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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 明提供一种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统计分析和提醒 的方法和系统 。读方法包括 ：移动终端实时从运营商处获
取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实时监控本地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对从运营商处获取 的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和实时监控到 的本地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进行 同步处理 ，以得到实时的上 网流量使用
数据 ； 以及利用 实 时 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计算得到流量预计可用 天数 ，并实 时 向用户提示预计可用 天数信
息。本发 明的效果包括 能对移动终端 巳使用 的上 网流量数据进行趋势分析 ，得 出剩余流量 的预计可用天数 ，
并将 结果实 时提醒给用户 ，使用户及 时 了解 流量可使用情况 ，从而达 到合理分配和 充分利用流量 资源 的 目
的。



一种移动终端上网流量统计分析和提醒的方法和系统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一种移动终端上网流量统计分析和提醒的方法和系统，属于通

信服务领域。

背景技术

随着 3G 和无线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 ，人们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通

讯设备上网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针对不同用户群的需求也有不同级别的上网流

量套餐形式。比如，用户定制 了包月上网套餐业务，共可享受 100M 上网流量，

超过此流量的部分收费会比较 高。目前就有手机上网 "天价流量" 屡屡被媒体

曝光。因此，越来越多的用户希望查询上网流量，以便 合理的利用，节约开销。

用户一般可通过登录移动或联通等运营商的网站、拨打热线电话、发送短信等

方式来查询上网流量。但是，这些方式都比较麻烦，并且 由于营业厅的数据更

新不及时，造成查询到的上网流量数据不实时。另外，用户可能因为各种原 因

疏忽了对上网流量的查询，从而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因此一些手机上集成 了

上网流量查询的功能。具体地，手机上设置一个上网流量统计模块，该模块通

过对上网流量的计数，实现上网流量统计功能，使用 自己的手机就能查看上网

流量使用情况。

现有技术 已经有针对上 网流量统计和 查询 的方法。例如 ， 申请 号 为

2009100821 33.7, 申请 日为 2009 年 04 月 16 日、名为 "一种手机客户端统计

网络流量的方法" 的中国专利申请公开了一种手机客户端网絡流量统计和查

看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1 ) 手机客户端程序在通信模块增加流量统计功能；

2 ) 手机客户端程序增加流量查看界面，支持按月查看流量。利用上述方法，

用户可以直接通过手机对上网流量进行统计和查看统计结果，而无需通过运营

商来获取流量使用情况。但是这种模式缺乏实时提醒机制，用户可能长时间未

查看统计结果，不能及时了解 已使用的流量总和是否 已经超出可使用的范围，

从而造成 了不必要的损失。

现有技术 已经有针对实时套餐剩余流量信息进行提示的技术。例如，申请



号为 201010545900.6 、申请 日为 2010 年 11 月 16 日、名 为 "一种手机上 网剩

余流量的提 醒方法和 系统 " 的中国专利 申请公开 了手机上 网剩余流量的提 醒方

法 ，包括如 下步骤 ： Sl ，手机查询营业厅手机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 S2, 手机

监控本地手机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S3 , 手机对 营业厅手机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和

本地手机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进行加合处理 ，剔除免 费流量 ，得到 实时的套餐剩

余流量 ，将 实时的套餐剩余流量与设定的最低 限值作比较 ；S4，当实时套餐剩

余流量小于或等于设定的最低 限值 时，通过手机 向用户提 示实时套餐剩余流量

信 息。上述方法，用户需要对手机上 网流量设定一个最低 限值 ，当实时套餐剩

余流量小于或等于设定的最低 限值 时，手机 才会 向用户提 示实时套餐剩余流量

信 息，因此 ，在手机没有 向用户发 出提 示之前，用户不能及时 了解 已使用的流

量情况，也无法知道还有 多少流量可供 支配，这样就不能合理的分配上 网流量

并充分利用流量资源。

在现有技术的方法 中，能对手机上 网流量进行统计 ，也能进行查询和显示

剩余流量信 息。但是这些模 式缺乏对流量数据 的使用趋势进行分析和分析结果

的实时提 醒机制 ，并且现有技术 中查询只能查看到单 日或 当月流量 的一个总

值 ，不能详细查看每个程序所使用的流量情况。可见，现有技术在流量数据统

计分析和流量查询方面还有待完善。

发 明 内容

本发 明提供 了一种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统计分析和提 醒的方法和 系统 ，旨在

