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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际公布：
- 包括 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 (3)) 。

本发 明公开 了一种菜单展示方法 、装置和设备 ，属于用户界面技术领域 。方法包括 ：根据功能属性将菜单系
统划分为 多个菜单组 ，并确 定菜单组加载信 息；所述菜单组加载信 息包括每个所述菜单组被显示 的位置先后
顺序 ；根据所述菜单组加载信 息中每个所述菜单组被显示 的位置先后顺序确 定所述 多个菜单组 中的每个菜单
组 的显示模 式 ；根据所述菜单组 的加载信 息及所述每个菜单组 的显示模式在 当前界面 中显示所述每个菜单
组 。本发 明解决 了现有技术菜单架构复杂不清 晰 以及对用户要求高 的问题 ，简化 了软件系统 的菜单架构 ，使
菜单导航在 显示界面清晰可见 ，使用户更加快捷 、形象化 的使用软件系统的菜单 。



说 明 书

一种菜单展 示方法、装置和设备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用户界面技术领域 ，特别涉及一种菜单展示方法、装置和设备 。

背景技术

随着软件功能越来越多，使用越来越频繁 ，这就对软件 的菜单提 出更高的

要求。

目前 ，软件 的功能通过菜单展示的方法为：通过主菜单 ，主菜单下包括多

个二级菜单 ，每个二级菜单下可能又 包括多个三级菜单 ，最下级的菜单对应着

一个功能；用户使用软件 时需要在复杂的菜单 中一级一级跳转才能找到对应 的

功能从 而完成操作 。

在 实现本发 明的过程 中，发 明人发现现有技术至少存在以下问题 ：

现有技术通过主菜单逐级下拉菜单的方式来组织软件 系统的菜单架构 ，需

要用户记住具体菜单与功能的对应 关系才能查找到对应 的功能，菜单架构复杂

不清晰且对用户要 求高。

发 明内容

为 了解决现有技术的问题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菜单展 示方法、装置

和设备 。所述技术方案如下：

第一方面，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菜单展示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根据功能属性将菜单 系统划分为多个菜单组 ，并确定菜单组加载信 息；所

述菜单组加载信 息包括每个所述菜单组被显示的位置先后顺序 ；

根据所述菜单组加载信 息 中每 个所述菜单组被显示的位 置先后顺序确定

所述多个菜单组 中的每个菜单组的显示模 式；

根据所述菜单组 的加载信 息及所述每 个菜单组 的显示模 式在 当前界 面中

显示所述每个菜单组 。

在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 中，所述菜单组的显示模 式至少 包括

所述菜单组 的内容呈现形式及显示位置顺序 中的一种显示要素；



相应地 ，所述根据所述菜单组的加载信 息及所述每个菜单组的显示模 式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所述每个菜单组 ，具体 包括：

根据所述菜单组 的加载信 息以及所述菜单组 内容呈现形式或所述显示位

置顺序 中的一种显示要素 ，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所述每个菜单组 。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

方式 中，所述菜单组 的显示位置顺序为视 觉上 由远及近平行 间隔排布的顺序 ；

相应 的，根据所述菜单组的加载信 息以及所述显示位置顺序在 当前界 面中

显示所述每个菜单组 ，具体 包括：

根据所述菜单组 的加载信 息以及视 觉上 由远及近平行排布 的顺序 的方式

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所述每个菜单组 。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

方式 中，所述菜单组 的 内容呈现形式为视 觉上呈竖直放 置且连续弯折 的折 页

形；

相应 的，所述根据所述菜单组的加载信 息以及所述菜单组的内容呈现形式

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所述每个菜单组 ，具体 包括：

根据所述菜单组 的加载信 息以及视 觉上呈竖直放 置且连续弯折 的折 页形

的方式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所述每个菜单组 。

结合第一方面，或者结合第一方面及基 于第一方面形成的第一至第三种可

能的实施方式中的任意一种或者多种 实施方式，在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方法还 包括：

接收用户对所显示的多个菜单组 中某个菜单组的选择指令 ；

判断所述选择指令选 中的菜单组是否为 当前激活菜单组；所述 当前激活菜

单组为在 当前界面最前面显示的菜单组；

当所述选择指令选 中的菜单组不是所述 当前激活菜单组时，将所述选择指

令选 中的菜单组切换 为所述 当前激活菜单组在所述 当前界 面显示。

结合第一方面，或者结合第一方面及基 于第一方面形成的第一至第四种可

能的实施方式中的任意一种或者多种 实施方式，在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方法还 包括：

接收用户对所述 当前激活菜单组 中某个菜单的选择指令 ；

将所述选择指令选 中的菜单的详细信 息显示在所述 当前界 面中。

结合第一方面，或者结合第一方面及基 于第一方面形成的第一至第五种可



能的实施方式中的任意一种或者多种 实施方式，在第六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方法还 包括：

接收用户对在所述 当前界面中显示详细信 息的菜单 的返 回指令 ；

根据所述返 回指令 ，收回所述菜单的详 细信 息并将所述菜单的缩略信 息显

示在所述 当前界面中。

结合第一方面，或者结合第一方面及基 于第一方面形成的第一至第六种可

能的实施方式中的任意一种或者多种 实施方式，在第七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根据所述菜单组 的加载信 息及所述每 个菜单组 的显示模 式在 当前界 面 中

