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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n energy- saving display method for a terminal, comprising: after a terminal enters a static display page, sendin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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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一种终端 的节 能显示方法 ，包括 ：在 终端进入静态显示页面后 ，发送休眠指令给终端 的主处理器 ，
指示所述主处理器进入休眠模式 （101 ) ；在发生唤醒事件 时，发送唤醒信号给所述主处理器 ，指示所述主处
理器退 出所述休眠状态 （102 ) 。一 种与该方法对应 的节 能显示装置 、 LCD 模组和终端 ，可有效降低终端 的功
耗 ，加强终端的续航能力 。



终端的节能显示方法及装置、LCD 模组、终端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智能终端领域，特别是指一种终端的节能显示方法及装置、

LCD 模组、终端。

背景技术

当前，电池容量已成为各种终端尤其是智能终端发展的主要瓶颈。然

而，随着各种终端的 LCD ( Liquid Crystal Display, 液晶显示 ）屏尺寸越来

越大，分辨率越来越大，LCD 的功耗也越来越大。一些 PAD 类产品和一些

大屏终端的 LCD 功耗高达整机功耗的一半。对于整个终端而言，在电池容

量有限的情况下，为了增加续航能力只能致力于降低功耗。

现有技术通常通过降低 LCD 功耗的方法来节省电池的电量，增加电池

的续航能力。常用的 LCD 降低功耗的方法主要有：1、环境敏感背光 自动

调节，该方法通过各种不同的光敏器件，如：光敏二极管、专用光传感器

或摄像头等实现对环境光的检测，以此来 自动调整 LCD 的背光亮度，从 而

降低 LCD 的功耗；2、 自适应背光亮度控制 （Content Adaptive Backlight

Control, CABC )，该种方法通过一定的算法从 LCD 显示的内容中计算出不

同的白平衡数值，以此来 自动调节 LCD 的背光亮度，从而降低 LCD 的功

耗。

但是在实际应用中，终端在进行 LCD 显示的时候，与之相适配的主处

理器也处于高速运行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主处理器的功耗很大，主处理器

的功耗甚至比 LCD 屏的功耗更大。因此，仅仅通过调节 LCD 背光的亮度

并不能达到有效节省电池电量的目的。



发 明内容

本发 明实施例要解决的其 中一个技术 问题是提供一种终端的节能显示

方法及装置、LCD 模组 、终端 ，能够有效降低终端的功耗 ，延长终端的续

航 能力。

为解决上述技术 问题 ，本发 明的实施例提供技术方案如下：

一方面，提供一种终端的节能显示方法，包括：

在终端进入静 态显示页面后 ，发送休 眠指令给终端的主处理器，指示

所述主处理器进入休 眠模 式；

在发生唤醒事件 时，发送唤醒信号给所述主处理器，指示所述主处理

器退 出所述休 眠状态。

优选地 ，上述方案 中，所述唤醒事件 包括 ：接 收到用户输入 的操作指

令 、终端的定时器被触发和终端的传感器被触发 。

优选地 ，上述方案 中，所述发送休 眠指令给终端的主处理器之前 ，该

方法还 包括：

获取并保存待显示的静 态显示 内容 ，在所述静 态显示页面对所述静 态

显示 内容进行显示。

优选地 ，上述方案 中，所述发送唤醒信 号给主处理器之后 ，该方法还

包括：