解决现有技术 中不能对移动终端 已使 用的上 网流量数据 进行趋 势分析和分析

结果的实时提 醒，从 而用户不能及 时了解流量的可使用情况，无法合理的分配

和充分利用流量资源的问题。

本发 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统计分析和提 醒

的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

a ) 移动终端 实时从运 营商处获取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

b ) 移动终端 实时监控本地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

c ) 移动终端对从运 营商处获取 的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和 实时监控

到的本地移动终端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进行 同步处理 ，以得到 实时的上 网流量



使用数据 ；

d ) 移动终端利用实时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计算得到流量预计可用天数 ，

移动终端 实时向用户提 示预计可用天数信 息。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方面，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包括用户套餐总流量

值 、 已使用流量值 、剩余流量值和结算时间。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方面，步骤 a ) 包括 ：移动终端通过向运 营商发送短信

息来获取运 营商返 回的包含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的短信 息。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方面，进一步 包括 ：移动终端通过信 息抽取技术从短信

息的文字 内容 中提取 出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方面，移动终端获取运 营商返 回的短信息，将短信 息提

交至服务器端；以及服务器端通过信 息抽取技术从短信 息的文字 内容 中提取 出

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并将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 用数据返 回给移动终

端。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方面，步骤 b ) 包括 ：所述移动终端通过实时访 问本地

移动终端的系统 日志来 实现对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的实时监控 。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方面，用户可对移动终端上的流量记录进行查询。

根据 本发 明的一个方面，还 包括移动终端将流量记 录信 息提 交至服务 器

端 ，服务器端将流量记录信 息存入流量记录数据库 ，其 中用户可通过登录服务

器端对移动终端上的流量记录进行查询。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方面，进一步 包括 ：移动终端提 交至服务器端的流量记

录信 息包括各个移动终端 中的应用程序 消耗 的流量记录，其 中用户可通过登录

服务器端对所述移动终端上的各个应用程序 消耗的流量记录进行查询。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方面，步骤 c ) 中的所述 同步处理 包括 ：根据从所述运

营商处获取 的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判定数据 的实时性 ，并将移动终端

实时监控 的本地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同步更新 为实时的上 网流量使用

数据 。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方面，还 包括 ：对从所述运 营商处获取 的移动终端上 网

流量使用数据 的实时性进行判断；如果是 实时数据 ，则确定从所述运 营商处获

取 的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为实时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以及如果不是 实



时数据 , 则根据从 所述运 营商处获取 的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 用数据 的结算时

间，在从所述运 营商处获取 的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的基础上追加上移动

终端监控到结算时间之后 的本地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以得到 实时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方面，还 包括 ：

对所述 同步处理结果进行判断；

如果所述 同步处理成功，则完成 同步更新 ；以 及

如果所述 同步处理不成功，则确定所述移动终端得到的预计可用天数 为周

期 内剩余天数 ，其 中所述周期为相邻结算时间之 间的时间段 。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方面，还 包括 ：判断移动终端得到的实时的上 网流量使

用数据 ，如果移动终端的上 网已使用流量值等于或超 出套餐总流量值 ，并且得

到的剩余流量值 《0，则预计可用天数为 0 ;

如果移动终端得到的剩余流量值等于套餐总流量值 ，并且上 网已使用流量

值 为 0，则平均使用流量值 为 0。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方面，在所述移动终端得到 实时的剩余流量值后 ，还 包

括 ：

对所述移动终端安装使用所述方法的时间进行统计分析 ；

如果安装使用所述方法的时间 < m 天，则对所述 同步处理结果进行判断；

如果安装使用所述方法的时间 》m 天，并且 《n 天，则所述移动终端将安

装使用天数 内所使用的流量值作 为 已使用流量值 ，将周期 内已使用天数替换 为

安装使用天数 ；以及

如果安装使用所述方法的时间 > n 天，所述移动终端将近 n 天 内所使用的

流量值作 为 已使用流量值 ，周期 内已使用天数替换 为 n 天，

其 中，所述 m 和 n 的值 满足 1《m < n 《3 1。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方面，移动终端利用实时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计算得到