显示所述每个菜单组之后 ，还 包括 ：

接收后 台服务器端定时发送的最新菜单 图片数据 ；

根据接 收的所述最新 菜单 图片数据对在所述 当前界 面 中显示的菜单 图片

进行渲染更新 ，并在所述 当前界 面中显示更新后 的菜单 图片。

第二方面，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菜单展示装置 ，所述装置 包括：

菜单控制器，用于根据功能属性将菜单 系统划分为多个菜单组 ，并确定菜

单组加载信 息；所述菜单组加载信 息包括每个所述菜单组被显示的位置先后顺

序 ； 根据所述菜单组加载信 息中每个所述菜单组被显示的位置先后顺序确定

所述多个菜单组 中的每个菜单组的显示模 式；

界面消息管理器，用于在 当前界面获取用户对所述菜单控制器划分的菜单

组以及所述菜单组 中的菜单 的操作指令 ；

菜单组显示模块 ，包括所述菜单控制器划分的多个菜单组 ，用于根据所述

菜单组 的加载信 息及所述每 个菜单组 的显示模 式在 当前界 面 中显示所述每 个

菜单组 。

在第二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菜单组显示模块 ，当所述菜

单组 的显示模 式至少 包括所述菜单组 的 内容呈现形式及显示位 置顺序 中的一

种显示要素时，具体用于根据所述菜单组的加载信 息以及所述菜单组 内容呈现

形式或所述显示位置顺序 中的一种显示要素 ，在 当前界 面中显示所述每个菜单

组 。

结合第二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

方式 中，所述菜单组显示模块 ，包括：

第一显示单元 ，当所述菜单组的显示位置顺序为视 觉上 由远及近平行 间隔

排布的顺序 ；用于根据所述菜单组 的加载信 息以及视 觉上 由远及近平行排布的



顺序 的方式在 当前界 面中显示所述每个菜单组 。

结合第二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

方式 中，所述菜单组显示模块 ，包括：

弯折 的折 页形时，用于根据所述菜单组 的加载信 息以及视 觉上呈竖直放置且连

续弯折 的折 页形的方式在 当前界 面中显示所述每个菜单组 。

结合第二方面，或者结合第二方面及基 于第二方面形成的第一至第三种可

能的实施方式中的任意一种或者多种 实施方式，在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

所述界面消息管理器，还用于接收用户对所显示的多个菜单组 中某个菜单组 的

选择指令 ；

所述菜单控制器，还用于判断所述选择指令选 中的菜单组是否为 当前激活

菜单组；所述 当前激活菜单组为在 当前界 面最前面显示的菜单组 ；当所述选择

指令选 中的菜单组不是所述 当前激活菜单组时，确定将所述选择指令选 中的菜

单组切换为所述 当前激活菜单组；

所述菜单组显示模块 ，还用于根据所述菜单的显示模 式将所述选择指令选

中的菜单组切换为所述 当前激活菜单组在所述 当前界面显示。

结合第二方面，或者结合第二方面及基 于第二方面形成的第一至第四种可

能的实施方式中的任意一种或者多种 实施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五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所述界面消息管理器，还用于接 收用户对所述 当前激活菜单组 中某

个菜单的选择指令 ；

所述菜单控制器 ，还用于根据所述界 面消息管理器接 收的菜单 的选择指

令 ，确定将所述选择指令选 中的菜单的详细信 息在所述 当前界面中显示；

所述菜单组显示模块 ，还用于在所述 当前界面中显示所述选择指令选 中的

菜单 的详细信 息。

结合第二方面，或者结合第二方面及基 于第二方面形成的第一至第五种可

能的实施方式中的任意一种或者多种 实施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六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所述界面消息管理器，还用于接 收用户对在所述 当前界 面中显示详

细信 息的菜单的返 回指令 ；

所述菜单控制器，还用于根据所述界面消息管理器接收的返 回指令 ，确定

收回所述菜单的详细信 息并将所述菜单 的缩略信 息在所述 当前界 面中显示；

所述菜单组显示模块 ，还用于收回所述菜单的详 细信 息并在所述 当前界面



中显示所述菜单的缩略信 息。

结合第二方面，或者结合第二方面及基 于第二方面形成的第一至第四种可

能的实施方式中的任意一种或者多种 实施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七种可能的实

现方式中，所述界面消息管理器，还用于接 收后 台服务器端定时发送的最新菜

单 图片数据 ；

所述菜单控制器，还用于根据所述界 面消息管理器接收的最新菜单 图片数

据对在所述 当前界面中显示的菜单 图片进行渲染更新 ；

所述菜单组显示模块 ，还用于在所述 当前界面中显示所述菜单控制器更新

后 的菜单 图片。

第三方面，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菜单展示设备 ，所述装置 包括 ：存储

器，用于存储功能模块的运行数据 ；

处理器，用于与所述存储器耦合 ，所述处理器配置为用于执行如第一方面

以及基 于第一方面形成 的第一至第七种可 能的实施 方式 中的一种或者多种 实

施方式所述的菜单展 示方法；

收发器，用于与所述处理器耦合 ，收发所述处理器处理的各种数据 。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技术方案 的有益效果是 ：

