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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截图共享方法、装置、信

息接收方法及装置，所述截图共享方法包括：对

终端中的当前界面进行截图；将所述当前界面的

应用信息和配置信息作为附加信息保存在所述

截图得到的图片中，生成图片文件信息；将所述

图片文件信息共享给外部终端。解决了现有技术

中对屏幕进行截图分享信息的时候只能分享图

片，不能分享该图片对应的应用信息和配置信

息，影响用户的分享体验的问题，真正满足了用

户共享的目的，且其操作方式与现有方式没有区

别，简单快捷，提高了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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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截图共享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对终端中的当前界面进行截图；

将所述当前界面的应用信息和配置信息作为附加信息保存在所述截图得到的图片中，

生成图片文件信息；所述应用信息至少包括当前界面使用的应用的类型信息及其对应的应

用在当前界面中的界面信息；

将所述图片文件信息共享给外部终端，供外部终端进行还原处理；

所述还原处理包括判断是否需要将所述外部终端的当前界面转到所述图片对应的本

身界面上，如是，则根据所述附加信息将所述外部终端的当前界面转到所述图片对应的本

身界面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截图共享方法，其特征在于，若所述当前界面属于网络内容，

则所述方法还包括：将所述当前界面的网络资源信息也作为附加信息保存在所述截图得到

的图片中，生成图片文件信息。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截图共享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络资源信息具体包括：网

络链接地址和/或所述当前界面的类型属性信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截图共享方法，其特征在于，若所述网络内容为视频或音频

时，则所述网络资源信息还包括：所述视频或音频资源的播放参数信息。

5.一种信息接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收外部终端共享的对所述外部终端的当前界面进行截图得到的图片文件信息；

对所述图片文件信息进行解析，解析出所述图片文件信息中包含有应用信息和配置信

息的附加信息；所述应用信息至少包括所述外部终端的当前界面使用的应用的类型信息及

其对应的应用在当前界面中的界面信息；

根据所述附加信息对所述图片进行还原处理；

所述还原处理包括判断是否需要将所述外部终端的当前界面转到所述图片对应的本

身界面上，如是，则根据所述附加信息将所述外部终端的当前界面转到所述图片对应的本

身界面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信息接收方法，其特征在于，若所述图片文件信息中的图片属

于网络内容，则所述附加信息还包括网络资源信息。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信息接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络资源信息具体包括：网

络链接地址和/或所述当前界面的类型属性信息。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信息接收方法，其特征在于，若所述网络内容为视频或音频

时，则所述网络资源信息还包括：所述视频或音频资源的播放参数信息。

9.一种截图共享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截图模块，用于对终端中的当前界面进行截图；

信息生成模块，用于将所述当前界面的应用信息和配置信息作为附加信息保存在所述

截图模块截图所得到的图片中，生成图片文件信息；

信息共享模块，用于将所述信息生成模块生成的图片文件信息共享给外部终端，供外

部终端进行还原处理；

所述还原处理包括判断是否需要将所述外部终端的当前界面转到所述图片对应的本

身界面上，如是，则根据所述附加信息将所述外部终端的当前界面转到所述图片对应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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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界面上。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截图共享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信息生成模块还用于若所

述当前界面属于网络内容，则将所述当前界面的网络资源信息也作为附加信息保存在所述

截图得到的图片中，生成图片文件信息。

11.一种信息接收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信息接收模块，用于接收外部终端发送的对所述外部终端的当前界面进行截图得到的

图片文件信息；

信息解析模块，用于对所述信息接收模块接收的图片文件信息进行解析，解析出所述

图片文件信息中包含有应用信息和配置信息的附加信息；

信息还原模块，用于根据所述信息解析模块解析出的附加信息对所述图片进行还原处

理，所述还原处理包括判断是否需要将所述外部终端的当前界面转到所述图片对应的本身

界面上，如是，则根据所述附加信息将所述外部终端的当前界面转到所述图片对应的本身

界面上。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信息接收装置，其特征在于，若所述图片文件信息中的图片

属于网络内容，则所述附加信息还包括网络资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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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截图共享方法、装置、信息接收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子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截图共享方法、装置、信息接收方法及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终端技术的发展，当终端用户在网络上看到感兴趣的内容时，希望将内容分

享给好友，截图是简单直观的办法，且在现有终端中，大部分终端都能够非常简单快速地完

成截图的操作，但是在截图分享时，终端只是将所截图得到的图片发给外部终端，而对于在

终端中所使用应用信息和在终端中的配置信息等都没有进行分享；且对于接收方来说，只

看到图片，对于图片中的内容信息不能进行保存、提取等操作，也不能还原该图片在对端中

的本来的显示画面，影响了用户之间利用终端截图分享的体验。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截图共享方法、装置、信息接收方法及装置，解决了现有技术中

