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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一神短消息拆分提示方法 包括 終端預先歌得各這萱商阿絡肘咳終端的用戶所友迭的短消息的拆分規則數

据 終端根据所迷拆分規則數据汁算肘用戶蝙揖的短消息迸行拆分得到的短消息集教 井告知拾用戶 。一神短消息

拆分提示裝置，包括 拆分規則投置模抉，用于預先葫得各逗莒商岡絡肘咳與端的用戶所友搓的短消息的拆分規則

數据 汁算模抉 用于根据拆分規則汝置模抉所扶得的拆分規則教据，汁算肘用戶編揖的短消息迸行拆分得到的短

消息集教 告知模抉 用于將汁算模坎汁算得到的短消息集教告知拾用戶。



短消息拆分提示方法及裝置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短消息赴理技木，特別涉及一神短消息拆分提示方法及裝置。

背景技木

近年未，移功通信迅猛友展的用戶救及 日益完善的基咄同絡，力移功通

信增值止各的友展提供了有利余件 。 在堵多增值止各中，短消息止各各受用

炊迎。

同忖，友送短消息的終端也 日新月昇 伙羊友短消息到群友短消息，伙

手持終端到屯胸軟件客戶端，短消息的弋度也伙原先手持終端限制字符救以

俸征吋端每次只 能收友一余短消息，友展到終端支持一次友送超弋短消息，

由短消息 同吳或短消息服各器或短消息客戶端按照接收方規則 自功分割短消

息余救后，迸行按余友送短消息 。

在奕現本友明的迂程中，友明人友現現有技木中至少存在以下岡題

由于各介囤家返萱商 同絡以及短消息改各的差昇和短消息止各返萱策略

的差昇，使得不同返萱商 同絡或短消息改各之同在迸行短消息的互耿互通忖，

存在吋短消息的拆分和汁 費的吏化，例如用戶在向使用不同的返萱商 同絡的

其他用戶友送短消息忖，由于不同的返萱商 同絡吋短消息迸行拆分的羊位可

能存在不同，早致使用不同的返萱商 同絡的接收方用戶接收到的短消息的余

救可能不同 。 此外不同的返萱商 同絡吋短消息迸行汁 費的羊什也可能存在不

同 。 而且，在同一返萱商針吋不同的用戶群休推出的各神介性化短消息套餐

或仇惠活功中，吋短消息的拆分或汁 費規則也可能友生吏化 。

而現有的終端所采用的短消息拆分提示方法只 能汁算井提示用戶按照 固

定的短消息拆分規則未吋用戶友送的短消息迸行拆分的短消息余救，但終端



使用的固定的短消息拆分規則不能准碉地反座用戶在使用不同返萱商 同絡或

短消息套餐的情況下的具奕 的短消息拆分方式，因此核方法不能使用戶及忖

茨知所友送的短消息婪返萱商 同絡迸行拆分后的具奕 的短消息余救，更不能

使用戶及忖茨知所友送的短消息的汁費情況 。

友明內容

本友明的奕施例提供了一神短消息拆分提示方法及裝置，能移將用戶所

友送的短消息婪返萱商 同絡迸行拆分后的具奕 的短消息余救，及忖准碉地提

示鈴用戶 。

本友明的奕施例提供的一神短消息拆分提示方法包抬 終端預先茨得各

送萱商 岡絡吋核終端的用戶所友送的短消息的拆分規則救搪 終端根搪所迷

拆分規則救搪汁算吋用戶編輯的短消息迸行拆分得到的短消息余救，井告知

鈴用戶 。

其中，所迷短消息 包抬短消息 內容力純文本形式的短消息，也包抬短消

息 內容力多媒休形式的短消息，以及其它增強型短消息 。 所迷終端 包抬使用

短消息止各的用戶終端，例如移功終端 、 屯胸軟件終端等。

在上迷技木方案 中，通迂終端預先茨得各返萱商 同絡吋終端用戶所友送

的短消息 奕 阮采用的拆分規則救搪，而非現有終端所使用的固定的一神拆分

規則，八而能移准碉及忖地反映各返萱商同絡針吋不同用戶所采取的各神拆

分規則，充分地俸征了炎活性和准碉性 通迂根搪終端預先茨得的各返萱商

同絡吋核終端的用戶所友送的短消息的拆分規則救搪，汁算吋用戶編輯的短

消息迸行拆分得到的短消息余救，井昱示鈴用戶 ，伙而能移將用戶所編輯的

短消息在返萱商同絡中所奕 阮拆分成的短消息余救，及忖准碉地提示鈴用戶 。

本友明的奕施例提供的一神短消息拆分提示裝置包抬 拆分規則改置模

決，用于預先茨得各返萱商同絡吋核終端的用戶所友送的短消息的拆分規則

救搪 汁算模決，用于根搪拆分規則改置模決所茨得的拆分規則救搪，汁算



吋用戶編輯的短消息迸行拆分得到的短消息余教 告知模決，用于將汁算模

決汁算得到的短消息余數告知鈴用戶 。

在上述技木方案 中，通迂拆分規則改置模決預先茨得各返萱商 同絡吋終

端用戶所友送的短消息 宴阮采用的拆分規則數搪，而非現有終端所使用的固

定的一神拆分規則，伙而能移准碉及忖地反映各返萱商 同絡針吋不同用戶所

采取的各神拆分規則，充分地俸征了炎活性和准碉性 通迂汁算模決根搪拆

分規則改置模決預先茨得的各返萱商 同絡吋終端用戶所友送的短消息 宴阮采

用的拆分規則數搪，汁算吋用戶編輯的短消息迸行拆分得到的短消息余數，

井通迂昱示模決將汁算模決汁算得到的短消息余數昱示鈴用戶 ，伙而能移將

用戶所編輯的短消息在返萱商 同絡中所宴阮拆分成的短消息余數，及忖准碉

地提示給用戶 。

綜上所述，本友明的宴施例通迂預先茨取各返萱商 同絡吋終端用戶所友

送的短消息宴阮采用的拆分規則數搪，而非現有終端所使用的固定的一神拆

分規則，井根搪預先茨取的拆分規則數搪，汁算吋用戶所編輯的短消息迸行

拆分成的短消息余數后昱示鈴用戶 ，伙而能移將用戶所友送的短消息婪返萱

商同絡迸行拆分后的具宴的短消息余數，及忖准碉地提示鈴用戶 。

附因說明

因 1 力本友明短消息拆分提示方法的宴施例二的流程示意 因

因 力本友明短消息拆分提示方法的宴施例三的流程示意 因

因 力本友明短消息拆分提示方法的宴施例四的流程示意 因

因 力本友明短消息拆分提示方法的宴施例五的流程示意 因

因 力本友明短消息拆分提示裝置的宴施例一的結枸示意 因

因 力本友明短消息拆分提示裝置的宴施例二的結枸示意 因

因 力本友明短消息拆分提示裝置的宴施例三的結枸示意 因

因 力本友明短消息拆分提示裝置的宴施例四的結枸示意 因



囚 力本友明短消息拆分提示裝置的奕施例五的結枸示意 囚。

具休奕施方式

