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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本公开公开 了一种收货信 息处理方法和装置 ，属于 电子 商务领域 。所述方法包括 ：接 收用户发送 的
匿名收货指令 ；对所述用户选择 的收货信息进行匿名处理 ，得到与所述收货信息对应 的匿名信息；生成包含所
述匿名信 息的第 一订单 ；向第三方提供所述第一订单 。所述装置包括 ：接收模块 ，用于接收用户 的匿名收货指
令 ；匿名处理模块 ，用于对所述用户选择 的收货信 息进行匿名处理 ，得到与所述收货信息对应 的匿名信 息；订
单生成模块 ，用 于生成包含所述匿名处理模块得到 的所述匿名信息的第一订单 ；提供模块 ，用于 向第三方提供
所述订单生成模块生成 的所述第一订单 。本公开通过将用户 的匿名信 息代 替用户 的收货信 息提供给第三方 ，保
护 了用户 的隐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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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货信息处理方法和装置

本申请基于申请号为 201310314178.9 、申请 日为 2013/7/24 的中国专利申请提出，并

要求该中国专利申请的优先权，该中国专利申请的全部内容在此引入本申请作为参考。

技术领域

本公开涉及电子商务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收货信息处理方法和装置。

背景技术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电子交易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电子交易的方式购买商品。

通常，电子交易的过程如下：用户先在线选择要购买的商品，然后填写收货信息，服

务提供商会根据用户填写的收货信息生成订单，并直接将包括有用户填写的收货信息的订

单提供给第三方 （物流或供货商），再由第三方根据所述收货信息将用户购买的商品送到

用户手中。其中，用户填写的收货信息一般包括用户的姓名和电话等。

在实现本公开的过程中，发明人发现上述过程至少存在以下问题：

为了将商品送到用户手中，服务提供商需要向第三方提供用户的姓名和电话等隐私信

息，从而向第三方泄露了用户的隐私，不能为用户的隐私提供保护。

发明内容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中存在的泄露用户隐私的问题，本公开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收货信息

处理方法和装置。所述技术方案如下：

根据本公开实施例的第一方面，本公开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收货信息处理方法，所述方

法包括：

接收用户发送的匿名收货指令；

对所述用户选择的收货信息进行匿名处理，得到与所述收货信息对应的匿名信息；

生成包含所述匿名信息的第一订单；

向第三方提供所述第一订单。

可选地，所述收货信息至少包括所述用户的真实联系方式及真实称呼，所述匿名信息

至少包括所述用户的虚拟联系方式及虚拟称呼。

在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对所述用户选择的收货信息进行匿名处理，包括：

按照预设的第一规则生成与所述用户的真实称呼对应的虚拟称呼；或/和，

按照预设的第二规则生成与所述用户的真实联系方式对应的虚拟联系方式，并将所述

虚拟联系方式与所述真实联系方式进行关联。

可选地，当所述真实联系方式及虚拟联系方式分别为真实联系电话和虚拟联系电话



时，所述将所述虚拟联系方式与所述真实联系方式进行关联为：

将所述虚拟联系电话对应的呼叫转移号码设置为所述真实联系电话。

进一步地，所述将所述虚拟联系电话对应的呼叫转移号码设置为所述真实联系电话，

包括：

当所述虚拟联系电话为固定电话或移动电话时，向电话交换机发送呼叫转移指令，由

所述电话交换机将所述虚拟联系电话的呼叫转移号码设置为所述真实联系电话；

当所述虚拟联系电话为网络电话时，向即时通信 IM 服务器或者互联网协议电话 VoIP

服务器发送所述呼叫转移指令，由所述 IM 服务器或者 VoIP 服务器将所述虚拟联系电话

的呼叫转移号码设置为所述真实联系电话。

可选地，所述方法还包括：

接收到所述用户发送的收货成功指令时，解除所述虚拟联系方式与所述真实联系方式

间的关联。

根据本公开实施例的第二方面，本公开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收货信息处理装置，所述装