通过根据功能属性将菜单 系统划分为多个菜单组并确定菜单组加载信 息，

根据 菜单组加载信 息中每 个菜单组被显示的位置先后顺序确定多个菜单组 中

的每个菜单组的显示模 式，根据菜单组 的加载信 息及每个菜单组的显示模 式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每个菜单组 ，解决 了现有技术菜单架构复杂不清晰以及对用户

要求 高的问题 ，筒化 了软件 系统的菜单架构 ，使菜单导航在显示界面清晰可见 ，

使用户更加快捷 、形 象化 的使用软件 系统的菜单 。

附图说 明

为 了更清楚地说 明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 实施例描述 中所

需要使用的附图作 筒单地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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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 下，

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 的附图。

图 1 是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供 的菜单展 示方法流程 图；

图 2 是本发 明实施例二提供 的菜单展 示方法流程 图；

图 3 是本发 明实施例二提供 的菜单展 示方法第一操作示意图；



图 4 是本发 明实施例二提供 的菜单展 示方法第二操作示意图；

图 5 是本发 明实施例二提供 的菜单展 示方法第三操作示意图；

图 6 是本发 明实施例二提供 的菜单展 示方法第四操作示意图；

图 7 是本发 明实施例二提供 的菜单展 示方法第五操作示意图；

图 8 是本发 明实施例二提供 的菜单展 示方法第六操作示意图；

图 9 是本发 明实施例三提供 的菜单展 示装置结构示意 图；

图 10 是本发 明实施例四提供 的菜单展示设备结构示意图。

具体 实施方式

为使本发 明的 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 附图对本发 明

实施方式作进一步地详细描述。

实施例一

参见 图 1 ,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菜单展示方法，该方法包括 ：

101 、根据功能属性将菜单 系统划分为多个菜单组 ，并确定菜单组加载信

息；菜单组加载信 息包括每个菜单组被显示的位置先后顺序 ；

102 、根据菜单组加载信 息中每个菜单组被显示的位置先后顺序确定多个

菜单组 中的每个菜单组的显示模 式；

103 、根据菜单组 的加载信 息及每个菜单组 的显示模 式在 当前界 面中显示

每个菜单组 。

具体地 ，菜单组的显示模 式至少包括菜单组的内容呈现形式及显示位置顺

序 中的一种显示要素；

相应地 ，根据菜单组 的加载信 息及每个菜单组的显示模 式在 当前界面中显

示每个菜单组 ，具体 包括：

根据 菜单组 的加载信 息以及菜单组 内容呈现形式或显示位 置顺序 中的一

种显示要素 ，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每个菜单组 。

进一步地 ，菜单组 的显示位 置顺序 为视 觉上 由远及近平行 间隔排布 的顺

序 ；

相应 的，根据菜单组 的加载信 息以及 显 示位置顺序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每个

菜单组 ，具体 包括：

根据 菜单组 的加载信 息以及视 觉上 由远及近平行排布 的顺序 的方式在 当



前界 面中显示每个菜单组 。

进一步地 ，菜单组的 内容呈现形式为视 觉上呈竖直放置且连续弯折 的折 页

形；

相应 的，根据菜单组 的加载信 息以及菜单组的内容呈现形式在 当前界 面中

显示每个菜单组 ，具体 包括 ：

根据 菜单组 的加载信 息以及视 觉上呈竖直放 置且连续弯折 的折 页形 的方

式在 当前界 面中显示每个菜单组 。

相应 的，当每个菜单组 中包含 的多个菜单时，每个菜单对应折 页形 中的一

个折 页。

具体地 ，该方法还 包括：

接收用户对所显示的多个菜单组 中某个菜单组的选择指令 ；

判断选择指令选 中的菜单组是否为 当前激活菜单组；当前激活菜单组为在

当前界面最前面显示的菜单组；

当选择指令选 中的菜单组不是 当前激活菜单组时，将选择指令选 中的菜单

组切换为 当前激活菜单组在 当前界 面显示。

具体地 ，该方法还 包括：

接收用户对 当前激活菜单组 中某个菜单的选择指令 ；

将选择指令选 中的菜单的详细信 息显示在 当前界面中。

进一步地 ，该方法还 包括：

接收用户对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详细信 息的菜单的返 回指令 ；

根据返 回指令 ，收回菜单的详细信 息并将菜单的缩略信 息显示在 当前界面

中。

具体地 ，根据菜单组 的加载信 息及每个菜单组的显示模 式在 当前界面中显

示每个菜单组之后 ，还 包括 ：

接收后 台服务器端定时发送的最新菜单 图片数据 ；

根据接 收的最新 菜单 图片数据对在 当前界 面 中显示的菜单 图片进行渲染

更新 ，并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更新后 的菜单 图片。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方法，通过根据功能属性将菜单 系统划分为多个菜单

组并确定菜单组加载信 息，根据菜单组加载信 息中每个菜单组被显示的位置先

后顺序确定多个菜单组 中的每个菜单组的显示模 式，根据菜单组的加载信 息及

每个菜单组 的显示模 式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每个菜单组 ，解决 了现有技术菜单架



