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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TERMINAL UNLOCK METHOD AND DEVICE

(54) 发明名称 ：一种终端解锁方法及装置

确定至少一个开始响应解锁触摸操作的起始 区域

确定至少一个结束响应解锁触摸操作并确定为解锁成功的 目标 区域

当有触摸操作从任一起始区域滑动至与谊起始区域对应的任一 目标 区域 ι 1

时，解锁终端 图 1 / Fig. 1

(57) Abstract: The present invention relates to the field of computer technologies. Disclosed are a terminal unlock method and
device. According to the terminal unlock method provided by the embodiment of the invention, after determining at least one initial
area that starts responding to an unlock touch operation and at least one target area that finishes responding to the unlock touch oper
ation and i s determined to be successfully unlocked, i f a touch operation sliding fi"om any initial area to any target area i s captured, a
terminal i s unlocked. Therefore, diversified terminal unlock modes are provided for a user.

(57) 摘要：本发 明公开 了一种 终端解 锁 方法 及装置 ，涉及计算机 领域 ，根据本 发 明实施例 提供 的终端解 锁方
法 ，在确 定至少 一个开始响应解锁触摸操作 的起始 区域和至少一个结束响应解锁触摸操作并确定为解锁成功 的
目标 区域后 ，若捕捉到有触摸操作从任 一起始 区域滑动至任 一 目标 区域时 ，即解锁终端 ，进而实现为用户提供
多样化 的终端解锁方式 。



一种 终端解 锁方法及 装置

技术领域

本公开涉及计算机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终端解锁方法及装置 。

背景技术

为便于用户 的使用 ，在用户不对终端进行操作时，通常终端 的触摸屏幕会被锁定，在

用户需要对终端进行操作时，再按照设定的方式进行解锁 ，在解锁后 ，终端会对用户 的操

作做 出响应 。

目前 ，智能手机等终端设备的解锁方式 比较单一，难 以满足不 同用户 的需求 。

通常，解锁界面中的解锁方式都是预先设定的，不能根据不 同用户 的需求进行更换 。

较常见的解锁方式为从左至右按设定轨迹滑动滑块 的方式，也有部分是从某个设定区

域滑动至区域外 即可，但若用户不喜欢 当前 的解锁方式，无法更换其它解锁方式 。

发 明内容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终端解锁方法及装置，以实现提供多样化 的终端解锁方式 。

一种终端解锁方法 ，包括 ：

确定至少一个开始响应解锁触摸操作的起始区域；

确定至少一个结束响应解锁触摸操作并确定为解锁成功的 目标区域；

当有触摸操作从任一所述起始区域滑动至与该起始区域对应的任一 目标区域时，解锁

所述终端 。

一种终端解锁装置，包括 ：

起始区域确定单元，用于确定至少一个开始响应解锁触摸操作的起始区域；

目标区域确定单元，用于确定至少一个结束响应解锁触摸操作并确定为解锁成功的 目

标区域；

解锁单元，用于当有触摸操作从任一所述起始区域滑动至与该起始区域对应的任一 目

标区域时，解锁所述终端 。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终端解锁方法及装置，在确定至少一个开始响应解锁触摸操作

的起始区域和至少一个结束响应解锁触摸操作并确定为解锁成功的 目标区域后 ，若捕捉到



有触摸操作从任一起始区域滑动至任一 目标区域时，即解锁终端 ，进而实现为用户提供多

样化 的终端解锁方式 。

附图说 明

图 1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终端解锁方法流程 图；

图 2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起始区域设定示意 图；

图 3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 目标区域设定示意 图；

图 4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终端解锁装置结构示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终端解锁方法及装置，在确定至少一个开始响应解锁触摸操作

