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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触摸屏 的设备解锁 的方法和系统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一种设备解锁 的方法和系统 ，更具体地 ，本发 明涉及一

种具有触摸屏 的设备解锁 的方法和系统 。

背景技术

随着设备 ，例如手机和平板 电脑 的普及 ，触摸屏得到 了广泛 的应用 。

由于设备可能常常被使用者置于衣袋 、背包和提包 当中，设备 的触摸屏

可能时常与其它对象发生碰触 。这种碰触一方面可能会导致意外 的触发

移动设备 的功能，例如不经意将设备开机 、关机或者拨打 电话给他人 。

另一方面 ，意外 的碰触可能导致设备长 时间处于使用状态 当中，消耗设

备 的电能 ，使得设备 的待机 时间被缩短 。

美 国专利 申请 10/950,088 披 露 了一种触摸屏锁定方法 ，包括接收用

户通过触碰触摸屏所输入 的图案 ，判 断所获取 的图案是否符合一个特定

图案 ，检验该触摸屏 的状态 ，当所获取 的输入 图案符合特定 图案 时，根

据检验到的状态发布对应指令 ，并根据对应指令执行上锁或解锁功能 。

该专利所公开 的技术受限于特定 图案必须是封 闭曲线 ，判 断封 闭曲线 的

标准是至少一个像素被感应到超过一次 ，以及用户输入 的轨迹必须是" 一
笔而成 " 的轨迹 ，触摸笔一旦离开屏幕则结束记录 。上述 限制对于 目前

广泛使用 的多点式触摸屏或 电容式触摸屏 的应用构成 了限制 。

另一方面 ，现有技术 中实现 网络登录校验 的方式是采用 随机生成验

证码 。有效防止某一个特定注册用户用特定程序暴力破解方式进行不断

的登陆尝试 ， 目前常用 的随机数字 图片验证码 。没有基本 图形 图像学知

识的人 ，不可破解 。例如 QQ 网站用户登录用 的是 PNG 格式 ，图片用 的

随机数字+随机大写英文字母 ,每刷新一次 ,每个字符还会变位置 。微软 的

hotmail 申请 时候 的是 BMP 格式，随机数字+随机大写英文字母+随机干

扰像素+随机位置 。然而 ，在设备 的屏幕 中，受 限于屏幕 的尺寸 ，所显

示 的验证码 图片的尺寸也较小 。在 随机干扰素 的影响下 ，用户可能看不

清 随机数字或 随机字母 。同时，在触摸屏输入 随机数字或 随机字母 的过



程也 比较繁琐 ，用户需要在软键盘上操作字母和数字 的输入 同时还需要

不断的在字母和数字输入模式之间切换 。上述过程实际上是利用触摸屏

的软键盘功能实现传统键盘操作模式 。 目前 尚无触摸轨迹在 网页登陆验

证中的应用 。

另一方面 ，设备 的屏幕解锁歩骤是用户体验 的最初入 口，具有广告

推介的商业价值 ，但现有技术没有利用屏幕解锁歩骤实现商业价值 的解

决方案 。

本发 明综合解决 了上述现有技术的问题与不足 。

发 明内容

本发 明的 目的是提 出了一种具有触摸屏 的设备 的解锁 的方法和系

统 ，其能够利用触摸屏的输入解除屏幕锁或者激活设备的特定功能。系

统一方面为具有触摸屏的设备 的屏幕解锁提供 了便捷方法 ，另一方面通

过运用触摸识别和 图案对 比，实现 了验证码 的功能，使多点识别 的触摸

屏能够更好 的结合设备的现有操作 。另一方面 ，提 出了利用屏幕解锁歩

骤实现商业价值 的解决方案 。

根据本发 明的一方面提 出了一种具有触摸屏的设备解锁 的方法 ，该

方法包括 以下歩骤 ：设备客户端从 网络端获取商标 图案； 设备客户端监

测触摸屏输入； 若所监测到的触摸屏输入与所述商标 图案相符 ，则设备

