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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无线路 由器控制方法及无线路 由器，该方法包括：

检测无线路 由器是 否与终端有连接；若所述无线路 由器与任一终端无连接 ，

则关闭所述无线路 由器。本发 明实施例的无线路 由器控制方法及无线路 由器，

可 以检测无线路 由器是否与终端有连接 ，并且在无线路 由器与任一终端都没

有连接 时，关闭该无线路 由器；由此使得无线路 由器在空闲时可以 自动关闭，

从 而 可 以节省能源，避免无为的消耗 。



无 线路 由器控 制 方 法及 无 线路 由器

技术领域

本发 明实施例涉及通信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无线路 由器控制方法及

无线路 由器。

背景技术

现有 的无线路 由器一般都 由外接 电源供 电，所以没有对无线路 由器进行

低功耗设计 ，由此导致无线路 由器在 空闲时的功耗较 高。

对于一种新 的采用 电池供 电的无线路 由器而言，空闲态的高功耗会使得

电池容 易耗光。现有设计 中，针对采用 电池供 电的无线路 由器，为 了减少电

池 电量的消耗 ，用户在不使用无线路 由器时，可以手动将该路 由器关机 。然

而，手动关机会给用户带来不便 ，并且 由于用户往往会忘记关机 ，还是会造

成无线路 由器的高功耗 ，使得 电池的电量消耗较快 。

发 明内容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一种无线路 由器控制方法及无线路 由器，用以 降低无

线路 由器的功耗 。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一种无线路 由器控制方法，包括：

检测无线路 由器是否与终端有连接 ；

若所述无线路 由器与任一终端无连接 ，则关闭所述无线路 由器。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一种无线路 由器，包括：

检测模块 ，用于检测无线路 由器是否与终端有连接 ；

关闭模块 ，用于若所述无线路 由器与任一终端无连接 ，则关闭所述无线

路 由器。

本发 明实施例的无线路 由器控制方法及无线路 由器，可 以检 测无线路 由

器是 否与终端有连接 ，并且在无线路 由器与任一终端都没有连接 时，关闭该

无线路 由器；由此使得无线路 由器在 空闲时可以 自动关闭，从 而 可 以 节省能

源，避免无为的消耗 。



附图说 明

为 了更清楚地说 明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 实施例描述 中

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一简单地介绍，显 而易见地 ，下面描述 中的附图是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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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本发 明无线路 由器控制方法实施例一的流程 图；

图 2 为本发 明无线路 由器控制方法实施例二的流程 图；

图 3 为本发 明无线路 由器实施例一的示意图；

图 4 为本发 明无线路 由器实施例二的示意图。

具体 实施方式

为使本发 明实施例的 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 ，下面将结合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 明一部分 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基 于

