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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名稱

一種終端設備及其運行方法

TERMINAL DEVICE AND OPERATING METHOD THEREOF
(57)摘要

本發明提供一種終端設備的運行方法，包括獲取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以及根據終端 

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對終端設備的處理單元的工作參數進行調整。另提供一種終端設備，包 

括負載佔用參數獲取模組及調整模組。其中，負載佔用參數獲取模組用於獲取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 

佔用參數；調整模組用於根據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對終端設備的處理單元的工作參數進 

行調整。

A method for operating a terminal device includes acquiring a present load-occupation parameter of the 
terminal device; and adjusting a work parameter of a process unit of the terminal device in terms of the 
present load-occupation parameter thereof. A terminal device including an acquiring module for a load- 
occupation parameter and an adjusting module is also provided. The acquiring module for a load-occupation 
parameter is used to acquiring a present load-occupation parameter of the terminal device. The adjusting 
module is used to adjusting a work parameter of a process unit of the terminal device in terms of the present 
load-occupation parameter ther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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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專利說明書
（本說明書格式，順序，請勿任意更動）

【發明名稱】一種終端設備及其運行方法

TERMINAL DEVICE AND OPERATING METHOD

THEREOF

［技術領域］

【0001】一種設備及其運行方法，尤指一種終端設備及其運行方法。

【先前技術】

【0002】隨著終端設備的發展，在終端設備上可運行的程式以及可進 

行的操作越來越多，然而，由於終端設備尤其是行動終端的電量儲存有限， 

運行更多的程式和進行更多的操作即意味著電耗更大，使得終端設備的待 

機時間大大減少，影響了用戶的正常使用，因此習知技術提出了一種終端 

設備的運行方法，該方法通過關閉終端設備的某些特定服務來達到節約電 

量的目的。

【0003】不過，發明人發現習知技術仍存在以下缺失，當關閉了終端 

設備的某些特定服務時，會影響終端設備的正常運行，一旦進入了省電模 

式，則大大限制了終端設備所提供的功能，且省電效果不顯著。有鑑於此， 

如何使終端設備達到省電目的，同時又維持終端設備的正常運行，為本案 

發展目的。

【發明内容】

【0004】本發明的一目的在於提出一種終端設備的運行方法，用以維 

持終端設備的正常運行並達到省電效果。為達前述目的，本發明之一實施 

例之終端設備的運行方法包括獲取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以及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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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對終端設備的處理單元的工作參數進行

調整。

【0005】在本發明之一實施例中，上述之終端設備的運行方法，其 

中，獲取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包括根據終端設備的運行模式，從 

預先設置的運行模式與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運行模式對應的負 

載佔用參數；以及/或者根據終端設備上的使用行為，從預先設置的使用行 

為與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使用行為對應的負載佔用參數。

【0006】在本發明之一實施例中，上述之終端設備的運行方法，其 

中，根據終端設備的運行模式，從預先設置的運行模式與負載佔用參數的 

對應關係中獲取運行模式對應的負載佔用參數，包括下述至少一種：當該 

運行模式為遊戲模式時，從預先設置的運行模式與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 

係中獲取遊戲模式對應的第一負載佔用參數；當運行模式為閱讀模式時 ， 

從預先設置的運行模式與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閱讀模式對應的 

第二負載佔用參數；以及當運行模式為睡眠模式時，從預先設置的運行模 

式與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睡眠模式對應的第三負載佔用參數 ， 

其中，第一負載佔用參數大於第二負載佔用參數，第二負載佔用參數大於 

第三負載佔用參數。

【0007】在本發明之一實施例中，上述之終端設備的運行方法，其 

中，根據終端設備上的使用行為，從預先設置的使用行為與負載佔用參數 

的對應關係中獲取使用行為對應的負載佔用參數，包括：當終端設備正在 

運行遊戲程式時，從預先設置的使用行為與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 

取遊戲程式對應的第四負載佔用參數；當使用行為是瀏覽網頁時，從預先 

設置的使用行為與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瀏覽網頁對應的第五負 

載佔用參數；當使用行為是鎖定畫面時，從預先設置的使用行為與負載佔 

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鎖定畫面對應的第六負載佔用參數；以及當使用 

行為是充電時，從預先設置的使用行為與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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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對應的第七負載佔用參數，其中，第四負載佔用參數大於第五負載佔

