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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子窗 口内接 收用户的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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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所迷应用启动指令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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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述子 窗 口对应 的屏幕 区
域 内启动并运行所迷应用启

动指 令对应 的应 用 实例

图 1 / FIG. 1

(57) Abstract: A n Android system-based application management method and a device thereof. The method comprises the follow
ing steps: an application startup command of a user i s received in a child window; a discrete system resource i s allocated to a to-be-
started application instance in the corresponding child window on the basis o f the application startup command; and, by utilizing the
discrete system resource, an application instance corresponding to the application startup command i s started up and run in a screen
area corresponding to the child window. The device comprises a module corresponding to the method and allows for implementation
of a requirement o f the user for using simultaneously multiple instances o f one terminal application.

(57) 摘要：一种基于安卓系统的应用管理方法及其装置 ，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在子窗 口内接收用户 的应用
启动指令 ；依据所述应用启动指令 ，为相应子窗 口内待启动 的应用实例分配独立 的系统资源 ；利用所述独立 的
系统资源在所述子窗 口对应 的屏幕 区域 内启动并运行所述应用启动指令对应 的应用实例 。所述装置包括与所述
方法对应的模块 ，可实现用户 同时使用一个终端应用 的多个实例 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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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安卓系统的应用管理方法及其装置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通信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安卓系统的应用方法及其装置。

