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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n embodiment of the present application provides a method and an apparatus for continuing to display a view after
switching pages. The method comprises: displaying at least one view on a first page created by one activity; i f a user click i s heard in a
specified location sector on the first page, issuing an instruction to switch one view of interest to the user displayed on the first page to a
second page for display; and in response to the switching instruction, creating the second page in the same activity, creating a new view
control for displaying the one view of interest to the user on the first page and adding the new view control into a to -most view, and
then displaying the one view of interest to the user on the second page by means of the new view control added into the top-most view.

(57) 摘要 ：本 申请 实 施 例 提 供 了一 种 在 页 面 切 换 后 继 续 显 示 视 图 的 方 法 和 装 置 。所 述 方 法 包 括 ：在 通
过一 个 Activity 创 建 的 第 一 页 面 上 显 示 至 少 一 个 视 图； 当 监 听 到 用 户 点 击 第 一 页 面 上 的 指 定 位 置 区 域
时 发 出将 第 一 页 面 上 显 示 的 该 用 户 感 兴 趣 的 一 个 视 图切 换 到 第 二 页 面 上 进 行显 示 的 指 令 ； 响 应 所 述
切 换 指 令 ， 在 该 同 一 个 Activity 中 创 建 所 述 第 二 页 面 ， 创 建用 于 显 示 该 用 户 感 兴 趣 的 第 一 页 面 上 的所
述 一 个 视 图 的 新 视 图 控 件 并 将 该 新 视 图控 件 添 加 到最 顶 层 视 图 中， 然 后 在 该 第 二 页 面 上 方 通 过 添 加
到所述最顶层视 图中的所述新视 图控件来显示该用户感兴趣 的所述一个视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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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在页面切换后继续显示视图的方法和装置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本申请要求于 2017 年 07 月 07 日提交中国专利局的申请号为 2017105497419 ，名称为"一种在页面

切换后继续显示视图的方法和装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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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申请涉及计算机技术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在页面切换后继续显示视图的方法和装置。

背景技术

随着智能终端的广为使用，尤其是智能移动终端成为人们的日常使用的电子产品，伴随而来的是针

对在智能移动终端上运行的各种 APP 的开发和应用，包括安卓系统和 ios 系统自身携带的各种应用功能，

都已经被用户经常性的启动使用，而在使用过程中常常涉及页面切换。

例如，短视频在网络上非常流行，很多网络公司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出短视频内容，例如浏览器上提

供的视频栏，如 UC 浏览器、360 浏览器等，例如提供资讯类 APP 上提供的视频栏，如今日头条等，这

很适合在移动智能终端上观看。通常，短视频可以在网页上直接播放，一般是在列表内播放，当然也可

以全屏播放。除此之外，通过点击短视频窗口底部的详情栏可以进入该短视频的详情页面或者其他包含

此短视频播放和详细内容的文字介绍或相似视频推荐信息内容等的新页面来继续播放该短视频，但是在

这种网页切换的情况下，即当第一页面 A 1 (例如提供多个短视频列表的网页）上播放短视频 B，通过

点击跳转到第二页面 A2 (例如该短视频 B 的详情页面）上来继续播放视频 B 时，都会出现顿挫或停顿

播放的现象。其原因是：由于安卓系统自身的特性带来的对页面跳转的限制，目前在页面切换后保持原

视频继续播放的方法是将第一页面 A 1 上的视频 B 的播放进度记录保存，在切换至第二页面 A 2 上重新

播放视频 B 时，快进到之前所保存记录的播放进度，从而实现继续播放视频 B 的目的，而不是从头开

始播放。但是，第二页面 A2 往往是在新的 Activity 中创建的，此时需要在新的 Activity 中重新创建用于

播放视频的视图控件，需要重新加载视频数据，而在快进到之前所保存记录的播放进度的过程中，也需

要花费一定时间，尤其是目前多数用户都喜欢使用智能终端来上网看短视频类资讯，在所使用的智能终

端，如智能手机的运算能力较弱时，快进到之前所保存记录的播放进度所需要花费的时间更长，因此顿

挫或停顿播放的现象更加明显。

这种在页面切换后视频停顿式播放会打断用户的视觉体验，在第二页面 A 2 上重新加载播放视频 B

的时间的不确定性使得用户对当前的视频播放的体验满意度大大降低，导致用户量的流失。

除此之外，图片预览的应用场景，当涉及页面切换后继续显示原始图片时，过渡效果并不太流畅，

尤其是在安卓系统下的应用。例如在安卓系统下的某款 APP 提供的朋友圈功能，当用户在该 APP 的朋

友圈上发布了多张照片，该用户的好友在其朋友圈里首先看到的是这些照片的略缩图，想看照片的原图

时需点击该照片的略缩图从而切换到另一个页面上显示该照片的原图，但是在页面切换后继续显示该照



片的原图时的过渡显示效果的流畅性明显不如 ios 系统下在相同操作的过渡显示效果的流畅性。出现上

述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安卓系统 自身的特性带来的对页面跳转的限制所导致的。

发明内容

本 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在页面切换后继续显示视图的方法和装置，以至少部分地改善上述问题。

本 申请第一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在页面切换后继续显示视图的方法，其包括：

在通过一个 Activity 创建的第一页面上显示至少一个视图；

当监听到用户点击第一页面上的指定位置 区域时发出将第一页面上显示的该用户感兴趣的一个视

图切换到第二页面上进行显示的指令；

响应所述切换指令，在该同一个 Activity 中创建所述第二页面，创建用于显示该用户感兴趣的第一

页面上的所述一个视图的新视图控件并将该新视图控件添加到该 Activity 中的最顶层视图中，然后在该

第二页面上方通过添加到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来显示该用户感兴趣的所述一个视图。

本 申请第二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在页面切换后保持视频继续播放的方法，其包括：

在通过一个 Activity 创建的第一页面上显示至少一个视频视图；

当用户点击第一页面上显示的其 中一个视频视图进而发 出播放该视频的指令时，响应所述播放指

令，创建用于视频播放的新视图控件并将其添加到该 Activity 中的最顶层视图中，在所述最顶层视图上

使用所述新视图控件来播放该用户点击的所述一个视频；

当监听到所述用户点击所述第一页面上与所述正播放的视频相关联的指定位置区域时发 出从第一

页面切换到第二页面上进行播放所述视频的指令；

响应所述切换指令，在该同一个 Activity 中创建所述第二页面，在该第二页面上方通过添加到所述

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来继续播放所述视频。

本 申请第三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在页面切换后继续显示视图的装置，其包括：

第一页面显示模块，配置成在通过一个 Activity 创建的第一页面上显示至少一个视图信息；

页面点击监听模块，配置成监听用户对第一页面上的指定位置区域的点击操作；

页面切换命令发出模块，配置成在监听到用户点击第一页面上的指定位置区域时发出将第一页面上

显示的该用户感兴趣的一个视图切换到第二页面上进行显示的指令；

页面切换命令处理模块，配置成响应所述切换指令，在该同一个 Activity 中创建所述第二页面，创

建用于显示该用户感兴趣 的第一页面上 的所述一个视 图的新视 图控件并将该新视 图控件添加到该

Activity 中的最顶层视图中，然后在该第二页面上方通过添加到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来

显示该用户感兴趣的所述一个视图。

本 申请第四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在页面切换后保持视频继续播放的装置，其包括：

第一页面显示模块，配置成在通过一个 Activity 创建的第一页面上显示至少一个视频视图；

视频播放指令监听模块，配置成监听用户点击第一页面上显示的其中一个视频视图进而发出播放该



视频的指令；

视频播放指令处理模块，配置成响应所述播放指令，创建用于视频播放的新视图控件并将其添加到

该 Activity 中的最顶层视图中，在所述最顶层视图上使用所述新视图控件来播放该用户点击的所述一个

视频。

页面点击监听模块，配置成监听用户对所述第一页面上与所述正播放的视频相关联的指定位置区域

的点击操作；

页面切换命令发出模块，配置成在监听到用户点击第一页面上的所述指定位置区域时发出从第一页

面切换到第二页面上进行播放所述视频的指令；

页面切换命令处理模块，配置成响应所述切换指令，在该同一个 Activity 中创建所述第二页面，在

该第二页面上方通过添加到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来继续播放所述视频。

本申请实施例还提供一种存储设备，其中存储有多条指令，该指令适于由处理器加载并执行如本申

请第一实施例提供的在页面切换后继续显示视图的方法。

本申请实施例还提供一种存储设备，其中存储有多条指令，该指令适于由处理器加载并执行如本申

请第二实施例提供的在页面切换后保持视频继续播放的方法。

本申请实施例还提供一种智能移动终端，其包括：处理器，配置成加载并执行各种指令；以及本申

请提供的存储设备。

根据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在页面切换后继续显示视图的方法和装置，借助于当前显示的屏幕只能同