客户端使设备解锁 ；以及设备客户端在预定时间从 网络端获取商标 图案

的更新 。

优选 的，设备客户端在触摸屏上预设接收触摸屏感应的区域 。

优选 的，客户端识别商标 图案所包括 的形状 ，并根据所识别的形状

创建轨迹点。

优选 的，在预定时间内，预定 比例的轨迹点周围的预设范围内接收

触摸屏感应至少一次。

优选 的，在预定时间内，所有轨迹点周 围的预设范围以外接收触摸

屏感应低于预设阈值 。

优选 的，在所述预设接收触摸屏感应 的区域的背景中显示所述 图案

和轨迹点。



根据本发 明的另一方面 ，提 出了一种具有触摸屏 的设备接收和校验

验证码 的方法 ，该方法包括 以下歩骤 ：设备客户端从 网络端获取验证码

图案；设备客户端监测触摸屏输入；若所监测到的触摸屏输入与所述验

证码 图案相符 ，则设备客户端使用户登录；以及设备客户端在每次重新

登录时从 网络端获取验证码 图案的更新 。

根据本发 明的另一方面 ，提 出了一种 具有触摸屏 的设备解锁 的系

统 ，包括通讯模块、解析模块、轨迹点管理模块、触摸屏输入校验模块

和执行模块 ，所述通讯模块可通过设备与外部 网络通讯 ，接收商标 图案

的更新 ；所述解析模块与通讯模块和轨迹点管理模块通讯 ，从通讯模块

接收商标 图案 ，对商标 图案进行解析 ，获取 图案的轮廓和形状 ；所述轨

迹点管理模块与解析模块通讯 ，获取边界和形状 ，并根据所述形状创建

轨迹点；所述触摸屏输入校验模块与轨迹点管理模块和设备硬件通讯 ，

比较触摸屏输入的位置和轨迹点的位置 ；以及所述执行模块与触摸屏输

入校验模块通讯 ，根据校验 的结果，输 出相应的操作指令 。

附图说 明

图 1 显示 了根据本发 明的具有触摸屏 的设备解锁 的系统 的一个实施

例的框 图；

图 2 显示 了根据 图 1所示的本发 明的具有触摸屏 的设备解锁的系统

的一个实施例的系统 图；

图 3 显示 了根据本发 明的具有触摸屏 的设备解锁 的方法 的流程 图；

图 4 显示 了本发 明的具有触摸屏的设备解锁的方法的一个实施例的

操作界面；

图 5 显示 了本发 明的具有触摸屏的设备解锁的方法的一个实施例的

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图 1 显示 了本发 明的一个实施例的框 图。该系统包括客户端 110 和

服务器端 120。客户端 110 与服务器端 120 的通讯可 以是 2G 或 3G 蜂窝

移动通讯技术实现 ，例如 ，包括但不限于 GPRS, CDMA1X, WCDMA 等 。



图 2 是根据本发明的具有触摸屏的设备解锁系统的一个实施例的系

统图。该系统包括客户端 210 和服务器端 220。服务器端 220 可以是个

人计算机或者商用服务器 电脑 ，可 以使用户通过特定网络接 口通过

TCP-IP 协议访问。服务器端 220 包括商标图案数据库。商标图案数据库

可储存服务提供商预置的商标图库。所有的商标图案都被设置为预定格

式和尺寸，以便在用户端显示或处理。
客户端 210 包括通讯模块 211、解析模块 212、轨迹点管理模块 213 、

触摸屏输入校验模块 214、解析规则数据库 215 和执行模块 216。通讯模

块 211 可以控制设备的网络接口与服务器端通讯，从服务器端接收商标

图案的更新。解析模块 212 可以与通讯模块 211、轨迹点管理模块 213

以及解析规则数据库 215 通讯，从通讯模块 211 接收商标图案，对商标

图案进行解析，获取图案的轮廓和形状。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式，解析过程首先确定商标图案的边界。