背景技术
随着装载有安卓 （Android ) 系统的智能终端的普及，以及移动互联网时

代的到来，手机终端和平板电脑越来越成为个人的信息中心和娱乐中心。就

安卓智能终端的发展趋势来看，大屏幕、高分辨率、强劲的处理能力和存储

能力的 PC化终端越来越成为更多人群的喜爱，这方面以大屏手机和平板电脑

为代表。

就目前手机的硬件配置水平而言，处理能力和计算能力已经和个人 PC

不相上下，但是安卓系统提供的应用程序管理方法，从本质上说还是单任务

机制，无法做到多个应用程序或者说多个任务窗口在手机屏幕上同时显示并

同时运行。然而从安卓智能终端的应用场景来看，用户越来越多地希望能够

在安卓系统终端上运行一个应用的多个实例，例如：

需要同时调用两个计算器应用，对比两次计算的结果差异；需要同时调

用两个图库应用，方便用户同时查看两张图片，进行比对；需要同时登录同

一个应用的两个帐号，比如 QQ , 微博，微信等应用，方便两个帐号同时在线

进行信息查看和收发；需要同时调用两个文件管理器应用，进行不同文件夹

下的文件对比和使用；需要同时调用两个短信应用，方便用户把一条短信中

的信息提取到另外一条正在编辑的短信中。

安卓系统现有的这种应用程序管理方法，不仅难以满足用户在大屏幕终

端上的应用程序操作需求，而且对于目前终端越来越高的处理能力来说也是

力。



发明内容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 出一种基于安卓系统的应用管理方法及其装置，能

够允许安卓终端屏幕上多个任务窗口同时显示并同时运行。

基于上述 目的，本发明所提供的基于安卓系统的应用管理方法，包括如

下步骤：

在子窗口内接收用户的应用启动指令；

依据所述应用启动指令，为相应子窗口内待启动的应用实例分配独立的

系统资源；

利用所述独立的系统资源在所述子窗口对应的屏幕区域 内启动并运行所

述应用启动指令对应的应用实例。

可选的，在子窗口内接收用户的应用启动指令之前，还 包括：

对应于子窗口，生成独立运行应用实例所需的管理机制；

所述管理机制包括应用程序层和应用程序框架层的管理机制。

可选的，利用所述独立的资源启动并运行所述应用启动指令对应的应用

实例的步骤包括：通过应用管理服务 Activity Manager Service 维护所述相应

子窗 口内所启动的应用 实例的生命周期 ，并通过窗 口管理服务 Window

Managerr Service 独立管控所述相应子窗口内所启动的应用实例的窗口消息

队列。

可选的，所述系统资源包括系统内存和系统緩存。

可选的，依据所述应用启动指令，为相应子窗口内所启动的应用实例分

配对应的系统资源之前，还包括：

例；当且仅 当判断结果为否时，执行所述应用启动指令，为相应子窗口内所

启动的应用实例分配对应的系统资源的步骤。

可选的，判断所述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的应用实例是否是独 占硬件设备

的应用实例的步骤包括：

查询所述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的应用包名；

判断所述应用包名是在预设的名单中，则输出判断结果指示所述应用启



动指令所对应的应用实例是独 占硬件设备的应用实例。

可选的，判断所述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的应用实例是否是独 占硬件设备

的应用实例的步骤包括：

判断所述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的应用包名启动时底层库的状态满足设定

的独 占状态；则输出判断结果指示所述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的应用实例是独

占硬件设备的应用实例。

可选的，接收用户的应用启动指令之前，还包括如下步骤：

将至少一个子窗口映射到与其对应虚拟设备上；

所述虚拟设备维护至少一个能够为在该虚拟设备上运行的前台任务提供

执行环境的虚拟设备环境。

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安卓系统的应用管理装置，包括：

启动指令接收模块：设置为在子窗口内接收用户的应用启动指令；

资源分配模块：设置为依据所述应用启动指令，为相应子窗口内待启动

的应用实例分配独立的系统资源；

应用实例启动模块：设置为利用所述独立的系统资源在所述子窗口对应

的屏幕区域内启动并运行所述应用启动指令对应的应用实例。

可选的，所述装置还包括：

管理虚拟模块：设置为对应于子窗口，生成独立运行应用实例所需的管

理机制；

所述管理机制包括应用程序层和应用程序框架层的管理机制。

可选的，所述应用实例启动模块还包括：

生命周期管理单元：设置为通过应用管理服务 Activity Manager Service

维护所述相应子窗口内所启动的应用实例的生命周期；

消息队列管控单元：设置为通过窗口管理服务 Window Managerr Service

独立管控所述相应子窗口内所启动的应用实例的窗口消息队列。

可选的，所述系统资源包括系统内存和系统緩存。

可选的，所述装置还包括：

判断模块：设置为判断所述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的应用实例是否是独 占

硬件设备的应用实例；



当且仅当判断模块输出的判断结果指示所述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的应用

实例不是独占硬件设备的应用实例时，所述应用启动模块启动所述应用启动

指令所对应的应用实例。

可选的，所述判断模块包括：

包名查询单元：设置为查询所述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的应用包名；

包名判断单元：设置为判断所述应用包名是在预设的名单中，则输出判

断结果指示所述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的应用实例是独占硬件设备的应用实

例。

可选的，所述判断模块包括：

底层库判断单元：设置为判断所述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的应用包名启动

时底层库的状态满足设定的独占状态；则输出判断结果指示所述应用启动指

令所对应的应用实例是独占硬件设备的应用实例。

可选的，还包括：

子窗口映射模块：设置为将子窗口映射到与其对应的虚拟设备上；

所述虚拟设备维护至少一个能够为在该虚拟设备上运行的前台任务提供

执行环境的虚拟设备环境。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基于安卓系统的应用管理方法及其装置，在终端屏
幕的子窗口中利用独立分配的资源，在对应的屏幕区域中启动并运行用户的