置包括：

接收模块，用于接收用户的匿名收货指令；

匿名处理模块，用于对所述用户选择的收货信息进行匿名处理，得到与所述收货信息

对应的匿名信息；

订单生成模块，用于生成包含所述匿名处理模块得到的所述匿名信息的第一订单；

提供模块，用于向第三方提供所述订单生成模块生成的所述第一订单。

可选地，所述收货信息至少包括所述用户的真实联系方式及真实称呼，所述匿名信息

至少包括所述用户的虚拟联系方式及虚拟称呼。

在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匿名处理模块包括：

称呼处理单元，用于按照预设的第一规则生成与所述用户的真实称呼对应的虚拟称

呼；或/和，

联系方式处理单元，用于按照预设的第二规则生成与所述用户的真实联系方式对应的

虚拟联系方式，并将所述虚拟联系方式与所述真实联系方式进行关联。

可选地，所述联系方式处理单元用于，

当所述真实联系方式及虚拟联系方式分别为真实联系电话和虚拟联系电话时，将所述

虚拟联系电话对应的呼叫转移号码设置为所述真实联系电话。

进一步地，所述联系方式处理单元用于，

当所述虚拟联系电话为固定电话或移动电话时，向电话交换机发送呼叫转移指令，由

所述电话交换机将所述虚拟联系电话的呼叫转移号码设置为所述真实联系电话；

当所述虚拟联系电话为网络电话时，向即时通信 IM 服务器或者互联网协议电话 VoIP

服务器发送所述呼叫转移指令，由所述 IM 服务器或者 VoIP 服务器将所述虚拟联系电话

的呼叫转移号码设置为所述真实联系电话。



可选地 ，所述联系方式处理单元还用于 ，

接 收到所述用户发送 的收货成功指令 时 ，解 除所述虚拟联系方式与所述真实联系方式

间的关联 。

本 公开 的实施例提供 的技术方案可 以包括 以下有益效果 ：

将 匿名信 息代 替用户 的收货信 息提供给第三方 ，隐藏 了用户 的真实信 息 ，使用户 的信

息不会 向除用户和服务提供商 以外 的第三方泄露 ，保护 了用户 的隐私 。

在发 明内容 的最后增加如下表述 ：应 当理解 的是 ，以上 的一般描述和后文 的细节描述

仅是示例性和解释性 的，并不能限制本发 明。

附图说明

为 了更清 楚地说 明本 公开实施例 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 中所 需要使用 的

附图作简单地介绍 ，显而 易见地 ，下面描述 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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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 收货信 息处理方法 的流程 图；

图 2 是本 公开实施例提供 的另一种 收货信 息处理方法 的流程 图；

图 3 是本 公开实施例提供 的对 收货信 息进行匿名处理 的过程 的示 意 图；

图 4 是本 公开实施例提供 的 电话交换机设置 呼叫转移 的示 意 图；

图 5 是本 公开实施例提供 的 IM 服务器或 VoIP 服务器设置 呼叫转移 的示 意 图；

图 6 是本 公开实施例提供 的第三方通过 呼叫转移与用户通信 的示 意 图；

图 7 是本 公开实施例提供 的回收过程 的示 意 图；

图 8 是本 公开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 收货信 息处理装置 的结构示 意 图；

图 9 是本 公开实施例提供 的另一种 收货信 息处理装置 的结构示 意 图；

图 10 是本 公开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 收货信 息处理装置 的硬件结构 图。

