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510658881.0

(22)申请日 2015.10.13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376382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3.02

(73)专利权人 惠州TCL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地址 516006 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和

畅七路西86号

(72)发明人 雷明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市威世博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44280

代理人 何青瓦

(51)Int.Cl.

H04M 1/27457(2020.01)

H04M 1/725(2006.01)

(56)对比文件

US 2015156302 A1,2015.06.04,全文.

审查员 田琳琳

 

(54)发明名称

一种移动终端及其处理电话号码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移动终端及其处理电话

号码的方法。该方法为将联系人不再使用的第一

电话号码标记为过时，其中，第一电话号码与联

系人关联；在用户需要读取联系人的电话号码

时，提示用户联系人的第一电话号码已过时，或

者直接过滤第一电话号码。通过上述方式，本发

明能够将联系人不再使用的电话号码标记为过

时，并提示用户，防止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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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移动终端处理电话号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将联系人不再使用的第一电话号码标记为过时，其中，所述第一电话号码与所述联系

人关联；

增加第二电话号码与所述联系人关联；

判断用户是通过系统应用来获取所述联系人的电话号码还是通过非系统应用来获取

所述联系人的电话号码；

若所述用户是通过系统应用来获取所述联系人的电话号码，则提示所述用户所述联系

人的第一电话号码已过时，并提供所述联系人的第二电话号码给所述用户；

若所述用户是通过非系统应用来获取所述联系人的电话号码，则直接过滤所述联系人

的第一电话号码，并提供所述联系人的第二电话号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应用包括联系人应用、电话应用

和短息应用，所述非系统应用包括用户自己安装的第三方应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将联系人不再使用的第一电话号码标

记为过时的步骤包括：

向每一个电话号码都提供一过时标记选项，当所述联系人不再使用所述第一电话号码

时，勾选所述第一电话号码对应的所述过时标记选项。

4.一种移动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终端包括：

标记模块，用于标记联系人不再使用的第一电话号码为过时，其中，所述第一电话号码

与所述联系人关联；

新增电话号码模块，用于在所述第一电话号码标记为过时的情况下，增加第二电话号

码与所述联系人关联；

判断单元，用于判断用户是通过系统应用来获取所述联系人的电话号码还是通过非系

统应用来获取所述联系人的电话号码；

提示单元和号码提供单元，若所述用户是通过系统应用来获取所述联系人的电话号

码，则用于提示所述用户所述联系人的第一电话号码已过时，并提供所述联系人的第二电

话号码给所述用户；若所述用户是通过非系统应用来获取所述联系人的电话号码，则用于

直接过滤所述联系人的第一电话号码，并提供所述联系人的第二电话号码。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移动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应用包括联系人应用、电话

应用和短息应用，所述非系统应用包括用户自己安装的第三方应用。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移动终端，其特征在于，所述标记模块向每一个电话号码都提

供一过时标记选项，当所述联系人不再使用所述第一电话号码时，勾选所述第一电话号码

对应的所述过时标记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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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移动终端及其处理电话号码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通信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移动终端及其处理电话号码的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手机中都能保存很多联系人，这些联系人与特定的电话号码相关联，同时手

机中也会保存这些联系人的通话记录和来往的各种短信及彩信等信息。通常这些记录和信

息用户会一直存在手机中以备日后查阅使用。然而人们更换电话号码也是常见的事情，因

此手机中往往会存在一些过时的电话号码，即，与联系人所关联的电话号码并不能再联系

该联系人了。如果我们把这些电话号码删除，那么与这些电话号码所关联的各种记录与信

息也关联不到相关的联系人了，用户只能看到是某个电话号码所发过来的。时间长了也就

很难知道是谁发来的。如果我们不删除这些电话号码，那么手机中的错误信息就会越来越

多，一些用户自己安装的第三方应用程序可能会读取到这些信息，然后提示用户做出错误

的选择，例如用户安装了微信，微信会提示用户把错误的电话号码的联系加入好友，但提示

时用的名字是用户存在手机中的联系人的，用户比较难进行区分与该联系人关联的电话号

码是否仍然在使用，因此容易误操作。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主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移动终端及其处理电话号码的方法，能够

处理联系人不再使用的电话号码，防止误操作。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一个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移动终端处理电