接 收所述主处理器发送的刷新 页面显示 内容 ，保存并显示所述刷新 页

面显示 内容；

发送休 眠指令给终端的主处理器，指示所述主处理器进入休 眠模 式。

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终端的节能显示装置 ，该装置 包括 ：

指示休 眠模块 ，配置为在终端进入静 态显示页面后 ，发送休 眠指令给

终端的主处理器，指示所述主处理器进入休 眠模 式；

唤醒模块 ，配置为在发生唤醒事件 时，发送唤醒信号给主处理器，指



示所述主处理器退 出所述休 眠状态。

优选地 ，上述方案 中，所述唤醒事件 包括 ：接 收到用户输入 的操作指

令 、终端的定时器被触发和终端的传感器被触发 。

优选地 ，上述方案 中，所述装置还 包括 ：

处理模块 ，配置为获取并保存待显示的静 态显示 内容 ，在所述静 态显

示页面对所述静 态显示 内容进行显示。

优选地 ，上述方案 中，所述处理模块 ，还 配置为接 收所述主处理器发

送的刷新 页面显示 内容 ，保存并显示所述刷新 页面显示 内容；

所述指示休 眠模块 ，还 配置为在所述处理模块显示所述刷新 页面显示

内容后 ，发送休 眠指令给终端的主处理器，指示所述主处理器进入休 眠模

式。

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 LCD 模组 ，包括如上所述的终端的节能显

示装置。

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终端 ，包括如上所述的终端的节能显示装

置。

本发 明的实施例具有 以下有益效果：

上述方案 中，在终端进入静 态显示页面后 ，发送休 眠指令给终端的主

处理器，指示主处理器进入休 眠模 式。这样 能够在终端进行静 态显示时，

主处理器停止运行 ，只 留下 LCD 模组工作 ，靠 LCD 模组 自身的驱动 电路

和刷新机制来维持静 态画面的显示，最大限度地降低 了终端的整机功耗 。

附图说 明

图 1 为本发 明实施例的终端的节能显示方法的流程示意 图；

图 2 为本发 明实施例的终端的节能显示装置的结构框 图；

图 3 为本发 明实施例的终端的硬件结构示意图；

图 4 为本发 明实施例的终端的另一硬件结构示意 图；



图 5 为本发 明实施例一 的终端 的节能显示方法的流程示意 图；

图 6 为本发 明实施例二 的终端 的节能显示方法的流程示意 图。

具体 实施 方式

为使本发 明的实施例要解 决的技术 问题 、技术方案和优 点更加 清楚 ，

下面将结合 附图及具体 实施例进行详 细描述 。

本发 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终端 的节能显示方法及装置、LCD 模组 、终

端 ，能够有效降低终端 的功耗 ，延长终端的续航 能力。

图 1 为本发 明实施例 的终端 的节能显示方法的流程示意 图，如 图 1 所

示 ，本 实施例 包括 ：

步骤 101 : 在终端进入静 态显示页面后 ，发送休 眠指令给终端的主处理

器，指示主处理器进入休 眠模 式；

步骤 102: 在发生唤醒事件 时，发送唤醒信号给主处理器 ，指示主处理

器退 出休 眠状 态。

在一个 实施例 中，上述方案 中，唤醒事件 包括接 收到用户输入 的操作

指令 、终端的定时器被触发和终端的传感器被触发 。

在一个 实施例 中，上述方案 中，步骤 101 之前还 包括 ：

获取 并保存待显示的静 态显 示 内容 ，在静 态显示 页面对静 态显示 内容

进行显示 。

在一个 实施例 中，上述方案 中，步骤 102 之后还 包括 ：

接 收主处理器发送 的刷新 页面显示 内容 ，保存 并显示刷新 页面显示 内

容；

发送休 眠指令给终端的主处理器，指示主处理器进入休 眠模 式。

本发 明实施例 的终端 的节能显示方法 ，在终端进入静 态显示 页面后 ，

发送休 眠指令给终端 的主处理器 ，指示主处理器进入休 眠模 式。这样 能够