时存在一个 Activity, 而一个 Activity 只对应一个最顶层视图DecorView 的特点，还借助了在视图树布

局时上一层的视图会覆盖遮挡下一层的视图，最顶层视图DecorView 始终处于整个Window 界面的最顶

层，因此在同一 Activity 中创建第一页面、第二页面等不同页面，创建用于显示用户感兴趣视图信息的

新视图控件并将其添加在最顶层视图中，这样确保了在一个 Activity 中无论怎么切换页面，都能保证显

示效果的视图 view 始终是在最顶层上，避免了页面切换之前和之后需要考虑的页面层次问题，更避免

了在不同Activity 中分别创建第一页面、第二页面的情况下，在页面切换后需要重新加载、渲染、显示

视图所花费的时间，从而在不同页面切换后实现了视图继续显示效果的平滑过渡等效果。对于在第一页

面上播放视频的应用场景，创建用于播放视频的新视图控件并将其添加在最顶层视图中，更避免了在不

同Activity 中分别创建第一页面、第二页面的情况下，在页面切换后需要重新创建用于播放视频的视图

控件、重新加载视频数据所花费的时间，更不需要页面切换之前记录播放进度，省却了切换后快进到所

保存记录的播放进度的工作时间，从而在不同页面切换后实现了无缝连续播放，而不会发生顿挫或停顿

播放的现象。

附图说明

图 1是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智能移动终端的方框示意图；

图 2 是本申请第一实施例提供的在页面切换后继续显示视图的方法的流程图；



图 3 是本申请第二实施例提供的在页面切换后继续显示视图的装置的示意性框图；

图 4 是本申请第三实施例提供的在页面切换后保持视频继续播放的方法的流程图；

图 5 是本申请第四实施例提供的在页面切换后保持视频继续播放的装置的示意性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将结合本申请实施例和附图，对本申请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

描述的实施例仅是本申请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通常在此处附图中描述和示出的本申

请实施例的组件可以以各种不同的配置来布置和设计。因此，以下对在附图中提供的本申请的实施例的

详细描述并非旨在限制要求保护的本申请的范围，而是仅仅表示本申请的选定实施例。基于本申请的实

施例，本领域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申请保护的

范围。

请参阅图 1，图 1示出了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智能移动终端的方框示意图。智能移动终端可以

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该智能移动终端基于 Android 系统运行，并包括存储器、处理器、显示

单元及通信单元，所述存储器、处理器、显示单元及通信单元各元件相互直接或间接地电性连接，以实

现数据的传输或交互。例如，这些元件相互直接可以通过一条或多条通讯总线或信号线实现电性连接。

存储器中存储有上述的在页面切换后继续显示视图的装置包括的至少一个功能模块，处理器配置成在接

收到执行指令时，执行存储在存储器中的可执行模块。

显示单元配置成提供与用户的交互界面，以及配置成显示待显示信息，例如页面文件中的视频信息

等。通信单元配置成建立与外部设备之间的通信连接，例如，可以建立电子设备与服务器的通信连接，

从而从服务器获得页面文件。

应当理解，图 1所示的结构仅为示意，智能移动终端还可以包括比图 1所示更多或更少的组件，或

是具有与图 1所示完全不同的配置，本实施例对此不做限制。此外，图 1所示的各组件可以以硬件、软

件或其组合实现。

图 2 是本申请第一实施例提供的在页面切换后继续显示视图的方法的流程图，该方法可以应用于图

1所示的智能移动终端。如图 2 所示，本申请的一种在页面切换后继续显示视图的方法包括：

S1 : 在通过一个 Activity 创建的第一页面上显示至少一个视图。

Activity 是 Android 组件中最基本的四大组件 （Activity、Service 服务、ContentProvider 内容提供者、

BroadcastReceiver 广播接收器）之一。一个 Activity 是用于实现用户与程序进行交互的界面组件，如打

电话、拍照片、发邮件、或看地图等。每个 Activity 就是一个用来描绘用户界面的接口，允许用户在其

上创建一个用户界面，通常这个界面是全屏的，但是也可以比屏幕小，还可以浮动在其他窗口的上面。

而在用户界面上显示的各种信息是通过 View 控件来实现的。视图(View) 是一个矩形区域，它负责这个

区域里的绘制和事件处理。

所述第一页面上显示的至少一个视图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视频、图片和文本等。



本申请第一实施例中所述的页面包括网页类的页面和非网页类的页面。网页类的页面例如可以包括

各种浏览器 APP 上显示的页面，非网页类的页面例如可以包括视频播放器 APP (例如优酷 APP ) 上显

示的页面、即时通讯类 APP (例如钉钉和微信）上显示的页面等等，这里不过多列举。

在通过一个 Activity 创建的第一页面上显示至少一个视图信息的具体实现方法可以采用本领域技术

人员熟知的常规技术来实现，只要确保通过该技术可以在一个 Activity 上创建多个类似页面即可，例如

可以使用 Fragment 类来构建，这里就不做过多介绍。S2: 当监听到用户点击所述第一页面上的指定位

置区域时，发出将所述第一页面上显示的该用户感兴趣的一个视图切换到第二页面上进行显示的指令。

系统内部会监听用户在智能移动终端的触摸屏上点击情况，尤其是用户在屏幕上的点击位置是否为

第一页面上的指定位置区域，当监听到用户点击第一页面上的指定位置区域时发出将第一页面上显示的

该用户感兴趣的一个视图切换到第二页面上进行显示的指令。对于不同第三方应用 APP 而言，基本上

都是通过用户在智能移动终端的触摸屏上点击第一页面上的不同的指定位置区域来发出的，而在该 APP

中，通常会将用户感兴趣的需要被切换到第二页面上进行显示的所述一个视图与供用户点击的用于指示

页面切换的指定位置区域是相关联的，即所述用户感兴趣的一个视图与供用户点击的用于指示页面切换

的指定位置区域相关联，这样智能移动终端通过用户点击的指定位置区域就可以知道将要在第二页面上

显示哪一个视图，即用户感兴趣的第一页面上显示的所述一个视图。换言之，所述该用户感兴趣的一个

视图是所述第一页面上的与用户点击的所述指定位置区域对应的视图。下面举例对此进行说明。

例如，为了让用户能看到更多信息，提供视频播放或短视频播放的浏览器 APP 或者视频播放器 APP

的一个页面上往往会显示多个视图，每个视图上都会显示一个处于待播放状态 （例如可以显示用于提示

用户点击的 "©" 图案）的视频略缩图，每个视频视图或短视频视图窗口底部为详情栏 （详情栏与对

应的视频或短视频是相关联的），当监听到用户点击该详情栏时则 （通过发出页面切换指令）切换到另

一个页面上，在该另一个页面的上部区域准备播放该视频或短视频，可以确定准备在另一个页面上播放

的视频或短视频为用户感兴趣的视频或短视频，其与用户点击的详情栏 （指定位置区域）是相关联的，

同时在该另一个页面的下部区域显示与正播放的视频或短视频相关的详细内容 （文字、图片等）或者还

包括显示相似视频的推荐信息内容等。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在一些应用场景中，还可以通过监听到用户

直接点击显示待播放的静态图片的视图（发出页面切换指令）来切换到另一个页面上播放视频或短视频，

播放区域在该另一个页面的上部区域，同时在下部区域显示与正播放的视频或短视频相关的详细内容

(文字、图片等）或者还包括显示相似视频的推荐信息内容等。

再例如，在安卓系统下的能够提供朋友圈功能的即时通讯类 APP，如微信，用户看到其好友在朋友

圈上发布了多张照片信息时，此时的朋友圈页面上显示的仅仅是照片的略缩图，当监听到该用户点击其

中一张略缩图则 （通过发出页面切换指令）从当前显示朋友圈上的多个朋友视图的第一页面切换至用于

显示所点击略缩图的完整原图的第二页面，即所点击略缩图的原图是在第二页面上绘制并显示的整张照

片。



除了上面通过举例来说明的点击视频视图显示的图片、视频视图窗口的详情栏、略缩图等位置区域

可以发生页面切换之外，对于不同的应用场景还会涉及其他位置区域，具体的指定位置区域可以由不同

APP 开发商自行规定，与本申请实施例的技术方案的实现无关，只要通过监听到用户在第一页面上点击

了指定位置区域就能够发出将第一页面上显示的该用户感兴趣 （与点击的指定位置区域相关联）的一个

视图切换到第二页面上进行显示的指令即可。

S3：响应所述切换指令，在该同一个 Activity 中创建所述第二页面，创建用于显示该用户感兴趣的

第一页面上的所述一个视图的新视图控件并将该新视图控件添加到该 Activity 中的最顶层视图中，然后

在该第二页面上方通过添加到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来显示该用户感兴趣的所述一个视

图。

其中，所述切换指令是指步骤 S2 中的将所述第一页面上显示的该用户感兴趣的一个视图切换到第

二页面上进行显示的指令。在该同一个 Activity 中创建所述第二页面的方法，可以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

熟知的常规技术来实现，例如使用 Fragment 类构建第二页面，或者通过自定义 View 来实现，即自定义

View, 并使其继承 View, 重写 onDraw( )、onMesure( )等，这里就不做过多介绍。

正如上面而言，所述用户感兴趣的第一页面上的一个视图与该用户在该第一页面上点击的用于指示

页面切换的指定位置区域是相关联的，通过用户所点击的指定位置区域就可以知道将要在第二页面上显

示哪一个视图，即户感兴趣的第一页面上的所述一个视图。

在将所创建的用于显示用户感兴趣的第一页面上的所述一个视图的新视图控件添加到该 Activity 中

的最顶层视 图中之前，需要先获取该 Activity 中的最顶层视 图。在本实施例 中，可 以通过

Activity.getWindow().getDecorView() 方法来获取该 Activity 中的最顶层视图 （Vie wGroup: DecorView) 。