构复杂不清晰以及对用户要求高的问题，筒化了软件系统的菜单架构，使菜单

导航在显示界面清晰可见，使用户更加快捷、形象化的使用软件系统的菜单。

实施例二

参见图 2 ,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菜单展示方法，该方法包括：

201、根据功能属性将菜单系统划分为多个菜单组，并确定菜单组加载信

息；该菜单组加载信息包括每个菜单组被显示的位置先后顺序；

其中，本发明实施例由菜单控制器、界面消息管理器、菜单组显示模块三

部分组成的装置完成；其中，菜单控制器负责管理菜单，并根据界面消息管理

器获取的消息控制菜单组显示模块中的菜单组行为，例如排列、隐藏等；界面

消息管理器负责获取 当前界面的消息，发送给菜单控制器；菜单组显示模块包

括菜单系统中所有的菜单组，负责根据菜单控制器的命令展示所有的菜单组以

及每个菜单组的菜单。

具体地，根据软件的功能属性，将软件的菜单系统划分为多个菜单组，每

个菜单组对应着一个功能；比如监控功能对应着监控菜单组，维护功能对应着

维护菜单组；在划分菜单组后，菜单控制器根据划分得到的菜单组 以及每个菜

单组对应的功能信息，确定菜单组加载信息，该菜单组加载信息包括每个菜单

组的被显示的位置先后顺序。

202、根据菜单组加载信息中每个菜单组被显示的位置先后顺序确定多个

菜单组中的每个菜单组的显示模式；

具体地，菜单组的显示模式至少包括菜单组的显示内容、内容呈现形式、

显示位置顺序以及菜单组与相邻菜单组的连接关系；比如，监控菜单组的加载

信息为：被显示的位置先后顺序为 1、显示形式为折扇式、显示内容为缩略信

息，显示大小为 16*32 。

203、根据菜单组的加载信息及每个菜单组的显示模式在当前界面中显示

每个菜单组。

具体地，根据步骤 202 确定的菜单组的显示模式可以包括菜单组的显示内

容、内容呈现形式、显示位置顺序以及菜单组与相邻菜单组的连接关系在当前

界面中显示多个菜单组。参见图 3 , 当软件系统加载菜单组时，菜单组显示模

块首先根据菜单控制器确定的菜单加载信息中每个菜单组的显示先后顺序、显
示形式、显示位置和显示大小，把菜单组加载并显示出来；如图 3 中，实时监



控菜单组的显示先后顺序为最前面，显示形式为纸扇式，显示位置为居中，显

示大小为 20*8 。

其中，菜单组的显示模式至少包括菜单组的内容呈现形式及显示位置顺序

中的一种显示要素；

相应地，根据菜单组的加载信息及每个菜单组的显示模式在当前界面中显
示每个菜单组，具体包括：

根据菜单组的加载信息以及菜单组内容呈现形式或显示位置顺序中的一

种显示要素，在当前界面中显示每个菜单组。
进一步地，菜单组的显示位置顺序为视觉上由远及近平行间隔排布的顺

序；
相应的，根据菜单组的加载信息以及显示位置顺序在当前界面中显示每个

菜单组，具体包括：

根据菜单组的加载信息以及视觉上由远及近平行排布的顺序的方式在当

前界面中显示每个菜单组。

进一步地，菜单组的内容呈现形式为视觉上呈竖直放置且连续弯折的折页

形；
相应的，根据菜单组的加载信息以及菜单组的内容呈现形式在当前界面中

显示每个菜单组，具体包括：

根据菜单组的加载信息以及视觉上呈竖直放置且连续弯折的折页形的方

式在当前界面中显示每个菜单组。

进一步地，入股菜单组的内容呈现形式为视觉上呈竖直放置且连续弯折的

折页形；
相应的，当每个菜单组中包含的多个菜单时，每个菜单对应折页形中的一

个折页。
其中，具在显示菜单组的同时还需要显示每个菜单组中的多个菜单，具体

为：
a、根据每个菜单组中包含的多个菜单之间的相关性，确定每个菜单组的

菜单加载信息；

具体地，菜单控制器根据每个菜单组中包含的多个菜单之间的相关性，确
定菜单加载信息；其中，菜单加载信息包括每个菜单组中包含的每个菜单被显

示的位置先后顺序；多个菜单之间的相关性包括多个菜单之间处理流程的先后



顺序 ，或其他对应 关系；参见 图 4 , 维护菜单组 中的三个菜单分别为：工单和

GIS 地理信 息、站点组态的详细信 息、维护经验 ，由于这三个菜单有使用的任

务流关系，因此设置该三个菜单是从左至右；

b 、根据每个菜单组 的菜单加载信 息中每个菜单被显示的位置先后顺序确

定多个菜单 中的每个菜单的显示模 式；菜单的显示模 式至少包括菜单 的显示 内

容 、内容呈现形式、显示位置顺序 以及菜单与相邻菜单 的连接 关系；

c、根据菜单 的显示模 式在 当前界 面中显示所述每个菜单组 中包含 的多个

菜单 的内容 。

参见 图 4 , 菜单组显示模块 同时根据确定的菜单 的显示模 式如显示先后顺

序 、显示位置和显示大小正确 的显示 出来；如 图 4 中，维护菜单组将工单和