在终端进行静 态显示时，主处理器停止运行 ，只 留下 LCD 模组工作 ，靠 LCD



模组 自身的驱动 电路和刷新机制来维持静 态画面的显示 ，最大限度地降低

了终端的整机功耗 。

图 2 为本发 明实施例的终端的节能显示装置的结构框 图，如 图 2 所示，

本 实施例 包括：

指示休 眠模块 20，位于所述终端 ，可通过 CPU 实现 ，配置为在终端进

入静 态显示页面后 ，发送休 眠指令给终端的主处理器，指示主处理器进入

休 眠模 式；

唤醒模块 2 1，位于所述终端 ，可通过 CPU 实现 ，配置为在发生唤醒事

件 时，发送唤醒信号给主处理器，指示主处理器退 出休 眠状态。

在一个 实施例 中，上述方案 中，唤醒事件 包括接 收到用户输入 的操作

指令 、终端的定时器被触发和终端的传感器被触发 。

在一个 实施例 中，上述方案 中，该装置还 包括：

处理模块 22，位于所述终端 ，可通过 CPU 实现 ，配置为获取并保存待

显示的静 态显示 内容 ，在静 态显示页面对静 态显示 内容进行显示。

在一个 实施例 中，上述方案 中，所述处理模块 22，还配置为接 收主处

理器发送的刷新 页面显示 内容 ，保存并显示刷新 页面显示 内容；

所述指示休 眠模块 20，还配置为在处理模块显示刷新 页面显示 内容后 ，

发送休 眠指令给终端的主处理器，指示主处理器进入休 眠模 式。

本发 明实施例的终端的节能显示装置 ，在终端进入静 态显示页面后 ，

发送休 眠指令给终端的主处理器，指示主处理器进入休 眠模 式。这样 能够

在终端进行静 态显示时，主处理器停止运行 ，只留下 LCD 模组工作 ，靠 LCD

模组 自身的驱动 电路和刷新机制来维持静 态画面的显示 ，最大限度地降低

了终端的整机功耗 。

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 LCD 模组 ，包括上述的终端的节能显示装

置。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终端，包括上述的终端的节能显示装置。

下面结合具体的实施例以及附图 3-6 对本发明的终端的节能显示方法

及装置进行详细介绍：

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是在终端进行静态显示时，让主处理器进入

休眠状态，停止运行，只留下 LCD 模组工作，靠 LCD 模组 自身的驱动电

路和刷新机制来维持静态画面的显示。此时整机的功耗主要是 LCD 模组的

功耗，这样就最大限度地降低 了整机功耗。

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适用于静态显示内容，所述静态显示内容是

指：显示内容只有在用户干预或者是一些特定事件，如定时器或传感器触

发时才会更新，否则显示内容将一直维持不变。在 当前终端应用中，静态

显示的场合 包括有：各文档编辑软件、图片查看软件、图片编辑软件、电

子书以及浏览器等。

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适用于拥有 内置显存，即显示存储器的 LCD

模组或外置显存的 LCD 模组的终端，其中，LCD 模组由背光驱动电路、LCD

屏以及 LCD 外围电源组成。1 ) 内置显存的 LCD 模组是指 LCD 屏集成了

显存，LCD 模组可以独立于主处理器运行，独立实现当前显存 内容的 自动

刷新并保持显示，如图 3 所示为 LCD 内部集成显存的终端的硬件框图；2 )

外置显存是指 LCD 模组的显存配置在 LCD 屏之外，LCD 模组没有集成显

存，但是硬件系统配置了独立显存，LCD 模组一般和主处理器共用显存，

如图 4 所示为 LCD 外置显存的终端的硬件框图。此时该终端的主处理器必

须为 LCD 模组分配独立的 DMA ( Direct Memory Access ，直接 内存存取 )

