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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机异常耗电侦测系统及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待机异常耗电侦测系统，运

行于包括操作系统的电子设备中，该系统包括：

获取模块，用于获取所述操作系统从第一时间到

第二时间的系统日志；第一判断模块，用于根据

操作系统在两个时间点间的系统日志判断电子

设备在两个时间点间是否一直处于待机状态；第

二判断模块，用于当电子设备在两个时间点间一

直处于待机状态时，判断操作系统在两个时间点

间是否一直处于休眠状态；及第一存储模块，用

于当操作系统在两个时间点间不是一直处于休

眠状态时，分析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的系统日

志，得出电子设备在两个时间点间的异常耗电信

息，并在第一存储空间存储所述异常耗电信息。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待机异常耗电侦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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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待机异常耗电侦测系统，运行于包括操作系统的电子设备中，其特征在于，该系

统包括：

获取模块，用于获取所述操作系统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的系统日志；

第一判断模块，用于根据所述操作系统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的系统日志判断所述电

子设备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是否一直处于待机状态；

第二判断模块，用于当所述电子设备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一直处于待机状态时，判

断所述操作系统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是否一直处于休眠状态；

第一存储模块，用于当所述操作系统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不是一直处于休眠状态

时，分析所述操作系统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的系统日志，得到所述电子设备从第一时间

到第二时间的异常耗电信息，并在第一存储空间存储所述异常耗电信息；及

第二存储模块，用于当所述电子设备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不是一直处于待机状态并

且在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期间退出待机状态时，将所述第一存储空间中存储的异常耗电信

息复制到第二存储空间，并清空所述第一存储空间存储的异常耗电信息。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待机异常耗电侦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存储模块根据所

述第一存储空间中存储的异常耗电信息是否为空来判断所述电子设备是否在第一时间到

第二时间期间退出待机状态。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待机异常耗电侦测系统，其特征在于，当所述电子设备在第一时

间到第二时间期间退出待机状态时，所述第二存储模块还以指定的方式提醒使用者在所述

电子设备待机期间发生电量异常消耗。

4.一种待机异常耗电侦测方法，应用于包括操作系统的电子设备中，其特征在于，该方

法包括：

获取步骤，获取所述操作系统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的系统日志；

第一判断步骤，根据所述操作系统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的系统日志判断所述电子设

备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是否一直处于待机状态；

第二判断步骤，当所述电子设备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一直处于待机状态时，判断所

述操作系统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是否一直处于休眠状态；

第一存储步骤，当所述操作系统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不是一直处于休眠状态时，分

析所述操作系统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的系统日志，得到所述电子设备从第一时间到第二

时间的异常耗电信息，并在第一存储空间存储所述异常耗电信息；及

第二存储步骤，当所述电子设备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不是一直处于待机状态并且在

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期间退出待机状态时，将所述第一存储空间中存储的异常耗电信息复

制到第二存储空间，并清空所述第一存储空间存储的异常耗电信息。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待机异常耗电侦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存储步骤根据所

述第一存储空间中存储的异常耗电信息是否为空来判断所述电子设备是否在第一时间到

第二时间期间退出待机状态。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待机异常耗电侦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所述电子设备在第一时

间到第二时间期间退出待机状态时，所述第二存储步骤还以指定的方式提醒使用者在所述

电子设备待机期间发生电量异常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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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机异常耗电侦测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待机异常耗电侦测系统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如今，随着电子设备上应用程序及后台服务的增多，有些应用程序及后台服务

在电子设备待机时仍在运行，消耗电子设备的电量，使得电子设备的电池续航能力越来越

差。而现有的电子设备电量监控软件主要提供累积的耗电量历史信息，而无法提供电子设

备待机时异常消耗电子设备电量的信息。

发明内容

[0003] 鉴于以上内容，有必要提供一种待机异常耗电侦测系统和方法，能够提供电子设

备待机期间异常消耗电子设备电量的信息。

[0004] 一种待机异常耗电侦测系统，运行于包括操作系统的电子设备中，该系统包括：获

取模块，用于获取所述操作系统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的系统日志；第一判断模块，用于根

据操作系统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的系统日志判断所述电子设备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

是否一直处于待机状态；第二判断模块，用于当所述电子设备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一直

处于待机状态时，判断所述操作系统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是否一直处于休眠状态；及第

一存储模块，用于当所述操作系统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不是一直处于休眠状态时，分析

所述操作系统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的系统日志，得出所述电子设备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

间的异常耗电信息，并在第一存储空间存储所述异常耗电信息。

[0005] 一种待机异常耗电侦测方法，应用于包括操作系统的电子设备中，该方法包括：获

取步骤，获取所述操作系统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的系统日志；第一判断步骤，根据操作系

统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的系统日志判断所述电子设备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是否一直

处于待机状态；第二判断步骤，当所述电子设备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一直处于待机状态

时，判断所述操作系统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是否一直处于休眠状态；及第一存储步骤，当

所述操作系统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不是一直处于休眠状态时，分析所述操作系统从第一