对屏幕进行截图分享信息的时候只能分享图片，不能分享该图片对应的应用信息和配置信

息，影响用户的分享体验的问题。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截图共享方法，包括：

[0006] 对终端中的当前界面进行截图；

[0007] 将所述当前界面的应用信息和配置信息作为附加信息保存在所述截图得到的图

片中，生成图片文件信息；

[0008] 将所述图片文件信息共享给外部终端。

[0009] 进一步地，若所述当前界面属于网络内容，则所述方法还包括：将所述当前界面的

网络资源信息也作为附加信息保存在所述截图得到的图片中，生成图片文件信息。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网络资源信息具体包括：网络链接地址和/或所述当前界面的类型

属性信息。

[0011] 进一步地，若所述网络内容为视频或音频时，则所述网络资源信息还包括：所述视

频或音频资源的播放参数信息。

[0012] 一种信息接收方法，包括：

[0013] 接收外部终端发送的对所述外部终端的当前界面进行截图得到的图片文件信息；

[0014] 对所述图片文件信息进行解析，解析出所述图片文件信息中包含有应用信息和配

置信息的附加信息；

[0015] 根据所述附加信息对所述图片进行还原处理。

[0016] 进一步地，若所述图片文件信息中的图片属于网络内容，则所述附加信息还包括

网络资源信息。

[0017] 进一步地，所述网络资源信息具体包括：网络链接地址和/或所述当前界面的类型

属性信息。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105824836 B

4



[0018] 进一步地，若所述网络内容为视频或音频时，则所述网络资源信息还包括：所述视

频或音频资源的播放参数信息。

[0019] 一种截图共享装置，包括：

[0020] 截图模块，用于对终端中的当前界面进行截图；

[0021] 信息生成模块，用于将所述当前界面的应用信息和配置信息作为附加信息保存在

所述截图模块截图所得到的图片中，生成图片文件信息；

[0022] 信息共享模块，用于将所述信息生成模块生成的图片文件信息共享给外部终端。

[0023] 进一步地，所述信息生成模块还用于若所述当前界面属于网络内容，则将所述当

前界面的网络资源信息也作为附加信息保存在所述截图得到的图片中，生成图片文件信

息。

[0024] 一种信息接收装置，包括：

[0025] 信息接收模块，用于接收外部终端发送的对所述外部终端的当前界面进行截图得

到的图片文件信息；

[0026] 信息解析模块，用于对所述信息接收模块接收的图片文件信息进行解析，解析出

所述图片文件信息中包含有应用信息和配置信息的附加信息；

[0027] 信息还原模块，用于根据所述信息解析模块解析出的附加信息对所述图片进行还

原处理。

[0028] 进一步地，若所述图片文件信息中的图片属于网络内容，则所述附加信息还包括

网络资源信息。

[0029]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截图共享方法及装置，通过对终端当前界面进行截图操作后，

并将当前界面的应用信息及配置信息作为附加信息保存在其截图得到的图片中，生成一个

图片文件信息，并将该图片文件信息共享给外部终端。这样，用户在使用本方案进行截图，

并将截图得到的图片文件信息进行共享时，能够将图片中的应用信息和配置信息都一起共

享给外部终端，真正满足了用户共享的目的，且其操作方式与现有方式没有区别，简单快

捷，提高了用户体验。

[0030]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信息接收方法及装置，通过接收外部终端共享的含有附加信

息的图片文件信息，将该图片文件信息进行解析后，可以根据所解析出的应用信息和配置

信息还原所述图片在外部终端当时所显示的内容，这样，在共享对端发送过来的图片时，能

够通过对图片的解析作用共享到该图片本身存在的内容。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提供的截图共享方法的流程图；

[0032]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二提供的信息接收方法的流程图；

[0033]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三提供的截图共享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四提供的信息接收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6] 实施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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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如图1所示为本发明实施例一提供的截图共享方法的流程图，请参见图1，该方法