用户界面中的所有视图是一个树形结构，整个视图树 ViewTree 的最顶层视图是DecorView 。该DecorView

也是整个视图树的根节点。DecorView 作为整个应用窗口（window )中的最顶层的视图View 或者根 View,

通常包括：状态栏、标题栏、和内容显示界面。在设计页面的视图布局时，通常在内容显示界面上布置

自定义的视图显示布局。

下面将通过具体实例来介绍如何创建用于显示该用户感兴趣的第一页面上的所述一个视图的新视

图控件，并将该新视图控件添加到 Activity 中的最顶层视图中，然后在该第二页面上方通过添加到所述

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来显示该用户感兴趣的所述一个视图。

其中，创建用于显示该用户感兴趣的第一页面上的所述一个视图的新视图控件的方法可以采用本领

域的常规技术来实现。例如，当用户感兴趣的在第一页面上显示的所述一个视图是图片时，创建用于显

示该图片的新视图控件可以是 ImageView 控件；当用户感兴趣的在第一页面上显示的所述一个视图是文

本时，创建用于显示该文本的新视图控件可以是 TextView 控件；当用户感兴趣的在第一页面上显示的

所述一个视图是视频时，创建用于显示播放视频的新视图控件可以是 VideoView 控件。因为创建

ImageView 控件、TextView 控件、VideoView 控件等都是本领域的常规技术，这里不展开介绍了。将该



新视图控件添加到所述最顶层视图中，可以采用 addVieW ( )方法来实现。这样，因为最后添加在所述最

顶层视图中的视图会始终显示在屏幕上而不被遮挡，所以添加到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将

在创建的第二页面上方显示用户感兴趣的所述一个视图。当所述新视图的尺寸小于第二页面时，可以在

第二页面上没有被所述新视图遮挡的区域显示其他信息。

这样，本申请第一实施例提供的方法的创新之处在于：在页面发生切换过程中，通过在同一 Activity

中创建第一页面、第二页面等不同页面，创建用于显示用户感兴趣的视图的新视图控件并将其添加在最

顶层视图中，这样在一个 Activity 中无论怎么切换页面，都能保证显示效果的视图 view 始终是在最顶层

上，避免了页面切换之前和之后需要考虑的页面层次问题，更避免了在不同 Activity 中分别创建第一页

面、第二页面的情况下，在页面切换后需要重新加载、渲染、显示视图所花费的时间，从而在不同页面

切换后实现了视图继续显示效果的平滑过渡等效果。

另外，因为所添加的所述新视图控件会遮挡页面上显示的内容，在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时，

为了避免发生遮挡，可以从最顶层视图中移除所添加的所述新视图控件。由此，在一个可选实施例中，

本申请第一实施例提供的方法可以进一步包括：在收到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的指令时，响应该返

回指令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并从最顶层视图中移除所添加的所述新视图控件。通常在第二页面上

会显示返回箭头或返回按钮，当用户点击第二页面上显示的返回箭头或返回按钮 （也可以称为退回）时，

可以视作发出了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的指令。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为现有第三方应用 APP

的常见功能，因此其具体实施方法可以使用现有的常规技术来实现。

下面以视频或短视频播放为例来进一步说明本申请第一实施例提供的方法。

尽管上面介绍了使用 VideoView 控件作为用于播放视频的视图控件，但是能够用于播放视频的任意

视图控件都可以在本申请实施例里使用。为了描述方便，本文将用于视频或短视频播放的任意视图控件

禾尔为 VideoPlayerView 。

在第一实例中，当用户进入某个页面想观看上面显示的视频或短视频时，根据本申请第一实施例提

供的方法，首先通过一个 Activity 创建的第一页面，在该第一页面上显示一个或多个处于待播放状态（例

如显示提示用户点击的 " " 图案）的视频略缩图。当用户想观看第一页面上显示的其中一个视频或

短视频的播放和相关详情介绍时，会点击该视频或短视频窗口底部的详情栏，此时智能移动终端的系统

可以监听到用户的该点击操作，进而发出切换到第二页面上播放该视频或短视频的切换指令。当然，在

某些视频播放 APP 中可以直接点击视频略缩图实现相同的效果。响应所述切换指令，在该同一个 Activity

中创建第二页面 （即详情页面 ），创建用于播放视频的新视 图控件 VideoPlayerView , 通过

decorView.addView(VideoPlayerView) 方法将所创建的视图 VideoPlayerView 添加到该 Activity 中的最顶

层视图DecorView 中，在添加之前针对这个 Activity 通过 Activity.getWindow().getDecorView() 方法获取

到该最顶层视图DecorView, 因为视频或短视频窗口底部的详情栏与该视频或短视频相关联，用户点击

详情栏相当于发出了在详情页面 （第二页面）上播放该视频或短视频的指令，而所显示该视频或短视频



的视频略缩图包含 了指向所述视频或短视频文件的超链接地址，因此在创建后展示给用户的详情页面

(第二页面 ）上方通过添加到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 VideoPlayerView 来播放所述视频或

短视频。

通过上述过程，第一页面和第二页面位于同一 Activity 上，在从第一页面切换至第二页面时，用于

播放所述视频视图对应的视频的新视图控件是在该同一 Activity 的最顶层视图创建的，如此，当需要从

第二页面切换回第一页面时，可以直接对所述新视 图控件的位置和显示尺寸进行改变，而不必再新建

Activity, 新建视图控件及重新加载正在播放的视频，可以避免页面切换过程中的卡顿问题。

在第二实例中，用户可以是先在第一页面上点击其中一个视频或短视频进行播放。在播放过程中，

点击该视频或短视频窗口底部的详情栏，在系统监听到该点击操作后发出切换到详情页面 （第二页面 ）

上播放该视频或短视频的指令。当用户点击的视频或短视频首先在第一页面上播放时，为了保证正在播

放的视频或短视频在页面切换后会在第二页面上继续流畅地播放，此时在通过一个 Activity 创建的第一

页面上显示至少一个视频视图；在监听到用户在第一页面上点击其中一个视频略缩图进而发出播放该视

频 的 指 令 时 ， 先 创 建 用 于 播 放 视 频 的 新 视 图 控 件 VideoPlayerView ， 通 过

decorView.addView(VideoPlayerView) 方法将所创建的视图控件 VideoPlayerView 添加到该 Activity 中的

最顶层视图 DecorView 中，并在该第一页面上方播放用户所点击的视频或短视频。注意，在添加新视图

控件 VideoPlayerView 之前针对这个 Activity 通过 Activity.getWindow().getDecorView() 方法获取至lli亥最

顶层视图 D eCOr V i eW 。此时，为了实现用户从视觉上看到其点击的视频或短视频是在第一页面的原有位

置上播放的效果，需要使得该 VideoPlayerView 的大小 （即高度和宽度 ）与用户点击的视频或短视频的

视图大小 （即高度和宽度）相同，并且还需要获取该视频或短视频的视图 view 在第一页面的位置区域

信 息，根据获得 的位置 区域信 息将播放该视频或短视频 的 VideoPlayerView 放在所述最顶层视 图

DecorView 的相应位置区域上，使得播放短视频的 VideoPlayerView 在所述最顶层视图 DecorView 中的

位置与在用户在第一页面上点击的视频或短视频的视图 view 所在的位置重叠覆盖，这使得用户观看正

在播放的视频或短视频的效果如同在第一页面的原有位置上播放一样，而不会认为是在另一页面上播

放。另外，如果视频或短视频正在第一页面上方播放时，用户在触摸屏幕上做出滑动手势，使得第一页

面向上或向下滚动，此时要使得添加在最顶层视图 DecorView 中的视图 VideoPlayerView 做无缝跟随滚

动操作，以使其位置始终保持与正播放的视频或短视频的视图所在第一页面上的位置重叠覆盖。具体可

以通过如下方式实现：

将所述新视图控件 （视图 VideoPlayerView ) 与所述第一页面中用户感兴趣的视频或短视频的视图

view ( 为便于描述，约定为 目标视图 view) 绑定；在系统中对第一页面中的所述 目标视图 view 做全局

监听，并为该全局监听注册一对应的回调函数，该回调函数用于在监听到所述 目标视图 view 发生移动

时，获取所述 目标视图 view 的最新位置信息，并将所述最新位置信息发送给与所述 目标视图 view 绑定

的视图，即所述新视图控件，以触发所述新视图控件按照预定义的动作移动。在本实施例中，可以预定



为控制所述新视图控件移动至与所述目标视图 view 相同的位置。

当用户点击正在播放的视频或短视频窗口底部的详情栏时，系统可以监听到用户的该点击操作，进

而发出切换到详情页面 （第二页面）上播放该视频或短视频的切换指令，响应该切换指令，在该同一个

Activity 中创建第二页面 （即详情页面），在创建后展示给用户的详情页面 （第二页面）上方通过添加

到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 VideoPlayerView 来继续播放所述视频或短视频。根据本申请第

一实施例提供的方法，这里执行的继续播放的效果可以实现无缝播放，即无间断、无停顿的继续流畅播

放。

在上述的第一和第二实例中，在将视图VideoPlayerView 添加到最顶层视图中时，该VideoPlayerView

的大小 （即高度和宽度）与用户感兴趣的在第一页面上的 1个视图大小 （即高度和宽度）相同。

另外，在切换到第二页面后，播放所述视频或短视频的 VideoPlayerView 可以在所述最顶层视图中

的任意位置，这样从显示效果看也就位于第二页面上的任意位置。但在上述的第一和第二实例中，因为

除了需要播放视频或短视频之外，还需要显示和该视频或短视频相关联的详情信息，所以优选位于屏幕

顶部位置的显示区域，即播放所述视频或短视频的 VideoPlayerView 位于所述最顶层视图的顶部区域，

更优选的为竖屏显示方式。

关于某一视 图的位置 区域信息的获取方法可 以采用本领域公知的方法实现 ，例如通过

ViewA.getLocationOnScreen(locA) 来获取第一页面中视频或短视频的视图View A 所在的区域位置，通过

计算偏移量在最顶层视图中添加 VideoPlayerView 时将其放在与 View A 显示的位置相对应的位置上，从

而实现位置上的重叠覆盖。

在与第一或第二实例相结合的第三实例中，假设正在第二页面上方使用 VideoPlayerView 播放的视

频或短视频尚未播放结束，用户指令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为了确保正在播放的视频或短视频在