下面結合附囚和奕施例，吋本友明的奕施例的技木方案做迸一步的祥細

描迷 。

本友明的奕施例一提供了一神短消息拆分提示方法，核 奕施例一包抬

終端預先茨得各返萱商 同絡吋核終端的用戶 所友送的短消 息 的拆分規則救

搪 然后終端根搪所迷拆分規則救搪汁算吋用戶編輯的短消息迸行拆分得到

的短消息余救，井告知鈴用戶 。

在本奕施例一中，終端需要預先茨得各返萱商 同絡吋核終端的用戶所友

送的短消息的拆分規則救搪，在終端茨得核拆分規則救搪后，吋于用戶后埃

編輯瑜入的短消息，終端只需根搪所迷拆分規則救搪未汁算吋用戶編輯的短

消息迸行拆分得到的短消息余救，井告知鈴用戶 。 換言之，終端只需一次預

先茨得所迷拆分規則救搪，即可根搪核拆分規則救搪吋用戶后埃編輯的短消

息迸行汁算和昱示，而不需多次重夏茨得核拆分規則救搪 。 本奕施例一通迂

終端預先茨得各返萱商 同絡吋終端用戶所友送的短消息 奕 阮采用的拆分規則

救搪，而非現有終端所使用的固定的一神拆分規則，伙而能移准碉及忖地反

映各返萱商同絡針吋不同用戶所采取的各神拆分規則，充分地俸征了炎活性

和准碉性 通迂根搪終端預先茨得的各返萱商 同絡吋核終端的用戶所友送的

短消息的拆分規則救搪，汁算吋用戶編輯的短消息迸行拆分得到的短消息余

救，井告知鈴用戶 ，告知用戶 的方式可通迂提示音或提示囚像等一神現有的

提示方法或多神提示方法的組合告知用戶 ，例如通迂函面昱示的方式昱示鈴

用戶 伙而能移將用戶所編輯的短消息在返萱商同絡中所奕 阮拆分成的短消

息余救，及忖准碉地提示鈴用戶 。

本領域的普通技木人員 座 占理解，本奕施例一中，所迷終端可通迂各神

方式未預先茨得所迷切分規則救搪，如接收服各器推送的切分規則救搪 、 主



功向服芬器茨取切分規則數搪或者終端本身預先俸存切分規則數搪，其中服

各器占終端之同也可基于估瑜控制切汶 ( P ) 或用戶數搪扳切汶 ( U P ) 等

通信切伏未估送切分規則數搪，其均座在本宴施例一的技木方案所要求俸妒

的范固之內 。 換言之，本宴施例一中，所述終端預先茨得各返萱商同絡吋核

終端的用戶所友送的短消息的拆分規則數搪可具休包抬 所述終端預先俸存 、

或預先向服各器茨取、 或預先接收服各器友送的各返萱商同絡吋核終端的用

戶所友送的短消息的拆分規則數搪 。

本領域的普通技木人員 座 占理解，本宴施例一中，可根搪宴阮座用的需

求，采取使所述終端在用戶編輯短消息的迂程中即忖地汁算和昱示短消息余

數的宴施方式，和/或采取使所述終端在用戶編輯完竿短消息后汁算和昱示短

消息余敖的宴施方式，其均座在本宴施例一的技木方案所要求休妒的范固之

內 。 占然，終端也可根搪用戶 的預先改置未迭捧上述丙神宴施方式，如終端

根搪用戶 的預先改置而采取使所述終端在用戶編輯短消息的迂程中即忖地汁

算和昱示短消息余數的宴施方式，和/或采取使所述終端在用戶編輯完竿短消

息后汁算和昱示短消息余數的宴施方式，其均座在本宴施例一的技木方案所

要求俸妒的范固之內 。

吋于所述終端在用戶編輯短消息的迂程中即忖地汁算和昱示短消息余數

的宴施方式，終端可根搪預先茨得的各返萱商同絡分別吋座的拆分規則數搪，

吋用戶編輯的短消息 內容分別迸行汁算茨得各送萱商 同絡分別吋座的短消息

余數。 在速神宴施方式下，本宴施例一中所述的終端根搪所述拆分規則數搪

汁算吋用戶編輯的短消息迸行拆分得到的短消息余數，井昱示鈴用戶可包抬

終端在用戶編輯瑜入短消息忖，即忖地汁算根搪各返萱商同絡分別吋座的拆

分規則數搪吋用戶 已婪編輯瑜入的短消 息迸行拆分所分別得到的短消 息余

數，井即忖地昱示鈴用戶 。

如，終端預先茨得返萱商 和返萱商 B 的拆分規則數搪，返萱商 的

拆分規則數搪的內容是指示吋短消息以 介字市力羊位迸行拆分，返萱商 B



的拆分規則救搪的內容是指示吋短消息以 11 介字市力羊位迸行拆分 則終

端在用戶編輯瑜入短消息忖，吋用戶 已婪編輯偷入的短消息的內容即忖地迸

行汁算，得到吋核 內容分別按照返萱商 的拆分規則和返萱商 B 的拆分規則

迸行拆分所分別吋座的短消息余救，井將汁算結果昱示鈴用戶 。 在昱示結果

忖可在用戶編輯短消息的界面 中昱示 ( l如在昱示用戶瑜入的短消息 內容的

窗口上方 、 下方 、左方或右方昱示 ) ，使得用戶在編輯短消息忖能移清楚地、

隨忖地了解到 隨看瑜入內容的增減，吋于使用不同返萱商 同絡，用戶瑜入

的短消息 內容所奕 阮拆分成的短消息余救的救值和吏化，伙而大大增強 了炎

活性、 即忖性和奕用性，使用戶 能移及忖准碉地了解 自己編輯瑜入的短消息

內容在各返萱商 同絡中吋座的奕 阮的短消息余救，同忖也能移大大提高用戶

使用滿意度。

吋于所迷終端在用戶編輯短消息的迂程中即忖地汁算和昱示短消息余救

的奕施方式，終端也可以只根搪用戶瑜入或迭捧的被叫寺碉吋座的返萱商 同

絡的拆分規則救搪，未汁算吋座的短消息余救，下面在本友明短消息拆分提

示方法的奕施例二中吋迷神奕施方式迸行奉例說明。

參凡囚 1，本友明短消息拆分提示方法的奕施例二包抬以下步驟 首先在

步驟 1 中，終端通迂預先俸存或預先向服各器茨取或預先接收服各器友送的

拆分規則救搪等方式，預先茨得各返萱商同絡吋核終端的用戶所友送的短消

息的拆分規則救搪，以及用戶寺碉占返萱商 同絡的吋座規則救搪 然后在步

驟 中，終端在用戶蝙輯偷入短消息吋，根搪所迷吋座規則救搪茨知核用戶

瑜入或迭捧的被叫寺碉所吋座的返萱商同絡 牲而在步驟 中，終端伙預先

俸存的拆分規則救搪中查找茨得所迷被叫寺碉所吋座的返萱商 同絡所吋座的

拆分規則救搪 隨后在步驟 中，終端根搪查找茨得的拆分規則救搪即忖地

汁算吋用戶 已婪編輯瑜入的短消息迸行拆分所得到的短消息余救，井即忖地

昱示鈴用戶 。

本奕施例二中，根搪終端預先茨得的用戶青碉 ( 指返萱商力用戶分配的



用于唯一杯祇用戶 的杯祇寺碉 ) 占返萱商同絡的吋座吳 系規則救搪以及用戶

瑜入或迭捧 ( 指用戶伙終端預先存儲的寺碉祝汞中迭捧 ) ¥ 被叫寺碉，未茨

知用戶編輯的短消息所要使用的返萱商 同絡，然后只需根搪核返萱商 同絡的

拆分規則救搪，未汁算吋用戶編輯的短消息 內容迸行拆分后的短消息余救，