用參數、第六負載佔用參數和第七負載佔用參數。

【0008】在本發明之一實施例中，上述之終端設備的運行方法，其 

中，根據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對終端設備的處理單元的工作參 

數進行調整，包括下述至少一項：當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處於第 

一數值區間，則將終端設備的處理單元的工作參數調整至第一頻率和/或第 

一電壓；當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處於第二數值區間，則將終端設 

備的處理單元的工作參數調整至第二頻率和/或第二電壓；以及當終端設備 

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處於第三數值區間，則將終端設備的處理單元的工作 

參數調整至第三頻率和/或第三電壓，其中，第一數值區間小於第二數值區 

間，第二數值區間小於第三數值區間，第一頻率小於第二頻率，第二頻率 

小於第三頻率，第一電壓小於第二電壓，第二電壓小於第三電壓。

【0009】在本發明之一實施例中，上述之終端設備的運行方法，其 

中，處理單元包括中央處理器和/或圖形處理器。

【0010】本發明的另一目的在於提出一種終端設備，用以達到省電效 

果，並有效維持終端設備的正常運行。為達前述目的，終端設備包括負載 

佔用參數獲取模組與調整模組。負載佔用參數獲取模組用於獲取終端設備 

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調整模組用於根據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 

對終端設備的處理單元的工作參數進行調整。

【0011】在本發明之一實施例中，上述之終端設備，其中，負載佔用 

參數獲取模組用於根據終端設備的運行模式，從預先設置的運行模式與負 

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運行模式對應的負載佔用參數；以及/或者負 

載佔用參數獲取模組用於根據終端設備上的使用行為，從預先設置的使用 

行為與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使用行為對應的負載佔用參數。

【0012】在本發明之一實施例中，上述之負載佔用參數獲取模組具體 

用於下述至少一項：當運行模式為遊戲模式時，從預先設置的運行模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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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遊戲模式對應的第一負載佔用參數；當運 

行模式為閱讀模式時，從預先設置的運行模式與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 

中獲取閱讀模式對應的第二負載佔用參數；以及當運行模式為睡眠模式 

時，從預先設置的運行模式與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睡眠模式對 

應的第三負載佔用參數，其中，第一負載佔用參數大於第二負載佔用參數， 

第二負載佔用參數大於第三負載佔用參數。

【0013】在本發明之一實施例中，上述之負載佔用參數獲取模組具體 

用於下述至少一項：當終端設備正在運行遊戲程式時，從預先設置的使用 

行為與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遊戲程式對應的第四負載佔用參 

數；當使用行為是瀏覽網頁時，從預先設置的使用行為與負載佔用參數的 

對應關係中獲取瀏覽網頁對應的第五負載佔用參數；當使用行為是鎖定畫 

面時，從預先設置的使用行為與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鎖定畫面 

對應的第六負載佔用參數；以及當使用行為是充電時，從預先設置的使用 

行為與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充電對應的第七負載佔用參數，其 

中，第四負載佔用參數大於第五負載佔用參數、第六負載佔用參數和第七 

負載佔用參數。

【0014】在本發明之一實施例中，上述之調整模組具體用於：當終端 

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處於第一數值區間，則將終端設備的處理單元的 

工作參數調整至第一頻率和/或第一電壓；當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 

處於第二數值區間，則將終端設備的處理單元的工作參數調整至第二頻率 

和/或第二電壓；以及當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處於第三數值區間， 

則將終端設備的處理單元的工作參數調整至第三頻率和/或第三電壓，其 

中，第一數值區間小於第二數值區間，第二數值區間小於第三數值區間， 

第一頻率小於第二頻率，第二頻率小於第三頻率，第一電壓小於第二電壓， 

第二電壓小於第三電壓。

【0015】在本發明之一實施例中，上述之處理單元包括中央處理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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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圖形處理器。