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后在第一页面上继续播放的效果，在从第一页面切换至第二页面之前根据用户点击

第一页面上的指定位置区域，记录与该指定位置区域相关联 （即用户感兴趣的）的视频视图所在第一页

面上的位置区域信息；在收到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的指令时，响应该返回指令从第二页面返回到

第一页面并且继续保持所述新视图控件 VideoPlayerView 位于所述最顶层视图中，根据之前记录的所述

视频视图所在第一页面上的位置区域信息，调整用于播放所述视频或短视频的 VideoPlayerView 在所述

最顶层视图中的位置，以与切换至第二页面之前所述视频或短视频的视图所在第一页面上的原有位置重

叠覆盖，这使得用户观看播放的视频或短视频的效果如同在第一页面的原有位置上播放一样。

在与第一或第二实例相结合的第四实例中，本实施例提供的方法可以进一步包括：当用户感兴趣的

在第一页面上显示的所述一个视图是视频时，在从第一页面切换至第二页面之前根据用户点击第一页面

上的指定位置区域，记录与该指定位置区域相关联的视频视图所在第一页面上的位置区域信息，在收到

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的指令时，响应该返回指令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并且继续保持所述新

视图控件位于所述最顶层视图中，根据之前记录的所述视频视图所在第一页面上的位置区域信息，调整



用于播放所述视频的所述新视图控件在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位置，以与切换至第二页面之前所述视频视

图所在第一页面上的原有位置重叠覆盖。

此外，该第四实例还可以包括：在收到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的指令时，查询所述最顶层视图

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是否还在播放所述视频，如果此时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还在播放所

述视频，则响应该返回指令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并且通过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继

续播放所述视频。

可选地，在该第四实例描述的不同场景中，还包括：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后，当用户点击其

他非视频视图时、或者当还在继续播放的视频播放结束时，从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移除所添加的所述新视

图控件，从而避免所述新视图控件遮挡住其他需要显示的信息。

此外，该第四实例还可以包括：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后，当用户在屏幕上做出滑动手势以使

被覆盖的第一页面上的所述视频视图跟随向上或向下滚动时，智能移动终端可以检测到所述第一页面上

的所述视频视图发生移动，此时，所述智能移动终端可以监测所述视频视图是否离开所述 Activity 对应

的界面，如果没有，则控制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跟随所述第一页面中的所述视频视图做

无缝跟随移动操作 （在此是与前述的向上或向下滚动操作一致的滚动操作）；当所述视频视图向上或向

下滚动离开屏幕时，所述智能移动终端可以检测到上所述视频视图离开了所述 Activity 对应的界面，此

时可以从最顶层视图中移除所添加的所述新视图控件。

下面再以用户点击缩略图进而在另一个页面上显示一张完整图片的实例来进行说明。

在第五实例中，例如，在背景技术中提及的用户们早已使用的安卓系统下的某款 APP 提供的朋友

圈上发布拍摄的照片，如风景照片，根据本申请第一实施例提供的方法，首先通过一个 Activity 创建朋

友圈的第一页面，即通过点击朋友圈图标进入相应界面上的第一页面，该第一页面为显示有好友发布的

信息的页面，所述发布的信息例如是文字信息、图片信息或文宇与图片信息，而这些信息都是以一个或

多个视图进行显示的。当用户想在其智能移动终端上看某个好友在朋友圈上发布的风景照片时，因为在

第一页面上显示的是发布的风景照片的略缩图，所以该用户需要在第一页面上点击要看的某张风景照片

的略缩图，这样就发出了要切换到第二页面上显示该完整风景照片的切换指令。响应该切换指令，在该

同一个 Activity 中创建第二页面，创建用于显示图片的视图控件，例如 ImageView, 并将该创建的新视

图控件添加到该 Activity 中的最顶层视图DecorView 中，该用于显示图片的新视图控件会读取用户所点

击的略缩图所包含指向完整大小图片的超链接地址从而获得完整大小图片的数据，绘制和渲染该完整图

片，最后在创建后展示给用户的第二页面上方显示该完整图片，即用户点击的略缩图指向的完整风景照

片 。另外，在将创建 的新视 图控件添加到所述最顶层视 图 DecorView 之前 ，需要先通过

Activity.getWindow().getDecorView() 方法获取至1J亥Activity 中的最顶层的视图 decorVie w

关于页面切换后继续显示文本视图的过程，与该第五实例描述的过程类似，本领域技术人员在阅读

以上内容后很容易实现，这里不再做过多介绍。



在所述第一实施例提供的方法中，可选地，所述新视图控件的显示尺寸和位置与当前用户感兴趣的

页面 （第一页面或第二页面）对应，例如，当用户需要在第一页面上播放所述视频视图时，则所述新视

频控件的显示尺寸及位置通常与所述视频视图在所述第一页面中的显示尺寸和位置对应相同（在某些场

景下，也可以不同）；又如，当用户需要在第二页面上播放所述视频视图时，则所述新视频控件的显示

尺寸和位置通常与所述视频视图在所述第二页面中的显示尺寸和位置对应相同 （在某些场景下，也可以

不同）。在本申请的实施例中，所述移动智能终端的提供该第一页面和该第二页面的相关 APP 的数据

中包括所述视频视图在所述第一页面的显示尺寸和位置，以及在所述第二页面的显示尺寸和位置，其具

体数值随 APP 的具体设计变化而不同，所述智能移动终端可以从远端服务器获得所述 APP 的数据并保

存在本终端的存储器中。在此值得说明的是，对于图片或文本显示，因为要显示更多信息，所以切换到

第二页面时添加到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的显示尺寸，常与切换之前在第一页面上显示的

相对应视图尺寸不相同。

在所述第一实施例提供的方法中，可选地，切换到第二页面时添加到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

图控件的显示尺寸，根据横屏显示或竖屏显示而自适应调整，所述新视图可以占据屏幕的一部分区域显

示，也可以是全屏显示，例如显示的是完整图片或文本时，适合全屏显示。

在所述第一实施例提供的方法中，可选地，切换到第二页面时添加到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

图控件的位置根据应用场景不同而自定义设计，即可以在任意设置的位置上继续显示视图。在用户感兴

趣的在第一页面上显示的一个视图信息例如是视频的应用场景中，在切换到第二页面时添加到所述最顶

层视图中的用于显示播放该视频的所述新视图控件的位置优选在所述最顶层视图的顶部区域。

在所述第一实施例提供的方法中，可以在所述第二页面上也可以显示至少一个视图。例如上述以视

频播放为例描述的应用场景中，当第二页面为详情页时，在所述第二页面上可以显示出多个视图，包括

但不限于：播放视频的文字介绍、广告信息、推荐相关的多个视频等等。而在显示图片或文本时，如果

为非全屏显示，也可以在第二页面没有被遮挡的位置区域上显示多个视图，包括但不限于：对图片的文

字介绍、广告信息、或者与文本内容相关联的推荐信息等等。

在所述第一实施例提供的方法中，所述第一页面和第二页面上显示的多个视图可以为可滑动的。当

用户在触摸屏上发出向上或向下的滑动手势时，屏幕上展示的所述第一页面或第二页面上的多个视图可

以跟随向上或向下滑动。

在上述第一实施例提供的方法中，可选地，所述第一页面为主页面，所述第二页面为详情页面。

以上以各种实例以及优选方式描述了所述第一实施例，本领域技术人员都知道，这些各种实例以及

优选方式可以在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进行任意组合，这里不对组合方式做一一列举了。

本申请第一实施例提供的在页面切换后继续显示视图的方法，借助于当前显示的屏幕只能同时存在

一个 Activity, 而一个 Activity 只对应一个最顶层视图DecorView 的特点，还借助了在视图树布局时上

一层的视图会覆盖遮挡下一层的视图，最顶层视图 DecorView 是所有窗口的根 View, 始终处于整个



Window 界面的最顶层，因此在同一 Activity 中创建第一页面、第二页面等不同页面，创建用于显示用

户感兴趣视图信息的新视图控件并将其添加在最顶层视图中，这样确保了在一个 Activity 中无论怎么切

换页面，都能保证显示效果的视图 view 始终是在最顶层上，避免了页面切换之前和之后需要考虑的页

面层次问题，更避免了在不同 Activity 中分别创建第一页面、第二页面的情况下，在页面切换后需要重

新加载、渲染、显示视图所花费的时间，从而在不同页面切换后实现了视图继续显示效果的平滑过渡等

效果。对于在第一页面上播放的视频，在页面切换之后，因为始终使用同一个视图来播放该视频并且始

终处于窗口界面的最上层，从而在不同页面切换后实现了无缝连续播放效果。

图 3 是本申请第二实施例提供的在页面切换后继续显示视图的装置的示意性框图。如图 3 所示，本

申请的一种在页面切换后继续显示视图的装置包括：

第一页面显示模块，配置成在通过一个 Activity 创建的第一页面上显示至少一个视图信息；

页面点击监听模块，配置成监听用户对第一页面上的指定位置区域的点击操作；

页面切换命令发出模块，配置成在监听到用户点击第一页面上的指定位置区域时发出将第一页面上

显示的该用户感兴趣的一个视图切换到第二页面上进行显示的指令；

页面切换命令处理模块，用于响应所述切换指令，在该同一个 Activity 中创建所述第二页面，创建

用于显示该用户感兴趣的第一页面上的所述一个视图的新视图控件并将该新视图控件添加到该 Activity

中的最顶层视图中，然后在该第二页面上方通过添加到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来显示该用