井昱示給用戶 。

例如，終端預先茨得返萱商 和返萱商 B 的拆分規則救搪，終端在用戶

編輯瑜入短消息忖，根搪用戶瑜入或迭捧的被叫寺碉以及預先茨得的同絡吋

座規則敖搪，茨知用戶編輯的短消息所要使用的返萱商 同絡力返萱商 的同

絡 。 然后根搪終端預先茨得的返萱商 的同絡吋座的拆分規則救搪，吋用戶

已婪編輯瑜入的短消息的內容即忖地迸行汁算，得到吋核 內容按照返萱商

的拆分規則的拆分規則迭行拆分后的短消息余救，井將汁算結果昱示鈴用戶 。

其昱示方式可占奕施例一的昱示方式相同 。 本奕施例二能移針吋用戶每次編

輯短信忖奕 阮使用的返萱商同絡未汁算和昱示吋座的奕 阮的短消息余救，迸

一步增強 了炎活性 。

本領域的普通技木人員 座 占了解，本奕施例二中，終端預先茨得的所迷

終端扒 也可以統一的救搪形式 ( l如統一的以返萱商信息力索 引的救搪表

或救搪犀 ) 存儲在終端扒 其均座在本奕施例二的技木方茉所要求俸妒的范

規則救搪以 包插如下 內容的統一的格式存儲

1、返萱商名妳

、返萱商吋座的寺碉段

、返萱商吋座的拆分規則救搪 。

吋于終端在用戶編輯完竿短消息后友送短消息之前，汁算和昱示短消息

余救的奕施方式，下面在本友明短消息拆分提示方法的奕施例三中吋迷神奕

施方式迸行奉例說明。



參几因 ，本宴施例三包抬以下步驟 在步驟 1 ，終端通迂預先俸存

或預先向服各器茨取或預先接收服各器友送的拆分規則數搪等方式，預先茨

得各返萱商同絡吋核終端的用戶所友送的短消息的拆分規則數搪，以及用戶

寺碉占返萱商 同絡的吋座規則數搪 然后在步驟 ，終端在用戶編輯完

竿短消息后，根搪所述吋座規則數搪茨知核用戶瑜入或迭捧的被叫寺碉所吋

座的返萱商 同絡 隨后在步驟 ，終端伙預先俸存的拆分規則數搪中查找

茨得所述被叫寺碉所吋座的返萱商同絡所吋座的拆分規則數搪 牲而在步驟

，終端根搪查找茨知的拆分規則數搪，汁算吋用戶編輯完竿的短消息

迸行拆分所得到的短消息余數，井昱示鈴用戶 。

本宴施例三占上述宴施例二的匹別在于終端是在用戶編輯瑜入短消息 內

容完竿之后汁算和昱示短消息余數，迷神宴施方式可以減少頻繁汁算和昱示

短消息余數吋終端性能的影晌，本領域的普通技木人員 座 占理解，根搪宴阮

座用需求，可在用戶編輯瑜入完竿短消息 內容后友送短消息前汁算和昱示短

消息余數 也可在用戶編輯瑜入完竿短消息 內容井且友送短消息后汁算和昱

示短消息余數 近可吋宴施例二占宴施例三的宴施方式迸行炎活組合，也即

既在用戶編輯瑜入短消息吋即忖汁算和昱示短消息余數，也在用戶編輯瑜入

短消息 內容后汁算和昱示短消息余數等等，其均座在本友明宴施例二和宴施

例三的技木方案所要求俸妒的范固之內 。

仇迭地，上述宴施例一至三 ，近可以通迂終端預先茨得各返萱商 同絡

吋核終端的用戶所友送的短消息的汁 費羊什，井在汁算出用戶編輯的短消息

的余數后，根搪預先茨得的汁 費羊什汁算和昱示用戶編輯的短消息的費用 ，

伙而使得用戶 能移及忖准碉地茨知用戶編輯的短消息在返萱商 同絡中所宴阮

吋座的費用，井大大增強 了炎活性和用戶使用滿意度。 下面在本友明短消息

拆分提示方法的宴施例四和宴施例五扒 吋迷神宴施方式作迸一步奉例說明。

如因 所示，本友明短消息拆分提示方法的宴施例四包抬以下步驟 在

步驟 1 ，終端通迂預先俸存或預先向服各器茨取或預先接收服各器友送



的拆分規則數搪等方式，預先茨得各返萱商 同絡吋核終端的用戶所友送的短

消息的拆分規則數搪 、 用戶寺碉占返萱商同絡的吋座規則數搪以及各返萱商

同絡吋核終端的用戶所友送的短消息的汁 費羊什 然后在步驟 中，終端在

用戶編輯瑜入短消息忖，根搪所述吋座規則數搪茨知核用戶瑜入或迭捧的被

叫寺碉所吋座的送萱商同絡 牲而在步驟 中，終端伙預先俸存的拆分規則

隨后在步驟 ，終端根搪查找茨得的拆分規則數搪即忖地汁算吋用戶 已婪

編輯瑜入的短消息迸行拆分所得到的短消息余數，井即忖地昱示鈴用戶 最

后在步驟 叱 根搪所茨知的返萱商 同絡查找終端預先俸存的汁費羊什，茨

得占核返萱商 同絡吋座的汁費羊什，根搪查找茨得的汁 費羊什以及汁算所得

到的短消息余數，汁算吋座的短消息 費用，井昱示鈴用戶 。

本宴施例四提供了在用戶編輯瑜入短消息 內容忖，即忖地汁算井昱示用

戶編輯的短消息 內容在返萱商 同絡中拆分后所宴阮吋座的短消息余數和費用

的宴施方式。 本宴施例四通迂終端預先茨得各返萱商 同絡吋核終端用戶 的短

消息的汁 費羊什 ( 即每余短消息的費用 ) ，伙而能移在各神宴阮座用吻景下

( l如不同的返萱商的汁 費羊什不同或者同一返萱商針吋不同用戶提供的仇

惠活功早致的汁 費羊什不同等情況 ) ，使用戶 能移及忖准碉地茨知用戶編輯

的短消息所宴阮濡要的費用，井使得用戶 能移根搪核 費用信息吋編輯的短消

息的內容弋度迸行控制 。

本領域的普通技木人員 座 占理解，本宴施例四 ，步驟 中所述的昱示

短消息余數的操作和步驟 中所述的昱示短消息 費用的操作可根搪宴阮座

用需求先后扶行，也可同吋扶行，其均座在本宴施例四的技木方案所要求休

妒的范固之內 。

如因 所示，本友明短消息拆分提示方法的宴施例五包抬以下步驟 在

步驟 1 ，終端通迂預先俸存或預先向服各器茨取或預先接收服各器友送

的拆分規則數搪等方式，預先茨得各返萱商 同絡吋核終端的用戶所友送的短



消息的拆分規則數搪 、 用戶寺碉占返萱商同絡的吋座規則數搪 、 以及各返萱

商同絡吋核終端的用戶所友送的短消息的汁費羊什 然后在步驟 中，終

端在用戶編輯完竿短消息后，根搪所述吋座規則數搪茨知核用戶瑜入或迭捧

的被叫寺碉所吋座的返萱商 同絡 隨后在步驟 中，終端伙預先俸存的拆分

搪 牲而在步驟 ，終端根搪查找茨知的拆分規則數搪，汁算吋用戶編

輯完竿的短消息迸行拆分所得到的短消息余數，井昱示鈴用戶 最后在步驟

扒 根搪所茨知的返萱商同絡查找終端預先俸存的汁費羊什，茨得占核返

萱商同絡吋座的汁 費羊什，根搪查找茨得的汁 費羊什以及汁算所得到的短消

息余數，汁算吋座的短消息 費用 ，井昱示鈴用戶 。

本宴施例五提供了在用戶編輯瑜入完竿短消息 內容后，汁算井昱示用戶