流量估算可用天数 ，包括步骤 ：

移动终端利用套餐流量使用周期和结算时间，统计 出套餐流量周期 内已使

用天数和周期 内剩余天数 ；

将移动终端上 网已使用流量值 除以移动终端周期 内已使用天数 ，得到平均



使用流量值 ；以及

将移动终端上 网剩余 流量值 除以平均使 用流量值 ，得到流量估 算可用天

数 。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方面，还 包括 ：

判断移动终端得到的平均使用流量值 ；

如果移动终端的平均使用流量值 为 0，则流量预计可用天数为周期 内剩余

天数 ； 以及

如果移动终端的平均使用流量值 不为 0，则移动终端利用实时的上 网流量

使用数据计算得到流量估算可用天数 。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方面，还 包括 ：

利用移动终端得到 的估算可用天数和周期 内剩余 天数 ，判断预计可用天

数 ；

如果周期 内剩余天数 < 估算可用天数 ，则移动终端的预计可用天数 即为周

期 内剩余天数 ；以及

如果周期 内剩余天数 》估算可用天数 ，则移动终端的预计可用天数 为估算

可用天数 。

本发 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提供一种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统计分析和提 醒的

系统 ，包括通讯模块 、数据查询模块 、数据监控模块 、信 息抽取分析模块 、数

据 处理模块 、流量记录数据库和提 示模块；

通讯模块用于用户通过通讯模块与移动终端进 亍通讯 ，移动终端通过通讯

模块和服务器端进行通讯 ；

数据 查询模 块用于移动终端从运 营商实时查询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

据 ，获取运 营商返 回的短信息，将短信 息提 交至信 息抽取分析模块 ，用户通过

数据 查询模块对本地移动终端或服务器端上的流量记录进行查询；

数据监控模块用于移动终端实时监控本地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

信 息抽取分析模块用于识别短信 息的类别 ，并从短信 息中提取 流量使用数

据 ；

数据 处理模 块用于移动终端对从运 营商处获得 的上 网流量使 用数据和本

地移动终端 实时监控到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进行 同步处理 ，得到 实时的上 网流



量使用数据 ，并利用实时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计算得到流量预计可用天数 ；

流量记录数据库用于保存移动终端的流量记录数据 ；以 及

提 示模块用于向用户 实时提示流量预计可用天数信 息。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方面，系统还 包括服务器端 ，信 息抽取分析模块部署在

服务器端；

服务 器端通 过 网絡连接 与移动终端通信 ，接 收短信 息并提取 流量使用数

据 ，将数据 结果返 回给移动终端。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方面，数据 处理模块具体 包括 ：同步处理子模块和计算

子模块；

同步处理子模 块用于对从运 营商处获得 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和本地移动

终端 实时监控到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进行 同步处理；

计算子模块用于利用实时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进行计算，并得到流量预计

可用天数 。

本发 明的有益效果在 于：提供一种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统计分析和提 醒的方

法和 系统 ，能对移动终端 已使用的上 网流量数据进行趋势分析 ，得 出剩余流量

的预计使用天数 ，并将预计结果实时提 醒给用户 ，使用户能及 时 了解流量的可

使用情况，从 而达到合理分配和充分利用流量资源的 目的，极 大的方便 用户使

用，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 。

附图说 明

为 了更清楚地说 明本发 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 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 实施

例或现有技术描述 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 筒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 ，下面描述

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 明的一些实施例 ，对 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来讲 ，在 不付

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 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 的附图。

图 1 是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统计分析和提 醒的方

法流程 图；

图 2 是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统计分析和提 醒的过

程 的流程 图；

图 3 是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用户通过移动终端查询应用程序 的 日流量的



屏显示意 图；

图 4 是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用户通过移动终端查询应用程序 的月流量排

行 的屏显示意 图；

图 5 是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的统计分析计算方法

的流程 图；以 及

图 6 是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统计分析和提 醒的系

统框 图。

具体 实施方式

为使本发 明实施例的 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 明显 易懂 ，下面结合 附图

及 实施例 ，对本发 明《故进一步详细说 明。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为 了完善移动终端的上 网流量数据统计分析技术 ，本

发 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统计分析和提 醒的方法，可以采用以下

技术方案 实现 ：

参见 图 1，步骤如下：

S10 1：移动终端 实时从运 营商处获取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

S102: 移动终端 实时监控本地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

S103：移动终端对从运 营商处获得 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和本地移动终端 实

时监控到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进行 同步处理 ，得到 实时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