GIS 地理信 息、站点组态的详细信 息、维护经验三个菜单分别依次显示；当所

有 的菜单组加载显示后 ，菜单 系统处于等待 消息的状态，界 面消息管理器监控

用户在 当前界面的操作 ，以便 获取用户的操作 消息。

需要说 明的是 ，菜单组显示模块在 当前界面根据菜单组 的显示模 式显示所

有菜单组以及根据菜单的显示模 式显示多个菜单之后 ，还会接 收后 台服务器端

定时发送的最新菜单 图片数据 ，并根据接收的最新菜单 图片数据对在 当前界 面

中显示的菜单 图片进行渲染更新 ，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更新后 的菜单 图片。

204 、接 收用户对所显示的多个菜单组 中某个菜单组 的选择指令 ，判断选

中的菜单组是否为 当前激活菜单组 ，当选 中的菜单组不是 当前激活菜单组时，

将选 中的菜单组切换 为 当前激活菜单组在 当前界面显示；

具体地 ，当前激活菜单组为在 当前界 面最前面显示的菜单组；参见 图 5 ,

当用户在 当前界面点击实时监控菜单组时，界 面消息管理器获取到用户对 实时

监控菜单组 的选择指令 ，将该选择指令发给菜单控制器；菜单控制器会判断实

时监控菜单组是否为 当前激活菜单组；当菜单控制器判断实时监控菜单组不是

当前激活菜单组 ，就会根据预设 的菜单切换算法，将 实时监控菜单组切换 为 当

前激活菜单组 。

其 中，菜单切换算法可 以为对调切换 ，具体为发送切换命令给菜单组显示

模块 ，菜单组显示模块收到切换命令后 ，将两个菜单组分别进行移动到新 的位

置上 ，从 而将选择指令选 中的菜单组拉到 当前界面的最前面，成为 当前激活菜

单组 ；另外 ，菜单切换算法也 可 以为依 次切换 ，即将选择指令选 中的菜单组切

换为 当前激活菜单组 ，而将 当前界 面显示的最前面菜单组向后移动到选择指令



选 中的菜单组后 面，其他菜单组依 次向后移动。

205 、接 收用户对 当前激活菜单组 中某个菜单 的选择指令 ，将选择指令选

中的菜单的详细信 息显示在 当前界 面中。

具体地 ，参见 图 6 , 当用户在 当前界面点击实时监控菜单组 中站点分布菜

单时，界面消息管理器获取到对站点分布菜单的消息，界面消息管理器将对站

点分布菜单 的选择指令发到菜单控制器；菜单控制器收到对站点分布菜单的选

择指令后 ，向菜单组显示模块发送将站点分布菜单的详 细信 息显示在 当前界 面

中的命令 ；菜单组显示模块收到该命令后 ，将 实时监控菜单组 中的站点分布菜

单 图片的详 细信 息从 当前大小逐步显示在 当前界面中。

206 、接 收用户对在 当前界 面中显示详 细信 息的菜单 的返 回指令 ，根据返

回指令 ，收回菜单的详细信 息并将菜单 的缩略信 息显示在 当前界 面中。

具体地 ，参见 图 7 , 当用户在 当前界面点击工具栏上返 回主页图标的操作

时，界面消息管理器获取到对 当前显示的站点分布菜单的返 回指令 ，将该返 回

指令发送给菜单控制器；菜单控制器收到该返 回指令后 ，向菜单组显示模块发

送收回站点分布菜单 的详细信 息的命令给菜单组显示模块；菜单组显示模块收

到该命令后 ，将 当前页面显示的站点分布菜单 的详细信 息收回并将菜单的缩略

信 息显示在 当前界 面中。

需要说 明的是 ，当获取到用户将 当前菜单切换为相邻菜单的指令 时，则在

当前界面将 当前菜单切换为所选择 的相邻菜单 ，并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所选择 的

相邻菜单的详细信 息；相邻的菜单 ，可以为 当前菜单的上一个菜单或下一个菜

单；参见 图 8 , 当用户点击向左或向右滑动 图标的操作 ，界面消息管理器获取

到该切换指令后 ，将该切换指令发给菜单控制器；菜单控制器收到该切换指令

后 ，将该切换指令发送给菜单组显示模块；菜单组显示模块将 当前显示的站点

分布菜单切换为所选择 的相邻菜单 ，也 可 以通过通过上下滑动的效果，把 当前

页面切换为所选择 的相邻菜单 。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方法，通过根据功能属性将菜单 系统划分为多个菜单

组并确定菜单组加载信 息，根据菜单组加载信 息中每个菜单组被显示的位置先

后顺序确定多个菜单组 中的每个菜单组的显示模 式，根据菜单组的加载信 息及

每个菜单组 的显示模 式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每个菜单组 ，解决 了现有技术菜单架