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的应用实例，可实现一个安卓系统的应用在安卓终端上

以个多实例同时运行，当用户需要进行同时调用两个图库应用、同时登陆一

个应用的两个账号、同时调用两个文件管理器应用、同时调用两个短信应用

等操作时，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方法允许用户在同一个安卓系统终端上启动

并调用同一个应用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例，满足了用户的需求，提高了安

卓终端屏幕以及处理器处理能力的利用率。

附图概述

图 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基于安卓系统的应用管理方法流程示意图；

图2A-2B 为本发明一种实施例的安卓系统终端呈现多实例时的界面示意



图；

图 3 为本发 明一种 实施例的基 于安卓 系统的应用管理方法流程示意图；

图 4 为本发 明实施例的基 于安卓 系统的应用管理装置结构示意 图。

本发 明的较佳 实施方式

为 了给 出有效的实现方案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了以下实施例 ，以下结合

说 明书附图对本发 明的实施例进行说 明。

首先 ，本发 明提供一种基 于安卓 系统的应用管理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

在子窗 口内接收用户的应用启动指令 ；

依据所述应用启动指令 ，为相应子窗 口内启动的应用 实例分配独立的系

统资源；

利用所述独立的系统资源，在所述子窗 口对应 的屏幕 区域 内启动并运行

所述应用启动指令对应 的应用 实例。

本发 明提供 的基 于安卓 系统的应用管理方法，在终端屏幕的子窗 口中利

用独立分配的资源，在对应 的屏幕 区域 中启动并运行用户的应用启动指令所

对应 的应用 实例 ，可 实现一个安卓 系统的应用在安卓终端上 以个多实例 同时

运行 ，当用户需要进行 同时调用两个 图库应用 、同时登 陆一个应用的两个账

号、同时调用两个文件管理器应用 、同时调用两个短信应用等操作 时，本发

明提供 的方法允许用户在 同一个安卓 系统终端上启动并调用 同一个应用的两

个或两个以上的实例 ，满足 了用户的需求，提 高了安卓终端屏幕以及处理器

处理能力的利用率。

在一些实施例 中，所述基 于安卓 系统的应用管理方法包括如 图 1 所示的

步骤 ：

步骤 101 : 在子窗 口内接收用户的应用启动指令 。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子窗 口包括可以在安卓终端部分屏幕 区域显示的