S104: 移动终端利用 实时的上 网流量使 用数据 计算得到流量预计可用天

数 ，移动终端 实时向用户提示预计可用天数信 息。

参见 图 2，一种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统计分析和提 醒的方法，步骤如下：

S201 , 用户可以通过移动终端从运 营商处获取上 网使用数据 ，比如向运 营

商发送短信 息的方式来查询使用数据 。

需要说 明的是 ，用户在通过移动终端使用流量上 网之前 ，需要 向运 营商申

请购买流量套餐 。本 实施例 中设定用户购买的套餐总流量为每 月 50M, 流量

使用周期一般 为一个 自然月，从 当月的 1 日到月末 。如果不是一个 自然月，移

动终端在开通上 网流量使用时，从运 营商返 回的开通信 息中获得结算 日信 息。



520 , 移动终端 实时监控 ( 例如 ，可以通过访 问移动终端的系统 日志来 实

现 实时监控 ）并记录移动终端上各应用程序 的流量记录，获得本地移动终端的

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

实际上 ，移动终端可通过 GPRS 、 3G 和 Wifi 等方式上 网，并且监控程序

会对各个应用程序进行 实时监控 ，记录 当前流量值 ，并都记录在 系统 日志上。

但是处理方式不一样 。对 于像 Wifi 等免 费的接入方式，只是显示一个 实时的

速度数据 ，不进行总量的计算。对 于 GPRS 、 3G 等付 费的接入方式，统计 当

前流量值 以形成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并统计各个应用程序 的 日流量和月流量 ，

保存在流量记录 中。

5203 , 运 营商在收到移动终端发送的查询短信后 ，将用户的上 网流量使用

数据 以短信 息的方式返 回给移动终端。

5204, 移动终端收到运 营商返 回的短信 息。

其 中，流量使用数据在短信 息中以文字 内容体现 ，移动终端并不能直接读

取到数字信 息。比如短信 内容为：尊敬的客户 ，截至到 201 1 年 11 月 25 曰 14

时 11 分 ，您 已使用数据 流量 35.00M, 剩余 15.00M ... ... 。

S205 ，移动终端利用信 息抽取技术从短信 息的文字 内容 中提取 出数字信 息

形成流量使用数据 。

S206, 移动终端在获取运 营商返 回的短信 息之后 ，还可以将短信 息提 交至

服务器端；服务器端利用信 息抽取技术从短信息的文字 内容 中提取 出数字信 息

形成流量使用数据 ，并将流量使用数据返 回给移动终端。

信 息抽取技术首先删除或标记短信 内容 中无效的部分 ，针对短信 内容进行

统一转换 ，例如 ，全 角数字符号转换成统一的半角标准数字符号。对一些重要

标识 ，如 日期 、数据等重要短信 内容特征进行提取和标识。对 于短信 内容 中的

词和短语 ，采用 "正 则表达式" 以及 "词典加词性 " 进行识别和提取 。

其次，将短信 中的有效 内容分解为关键词和短语 。分词算法可以采用逆向

最大匹配算法，使用倒序 方式从 句末尾开始分词 ，分词采用最大词组长度 匹配

和关键词或关键短语分析 的方法。在文本 中截 出不超过最大词组长度 的文本进

行 匹配 。如果这段文本是词 ，则提取这段文本，并在剩余 的文本 中使用相 同的

方法进 于分词 。



当短信息分解为关键词和短语后，则进一步根据关键词和短语对短信 内容

进行识别，以抽取 关键信息。在本实施例 中，关键信息可以是例如时间信息

"201 1 年 11 月 25 日 14 时 11 分" ，关键词可以是例如 " 已使用数据流量" 和

"剩余 " ，关键数据可以是例如 "35.00M" 和 "15.00M" 等。

然后，给出上网流量使用数据 ，包括用户套餐总流量值 、已使用流量值 、

剩余流量值和结算时间。比如：本月剩余：15M, 已用：35M, 套餐总额：50M,

结算时间：截至到 201 1 年 11 月 25 日 14 时 11 分。

5207, 移动终端在收到运营商返回的上网流量使用数据后，对数据进行 同

步处理：

首先会对数据的实时性进行判定。如果数据是实时的，则将移动终端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同步更新为实时流量使用数据。如果数据不是实时的，则根据

返回数据的结算时间，在返回的上网流量使用数据的基础上追加上移动终端监

控到结算时间之后的本地移动终端上网流量使用数据 ，从而得到实时流量使用

数据 , 并将移动终端的上网流量使用数据 同步更新为实时流量使用数据。

比如，用户在 10:00 时向运营商发送短信息查询上网流量使用数据 ，运营

商返回截至到 10:00 用户 已使用流量值和剩余流量值 ，则这种情况为实时数据。

如果运营商每 日截止结算时间是 9:00, 用户在 10:00 时向运营商发送短信

息查询上网流量使用数据 ，运营商返回截至 9:00 用户 已使用流量值和剩余流

量值 ，则这种情况为非实时数据。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加上 9:00 点之后到 10:00