在 附图说 明的最开始增加如下表述 ：此处 的附图被并入说 明书 中并构成本说 明书 的一

部分 ，示 出了符合本发 明的实施例 ，并与说 明书一起用于解释本发 明的原理 。

具体实施方式

为使本 公开 的 目的、技术方案和优 点更加清 楚 ，下面将结合 附图对本 公开实施方式作

进一步地详细描述 。

图 1 是根据一示例性实施例示 出的一种 收货信 息处理方法 的流程 图，包括 ：

步骤 101 : 接 收用户发送 的匿名收货指令 。

步骤 102: 对 用户选择 的收货信 息进行匿名处理 ，得到与收货信 息对应 的匿名信 息 。

在本实施例 中，收货信 息至少包括用户 的真实联系方式 、真实称 呼、真实 的地址等信

息 ，这里 ，用户可 以选择 需要进行匿名处理 的收货信 息 ，用户选择 的收货信 息可 以为用户



填写的收货信息中的一个或多个，如选择对用户的真实称呼进行匿名处理，或/和选择对

用户的真实联系方式进行匿名处理。

步骤 103: 生成包含匿名信息的第一订单。

步骤 104: 向第三方提供第一订单。

在本实施例中，该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物流和供货商等。

本公开实施例通过将匿名信息代替用户的收货信息提供给第三方，隐藏了用户的真实

信息，使用户的信息不会向除用户和服务提供商以外的第三方泄露，保护了用户的隐私。

图 2 是根据一示例性实施例示出的一种收货信息处理方法的流程图，包括：

步骤 201 : 接收用户发送的收货指令。

在本实施例中，收货指令可以为匿名收货指令或实名收货指令。当收货指令为匿名收

货指令时，执行步骤 202a; 当收货指令为实名收货指令时，执行步骤 202b 。

通常，在用户确定需要购买的商品后，会填写收货信息，当服务提供商接收到收货信

息之后，可以提示用户是否需要匿名收货。如果用户选择匿名收货，则服务提供商会收到

匿名收货指令。如果用户选择实名收货 （或者非匿名收货），则服务提供商会收到实名收

货指令。

步骤 202a: 对用户选择的收货信息进行匿名处理，得到与收货信息对应的匿名信息。

在本实施例中，收货信息至少包括用户的真实联系方式、真实称呼、真实的地址等信

息，这里，用户可以选择需要进行匿名处理的收货信息，用户选择的收货信息可以为用户

填写的收货信息中的一个或多个，如选择对用户的真实称呼进行匿名处理，或/和选择对

用户的真实联系方式进行匿名处理。

这里，当用户选择对收货信息中的用户的真实联系方式和真实称呼进行匿名处理，则

得到的匿名信息对应为用户的虚拟联系方式及虚拟称呼。

上述真实称呼和真实联系方式分别为用户在实际生活中所使用的称呼和联系方式 （如

姓名和 电话），虚拟称呼和虚拟联系方式是与用户在实际生活中所使用的称呼和联系方式

不同的称呼和联系方式，其作用仅仅是方便第三方与用户联系，使用户购买的商品可以顺

利送到用户手中。

例如，真实联系方式可以为真实联系电话，通常为固定电话或移动电话，相应地，虚

拟联系方式为与真实联系电话关联的虚拟联系电话，可以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和网络 电话