【0016】為讓本發明之上述和其他目的、特徵和優點能更明顯易懂，

下文特舉較佳實施例，並配合所附圖式，作詳細說明如下。

【圖式簡單說明】

【0017】

圖1是本發明實施例提供的一種終端設備的運行方法的流程圖。 

圖2是本發明實施例提供的一種終端設備的結構示意圖。

【實施方式】

【0018】圖1是本發明實施例提供的一種終端設備的運行方法的流 

程圖。該終端設備的運行方法的執行主體為終端設備，該終端設備為行動 

終端或固定終端，該行動終端可以為智慧手機、平板電腦、MP3 （Moving 

Picture Experts Group Audio Layer III，動態景多像專家壓縮標準音頻層面3 ）、 

PDA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個人數位助理）等。請參見圖1，所述終 

端設備的運行方法包括：

【0019】步驟101，獲取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本實施例中 

的負載佔用參數用於表示終端設備的佔用情況，該負載佔用參數可以由技 

術人員根據終端設備的運行模式和使用行為進行設備，不同的運行模式或 

使用行為對應不同的負載佔用參數。獲取過程可以由終端設備使用者一鍵 

式開啟硬體省電模式觸發，其後續的具體調整均在終端設備的後臺進行， 

而不對前臺顯示造成影響，為終端設備用戶提供了優化的調整模式。

【0020】接著，包括步驟102，根據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 

對終端設備的處理單元的工作參數進行調整。其中，處理單元包括CPU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 中央處理器）和/或 GPU（ Graphic Processing Unit， 

圖形處理器），該工作參數包括工作頻率和/或工作電壓，本實施例中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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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調整可以是對CPU的工作頻率和/或工作電壓進行調整，或對GPU的工

作頻率和/或工作電壓進行調整，或對CPU和GPU的工作頻率和/或工作電

壓進行調整。CPU是一台電腦的運算核心和控制核心，其功能主要是解釋

電腦指令以及處理電腦軟體中的資料。GPU是相對於CPU的一個概念，一

個專門的圖形的核心處理器。

【0021】在本實施例中，當確定了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則 

可從預先設備的負載佔用參數和工作頻率和/或工作電壓之間的對應關係中 

獲取當前負載佔用參數對應的工作頻率和/或工作電壓，並根據對應的工作 

頻率和/或工作電壓進行調整，使得終端設備的處理單元在對應的工作頻率 

和/或工作電壓下運行。

【0022】本發明實施例提供的終端設備的運行方法，透過獲取終端設 

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根據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對終端設備 

的處理單元的工作參數進行調整。採用本發明提供的技術方案，能夠根據 

終端設備的負載佔用參數對終端設備的實際佔用情況進行估計，並能夠即 

時的根據該負載佔用參數對處理單元的工作參數，從終端設備底層控制並 

節省電量。與習知技術相比，無需關閉終端設備某些服務即可達到節約電 

量的目的，不影響終端設備的正常運行。

【0023】需要說明的是，在圖1所示實施例的基礎上，步驟101「獲 

取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具體包括下述步驟（1）和（2）中至少 

一個步驟：

【0024】（1）根據終端設備的運行模式，從預先設置的運行模式與 

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運行模式對應的負載佔用參數。在本實施 

例中的運行模式是指終端設備所處的場景，如遊戲模式、閱讀模式、睡眠 

模式等等。對於不同的運行模式，其所對應的負載佔用參數可以不同，也 

可以相同。在本實施例中預先設置的運行模式與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 

是由技術人員或使用者根據各個不同運行模式的負載佔用進行設置的，對

6



1634420

於不同廠商的行動終端來說，該對應關係可以不同，本實施例不一一贅述。

【0025】（2）根據終端設備上的使用行為，從預先設置的使用行為

與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使用行為對應的負載佔用參數。在本實 

施例中的使用行為是指終端設備用戶當前在終端設備上所進行的操作，如 

鎖定畫面、充電、運行遊戲程式、瀏覽網頁等等。對於不同的使用行為， 

其所對應的負載佔用參數可以不同，也可以相同。在本實施例中預先設置 

的使用行為與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是由技術人員或使用者根據各個不 

同運行模式的負載佔用進行設置的，對於不同廠商的行動終端來說，該對 

應關係可以不同，本實施例不一一贅述。

【0026】上述實施例僅對步驟101包括（1）或（2）任一個步驟進行 

描述，而進一步地，該步驟101「獲取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包 

括步驟（1）和步驟（2），也即是在獲取負載佔用參數時，綜合考慮終端設 

備的運行模式和使用行為，此時，該步驟101具體包括：根據終端設備的 

運行模式，從預先設置的運行模式與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運行 

模式對應的負載佔用參數；根據終端設備上的使用行為，從預先設置的使 

用行為與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使用行為對應的負載佔用參數 ， 

選擇運行模式對應的負載佔用參數和使用行為對應的負載佔用參數中較大 

的負載佔用參數作為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透過比較，選擇較大 

的負載佔用參數作為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可以保證終端設備的 

正常使用不受影響。

【0027】本發明實施例提供的終端設備的運行方法，透過獲取終端設 

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根據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對終端設備 