的起始区域和至少一个结束响应解锁触摸操作并确定为解锁成功的 目标区域后 ，若捕捉到

有触摸操作从任一起始区域滑动至任一 目标区域时，即解锁终端 ，进而实现为用户提供多

样化 的终端解锁方式 。

如 图 1 所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终端解锁方法包括 ：

步骤 S101 、确定至少一个开始响应解锁触摸操作的起始区域；

步骤 S102 、确定至少一个结束响应解锁触摸操作并确定为解锁成功的 目标区域；

步骤 S103 、当有触摸操作从任一起始区域滑动至与该起始区域对应的任一 目标区域

时，解锁终端 。

由于可 以自定义起始区域和 目标区域，且可 以设置多个起始区域和 目标区域，所 以实

现 了终端解锁方式的多样化 ，满足 了不 同用户对终端解锁方式的不 同需求 。

具体 的，在步骤 S101 中，确定至少一个开始响应解锁触摸操作的起始区域，可 以是

预先设定好 的，也可 以根据用户定义的起始区域边界来确定，用户在实际使用时，可 以选

择若干个预先设定好 的起始区域，再在此基础上添加 自己设定的起始区域 。

在用户设定起始区域时，步骤 S101 具体包括 ：根据用户定义的起始区域边界，确定

至少一个开始响应解锁触摸操作的起始区域 。

如 图 2 所示，若用户定义起始区域为图示的斜线标记 的区域，终端 即可采集到起始区

域边界数据为 x=31 ，y=1 17, w=90, h=90 ，根据该起始区域边界，即可确定 图示斜线标记

的区域所示的起始区域，在用户需要解锁时，即可根据用户 的需要显示该起始区域 。

当然 ，本领域技术人员在实际操作时，不一定记录边界数据为一点坐标值和长宽值，



也可以是多点的坐标值，或者在区域形状为圆形时，可以是圆形的圆心坐标值和半径。

同样的，在步骤 S102 中，确定结束响应解锁触摸操作并确定为解锁成功的目标区域，

同样可以是预先设定好的，也可以根据用户定义的目标区域边界来确定，用户在实际使用

时，可以选择若干个预先设定好的目标区域，再在此基础上添加自己设定的目标区域。

在用户设定目标区域时，步骤 S102 具体包括：根据用户定义的目标区域边界，确定

至少一个结束响应解锁触摸操作并确定为解锁成功的目标区域。

如图 3 所示，若用户定义目标区域为图示的竖线标记的区域，终端即可采集到该目标

区域相应的边界数据，根据该目标区域边界，即可确定图示竖线标记的区域所示的目标区

域，在用户需要解锁时，即可根据用户的需要显示该目标区域。具体的边界数据采集方式

可以与定义起始区域时相同，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在此不再详细叙述。

在步骤 S103 中，当有触摸操作从任一起始区域滑动至与该起始区域对应的任一目标

区域时，解锁终端，可以定义为按照任一路径从一个起始区域滑动至相应的目标区域，也

可以定义好滑动路径，仅在有触摸操作从任一起始区域按照预先设定的路径滑动至与该起

始区域对应的任一目标区域时，才解锁终端。

在拖动时，可以显示滑块标识，该滑块标识按照触摸操作从起始区域滑动至目标区域。

为了便于用户分辨解锁过程中的各阶段，该方法还包括：

当未捕捉到任何触摸操作时，显示预先设定的第一界面元素；

当在起始区域捕捉到触摸操作时，在设定时间内显示预先设定的第二界面元素；

当确定解锁成功时，显示预先设定的第三界面元素。

由于在解锁的各个阶段所显示的界面元素不同，所以用户可以清晰的分辨解锁过程中

的各阶段，便于用户操作。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终端解锁方法可以使用 xml 语言实现，也可以使用其它语言实

现，当使用 xml 语言时，可以按照如下方式进行定义：

//解锁部件定义，包括各种属性

<Unlocker name="unlocker">

II 起始区定义

<StartPoint x="3 1" y=" 117" w="90" h="90">

<NormalState> 显示的界面元素描述

</NormalState>

<PressedState> 显示的界面元素描述



</PressedState>

<ReachedState> 显示的界面元素描述

由于 目标区域定义方式可以和起始区域相同，所以未进行重复叙述。

本发明实施例还相应提供一种终端解锁装置，如图 4 所示，包括：

起始区域确定单元 401 ，用于确定至少一个开始响应解锁触摸操作的起始区域；

目标区域确定单元 402 ，用于确定至少一个结束响应解锁触摸操作并确定为解锁成功

的目标区域；

解锁单元 403 ，用于当有触摸操作从任一起始区域滑动至与该起始区域对应的任一 目

标区域时，解锁终端。

其中，起始区域确定单元 401 具体用于：

根据用户定义的起始区域边界，确定至少一个开始响应解锁触摸操作的起始区域。

目标区域确定单元 402 具体用于：

根据用户定义的目标区域边界，确定至少一个结束响应解锁触摸操作并确定为解锁成

功的目标区域。

解锁单元 403 具体用于：

当有触摸操作从任一起始区域按照预先设定的路径滑动至与该起始区域对应的任一

目标区域时，解锁终端。

解锁单元 403 还用于：

当未捕捉到任何触摸操作时，显示预先设定的第一界面元素；

当在起始区域捕捉到触摸操作时，在设定时间内显示预先设定的第二界面元素；

当确定解锁成功时，显示预先设定的第三界面元素。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终端解锁方法及装置，在确定至少一个开始响应解锁触摸操作

的起始区域和至少一个结束响应解锁触摸操作并确定为解锁成功的目标区域后，若捕捉到

有触摸操作从任一起始区域滑动至任一 目标区域时，即解锁终端，进而实现为用户提供多

样化的终端解锁方式。

本领域内的技术人员应明白，本发明的实施例可提供为方法、系统、或计算机程序产

品。因此，本发明可采用完全硬件实施例、完全软件实施例、或结合软件和硬件方面的实

施例的形式。而且，本发明可采用在一个或多个其中包含有计算机可用程序代码的计算机

可用存储介质 （包括但不限于磁盘存储器、CD-ROM 、光学存储器等）上实施的计算机程

序产品的形式 。



本发 明是参照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方法 、设备 （系统 ）、和计算机程序产 品的流程 图