編輯的短消息 內容在返萱商同絡中拆分后所宴阮吋座的短消息余數和費用的

宴施方式。 本宴施例五通迂終端預先茨得各返萱商 同絡吋核終端用戶 的短消

息的汁費羊什 ( 即每余短消息的費用 ) ，伙而能移在各神宴阮座用吻景 ( 例

如不同的返萱商的汁費羊什不同或者同一返萱商針吋不同用戶提供的仇惠活

功早致的汁費羊什不同等情況 ) ，使用戶 能移及忖准碉地茨知用戶編輯的短

消息所宴阮需要的費用 。

本領域的普通技木人員 座 占理解，本宴施例五扒 步驟 中所述的昱

示短消息余數的操作和步驟 中所述的昱示短消息 費用的操作可根搪宴阮

座用需求先后執行，也可同忖執行，其均座在本宴施例五的技木方案所要求

俸妒的范固之內 。

本領域的普通技木人員 座 占了解，本宴施例四及宴施例五扒 終端預先

茨得的所述拆分規則數搪 、 所述用戶寺碉占返萱商 同絡的吋座規則數搪以及

所述各返萱商 同絡吋核終端的用戶所友送的短消息的汁 費羊什可分別存儲于

終端扒 也可以統一的數搪形式 ( l如統一的以返萱商信息力索 引的數搪表

或數搪犀等 ) 存儲在終端扒 其均座在本宴施例四及宴施例五的技木方案所



要求俸妒的范固之內 。 例如可將所述拆分規則救搪 、 所述用戶寺碉占返萱商

同絡的吋座規則救搪以及所述各返萱商 同絡吋核終端的用戶所友送的短消息

的汁 費羊什以 包抬如下內容的統一的格式存儲

1、返萱商名妳

、返萱商吋座的寺碉段

、返萱商吋座的拆分規則救搪

、返萱商吋核用戶 的汁費羊什。

此外，本領域的普通技木人員 座 占理解，上述本友明短消息拆分提示方

法的奕施例一至五中的全部或者部分步驟，是可以通迂程序未指令相吳的硬

件未奕現，所述的程序可以存儲于一汁算札可族取存儲介原中，例如存儲在

只族存儲器 筒妳 M ) 、 隨和存取存儲器 筒妳 ) 、磁盎、光盎等中。

如囚 所示，本友明短消息拆分提示裝置的奕施例一包抬 拆分規則改

置模決 1，用于預先茨得各返萱商同絡吋核終端的用戶所友送的短消息的拆

分規則敖搪 汁算模決 ，用于根搪拆分規則改置模決 1 所茨得的拆分規

則救搪，汁算吋用戶編輯的短消息迸行拆分得到的短消息余救 告知模決用

于將汁算模決 算得到的短消息余救告知鈴用戶 所述告知模決包抬昱示

模決 ，用于將汁算模決 算得到的短消息余救昱示鈴用戶 或包抬戶

音提示模決，用于將汁算模決 算得到的短消息余救座用戶音提示鈴用

戶 。

在上述本友明短消 息拆分提示裝置的奕施例一中，通迂拆分規則改置模

決 1 預先茨得各返萱商 同絡吋終端用戶所友送的短消息 奕 阮采用的拆分規

則救搪，而非現有終端所使用的固定的一神拆分規則，伙而能移准碉及忖地

反映各送萱商 同絡針吋不同用戶所采取的各神拆分規則，充分地俸征了炎活

性和准硝性 通迂汁算模決 根搪拆分規則改置模決 1 預先茨得的各返萱

商 同絡吋終端用戶所友送的短消息奕 阮采用的拆分規則救搪，汁算吋用戶編

輯的短消息迸行拆分得到的短消息余救，井通迂昱示模決 將汁算模決



汁算得到的短消息余數昱示鈴用戶 ，伙而能移將用戶所編輯的短消息在返萱

商同絡中所宴阮拆分成的短消息余數，及忖准碉地提示鈴用戶 。

本領域的普通技木人員 座 占理解，本友明短消息拆分提示裝置的宴施例

一中，所述拆分規則改置模決 1 可通迂各神方式未預先茨得所述切分規則數

搪，如接收服各器推送的切分規則數搪 、 主功向服各器茨取切分規則數搪或

者終端本身預先俸存切分規則數搪，其均座在本友明短消息拆分提示裝置的

宴施例一的技木方案所要求俸妒的范固之內 。 換言之，本友明短消息拆分提

示裝置的宴施例一中，所述拆分規則改置模決可包抬 存儲羊元，用于預先

俸存各返萱商 同絡吋核終端的用戶所友送的短消息的拆分規則數搪 和/或茨

取羊元，用于預先向服各器茨取各返萱商同絡吋核終端的用戶所友送的短消

息的拆分規則數搪 和/或接收羊元，用于預先接收服各器友送的各返萱商 同

絡吋核終端的用戶所友送的短消息的拆分規則數搪 。

本領域的普通技木人員 座 占理解，本友明短消息拆分提示裝置的宴施例

一中，可根搪宴阮座用的需求，采取所述汁算模決在用戶編輯短消息的迂程

中即忖地汁算短消息余數以及所述昱示模決在用戶編輯短消息的迂程中即忖

地昱示短消息余數的宴施方式 和/或采取所述汁算模決在用戶編輯完竿短消

息后汁算短消息余數以及所述昱示模決在用戶編輯完竿短消息后昱示短消息

余數的宴施方式 也可根搪用戶 的預先改置未迭捧其中一神或 同忖迭捧迷丙

神宴施方式，其均座在本友明短消息拆分提示裝置的宴施例一的技木方案所

要求俸妒的范固之內 。 例如，在采取在用戶編輯短消息的迂程中即忖地汁算

和昱示短消息余數的宴施方式忖，上述本友明短消息的拆分提示裝置的宴施

例一中，汁算模決 可包抬占拆分規則改置模決 1 以及昱示模決 連接的

第一即忖汁算羊元 ( 因中未示出 ) ，用于在用戶編輯瑜入短消息忖，即忖地

汁算根搪拆分規則改置模決 1 俸存的各返萱商 同絡分別吋座的拆分規則數

搪，吋用戶 已婪編輯瑜入的短消息迸行拆分所分別得到的短消息余數，井估

送鈴昱示模決 昱示鈴用戶 。



囚 力本友明短消息的拆分提示裝置的奕施例二的結枸示意囚，核奕施

例二占上迷本友明短消息的拆分提示裝置的奕施例一的匹別在于 近包抬同

絡吋座規則改置模決 1，用于預先俸存或預先向服各器茨取或預先接收服各

器友送的用戶寺碉占返萱商 同絡的吋座規則救搪 所迷汁算模決 包抬占同

絡吋座規則改置模決 1連接的即忖分析羊元 以及占拆分規則改置模決 、

即忖分析羊元 以及昱示模決 連接的第二即忖汁算羊元 即忖分析羊

元 用于在用戶編輯瑜入短消息忖，根搪同絡吋座規則改置模決 1 俸存的

第二即忖汁算羊元 用于根搪即忖分析羊元 所茨知的返萱商同絡查找茨

得拆分規則改置模決 1 俸存的占即忖分析羊元 所茨知的返萱商同絡吋座

的拆分規則救搪，然后根搪查找茨得的拆分規則救搪，即忖地汁算吋用戶 已

婪編輯瑜入的短消息迸行拆分所得到的短消息余救，井估送鈴昱示模決 ,

由昱示模決 即忖地昱示給用戶 。

本奕施例二中，通迂即忖分析羊元 根搪 同絡吋座規則改置模決 1 預

先茨得的用戶寺碉 ( 指返萱商力用戶分配的用于唯一杯祇用戶 的杯祇寺碉 )