点之前移动终端监控到的上网流量使用数据 ，以得到实时数据。

5208, 移动终端得到实时流量使用数据 ，并将移动终端实时的上网流量使

用数据保存到流量记录中。

其中流量记录包括：用户套餐流量使用数据 、应用程序的 日流量详情、月

流量排行，以及正在联 网的程序流量数据。

5209, 移动终端将得到的实时上网流量使用数据提 交至服务器端，服务器

端将数据保存到服务器端的流量记录中。

5210, 用户通过查看移动终端的流量监控记录，可对移动终端上的流量记

录进行查询。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如图 3 所示，用户通过移动终端查询应用程序的 日流



量详情。图 3 的左视 图上半部分有消息提醒 "本月套餐剩余流量充足，请放心

上 网！" ，并显示了用户套餐流量使用数据 ，比如：本月剩余：49.50M, 已用：

514.4K, 套餐总额：50M 。图 3 的左视 图下半部分以曲线方式显示近一段时间

内日流量总量分析 图。点击曲线分析 区域，如图 3 的右视 图所示，用户可查看

在 当天各应用程序流量使用详细记录。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如图 4 所示，用户通过移动终端查询应用程序 的月流

量排行。图 4 的左视 图上半部分有消息提醒 "本月套餐剩余流量充足，请放心

上 网！" ，并显示了用户套餐流量使用数据 ，比如：本月剩余：49.50M, 已用：

514.4K, 套餐总额：50M 。图 4 的左视 图下半部分以列表方式显示当月所有应

用程序流量使用情况。点击列表分析 区域，如图 4 的右视 图所示，用户可查看

在 当月各应用程序流量使用详细记录。

S21 1，用户还可以通过登录服务器端，对移动终端上的流量记录进行查询。

需要说明的是 ，移动终端将流量记录信息提 交至服务器端，服务器端将流

量记录信息存入流量记录数据库。用户通过登录服务器端，来实现对移动终端

上的流量 己录的查询。

移动终端提 交至服务器端的流量记录信 息包括各个移动终端 中的应用程

序 消耗的流量记录。用户可通过登录 务器端对所述移动终端上的各个应用程

序 消耗的流量记录进行查询。

通过查看流量使用详细记录，用户能更好的了解各应用程序 占用流量的情

况，为流量合理使用提供参考依据。

S212, 移动终端在获得实时流量使用数据之后 ，可根据 实时流量使用数据

计算得到剩余流量估算可用天数。

参见图 5，移动终端根据实时流量使用数据计算剩余流量估算可用天数的

步骤如下：

5501 , 移动终端获得 实时流量使用数据。实时流量使用数据 包括用户套餐

总流量值 、已使用流量值 、剩余流量值和结算时间。

5502, 移动终端对剩余流量值进行判断，情况如下：

如果剩余流量值 《0，表示移动终端的上 网已使用流量值等于或超 出套餐

总流量值 ，用户在流量使用周期 内没有流量可以使用，则如 S503 所示，预计



可用天数 为 0 ;