的處理單元的工作參數進行調整。採用本發明提供的技術方案，能夠根據 

終端設備的負載佔用參數對終端設備的實際佔用情況進行估計，並能夠即 

時的根據負載佔用參數對處理單元的工作參數，從終端設備底層控制並節 

省電量。與習知技術相比，無需關閉終端設備某些服務即可達到節約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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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不影響終端設備的正常運行。進一步地，根據終端設備的使用場

景即運行模式和/或使用行為，確定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可以使

得使用者根據自訂的場景調整工作電壓和/或工作頻率，將終端設備的場景

和處理單元的運行聯繫起來，在節约電量的同時保障了終端設備的運行。

【0028】另外，在圖1所示實施例的基礎上，步驟（1）「根據所述終 

端設備的運行模式，從預先設置的運行模式與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 

獲取所述運行模式對應的負載佔用參數」，可具體包括（3）、（1））和（（;）中 

至少一項：

【0029】（a）當所述運行模式為遊戲模式時，從預先設置的運行模 

式與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所述遊戲模式對應的第一負載佔用參 

數；

【0030】（b）當所述運行模式為閱讀模式時，從預先設置的運行模 

式與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所述閱讀模式對應的第二負載佔用參 

數；

【0031】（c ）當所述運行模式為睡眠模式時，從預先設置的運行模 

式與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所述睡眠模式對應的第三負載佔用參 

數。

【0032】其中，第一負載佔用參數大於第二負載佔用參數，且第二負 

載佔用參數大於第三負載佔用參數。

【0033】以下結合具體場景，對上述（a）、（b）和（c）進行說明。 

對於終端設備來說，運行模式不同，其對應的負載佔用參數不同，運行模 

式和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可以由對不同運行模式的檢測獲知並保存， 

也可以由技術人員或用戶手動設定，則無需每次都對當前的運行模式進行 

檢測以獲取負載佔用參數的過程。當檢測到終端設備當前的運行模式為遊 

戲模式，由該遊戲模式對負載的佔用較高，其對應的負載佔用參數也較高， 

本實施例對此負載佔用參數的具體數值不做限定。而遊戲模式、閱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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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睡眠模式之間相比較，可以獲知遊戲模式實際的負載佔用大於閱讀模

式，閱讀模式實際的負載佔用大於睡眠模式，則在對預先設置的運行模式

與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進行設定時，可以根據第一負載佔用參數大於

第二負載佔用參數，第二負載佔用參數大於第三負載佔用參數的大小順序

進行設置，從而對各個運行模式的負載佔用進行區分。

【0034】此外，在圖1所示實施例的基礎上，該步驟（2）「根據所述 

終端設備上的使用行為，從預先設置的使用行為與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 

係中獲取所述使用行為對應的負載佔用參數」可具體包括（d）、（e）、（f） 

和（g）中至少一項：

【0035】（d ）當終端設備正在運行遊戲程式時，從預先設置的使用 

行為與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所述遊戲程式對應的第四負載佔用 

參數；

【0036】（e ）當使用行為是瀏覽網頁時，從預先設置的使用行為與 

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瀏覽網頁對應的第五負載佔用參數；

【0037】（f）當使用行為是鎖定畫面時，從預先設置的使用行為與 

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鎖定畫面對應的第六負載佔用參數；

【0038】（g）當使用行為是充電時，從預先設置的使用行為與負載 

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充電對應的第七負載佔用參數。

【0039】其中，第四負載佔用參數大於第五負載佔用參數、第六負載 

佔用參數和第七負載佔用參數。

【0040】以下結合具體場景，對上述（d）、（e）、（f）和（g）進行說 

明，對於終端設備來說，終端設備的使用行為不同，其對應的負載佔用參 

數不同，使用行為和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可以由對不同使用行為的檢 

測獲知並俘存，也可以由技術人員或使用者手動設定，則無需每次都對當 

前的使用行為進行檢測以獲取負載佔用參數的過程。當檢測到終端設備當 

前的使用行為為正在運行遊戲程式，由於該遊戲程式對負載的佔用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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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應的負載佔用參數也較高，本實施例對此負載佔用參數的具體數值不 