占返萱商 同絡的吋座吳 系規則救搪以及用戶瑜入或迭捧 ( 指用戶伙終端預先

存儲的寺碉祝汞中迭捧 ) ¥ 被叫寺碉，未茨知用戶編輯的短消息所要使用的

返萱商同絡，然后第二即吋汁算羊元 根搪核返萱商同絡的拆分規則救搪，

未汁算吋用戶編輯的短消息 內容迸行拆分后的短消息余救，井由昱示模決

即忖地昱示鈴用戶 ，伙而使得用戶在編輯短消息忖能移清楚地、 隨忖地了解

到 隨看瑜入內容的增減，吋于用戶編輯的短消息所要使用的返萱商 同絡，

用戶瑜入的短消息 內容所奕 阮拆分成的短消息余救的救值和吏化 。 本奕施例

二能移針吋用戶每次編輯短信忖奕 阮使用的返萱商 同絡未汁算和昱示吋座的

奕 阮的短消息余救，迸一步增強 了炎活性 。

囚 力本友明短消息的拆分提示裝置的奕施例三的結枸示意 囚，核 奕施

例三占上迷本友明短消息的拆分提示裝置的奕施例一的匹別在于 近包抬同



絡吋座規則改置模決 1，用于預先俸存或預先向服各器茨取或預先接收服各

器友送的用戶寺碉占返萱商 同絡的吋座規則數搪 汁算模決 包抬占同絡吋

座規則改置模決連接的分析羊元 1 以及占拆分規則改置模決 1、 分析羊元

1 以及昱示模決 連接的患休汁算羊元 7 分析羊元 1 用于在用戶編輯完

竿短消息后，根搪 同絡吋座規則改置模決 1 俸存的所述吋座規則數搪茨知核

用戶瑜入或迭捧的被叫寺碉所吋座的返萱商 同絡 患休汁算羊元 用于根搪

分析羊元 1 所茨知的返萱商同絡查找茨得拆分規則改置模決 1 俸存的占分

析羊元 1 所茨知的返萱商 同絡吋座的拆分規則數搪，然后根搪查找茨得的拆

分規則數搪，汁算吋用戶編輯完竿的短消息迸行拆分所得到的短消息余數，

井估送鈴昱示模決 ，由昱示模決 昱示鈴用戶 。

本友明短消息的拆分提示裝置的宴施例三占上述本友明短消息的拆分提

示裝置的宴施例二的匹別在于是在用戶編輯瑜入短消息 內容完竿之后汁算和

昱示短消息余數，迷神宴施方式可以減少頻繁汁算和昱示短消息余數吋終端

性能的影晌。

因 力本友明短消息的拆分提示裝置的宴施例四的結枸示意因，本宴施

例四占上述宴施例二的匹別在于 近包抬汁 費羊什改置模決 1，用于預先俸

戶所友送的短消息的汁費羊什 汁算模決 近包抬第一費用汁算羊元 ,

占汁 費羊什改置模決 1、 即忖分析羊元 、 第二即忖汁算羊元 以及昱示

模決 連接，用于根搪即忖分析羊元 所茨知的返萱商同絡查找茨得汁費

羊什改置模決 1 俸存的占所茨知的返萱商 同絡吋座的汁費羊什，根搪查找茨

得的汁費羊什以及第二即吋汁算羊元 算所得到的短消息余數，汁算吋座

的短消息 費用，井估送鈴昱示模決 ，由昱示模決 昱示鈴用戶 。

上述本友明短消息的拆分提示裝置的宴施例四提供了在用戶編輯瑜入短

消息 內容忖，即忖地汁算井昱示用戶編輯的短消息 內容在返萱商 同絡中拆分

后所宴阮吋座的短消息余數和費用的宴施方式，使用戶 能移及忖准碉地茨知



用戶編輯的短消 息所奕 你需要的費用 ，井使得用戶 能移根搪核 費用信息吋編

輯的短消息的內容弋度迸行控制 。

本領域的普通技木人員 座 占理解，本奕施例四中，昱示模決 吋短消息

余救的昱示以及吋短消息 費用的昱示可根搪奕 阮座用需求先后執行，也可同

忖執行，其均座在本奕施例四的技木方案所要求俸妒的范固之內 。

囚 力本友明短消息的拆分提示裝置的奕施例五的結枸示意囚，本奕施

例五占上迷奕施例三的匹別在于 近包抬汁 費羊什改置模決 1，用于預先俸

戶所友送的短消息的汁費羊什 汁算模決 近包抬第二費用汁算羊元 ,

均汁 費羊什改置模決 1、分析羊元 1、患休汁算羊元 以及昱示模決 連

接，用于根搪分析羊元 1 所茨知的返萱商 同絡查找茨得汁 費羊什改置模決

1 俸存的占所茨知的返萱商同絡吋座的汁 費羊什，根搪查找茨得的汁費羊什

以及患休汁算羊元 算所得到的短消息余救，汁算吋座的短消息 費用，井

估送鈴昱示模決 ，由昱示模決 昱示鈴用戶 。

本友明短消息的拆分提示裝置的奕施例五提供了在用戶編輯瑜入完竿短

消息 內容后，汁算井昱示用戶編輯的短消息 內容在返萱商同絡中拆分后所奕

阮吋座的短消息余救和費用的奕施方式，能移在各神奕 阮座用吻景 (例如

不同的返萱商的汁 費羊什不同或者同一返萱商針吋不同用戶提供的仇惠活功

尋致的汁 費羊什不同等情況 ) ，使用戶 能移及忖准碉地茨知用戶編輯的短消

息所奕 阮需要的費用 。

本領域的普通技木人員 座 占理解，本奕施例五中，昱示模決 吋短消息

余救的昱示以及吋短消息 費用的昱示可根搪奕 阮座用需求先后執行，也可同

忖執行，其均座在本奕施例四的技木方案所要求俸妒的范固之內 。 本領域的

普通技木人員 座 占了解，本友明短消息的拆分提示裝置的奕施例四及奕施例

五中，拆分規則改置模決 1、 同絡吋座規則改置模決 1 以及汁費羊什改置

模決 1 可分別狄立地改置，也可一休化改置，其均座在本奕施例四及奕施例



五的技木方案所要求俸妒的范固之內 。 此外，上述本友明短消息的拆分提示

裝置的奕施例一至五中的全部或者部分模決可直接通迂硬件奕現，也可通迂

程序未指令相吳的硬件奕現，井且占通迂程序指令相吳的硬件奕現忖，所述

的程序可存儲在一介汁算札可族取存儲介原中，例如存儲在只族存儲器 ( 筒

妳 ) 、 隨和存取存儲器 ( 筒妳 ) 、 磁盎 、 光盎等中。

汁算札程序戶品奕施例

汁算札程序戶品奕施例 中，所述的汁算札戶品包抬例如光盎或磁盎等戶

品，在上述戶品中存儲有將以上各介短消息拆分提示裝置的奕施例 中硬件模

決汁算札程序化的吋座的軟件模決執行程序 。

在汁算札程序戶品奕施例一中，包抬拆分規則改置模決，用于預先茨得

各返萱商 同絡吋核終端的用戶所友送的短消息的拆分規則救搪 汁算模決，

用于根搪拆分規則改置模決所茨得的拆分規則救搪，汁算吋用戶編輯的短消

息迸行拆分得到的短消息余救 告知模決用于將汁算模決汁算得到的短消息

余救告知鈴用戶 所述告知模決包抬昱示模決，用于將汁算模決汁算得到的

短消息余救昱示鈴用戶 或包抬戶音提示模決，用于將汁算模決汁算得到的

短消息余救座用戶音提示鈴用戶 。

在上述本友明汁算札程序戶品奕施例一中，通迂拆分規則改置模決預先

茨得各返萱商 同絡吋終端用戶所友送的短消息 奕 阮采用的拆分規則救搪，而

非現有終端所使用的固定的一神拆分規則，伙而能移准碉及忖地反映各返萱

商同絡針吋不同用戶所采取的各神拆分規則，充分地俸征了炎活性和准碉性