窗 口。它可以是与其它窗 口之 间具有子父关系的子窗 口，也可以是与其它任

意窗 口之 间都不存在子父关系的子窗 口。

作为一个 实施例 ，安卓 系统终端上至少存在 两个子窗 口，且每个子窗 口



所运行的应用实例为同一个安卓应用的应用实例。

步骤 102: 依据所述应用启动指令 ，为相应子窗 口内待启动的应用 实例

分配独立的系统资源。

所述独立 系统 资源的分配 ，可通过框 架层 的资源管理服 务 （Resource

Managerr Service ) 为所述应用 实例 申请独立的系统资源，从 而可以保证 同一

个应用的多个实例在进行 系统资源调度 时不互相干涉。

步骤 103 : 利用所述独立的系统资源，在所述子窗口对应的屏幕 区域 内

启动并运行所述应用启动指令对应的应用实例。

在一些实施例 中，利用所述独立资源，在子窗口对应 的屏幕 区域 内启动

相应的应用实例 ，并对所述相应的应用 实例进行维护，单独管控所述相应的

应用实例的创建 ( Create ) 、暂停 （Pause ) 、Resume ( 恢复 ）、退 出 （Quit ) 、

销毁 （Destroy ) 等状态，使得某一子窗 口对应的屏幕 区域 内的应用实例生命

周期变化 时，不会对其它子窗 口对应 的屏幕 区域 内的应用实例生命周期状态

造成影响。

在一些实施例 中，当终端屏幕存在多个子窗口时，这些子窗 口可以是安

卓终端屏幕划分所形成的子窗 口，如 图 2A 所示的安卓终端屏幕 201 , 包括屏

幕 20 1横向分割所形成的两个子窗 口，即图中所示的第一子窗 口和第二子窗

口，在所述第一子窗口中，运行第一 实例；在所述第二子窗口中，运行第二

实例；每个子窗 口对应于安卓终端屏幕的部分 区域。在如 图 2B 所示的安卓

终端屏幕 202 上 ，第一子窗口和第二子窗口为屏幕 202 纵向分割所形成的子

窗口。所述第一 实例和第二 实例可以是 同一个安卓应用的实例 ，也可以是不

同安卓应用的实例。

在其他 实施例 中，安卓 系统终端上还可设置两个以上的子窗 口，所有子

窗口之 间不相互重叠，每个子窗口对应于安卓屏幕上部分 区域 。

在一些实施例中，依据所述应用启动指令 ，依据所述应用启动指令 ，为

相应子窗 口内启动的应用实例分配独立的系统资源之前 ，还 包括：

对应于每个应用 实例，生成其运行所需的管理机制；

所述管理机制 包括应用程序层和应用程序框架层的管理机制。

在上述实施例中，对应于一个应用实例 ，虚拟生成其运行所需的管理机



制，使得每个实例均对应一套管理机制，从 而可 实现多个实例之间生命周期

的相互独立。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应用程序层的管理机制至少包括：

在一些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应用程序框架层的管理机制至少包括应

用程序框 架层 的显示管理服务 Display Managerr Service 窗 口管理服务

Window Managerr Service 、应用管理月良务 Activity Managerr Service 、传感月良

务 Sensor Service 、输入管理月良务 Input Managerr Service 、输入法月良务 Input

Method Service 、音频策略 Audio Policy 。

在上述实施例中，安卓 系统应用的每一个子窗口均具有独立的管理机制，

各 自维护相应实例的生命周期、资源调度、输入输 出、存储控制等，将一台

安卓系统终端虚拟为多台安卓 系统终端，允许安卓系统应用在各 自的窗口同

时运行。

在一些实施例中，利用所述独立的资源启动并运行所述应用启动指令对

应的应用实例的步骤具体 包括：通过应用管理服务维护所述相应子窗口内所

启动的应用实例的生命周期，并通过窗口管理服务 Window Managerr Service

独立管控所述相应子窗口内所启动的应用实例的窗口消息队列。

具体的，可通过应用管理服务维护相应的子窗口内所启动的应用实例的

生命周期。使得所有实例的生命周期相互独立，在一个实例状态发生变化时，

不会引起另外一个实例的状态变化。

具体的，可通过窗口管理服务将相应 实例呈现的子窗口进行单独维护，

对每一个子窗口维护一个窗口消息队列，所有窗口消息队列之 间保持独立，

从而保证一个 实例对应的子窗口状态变化不会影响到其它实例对应的子窗

口 。

在一些实施例中，依据所述应用启动指令，为相应子窗口内所启动的应

用实例分配对应的资源之前，还 包括：判断所述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的应用

实例是否是独 占硬件设备的应用实例；当且仅 当判断结果为否时，执行所述

应用启动指令，为相应子窗口内所启动的应用实例分配对应的系统资源的步

骤。

具体的，当确定所述启动指令所对应的应用实例为上述独 占硬件设备的



应用的实例时，可在安卓终端一个子窗 口中启动所述应用的实例 ，并通过资

源锁保护冻结其余子窗 口，保证所述独 占硬件设备 的应用仅在一个子窗 口中

呈现 ，维护 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

具体 的，在另一些实施例 中，当确定所述启动指令所对应 的应用 实例为

独 占硬件设备 的应用的实例时，可在应用 实例启动过程 中初始化底层硬件设

备库时进行打断，使得该启动指令所对应 的应用的实例无法在安卓 系统终端

呈现多实例。

由于安卓 系统终端的某些应用启动时需要独 占硬件 资源，若多个 实例 同

时呈现则会 引起硬件 资源的抢 占，如照相机应用 、摄像机应用 、手 电筒应用

等 ，最好应避免这种应用的多个 实例 同时启动运行 。因此 ，在上述 实施例 中，

在一些实施例 中，判断所述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 的应用 实例是否是独 占

硬件设备 的应用 实例的步骤具体 包括 ：

查询所述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 的应用 包名 ；

判断所述应用 包名是否在预设 的名单 中，若是 ，则输 出判断结果指示所

述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 的应用 实例是独 占硬件设备 的应用 实例 。

上述 实施例 中，预设 的名单 ，可以包含独 占硬件设备 的安卓 系统终端 内

置应用的启动 包名 。

在一些实施例 中，判断所述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 的应用 实例是否是独 占

硬件设备 的应用 实例的步骤具体 包括 ：

判断所述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 的应用 包名启动时底层库 的状态是否满足

设定的独 占状态；若是 ，则输 出判断结果指示所述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 的应