做限定。需要說明的是，使用行為中的正在運行遊戲程式和運行模式中的 

遊戲模式可以設置為相同負載佔用參數，也可以不同。而鎖定畫面、充電、 

運行遊戲程式、瀏覽網頁之間相比較，可以獲知運行遊戲程式實際的負載 

佔用大於鎖定畫面、充電、和瀏覽網頁，則在對預先設置的運行模式與負 

載估用參數的對應關係進行設定時，可以根據第四負載佔用參數大於第五 

負載佔用參數、第六負載佔用參數和第七負載佔用參數的大小順序進行設 

置，從而對各個使用行為的負載佔用進行區分。本實施例對第五負載佔用 

參數、第六負載佔用參數和第七負載佔用參數之間的大小順序不做限定 ， 

其具體順序可根據實際檢測進行設定。

【0041】另外，在圖1所示實施例的基礎上，步驟102「根據所述終 

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對所述終端設備的處理單元的工作參數進行 

調整」，可包括：

【0042】（h）當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處於第一數值區間， 

則將終端設備的處理單元的工作參數調整至第一頻率和/或第一電壓；

【0043】（i）當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處於第二數值區間 ， 

則將終端設備的處理單元的工作參數調整至第二頻率和/或第二電壓；

【0044】 （j）當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處於第三數值區間 ， 

則將終端設備的處理單元的工作參數調整至第三頻率和/或第三電壓。

【0045】其中，第一數值區間小於所述第二數值區間，第二數值區間 

小於第三數值區間；第一頻率小於第二頻率，第二頻率小於第三頻率；第 

一電壓小於第二電壓，第二電壓小於第三電壓。

【0046】以下結合具體場景，對上述（h）、（i）和（j）進行說明。 

在本實施例中，將負載佔用參數劃分為三個數值區間，第一數值區間、第 

二數值區間和第三數值區間，較佳地，第一數值區間為【0，30%】，第二數 

值區間為【30%，70%】，第三數值區間為【70%，100%】。在確定了負載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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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參數對應的數值區間後，根據該數值區間對處理單元的工作頻率和/或工 

作電壓進行調整，為了便於調整，終端設備上預先設置有數值區間與工作 

頻率和工作電壓之間的對應關係，終端設備亦可通過聯網獲取該對應關 

係。獲取後則根據確定的數值區間獲取該工作頻率和/或工作電壓，並將終 

端設備當前的工作頻率和/或工作電壓調整至該確定的工作頻率和/或工作 

電壓。一般來說，低佔用（第一數值區間）場景下，將當前的終端設備處 

理單元的工作頻率和/或工作電壓降低至第一頻率和/或第一電壓，以此節省 

電量。中等佔用（第二數值區間）場景下，根據當前終端設備處理單元的 

工作頻率和/或工作電壓動態調整CPU和GPU的頻率和電壓，具體地，當 

前終端設備處理單元的工作頻率和/或工作電壓大於第二數值區間對應的工 

作頻率和/或工作電壓時，將终端設備處理單元的工作頻率和/或工作電壓降 

低至第二數值區間對應的第二頻率和/或第二電壓，當前終端設備處理單元 

的工作頻率和/或工作電壓大於第二數值區間對應的工作頻率和/或工作電 

壓時，不進行調整。在高佔用（第三數值區間）場景下，將終端設備的處 

理單元的工作頻率和/或工作電壓調整至第三頻率和/或第三電壓，或適當保 

持滿負荷甚至更高工作頻率和/或工作電壓的處理單元，以確保更流暢的操 

作體驗。

【0047】需要說明的是，當前終端設備處理單元的工作頻率和/或工 

作電壓可以在步驟101被觸發時，通過掃描終端設備的硬體獲取。另外， 

對於終端設備來說，其處理單元的工作頻率和/或工作電壓可以有多種，本 

發明所述的第一頻率和/或第一電壓、第二頻率和/或第二電壓和第三頻率和 

/或第三電壓可以為其固有頻率或電壓中的一組，還可以為技術人員設置的 

固有頻率或電壓以外的參數。

【0048】進一步地，上述對處理單元工作參數的調整均可以通過對終 

端設備的API （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應用程式設計發展介面） 

調用實現，各個不同的終端設備具備該功能的API名稱可以不同，在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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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贅述。

