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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记录排列方法和装置

本 申请要 求于 2012 年 08 月 24 日提 交中国专利局 、申请号为

201210305560.9 、发明名称为"沟通记录排列方法和装置"的中国专利申

请的优先权 ，其全部 内容通过引用结合在本申请 中。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计算机技术领域 ，特别涉及一种沟通记录排列方法和装

置。

发明背景

随着互联 网技术的不断发展 ，移动终端中沟通记录的类型也越来越

多，比如短信 、通话记录等。而 目前大多数移动终端 中沟通记录的展现

形式往往是根据沟通记录的类型来设计的，比如将不同类型的沟通记录

利用不同的界面进行排列展现。举例来讲 ，可以将所有短信排列在一种

界面的列表上，而将所有通话记录排列在另一种界面的列表上。

在实现本发明的过程 中，发明人发现现有技术至少存在以下问题：

当使用者需要读取不同类型的沟通记录时，需要手动的从一种界面切换

到另一种界面，如果使用者使用的移动终端是按键操控的，则可能需要

多次按键操作才能完成界面的切换工作 ，使用起来非常不便 。

发明内容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问题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沟通记录排列

方法和装置。所述技术方案如下：

一方面，提供 了一种沟通记录排列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获取沟通记录；



得到所述沟通记录对应 的标识 、类型；

将具有相 同标识的同类型的沟通记录合并为一条合并记录；

在 同一界面排列所有合并记录。

进一步的，所述沟通记录还 包括产生时间，所述将具有相 同标识 的

同类型的沟通记录合并为一条合并记录，具体 包括：

才艮据所述沟通记录的产生时间排 列具有相 同标识的同类型的沟通记

录 ，并将排 列后 的具有相 同标识 的 同类型 的沟通记 录作 为一条合 并记

录。

进一步的，所述沟通记录还 包括产生时间，在将具有相 同标识的同

类型的沟通记录合并为一条合并记录之后 ，所述方法还 包括 ：

才艮据所述沟通记录的产生时间确定所述合并记录的时间。

更进一步的，所述 据所述沟通记录的时间确定所述合并记录的时

间，具体 包括：

获取所述合并记录对应 的最新沟通记录的产生时间，并将所述最新

沟通记录的产生时间作 为所述合并记录的时间。

更进一步的，所述在 同一界 面排 列所有合并记录，具体 包括：

根据所述合并记录的时间顺序在 同一界面排列所有合并记录。

进一步的，所述沟通记录还 包括产生时间，所述合并记录包括标识

和合并记录对应 的沟通记录的类型 ，所述在 同一界面排列所有合并记录

之后 ，所述方法还 包括 ：

当合并记录接 收确认信 息后 ，根据所述沟通记录的产生时间显示所

述合并 录对应 的沟通¾；录。

另一方面，提供 了一种沟通记录排列装置 ，所述装置 包括 :

获取模块 ，用于获取沟通记录；



记录模块 ，用于得到所述沟通记录对应 的标识 、类型；

合并模块 ，用于将具有相 同标识 的同类型的沟通记录合并为一条合

并记录；

排列模块 ，用于在 同一界面排列所有合并记录。

进一步的，所述沟通记录还 包括产生时间，所述合并模块 ，具体用

于：

才艮据所述沟通记录的产生时间排 列具有相 同标识的同类型的沟通记

录 ，并将排 列后 的具有相 同标识 的 同类型 的沟通记 录作 为一条合 并记

录。

更进一步的，所述沟通记录还 包括产生时间，所述装置还 包括：

确定模块 ，用于根据所述沟通记录的产生时间确定所述合并记录的

时间。

进一步的，所述确定模块 ，具体用于：

获取所述合并记录对应 的最新沟通记录的产生时间，并将所述最新

沟通记录的产生时间作 为所述合并记录的时间。

更进一步的，所述排列模块 ，具体用于：

根据所述合并记录的时间顺序在 同一界面排列所有合并记录。

进一步的，所述合并记录包括标识和合并记录对应 的沟通记录的类

型 ，所述装置还 包括：

显示模块 ，用于 当合并记录接收确认信 息后 ，根据所述沟通记录的

产生时间显示所述合并记录对应 的沟通记录。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技术方案带来的有益效果是 ：