如果剩余流量值 > 0 , 表 示用户还剩余有流量可供使用。

接 下来 ，需要移动终端对安装使用本方法的时间进行统计分析 ，如下所述：

5504, 移动终端判断安装使用本方法的时间 < m 天，情况如下：

为便 于理解 ，设定 m 等于 4，如果安装使用本方法的时间是 < 4 天，近一

步对 同步处理结果进行判断；

如果安装使用本方法的时间是 》4 天，则需要进一步判断安装使用本方法

的时间。

5505, 移动终端判断安装使用本方法的时间 〉 n 天，情况如下：

为便 于理解 ，设定 n 等于 30, 如果安装使用的时间 > 30 天，则如 S506

所示，统计移动终端近 30 天 内所使用的流量值作 为 已使用流量值 ，将周期 内

已使用天数替换 为 30 天。

如果安装使用的时间 》4 天，并且 《30 天，则如 S507 所示，移动终端将

安装使用天数 内所使用的流量值作 为 已使用流量值 ，将周期 内已使用天数替换

为安装使用天数 。

本 实施例 中，要 求 m 和 n 的值 满足 1《m < n 《31 的条件 。

5508, 移动终端对 同步处理结果进行判断，情况如下：

如果同步处理成功，则移动终端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为实时使用数据 ；

如果同步处理不成功，则如 S513 所示，移动终端得到的预计可用天数 即

为周期 内剩余天数 。

5509, 移动终端利用实时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进行计算，首先 ，移动终端

要 利用套餐流量使用周期和结算时间，周期一般 为一个月，计算如下：

周期总天数 - 周期 内已使用天数=周期 内剩余天数 ；

已使用流量值 ÷ 周期 内已使用天数=平均使用流量值 ；

其 中，如果移动终端得到的剩余流量值等于套餐总流量值 ，即上 网已使用

流量值 为 0 , 则平均使用流量值 为 0 。

5510, 判断移动终端得到的平均使用流量值 ，情况如下：

如果移动终端的平均使用流量值 为 0 , 则如 S513 所示，流量预计可用天

数 为周期 内剩余天数 ；



如 果移动终端的平均使 用流量值 不为 0，则移动终端需要 利用实时的上 网

流量使用数据计算得到流量估 算可用天数 。

551 1, 移动终端计算流量预计可用天数 ，计算公 式为：

剩余 流量值 ÷ 平均使用流量值 =估 算可用天数 。

5512, 利用移动终端得到的估 算可用天数和周期 内剩余 天数 ，判 断预计可

用天数 ，情 况如 下：

如 果周期 内剩余天数 < 估算可用天数 ，则如 S513 所示 ，移动终端得到 的

最终预计可用天数 即为周期 内剩余 天数 ；

如 果周期 内剩余天数 》估算可用天数 ，则如 S514 所示 ，移动终端得到 的

预计可用天数 为估 算可用天数 。

在本 实施 方式下，移动终端通过计算比较 ，最终得 出的预计可用天数 结果

有三种情况：预计可用天数 为 0、预计可用天数 即为周期 内剩余 天数 、预计可

用天数 为剩余 流量值 除以平均使用流量值 计算得到的估 算可用天数 。

最后 ，移动终端会将预计可用天数结果提 示给用户 ，比如 ，在移动终端界

面的状 态栏提 示： 已使 用流量值 /剩余流量值 ，预计可用天数。

参见 图 6，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统计分析和提 醒

的 系统 ，包括 ：

移动终端 600 包括通讯模块 601 、数据 查询模块 602 、数据监控模 块 603 、

信 息抽取分析模 块 604 、数据 处理模块 605 、流量记录数据库 606 和提 示模 块

607;

以及服务器端 700 包括信 息抽取 分析模块 701 和流量记 录数据库 702 。

通讯模 块 601 用于用户通 过通讯模块 601 与移动终端 600 进 亍々通讯 ，移动

终端 600 通过通讯模 块 601 和 务器端 700 进《于通讯 ；

数据 查询模 块 602 ，用于移动终端从运 营商实时查询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

用数据 ，获取运 营商返 回的短信 息，将短信 息提 交至信 息抽取 分析模 块 604

或是服务器端 700 的信 息抽取分析模 块 701 , 用户通 过数据 查询模 块 602 对本

地移动终端 600 上流量记录数据库 606 或 良务 器端 700 上流量记 录数据库 702

的流量记 录进《于查询 ；

数据监控模 块 603 , 用于移动终端 实时监控本地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 用数



据 ；

信息抽取分析模块 604, 用于识别短信息的类别，并从短信息中提取流量

使用数据 ；

数据处理模块 605, 用于移动终端 600 对从运 营商处获得的上 网流量使用

数据和本地移动终端实时监控到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进行 同步处理，得到实时

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并利用实时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计算得到流量预计可用

天数；

流量记录数据库 606 ，用于保存移动终端 600 的流量记录数据 ；

提示模块 607 ，用于向用户实时提示流量预计可用天数信息。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式，系统还 包括服务器端 700, 信息抽取分析模

块 701 部署在服务器端；

流量记录数据库 702 ，用于保存移动终端 600 提 交的流量记录数据 。

服务器端 700 通过网絡连接与移动终端 600 通信 ，接收短信息并利用信息

抽取分析模块 701 提取流量使用数据 ，将数据结果返回给移动终端 600 。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式，数据处理模块 605 具体 包括：同步处理子模

块 6051 和计算子模块 6052;