户感兴趣的所述一个视图。

其中，所述第一页面上显示至少一个视图信息可以包括但不限于：视频、图片和文本。

其中，所述用户感兴趣的一个视图信息与该用户点击的用于指示页面切换的指定位置区域相关联。

可选地，所述第一页面是使用 Fragment 类构建的，所述第二页面是使用 Fragment 类构建或者通过

自定义 View 来实现。

其中，当用户感兴趣的在第一页面上显示的所述一个视图是图片时，创建用于显示该图片的新视图

控件是 ImageView 控件；当用户感兴趣的在第一页面上显示的所述一个视图是文本时，创建用于显示该

文本的新视图控件是 TextView 控件；当用户感兴趣的在第一页面上显示的所述一个视图是视频时，创

建用于播放视频的新视图控件是 VideoView 控件。

其中，所述页面切换后继续显示视图的装置还可以包括：最顶层视图获取模块，配置成在将所述新

视图控件添加到该 Activity 中的最顶层视图中之前，先获取该 Activity 中的最顶层视图。

可选地，在智能移动终端中预存有所述视频视图在第一页面的显示尺寸和位置以及在第二页面的显

示尺寸和位置，页面切换命令处理模块在从第一页面切换到第二页面时可以根据所述视频视图在第二页

面中的显示尺寸和位置确定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的显示尺寸和位置。其中，智能移动终

端中预存的显示尺寸和位置可以根据具体应用场景的不同而改变。



可选地，切换到第二页面时添加到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的显示尺寸，可以根据横屏

显示或竖屏显示而 自适应调整。

其中，当用户感兴趣的在第一页面上显示的所述一个视图信息是视频时，在切换到第二页面时添加

到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用于显示播放该视频的所述新视 图控件的位置可以在所述最顶层视 图的顶部区

域。

可选地，本 申请第二实施例中所述的页面可以包括网页类的页面和非网页类的页面。

可选地，在所述第二页面上显示至少一个视图。

可选地，所述第一页面和第二页面上显示的多个视图可以被配置为可滑动的。

可选地，所述第一页面为主页面，所述第二页面为详情页面。

其中，所述装置可以进一步包括：第一视图控件移除模块，配置成在收到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

面的指令时，响应该返回指令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并从最顶层视图中移除所添加的所述新视图控

件。

其中，所述装置还可以包括：位置信息记录模块，配置成当用户感兴趣的在第一页面上显示的所述

一个视图信息是视频时，在从第一页面切换至第二页面之前根据用户点击第一页面上的指定位置区域，

记录与该指定位置区域相关联的视频视图所在第一页面上的位置区域信息；

页面返回指令监听模块，配置成监听用户发出的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的指令；

页面返回指令处理模块，配置成响应监听到的返回指令，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并且继续保持

所述新视 图控件位于所述最顶层视 图中，根据之前记录的所述视频视 图所在第一页面上的位置区域信

息，调整用于播放所述视频的所述新视图控件在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位置，以与切换至第二页面之前所

述视频视图所在第一页面上的原有位置重叠覆盖。

其中，所述装置可以进一步包括：第二视图控件移除模块，配置成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后，

当用户点击其他非视频视图时、或者当还在继续播放的视频播放结束时，从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移除所添

加的所述新视图控件。

其中，所述页面返回指令处理模块还可以配置成响应监听到的返回指令，查询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

所述新视图控件是否还在播放所述视频，如果此时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还在播放所述视

频，则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并且通过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继续播放所述视频。

其中，所述装置还可以包括：视图滚动处理模块，配置成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后，当检测到

所述第一页面上的所述视频视图在所述 Activity 对应的界面 内移动时，让添加到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

述新视图控件跟随所述视频视图做无缝跟随移动操作，以使所述新视图控件与所述视频视图的相对位置

关系在移动过程 中不变 ；第三视 图控件移除模块 ，配置成当所述视频视 图向上或向下滚动离开所述

Activity 对应的界面时，从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移除所添加的所述新视图控件。

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为描述的方便和简洁，在该第二实施例中描述的装置的具



体工作过程，可以参考前述第一实施例中描述的对应过程，前述第一实施例中列举的例子和相关描述，

同样适用于解释装置的工作过程，在此不再重复描述。对于第一实施例中以各种实例以及优选方式描述

的组合方案，也同样适应于在该第二实施例中描述的装置，即上述各种实例以及优选方式可以在不发生

冲突的情况下进行任意组合，这里不对组合方式做一一列举了。

与上述第一实施例的有益效果相同，本申请第二实施例提供的在页面切换后保持 View 继续显示的

装置，通过在同一 Activity 中创建第一页面、第二页面等不同页面，创建用于显示用户感兴趣视图信息

的新视图控件并将其添加在最顶层视图中，这样确保了在一个 Activity 中无论怎么切换页面，都能保证

显示效果的视图 view 始终是在最顶层上，避免了页面切换之前和之后需要考虑的页面层次问题，更避

免了在不同 Activity 中分别创建第一页面、第二页面的情况下，在页面切换后需要重新加载、渲染、显

示视图所花费的时间，从而在不同页面切换后实现了视图继续显示效果的平滑过渡等效果。对于在第一

页面上播放的视频，在页面切换之后，因为始终使用同一个视图来播放该视频并且始终处于窗口界面的

最上层，从而在不同页面切换后实现了无缝连续播放效果。

图 4 是本申请第三实施例提供的在页面切换后保持视频继续播放的方法的流程图。如图 4 所述，本

申请的一种在页面切换后保持视频继续播放的方法包括：

S21 : 在通过一个 Activity 创建的第一页面上显示至少一个视频视图。

与第一实施例中的相应步骤 S1 类似，第一页面可以使用 Fragment 类来构建，所述第一页面包括网

页类的页面和非网页类的页面。可以使用本领域的常规技术实现该步骤 S21，这里不再赘述。

S22: 当用户点击第一页面上显示的其中一个视频视图进而发出播放该视频的指令时，响应所述播

放指令，创建用于视频播放的新视图控件并将其添加到该 Activity 中的最顶层视图中，在所述最顶层视

图上使用所述新视图控件来播放该用户点击的所述一个视频。

针对智能移动终端，在不单独提供例如键盘或鼠标等输入装置的情况下，触摸屏就承担着信息输入

和信息显示两项功能。用户想要观看页面上显示的视频，直接在触摸屏幕上点击该视频视图，即可发出

播放该视频的指令。在本申请第三实施例的方法里，响应所述播放指令，可以采用本领域常规技术来创

建用于视频播放的新视图控件并将其添加到该 Activity 中的最顶层视图中，这样就能够在所述最顶层视

图上使用所述新视图控件来播放该用户点击的所述一个视频。所述用于视频播放的新视图控件可以是

VideoView 控件。

S23 : 当监听到所述用户点击所述第一页面上与所述正播放的视频相关联的指定位置区域时发出从

第一页面切换到第二页面上进行播放所述视频的指令。

与第一实施例中的步骤 S2 类似，常见的指定位置区域是所述正播放的视频窗口的周边位置，例如

视频窗口底部的详情栏。该步骤的实现过程与第一实施例描述的相应过程相同或相似，故不再赘述。

S24: 响应所述切换指令，在该同一个 Activity 中创建所述第二页面，在该第二页面上方通过添加



到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来继续播放所述视频。

与第一实施例中的步骤 S3 类似，在该同一个 Activity 中创建所述第二页面的方法，可以采用本领

域技术人员熟知的常规技术来实现，例如使用 Fragment 类构建第二页面，或者通过自定义 View 来实现，

即自定义 View, 并使其继承 View, 重写 onDraw( )、 onMesure( )等。

这样在切换到第二页面时添加到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会覆盖在第二页面上方，从而

实现了在该第二页面上方通过添加到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来继续播放所述视频。

另外，正如在第一实施例中描述的那样，因为所添加的所述新视图控件会遮挡页面上显示的内容，

在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时，为了避免发生遮挡，可以从最顶层视图中移除所添加的所述新视图控

件。由此，在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本申请第三实施例提供的方法进一步包括：在收到从第二页面返回到

第一页面的切换指令时，响应该返回指令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并从最顶层视图中移除所添加的所

述新视图控件。通常在第二页面上会显示返回箭头或返回按钮，当用户点击第二页面上显示的返回箭头

或返回按钮 （也可以称为退回）时，意味着发出了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的指令。从第二页面返回

到第一页面为现有第三方应用 APP 的常见功能，因此其具体实施方法可以使用现有的常规技术来实现。

本申请第三实施例提供的方法的创新之处与第一实施例相类似：在页面发生切换过程中，通过在同

一 Activity 中创建第一页面、第二页面等不同页面，创建用于播放视频的新视图控件并将其添加在最顶

层视图中，这样确保了在一个 Activity 中无论怎么切换页面，都能保证始终使用同一个视图来播放所述

视频并且始终处于窗口界面的最上层，避免了页面切换之前和之后需要考虑的页面层次问题，更避免了

在不同 Activity 中分别创建第一页面、第二页面的情况下，在页面切换后需要重新创建用于播放视频的

视图控件、重新加载视频数据所花费的时间，更不需要页面切换之前记录播放进度，省却了切换后快进

到所保存记录的播放进度的工作时间，从而在不同页面切换后实现了无缝连续播放，而不会发生顿挫或

停顿播放的现象。

在所述第三实施例中，对于页面切换之前和之后的视频播放，还存在多种应用情景，下面以具体实

例来进行说明，但其中的一些情景与上述第一实施例中描述的情景相同时将不再做详细赘述。

在第一实例中，在响应所述播放指令创建用于视频播放的新视图控件并将其添加到该 Activity 中的

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步骤中，在将该新视图控件添加到该 Activity 中的最顶层视图中之前，先获取该