构复杂不清晰以及对用户要求高的问题 ，筒化 了软件 系统的菜单架构 ，使菜单

导航在显示界面清晰可见 ，使用户更加快捷 、形象化 的使用软件 系统的菜单 。



实施例三

参见图 9 ,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菜单展示装置，该装置包括：

菜单控制器 901 , 用于根据功能属性将菜单系统划分为多个菜单组，并确

定菜单组加载信息；菜单组加载信息包括每个菜单组被显示的位置先后顺序；

根据菜单组加载信息中每个菜单组被显示的位置先后顺序确定多个菜单组 中
的每个菜单组的显示模式；

界面消息管理器 902, 用于在 当前界面获取用户对菜单控制器 901 划分的

菜单组以及菜单组中的菜单的操作指令；

菜单组显示模块 903 , 包括菜单控制器 901 划分的多个菜单组，用于根据

菜单组的加载信息及每个菜单组的显示模式在当前界面中显示每个菜单组。

具体地，菜单组显示模块 903 的

菜单组显示模块 903 , 当菜单组的显示模式至少包括菜单组的内容呈现形

式及显示位置顺序中的一种显示要素时，具体用于根据菜单组的加载信息以及

菜单组内容呈现形式或显示位置顺序中的一种显示要素，在当前界面中显示每

个菜单组。

具体地，菜单组显示模块 903 , 包括：

第一显示单元，当菜单组的显示位置顺序为视觉上由远及近平行间隔排布

的顺序；用于根据菜单组的加载信息以及视觉上由远及近平行排布的顺序的方

式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每个菜单组。

具体地，菜单组显示模块 903 , 包括：

第二显示单元，当菜单组的内容呈现形式为视觉上呈竖直放置且连续弯折

的折页形时，用于根据菜单组的加载信息以及视觉上呈竖直放置且连续弯折的

折页形的方式在当前界面中显示每个菜单组。

其中，第二显示单元，用于当每个菜单组中包含的多个菜单时，每个菜单

对应折页形中的一个折页。

具体地，界面消息管理器 902, 还用于接收用户对所显示的多个菜单组中

某个菜单组的选择指令；

菜单控制器 901 , 还用于判断选择指令选中的菜单组是否为当前激活菜单

组；当前激活菜单组为在当前界面最前面显示的菜单组；当选择指令选中的菜

单组不是当前激活菜单组时，确定将选择指令选中的菜单组切换为当前激活菜



单组；

菜单组显示模块 903 , 还用于根据菜单的显示模 式将选择指令选 中的菜单

组切换为当前激活菜单组在 当前界面显示。

进一步地 ，界面消息管理器 902, 还用于接收用户对 当前激活菜单组 中某

个菜单的选择指令；

菜单控制器 901 ,还用于根据界面消息管理器 902 接收的菜单的选择指令 ，

确定将选择指令选 中的菜单的详细信息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

菜单组显示模块 903 , 还用于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选择指令选 中的菜单的详

细信 息。

进一步地 ，界面消息管理器 902, 还用于接收用户对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详

细信 息的菜单的返回指令；

菜单控制器 901 , 还用于根据界面消息管理器 902 接收的返回指令 ，确定

收回菜单的详细信息并将菜单的缩略信息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

菜单组显示模块 903 , 还用于收回菜单的详细信 息并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菜

单的缩略信 息。

具体地 ，界面消息管理器 902, 还用于接收后 台服务器端定时发送的最新

菜单 图片数据；

菜单控制器 901 , 还用于根据界面消息管理器 902 接收的最新菜单 图片数

据对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的菜单 图片进行渲染更新 ；

菜单组显示模块 903 , 还用于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菜单控制器 901 更新后的

菜单 图片。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装置，通过根据功能属性将菜单 系统划分为多个菜单

组并确定菜单组加载信息，根据菜单组加载信 息中每个菜单组被显示的位置先

后顺序确定多个菜单组 中的每个菜单组的显示模 式，根据菜单组的加载信息及

每个菜单组的显示模 式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每个菜单组 ，解决了现有技术菜单架

构复杂不清晰以及对用户要求高的问题 ，筒化 了软件 系统的菜单架构 ，使菜单

导航在显示界面清晰可见 ，使用户更加快捷 、形象化的使用软件 系统的菜单 。

实施例 四

参见 图 10,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菜单展示设备 ，该设备 包括：存储器

1001 , 用于存储功能模块的运行数据；



处理器 1002, 用于与存储器 1001 耦合 ，处理器配置为用于执行上述任一

的菜单展示方法；

收发器 1003 , 用于与处理器 1002 耦合 ，收发处理器处理的各种数据 。

处理器 1002, 用于根据功能属性将菜单 系统划分为多个菜单组 ，并确定菜

单组加载信 息；菜单组加载信 息包括每个菜单组被显示的位置先后顺序 ； 根

据 菜单组加载信 息 中每 个菜单组被显示的位 置先后顺序确定多个菜单组 中的

每个菜单组 的显示模 式；根据菜单组的加载信 息及每个菜单组 的显示模 式在 当

前界 面中显示每个菜单组 。

具体地 ，该处理器 1002, 当菜单组 的显示模 式至少包括菜单组 的内容呈现

形式及显示位置顺序 中的一种显示要素；具体用于根据菜单组 的加载信 息以及

菜单组 内容呈现形式或显示位置顺序 中的一种显示要素 ，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每