中的一种或多种。

例如，真实联系方式还可以为真实的电子邮箱，相应地，虚拟联系方式可以为虚拟的

电子邮箱。

在实现时，当用户选择对收货信息中的用户的真实联系方式和真实称呼进行匿名处理

时，该步骤 202a 可以包括：步骤 A ) 按照预设的第一规则生成与用户的真实称呼对应的

虚拟称呼；步骤 B ) 按照预设的第二规则生成与用户的真实联系方式对应的虚拟联系方式，

并将该虚拟联系方式与该用户的真实联系方式进行关联。



在实施例 中，当用户选择对收货信息 中的用户 的真实联系方式或真实称 呼进行匿名处

理时，该步骤 202a 可 以包括上述步骤 A ) 或步骤 B ) 。

在实际应用 中，一般会设置一个数据库 ，该数据库 中保存有可供选择 的虚拟称 呼和虚

拟联系方式 。

当为用户设置虚拟称 呼时，按照预设 的第一规则生成与用户 的真实称 呼对应 的虚拟称

呼，可 以包括 ：从数据库 中任意选取一个虚拟称 呼作为该用户 的虚拟称 呼，或者 ，从数据

库 中选取一个未使用 的虚拟称 呼作为该用户 的虚拟称 呼；选择虚拟称 呼后 ，会建立用户 的

真实称 呼与该用户 的虚拟称 呼之 间的对应关系 ，即得到与用户 的真实称 呼对应 的虚拟称

呼。一个虚拟称 呼可 以同时被一个或多个用户使用 。

当为用户设置虚拟联系方式时，按照预设 的第二规则生成与用户 的真实联系方式对应

的虚拟联系方式 ，可 以包括 ：从数据库 中选取一个未使用 的虚拟联系方式作为该用户 的虚

拟联系方式 。通常 ，一个虚拟联系方式在 同一时刻 只能被一个用户使用 ，当选择 出该用户

的虚拟联系方式后 ，会建立用户 的真实联系方式与用户 的虚拟联系方式之 间的对应关系 。

当虚拟联系方式采用虚拟联系 电话时，数据库 中的虚拟联系 电话是 由服务提供商从通

信运营商处购买的设备 （如 电话交换机 ）决定 的，该设备上绑定有多个可供使用 的电话号

码 。此时，将虚拟联系方式与真实联系方式进行关联 ，可 以包括 ：将虚拟联系 电话对应 的

呼叫转移号码设置为真实联系 电话 。

图 3 是根据一示例性实施例示 出的一种显示 了对收货信息进行匿名处理 （以收货信息

包括真实称 呼和真实联系 电话为例 ）的详细流程 ，如 图 3 所示 ，对真实称 呼进行匿名处理

的过程包括 ，确定 当前待处理用户 的真实称 呼 11，从数据库 中的未绑定订单 的虚拟称 呼

1 中，选择一个虚拟称 呼 13 作为与该用户 的真实称 呼 11 对应 的虚拟称 呼。对真实联系 电

话进行匿名处理过程为 ，确定 当前待处理用户 的真实联系 电话 2 1，从数据库 中未绑定订单

的虚拟联系 电话 22 中，选择一个虚拟联系 电话 23 作为与该用户 的真实联系 电话 2 1 对应

的虚拟联系 电话 23，并将虚拟联系 电话 23 的呼叫转移号码设置为该真实联系 电话 2 1，该

虚拟联系 电话 23 即为与该用户 的真实联系方式对应 的虚拟联系方式 。

例如 ，在实际应用 中，虚拟联系 电话可 以为 固定 电话 、移动 电话或 网络 电话 。当虚拟

联系 电话为 固定 电话或移动 电话时，将虚拟联系 电话对应 的呼叫转移号码设置为真实联系

电话 ，包括 ：向电话交换机发送 呼叫转移指令 ，由电话交换机将虚拟联系 电话 的呼叫转移

号码设置为真实联系 电话 。当虚拟联系 电话为 网络 电话时，将虚拟联系 电话对应 的呼叫转

移号码设置为真实联系 电话 ，包括 ：向 壓 （Instant Messenger, 即时通信 ）服务器或者 VoIP

(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 互联 网协议 电话 ）服务器发送 呼叫转移指令 ，由 IM 服务器