用 实例是独 占硬件设备 的应用 实例。

对于用户在安卓 系统终端安装的第三方应用 ，由于不可预知应用 包名 ，

因此在上述 实施例 中使用底层库过滤的方式，当用户试 图启动所述第三方应

用时，通过查询底层库状态判断该第三方应用是否为独 占硬件设备 的应用。

在一些实施例 中，接收用户的应用启动指令之前 ，还 包括如下步骤 ：

将子窗 口映射到与其对应虚拟设备上；

所述虚拟设备 维护至少一个能够为在该虚拟设备上运行 的前 台任务提供



执行环境的虚拟设备环境。

在上述实施例中，将子窗口映射到与其对应的虚拟设备上，使得安卓系

统终端上能够多个任务同时运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硬件资源的作用，提高

了硬件资源的使用效率。

在一些实施例中，假设在安卓终端设置两个子窗口，在每个子窗口中分

别运行安卓系统应用的实例，则本发明提供的基于安卓系统的应用管理方法

包括如图 3 所示的步骤：

步骤 301 : 将两个子窗口分别映射到与其对应虚拟设备上。

步骤 302: 对应于每个子窗口，生成独立运行应用实例所需的管理机制。

步骤 303: 在一个子窗口内接收用户的应用启动指令。

步骤 304: 判断上一步骤中接收的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的应用实例是否

是独占硬件设备的应用实例，若否，进入步骤 305 。

步骤 305: 依据所述应用启动指令，为所述一个子窗口内待启动的应用

实例分配独立的系统资源。

步骤 306: 利用所述独立的系统资源在所述子窗口对应的屏幕区域内启

动并运行所述应用启动指令对应的应用实例。

步骤 307: 在另一个子窗口内接收用户的应用启动指令。

步骤 308: 判断上一步骤中接收的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的应用实例是否

是独占硬件设备的应用实例，若否，进入步骤 309 。

步骤 309: 依据所述应用启动指令，为相应子窗口内待启动的应用实例

分配独立的系统资源。

步骤 310: 利用所述独立的系统资源在所述另一个子窗口对应的屏幕区

域内启动并运行所述应用启动指令对应的应用实例。

在其它实施例中，安卓系统终端所设置的子窗口可以是三个或更多个。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本发明提供的基于安卓系统的应用管理方法，为

子窗口内待启动的应用实例分配独立的系统资源，使得安卓终端多个子窗口

内启动的应用实例可以独立运行，从而能够实现一个安卓应用在安卓系统终

端同时呈现多个实例，满足了用户在安卓系统终端同时运行一个应用的多个

实例的需求，同时提高了安卓系统终端的处理能力利用率。



进一步，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基于安卓系统的应用管理装置，结构如图 4

所示，包括：

启动指令接收模块 401 : 用于在子窗口内接收用户的应用启动指令；

资源分配模块 402: 用于依据所述应用启动指令，为相应子窗口内待启

动的应用实例分配独立的系统资源；

应用实例启动模块 403 : 用于利用所述独立的系统资源在所述子窗口对

应的屏幕区域内启动并运行所述应用启动指令对应的应用实例。

本发明所提供的基于安卓系统的应用管理装置，设有资源分配模块，在

终端屏幕的子窗口中利用独立分配的资源，从而允许在对应的屏幕区域中启

动并运行用户的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的应用实例，可实现一个安卓系统的应

用在安卓终端上 以个多实例同时运行，当用户需要进行同时调用两个图库应

用、同时登陆一个应用的两个账号、同时调用两个文件管理器应用、同时调

用两个短信应用等操作时，本发明提供的方法允许用户在同一个安卓系统终

端上启动并调用同一个应用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例，满足 了用户的需求，

提高了安卓终端屏幕以及处理器处理能力的利用率。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装置还 包括：

管理虚拟模块：用于对应于子窗口，生成独立运行应用实例所需的管理

机制；

所述管理机制包括应用程序层和应用程序框架层的管理机制。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应用实例启动模块还包括：

生命周期管理单元：通过应用管理服务 Activity Manager Service 维护所

述相应子窗口内所启动的应用实例的生命周期；

消息队列管控单元：用于通过窗口管理服务 Window Managerr Service 独

立管控所述相应子窗口内所启动的应用实例的窗口消息队列。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系统资源包括系统内存和系统緩存。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还包括：