和 I 或方框 图来描述 的。应理解可 由计算机程序指令实现流程 图和 I 或方框 图中的每一流

程和 / 或方框 、以及流程 图和 / 或方框 图中的流程和 / 或方框 的结合 。可提供这些计算机

程序指令到通用计算机 、专用计算机 、嵌入式处理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的处理器

以产生一个机器 ，使得通过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的处理器执行 的指令产生用

于实现在流程 图一个流程或多个流程和 / 或方框 图一个方框或多个方框 中指定 的功能的

装置 。

这些计算机程序指令也可存储在能引导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 以特定方

式工作的计算机可读存储器 中，使得存储在该计算机可读存储器 中的指令产生包括指令装

置的制造 品，该指令装置实现在流程 图一个流程或多个流程和 I 或方框 图一个方框或多个

方框 中指定的功能。

这些计算机程序指令也可装载到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上，使得在计算机

或其他可编程设备上执行一系列操作步骤 以产生计算机实现 的处理，从而在计算机或其他

可编程设备上执行 的指令提供用于实现在流程 图一个流程或多个流程和 / 或方框 图一个

方框或多个方框 中指定的功能的步骤 。

尽管 已描述 了本发 明的优选实施例 ，但本领域 内的技术人员一旦得知 了基本创造性概

念 ，则可对这些实施例作出另外 的变更和修改。所 以，所 附权利要求意欲解释为包括优选

实施例 以及落入本发 明范围的所有变更和修改。

显然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 以对本发 明进行各种改动和变型而不脱离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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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要求

1、一种终端解锁方法 ，包括 ：

确定至少一个开始响应解锁触摸操作的起始区域；

确定至少一个结束响应解锁触摸操作并确定为解锁成功的 目标区域；

当有触摸操作从任一所述起始区域滑动至与该起始区域对应的任一 目标区域时，解锁

所述终端 。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所述确定至少一个开始响应解锁触摸操作的起

始区域，包括 ：

根据用户定义的起始区域边界，确定至少一个开始响应解锁触摸操作的起始区域 。

3、如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方法 ，其 中，所述确定至少一个结束响应解锁触摸操作

并确定为解锁成功的 目标区域，包括 ：

根据用户定义的 目标区域边界，确定至少一个结束响应解锁触摸操作并确定为解锁成

功的 目标区域 。

4、如权利要求 1 至 3 任一所述 的方法 ，其 中，所述 当有触摸操作从任一所述起始区

域滑动至与该起始区域对应的任一 目标区域时，解锁所述终端 ，包括 ：

当有触摸操作从任一所述起始 区域按照预先设定的路径滑动至与该起始区域对应的

任一 目标区域时，解锁所述终端 。

5、如权利要求 1 至 4 任一所述 的方法 ，还包括 ：

当未捕捉到任何触摸操作时，显示预先设定的第一界面元素；

当在所述起始区域捕捉到触摸操作时，在设定时间内显示预先设定的第二界面元素 ;

当确定解锁成功时，显示预先设定的第三界面元素 。

6、一种终端解锁装置，包括 ：

起始区域确定单元，用于确定至少一个开始响应解锁触摸操作的起始区域；

目标区域确定单元，用于确定至少一个结束响应解锁触摸操作并确定为解锁成功的 目

标区域；

解锁单元，用于当有触摸操作从任一所述起始区域滑动至与该起始区域对应的任一 目

标区域时，解锁所述终端 。

7、如权利要求 6 所述 的装置，其 中，所述起始区域确定单元用于：

根据用户定义的起始区域边界，确定至少一个开始响应解锁触摸操作的起始区域 。

8、如权利要求 6 或 7 所述 的装置，其 中，所述 目标区域确定单元用于：



根据用户定义的 目标区域边界，确定至少一个结束响应解锁触摸操作并确定为解锁成

功的 目标区域 。

9、如权利要求 6 至 8 任一所述 的装置，其 中，所述解锁单元用于：

当有触摸操作从任一所述起始 区域按照预先设定的路径滑动至与该起始区域对应的

任一 目标区域时，解锁所述终端 。

10、如权利要求 6 至 9 任一所述 的装置，其 中，所述解锁单元还用于：

当未捕捉到任何触摸操作时，显示预先设定的第一界面元素；

当在所述起始区域捕捉到触摸操作时，在设定时间内显示预先设定的第二界面元素 ;

当确定解锁成功时，显示预先设定的第三界面元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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