或者 VoIP 服务器将虚拟联系 电话 的呼叫转移号码设置为真实联系 电话 。

图 4 和 图 5 分别是根据一示例性实施例示 出的显示 了通过 电话交换机和 IM 服务器或

者 VoIP 服务器设置 呼叫转移 的流程 图。如 图 4 所示 ，如果虚拟联系 电话为 固定 电话或移

动 电话 ，则在 电话交换机 中，将按照预设 的第二规则生成 的虚拟联系 电话 23 设置 呼叫转



移至真实联系 电话 2 1，如 图 5 所示 ，如果虚拟联系 电话为 网络 电话 ，则在 IM 服务器或

VoIP 服务器 中，将按照预设 的第二规则生成 的虚拟联系 电话 23 设置 呼叫转移至真实联系

电话 2 1。

步骤 202b: 生成包含收货信息的第二订单 。

该步骤 202b 可 以包括 ：将用户 的真实称 呼作为第二订单 中用户 的称 呼，将用户 的真

实联系方式作为第二订单 中用户 的联系方式 。

步骤 203a: 生成包含匿名信息的第一订单 。该步骤 203a 在步骤 202a 之后执行 。

该步骤 203a 可 以包括 ：将用户 的虚拟称 呼作为第一订单 中用户 的称 呼，将用户 的虚

拟联系方式作为第一订单 中用户 的联系方式 。通过该步骤 203a ，即可 以将匿名收货信息与

第一订单绑定在一起 。

在本实施例 中，第一订单 中还可 以包括用户购买商 品的信息和用户指定 的收货地址 ，

本公开对此并不作 限制 。

步骤 203b: 向第三方提供第二订单 。该步骤 203b 在步骤 202b 之后执行 。

步骤 204a: 向第三方提供第一订单 。该步骤 204a 在步骤 203a 之后执行 。

在本实施例 中，第三方为除用户和服务提供商 以外 的第三方 。可选地 ，该第三方可 以

为物流 。

例如 ，第一订单可 以为 电子信息或 印刷在实体上 的信息 。

第三方获得第一订单后 ，若 需要联系用户 ，可 以拨打第一订单 中的虚拟联系 电话 。当

第三方拨打第一订单 中的虚拟联系 电话时，由于设置 了呼叫转移 ，电话交换机 、IM 服务

器或 VoIP 服务器会 自动将该虚拟联系 电话切换为真实联系 电话 ，使第三方可 以与该用户

进行通信 。第三方 1通过拨打第一订单 中的虚拟联系 电话与用户通信 的过程如 图 6 所示 ，

当虚 拟 联 系 电话 为 固定 电话 或 移 动 电话 时 ，通 过 PSTN ( Public Switched Telephone

Network, 公共交换 电话 网络 ）连接到 电话交换机 2， 电话交换机 2 进行呼叫转移 ，通过

PSTN 与真实联系 电话 2 1 建立通信 ，使第三方 1 与用户进行通话 。当虚拟联系 电话为 网络

电话时，通过 PSTN 和 Internet ( 英特 网）连接到 IM 服务器或 VoIP 服务器 3，IM 服务器

或 VoIP 服务器 3 进行呼叫转移 ，通过 Internet 和 PSTN 与真实联系 电话 2 1 建立通信 ，使

第三方 1 与用户进行通话 。

在本实施例 的一种实现方式 中，当步骤 202a 包括将虚拟联系方式与真实联系方式进

行关联时，该方法还可 以包括步骤 ：接收到用户发送 的收货成功指令时，解除虚拟联系方

式与真实联系方式间的关联 ，从而使得虚拟联系 电话可 以被其它用户使用 ，节约 了资源 。

当真实联系方式及虚拟联系方式为分别为真实联系 电话和虚拟联系 电话时，解除虚拟

联系方式与真实联系方式间的关联 ，可 以包括 ：删除虚拟联系 电话 的呼叫转移设置 。

在实际应用 中，当虚拟联系 电话为 固定 电话或移动 电话时，删除虚拟联系 电话 的呼叫

转移设置 ，可 以包括 ：向电话交换机发送解除呼叫转移指令 ，以使 电话交换机删除该虚拟

联系 电话 的呼叫转移设置 ；当虚拟联系 电话为 网络 电话时，删除虚拟联系 电话 的呼叫转移



设置 ，可 以包括 ：向 壓 服务器或 VoIP 服务器发送解 除呼叫转移指令 ，以使 IM 服务器或

者 VoIP 服务器删 除该虚拟联系 电话 的呼叫转移设置 。

图 7 是示例性实施例示 出的显示 了接 收到用户发送 的收货成功指令后 ，回收匿名信 息

的过程 。如 图 7 所示 ，对于包括 匿名信 息 10 的第一订单 20 而 言，当收到第一订单 20 对