过滤判断模块：用于判断所述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的应用实例是否是独

占硬件设备的应用实例；

当且仅 当判断模块输出的判断结果指示所述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的应用



实例不是独 占硬件设备 的应用 实例时，所述应用启动模块启动所述应用启动

指令所对应 的应用 实例 。

在一些实施例 中，所述过滤判断模块具体 包括：

包名查询单元：用于查询所述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 的应用 包名 ；

包名判断单元：用于判断所述应用 包名是否在预设 的名单 中，若是 ，则

输 出判断结果指示所述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 的应用 实例是独 占硬件设备 的应

用 实例。

在一些实施例 中，所述过滤判断模块具体 包括：

底层库判断单元 ：用于判断所述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 的应用 包名启动时

底层库的状态是否满足设定的独 占状 态；若是 ，则输 出判断结果指示所述应

用启动指令所对应 的应用 实例是独 占硬件设备 的应用 实例。

在一些实施例 中，所述装置还 包括：

子窗 口映射模块：用于将子窗 口映射到与其对应 的虚拟设备上；

所述虚拟设备 维护至少一个能够为在该虚拟设备上运行 的前 台任务提供

执行环境 的虚拟设备环境 。

在本发 明的一种具体 实施例 中，假设在安卓终端设置两个子窗 口，在每

个子窗 口中分别运行安卓 系统应用的实例 ，所述基 于安卓 系统的应用管理装

置 包括如下结构 ：

子窗 口映射模块：用于将 两个子窗 口映射到与其对应 的虚拟设备上。

管理虚拟模块：用于对应于每一个子窗 口，生成独立运行应用 实例所需

的管理机制。

第一启动指令接 收模块：用于在一个子窗 口内接收用户的应用启动指令 。

第一过滤判断模块：用于判断所述第一启动指令接收模块接收到的应用

第一资源分配模块：用于 当所述第一过滤判断模块确定所述应用启动指

令所对应 的应用 实例不是独 占硬件设备 的应用 实例时，依据所述应用启动指

令 ，为所述一个子窗 口内待启动的应用 实例分配独立的系统资源。

第一应用 实例启动模块：用于利用所述第一资源分配模块分配的独立的

系统资源，在所述一个子窗 口对应 的屏幕 区域 内启动并运行相应 的应用启动



指令对应 的应用 实例。

第二启动指令接 收模块：用于在另一个子窗 口内接收用户的应用启动指

令 。

第二过滤判断模块：用于判断所述第二启动指令接收模块接收到的应用

第二资源分配模块：用于 当所述第二过滤判断模块确定所述应用启动指

令所对应 的应用 实例不是独 占硬件设备 的应用 实例时，依据所述应用启动指

令 ，为所述另一个子窗 口内待启动的应用 实例分配独立的系统资源。

第二应用 实例启动模块：用于利用所述第二资源分配模块分配的独立的

系统资源，在所述另一个子窗 口对应 的屏幕 区域 内启动并运行相应 的应用启

动指令对应 的应用 实例 。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 出，本发 明提供 的基 于安卓 系统的应用管理装置，设

有 资源分配模块 ，为子窗 口内待启动的应用 实例分配独 立 的系统资源，使得

安卓终端多个子窗 口内启动的应用 实例可以独 立运行 ，从 而能够实现一个安

卓应用在安卓 系统终端 同时呈现多个 实例 ，满足 了用户在安卓 系统终端 同时

运行一个应用的多个 实例的需求，同时提 高了安卓 系统终端的处理能力利用

率。

应 当理解 ，本说 明书所描述的多个 实施例仅用于说 明和解释本发 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 明。并且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 申请 中的实施例及 实施例 中

的特征可以相互组合 。

发 明的精神和范围。这样 ，倘若本发 明的这些修 改和变型属于本发 明权利要

求及其等 同技术的范围之 内，则本发 明也意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型在 内。

工 业 实用 生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方法允许用户在 同一个安卓 系统终端上启动并调用

同一个应用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例 ，满足 了用户的需求，提 高了安卓终端

屏幕以及处理器处理能力的利用率。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基于安卓系统的应用管理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在子窗口内接收用户的应用启动指令；