同步处理子模块 6051 , 用于对从运 营商处获得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和本

地移动终端实时监控到的上网流量使用数据进行 同步处理；

计算子模块 6052, 用于利用实时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进行计算，并得到

流量预计可用天数。

以 上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 ，仅为本

发明较佳的具体 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 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

术领域的技术人 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 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 ，都

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因此，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

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统计分析和提 醒的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

a ) 移动终端 实时从运 营商处获取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

b ) 移动终端 实时监控本地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

c ) 移动终端对从运 营商处获取 的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和 实时监控

到的本地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进行 同步处理 ，以得到实时的上 网流量使

用数据 ；

d ) 移动终端利用实时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计算得到流量预计可用天数 ，

移动终端 实时向用户提 示预计可用天数信 息。

2、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统计分析和提醒的方法，其

中，所述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包括用户套餐总流量值 、 已使用流量值 、

剩余流量值和结算时间。

3、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统计分析和提醒的方法，其

中，所述步骤 a ) 包括 ：

移动终端通过向运 营商发送短信 息来获取运 营商返 回的包含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的短信 息。

4、根据权利要 求 3 所述的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统计分析和提醒的方法，进

一步 包括 ：

移动终端通过信 息抽取技术从短信 息的文字 内容 中提取 出移动终端上 网

流量使用数据 。

5、根据权利要 求 3 所述的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统计分析和提醒的方法，进

一步 包括 ：

移动终端获取运 营商返 回的短信 息，将短信 息提 交至服务器端；以 及

服务器端通过信 息抽取技术从短信 息的文字 内容 中提取 出移动终端上 网



流量使用数据 ，并将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返 回给移动终端。

6、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统计分析和提醒的方法，其

中，所述步骤 b ) 包括 ：

所述移动终端通过实时访 问本地移动终端的系统 日志来 实现对移动终端

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的实时监控 。

7、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统计分析和提醒的方法，其

中，用户可对所述移动终端上的流量记录进行查询。

8、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统计分析和提醒的方法，进

一步 包括 ：

移动终端将流量记录信 息提 交至服务器端 ，服务器端将流量记录信 息存入

流量记录数据库 ，

其 中，用户可通过登录服务器端对所述移动终端上的流量记录进行查询。

9、根据权利要 求 8 所述的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统计分析和提醒的方法，进

一步 包括 ：

所述移动终端提 交至服务器端的流量记录信 息包括各个移动终端 中的应

用程序 消耗 的流量记录，

其 中，用户可通过登录服务器端对所述移动终端上的各个应用程序 消耗 的

流量记录进一亍查询。

10、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统计分析和提醒的方法，其

中，所述步骤 c ) 中的所述 同步处理 包括 ：

根据从所述运 营商处获取 的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判定数据 的实时

性 ，并将移动终端 实时监控 的本地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同步更新 为实时

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



11、根据权利要 求 10 所述的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统计分析和提 醒的方法，

进一步 包括 ：

对从所述运 营商处获取 的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的实时性进行判断；

如果是 实时数据 , 则确定从所述运 营商处获取 的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

据 为实时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以 及

如果不是 实时数据 , 则根据从所述运 营商处获取 的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

数据 的结算时间，在从所述运 营商处获取 的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的基础

上追加上移动终端监控到结算时间之后 的本地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以

得到 实时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

12、根据权利要 求 10 所述的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统计分析和提 醒的方法，

进一步 包括 ：

对所述 同步处理结果进行判断；

如果所述 同步处理成功，则完成 同步更新 ；以 及

如果所述 同步处理不成功，则确定所述移动终端得到的预计可用天数 为周

期 内剩余天数 ，其 中所述周期为相邻结算时间之 间的时间段 。

13、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统计分析和提醒的方法，进

一步 包括 ：

判断所述移动终端得到的实时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

如果所述移动终端的上 网已使用流量值等于或超 出套餐总流量值 ，并且得

到的剩余流量值 《0，则预计可用天数为 0 ;

如果所述移动终端得到的剩余流量值等于套餐总流量值 ，并且上 网已使用

流量值 为 0 , 则平均使用流量值 为 0。

14、根据权利要 求 10 所述的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统计分析和提 醒的方法，