通过将具有相 同标识的同类型的沟通记录合并为一条合并记录，并

在 同一界 面上排 列所有合并记录，从 而将多种 不同类型的沟通记录按照



一定的规则排列在 同一界面上 ，使得使用者在读取沟通信 息不用 区别对

待不同类型的沟通记录，操作 更加方便 。

附图简要说 明

为 了更清楚地说 明本发 明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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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筒单地介绍，显 而易见地 ，下面描述 中的附图

仅仅是本发 明的一些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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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供 的沟通记录排 列方法流程 图；

图 2 是本发 明实施例二提供 的沟通记录排 列方法流程 图；

图 3A 是本发 明实施例二提供 的一种合并记录的示意 图；

图 3B 为将 图 3A 中合并记录进行展开后 的示意图；

图 4 是本发 明实施例二提供 的另一种合并记录的示意图；

图 5 是本发 明实施例三提供 的沟通记录排 列装置结构示意 图；

图 6 是本发 明实施例四提供 的沟通记录排 列装置结构示意 图；

图 7 为本发 明实施例五提供 的沟通记录排 列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实施本发明的方式

为使本发 明的 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 ，下面将结合 附图对

本发 明实施方式作进一步地详细描述。

实施例一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 沟通记录排列方法，参见 图 1 , 方法流程

包括：

步骤 101 , 获取 沟通记录。

这里的沟通记录一般是移动终端接收或发送的记录以及相 关操作产



生的记录。

步骤 102, 得到沟通记录对应的标识、类型。

沟通记录对应的标识一般可以是沟通记录发送方的号码 ，如果沟通

记录的相关联 系人在本地移动终端 内保存过名称，则沟通记录对应的标

识为沟通记录的相关联 系人在本地保存的名称。

沟通记录 据不同的功能可以定义为不同的类型，比如短信 、通话

记录等。

步骤 103 , 将具有相 同标识的同类型的沟通记录合并为一条合并记

录。

由于相 同的标识可以具有 艮多沟通记录，比如 同一标识可以对应多

个短信或多个通话记录。将具有相 同标识的同类型的沟通记录合并为一

条合并记录，举例来说 ，标识为张三的沟通记录对应 了三条短信或两条

通话记录，那么则将张三对应的三条短信合并为一条合并记录，并将张

三对应的两条通话记录合并为另一条合并记录。

步骤 104, 在 同一界面排列所有合并记录。

在具体实现时，可以在 同一个界面上排列所有合并记录，这样就可

以将所有合并后的合并记录展现在 同一个界面的列表上。

综上所述，本发明实施例一提供的沟通记录排列方法将沟通记录进

行分类合并成合并记录，并在 同一个界面上排列所有合并记录，从而可

以使得所有沟通记录全部显示在 同一个界面中，使得操作 、浏览更加便

捷。

实施例二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 了又一种沟通记录排列方法，参见图 2 , 方法流