通迂汁算模決根搪拆分規則改置模決預先茨得的各返萱商同絡吋終端用戶所

友送的短消息 奕 阮采用的拆分規則救搪，汁算吋用戶編輯的短消息迸行拆分

得到的短消息余救，井通迂昱示模決將汁算模決汁算得到的短消息余救昱示

鈴用戶 ，伙而能移將用戶所編輯的短消息在返萱商 同絡中所奕 阮拆分成的短

消息余救，及忖准碉地提示鈴用戶 。

本領域的普通技木人員 座 占理解，在上述本友明汁算札程序戶品奕施例



一中，所述拆分規則改置模決可通迂各神方式未預先茨得所述切分規則數搪，

如接收服各器推送的切分規則數搪 、 主功向服各器茨取切分規則數搪或者終

端本身預先俸存切分規則數搪，其均座在本友明短消息拆分提示裝置的宴施

例一的技木方案所要求俸妒的范固之內 。 換言之，上述本友明汁算札程序戶

品宴施例一中，所述拆分規則改置模決可包抬 存儲羊元，用于預先俸存各

返萱商 同絡吋核終端的用戶所友送的短消息的拆分規則數搪 和/ 或茨取羊

元，用于預先向服各器茨取各返萱商 同絡吋核終端的用戶所友送的短消息的

拆分規則數搪 和/或接收羊元，用于預先接收服各器友送的各返萱商同絡吋

核終端的用戶所友送的短消息的拆分規則數搪 。

本領域的普通技木人員 座 占理解，在上述本友明汁算札程序戶品宴施例

一中，可根搪宴阮座用的需求，采取所述汁算模決在用戶編輯短消息的迂程

中即忖地汁算短消息余數以及所述昱示模決在用戶編輯短消息的迂程中即忖

地昱示短消息余數的宴施方式 和/或采取所述汁算模決在用戶編輯完竿短消

息后汁算短消息余數以及所述昱示模決在用戶編輯完竿短消息后昱示短消息

余數的宴施方式 也可根搪用戶 的預先改置未迭捧其中一神或 同忖迭捧迷丙

神宴施方式，其均座在本友明短消息拆分提示裝置的宴施例一的技木方案所

要求俸妒的范固之內 。 例如，在采取在用戶編輯短消息的迂程中即忖地汁算

和昱示短消息余數的宴施方式忖，上述本友明短消息的拆分提示裝置的宴施

例一中，汁算模決可包抬均拆分規則改置模決以及昱示模決連接的第一即忖

算羊元，用于在用戶編輯瑜入短消息忖，即忖地汁算根搪拆分規則改置模

決俸存的各返萱商 同絡分別吋座的拆分規則數搪，吋用戶 已婪編輯瑜入的短

消息迸行拆分所分別得到的短消息余數，井估送鈴昱示模決昱示鈴用戶 。

本友明汁算札程序戶品宴施例二占上述本友明汁算札程序戶品宴施例一

的匹別在于 近包抬同絡吋座規則改置模決，用于預先俸存或預先向服各器

茨取或預先接收服各器友送的用戶寺碉占返萱商同絡的吋座規則數搪 所述



改置模決 、 即忖分析羊元以及昱示模決連接的第二即忖汁算羊元 即忖分析

羊元用于在用戶編輯瑜入短消息忖，根搪同絡吋座規則改置模決俸存的所迷

吋座規則救搪茨知核用戶瑜入或迭捧的被叫寺碉所吋座的返萱商 同絡 第二

改置模決俸存的占即忖分析羊所茨知的返萱商 同絡吋座的拆分規則救搪，然

后根搪查找茨得的拆分規則救搪，即忖地汁算吋用戶 已婪編輯瑜入的短消息

迸行拆分所得到的短消息余救，井估送鈴昱示模決，由昱示模決即忖地昱示

鈴用戶 。

本奕施例二中，通迂即忖分析羊元根搪 同絡吋座規則改置模決預先茨得

的用戶寺碉 ( 指返萱商力用戶分配的用于唯一杯祇用戶 的杯祇寺碉 ) 占返萱

商 同絡的吋座吳 系規則救搪以及用戶瑜入或迭捧 ( 指用戶伙終端預先存儲的

寺碉祝汞中迭捧 ) 的被叫寺碉，未茨知用戶編輯的短消息所要使用的返萱商

同絡，然后第二即忖汁算羊元根搪核返萱商 同絡的拆分規則救搪，未汁算吋

用戶編輯的短消息 內容迸行拆分后的短消息余救，井由昱示模決即忖地昱示

鈴用戶 ，伙而使得用戶在編輯短消息忖能移清楚地、 隨忖地了解到 隨看瑜

入內容的增減，吋于用戶編輯的短消息所要使用的返萱商同絡，用戶瑜入的

短消息 內容所奕 阮拆分成的短消息余救的救值和吏化 。 本奕施例二能移針吋

用戶每次編輯短信忖奕 阮使用的返萱商 同絡未汁算和昱示吋座的奕 阮的短消

息余救，迸一步增強 了炎活性 。

本友明汁算札程序戶品奕施例三占上迷本友明汁算札程序戶品奕施例一

的匹別在于 近包抬同絡吋座規則改置模決，用于預先俸存或預先向服各器

茨取或預先接收服各器友送的用戶寺碉占返萱商同絡的吋座規則救搪 汁算

模決 包抬占同絡吋座規則改置模決連接的分析羊元以及占拆分規則改置模

決 、 分析羊元以及昱示模決連接的患休汁算羊元 分析羊元用于在用戶編輯

完竿短消息后，根搪同絡吋座規則改置模決俸存的所迷吋座規則救搪茨知核

用戶瑜入或迭捧的被叫寺碉所吋座的返萱商 同絡 患休汁算羊元用于根搪分



茨知的送萱商同絡吋座的拆分規則數搪，然后根搪查找茨得的拆分規則數搪，

汁算吋用戶編輯完竿的短消息迸行拆分所得到的短消息余數，井估送鈴昱示

模決，由昱示模決昱示鈴用戶 。

本友明汁算札程序戶品宴施例三占上述本友明汁算札程序戶品宴施例二

的匹別在于是在用戶編輯瑜入短消息 內容完竿之后汁算和昱示短消息余數，

迷神宴施方式可以減少頻繁汁算和昱示短消息余數吋終端性能的影晌。

本友明汁算札程序戶品宴施例四占上述宴施例二的匹別在于 近包抬汁

費羊什改置模決，用于預先俸存或預先向服各器茨取或預先接收服各器友送

的各返萱商同絡吋核終端的用戶所友送的短消息的汁 費羊什 汁算模決近包

括第一費用汁算羊元，占汁費羊什改置模決、 即吋分析羊元、 第二即吋汁算

羊元以及昱示模決連接，用于根搪即忖分析羊元所茨知的返萱商 同絡查找茨

得汁費羊什改置模決俸存的占所茨知的返萱商 同絡吋座的汁 費羊什，根搪查

找茨得的汁費羊什以及第二即忖汁算羊元汁算所得到的短消息余數，汁算吋

座的短消息 費用，井估送鈴昱示模決，由昱示模決昱示鈴用戶 。

上述本友明汁算札程序戶品宴施例四提供了在用戶編輯瑜入短消息 內容

忖，即忖地汁算井昱示用戶編輯的短消息 內容在返萱商 同絡中拆分后所宴阮

吋座的短消息余數和費用的宴施方式，使用戶 能移及忖准碉地茨知用戶編輯

的短消息所宴阮需要的費用，井使得用戶 能移根搪核 費用信息吋編輯的短消

息的內容弋度迸行控制 。

本領域的普通技木人員 座 占理解，本宴施例四中，昱示模決吋短消息余

數的昱示以及吋短消息 費用的昱示可根搪宴阮座用需求先后執行，也可同忖

執行，其均座在本宴施例四的技木方案所要求保妒的范固之內 。

本友明汁算札程序戶品宴施例五占上述宴施例三的匹別在于 近包抬汁

費羊什改置模決，用于預先俸存或預先向服各器茨取或預先接收服各器友送

的各返萱商同絡吋核終端的用戶所友送的短消息的汁 費羊什 汁算模決近包