边界的确定可以通过图案的色彩或者亮度、灰度来确定图案与背景的交

界。在确定图案的边界后，根据解析规则数据库 215 中存储的解析规则，

进一歩将图案分解为标准形状，例如：圆形、矩形、平行四边形、圆环

和三角形等。

轨迹点管理模块 213 与解析模块 212 和解析规则数据库 215 通讯，

获取边界和形状，并根据所述形状创建轨迹点。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

方式，依据解析规则数据库 215 中存储的规则，进一歩在标准形状的基

础上创建轨迹点，例如：圆环的轨迹点创建在圆环的中心曲线、圆形的

轨迹点创建在圆形的圆周上。随后，将各个标准形状的轨迹点进一歩组

合在一起。

触摸屏输入校验模块 214 与轨迹点管理模块 213 和设备硬件通讯，

比较触摸屏输入的位置和轨迹点的位置。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式，

比较过程包括判断在预定时间内，预定比例的轨迹点周围的预设范围内

是否接收触摸屏感应至少一次。预定比例的轨迹点可以是全部轨迹点的

90% 、80%或其它比例，其 目的在于为用户输入设定适当的冗余度。预

设范围可以是轨迹点周围的 20 个像素、30 个像素或其它尺寸和范围，

其 目的在于为用户输入设定适当的冗余度。比较过程还可包括判断在预



定时间 内，所有轨迹 点周 围的预设范 围 以外接 收触摸屏感应低于预设 阈

值 。预设 阈值可 以是 5% 、10% 或其它数值 比例 ，其 目的在于允许用户输

入 的误差但是消 除意外解锁触摸屏 的可 能 。

执行模块 216 与触摸屏输入校验模块 214 通讯 ，根据校验 的结果 ，

输 出相应 的操作指令 。操作指令可是屏幕解锁 的指令 ，也可 以是激活设

备 的特 定功能 的指令 ，例如 ：拨打 电话 ，发送 短信息 、连接 网络等 。通

过指令也可 以激活设备所 安装 的软件功 能 ，例如 ：登录 电子 邮件 收件箱

或者登录微博客等 。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实施方式 ，解析模块 212 、轨迹 点管理模块 213

和解析规则数据库 215 可 以部署在服务器端 220 。在此情况下 ，商标 图

案 的解析工作将 由服务器端 220 完成 。服务器端 220 会将解析后生成 的

轨迹 点与商标 图案一起传送至客户端 210 ，而客户端 210 只需完成触摸

屏输入校验 即可 。

图 3 显示 了本发 明的具有触摸屏 的设备解锁 的方法 的一个实施例 的

流程 图。具有触摸屏 的设备解锁 的方法起始于歩骤 S301 , 在触摸屏上预

设接收触摸屏感应 的区域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 实施方式 ，可 以在触摸屏

上预设 3 个 区域 ，第一个 区域用于显示 当前 的商标 图案 ，第二个 区域用

于接收触摸屏感应 ，第三个 区域用于提供屏幕解锁 的按钮 ，用户 点击屏

幕解锁 的按钮 即可显示商标 图案并激活屏幕解锁 的程序 。

在歩骤 S302 , 客户端获取商标 图案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 实施方式 ，

客户端可 以定期从服务器端获取商标 图案 的更新 。

在歩骤 S303 , 客户端获取 图案所对应 的轨迹 点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

实施方式 ，解析过程首先确定商标 图案 的边界 。边界 的确定可 以通过 图

案 的色彩或者亮度 、灰度来确定 图案与背景 的交界 。在确定 图案 的边 界

后 ，根据解析规则数据库 中存储 的解析规则 ，进一歩将 图案分解 为标准

形状 ，例如 ：圆形 、矩形 、平行 四边形 、圆环和三角形等 。依据解析规

则数据库 中存储 的规则 ，进一歩在标准形状 的基础上创建轨迹 点 ，例如 ：

圆环 的轨迹 点创建在 圆环 的中心 曲线 、圆形 的轨迹 点创建在 圆形 的圆周

上 。随后 ，将各个标准形状 的轨迹 点进一歩组合在一起 。

在歩骤 S304, 设备客户端监测触摸屏输入 。在歩骤 S305 , 客户端



判断预定时间内，是否预设比例的轨迹点都被触摸屏感应至少一次。根

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式，客户端判断是否轨迹点周围预定范围被触摸

屏感应至少一次。因为用户的输入可能会稍微偏离预设的轨迹，或者屏

幕的识别功能会导致输入位置与识别位置的误差，因此需要为判断过程

设定一个阈值。如果不是所有轨迹点都被触摸屏感应至少一次，在歩骤

S306 继续监测触摸屏输入。如果所有轨迹点都被触摸屏感应至少一次，

则在歩骤 S307 继续判断预定时间内，轨迹点周围的预设范围以外接收

触摸屏感应是否低于预设阈值。由于大屏幕多点触控智能手机的广泛应

用，用户将智能手机放在 口袋或提包中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多次误点击屏

幕，因此，为防止屏幕将大范围误点击认作解锁操作，需要设定条件限

制轨迹点范围以外的误点击。如果误点击超过预设阈值，在歩骤 S308 ,

继续监测触摸屏输入。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式，客户端可以向用户提供提示，例如：

输入有误，请重新输入。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式，根据图案划分栅格，栅格可以是 16