包括：

[0038] S101：对终端中的当前界面进行截图。具体地，根据用户需求，接收用户对终端当

前界面的截图操作，根据该截图操作对终端中的当前界面进行截图。例如，终端当前界面处

于短信息界面，用户想将该信息的内容分享给外部终端，则用户可以对终端当前界面进行

截图操作，然后，终端再根据用户的操作对终端的当前界面进行截图，得到图片；所述终端

可以为电脑、手机或平板电脑等。

[0039] S102：将所述当前界面的应用信息和配置信息作为附加信息保存在所述截图得到

的图片中，生成图片文件信息。具体地，所述当前界面的应用信息包括当前界面使用的应用

的类型信息及其对应的应用在当前界面中的界面信息等；所述配置信息包括：当前界面对

应的应用在当前界面展现给用户的开关项、进度条、单选项、多选项等信息；优选地，可对终

端中的应用信息和配置信息都预先设置一个识别号码；如，在终端安装的每个应用中都预

先设置有其唯一的识别信息，如ID号码等；并在终端中的应用任何可能展现的界面设置有

唯一的识别信息，同样的，可以为该界面对应的ID号码等；还将终端中当前界面对应的应用

展现给用户的开关项、进度条、单选项、多选项等每个可能的配置指定唯一的ID号码；则所

述应用信息包括：当前界面所对应的应用唯一识别信息和所述应用在当前界面中的界面信

息唯一的识别信息；所述配置信息包括：终端中当前界面对应的应用展现给用户的开关项、

进度条、单选项、多选项等对应的ID号码。例如，用户在使用某一个应用时，对某一界面进行

截图，将当前应用的ID号写入图片文件信息的附加信息中，同时将界面的ID号写入图片文

件信息的附加信息中；还需要将当前界面涵盖的开关项、进度条、单选项、多选项等配置的

ID号写入图片文件信息的附加信息中。

[0040] S103：将所述图片文件信息共享给外部终端。具体地，可以通过移动通信或蓝牙或

通信软件或WiFi等方式将图片文件信息共享给外部终端；所述外部终端可以为电脑、手机

或平板电脑等。

[0041] 若所述当前界面属于网络内容，则所述截图共享方法还包括：将所述当前界面的

网络资源信息也作为附加信息保存在所述截图得到的图片中，生成图片文件信息。所述网

络资源信息具体包括：网络链接地址和/或所述当前界面的类型属性信息；所述当前界面的

类型属性信息具体包括：网络音频信息、网络视频信息、网络图片信息或网络网页信息等；

若所述网络内容为视频或音频时，则所述网络资源信息还包括：所述视频或音频资源的播

放参数信息。所述播放参数信息具体包括：所述当前界面中的视频或音频资源的播放时间、

播放状态、播放帧等参数数据；以便外部终端在接收到该图片文件信息时，能够准确地还原

其本来所处的状态。例如，对于网络图片内容的界面，将网络图片链接写入其截图得到的图

片文件信息中的附加信息中；对于网络视频内容的界面，将视频链接以及截图时的视频播

放时间写入其截图得到的图片文件信息的附加信息；对于浏览网页内容界面，将网页链接

写入其截图得到的图片文件信息的附加信息；对于播放网络音乐内容界面，将该网络音乐

链接以及当前播放时间写入其截图得到的图片文件信息的附加信息。

[0042] 例如，用户在使用手机中的某个视频播放软件进行网络视频播放时，发现该视频

内容比较好，想分享给好友，则其直接对手机当前界面进行截图的操作，手机在接收其截图

操作后，对手机的当前界面进行截图，得到截图的图片，同时获取当前界面所使用的播放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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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应用信息及配置信息，并由于当前界面的属于网络资源，则还需要获取当前界面的网