程 包括：



步骤 201 , 获取沟通记录。

这里的沟通记录一般是移动终端接收或发送的记录以及相关操作产

生的记录。

步骤 202, 记录沟通记录对应的标识、类型。

沟通 己录对应的标识一般可以是沟通 己录发送方的号码，如果沟通

记录的相关联系人在本地移动终端内保存过名称，则沟通记录对应的标

识为沟通记录的相关联 系人在本地保存的名称。

沟通记录 据不同的功能可以定义为不同的类型，比如短信、通话

记录等。

此外，为了更好的排布沟通记录以及合并记录，此处还可以同时获

取沟通记录的产生时间。沟通记录的产生时间一般可以指本地移动终端

接收到沟通记录时的时间或发送沟通记录的时间，或操作沟通记录的时

间。比如，类型为短信的沟通记录，其产生时间可以为接收短信的时间、

发送短信的时间，类型为通话记录的沟通记录，其产生时间可以为接到

电话的时间、未接来电的时间、拨 出电话的时间等。

步骤 203 , 将具有相同标识的同类型的沟通记录合并为一条合并记

录。

在实际应用中，相 同的标识可以对应 艮多沟通记录，比如同一标识

可以对应多个短信或多个通话记录。为了使得合并记录更具有规则性，

可以将具有相同标识的同类型的沟通记录合并为一条合并记录，举例来

说，标识为张三的沟通记录对应 了三条短信和两条通话记录，那么可以

将张三对应的三条短信合并为一条合并记录，并可以将张三对应的两条

通话记录合并为另一条合并记录。以此 类推，就可以将移动终端内所有

具有相同标识的同类型的沟通记录进行合并，以得到对应的合并记录。

通常情况下，合并记录的展现形式可以有多种，比如合并记录可以



仅记录标识以及标识对应的沟通记录的类型，如图 3A 所示，其中第一

个合并记录，其对应标识为张三，对应的沟通类型为短信；第二个合并

记录，其对应标识为 18683256579, 对应的沟通类型为通话记录；第三

个合并记录，其对应标识为张三，对应的沟通类型为通话记录；第四个

合并记录，其对应标识为李四，对应的沟通类型为短信。在实际操作 中，

针对这种展现形式，如果使用者需要查看每个合并记录对应的具体的沟

通记录，则需要选择合并记录以进入合并记录对应的具体的沟通记录的

列表，如操作图 3A 中的第一个合并记录后，会显示该合并记录对应的

具体的沟通记录，结果如图 3B 所示，其中标识为张三的对应类型为短

信的合并记录被展开后 ，显示了三条对应的短信信息。此时，其余的合

并记录并没有被选择 ，因此仍旧保持原有合并的状态。当然，在具体实

现时，展开后的多个具有相 同标识的同类型沟通记录可以直接显示在原

有界面中该合并记录的位置，即图 3B 中所示的情况，也可以通过另一

个界面以单独显示该合并记录对应的多个沟通记录。

当然，合并记录还可以为具有相 同标识的多个同类型的沟通记录的

列表，其中可以将这些沟通记录按照时间由近及远的顺序，从上至下排

列在移动终端的界面上，如图 4 所示，其中前三个标识为张三的短信可

以看做一个合并记录，后续的两个标识为 18683256579 的通话记录可以

看做另一个合并记录，再后续的两个标识为张三的通话记录可以看做再

一个合并记录。当然，在实际应用中，合并记录的展现形式还可以为其

他易于思及的改变，这里就不再赘述。

步骤 204, 根据沟通记录的产生时间确定合并记录的时间。

由上可知 ，每一条合并记录对应的沟通记录可能会有多条，这些沟

通记录是具有相 同标识的同类型的沟通记录，此时比较每一条合并记录

对应的所有沟通记录的产生时间。获取合并记录中对应的沟通记录中最



新沟通记录的产生时间，并将该最新沟通记录的产生时间作为对应合并

记录的时间。举例来讲 ，标识为张三的三条短信沟通记录的产生时间分

别为：2012 年 7 月 20 日上午 8 : 20、2012 年 7 月 20 日下午 15: 30、

2012 年 7 月 2 1 日上午 10: 10, 那么其中对应的最新的短信沟通记录的

产生时间为 2012 年 7 月 21 日上午 10: 10, 也就是说 ，可以将 2012 年

7 月 21 日上午 10: 10 作为对应合并记录的时间。

步骤 205 , 根据合并记录的时间顺序在 同一界面排列所有合并记录。

由上可知 ，每个合并记录均对应一个时间，在具体 实现时，则可以

根据合并记录的时间顺序来排列所有合并记录。比如 ，可以在 同一界面

上根据合并记录的时间由近及远的从上到下排列所有合并记录。

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合并记录的展现形式不同，在查看合并记录对

应的沟通记录时也有差别。比如 当合并记录可以仅 包括标识以及标识对

应的沟通记录的类型时，可 以参见图 3A 所示。在实际操作 中，如果使