抬第二費用汁算羊元，占汁費羊什改置模決 、 分析羊元、 患休汁算羊元以及

昱示模決連接，用于根搪分析羊元所茨知的返萱商 同絡查找茨得汁費羊什改

置模決俸存的占所茨知的返萱商 同絡吋座的汁 費羊什，根搪查找茨得的汁 費

羊什以及患休汁算羊元汁算所得到的短消息余教，汁算吋座的短消息 費用 ，

井估送給昱示模決，由昱示模決昱示鈴用戶 。

本友明汁算札程序戶品宴施例五提供了在用戶編輯瑜入完竿短消息 內容

后，汁算井昱示用戶編輯的短消息 內容在返萱商同絡中拆分后所宴阮吋座的

短消息余數和費用的宴施方式，能移在各神宴阮座用吻景 ( 例如不同的返

萱商的汁 費羊什不同或者同一返萱商針吋不同用戶提供的仇惠活功早致的汁

費羊什不同等情況 ) ，使用戶 能移及忖准碉地茨知用戶編輯的短消息所宴阮

需要的費用 。

本領域的普通技木人員 座 占理解，本宴施例五中，昱示模決吋短消息余

數的昱示以及吋短消息 費用的昱示可根搪宴阮座用需求先后執行，也可同忖

執行，其均座在本宴施例四的技木方案所要求俸妒的范固之內 。 本領域的普

通技木人員 座 占了解，本友明汁算札程序戶品宴施例四及宴施例五中，拆分

規則改置模決 、 同絡吋座規則改置模決以及汁 費羊什改置模決可分別狄立地

改置，也可一休化改置，其均座在本宴施例四及宴施例五的技木方案所要求

俸妒的范固之內 。

最后座說明的是 以上宴施例伏用 以說明本友明的技木方案，而非吋

其限制 冬管參照前述宴施例吋本友明迸行了祥細的說明，本領域的普通

技木人員 座 占理解 其依然可以吋前述各宴施例所祝載的技木方案迸行修

改，或者吋其中部分技木特征迸行等 同替換 而迷些修改或者替換，井不



枝 利 要 求 半

1、 一神短消息拆分提示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抬

終端預先茨得各返萱商 同絡吋核終端的用戶所友送的短消息的拆分規則

數搪

終端根搪所述拆分規則數搪汁算吋用戶編輯的短消息迸行拆分得到的短

消息余數，井告知鈴用戶 。

、根搪杖利要求 1 所述的短消息拆分提示方法，其特征在于所示終端根

搪所述拆分規則數搪汁算吋用戶編輯的短消息迸行拆分得到的短消息余數，

井告知用戶具休力，終端根搪所述拆分規則數搪汁算吋用戶編輯的短消息迸

行拆分得到的短消息余數，井昱示鈴用戶 。

、根搪杖利要求 所述的短消息拆分提示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終端

預先茨得各返萱商 同絡吋核終端的用戶所友送的短消息的拆分規則數搪具休

包抬 所述終端預先俸存或預先向服各器茨取或預先接收服各器友送的各返

萱商 同絡吋核終端的用戶所友送的短消息的拆分規則數搪 。

、根搪杖利要求 所述的短消息拆分提示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終端

根搪所述拆分規則數搪汁算吋用戶編輯的短消 息迸行拆分得到的短消 息余

數，井昱示鈴用戶 包抬 終端在用戶編輯瑜入短消息忖，分別根搪各返萱商

同絡吋座的拆分規則數搪，汁算吋座的吋用戶 已婪編輯瑜入的短消息迸行拆

分所得到的短消息余數，井昱示鈴用戶 。

、 根搪杖利要求 所述的短消息拆分提示方法，其特征在于

近包抬 終端預先俸存或預先向服各器茨取或預先接收服各器友送的用

戶寺碉占返萱商同絡的吋座規則數搪

所述終端根搪所述拆分規則數搪汁算吋用戶編輯的短消息迸行拆分得到

的短消息余數，井昱示鈴用戶 包抬 終端在用戶編輯瑜入短消息忖，根搪所

述吋座規則數搪茨知核用戶瑜入或迭捧的被叫寺碉所吋座的返萱商同絡，然



同絡所吋座的拆分規則數搪，根搪查找茨得的拆分規則數搪即忖地汁算吋用

戶 已婪編輯瑜入的短消息迸行拆分所得到的短消息余數，井即忖地昱示鈴用

戶 。

、 根搪杖利要求 所述的短消息拆分提示方法，其特征在于

近包抬 終端預先俸存或預先向服各器茨取或預先接收服各器友送的用

戶寺碉占返萱商同絡的吋座規則數搪

所述終端根搪所述拆分規則數搪汁算吋用戶編輯的短消息迸行拆分得到

的短消息余數，井昱示鈴用戶 包抬 終端在用戶編輯完竿短消息后，根搪所

述吋座規則數搪茨知核用戶瑜入或迭捧的被叫寺碉所吋座的返萱商同絡，然

后伙終端預先俸存的拆分規則數搪中查找茨得所述被叫寺碉所吋座的返萱商

同絡所吋座的拆分規則數搪，根搪查找茨知的拆分規則數搪，汁算吋用戶編

輯完竿的短消息迸行拆分所得到的短消息余數，井昱示鈴用戶 。

、根搪杖利要求 或 所述的短消息拆分提示方法，其特征在于，近包

抬

終端預先俸存或預先向服各器茨取或預先接收服各器友送的各返萱商 同

絡吋核終端的用戶所友送的短消息的汁費羊什

在終端汁算得到短消息余數后，根搪所茨知的返萱商同絡查找終端預先

俸存的汁 費羊什，茨得占所茨知的返萱商同絡吋座的汁 費羊什，根搪查找茨

得的汁 費羊什以及汁算所得到的短消息余數，汁算吋座的短消息 費用 ，井昱

示鈴用戶 。

、 一神短消息拆分提示裝置，其特征在于，包抬

拆分規則改置模決，用于預先茨得各返萱商 同絡吋核終端的用戶所友送

的短消息的拆分規則數搪

汁算模決，用于根搪拆分規則改置模決所茨得的拆分規則數搪，汁算吋

用戶編輯的短消息迸行拆分得到的短消息余數

告知模決，用于將汁算模決汁算得到的短消息余數告知鈴用戶 。



、根搪杖利要求 所述的短消息拆分提示裝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告知模

決具休力昱示模決，用于將汁算模決汁算得到的短消息余數昱示鈴用戶 。

1 、 根搪杖利要求 所述的短消息拆分提示裝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拆

分規則改置模決包抬

存儲羊元，用于預先俸存 、 各返萱商 同絡吋核終端的用戶所友送的短消

息的拆分規則數搪 和/或

茨取羊元，用于預先向服各器萊取各返萱商 同絡吋核終端的用戶所友送

的短消息的拆分規則數搪 和/或

接收羊元，用于預先接收服各器友送的各返萱商 同絡吋核終端的用戶所

友送的短消息的拆分規則數搪 。

11、 根搪杖利要求 所述的短消息拆分提示裝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汁

算模決包抬第一即忖汁算羊元，用于在用戶編輯瑜入短消息忖，汁算根搪拆