络资源信息，包括网络视频的链接地址信息和类型属性信息及当前播放的时间段、播放状

态等播放信息作为附件信息与所述图片生成一个图片文件信息，并将该图片文件信息共享

给用户指定的外部终端。

[0043] 实施例二：

[0044] 如图2所示，为本发明实施例二提供的信息接收方法的流程图，请参见图2，所述方

法包括：

[0045] S201：接收外部终端共享的对所述外部终端的当前界面进行截图得到的图片文件

信息。具体的接收方式包括：移动通信、蓝牙、通信软件、射频通信或WiFi等方式将图片文件

信息共享给外部终端。

[0046] 可选的，还可以包括S202：将所述图片文件信息中的图片进行显示。即接收到图片

文件信息后，用户对该图片文件进行点击阅读操作时，在终端显示屏上将之间显示图片文

件信息中的图片。

[0047] S203：对所述图片文件信息进行解析，解析出所述图片文件信息中包含有应用信

息和配置信息的附加信息。可选的，在用户对该图片文件进行点击阅读操作时，终端不仅显

示该图片，且还同时对该图片文件信息进行解析，将其包括的应用信息和配置信息的附加

信息解析出来。若所述图片文件信息中的图片属于网络内容，则所述附件信息还包括网络

资源信息；所述网络资源信息具体包括：网络链接地址和/或所述当前界面的类型属性信

息；所述当前界面的类型属性信息具体包括：网络音频信息、网络视频信息、网络图片信息

或网络网页信息等；若所述网络内容为视频或音频时，则所述网络资源信息还包括：所述视

频或音频资源的播放参数信息。所述播放参数信息具体包括：所述当前界面中的视频或音

频资源的播放时间、播放状态、播放帧等参数数据。

[0048] S204：根据所述附加信息对所述图片进行还原处理。具体地，可以通过菜单的方式

在所述当前屏幕中显示当前图片的还原选择，询问用户是否需要将当前界面转到所述图片

对应的本身界面上，若用户同意则将当前界面转到所述图片对应的本身界面。这样，使用户

能够获取截图端发送的截屏图片及该图片中的所有信息和该图片需要的配置信息等。例

如，若步骤S203中解析图片文件信息中的附加信息包括：应用ID信息；则此时，根据该解析

出的附加信息为当前显示图片的界面提供“转到”菜单；用户点击“转到”菜单时，终端在所

有应用中搜索拥有该ID的应用，转到该应用的界面，并对配置控件进行配置。如果是包含网

络图片链接的图片文件信息，则会转到浏览器打开该图片链接；如果是包含网络视频链接

的截屏，会转到浏览器打开该视频链接，并跳转至保存的视频时间继续播放；如果是包含网

页链接的截屏，会转到浏览器打开该网页链接，呈现给用户；如果是包含网络音乐的截屏，

会转到音乐播放器打开该网络音乐链接，跳转至保存的播放时间，播放给用户。

[0049] 实施例三：

[0050] 如图3所示，为本发明实施例三提供的截图共享装置的结构示意图，请参见图3，所

述截图共享装置30包括：截图模块301，用于对终端中的当前界面进行截图；信息生成模块

302，用于将所述当前界面的应用信息和配置信息作为附加信息保存在所述截图模块301截

图所得到的图片中，生成图片文件信息；信息共享模块303，用于将所述信息生成模块302生

成的图片文件信息共享给外部终端。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105824836 B

7



[0051] 在该实施例中，所述信息生成模块302还用于若所述当前界面属于网络内容，则将

所述当前界面的网络资源信息也作为附加信息保存在所述截图得到的图片中，生成图片文

件信息。所述网络资源信息具体包括：网络链接地址和/或所述当前界面的类型属性信息；

所述当前界面的类型属性信息具体包括：网络音频信息、网络视频信息、网络图片信息或网

络网页信息等；若所述网络内容为视频或音频时，则所述网络资源信息还包括：所述视频或

音频资源的播放参数信息。所述播放参数信息具体包括：所述当前界面中的视频或音频资

源的播放时间、播放状态、播放帧等参数数据；以便外部终端在接收到该图片文件信息时，

能够准确地还原其本来所处的状态。例如，具体地，所述信息生成模块302用于对于网络图

片内容的界面，将网络图片链接写入其截图得到的图片文件信息中的附加信息中；对于网

络视频内容的界面，将视频链接以及截图时的视频播放时间写入其截图得到的图片文件信

息的附加信息；对于浏览网页内容界面，将网页链接写入其截图得到的图片文件信息的附

加信息；对于播放网络音乐内容界面，将该网络音乐链接以及当前播放时间写入其截图得

到的图片文件信息的附加信息。

[0052] 实施例四：

[0053] 如图4所示，为本发明实施例四提供的信息接收装置的结构示意图，请参见图4，所

述信息接收装置40包括：信息接收模块401，用于接收外部终端发送的对所述外部终端的当

前界面进行截图得到的图片文件信息；信息解析模块403，用于对所述信息接收模块接收的

图片文件信息进行解析，解析出所述图片文件信息中包含有应用信息和配置信息的附加信

息；信息还原模块404，用于根据所述信息解析模块解析出的附加信息对所述图片进行还原

处理。可选的，所述信息接收装置40还可以包括图片显示模块402，用于将所述信息接收模

块接收的图片文件信息中的图片进行显示；

[0054] 在该实施例中，若所述图片文件信息中的图片属于网络内容，则所述附加信息还

包括网络资源信息；所述网络资源信息具体包括：网络链接地址和/或所述当前界面的类型

属性信息；所述当前界面的类型属性信息具体包括：网络音频信息、网络视频信息、网络图

片信息或网络网页信息等；若所述网络内容为视频或音频时，则所述网络资源信息还包括：

所述视频或音频资源的播放参数信息。所述播放参数信息具体包括：所述当前界面中的视

频或音频资源的播放时间、播放状态、播放帧等参数数据。

[005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截图共享方法、装置、信息接收方法及装置，本方案的主要发明

点在于，在用户对当前界面进行截图，并将截图所得到的信息进行分享时，不仅能够将图片

分享，而且能够将该图片对应的终端界面所拥有的应用信息和配置信息作为附加信息都分

享到外部终端，使得外部终端能够根据该附加信息还原该图片对应的终端状态，且能按照

其本身的属性将当前界面继续呈现出来。这样，能够更加具体地满足了用户共享的目的，且

其操作方式与现有方式没有区别，简单快捷，提高了用户体验。

[0056] 以上内容是结合具体的实施方式对本发明所作的进一步详细说明，不能认定本发

明的具体实施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

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简单推演或替换，都应当视为属于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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