其 中，在所述移动终端得到实时的剩余流量值后 ，所述方法进一步 包括 ：

对所述移动终端安装使用所述方法的时间进行统计分析 ；

如果安装使用所述方法的时间 < m 天，则对所述 同步处理结果进行判断；



如果安装使用所述方法的时间 》m 天，并且 《n 天，则所述移动终端将安

装使用天数 内所使用的流量值作 为 已使用流量值 ，将周期 内已使用天数替换 为

安装使用天数 ；以 及

如果安装使用所述方法的时间 > n 天，所述移动终端将近 n 天 内所使用的

流量值作 为 已使用流量值 ，周期 内已使用天数替换 为 n 天，

其 中，所述 m 和 n 的值 满足 1《m < n 《3 1。

15、根据权利要 求 10 所述的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统计分析和提 醒的方法，

进一步 包括 ：

所述移动终端利用实时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计算得到流量估算可用天数 ，

包括步骤 ：

所述移动终端利用套餐流量使用周期和结算时间，统计 出套餐流量

周期 内已使用天数和周期 内剩余天数 ；

将所述移动终端上 网已使用流量值 除以移动终端周期 内已使用天

数 ，得到平均使用流量值 ；以 及

将所述移动终端上 网剩余流量值 除以平均使用流量值 ，得到流量估

算可用天数 。

16、根据权利要 求 13 或 14 所述的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统计分析和提 醒的方

法，进一步 包括 ：

判断所述移动终端得到的平均使用流量值 ；

如果所述移动终端的平均使用流量值 为 0，则所述移动终端的流量预计可

用天数 为周期 内剩余天数 ；以及

如果所述移动终端的平均使用流量值 不为 0，则所述移动终端利用实时的

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计算得到流量估算可用天数 。

17、根据权利要 求 15 所述的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统计分析和提 醒的方法，

进一步 包括 ：

利用所述移动终端得到的估算可用天数和周期 内剩余天数 ，判断预计可用



天数 ；

如果所述周期 内剩余天数 < 估算可用天数 ，则所述移动终端的预计可用天

数 即为周期 内剩余天数 ；以及

如果所述周期 内剩余天数 》估算可用天数 ，则所述移动终端的预计可用天

数 为估算可用天数 。

18、根据权利要 求 16 所述的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统计分析和提 醒的方法，

进一步 包括 ：

利用所述移动终端得到的估算可用天数和周期 内剩余天数 ，判断预计可用

天数 ；

如果所述周期 内剩余天数 < 估算可用天数 ，则所述移动终端的预计可用天

数 即为周期 内剩余天数 ；以及

如果所述周期 内剩余天数 》估算可用天数 ，则所述移动终端的预计可用天

数 为估算可用天数 。

19、一种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统计分析和提 醒的系统 ，其特征在 于：包括通

讯模块 、数据 查询模块 、数据监控模块 、信 息抽取分析模块、数据 处理模块 、

流量记录数据库和提 示模块；

所述通讯模块用于用户通过通讯模块与移动终端进行通讯 ，移动终端通过

通讯模块和服务器端进行通讯 ；

所述数据 查询模块用于移动终端从运 营商实时查询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

用数据 ，获取运 营商返 回的短信 息，将短信 息提 交至信 息抽取分析模块 ，用户

通过数据 查询模块对本地移动终端或服务器端上的流量记录进行查询；

所述数据监控模块用于移动终端 实时监控本地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使用数

据 ；

所述信 息抽取分析模块用于识别短信 息的类别，并从短信 息中提取 流量使

用数据 ；

所述数据 处理模块用于移动终端对从运 营商处获得 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和本地移动终端 实时监控到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进行 同步处理 ，得到 实时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 ，并利用实时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计算得到流量预计可用天

数 ；

所述流量记录数据库用于保存移动终端的流量记录数据 ；以及

所述提 示模块用于向用户 实时提 示流量预计可用天数信 息。

20、根据权利要 求 19 的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统计分析和提 醒的系统 ，其特

征在 于：所述 系统还 包括服务器端 ，所述信 息抽取分析模块部署在服务器端；

所述服务器端通过 网絡连接与移动终端通信 ，接 收短信 息并提取 流量使用

数据 ，将数据 结果返 回给移动终端。

2 1、根据权利要 求 19 的移动终端上 网流量统计分析和提 醒的系统 ，其特

征在 于，所述数据 处理模块具体 包括 ：同步处理子模块和计算子模块；

所述 同步处理子模块用于对从运 营商处获得 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和本地

移动终端 实时监控到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进行 同步处理；

所述计算子模块用于利用实时的上 网流量使用数据进行计算，并得到流量

预计可用天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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