控制器。主处理器中的 DMA 控制器需要具备以下功能：只要 DMA 控制器

初始化完成后，DMA 控制器便可独立运行而不受主处理器的运行状态影

响。即使主处理器处于停止运行状态，如休眠状态时，DMA 控制器也可进

行相关的数据读写操作，这样在主处理器休眠之后 DMA 控制器配合独立显



存完成显存 内容的 自动刷新并保持显示。

下面结合 具体 的应 用对 本发 明 实施 例 的终端 的节 能显 示方法进行说

明：

实施例一：

本 实施例的技术方案用于实现终端的图片浏览器、文本编辑器和 电子

书等应用的低功耗显示模 式。

如 图 5 所示，本 实施例 包括以下步骤 ：

1 ) 软件注册后启动应用：终端的节能显示装置在终端的系统 中将 图片

浏览器、文本编辑器和 电子 书等应用注册为待机任务保持模 式，即在 系统

待机前 图片浏览器、文本编辑器和 电子 书等应用无需强制退 出，以获取待

机 中一些唤醒事件 ；

2 ) 控制方式设置：终端的节能显示装置在该些应用 中设 置待机唤醒事

件 ，如将用户触摸触屏 、侧键或者定时器被触发等事件作 为唤醒事件 ，并

设置这些唤醒事件在待机 时的优先响应权限；这样用户在主处理器待机 时，

可以通过触摸触屏和侧键 来完成 电子 书的点击或翻 页等操作 ，或者在定时

器被触发后 ， 自动进行 电子书的翻 页操作 ；

3 ) 显示或保存 ：终端的节能显示装置读取并保存待显示的内容 ，或保

存响应编辑 内容；

4 ) 预读处理：终端的节能显示装置完成预读操作 ，并进行待机前设置 ，

主要设 置触摸屏 、侧键或定时器等相 关寄存 器。设 置完成后 ，终端的节能

显示装置发送休 眠指令至主处理器，主处理器进入休 眠状 态。此时虽然主

处理器 已休 眠，但是 LCD 屏一直保持相应 的显示 内容 ，如 电子 书页面，在

此期 间用户可以仔 细查 阅当前显示 内容；

5 ) 主处理器判断有唤醒事件则恢复到休 眠前状态，否则继续休 眠：用

户浏览完成后 ，触摸触屏 、侧键或定时器唤醒事件发生 ，终端的节能显示



装置发送唤醒信号至主处理器，主处理器被迅速唤醒并恢复到休眠前状态，

响应显示刷新操作，内容刷新后主处理器再次休眠。

实施例二：

本实施例的技术方案用于实现终端的网络浏览器的低功耗显示模式。

由于本发明只能适用于静态显示内容，因而本实施例只涉及网页静态内容

的显示，如网页静态文本或图片；网页上其它动态内容如 fksh 、音频文件

将无法显示或播放。

如图 6 所示，本实施例包括以下步骤：

1 ) 软件注册后启动应用：终端的节能显示装置在终端的系统中将浏览

器应用注册为待机任务保持模式；

2 ) 控制方式设置：终端的节能显示装置在浏览器应用中设置待机唤醒

事件，如将用户触摸触屏、侧键或者定时器被触发等事件作为唤醒事件，

并设置这些唤醒事件在待机时的优先响应权限。这样用户在主处理器待机

时，可 以通过触摸触屏和侧键来完成网页的点击或翻页等操作，或者在定

时器被触发后，自动进行网页的翻页操作；

3 ) Modem ( 调制解调器 ）同步下载并緩存网页数据。下载緩存完成后，

主处理器批量读取緩存数据。为了让主处理器休眠时间较长，本实施例中

需要将 modem 设置成下载批量緩存模式；

4 ) 动态数据过滤：终端的节能显示装置将网页动态数据过滤掉或者将

网页动态数据更新为静态数据；

5 ) 终端的节能显示装置更新显示内容；

6 )终端的节能显示装置进行休眠判定，若用户在预设的时间里无操作，

发送休眠指令至主处理器，指示主处理器进入休眠状态。此时虽然主处理

器已休眠，但是 LCD 屏一直保持当前浏览的页面，在此期间用户浏览该页

面；



7 ) 主处理器判断有唤醒事件则恢复到休 眠前状态，否则继续休 眠：用

户浏览完成后 ，可通过触屏 、侧键等操作唤醒主处理器，终端的节能显示

装置发送唤醒信号至主处理器，主处理器被迅速唤醒并恢复到休 眠前状态，

继续进行新 的页面浏览和刷新操作 ，内容刷新后主处理器再次休 眠。

本发 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在终端进入静 态显示页面后 ，发送休 眠指令

给终端的主处理器，指示主处理器进入休 眠模 式。这样 能够在终端进行静

态显示时，主处理器停止运行 ，只留下 LCD 模组工作 ，靠 LCD 模组 自身

的驱动 电路和刷新机制来维持静 态画面的显示 ，最大限度地降低 了终端的

整机功耗 。

本文 中所描述的许 多功能部件都被称为模块 ，以便 更加特别地强调其

实现方式的独立性。

本发 明实施例 中，模块可以用软件 实现 ，以便 由各种类型的处理器执

行 。举例来说 ，一个标识 的可执行代码模块可以包括计算机指令 的一个或

多个物理或者逻辑块 ，举例来说 ，其可 以被构建为对 象、过程或 函数 。尽

管如此 ，所标识模块的可执行代码无需物理地位 于一起 ，而是可以包括存

储在不 同物理上的不 同的指令 ，当这些指令逻辑上结合在一起 时，其构成

模块并且 实现该模块的规定 目的。

实际上 ，可执行代码模块可 以是单条指令或者是许 多条指令 ，并且甚

至可以分布在 多个不 同的代码段上 ，分布在不 同程序 当中，以及跨越 多个

存储 器设备分布 。同样地 ，操作数据可 以在模块 内被识别 ，并且可以依照

任何适 当的形式实现并且被组织在任何适 当类型的数据结构 内。所述操作