应 的收货成功指令后 ，需要将 匿名收货信 息 10 与第一订单 20 解 除绑定 。若 匿名收货信 息

10 中包括虚拟联系 电话 ，则 需要删 除虚拟联系 电话 23 的呼叫转移设置 。

本 公开实施例通过将 匿名信 息代 替用户 的收货信 息提供给第三方 ，隐藏 了用户 的真实

信 息 ，使用户 的信 息不会 向除用户和服务提供商 以外 的第三方泄露 ，保护 了用户 的隐私 。

图 8 是根据一示例性实施例示 出的一种 收货信 息处理装置 ，该装置包括 ：

接 收模块 301 ，用于接 收用户发送 的匿名收货指令 ；

匿名处理模块 302 ，用于对用户选择 的收货信 息进行匿名处理 ，得到与收货信 息对应

的匿名信 息 ；

订单生成模块 303 ，用于生成包含 匿名处理模块 302 得 到 的匿名信 息 的第一订单 ；

提供模块 304 ，用于 向第三方提供订单生成模块 303 生成 的第一订单 。

本 公开实施例通过将 匿名信 息代 替用户 的收货信 息提供给第三方 ，隐藏 了用户 的真实

信 息 ，使用户 的信 息不会 向除用户和服务提供商 以外 的第三方泄露 ，保护 了用户 的隐私 。

本 公开参见 图 9 是根据一示例性实施例示 出的一种 收货信 息处理装置 ，该装置包括 ：

接 收模块 401 ，用于接 收用户发送 的匿名收货指令 ；

匿名处理模块 402 ，用于对用户选择 的收货信 息进行匿名处理 ，得到与收货信 息对应

的匿名信 息 ；

订单生成模块 403 ，用于生成包含 匿名处理模块 402 得 到 的匿名信 息 的第一订单 ；

提供模块 404 ，用于 向第三方提供订单生成模块 403 生成 的第一订单 。

在本实施例 中，收货信 息至少包括用户 的真实联系方式及真实称 呼，匿名信 息至少包

括用户 的虚拟联系方式及虚拟称 呼 。

在本实施例 的一种实现方式 中，匿名处理模块 402 可 以包括 ：

称 呼处理单元 4021 ，用于按照预设 的第 一规则生成与用户 的真实称 呼对应 的虚拟称

呼；或/和 ，

联系方式处理单元 4022 ，用于按照预设 的第二规则生成与用户 的真实联系方式对应 的

虚拟联系方式 ，并将虚拟联系方式与真实联系方式进行关联 。

例如 ，联系方式处理单元 4022 可 以用于 ，当真实联系方式及虚拟联系方式分别为真

实 联系 电话和虚拟 联系 电话 时 ，将虚拟 联系 电话对应 的呼 叫转移 号码 设置为 真实联系 电

话 。

在本实施例 中，联系方式处理单元 4022 可 以用于 ，当虚拟联系 电话为 固定 电话或移

动 电话 时 ，向电话交换机发送 呼叫转移指令 ，由电话交换机将虚拟联系 电话 的呼叫转移 号

码设置为真实联系 电话 ；当虚拟联系 电话为 网络 电话 时 ， 由 IM 服务器或者 VoIP 服务器



将虚拟联系 电话 的呼叫转移号码设置为真实联系 电话 。

在本实施例 的另一种实现方式 中，联系方式处理单元 4022 还可 以用于 ，接收到用户

发送 的收货成功指令时，解除虚拟联系方式与真实联系方式间的关联 。

例如 ，联系方式处理单元 4022 可 以用于 ，当真实联系方式及虚拟联系方式为分别为

真实联系 电话和虚拟联系 电话时，删除虚拟联系 电话 的呼叫转移设置 。

联系方式处理单元 4022 可 以用于 ，当虚拟联系 电话为 固定 电话或移动 电话时，向电

话交换机发送解除呼叫转移指令 ，由电话交换机删除虚拟联系 电话 的呼叫转移设置 ；当虚

拟联系 电话为 网络 电话时，向 IM 服务器或 VoIP 服务器发送解除呼叫转移指令 ，由 IM 服

务器或者 VoIP 服务器删除虚拟联系 电话 的呼叫转移设置 。

本公开实施例通过将匿名信息代替用户 的收货信息提供给第三方 ，隐藏 了用户 的真实

信息，使用户 的信息不会 向除用户和服务提供商 以外 的第三方泄露 ，保护 了用户 的隐私 。

图 10 是根据一示例性实施例示 出的一种收货信息处理装置 ，该装置可 以是一种计算

机或者服务器 。参见 图 10，该装置 50 包括 网络接 口 5 1、存储器 52 以及处理器 53 等部件 。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 以理解 ，图 10 中所示 出的结构并不构成对该装置 50 的限定 ，该装置 50