Activity 中的最顶层视图；可以通过 Activity.getWindow().getDecorViewO 方法来获取该 Activity 中的最顶

层视图 （ViewGroi^DecorView ) 。在所述最顶层视图上使用添加的所述新视图控件来播放用户点击的

所述一个视频的步骤中，所述用于视频播放的新视图控件与用户点击的所述一个视频视图的大小相同，

所述用于视频播放的新视图控件在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位置与用户点击的所述一个视频视图在第一页

面上的位置相同，进而实现重叠覆盖。这样的好处是可以使得用户从视觉上看到其点击的视频与在第一

页面的原有位置上播放的效果一样。

在第二实例中，可以进一步包括：当在所述最顶层视图上使用所述新视图控件来在用户点击的第一



页面上的一个视频视图所在的位置上播放所述视频时，并且在发出所述切换指令之前，若检测到所述一

个视频视图在所述 Activity 对应的界面 内发生移动，则控制所述视频视图跟随所述一个视频视图做无缝

跟随移动操作，以使所述新视图控件与所述一个视频视图的相对位置关系在移动过程中不变；当所述视

频视图离开所述 Activity 对应的界面时，从最顶层视图中移除所添加的所述新视图控件。另外，该第二

实例可以与第一实例结合实施。

在第三实例中，可以进一步包括：在从第一页面切换至第二页面之前根据用户点击第一页面上的指

定位置区域，记录与该指定位置区域相关联的视频视图所在第一页面上的位置区域信息，在收到从第二

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的指令时，响应该返回指令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并且继续保持所述新视图控

件位于所述最顶层视图中，根据之前记录的所述视频视图所在第一页面上的位置区域信息，调整用于播

放所述视频的所述新视图控件在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位置，以与切换至第二页面之前所述视频视图所在

第一页面上的原有位置重叠覆盖。该第三实例的目的是方便用户在指令返回到第一页面后继续播放其他

视频时，无需重新创建用于视频播放的视图控件，而且没有移除的所述新视图控件在所述最顶层视图中

的位置与切换至第二页面之前所述用户点击的视频视图所在第一页面上的原有位置重叠覆盖，而不会遮

挡其他视图。另外，该第三实例可以与第一和第二实例 自由结合实施。

在第三实例中，还可以进一步包括：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后，当用户点击其他非视频视图时

从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移除所添加的所述新视图控件，即当用户点击其他非视频视图时可以认为该用户不

想继续观看视频了，此时需要从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移除所添加的所述新视图控件，以避免发生所述新视

图遮挡其他视图的情况。

在第三实例中，在一个应用场景中，可以进一步包括：在收到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的指令时，

查询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是否还在播放所述视频，如果此时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

视图控件还在播放所述视频，则响应该返回指令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并且通过所述最顶层视图中

的所述新视图控件继续播放所述视频。

在第三实例中，在另一个应用场景中，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后，还可以当还在继续播放的视

频播放结束时，从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移除所添加的所述新视图控件。

在第三实例中，在另一个应用场景中，可以进一步包括：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后，当检测到

第一页面上的所述视频视图在所述 Activity 对应的界面 内移动时，让添加到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

视图控件跟随所述视频视图做无缝跟随移动操作，以使所述新视图控件与所述视频视图的相对位置关系

在移动过程中不变；当所述视频视图离开所述 Activity 对应的界面时，从最顶层视图中移除所添加的所

述新视图控件。

在上述第三实施例提供的方法中，可选地，切换到第二页面时已添加在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

视图控件的显示尺寸，根据应用场景不同而 自定义设计。可选地，切换到第二页面时已添加在所述最顶

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的显示尺寸，与切换之前在第一页面上显示的相应视图尺寸相同。在用户有



需求的应用场景中，切换到第二页面时已添加在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的显示尺寸也可以

与切换之前在第一页面上显示的相应视图尺寸不相同，例如大于切换之前在第一页面上显示的相应视图

尺寸。

在上述第三实施例提供的方法中，可选地，切换到第二页面时已添加在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视

图控件的位置根据应用场景不同而自定义设计，即可以在任意设置的位置上继续显示视图。可选地，在

切换到第二页面时已添加在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视图控件的位置可以在所述最顶层视图的顶部区

域。

在上述第三实施例提供的方法中，可选地，所述页面可以包括网页类的页面和非网页类的页面。

在所述第一实施例提供的方法中，所述第一页面和第二页面上显示的多个视图可以为可滑动的。当

用户在触摸屏上发出向上或向下的滑动手势时，屏幕上展示的所述第一页面或第二页面上的多个视图可

以跟随向上或向下滑动。

在上述第一实施例提供的方法中，可选地，所述第一页面为主页面，所述第二页面为详情页面。

在上述第三实施例提供的方法中，可选地，所述方法还可以包括：在所述第二页面上显示至少一个

视图。当第二页面为详情页时，在所述第二页面上显示的至少一个视图可以包括但不限于：播放视频的

文字介绍、广告信息、推荐相关的多个视频等等。

以上以各种实例以及优选方式描述了所述第三实施例，本领域技术人员都知道，这些各种实例以及

优选方式可以在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进行任意组合，这里不对组合方式做一一列举了。

本申请第三实施例提供的在页面切换后保持视频继续播放的方法，借助于当前显示的屏幕只能同时

存在一个 Activity, 而一个 Activity 只对应一个最顶层视图 DecorView 的特点，还借助了在视图树布局

时上一层的视图会覆盖遮挡下一层的视图，最顶层视图 DecorView 是所有窗口的根 View, 始终处于整

个Window 界面的最顶层，因此在同一 Activity 中创建第一页面、第二页面等不同页面，创建用于播放

视频的新视图控件并将其添加在最顶层视图中，这样保证了在执行页面切换之前和之后始终使用同一个

视图来播放用户点击的视频，并且始终处于窗口界面的最上层，避免了页面切换之前和之后需要考虑的

页面层次问题，更避免了在不同Activity 中分别创建第一页面、第二页面的情况下，在页面切换后需要

重新创建用于播放视频的视图控件、重新加载视频数据所花费的时间，更不需要页面切换之前记录播放，

省却了切换后快进到所保存记录的播放进度的工作时间，从而在不同页面切换后实现了无缝连续播放，

而不会发生顿挫或停顿播放的现象。

图 5 是本申请第四实施例提供的在页面切换后保持视频继续播放的装置的示意性框图，该装置也可

以存储在所述智能移动终端的存储器中 （见图 1) 。如图 5 所示，本申请的一种在页面切换后保持视频

继续播放的装置包括：

第一页面显示模块，配置成在通过一个 Activity 创建的第一页面上显示至少一个视频视图；



视频播放指令监听模块，配置成监听用户点击第一页面上显示的其中一个视频视图进而发出播放该

视频的指令；

视频播放指令处理模块，配置成响应所述播放指令，创建用于视频播放的新视图控件并将其添加到

该 Activity 中的最顶层视图中，在所述最顶层视图上使用所述新视图控件来播放该用户点击的所述一个

视频。

页面点击监听模块，配置成监听用户对所述第一页面上与所述正播放的视频相关联的指定位置区域

的点击操作；

页面切换命令发出模块，配置成在监听到用户点击第一页面上的所述指定位置区域时发出从第一页

面切换到第二页面上进行播放所述视频的指令；

页面切换命令处理模块，配置成响应所述切换指令，在该同一个 Activity 中创建所述第二页面，在

该第二页面上方通过添加到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来继续播放所述视频。

可选地，所述第一页面是使用 Fragment 类构建的，所述第二页面是使用 Fragment 类构建或者通过

自定义 View 来实现。

可选地，在所述视频播放指令处理模块创建的用于视频播放的新视图控件与用户点击的所述一个视

频视图的大小相同，所述用于视频播放的新视图控件在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位置与用户点击的所述一个

视频视图在第一页面上的位置相同，进而实现重叠覆盖。

可选地，所述用于视频播放的新视图控件是 VideoView 控件。

可选地，切换到第二页面时已添加在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的显示尺寸，根据应用场

景不同而自定义设计。对应地，切换到第二页面时已添加在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的显示

尺寸，与切换之前在第一页面上显示的相应视图尺寸相同。可选地，切换到第二页面时已添加在所述最

顶层视图中的所述视图控件的位置根据应用场景不同而自定义设计。对应地，切换到第二页面时已添加

在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视图控件的位置在所述最顶层视图的顶部区域。

在本实施例中，智能移动终端中可以预存有相关 APP 的数据，该数据包括所述视频视图在所述第

一页面上的显示尺寸和位置，以及在所述第二页面上的显示尺寸和位置，在进行页面切换时，可以根据

相应页面 （第一页面或第二页面）中的所述视频视图的显示尺寸和位置确定所述新视频控件的显示尺寸

和位置。

可选地，所述页面可以包括网页类的页面和非网页类的页面。

可选地，在所述第二页面上显示至少一个视图。

可选地，所述第一页面和第二页面上显示的多个视图可以为可滑动的。

可选地，所述第一页面可以为主页面，所述第二页面可以为详情页面。

其中，所述装置可以进一步包括：最顶层视图获取模块，配置成在将该新视图控件添加到该 Activity

中的最顶层视图中之前，先获取该 Activity 中的最顶层视图。



其中，所述装置可以进一步包括：视图滚动处理模块，配置成当在所述最顶层视图上使用所述新视

图控件来在用户点击的第一页面上的一个视频视图所在的位置上播放所述视频时，并且在发出所述切换

指令之前，若检测到所述一个视频视图在所述 Activity 对应的界面内发生移动，则控制所述视频视图跟

随所述视频视图做无缝跟随移动操作，以使所述新视图控件与所述一个视频视图的相对位置关系在移动

过程中不变；第一视图控件移除模块，配置成当所述视频视图向上或向下滚动离开屏幕时，从最顶层视

图中移除所添加的所述新视图控件。

其中，所述装置还可以包括：第二视图控件移除模块，配置成在收到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的