数据可以作 为单个数据 集被收集，或者可以分布在不 同位置上 （包括在不

同存储设备上 ），并且至少部分地可 以 仅作 为 电子信 号存在 于 系统或 网络

上。

在模块可以利用软件 实现 时，考虑到现有硬件工艺的水平 ，所以 可 以



以软件 实现 的模块 ，在不考虑成本的情况下，本领域技术人 员都可以搭建

对应 的硬件 电路来 实现对应 的功能，所述硬件 电路 包括常规 的超 大规模 集

成 （VLSI ) 电路或者 门阵列以及诸如逻辑芯片、晶体管之类的现有半导体

或者是其它分立的元件 。模块还可以用可编程硬件设备 ，诸如现场可编程

门阵列、可编程 阵列逻辑、可编程逻辑设备等 实现 。

在本发 明各方法实施例 中，所述各步骤 的序号并不能用于限定各步骤

的先后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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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步骤 的先后 变化也在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以上所述是本发 明的优选 实施方式，应 当指 出，对 于本技术领域的普

通技术人 员来说 ，在不脱 离本发 明所述原理的前提 下，还可以作 出若干改

进和润饰 ，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 为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

工业实用性

本发 明实施例在终端进入静 态显示页面后 ，发送休 眠指令给终端的主

处理器，指示所述主处理器进入休 眠模 式；在发生唤醒事件 时，发送唤醒

信号给所述主处理器，指示所述主处理器退 出所述休 眠状 态。这样 能够在

终端进行静 态显示时，主处理器停止运行 ，仅靠 LCD 模组 自身的驱动 电路

和刷新机制来维持静 态画面的显示，最大限度地降低 了终端的整机功耗 。



权利要求书

1. 一种终端的节能显示方法，该方法 包括：

在终端进入静 态显示页面后 ，发送休 眠指令给终端的主处理器，指示

所述主处理器进入休 眠模 式；

在发生唤醒事件 时，发送唤醒信号给所述主处理器，指示所述主处理

器退 出所述休 眠状态。

2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终端的节能显示方法，其 中，所述唤醒事件

包括 ：接 收到用户输入 的操作指令 、终端的定时器被触发和终端的传感器

被触发 。

3.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终端的节能显示方法，其 中，所述发送休 眠

指令给终端的主处理器之前 ，该方法还 包括：

获取并保存待显示的静 态显示 内容 ，在所述静 态显示页面对所述静 态

显示 内容进行显示。

4 . 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终端的节能显示方法，其 中，所述发送唤醒

信号给主处理器之后 ，该方法还 包括 ：

接 收所述主处理器发送的刷新 页面显示 内容 ，保存并显示所述刷新 页

面显示 内容；

发送休 眠指令给终端的主处理器，指示所述主处理器进入休 眠模 式。

5. 一种终端的节能显示装置，该装置 包括：

指示休 眠模块 ，配置为在终端进入静 态显示页面后 ，发送休 眠指令给

终端的主处理器，指示所述主处理器进入休 眠模 式；

唤醒模块 ，配置为在发生唤醒事件 时，发送唤醒信号给所述主处理器，

指示所述主处理器退 出所述休 眠状态。

6. 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终端的节能显示装置，其 中，所述唤醒事件

包括 ：接 收到用户输入 的操作指令 、终端的定时器被触发和终端的传感器



被触发 。

7. 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终端的节能显示装置，其 中，所述装置还 包

括：

处理模块 ，配置为获取并保存待显示的静 态显示 内容 ，在所述静 态显

示页面对所述静 态显示 内容进行显示。

8. 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终端的节能显示装置，其 中，

所述处理模块 ，还配置为接收所述主处理器发送的刷新 页面显示 内容 ，

保存并显示所述刷新 页面显示 内容；

所述指示休 眠模块 ，还 配置为在所述处理模块显示所述刷新 页面显示

内容后 ，发送休 眠指令给终端的主处理器，指示所述主处理器进入休 眠模

式。

9. 一种 LCD 模组 ，所述 LCD 模组 包括如权利要求 5-8 中任一项所述

的终端的节能显示装置。

10. 一种终端 ，所述终端 包括如权利要求 5-8 中任一项所述的终端的节

能显示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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