话号码的方法，该方法包括：将联系人不再使用的第一电话号码标记为过时，其中，第一电

话号码与联系人关联；在用户需要读取联系人的电话号码时，提示用户联系人的第一电话

号码已过时，或者直接过滤第一电话号码。

[0005] 其中，该方法还包括：增加第二电话号码与联系人关联；在用户需要读取联系人的

电话号码时，提供联系人的第二电话号码。

[0006] 其中，在用户需要读取联系人的电话号码时，提示用户联系人的第一电话号码已

过时，或者直接过滤第一电话号码的步骤包括：判断用户是通过系统应用来获取联系人的

电话号码还是通过非系统应用来获取联系人的电话号码；若用户是通过系统应用来获取联

系人的电话号码，则提示用户联系人的第一电话号码已过时，并提供联系人的第二电话号

码给用户；若用户是通过非系统应用来获取联系人的电话号码，则直接过滤联系人的第一

电话号码，并提供联系人的第二电话号码。

[0007] 其中，系统应用包括联系人应用、电话应用和短息应用，非系统应用包括用户自己

安装的第三方应用。

[0008] 其中，将联系人不再使用的第一电话号码标记为过时的步骤包括：向每一个电话

号码都提供一过时标记选项，当联系人不再使用第一电话号码时，勾选第一电话号码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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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时标记选项。

[0009]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另一个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移动终端，该移

动终端包括：标记模块，用于将联系人不再使用的第一电话号码标记为过时，其中，第一电

话号码与联系人关联；处理模块，用于在用户需要读取联系人的电话号码时，提示用户联系

人的第一电话号码已过时，或者直接过滤第一电话号码。

[0010] 其中，移动终端还包括：新增电话号码模块，用于增加第二电话号码与联系人关

联；处理模块进一步在用户需要读取联系人的电话号码时，提供联系人的第二电话号码。

[0011] 其中，处理模块包括：判断单元，用于判断用户是通过系统应用来获取联系人的电

话号码还是通过非系统应用来获取联系人的电话号码；提示单元和号码提供单元，在用户

是通过系统应用来获取联系人的电话号码时，提示单元用于提示用户联系人的第一电话号

码已过时，号码提供单元用于提供联系人的第二电话号码给用户，在用户是通过非系统应

用来获取联系人的电话号码时，则号码提供单元直接过滤联系人的第一电话号码，并提供

联系人的第二电话号码。

[0012] 其中，系统应用包括联系人应用、电话应用和短息应用，非系统应用包括用户自己

安装的第三方应用。

[0013] 其中，标记模块向每一个电话号码都提供一过时标记选项，当联系人不再使用第

一电话号码时，勾选第一电话号码对应的过时标记选项。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区别于现有技术的情况，本发明提供一种移动终端处理电

话号码的方法，该方法包括：将联系人不再使用的第一电话号码标记为过时，其中，第一电

话号码与联系人关联；在用户需要读取联系人的电话号码时，提示用户联系人的第一电话

号码已过时，或者直接过滤第一电话号码。因此，本发明能够处理联系人不再使用的电话号

码，即将联系人不再使用的电话号码标记为过时，并提示用户该联系人的第一电话号码已

过时，或者直接过滤第一电话号码，以防止误操作。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移动终端处理电话号码的方法的流程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中各应用与存储电话号码的数据库的关系图；

[0017]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编译联系人的界面示意图；

[0018]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联系人应用中的电话号码显示示意图；

[0019]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电话应用中的电话号码显示示意图；

[0020]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短信应用中的电话号码显示示意图；

[0021] 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提示用户电话号码已过时的界面示意图；

[0022] 图8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移动终端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请参阅图1，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移动终端处理电话号码的方法的流程

图。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4] 步骤S1：将联系人不再使用的第一电话号码标记为过时，其中，第一电话号码与联

系人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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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本步骤具体为向每一个电话号码都提供一过时标记选项，当联系人不再使用该电

话号码时，勾选该电话号码对应的过时标记选项。

[0026] 步骤S2：在用户需要读取联系人的电话号码时，提示用户联系人的第一电话号码

已过时，或者直接过滤第一电话号码。

[0027] 本实施例的还进一步增加第二电话号码与联系人关联，则在用户需要读取该联系

人的电话号码时，提供该联系人的第二电话号码。

[0028] 具体而言，本步骤首先判断用户是通过系统应用来获取联系人的电话号码还是通

过非系统应用来获取联系人的电话号码，若用户是通过系统应用来获取联系人的电话号

码，则提示用户该联系人的第一电话号码已过时，并提供该联系人的第二电话号码给用户。

若用户是通过非系统应用来获取联系人的电话号码，则直接过滤该联系人的第一电话号

码，并提供该联系人的第二电话号码。其中，系统应用包括联系人应用、电话应用和短息应

用等应用，非系统应用包括用户自己安装的第三方应用，例如微信、QQ以及支付宝等应用。

[0029] 本实施例中，步骤S1的标记第一电话号码为过时和增加第二电话号码的步骤可以

同时进行。具体如下：

[0030] 请参阅图2，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中各应用与存储电话号码的数据库的关系图。在