时间到第二时间的系统日志，得到所述电子设备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的异常耗电信息，

并在第一存储空间存储所述异常耗电信息。

[0006] 相较于现有技术，本发明向使用者提供电子设备待机期间的耗电信息，去除了正

常使用电子设备的耗电信息。使用者能够更容易发现异常消耗电量的应用程序及后台服

务，从而更有针对性的提出改善意见。

附图说明

[0007] 图1是本发明待机异常耗电侦测系统的较佳实施例的运行环境示意图。

[0008] 图2是本发明待机异常耗电侦测方法的较佳实施例的流程图。

[0009] 主要元件符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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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电子设备 1

待机异常耗电侦测系统 10

获取模块 101

第一判断模块 102

第二判断模块 103

第一存储模块 104

[0011] 第二存储模块 105

操作系统 11

显示装置 12

处理器 13

存储装置 14

[0012] 如下具体实施方式将结合上述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参阅图1所示，是本发明待机异常耗电侦测系统10的较佳实施例的运行环境示意

图。所述的待机异常耗电侦测系统10安装并运行于电子设备1中。所述电子设备1可以是便

携式电子设备，例如手机、平板电脑。所述电子设备1还包括，但不限于，操作系统11，显示装

置12、处理器13及存储装置14。所述操作系统11具有监控记录功能，用于记录安装于操作系

统11的各个应用程序及后台服务程序的各项操作，记录的信息即是系统日志。在本实施例

中，所述操作系统11是安卓系统，安卓系统的系统日志是以累积的方式进行记录，故若想获

取操作系统11在某个时间区间内的系统日志，则需要分别获取操作系统11在该时间区间的

开始点和结束点的系统日志，通过比较该时间区间的开始点和结束点的系统日志得出操作

系统11在该时间区间内的系统日志。所述系统日志还包括其他信息，例如显示装置12的打

开及关闭信息。

[0014] 所述待机异常耗电侦测系统10每隔指定时间获取一次操作系统11的系统日志，通

过分析系统日志确定电子设备1处于待机状态的时间区间，即电子设备的待机期间，并分析

该时间区间的系统日志确定阻止操作系统11进入休眠状态的应用程序及后台服务的信息，

即待机异常耗电信息。本实施例中，当电子设备1的显示装置12处于关闭状态时，表示电子

设备1处于待机状态。故所述待机期间指的是从使用者关闭电子设备1的显示装置12到使用

者下次开启电子设备1的显示装置12的时间区间。

[0015] 所述的存储装置14可以是所述电子设备1的内存，也可以是智能媒体卡(Smart 

Media  Card)、安全数字卡(Secure  Digital  Card)、快闪存储器卡(Flash  Card)等外部储

存设备，用于存储所述待机异常耗电侦测系统10与操作系统11的程序指令段及数据资料

等。

[0016] 在本实施例中，本发明所述的待机异常耗电侦测系统10可以被分割成一个或多个

模块，所述的一个或多个模块均被存储于存储装置14中，并由一个或多个处理器13所执行，

以完成本发明。参阅图1所示，本发明所述的待机异常耗电侦测系统10被分割成获取模块

101、第一判断模块102、第二判断模块103、第一存储模块104以及第二存储模块105。本发明

所称的模块是指能够完成特定功能的一系列计算机程序段，比程序更适合于描述软件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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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设备1中的执行过程。以下将结合图2的流程图来描述各个模块的具体功能。

[0017] 参阅图2所示，是本发明待机异常耗电侦测方法的较佳实施例的流程图。在本实施

例中，根据不同的需求，图2所示的流程图中的步骤的执行顺序可以改变，某些步骤可以省

略。

[0018] 步骤S20，获取模块101在第一时间获取操作系统11的系统日志。在本实施例中，所

述待机异常耗电侦测系统10以指定时间间隔(例如每3分钟一次)获取所述操作系统11的系

统日志，通过分析前后两次获取的系统日志判断电子设备1中是否运行有异常消耗电量的

应用程序及后台服务，所述获取系统日志的时间称为检测时间点。

[0019] 步骤S21，获取模块101在第二时间获取操作系统11的系统日志，将第二时间获取

的系统日志与第一时间获取的系统日志做比较，得出操作系统11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的

系统日志。所述第二时间与第一时间相差指定时间间隔的若干倍。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待机

异常耗电侦测系统10以指定时间间隔(例如每3分钟一次)获取所述操作系统11的系统日

志，但是当操作系统11处于休眠状态时，所述待机异常耗电侦测系统10无法获取操作系统

11的系统日志，故所述第二时间与第一时间相差指定时间间隔的若干倍。

[0020] 步骤S22，第一判断模块102根据操作系统11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的系统日志判

断电子设备1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是否一直处于待机状态。所述第一判断模块102分析操

作系统11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的系统日志，获取电子设备1的显示装置12在第一时间到

第二时间的状态，若所述显示装置12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一直处于关闭状态，则表示电

子设备1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一直处于待机状态。

[0021]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实施例中，若电子设备1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有部分时间处