本发 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在没有作 出创造性劳动前提 下所获

得 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 ，都属于本发 明保护的范围。

图 1 为本发 明无线路 由器控制方法实施例一的流程 图，如 图 1 所示，该

方法包括：

步骤 101 、检测无线路 由器是否与终端有连接 。

本 实施例的执行主体可以为无线路 由器。该无线路 由器可以由外接 电源

供 电，也可以由电池供 电。本 实施例 中的终端可以为电脑 、手机等可以通过

无线路 由器接入 网络的终端设备 。无线路 由器用于完成终端之 间或者终端与

网络之 间的数据转发 。

无线路 由器检 测该无线路 由器是 否与终端存在连接 ，具体 的检测方法例

如 可 以 包括：1、若无线路 由器在一段 时间内没有转发数据 ，则对没有数据

活动的终端的 IP 地址进行连接检测，如果持续一段 时间没有响应 ，则确认

该无线路 由器与该终端没有连接 ，如果有响应 ，则确认该无线路 由器 当前与

终端有连接 ；2、检测空口上是 否建立有无线路 由器与终端之 间的逻辑连接 。



若无则确认该无线路 由器与该终端没有 连接 ，若有 则确认该无线路 由器 当前

与终端有连接 。

步骤 102、若无线路 由器与任一终端无连接 ，则关 闭无线路 由器。

若无线路 由器检 测到该无线路 由器与任 一终端之 间均无连接 ，则 关 闭该

无线路 由器 ，由此可 以实现在 空 闲时关 闭无线路 由器 ，降低 功耗 ，节省 能源，

避免 无 为的消耗 。尤其 当该无线路 由器 由电池供 电时 ，可 以减 少对 电池 的电

量 消耗 。

本发 明 实施 例 ，无线路 由器可 以检 测该无线路 由器是 否与终端有 连接 ，

并且在无线路 由器与任一终端都 没有 连接 时 ，关 闭该无线路 由器；由此使得

无线路 由器在 空闲时可 以 自动 关闭，从 而可 以节省 能源，避免 无为的消耗 。

图 2 为本发 明无线路 由器控制方法 实施例二 的流程 图，如 2 所示 ，该方

法 包括 ：

步骤 201、检 测无线路 由器是 否与终端有 连接 。

本 实施 例 的执行主体 可 以为无线路 由器 。无线路 由器检 测该无线路 由器

是 否与终端有连接 的步骤具体 可 以 包括 步骤 201a 或者 步骤 201b 。

步骤 201a 、若在第一预设 时间内无线路 由器没有转发数据 ，则对第二预

设 时间 内没有数据传输 的终端 的 IP 地 址进行连接检 测 ，若收到响应 则检 测到

无线路 由器与终端有 连接 ，若未收到响应 则检 测到无线路 由器与终端无连接 ；

具体 的 ，若无线路 由器在一段 时 间 （第一预设 时 间 ）内没有 转发数据 ，

则对在 第二预设 时间 内没有数据传输 的终端 的 IP 地 址进行连接检 测 ，如果在

一段预设 的时间 （例如 t l ) 内收到终端 的响应 ，则表 示无线路 由器与该终端

有 连接 ，如果在一段预设 的时 间 （例如 t l ) 内没有 收到终端 的响应 ，则表 示

无线路 由器与该终端没有 连接 ；其 中，上述进行 的连接检 测例如可 以为： 因

特 网包探 索器 （PING, Packet Internet Grope ) 测试 ；或者 ，该连接检 测例如可

以为：路 由器向待检 测的终端发 送用 于连接检 测 的数据 包，根据是 否收到终

端 的响应 来判断路 由器与终端是 否连接 。

其 中，获取在第二预设 时 间内没有数据传输 的终端 的 IP 地 址 的过程可 以

包括 ：无线路 由器从 网络侧或终端发送 的数据 包中获取终端对应 的 IP 地 址 ，

若在第二预设 时间内没有再收到该 IP 地 址对应 的数据 包，则该 IP 地 址 即为



所述的第二预设时间内没有数据传输的终端的 IP 地址；具体的，无线路由器

接收到网络侧或终端发送的数据包中，从数据包中获取终端对应的 IP 地址，

并开始计时，若在第二预设时间内，无线路由器都没有再收到该 IP 地址发送

的数据或者发送给该 IP 地址的数据，则确认该 I P 地址为第二预设时间内没

有数据传输的终端的 IP 地址。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预设时间和第二预设时间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其中，PING 是一个 DOS ( Disk Operating System, 磁盘操作系统 ) 命令，

一般用于检测网络通与不通，具体的，PING 可以是本端发送 IMCP 协议的

"echo request" 消息，若收到对端 "echo reply" 消息则证明本端与对端处于

连接状态。

步骤 201b 、检测空口上是否建立有无线路由器与终端之间的逻辑连接 ，

若有逻辑连接则检测到无线路由器与终端有连接 ，若无逻辑连接则检测到无

线路由器与终端无连接。

若终端与无线路 由器有连接 ，则终端会与无线路 由器的无线局域 网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s , 简称 为 WLAN) 在 空 口上建立逻辑连接