指令时，响应该返回指令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并从最顶层视图中移除所添加的所述新视图控件。

其中，所述装置还可以包括：位置信息记录模块，配置成在从第一页面切换至第二页面之前根据用

户点击第一页面上的指定位置区域，记录与该指定位置区域相关联的视频视图所在第一页面上的位置区

域信息；页面返回指令监听模块，配置成监听用户发出的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的指令；页面返回

指令处理模块，配置成响应该返回指令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并且继续保持所述新视图控件位于所

述最顶层视图中，根据之前记录的所述视频视图所在第一页面上的位置区域信息，调整用于播放所述视

频的所述新视图控件在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位置，以与切换至第二页面之前所述视频视图所在第一页面

上的原有位置重叠覆盖。

其中，所述装置还可以进一步包括：第三视图控件移除模块，配置成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后，

当用户点击其他非视频视图时、或者当还在继续播放的视频播放结束时，从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移除所添

加的所述新视图控件。

其中，页面返回指令处理模块还可以配置成响应监听到的返回指令，查询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

新视图控件是否还在播放所述视频，如果此时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还在播放所述视频，

则响应该返回指令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并且通过所述最顶层视 图中的所述新视 图控件继续播放

所述视频。

其中，所述装置还可以包括：视图滚动处理模块，配置成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后，当检测到

第一页面上的所述视频视图在所述 Activity 对应的界面 内移动时，让添加到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

视图控件跟随所述视频视图做无缝跟随移动操作，以使所述新视图控件与所述视频视图的相对位置关系

在移动过程中不变；第四视图控件移除模块，配置成当所述视频视图离开所述 Activity 对应的界面时，

从最顶层视图中移除所添加的所述新视图控件。

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为描述的方便和简洁，在该第四实施例中描述的装置的具

体工作过程，可以参考前述第三实施例中描述的对应过程，前述第三实施例中列举的例子和相关描述同

样适用于解释装置的工作过程，在此不再重复描述。对于第三实施例中以各种实例 以及优选方式描述的

组合方案，也同样适应于在该第四实施例中描述的装置，即上述各种实例 以及优选方式可以在不发生冲

突的情况下进行任意组合，这里不对组合方式做一一列举了。



与上述第三实施例的有益效果相 同，本 申请第 四实施例提供的在页面切换后保持视频继续播放的装

置 ，通过在 同一 Activity 中创建第一页面、第二页面等不同页面，创建用于播放视频的新视图控件并将

其添加在最顶层视图中，这样保证 了在执行页面切换之前和之后始终使用 同一个视图来播放用户点击的

视频，并且始终处于窗 口界面的最上层，避免了页面切换之前和之后需要考虑的页面层次问题，更避免

了在不 同 Activity 中分别创建第一页面、第二页面的情况下，在页面切换后需要重新创建用于播放视频

的视 图控件、重新加载视频数据所花费的时间，更不需要页面切换之前记录播放进度，省却了切换后快

进到所保存记录的播放进度的工作时间，从而在不同页面切换后实现了无缝连续播放，而不会发生顿挫

或停顿播放的现象。

本 申请实施例所提供 的一种在页面切换后继续显示视 图的方法 以及一种在页面切换后保持视频继

续播放的方法的计算机程序产品，包括存储了程序代码的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所述程序代码包括的指

令可用于执行前面方法实施例 中所述的方法，具体实现可参见方法实施例，在此不再赘述 。

由此，本 申请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存储设备，其 中存储有多条指令，所述指令适于 由处理器加载并

执行上述第一实施例所述的方法 。另外，所述指令还适于 由处理器加载并执行第一实施例 中的多个实例

和优选实施例的 自由组合后的方法。

本 申请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存储设备，其 中存储有多条指令，所述指令适于 由处理器加载并执行上

述第三实施例所述的方法。另外，所述指令还适于 由处理器加载并执行第三实施例中的多个实例和优选

实施例的自由组合后的方法 。

本 申请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移动终端，其包括：处理器，用于加载并执行各种指令 ；以及本 申请实

施例提供的存储设备。

所述功能如果以软件功能单元的形式实现并作为独立的产品销售或使用时，可 以存储在一个计算机

可读取存储介质 中。基于这样的理解，本 申请实施例的技术方案本质上或者说对现有技术做 出贡献的部

分或者该技术方案的部分可 以以软件产品的形式体现 出来，该计算机软件产品存储在一个存储介质 中，

包括若干指令用 以使得一台计算机设备 （可 以是个人计算机，智能平板 电脑，智能手机，服务器，或者

网络设备等 ）执行本 申请各个实施例所述方法的全部或部分步骤 。而前述的存储介质包括：U 盘、移动

硬盘、只读存储器 （ROM ) 、随机存取存储器 （RAM ) 、磁碟或者光盘等各种可 以存储程序代码的介

质 。

以上所述，仅为本 申请实施例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 申请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

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 申请实施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 申请的保

护范围之 内。因此，本 申请的保护范围应 以所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

工业实用性

本 申请实施例提供的在页面切换后继续显示视图的方法和装置 ，以及在页面切换后保持视频继续播



放的方法和装置，能够避免页面切换前后需要考虑的页面层次问题，以及能够避免在不同 Activity 中分

别创建第一页面、第二页面的情况下，在页面切换后需要重新创建用于播放视频的视图控件、重新加载

视频数据所花费的时间，也不需要页面切换之前记录播放进度，省却了切换后快进到所保存记录的播放

进度的工作时间，从而在不同页面切换后实现了无缝连续播放，而不会发生顿挫或停顿播放的现象。



权利要求书

1、一种在页面切换后继续显示视图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

在通过一个 Activity 创建的第一页面上显示至少一个视图；

当监听到用户点击所述第一页面上的指定位置区域时，发出将所述第一页面上显示的该用户感兴趣

的一个视图切换到第二页面上进行显示的指令；

响应所述切换指令，在该同一个 Activity 中创建所述第二页面，创建用于显示该用户感兴趣的所述

第一页面上的所述一个视图的新视图控件并将该新视图控件添加到该 Activity 中的最顶层视图中，然后

在该第二页面上方通过添加到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来显示该用户感兴趣的所述一个视

图。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应用于智能移动终端，所述智能移动终端

中预存有所述用户感兴趣的一个视 图与该用户点击的用于指示页面切换的所述指定位置区域的关联关

系。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智能移动终端中还预存有所述一个视图在所述

第二页面中的显示尺寸和位置 ；在该第二页面上方通过添加到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来显

示该用户感兴趣的所述一个视图，包括：将所述新视图控件调整为所述一个视图在所述第二页面中的显

示尺寸，并将调整后的新视图控件移动到所述一个视图在所述第二页面的位置，以对该用户感兴趣的所

述一个视图进行显示。

4、根据权利要求 1-3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在将所述新视图控件

添加到该 Activity 中的最顶层视图中之前，先获取该 Activity 中的最顶层视图。

5、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切换到第二页面时添加到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

新视图控件的显示尺寸，根据应用场景不同而 自定义设计；切换到第二页面时添加到所述最顶层视图中

的所述新视图控件的位置根据应用场景不同而 自定义设计。

6、根据权利要求 1-5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还包括：在收到从所述第二页面

返回到所述第一页面的指令时，响应该返回指令从所述第二页面返回到所述第一页面并从所述最顶层视

图中移除所添加的所述新视图控件。

7、根据权利要求 1-6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还包括：当用户感兴趣的在第一

页面上显示的所述一个视图是视频时，在从所述第一页面切换至所述第二页面之前，根据用户点击所述

第一页面上的指定位置 区域，记录与该指定位置区域相关联的视频视 图所在第一页面上的位置区域信

息；在收到从所述第二页面返回到所述第一页面的指令时，响应该返回指令从所述第二页面返回到所述

第一页面并且继续保持所述新视图控件位于所述最顶层视图中，根据之前记录的所述视频视图所在第一

页面上的位置区域信息，调整用于播放所述视频的所述新视图控件在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位置，以与切

换至第二页面之前所述视频视图所在第一页面上的原有位置重叠覆盖。



8、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还包括：在收到从所述第二页面返回到所述

第一页面的指令时，查询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是否还在播放所述视频，如果此时所述最

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还在播放所述视频，则响应该返回指令从所述第二页面返回到所述第一页

面并且通过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继续播放所述视频。

9、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还包括：从所述第二页面返回到所述第一页

面后，当检测到所述第一页面上的所述视频视图在所述 Activity 对应的界面内移动时，控制所述新视图

控件跟随所述视频视图做无缝跟随移动操作，以使所述新视图控件与所述视频视图的相对位置关系在移

动过程中不变；当检测到所述视频视图离开所述 Activity 对应的界面时，从最顶层视图中移除所添加的

所述新视图控件。

10、一种在页面切换后保持视频继续播放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

在通过一个 Activity 创建的第一页面上显示至少一个视频视图；

当用户点击第一页面上显示的其中一个视频视图进而发出播放该视频的指令时，响应所述播放指

令，创建用于视频播放的新视图控件并将其添加到该 Activity 中的最顶层视图中，在所述最顶层视图上

使用所述新视图控件来播放该用户点击的所述一个视频；

当监听到所述用户点击所述第一页面上与所述正播放的视频相关联的指定位置区域时发出从所述

第一页面切换到第二页面上进行播放所述视频的指令；

响应所述切换指令，在该同一个 Activity 中创建所述第二页面，在该第二页面上方通过添加到所述

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来继续播放所述视频。

11、根据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响应所述播放指令创建用于视频播放的新视图控

件并将其添加到该 Activity 中的所述最顶层视图中，包括：在将该新视图控件添加到该 Activity 中的最

顶层视图中之前，先获取该Activity 中的最顶层视图；

在所述最顶层视图上使用添加的所述新视图控件来播放用户点击的所述一个视频，包括：所述用于

视频播放的新视图控件与用户点击的所述一个视频视图的大小相同，所述用于视频播放的新视图控件在

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位置与用户点击的所述一个视频视图在第一页面上的位置相同，进而实现重叠覆