依据所述应用启动指令，为相应子窗口内待启动的应用实例分配独立的

系统资源；

利用所述独立的系统资源在所述子窗口对应的屏幕区域 内启动并运行所

述应用启动指令对应的应用实例。

2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中，在子窗口内接收用户的应用启动

指令之前，还包括：

对应于子窗口，生成独立运行应用实例所需的管理机制；

所述管理机制包括应用程序层和应用程序框架层的管理机制。

3 . 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方法，其中，利用所述独立的资源启动并运行

所述应用启动指令对应的应用实例的步骤 包括：通过应用管理服务 Activity

Manager Service 维护所述相应子窗口内所启动的应用实例的生命周期，并通

过窗口管理服务 Window Managerr Service 独立管控所述相应子窗口内所启

动的应用实例的窗口消息队列。

4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系统资源包括系统内存和系

统緩存。

5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中，依据所述应用启动指令，为相应

子窗口内所启动的应用实例分配对应的系统资源之前，还包括：

例；当且仅 当所述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的应用实例不是独 占硬件设备的应用

实例时，执行所述应用启动指令，为相应子窗口内所启动的应用实例分配对

应的系统资源的步骤。

6 . 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方法，其中，判断所述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的

查询所述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的应用包名；

判断所述应用包名是在预设的名单中，则输出判断结果指示所述应用启



动指令所对应的应用实例是独 占硬件设备的应用实例。

7 . 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方法，其中，判断所述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的

判断所述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的应用包名启动时底层库的状态满足设定

的独 占状态；则输出判断结果指示所述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的应用实例是独

占硬件设备的应用实例。

8 . 根据权利要求 1-7 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接收用户的应用启

动指令之前，还 包括如下步骤：

将至少一个子窗口映射到与其对应虚拟设备上；

所述虚拟设备维护至少一个能够为在该虚拟设备上运行的前台任务提供

执行环境的虚拟设备环境。

9 . 一种基于安卓系统的应用管理装置，包括：

启动指令接收模块：设置为在子窗口内接收用户的应用启动指令；

资源分配模块：设置为依据所述应用启动指令，为相应子窗口内待启动

的应用实例分配独立的系统资源；

应用实例启动模块：设置为利用所述独立的系统资源在所述子窗口对应

的屏幕区域内启动并运行所述应用启动指令对应的应用实例。

10. 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的装置，所述装置还包括：

管理虚拟模块：设置为对应于子窗口，生成独立运行应用实例所需的管

理机制；

所述管理机制包括应用程序层和应用程序框架层的管理机制。

11. 根据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应用实例启动模块还包括：

生命周期管理单元：设置为通过应用管理服务 Activity Manager Service

维护所述相应子窗口内所启动的应用实例的生命周期；

消息队列管控单元：设置为通过窗口管理服务 Window Managerr Service

独立管控所述相应子窗口内所启动的应用实例的窗口消息队列。

12. 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系统资源包括系统内存和

系统緩存。

13. 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的装置，还包括：



判断模块：设置为判断所述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的应用实例是否是独 占

硬件设备 的应用实例；

当且仅 当判断模块输 出的判断结果指示所述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的应用

实例不是独 占硬件设备 的应用实例时，所述应用启动模块启动所述应用启动

指令所对应的应用实例。

14. 根据权利要求 13 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判断模块 包括：

包名查询单元：设置为查询所述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的应用包名；

包名判断单元：设置为判断所述应用 包名是在预设的名单中，则输 出判

断结果指示所述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 的应用 实例是独 占硬件设备 的应用 实

例。

15. 根据权利要求 13 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判断模块 包括：

底层库判断单元：设置为判断所述应用启动指令所对应的应用 包名启动

时底层库的状态满足设定的独 占状态，则输 出判断结果指示所述应用启动指

令所对应的应用实例是独 占硬件设备 的应用实例。

16. 根据权利要求 9-15 中任意一项所述的装置，还 包括：

子窗口映射模块：设置为将子窗口映射到与其对应的虚拟设备上；

所述虚拟设备维护至少一个能够为在该虚拟设备上运行的前台任务提供

执行环境的虚拟设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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