个菜单组 。

进一步地 ，该处理器 1002, 当菜单组的显示位置顺序为视 觉上 由远及近平

行 间隔排布的顺序 ；具体用于根据菜单组的加载信 息以及视 觉上 由远及近平行

排布的顺序 的方式在 当前界 面中显示每个菜单组 。

进一步地 ，该处理器 1002, 当菜单组的内容呈现形式为视 觉上呈竖直放置

且连续弯折 的折 页形 ，具体用于根据菜单组的加载信 息以及视 觉上呈竖直放 置

且连续弯折 的折 页形的方式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每个菜单组 。

进一步地 ，该处理器 1002, 当菜单组的内容呈现形式为视 觉上呈竖直放置

且连续弯折 的折 页形；当每个菜单组 中包含 的多个菜单时，每个菜单对应折 页

形 中的一个折 页。

具体地 ，该处理器 1002, 还用于接 收用户对所显示的多个菜单组 中某个菜

单组 的选择指令 ；判断选择指令选 中的菜单组是否为 当前激活菜单组；当前激

活菜单组为在 当前界 面最前面显示的菜单组；当选择指令选 中的菜单组不是 当

前激活菜单组时，将选择指令选 中的菜单组切换为 当前激活菜单组在 当前界 面

显示。

进一步地 ，该处理器 1002, 还用于接收用户对 当前激活菜单组 中某个菜单

的选择指令 ；将选择指令选 中的菜单的详细信 息显示在 当前界 面中。

进一步地 ，该处理器 1002, 还用于接收用户对在 当前界 面中显示详细信 息

的菜单的返 回指令 ；根据返 回指令 ，收回菜单的详 细信 息并将菜单 的缩略信 息

显示在 当前界面中。



具体地 ，该处理器 1002, 还用于根据菜单组的加载信息及每个菜单组的显

示模式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每个菜单组之后 ，接收后 台服务器端定时发送的最新

菜单 图片数据；根据接收的最新菜单图片数据对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的菜单图片

进行渲染更新 ，并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更新后的菜单 图片。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设备 ，通过根据功能属性将菜单 系统划分为多个菜单

组并确定菜单组加载信息，根据菜单组加载信息中每个菜单组被显示的位置先

后顺序确定多个菜单组 中的每个菜单组的显示模式，根据菜单组的加载信息及

每个菜单组的显示模式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每个菜单组，解决了现有技术菜单架

构复杂不清晰以及对用户要求高的问题 ，筒化 了软件 系统的菜单架构，使菜单

导航在显示界面清晰可见，使用户更加快捷 、形象化的使用软件 系统的菜单。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可以理解 实现上述实施例的全部或部分步骤可以通

过硬件来完成，也可以通过程序来指令相关的硬件完成，所述的程序可以存储

于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中，上述提到的存储介质可以是只读存储器，磁盘

或光盘等。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 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

精神和原则之 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 同替换 、改进等，均应 包含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 内。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菜单展示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 包括：

根据 功能属性将菜单 系统划分为多个菜单组 ，并确定菜单组加载信 息；所

述菜单组加载信 息包括每个所述菜单组被显示的位置先后顺序 ；

根据所述菜单组加载信 息中每个所述菜单组被显示的位置先后顺序确定所

述多个菜单组 中的每个菜单组 的显示模 式；

根据所述菜单组 的加载信 息及所述每个菜单组 的显示模 式在 当前界 面中显

示所述每个菜单组 。

2、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菜单组 的显示模 式至

少包括所述菜单组的内容呈现形式及显示位置顺序 中的一种显示要素；

相应地 ，所述根据所述菜单组 的加载信 息及所述每个菜单组 的显示模 式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所述每个菜单组 ，具体 包括：

根据所述菜单组 的加载信 息以及所述菜单组 内容呈现形式或所述显示位置

顺序 中的一种显示要素 ，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所述每个菜单组 。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菜单组 的显示位置顺序

为视 觉上 由远及近平行 间隔排布的顺序 ；

相应 的，根据所述菜单组 的加载信 息以及所述显示位置顺序在 当前界 面中

显示所述每个菜单组 ，具体 包括：

根据所述菜单组 的加载信 息以及视 觉上 由远及近平行排布的顺序 的方式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所述每个菜单组 。