12、根据权利要求 10 或 1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应用于智能终端，所述智能移动终端

中还预存有所述一个视图在所述第二页面中的显示尺寸和位置；在该第二页面上方通过添加到所述最顶

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来显示该用户感兴趣的所述一个视图，包括：将所述新视图控件调整为所述

一个视图在所述第二页面中的显示尺寸，并将调整后的新视图控件移动到所述一个视图在所述第二页面

的位置，以对该用户感兴趣的所述一个视图进行显示。

13、根据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切换到第二页面时已添加在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

所述新视图控件的显示尺寸，根据应用场景不同而自定义设计；切换到第二页面时已添加在所述最顶层



视图中的所述视图控件的位置根据应用场景不同而自定义设计。

14、根据权利要求 10-13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还包括：在收到从所述第二页

面返回到所述第一页面的返回指令时，响应该返回指令从所述第二页面返回到所述第一页面并从最顶层

视图中移除所添加的所述新视图控件。

15、根据权利要求 10-14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还包括：在从所述第一页面切

换至所述第二页面之前，根据用户在所述第一页面上点击的指定位置区域，记录与该指定位置区域相关

联的视频视图在所述第一页面上的位置区域信息；在收到从所述第二页面返回到所述第一页面的返回指

令时，响应该返回指令从所述第二页面返回到所述第一页面并且继续保持所述新视图控件位于所述最顶

层视图中，根据之前记录的所述视频视图所在第一页面上的位置区域信息，调整用于播放所述视频的所

述新视图控件在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位置，以与切换至第二页面之前所述视频视图所在第一页面上的原

有位置重叠覆盖。

16、根据权利要求 1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还包括：在收到从所述第二页面返回到所

述第一页面的返回指令时，查询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是否还在播放所述视频，如果此时

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还在播放所述视频，则响应该返回指令从所述第二页面返回到所述

第一页面并且通过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继续播放所述视频。

17、根据权利要求 11-16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还包括：当在所述最顶层视图

上使用所述新视图控件来在用户点击的第一页面上的一个视频视图所在的位置上播放所述视频时，并且

在发出所述切换指令之前，若检测到所述一个视频视图在所述 Activity 对应的界面内发生移动，则控制

所述新视图控件跟随所述一个视频视图做无缝跟随移动操作，以使所述新视图控件与所述一个视频视图

的相对位置关系在移动过程中不变；当所述一个视频视图离开所述 Activity 对应的界面时，从最顶层视

图中移除所添加的所述新视图控件。

18、一种在页面切换后继续显示视图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一页面显示模块，配置成在通过一个 Activity 创建的第一页面上显示至少一个视图信息；

页面点击监听模块，配置成监听用户对所述第一页面上的指定位置区域的点击操作；

页面切换命令发出模块，配置成在监听到用户点击所述第一页面上的指定位置区域时发出将所述第

一页面上显示的该用户感兴趣的一个视图切换到所述第二页面上进行显示的指令；

页面切换命令处理模块，配置成响应所述切换指令，在该同一个 Activity 中创建所述第二页面，创

建用于显示该用户感兴趣的所述第一页面上的所述一个视图的新视图控件并将该新视图控件添加到该

Activity 中的最顶层视图中，然后在该第二页面上方通过添加到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来

显示该用户感兴趣的所述一个视图。

19、根据权利要求 18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户感兴趣的一个视图与该用户点击的用于

指示页面切换的指定位置区域相关联。



20、根据权利要求 18 或 19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还包括：最顶层视图获取模块，配置

成在将所述新视图控件添加到该 Activity 中的最顶层视图中之前，先获取该 Activity 中的最顶层视图。

2 1、根据权利要求 18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切换到第二页面时添加到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

述新视图控件的显示尺寸，根据应用场景不同而自定义设计；

切换到第二页面时添加到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的位置根据应用场景不同而自定义

设计。

22、根据权利要求 18-21 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还包括：

视图控件移除模块，配置成在收到从第二页面返回到第一页面的指令时，响应该返回指令从第二页

面返回到第一页面并从最顶层视图中移除所添加的所述新视图控件。

23、根据权利要求 18-22 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还包括：

位置信息记录模块，配置成当用户感兴趣的在所述第一页面上显示的所述一个视图是视频时，在从

所述第一页面切换至所述第二页面之前根据用户在所述第一页面上点击的指定位置区域，记录与该指定

位置区域相关联的视频视图在所述第一页面上的位置区域信息；

页面返回指令监听模块，配置成监听用户发出的从所述第二页面返回到所述第一页面的指令；

页面返回指令处理模块，配置成响应监听到的返回指令，从所述第二页面返回到所述第一页面并且

继续保持所述新视图控件位于所述最顶层视图中，根据之前记录的所述视频视图所在所述第一页面上的

位置区域信息，调整用于播放所述视频的所述新视图控件在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位置，以与切换至所述

第二页面之前所述视频视图所在所述第一页面上的原有位置重叠覆盖。

24、根据权利要求 23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页面返回指令处理模块还配置成响应监听到

的返回指令，查询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是否还在播放所述视频，如果此时所述最顶层视

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还在播放所述视频，则从所述第二页面返回到所述第一页面并且通过所述最顶层

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继续播放所述视频。

25、根据权利要求 23 或 24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还包括：

视图滚动处理模块，配置成从所述第二页面返回到所述第一页面后，当检测到所述第一页面上的所

述视频视图在所述 Activity 对应的界面内移动时，让添加到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跟随所

述视频视图做无缝跟随移动操作，以使所述新视图控件与所述视频视图的相对位置关系在移动过程中不

变；

视图控件移除模块，配置成当所述视频视图离开所述 Activity 对应的界面时，从最顶层视图中移除

所添加的所述新视图控件。

26、一种在页面切换后保持视频继续播放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包括：

第一页面显示模块，配置成在通过一个 Activity 创建的第一页面上显示至少一个视频视图；

视频播放指令监听模块，配置成监听用户点击所述第一页面上显示的其中一个视频视图进而发出播



放该视频的指令；

视频播放指令处理模块，配置成响应所述播放指令，创建用于视频播放的新视图控件并将其添加到

该 Activity 中的最顶层视图中，在所述最顶层视图上使用所述新视图控件来播放该用户点击的所述一个

视频；

页面点击监听模块，配置成监听用户对所述第一页面上与所述正播放的视频相关联的指定位置区域

的点击操作；

页面切换命令发出模块，配置成在监听到用户点击所述第一页面上的所述指定位置区域时发出从所

述第一页面切换到所述第二页面上进行播放所述视频的指令；

页面切换命令处理模块，配置成响应所述切换指令，在该同一个 Activity 中创建所述第二页面，在

该第二页面上方通过添加到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来继续播放所述视频。

27、根据权利要求 26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视频播放指令处理模块创建的用于视频播放

的新视图控件与用户点击的所述一个视频视图的大小相同，所述用于视频播放的新视图控件在所述最顶

层视图中的位置与用户点击的所述一个视频视图在第一页面上的位置相同，进而实现重叠覆盖。

28、根据权利要求 26 或 27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还包括：最顶层视图获取模块，配置

成在将所述新视图控件添加到该 Activity 中的最顶层视图中之前，先获取该 Activity 中的最顶层视图。

29、根据权利要求 26-28 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切换到第二页面时已添加在所述最顶

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的显示尺寸，根据应用场景不同而自定义设计；切换到第二页面时已添加在

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视图控件的位置根据应用场景不同而自定义设计。

30、根据权利要求 26-29 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还包括：

视图控件移除模块，配置成在收到从所述第二页面返回到所述第一页面的指令时，响应该返回指令

从所述第二页面返回到所述第一页面并从最顶层视图中移除所添加的所述新视图控件。

31、根据权利要求 26-30 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还包括：

位置信息记录模块，配置成在从所述第一页面切换至所述第二页面之前根据用户在所述第一页面上

点击的指定位置区域，记录与该指定位置区域相关联的视频视图在所述第一页面上的位置区域信息；

页面返回指令监听模块，配置成监听用户发出的从所述第二页面返回到所述第一页面的指令；

页面返回指令处理模块，配置成响应该返回指令从所述第二页面返回到所述第一页面并且继续保持

所述新视图控件位于所述最顶层视图中，根据之前记录的所述视频视图所在所述第一页面上的位置区域

信息，调整用于播放所述视频的所述新视图控件在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位置，以与切换至所述第二页面

之前所述视频视图在所述第一页面上的原有位置重叠覆盖。

32、根据权利要求 31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页面返回指令处理模块还配置成响应监听到

的返回指令，查询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是否还在播放所述视频，如果此时所述最顶层视

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还在播放所述视频，则响应该返回指令从所述第二页面返回到所述第一页面并且



通过所述最顶层视图中的所述新视图控件继续播放所述视频。

33、一种存储设备，其特征在于，该存储设备中存储有多条指令，所述指令适于由处理器加载并执

行如权利要求 1-9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

34、一种存储设备，其特征在于，该存储设备中存储有多条指令，所述指令适于由处理器加载并执

行如权利要求 10-17 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

35、一种智能移动终端，其包括：

处理器，配置成加载并执行各种指令；以及

如权利要求 33 或 34 所述的存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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