【0049】請參見圖2，圖2是本發明實施例提供的一種終端設備的結 

構示意圖。本實施例之終端設備可包含負載佔用參數獲取模組201與調整 

模組202。其中，負載佔用參數獲取模組201可用於獲取終端設備當前的負 

載估用參數。調整模組202可用於根據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對 

終端設備的處理單元的工作參數進行調整。

【0050】另外，負載佔用參數獲取模組201可用於根據所述終端設備 

的運行模式，從預先設置的運行模式與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運 

行模式對應的負載佔用參數；和/或負載佔用參數獲取模組201可用於根據 

所述終端設備上的使用行為，從預先設置的使用行為與負載佔用參數的對 

應關係中獲取使用行為對應的負載佔用參數。

【0051】需要說明的是，負載佔用參數獲取模組201可具體用於下述 

至少一項：

【0052】當運行模式為遊戲模式時，從預先設置的運行模式與負載佔 

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遊戲模式對應的第一負載佔用參數；

【0053】當運行模式為閱讀模式時，從預先設置的運行模式與負載佔 

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閱讀模式對應的第二負載佔用參數；

【0054】當運行模式為睡眠模式時，從預先設置的運行模式與負載佔 

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睡眠模式對應的第三負載佔用參數 。

【0055】其中，第一負載佔用參數大於第二負載佔用參數，第二負載 

佔用參數大於第三負載佔用參數。

【0056】另外，負載佔用參數獲取模組201亦可具體用於下述至少一 

項：

【0057】當終端設備正在運行遊戲程式時，從預先設置的使用行為與 

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遊戲程式對應的第四負載佔用參數；

【0058】當使用行為是瀏覽網頁時，從預先設置的使用行為與負載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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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瀏覽網頁對應的第五負載佔用參數；

【0059】當使用行為是鎖定畫面時，從預先設置的使用行為與負載佔

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鎖定畫面對應的第六負載佔用參數；

【0000】當使用行為是充電時，從預先設置的使用行為與負載佔用參

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充電對應的第七負載佔用參數。

【0061】其中，第四負載佔用參數大於第五負載佔用參數、第六負載

佔用參數和第七負載佔用參數。

【0062】需要說明的是，調整模組202可具體用於：

【0063】當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處於第一數值區間，則將終

端設備的處理單元的工作參數調整至第一頻率和/或第一電壓；

【0064】當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處於第二數值區間，則將終

端設備的處理單元的工作參數調整至第二頻率和/或第二電壓；

【0065】當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處於第三數值區間，則將終

端設備的處理單元的工作參數調整至第三頻率和/或第三電壓。

【0066】其中，第一數值區間小於第二數值區間，第二數值區間小於

第三數值區間；第一頻率小於第二頻率，第二頻率小於第三頻率；第一電 

壓小於第二電壓，第二電壓小於第三電壓。另外，處理單元包括中央處理 

器和/或圖形處理器。

【0067】綜上，本發明實施例提供的終端設備，透過獲取終端設備當 

前的負載佔用參數；根據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對終端設備的處 

理單元的工作參數進行調整。採用本發明提供的技術方案，能夠根據終端 

設備的負載佔用參數對終端設備的實際佔用情況進行估計，並能夠即時的 

根據該負載佔用參數對處理單元的工作參數，從終端設備底層控制並節省 

電量。與習知技術相比，無需關閉終端設備某些服務即可達到節約電量的 

目的，不影響終端設備的正常運行。

【0068】需要說明的是:上述實施例提供的終端設備在終端設備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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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方法時，僅以上述各功能模組的劃分進行舉例說明，實際應用中，可以