( association ) 。由此，无线路由器通过检测空口上是否建立有逻辑连接，就

可以获知当前是否有终端与无线路由器存在连接。

其中，在检测空口上是否建立有无线路由器与终端之间的逻辑连接之前，

也可以先检测无线路由器有没有转发数据，如果没有转发数据，再检测空口

上是否建立有无线路由器与终端之间的逻辑连接。

步骤 202、若无线路由器与任一终端在第三预设时间内均无连接 ，则关

闭无线路由器。

若检测到无线路由器与任一终端都没有连接 ，则表明当前的无线路由器

处于空闲状态，由此可以关闭无线路由器来减小功耗。

进一步的，可以在检测到无线路由器与任一终端都没有连接之后，再等

待一段时间 （第三预设时间），若在该段时间内无线路由器没有与任一终端

进行连接，则关闭该无线路由器；具体的，可 以在检测到无线路由器与终端

的连接全部释放时 （即检测到无线路由器与任一终端都没有连接时 ），启动

一关机定时器，若在该关机定时器超时前，无线路由器与任一终端建立连接 ，



则关闭该定时器，重复步骤 201 的过程，若该关机定时器超时，则关闭无线

路由器。

本发明实施例，无线路由器可以检测该无线路由器是否与终端有连接，

并且在无线路由器与任一终端在一预设时间内都没有连接时，关闭该无线路

由器；由此使得无线路由器在空闲时可以自动关闭，从而可以节省能源，避

免无为的消耗。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实现上述方法实施例的全部或部分步骤

可以通过程序指令相关的硬件来完成，前述的程序可以存储于一计算机可读

取存储介质中，该程序在执行时，执行包括上述方法实施例的步骤；前述的

存储介质包括：ROM, RAM, 磁碟或者光盘等各种可以存储程序代码的介质。

图 3 为本发明无线路由器实施例一的示意图，如图 3 所示，该无线路由

器包括：检测模块 3 1 和关闭模块 33。

检测模块 31用于检测无线路由器是否与终端有连接。

关闭模块 33 用于若检测模块 31检测到无线路由器与任一终端无连接，

则关闭无线路由器。

本实施例提供的无线路由器用于实现图 1 所示实施例提供的方法，本实

施例中各个模块的工作流程和工作原理参见上述图 1 所示的方法实施例中的

描述，在此不再赘述。

本发明实施例，无线路由器的检测模块可以检测该无线路由器是否与终

端有连接，并且关闭模块在无线路由器与任一终端都没有连接时，关闭该无

线路由器；由此使得无线路由器在空闲时可以自动关闭，从而可以节省能源，

避免无为的消耗。

图 4 为本发明无线路由器实施例二的示意图，在图 3 所示实施例的基础

上，如图 4 所示：

检测模块 31可以具有用于：若在第一预设时间内无线路由器没有转发数

据，则对第二预设时间内没有数据传输的终端的 IP地址进行连接检测，若收

到响应则检测到无线路由器与终端有连接，若未收到响应则检测到无线路由

器与终端无连接。

进一步的，该无线路由器还可以包括：确定模块 35。



确定模块 3 用于从 网络侧或终端发送的数据 包中获取终端对应 的 IP 地

址 ，若在第二预设 时间内没有再收到 IP 地址对应 的数据 包，则确定 IP 地址

为第二预设 时间内没有数据传输的终端的 IP 地址。

或者 ，检 测模块 31具体可以用于：检测空口上是 否建立有无线路 由器与

终端之 间的逻辑连接 ，若有逻辑连接 则检测到无线路 由器与终端有连接 ，若

无逻辑连接则检测到无线路 由器与终端无连接 。

关闭模块 33 具体可以用于：若无线路 由器与任一终端在第三预设 时间内

均无连接 ，则关闭无线路 由器。

本 实施例提供 的无线路 由器用于实现 图 1或 图 2 所示 实施例提供 的方法，

本 实施例 中各个模块的工作流程和工作原理参见上述 图 1 或 图 2 所示的方法

实施例 中的描述 ，在此不再赘述。

本发 明实施例 ，无线路 由器的检 测模块可以检 测该无线路 由器是 否与终

端有连接 ，并且 关闭模块在无线路 由器与任一终端在一预设 时间内都没有连

接 时，关闭该无线路 由器；由此使得无线路 由器在 空闲时可以 自动关闭，从

而可以节省能源，避免无为的消耗 。

最后应说 明的是 ：以上 实施例仅用以说 明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 ，而非对其