4、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菜单组 的内容呈现形式

为视 觉上呈竖直放置且连续弯折 的折 页形；

相应 的，所述根据所述菜单组 的加载信 息以及所述菜单组 的 内容呈现形式

在 当前界 面中显示所述每个菜单组 ，具体 包括 ：

根据所述菜单组 的加载信 息以及视 觉上呈竖直放 置且连续弯折 的折 页形的

方式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所述每个菜单组 。



5、根据权利要求 1 至 4 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 包

括：

接 收用户对所显示的多个菜单组 中某个菜单组 的选择指令 ；

判断所述选择指令选 中的菜单组是否为 当前激活菜单组 ；所述 当前激活菜

单组为在 当前界 面最前面显示的菜单组；

当所述选择指令选 中的菜单组不是所述 当前激活菜单组 时，将所述选择指

令选 中的菜单组切换为所述 当前激活菜单组在所述 当前界面显示。

6、根据权利要求 1 至 5 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 包

括：

接 收用户对所述 当前激活菜单组 中某个菜单的选择指令 ；

将所述选择指令选 中的菜单的详细信 息显示在所述 当前界面中。

7、根据权利要求 1 至 6 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 包

括：

接 收用户对在所述 当前界 面中显示详细信 息的菜单的返 回指令 ；

根据所述返 回指令 ，收回所述菜单 的详 细信 息并将所述菜单 的缩略信 息显

示在所述 当前界 面中。

8、根据权利要求 1 至 7 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所述

菜单组 的加载信 息及所述每个菜单组 的显示模 式在 当前界 面中显示所述每个菜

单组之后 ，还 包括：

接 收后 台服务器端定时发送的最新菜单 图片数据 ；

根据接 收的所述最新菜单 图片数据对在所述 当前界 面中显示的菜单 图片进

行渲染更新 ，并在所述 当前界 面中显示更新后 的菜单 图片。

9、一种菜单展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 包括：

菜单控制器，用于根据 功能属性将菜单 系统划分为多个菜单组 ，并确定菜

单组加载信 息；所述菜单组加载信 息包括每个所述菜单组被显示的位 置先后顺

序 ； 根据所述菜单组加载信 息中每个所述菜单组被显示的位置先后顺序确定所



述多个菜单组 中的每个菜单组 的显示模 式；

界 面消息管理器，用于在 当前界 面获取用户对所述菜单控制器划分的菜单

组以及所述菜单组 中的菜单的操作指令 ；

菜单组显示模块 ，包括所述菜单控制器划分的多个菜单组 ，用于根据所述

菜单组 的加载信 息及所述每个菜单组 的显示模 式在 当前界 面中显示所述每个菜

单组 。

10、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菜单组显示模块 ，当

所述菜单组 的显示模 式至少 包括所述菜单组 的 内容呈现形式及显示位 置顺序 中

的一种显示要素时，具体用于根据所述菜单组 的加载信 息以及所述菜单组 内容

呈现形式或所述显示位置顺序 中的一种显示要素 ，在 当前界 面中显示所述每个

菜单组 。

11、根据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菜单组显示模块 ，包

括：

第一显示单元 ，当所述菜单组 的显示位置顺序 为视 觉上 由远及近平行 间隔

排布的顺序 ；用于根据所述菜单组 的加载信 息以及视 觉上 由远及近平行排布的

顺序 的方式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所述每个菜单组 。

12、根据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菜单组显示模块 ，包

括：

第二显示单元 ，当所述菜单组 的 内容呈现形式为视 觉上呈竖直放 置且连续

弯折 的折 页形时，用于根据所述菜单组 的加载信 息以及视 觉上呈竖直放 置且连

续弯折 的折 页形的方式在 当前界面中显示所述每个菜单组 。

13、根据权利要求 9 至 12 任意一项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界面消

息管理器，还用于接收用户对所显示的多个菜单组 中某个菜单组的选择指令 ；

所述菜单控制器，还用于判断所述选择指令选 中的菜单组是 否为 当前激活

菜单组 ；所述 当前激活菜单组为在 当前界 面最前面显示的菜单组 ； 当所述选择

指令选 中的菜单组不是所述 当前激活菜单组 时，确定将所述选择指令选 中的菜

单组切换 为所述 当前激活菜单组；



所述菜单组显示模块 ，还用于根据所述菜单 的显示模 式将所述选择指令选

中的菜单组切换 为所述 当前激活菜单组在所述 当前界 面显示。

14、根据权利要求 9 至 13 任意一项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界面消

息管理器，还用于接收用户对所述 当前激活菜单组 中某个菜单的选择指令 ；

所述菜单控制器，还用于根据所述界面消息管理器接收的菜单的选择指令 ，

确定将所述选择指令选 中的菜单 的详细信 息在所述 当前界面中显示；

所述菜单组显示模块 ，还用于在所述 当前界 面中显示所述选择指令选 中的

菜单的详 细信 息。

15、根据权利要求 9 至 14 任意一项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界面消

息管理器，还用于接 收用户对在所述 当前界 面中显示详 细信 息的菜单 的返 回指

令 ；

所述菜单控制器，还用于根据所述界 面消息管理器接 收的返 回指令 ，确定

收回所述菜单的详细信 息并将所述菜单 的缩略信 息在所述 当前界面中显示；

所述菜单组显示模块 ，还用于收回所述菜单 的详 细信 息并在所述 当前界 面

中显示所述菜单 的缩略信 息。

16、根据权利要求 9 至 15 任意一项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界面消

息管理器，还用于接收后 台服务器端定时发送的最新菜单 图片数据 ；

所述菜单控制器，还用于根据所述界 面消息管理器接 收的最新菜单 图片数

据对在所述 当前界面中显示的菜单 图片进行渲染更新 ；

所述菜单组显示模块 ，还用于在所述 当前界 面中显示所述菜单控制器更新

后 的菜单 图片。

17、一种菜单展 示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设备 包括：

存储器，用于存储功能模块的运行数据 ；

处理器，用于与所述存储器耦合 ，所述处理器配置为用于执行如权利要求 1

至 8 任一所述的菜单展 示方法；

收发器，用于与所述处理器耦合 ，收发所述处理器处理的各种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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