根據需要而將上述功能分配由不同的功能模組完成，即將設備的內部結構

劃分成不同的功能模組，以完成以上描述的全部或者部分功能。另外，上

述實施例提供的終端設備與終端設備的運行方法實施例屬於同一構思，其

具體實現過程詳見方法實施例，這裡不再贅述。

【0069】本領域普通技術人員可以理解實現上述實施例的全部或部 

分步驟可以透過硬體來完成，也可以透過程式來指令相關的硬體完成，所 

述的程式可以儲存於一種電腦可讀儲存介質中，上述提到的儲存介質可以 

是唯讀記憶體，磁片或光碟等。

【0070】雖然本發明已以較佳實施例揭露如上，然其並非用以限定本 

發明，任何熟習此技藝者，在不脫離本發明之精神和範圍內，當可作些許 

之更動與潤飾，因此本發明之保護範圍當視後附之申請專利範圍所界定者 

為準。

【符號說明】

【0071】

101、102 :本發明之終端設備的運行方法的步驟流程

201 :負載佔用參數獲取模組

202 :調整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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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4420 發明摘要
※申請案號：102125235 
※申請日：102/07/15 ※”（：分類：二

【發明名稱】一種終端設備及其運行方法

TERMINAL DEVICE AND OPERATING METHOD

THEREOF

【中文】

本發明提供一種終端設備的運行方法，包括獲取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 

佔用參數；以及根據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對終端設備的處理單 

元的工作參數進行調整。另提供一種終端設備，包括負載佔用參數獲取模 

組及調整模組。其中，負載佔用參數獲取模組用於獲取終端設備當前的負 

載佔用參數；調整模組用於彳艮據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對終端設 

備的處理單元的工作參數進行調整。

［英文］

A method for operating a terminal device includes acquiring a present 

load-occupation parameter of the terminal device; and adjusting a work 

parameter of a process unit of the terminal device in terms of the present 

load-occupation parameter thereof. A terminal device including an acquiring 

module for a load-occupation parameter and an adjusting module is also 

provided. The acquiring module for a load-occupation parameter is used to 

acquiring a present load-occupation parameter of the terminal device. The 

adjusting module is used to adjusting a work parameter of a process unit of the 

terminal device in terms of the present load-occupation parameter ther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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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式

101

102

201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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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圖】

【本案指定代表圖】：第（ί ）圖。

【本代表圖之符號簡單說明】：

101、102 :本發明之終端設備的運行方法的步驟流程

【本案若有化學式時，請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的化學式】: 

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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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5月15日修正本

申請專利範匱

ί. 一種終端設備的運行方法，其包括：

由使用者觸發一鍵式開啟硬體省電模式；

獲取一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以及

根據該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對該終端設備的一處理單元的 

工作參數進行調整。

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終端設備的運行方法，其中，獲取該 

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包括：

根據該終端設備的運行模式，從預先設置的運行模式與負載佔用參數 

的對應關係中獲取該運行模式對應的負載佔用參數；以及/或者

根據該終端設備上的使用行為，從預先設置的使用行為與負載佔用參 

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該使用行為對應的負載佔用參數。

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項所述之終端設備的運行方法，其中，根據該 

終端設備的運行模式，從預先設置的運行模式與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 

中獲取該運行模式對應的負載佔用參數，包括下述至少一種：

當該運行模式為遊戲模式時，從預先設置的運行模式與負載佔用參數 

的對應關係中獲取該遊戲模式對應的一第一負載佔用參數；

當該運行模式為閱讀模式時，從預先設置的運行模式與負載佔用參數 

的對應關係中獲取該閱讀模式對應的一第二負載佔用參數；以及

當該運行模式為睡眠模式時，從預先設置的運行模式與負載佔用參數 

的對應關係中獲取該睡眠模式對應的一第三負載佔用參數，

其中，該第一負載佔用參數大於該第二負載佔用參數，該第二負載佔 

用參數大於該第三負載佔用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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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項所述之終端設備的運行方法，其中，根據該 

終端設備上的使用行為，從預先設置的使用行為與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 

係中獲取該使用行為對應的負載佔用參數，包括：

當該終端設備正在運行遊戲程式時，從預先設置的使用行為與負載佔 

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該遊戲程式對應的一第四負載佔用參數；

當該使用行為是瀏覽網頁時，從預先設置的使用行為與負載佔用參數 

的對應關係中獲取該瀏覽網頁對應的一第五負載佔用參數；

當該使用行為是鎖定畫面時，從預先設置的使用行為與負載佔用參數 

的對應關係中獲取該鎖定畫面對應的一第六負載佔用參數；以及

當該使用行為是充電時，從預先設置的使用行為與負載佔用參數的對 

應關係中獲取該充電對應的一第七負載佔用參數 ，

其中，該第四負載佔用參數大於該第五負載佔用參數、該第六負載佔 

用參數和該第七負載佔用參數。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終端設備的運行方法，其中，根據該 