限制；尽管参照前述 实施例对本发 明进行 了详细的说 明，本领域 的普通技术

人 员应 当理解：其依 然可以对前述各 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 改，或

者对其 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 同替换 ；而这些修 改或者替换 ，并不使相应技

术方案 的本质脱 离本发 明各 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权 利 要 求
1、一种无线路 由器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检测无线路 由器是否与终端有连接 ；

若所述无线路 由器与任一终端无连接 ，则关闭所述无线路 由器。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无线路 由器是否

与终端有连接 包括：

若在第一预设 时间内无线路 由器没有转发数据 ，则对第二预设 时间内没

有数据传输的终端的 IP 地址进行连接检测 ，若收到响应则检测到所述无线路

由器与终端有连接 ，若未收到响应则检测到所述无线路 由器与终端无连接 。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无线路 由器是否

与终端有连接还 包括 ：获取所述第二预设 时间内没有数据传输 的终端的 IP 地

址；

所述获取所述第二预设 时间内没有数据传输的终端的 IP 地址 包括：

从 网络侧或终端发送的数据 包中获取所述终端对应 的 IP 地址；

若在所述第二预设时间内没有再收到所述 IP 地址对应 的数据 包，则所述

IP 地址为所述第二预设 时间内没有数据传输 的终端的 IP 地址。

4、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对第二预设 时间内没

有数据传输的终端的 IP 地址进行连接检测 包括：对第二预设 时间内没有数据

传输的终端的 IP 地址进行 因特 网包探 索器测试。

5、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无线路 由器是否

与终端有连接 包括：

检 测空 口上是 否建立有无线路 由器与终端之 间的逻辑连接 ，若有逻辑连

接 则检 测到所述无线路 由器与终端有连接 ，若无逻辑连接 则检 测到所述无线

路 由器与终端无连接 。

6、根据权利要求 1-5 任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若所述无线路

由器与任一终端无连接 ，则关闭所述无线路 由器包括：

若所述无线路 由器与任一终端在第三预设 时间内均无连接 ，则关闭所述

无线路 由器。

7、一种无线路 由器，其特征在于，包括：



检 测模 块 ，用 于检 测无线路 由器是 否与终端有连接 ；

关 闭模 块 ，用 于若所述无线路 由器与任 一终端无连接 ，则 关 闭所述无线

路 由器 。

8、根据权 利要 求 7 所述 的无线路 由器 ，其特征在 于 ，所述检 测模块具体

用 于：若在 第一预设 时间 内无线路 由器没有 转发数据 ，则对 第二预设 时 间内

没有数据传输 的终端 的 IP 地 址进行连接检 测 ，若收到响应 则检 测到所述无线

路 由器与终端有连接 ，若未收到响应则检 测到所述无线路 由器与终端无连接 。

9、根据权 利要 求 8 所述 的无线路 由器 ，其特征在 于 ，还 包括 ：

确定模 块 ，用 于从 网络侧或终端发送 的数据 包中获取 所述终端对应 的 IP

地 址 ，若在所述第二预设 时间 内没有再收到所述 IP 地址对应 的数据 包，则确

定所述 IP 地址为所述第二预设 时间内没有数据传输 的终端 的 IP 地址 。

10、根据权 利要 求 7 所述 的无线路 由器 ，其特征在 于 ，所述检 测模 块具

体 用 于：检 测 空 口上是 否建立有 无线路 由器与终端之 间的逻辑连接 ，若有逻

辑连接 则检 测到所述无线路 由器与终端有连接 ，若无逻辑连接 则检 测到所述

无线路 由器与终端无连接 。

11、根据权 利要 求 7-10 任 一所述 的无线路 由器 ，其特征在 于 ，所述 关闭

模 块具体用 于：若无线路 由器与任一终端在 第三预设 时间 内均无连接 ，则关

闭所述无线路 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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