可 以包括 比图示更多或更少 的部件 ，或者组合某些部件 ，或者不 同的部件布置 。

下面结合 图 10 对装置 50 的各个构成部件进行具体 的介绍 ：

存储器 52 可用于存储软件程序 以及应用模块 ，处理器 53 通过运行存储在存储器 52

的软件程序 以及应用模块 ，从而执行装置 50 的各种功能应用 以及数据处理 。存储器 52 可

主要包括存储程序 区和存储数据 区，其 中，存储程序 区可存储操作系统 、至少一个功能所

需的应用程序 （比如匿名处理 ）等 ；存储数据 区可存储根据装置 50 的处理所创建 的数据

( 比如匿名信息 ）等 。此外 ，存储器 52 可 以包括高速 RAM (Random Access Memory, 随

机存取存储器 ），还可 以包括非易失性存储器 （non-volatile memory) ，例如至少一个磁

盘存储器件 、闪存器件 、或其他 易失性 固态存储器件 。

网络接 口 5 1 可用于接收用户发送 的匿名收货指令 。

处理器 53 是装置 50 的控制 中心，利用各种接 口和线路连接整个计算机 的各个部分 。

处理器 53 通过运行或执行存储在存储器 52 内的软件程序和应用模块 ，以及调用存储

在存储器 52 内的数据 ，处理器 53 可 以实现 ，对用户选择 的收货信息进行匿名处理 ，得到

与收货信息对应 的匿名信息；生成包含匿名信息的第一订单 。

网络接 口 5 1 可用于 ，向第三方提供处理器 53 生成 的第一订单 。

在本实施例 中，收货信息至少包括用户 的真实联系方式及真实称 呼，匿名信息至少包

括用户 的虚拟联系方式及虚拟称 呼。

在本实施例 的一种实现方式 中，处理器 53 可用于 ，按照预设 的第一规则生成与用户

的真实称 呼对应 的虚拟称 呼；或/和 ，按照预设 的第二规则生成与用户 的真实联系方式对

应 的虚拟联系方式 ，并将虚拟联系方式与真实联系方式进行关联 。

例如 ，处理器 53 可用于 ，当真实联系方式及虚拟联系方式分别为真实联系 电话和虚



拟联系电话时，将虚拟联系电话对应的呼叫转移号码设置为真实联系电话。

例如，处理器 53 可用于，当虚拟联系电话为固定电话或移动电话时，向电话交换机

发送呼叫转移指令，由电话交换机将虚拟联系电话的呼叫转移号码设置为真实联系电话；

当虚拟联系电话为网络 电话时，由 IM 服务器或者 VoIP 服务器将虚拟联系电话的呼叫转

移号码设置为真实联系电话。

在本实施例的另一种实现方式中，处理器 53 还可以用于，接收到用户发送的收货成

功指令时，解除虚拟联系方式与真实联系方式间的关联。

例如，处理器 53 可用于，当真实联系方式及虚拟联系方式为分别为真实联系电话和

虚拟联系电话时，删除虚拟联系电话的呼叫转移设置。

例如，处理器 53 可用于，当虚拟联系电话为固定电话或移动电话时，向电话交换机

发送解除呼叫转移指令，由电话交换机删除虚拟联系电话的呼叫转移设置；当虚拟联系电

话为网络 电话时，向 壓 服务器或 VoIP 服务器发送解除呼叫转移指令，由 IM 服务器或者

VoIP 服务器删除虚拟联系电话的呼叫转移设置。

本公开实施例通过将匿名信息代替用户的收货信息提供给第三方，隐藏了用户的真实

信息，使用户的信息不会向除用户和服务提供商以外的第三方泄露，保护了用户的隐私。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实施例提供的收货信息处理装置在收货信息处理时，仅 以上述各

功能模块的划分进行举例说明，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需要而将上述功能分配 由不同的功