分規則改置模決俸存的、 各返萱商 同絡分別吋座的拆分規則數搪吋用戶 已婪

編輯瑜入的短消息迸行拆分所分別得到的短消息余數，井估送鈴昱示模決昱

示鈴用戶 。

1 、 根搪杖利要求 所述的短消息拆分提示裝置，其特征在于

近包抬同絡吋座規則改置模決，用于預先俸存 、 或預先向服各器茨取、

所述汁算模決包括即吋分析羊元以及第二即吋汁算羊元

所述即忖分析羊元用于在用戶編輯瑜入短消息忖，根搪 同絡吋座規則改

返萱商同絡

所述第二即忖汁算羊元用于根搪即忖分析羊元所茨知的返萱商 同絡查找

茨得拆分規則改置模決俸存的、 占即忖分析羊元所茨知的返萱商 同絡吋座的

拆分規則數搪，然后根搪查找茨得的拆分規則數搪，汁算吋用戶 已婪編輯瑜

入的短消息迸行拆分所得到的短消息余數，由昱示模決即忖地昱示鈴用戶 。

1 、 根搪杖利要求 1 任一所述的短消息拆分提示裝置，其特征在于



近包抬同絡吋座規則改置模決，用于預先俸存 、 或預先向服各器茨取、

所述汁算模決包抬分析羊元及患休汁算羊元

所述分析羊元用于在用戶編輯完竿短消息后，根搪 同絡吋座規則改置模

訂 )呵 么冬

規則改置模決俸存的、占分析羊元所茨知的返萱商同絡吋座的拆分規則數搪，

然后根搪查找茨得的拆分規則數搪，汁算吋用戶蝙輯完羊的短消 息迸行拆分

所得到的短消息余數，井估送鈴昱示模決，由昱示模決昱示鈴用戶 。

1 、 根搪杖利要求 1 所述的短消息拆分提示裝置，其特征在于

近包抬汁 費羊什改置模決，用于預先俸存 、 或預先向服各器茨取、 或預

先接收服各器友送的各返萱商 同絡吋核終端的用戶所友送的短消息的汁 費羊

什

所述汁算模決近包抬第一費用汁算羊元，用于根搪即忖分析羊元所茨知

的返萱商 同絡茨得所茨知的返萱商同絡吋座的汁費羊什，根搪所茨知的返萱

商 同絡吋座的汁 費羊什以及第二即忖汁算羊元汁算所得到的短消息余數，汁

算吋座的短消息 費用 ，由昱示模決昱示鈴用戶 。

1 、 根搪杖利要求 1 所述的短消息拆分提示裝置，其特征在于

近包抬汁 費羊什改置模決，用于預先俸存 、 或預先向服各器茨取、 或預

先接收服各器友送的各返萱商 同絡吋核終端的用戶所友送的短消息的汁 費羊

什

所述汁算模決近包抬第二費用汁算羊元，用于根搪分析羊元所茨知的返

萱商同絡查找所茨知的返萱商 同絡吋座的汁 費羊什，井根搪占返萱商 同絡吋

座的汁 費羊什以及患休汁算羊元汁算所得到的短消息余數，汁算吋座的短消

息 費用，由昱示模決昱示鈴用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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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消息 ,短信 ,短扳文，SMS，拆，分，貌，耳 ,這曹 ,法，規 ( 及癸似用晤 )

short w message?,SMS, split+, unbind+,resolut+,unpack+,tear+,divi+,dispart+,

edit+,compil+,writ+,operator?,rul+,user?(and the like)

．相夫文件

樊 型 引用文件 必要吋，指明相夫段落 相夫的杖利要求

p ,χ CN101031101A (半力技木有限公司) 05.9 月 2007(05.09.2007) 1-15

參見杖利要求 1-14 及沈明卡第 4 頁第 1 行至第 15 頁第 2 1

CN 1298272 A (三星屯于株式舍杜) 06.6 月 2001(06.06.2001) 1-15

參几全文

CN1571541A (中共通珮股份有限公司) 26．1 月 2005(26.01.2005) 1-15

參几全文

D 其余文件在 桂的鎂頁中列出。 几同族寺利附件。

用文件的具休芙型 "T" 在申渭日或仇先杖日之后公布，勻申清不相抵蝕，但力了
A" 臥力不特別相夫的表示了現有技木 般狀悉的文件 理解友明之理洽或原理的在后文件

E" 在固阮申清日的 后公布的在先叫 或吉利 "X" 特別相夫的文件 草狙考慮咳文件，臥定要求保扣的
"L" 可能肘伉先杖要求枸成杯疑的文件，或力硝定另 篇 友明不是新穎的或不具有刨造性

引用文件的公布日而引用的或者因其他特殊理由而引 "Y" 特別相夫的文件 舀咳文件勻另一篇或者多篇咳癸文伴

用的文件 拮合井且迭神錯合肘于本領域技木人貝力晶而易几肘

" " 涉及口央公升、使用、展地或其他方式公升的文件 要求保扣的友明不具有刨造性
"P" 公布日先于匡阮申清日但退于所要求的仇先杖目的文件 "&" 同族寺利的文件

因阮栓索奕阮完成的日期 固阮粒索扳告卹寄日期
3 1 3 月 2008(3 1.3.2008) 17.4 月 2008 (17.04.2008)

受杖官貝
中竿人民共和因因家知洪芹杖局(ISA/CN)
中因北京市海綻因到口杆西土城路 6 弓 100088 周迷虹
估其弓 (86-10)6201945 1 屯活骨碑 (86-10) 6241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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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CN2008/070075

粒索扳告中引用的 公布日期 同族寺利 公布日期
寺利文件

CN101031101A 05.09.2007 E

CN 1298272 A 06.06.2001 EP1107618A2 13.06.2001

KR200 1004904 IA 15.06.2001

US2001041578A1 15.1 1.2001

CN1571541A 26.01.2005 CN1324914C C 04.07.2007

PCt SA 210 表 (第 2 頁) (2007 年 4 月)


	front-page
	description
	claims
	drawings
	wo-search-report
	wo-search-re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