用者需要查看每个合并记录对应的具体的沟通记录，则需要选择该合并

记录以进入该合并记录对应的具体的沟通记录的列表 ，也就是说 ，通常

在步骤 205 之后 ，如果使用者需要查看合并记录对应的具体沟通记录，

还可以对相关合并记录进行确认操作 ( 该确认操作可以通过按键或触屏

的方式实现 ），对应的，在合并记录接收到确认信 息后 ，则可以根据沟

通记录的产生时间显示合并记录对应的沟通记录。比如 当使用者对图 3A

中第一条合并记录进行确认操作时，在界面上可 以显示该合并记录对应

的两条具体的沟通记录，结果如图 3B 所示。当然，在具体 实现时，展

开后 的多个具有相 同标识的同类型沟通记录可以直接显示在原有界 面

中该合并记录的位置，也可以通过另一个界面以显示该合并记录对应的

多个沟通记录。在显示合并记录对应的多个沟通记录时，一般会根据沟

通记录的产生时间排列具有相 同标识的同类型的沟通记录。比如，根据



沟通 记 录 的产 生 时 间按 照 由近 及 远 的顺 序 ，从 上 至 下排 列这 些 沟通 记

录 。

合 并记 录还 可 以 为具有相 同标识 的多个 同类型 的沟通记 录的列表 ，

通 常合 并该合 并记 录的过程如 下：根据 沟通记 录的产 生 时 间排 列具有相

同标识 的 同类型 的沟通记 录 ，并将排 列后 的具有相 同标识 的 同类型 的沟

通记 录作 为一条合 并记 录 。也就是说 ，可 以 将 这些沟通记 录按 照 时 间由

近及远 的顺序 ，从 上至下排 列在移动终端 的界 面上 ，其 中相 邻 的具有相

同标识 的多个 同类型 的沟通记 录为一 个合 并记 录 。如 图 4 所 示 ，其 中前

三条标识 为张三 的短信 为一个合 并记 录 ，后 续标识 为 18683256579 的两

条通话记 录为一 个合 并记 录 。而每 个合 并记 录的沟通记 录在显 示 时 ，也

一般会根据 沟通记 录的产生 时 间按 照 由近及远 的顺序 ，从 上 至下排 列这

些沟通 己录 。

为 了便 于识 别 ，让用户一 目了然 ，还 可 以对每 条合 并记 录给 出明显

的 区别 ，比如颜 色等 。 当然 ，甚 至可 以针对 不 同类型 的沟通记 录给 出明

显 的 区别 ，比如颜 色、图标等 。

需要 说 明的是 ，图 3A 、图 3B 以及 图 4 中所 列 的短信 内容 、标识 、

类型 、时 间以及 这些 内容之 间的位 置 关 系等 均仅是 示意性举 例 ，并 不能

作 为本发 明保 护 范 围的限制 。此外 ，在具体 实现 时 ，合 并记 录不仅仅 可

以利用上述提 出的标识 和类型 来进行表 示 ，还 可 以通 过标识 、类型 以及

该合 并记 录的时 间来进行表 示 。

综上所述 ，本发 明 实施 例二提供 的沟通记 录排 列方 法将 沟通记 录进

行 分 类合 并 成合 并记 录 ，并根 据 合 并记 录 的 时 间顺序 排 列所有 合 并记

录 ，从 而可 以使得 所有 沟通有规 则 的全部显 示在 同一 个界 面 中，使得操

作 更加便捷 。



实施例三

参见 图 5 ,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 沟通记录排列装置 ，该装置 包

括获取模块 501 、记录模块 502 、合并模块 503 和排列模块 504 。

获取模块 501 可以用于获取沟通记录。

记录模块 502 可以用于得到沟通记录对应 的标识 、类型 。此外 ，为

了更好 的排布沟通记录以及合并记录，记录模块 502 还可以同时获取沟

通记录的产生时间。

合并模块 503 可以用于将具有相 同标识 的同类型的沟通记录合并为

一条合并记录。

排列模块 504 可以用于在 同一界 面排列所有合并记录。

需要说 明的是 ：上述实施例提供 的沟通记录排 列装置在进行沟通记

录的排列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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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沟通记录排列装置与沟通记录排列方法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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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 ，本发 明实施例三提供 的沟通记录排 列装置将沟通记录进