能模块完成，即将装置的内部结构划分成不同的功能模块，以完成以上描述的全部或者部

分功能。另外，上述实施例提供的收货信息处理方法实施例属于同一构思，其具体实现过

程详见方法实施例，这里不再赘述。

上述本公开实施例序号仅仅为了描述，不代表实施例的优劣。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 以理解实现上述实施例的全部或部分步骤可 以通过硬件来完

成，也可以通过程序来指令相关的硬件完成，所述的程序可以存储于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

介质中，上述提到的存储介质可以是只读存储器，磁盘或光盘等。

以上所述仅为本公开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公开，凡在本公开的精神和原则

之 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公开的保护范围之 内。



权利要求
1、一种收货信息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接收用户发送的匿名收货指令；

对所述用户选择的收货信息进行匿名处理，得到与所述收货信息对应的匿名信息；

生成包含所述匿名信息的第一订单；

向第三方提供所述第一订单。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收货信息至少包括所述用户的真

实联系方式及真实称呼，所述匿名信息至少包括所述用户的虚拟联系方式及虚拟称呼。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对所述用户选择的收货信息进行

匿名处理，包括：

按照预设的第一规则生成与所述用户的真实称呼对应的虚拟称呼；或/和，

按照预设的第二规则生成与所述用户的真实联系方式对应的虚拟联系方式，并将所述

虚拟联系方式与所述真实联系方式进行关联。

4、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所述真实联系方式及虚拟联系方式

分别为真实联系电话和虚拟联系电话时，所述将所述虚拟联系方式与所述真实联系方式进

行关联为：

将所述虚拟联系电话对应的呼叫转移号码设置为所述真实联系电话。

5、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将所述虚拟联系电话对应的呼叫

转移号码设置为所述真实联系电话，包括：

当所述虚拟联系电话为固定电话或移动电话时，向电话交换机发送呼叫转移指令，由

所述 电话交换机将所述虚拟联系电话的呼叫转移号码设置为所述真实联系电话；

当所述虚拟联系电话为网络 电话时，向即时通信 IM 服务器或者互联网协议电话 VoIP

服务器发送所述呼叫转移指令，由所述 IM 服务器或者 VoIP 服务器将所述虚拟联系电话

的呼叫转移号码设置为所述真实联系电话。

6、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还包括：

接收到所述用户发送的收货成功指令时，解除所述虚拟联系方式与所述真实联系方式

间的关联。

7、一种收货信息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包括：

接收模块，用于接收用户的匿名收货指令；

匿名处理模块，用于对所述用户选择的收货信息进行匿名处理，得到与所述收货信息

对应的匿名信息；

订单生成模块，用于生成包含所述匿名处理模块得到的所述匿名信息的第一订单；

提供模块，用于向第三方提供所述订单生成模块生成的所述第一订单。

8、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收货信息至少包括所述用户的真

实联系方式及真实称呼，所述匿名信息至少包括所述用户的虚拟联系方式及虚拟称呼。



9、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匿名处理模块包括：

称呼处理单元，用于按照预设的第一规则生成与所述用户的真实称呼对应的虚拟称

呼；或/和，

联系方式处理单元，用于按照预设的第二规则生成与所述用户的真实联系方式对应的

虚拟联系方式，并将所述虚拟联系方式与所述真实联系方式进行关联。

10、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联系方式处理单元用于，

当所述真实联系方式及虚拟联系方式分别为真实联系电话和虚拟联系电话时，将所述

虚拟联系电话对应的呼叫转移号码设置为所述真实联系电话。

11、根据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联系方式处理单元用于，

当所述虚拟联系电话为固定电话或移动电话时，向电话交换机发送呼叫转移指令，由

所述 电话交换机将所述虚拟联系电话的呼叫转移号码设置为所述真实联系电话；

当所述虚拟联系电话为网络 电话时，向即时通信 IM 服务器或者互联网协议电话 VoIP

服务器发送所述呼叫转移指令，由所述 IM 服务器或者 VoIP 服务器将所述虚拟联系电话

的呼叫转移号码设置为所述真实联系电话。

12、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联系方式处理单元还用于，

接收到所述用户发送的收货成功指令时，解除所述虚拟联系方式与所述真实联系方式

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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