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對該終端設備的該處理單元的工作參數進 

行調整，包括下述至少一項：

當該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處於一第一數值區間，則將該終端 

設備的該處理單元的工作參數調整至一第一頻率和/或一第一電壓；

當該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處於一第二數值區間，則將該終端 

設備的處理單元的工作參數調整至一第二頻率和/或一第二電壓；以及

當該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處於一第三數值區間，則將該終端 

設備的處理單元的工作參數調整至一第三頻率和/或一第三電壓，

其中，該第一數值區間小於該第二數值區間，該第二數值區間小於該 

第三數值區間，該第一頻率小於該第二頻率，該第二頻率小於該第三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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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第一電壓小於該第二電壓，該第二電壓小於該第三電壓。

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終端設備的運行方法，其中，該處理 

單元包括一中央處理器和/或一圖形處理器。

7、 一種終端設備，包括：

一負載佔用參數獲取模組，係受使用者觸發一鍵式開啟硬體省電模式 

而啟動，用於獲取該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以及

一調整模組，用於根據該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對該終端設 

備的一處理單元的工作參數進行調整。

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所述之終端設備，其中，該負載佔用參數獲 

取模組用於根據該終端設備的運行模式，從預先設置的運行模式與負載佔 

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該運行模式對應的負載佔用參數；以及/或者

該負載佔用參數獲取模組用於根據該終端設備上的使用行為，従預先 

設置的使用行為與負載佔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該使用行為對應的負載 

佔用參數。

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8項所述之終端設備，其中，該負載佔用參數獲 

取模組具體用於下述至少一項：

當該運行模式為遊戲模式時，從預先設置的運行模式與負載佔用參數 

的對應關係中獲取該遊戲模式對應的一第一負載佔用參數；

當該運行模式為閱讀模式時，從預先設置的運行模式與負載佔用參數 

的對應關係中獲取該閱讀模式對應的一第二負載佔用參數；以及

當該運行模式為睡眠模式時，従預先設置的運行模式與負載佔用參數 

的對應關係中獲取該睡眠模式對應的一第三負載佔用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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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該第一負載佔用參數大於該第二負載佔用參數，該第二負載佔

用參數大於該第三負載佔用參數。

1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8項所述之終端設備，其中，該負載佔用參數 

獲取模組具體用於下述至少一項：

當該終端設備正在運行遊戲程式時，從預先設置的使用行為與負載佔 

用參數的對應關係中獲取該遊戲程式對應的一第四負載佔用參數；

當該使用行為是瀏覽網頁時，從預先設置的使用行為與負載佔用參數 

的對應關係中獲取該瀏覽網頁對應的一第五負載佔用參數；

當該使用行為是鎖定畫面時，從預先設置的使用行為與負載佔用參數 

的對應關係中獲取該鎖定畫面對應的一第六負載佔用參數；以及

當該使用行為是充電時，從預先設置的使用行為與負載佔用參數的對 

應關係中獲取該充電對應的一第七負載佔用參數 ，

其中，該第四負載佔用參數大於該第五負載佔用參數、該第六負載佔 

用參數和該第七負載佔用參數。

1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所述之終端設備，其中，該調整模組具體 

用於：

當該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處於一第一數值區間，則將該終端 

設備的該處理單元的工作參數調整至一第一頻率和/或一第一電壓；

當該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處於一第二數值區間，則將該終端 

設備的該處理單元的工作參數調整至一第二頻率和/或一第二電壓；以及

當該終端設備當前的負載佔用參數處於一第三數值區間，則將該終端 

設備的該處理單元的工作參數調整至一第三頻率和/或一第三電壓，

其中，該第一數值區間小於該第二數值區間，該第二數值區間小於該 

第三數值區間，該第一頻率小於該第二頻率，該第二頻率小於該第三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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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第一電壓小於該第二電壓，該第二電壓小於該第三電壓。

12、如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所述之終端設備，其中，該處理單元包括 

一中央處理器和/或一圖形處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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