述搜 索结果中其它缩略 图片对应 的放 大图片的链接地址保存在所述移动搜 索客户端；
或 ，所述地址保存模块 ，具体用于提取在所述详情页面中所展 示的放 大图片的前后

两张放大图片的链接地址保存在所述移动搜索客户端。
18、根据权利要求 11-17 所述的装置 ，其 中，所述装置还 包括：
图片操作接 收模块 ，用于接 收用户在 当前展 示的放 大图片上的滑动操作或在所述第

一页面浮层的第一预设 区域的点击操作 ；
第二放 大图片展 示模块 ，用于访 问所述移动搜 索客户端预先保存的链接地址 ，提取

与 当前展 示的放 大图片相邻 的放 大图片进行展 示。
19、根据权利要求 11-18 所述的装置 ，其 中，所述装置还 包括：
提示信 息生成模块 ，用于在确定 当前展 示的放 大图片对应的缩略 图片为多个缩略 图



片中最后一张时，在所述第一页面浮层上生成提示最后一张的信息。
20、根据权利要求 11-19 所述的装置，其 中，所述装置还 包括：
点击操作接收模块 ，用于在创建所述第一页面浮层的预设时间段后或接收到在所述

第一页面浮层的第二预设 区域的点击操作后：
列表展示模块 ，用于在所述第一页面浮层 中加载第二页面浮层 ，所述第二页面浮层

中以横向列表的形式展示多个所述缩略 图片；
和/或 ，按钮展示模块 ，用于在所述第一页面浮层 中加载展示第三页面浮层 ，所述第

三 页面浮层 中展 示针对所述放 大图片的下载按钮和/或针对所述第三 页面浮层的关闭按
钮 。

2 1、一种程序 ，包括可读代码 ，当所述可读代码在计算设备上运行时，导致所述计
算设备执行根据权利要求 1-10 中的任一个所述的移动终端搜索图片的预览方法。

11 、 一种可读介质 ，其 中存储 了如权利要求 2 1 所述的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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