移动终端中，电话号码通常是存放在系统的数据库26中。然后各个应用21-24通过相关的接

口来读取这些电话号码及其关联的信息，例如关联的联系人、短信、电话和第三方应用等。

例如在android(安卓)系统中，系统提供一个contentprovider(一种多个应用都可以共享

访问数据的数据提供对象)来方便各个应用访问存储在数据库26中的电话号码及其关联的

信息，这个contentprovider对象名为contactsProvider(连接提供)接口25，由

contactsProvider接口25来管理数据库26并为其它应用提供查询功能，其结构如图2所示。

[0031] 为了标记第一电话号码已过时，本实施例在数据库26中增加一列timeout属性(过

时)，当timeout的值为0时代表此电话号码为正常，没有过时的，当timeout的值为1时代表

此电话号码为过时了的。应理解，还可以设置为当timeout的值为0时代表此电话号码为过

时了的，当timeout的值为1时代表此电话号码为正常，没有过时的。

[0032] contactsProvider接口25为各应用提供了查询、修改等功能。应用可以通过

co n t a c t s P r o v i d e r接口 25查询到一个电话号码是否为过时的 ，也可以通过

contactsProvider接口25来把一个电话号码标记为过时的。还可以通过contactsProvider

接口25来把一个新的电话号码增加到数据库26中，并与以存储的某个联系人关联。

[0033] 具体的，当用户点击联系人应用22时，跳转到联系人界面，通过ontactsProvider

接口25将数据库26中的所有联系人及与其关联的电话号码都提供给用户。当用户需要对某

个联系人的电话号码进行修改时，点击编辑按键，则跳转到编译联系人的界面中，提供联系

人编译功能给用户进行编译。请一并参阅图3，图3给出了一种编译联系人的界面。在每个电

话号码后都有一个选择框31，用于提供过时标记选项，用户可以通过点击这个选择框31来

选择是否把一个电话号码标记为已经过时。

[0034] 具体以当timeout的值为0时代表此电话号码为正常，没有过时的，当timeout的值

为1时代表此电话号码为过时了的举例。如图3所示，如果把以139开头的电话号码标记为过

时的，当用户点击以139开头的电话号码对应的选择框31时，联系人应用22通过

contactsProvider接口25把数据库26中对应该电话号码的timeout值修改为1。则再读取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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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时，就可以获悉该电话号码是过时的了。而该联系人的另一个以138开头的电话号码