于待机状态，所述待机异常耗电侦测系统10不会判断该部分时间是否有异常耗电信息，故

若电子设备1的一个待机期间包含的检测时间点少于两个，则所述待机异常耗电侦测系统

10不会判断该待机期间是否有异常耗电信息，故本实施例中的所指的待机期间都至少包括

两个检测时间点。

[0022] 当电子设备1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一直处于待机状态时，步骤S23，第二判断模

块103判断操作系统11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是否一直处于休眠状态。若操作系统11从第

一时间到第二时间不是一直处于休眠状态，则表示电子设备1在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期间

存在异常耗电，执行步骤S25；若操作系统11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一直处于休眠状态，则

表示电子设备1在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期间不存在异常耗电，流程结束。操作系统11的系统

日志中没有记录操作系统11是否休眠的信息，操作系统11有相应的函数能够获取操作系统

11处于休眠状态的时间区间。第二判断模块103通过将操作系统11处于休眠状态的时间区

间和第一时间及第二时间做比较来确定操作系统11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是否一直处于

休眠状态。

[0023] 例如，操作系统11处于休眠状态的时间区间是08:21:00～08:28:00，所述待机异

常耗电侦测系统10每隔3分钟获取一次操作系统11的系统日志，第一时间是08:20:00，因为

操作系统11在08:23:00与08:26:00的时候处于休眠状态，待机异常耗电侦测系统10无法获

取操作系统11的系统日志，故第二时间是08:29:00，因操作系统11在08:20:00～08:29:00

不是一直处于休眠状态，故第二判断模块103判断操作系统11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不是

一直处于休眠状态。若操作系统11处于休眠状态的时间区间是08:20:00～08:29:00，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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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断模块103判断操作系统11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一直处于休眠状态。

[0024] 步骤S24，第一存储模块104分析操作系统11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的系统日志，

得到电子设备1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的异常耗电信息，并在第一存储空间存储所述异常

耗电信息，流程结束。所述异常耗电信息指的是在电子设备1待机期间阻止操作系统11进入

休眠状态的应用程序及后台服务的信息。在本实施例中，阻止操作系统11进入休眠状态的

操作为申请唤醒锁或者未释放唤醒锁、通过网络发送或者接收数据以及将操作系统11从休

眠状态唤醒。故所述异常耗电信息指的是在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期间做出上述操作的应用

程序及后台服务的信息。

[0025] 当电子设备1从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不是一直处于待机状态时，即电子设备1在第

一时间到第二时间期间退出待机状态或者电子设备1在第一时间之前退出待机状态，步骤

S25，第二存储模块105判断电子设备1是否在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期间退出待机状态。若电

子设备1是在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期间退出待机状态，则执行步骤S26，第二存储模块105将

第一存储空间中存储的异常耗电信息复制到第二存储空间，并清空第一存储空间存储的异

常耗电信息，流程结束；否则，若电子设备1不是在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期间退出待机状态，

流程结束。

[0026] 因为第二存储模块105在电子设备1退出待机状态的第一个检测时间点清空所述

第一存储空间存储的异常耗电信息，故所述第一存储空间存储的异常耗电信息是电子设备

1退出待机状态前的一个待机期间的若干个周期的异常耗电信息。

[0027]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二存储模块105通过判断所述第一存储空间中存储的异常

耗电信息是否为空来判断电子设备1是否在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期间退出待机状态。因为

第二存储模块105在电子设备1退出待机状态的第一个检测时间点清空所述第一存储空间

存储的异常耗电信息，故若电子设备1不是在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期间退出待机状态，即在

第一时间之前退出待机状态，那么第二存储模块105在第一时间或者第一时间之前就已经

清空了所述第一存储空间存储的异常耗电信息，故在第二时间，所述第一存储空间存储的

异常耗电信息为空。

[0028] 在其他实施例中，所述第二存储模块105也可通过其他方式判断电子设备1是否在

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期间退出待机状态，例如通过一个逻辑变量来判断。当第一存储模块

104将异常耗电信息存储到第一存储空间时，表示电子设备1处于待机状态，将该逻辑变量

设为“1”。当第二存储模块105清空所述第一存储空间存储的异常耗电信息时，表示电子设

备1刚刚退出待机状态，将该逻辑变量设为初始值“0”。故当电子设备1退出待机状态后，只

有在第一个检测时间点逻辑变量才为“1”，故第二存储模块105可以通过判断该逻辑变量是

否为“1”来判断电子设备1是否在第一时间到第二时间期间退出待机状态。

[0029] 所述第二存储模块105还以指定的方式提醒使用者在电子设备1待机期间发生电

量异常消耗，并询问使用者是否查看异常耗电信息。本实施例中，所述指定的方式是在电子

设备1的显示装置12上显示悬浮窗口，在其他实施例中也可以是其他方式。

[0030] 本发明待机异常耗电侦测系统10是一个周期性循环执行的系统，上述步骤S20～

S26是其中一个周期。本发明主要用于提供电子设备待机期间的耗电信息，一个待机期间可

以包含若干个周期。

[0031] 最后所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本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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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

明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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