X 16 排列的，包括 256 个节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根据商

标图案的复杂程度或程序容量的需求，可以采用其它节点数量，例如 100

个或更多。所创建的轨迹点取值在最近的节点上，并且预设范围可以包

括节点四周 1 个、2 个或更多个栅格。在此基础上，若用户输入位于预

定栅格以外，则判断为用户输入位于预设范围以外。

如果误点击低于预设阈值，在歩骤 S309 , 客户端向设备发送指令执

行预设操作。操作指令可是屏幕解锁的指令，也可以是激活设备的特定

功能的指令，例如：拨打电话，发送短信息、连接网络等。通过指令也

可以激活设备所安装的软件功能，例如：登录电子邮件收件箱或者登录

微博客等。

图 4 显示了本发明的具有触摸屏的设备解锁的方法的一个实施例的

操作界面。边框为触摸屏幕的边界，上方显示的钩型标志为商标图案，

中间显示的是用户输入识别框，在其背景中提供了钩形图案和轨迹点，

下方显示的是解锁按钮，用户可首先点击解锁按钮来激活解锁模式和程

序。



图 5 显示 了本发 明的具有触摸屏的设备解锁的方法的一个实施例的

示意图。图中纵横划分 了栅格 ，根据 图形 ，在节点上创建 了许多的轨迹

点，如 图 5 中黑点所示 。如 图 5 中黑框所示 ，预定义 了预设范围为节点

周围 2 个栅格 的范围。图中 501 点所表示的屏幕输入位置位于相关轨迹

点的预定范围之 内。图中 502 和 503 点所表示的屏幕输入位置位于所有

轨迹点的预定范围之外 。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实施方式，还提供 了一种具有触摸屏 的设备接收

和校验验证码 的方法 ，该方法包括 以下歩骤 ：设备客户端从 网络端获取

验证码 图案；设备客户端监测触摸屏输入；若所监测到的触摸屏输入与

所述验证码 图案相符 ，则设备客户端使用户登录；以及设备客户端在每

次重新登录时从 网络端获取验证码 图案 的更新 。

上述实施例是用于例示性说 明本发 明的原理及其功效，而非用于限

制本发 明。任何熟悉此项技术 的人士均可在不违背本发 明的精神及范畴

下 ，对上述实施例进行修改。因此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应如本发 明的权

利要求书所列 。



权 利 要 求

1、一种具有触摸屏的设备解锁 的方法 ，该方法包括 以下歩骤 ：

设备客户端从 网络端获取商标 图案；

设备客户端监测触摸屏输入；

若所监测到的触摸屏输入与所述商标 图案相符 ，则设备客户端使设

备解锁；以及

设备客户端在预定时间从 网络端获取商标 图案的更新 。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具有触摸屏 的设备解锁 的方法 ，还包括 :

设备客户端在触摸屏上预设接收触摸屏感应的区域 ，所述 区域包括触摸

屏的部分或全部 。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具有触摸屏 的设备解锁 的方法 ，还包括 :

客户端识别商标 图案所包括的形状 ，并根据所识别的形状创建轨迹点。

4、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 的具有触摸屏 的设备解锁 的方法 ，还包括 :

在预定时间内，所有轨迹点中预设 比例 的轨迹点周围的预设范围内

接收触摸屏感应至少一次。

5、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 的具有触摸屏 的设备解锁的方法 ，其特征

在于 ，在预定时间内，所有轨迹点周 围的预设范围以外接收触摸屏感应

低于预设阈值 。

6、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具有触摸屏 的设备解锁的方法 ，在所述

预设接收触摸屏感应的区域的背景中显示所述 图案和轨迹点。

7、一种具有触摸屏 的设备接收和校验验证码 的方法 ，该方法包括

以下歩骤 ：

设备客户端从 网络端获取验证码 图案 ；

设备客户端监测触摸屏输入；

若所监测到的触摸屏输入与所述验证码 图案相符 ，则设备客户端使

用户登录 ；以及

设备客户端在每次重新登录时从 网络端获取验证码 图案 的更新 。

8、一种具有触摸屏的设备解锁的系统 ，包括通讯模块、解析模块、

轨迹点管理模块、触摸屏输入校验模块和执行模块 ，



所述通讯模块可通过设备与外部网络通讯 ，接收商标 图案的更新；

所述解析模块与通讯模块和轨迹点管理模块通讯 ，从通讯模块接收

商标 图案 ，对商标 图案进行解析 ，获取 图案的轮廓和形状 ；

所述轨迹点管理模块与解析模块通讯 ，获取边界和形状 ，并根据所

述形状创建轨迹点；

所述触摸屏输入校验模块与轨迹点管理模块和设备硬件通讯 ，比较

触摸屏输入的位置和轨迹点的位置；以及

所述执行模块与触摸屏输入校验模块通讯 ，根据校验 的结果，输 出

相应的操作指令 。

9、根据权利要求 8 的具有触摸屏的设备解锁的系统 ，其特征在于 ，

所述触摸屏输入校验模块在触摸屏上预设接收触摸屏感应的区域 ，

所述区域包括触摸屏的部分或全部。

10、根据权利要求 8 的具有触摸屏 的设备解锁的系统 ，其特征在于 ，

所述触摸屏输入校验模块判 断在预定 时间内是否所有轨迹 点 中预

设 比例的轨迹点周围的预设范围内接收触摸屏感应至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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