的timeout值会保持默认的0。

[0035] 通常用户会在查看联系人详细信息(联系人应用)、查看通话记录(电话应用)以及

查看短信(短信应用)时看到联系人的电话号码，因此本实施例在这些应用的界面上把相关

的电话号码用明显的标记来提醒用户这些电话号码为过时的。

[0036] 本实施例中，显示电话号码过时的介绍如下：

[0037] 在联系人应用22中的电话号码显示情况请参阅图4。以android系统为例，现在

android系统查看联系人详细信息时会显示如图4所示的界面(图4中作了适当的简化，去掉

不相关的内容)。当用户点击一个联系人时，联系人应用22会通过contactsProvider接口25

读取数据库26中该联系人的相关信息并显示在图4的界面中。承接前文的例子，当读取到以

139开头的电话号码的timeout值为1时，联系人应用22把此电话号码前的电话图标和后面

的短信图标上覆盖一个过时图标，如图中黑色的图标41所示。通过覆盖的图标，用户可以了

解到此电话号码为过时的，不能直接给该电话号码发送短信或回拔电话。若用户依然还要

选择要用该电话号码发短信或打电话时则会提示用户该电话号码已过时的，具体提示将在

后文详述。

[0038] 在电话应用中的电话号码显示情况请参阅图5。用户通常会查看电话应用21中的

通话记录来找过往的电话号码，进行回拔等操作。在通话记录中，通常每一项记录是以如图

5所描述的界面进行显示的。其中，包含有名字、来电时间以及电话号码等信息。显示通话记

录时，电话应用21首先根据每一个通话记录中的电话号码去查找数据库，以查出是其关联

的联系人。如果在查找电话号码时查询到对应电话号码的timeout列为1时，显示其关联的

联系人的姓名时，在姓名上覆盖一个图标，如图5中的黑色图标51，以显示该电话号码已经

过时，不再是该联系人当前使用的电话号码了。当然也可以在后面的电话图标上也覆盖上

相同的黑色图标，以标记该电话号码为过时的。若用户依然还要选择要用这个电话号码回

拔电话时则会提示用户该电话号码已过时的，具体提示将在后文详述。

[0039] 在短信应用中的电话号码显示情况请参阅图6。用户的短信应用23中的短信记录

通常是以电话号码进行分组的，可以在同一个短信界面上查看同一个电话号码的所有过往

的短信记录或彩信，其短信界面如图6所示。在打开短信界面时，短信应用23会根据当前的

电话号码去查询数据库，以查询该电话号码以及关系的联系人的姓名等信息。若查询到该

电话号码的timeout值为1，则认为该电话号码已过时，则在显示时在该电话号码相关的联

系人的姓名上覆盖一个黑色图标61(如图6所示)，以显示该电话号码已不再是该联系人的

了，不应该进行拔打电话或回复短信。当然也可以在发送信息和电话图标上也覆盖相同的

黑色图标以提示用户。若用户依然还要选择要用该电话号码发短信或打电话时则会提示用

户该电话号码已过时的，具体提示将在后文详述。

[0040] 前文是通过黑色图标来提示电话号码是过时的。应理解，也可以通过其它图标或

文字等形式来进行提示。

[0041] 请参阅图7，图7为提示用户电话号码已过时的界面示意图。若如前文所述，用户想

通过已标记为过时的电话号码发送短信或拨打电话时，系统会跳出如图7所示的提示界面，

提醒用户该电话号码已过时了，告知用户若发送信息或拨打电话可能会打给错误的人。并

提供给用户取消按键71和继续按键72。若用户选择了取消按键71，则不再发送短信或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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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打出相关的电话。若用户选择了继续按键72，则说明用户已知该电话号码为过时，但还是

希望用该电话号码打电话或发短信，则继续发送短信或者打出相应的电话。

[0042] 以上为通过系统应用来读取过时的电话号码时的提醒情况。以下将介绍通过非系

统应用，即第三方应用来读取过时的电话号码的情况。

[0043] 对于用户自己安装的第三方应用24，在读取电话号码时，如果该电话号码是过时

的，则contactsProvider接口25屏蔽掉该电话号码，阻止第三方应用24读取到。因此防止了

错误操作。

[0044] 承前所述，对于系统应用，如电话应用21、联系人应用22以及短信应用23，本实施

例会提供相应的标记，而用户自己安装的第三方应用24不会有提供该标记，因此可以比较

容易判断是否是系统应用。在contactsProvider接口25查询电话号码时，如果电话号码的

timeout值为1，还会进行一步判断应用是否是系统应用，如果不是，则不把这一过时的电话

号码过滤，从而做到用户自己安装的第三方应用24读取不到过时的电话号码，从而避免错

误的行为。

[0045]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移动终端，用于执行前文所述的方法，具体请参阅图8，图8是本

发明的移动终端的结构示意图。

[0046] 如图8所示，本实施例的移动终端10包括标记模块11以及处理模块12。

[0047] 其中，标记模块11用于将联系人不再使用的第一电话号码标记为过时，其中，该第

一电话号码与联系人关联。具体的，标记模块11向每一个电话号码都提供一过时标记选项，

当联系人不再使用第一电话号码时，勾选第一电话号码对应的过时标记选项。具体的操作

请参阅前文所述，在此不再赘述。

[0048] 处理模块12用于在用户需要读取联系人的电话号码时，提示用户联系人的第一电

话号码已过时，或者直接过滤第一电话号码。

[0049] 可选的，移动终端10还包括新增电话号码模块13，用于增加第二电话号码与联系

人关联。处理模块12进一步在用户需要读取联系人的电话号码时，提供联系人的第二电话

号码。

[0050] 可选的，处理模块12包括判断单元121、提示单元122和号码提供单元123。其中，判

断单元121用于判断用户是通过系统应用来获取联系人的电话号码还是通过非系统应用来

获取联系人的电话号码。在用户是通过系统应用来获取联系人的电话号码时，提示单元122

用于提示用户联系人的第一电话号码已过时，号码提供单元123用于提供联系人的第二电

话号码给用户，在用户是通过非系统应用来获取联系人的电话号码时，则号码提供单元123

直接过滤联系人的第一电话号码，并提供联系人的第二电话号码。其中，系统应用包括电话

应用和短息应用，非系统应用包括用户自己安装的第三方应用。其中，各应用的提示过程和

过滤过程如前文所述，在此不再赘述。

[0051] 综上所述，本发明可以将联系人不再使用的电话号码进行标记为过时，但并不删

除，并可以选择该联系人与新的电话号码建立关联，使得用户可以通过标记了解到对应的

电话号码已过时，用户在与该联系人联系时可以选择与该联系人关联的新的电话号码进行

联系。另一方面，对于用户自己安装的第三方应用查询该联系人的电话号码时，过滤掉已过

时的电话号码，使这些应用读取不到错误的信息。应理解，如果电话号码没有过时，则不作

任何特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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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发

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

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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