行分类合并成合并记录，并在 同一个界 面上排列所有合并记录，从 而可

以使得所有沟通记录全部显示在 同一组界面中，使得操作 、浏览更加便

捷 。

实施例四

参见 图 6 ,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 沟通记录排列装置 ，该装置 包

括获取模块 501 、记录模块 502 、合并模块 503 、排 列模块 504 和确认模

块 505 。



获取模块 501 可以用于获取沟通记录。

记录模块 502 可以用于得到沟通记录对应 的标识 、类型 。此外 ，为

了更好 的排布沟通记录以及合并记录，记录模块 502 还可以同时获取沟

通记录的产生时间。

合并模块 503 可 以 用于将具有相 同标识 的同类型的沟通记录合并为

一条合并记录

排列模块 504 可以用于在 同一界 面排列所有合并记录。其可以具体

用于：根据合并记录的时间顺序在 同一界面排列所有合并记录。

确定模块 505 可 以 用于根据沟通记录的产生时间确定合并记录的时

间。其可 以 具体用于：获取合并记录对应 的最新沟通记录的产生时间，

并将最新 沟通记录的产生时间作为合并记录的时间。

在 实际应用 中，合并记录可 以 筒单 包括标识和合并记录对应 的沟通

记录的类型 ，此时沟通记录排列装置还可以包括显示模块 ，其可以用于

当合并记录接收确认信 息后 ，根据沟通记录的产生时间显示合并记录对

应 的沟通¾；录。

当然，合并记录还可以为具有相 同标识的同类型的多个沟通记录的

集合 ，此时的合并模块可以具体用于：根据沟通记录的产生时间排 列具

有相 同标识的同类型的沟通记录，并将排列后 的具有相 同标识的同类型

的沟通记录作为一条合并记录。

为 了便 于识别 ，让用户一 目了然，还可以对每条合并记录给 出明显

的区别，比如颜 色等 。当然，甚至可以针对不 同类型的沟通记录给 出明

显的区别 ，比如颜 色、图标等 。

需要说 明的是 ：上述实施例提供 的沟通记录排 列装置在进行沟通记

录的排列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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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沟通记录排列装置与沟通记录排列方法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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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 ，本发 明实施例四提供 的沟通记录排 列装置将沟通记录进

行分类合 并成合 并记 录 ，并根据合 并记 录的时间顺序排 列所有合 并记

录，从 而可以使得所有沟通有规则的全部显示在 同一组界面中，使得操

作更加便捷 。

上述本发 明实施例序号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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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例五

例如 ，图 7 为本发 明实施例五 中提供 的一种沟通记录排 列装置的结

构示意图。如 图 7 所示，该装置 包括：处理器 7 1 和与处理器 7 1 通信连

接 的存储 器 72。存储器 72 中存储有可供处理器 7 1执行的获取指令 721 、

记录指令 722 、合并指令 723 和排列指令 724 。

其 中，获取指令 721 用于指示获取沟通记录。

记录指令 722 用于指示得到所述沟通记录对应 的标识 、类型。

合并指令 723 用于指示将具有相 同标识 的同类型的沟通记录合并为

一条合并记录；

排列指令 724 用于指示在 同一界 面排列所有合并记录。

其 中，所述沟通记录 中还可 包括产生时间，相应地 ，合并指令 723



可具体用于指示：根据所述沟通记录的产生时间排列具有相同标识的同

类型的沟通记录，并将排列后的具有相同标识的同类型的沟通记录作为

一条合并记录。

在沟通记录中还包括产生时间的情况下，存储器 72 中还可存储：

确定指令 725 用于指示根据所述沟通记录的产生时间确定所述合并

记录的时间。在一个实施方式中，确定指令 725 可具体用于指示：获取

所述合并记录对应的最新沟通记录的产生时间，并将所述最新沟通记录

的产生时间作为所述合并记录的时间。

相应地，排列指令 724 可具体用于指示：根据所述合并记录的时间

顺序在同一界面排列所有合并记录。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沟通记录还包括产生时间，且合并记录包括标

识和合并记录对应的沟通记录的类型，存储器 72 中还可包括：显示指

令 726, 用于指示当对应一合并记录接收确认信息后，根据所述沟通记

录的产生时间显示所述合并记录对应的沟通记录。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

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

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权利要求书

1、一种沟通记录排 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获取 沟通记录；

得到所述沟通记录对应 的标识 、类型；

将具有相 同标识的同类型的沟通记录合并为一条合并记录；

在 同一界面排列所有合并记录。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沟通记录还 包括

产生时间，所述将具有相 同标识的同类型的沟通记录合并为一条合并记

录包括：

才艮据所述沟通记录的产生时间排 列具有相 同标识的同类型的沟通记

录 ，并将排 列后 的具有相 同标识 的 同类型 的沟通记 录作 为一条合 并记

录。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沟通记录还 包括

产生时间，所述将具有相 同标识 的同类型的沟通记录合并为一条合并记

录之后 ，所述方法还 包括：

才艮据所述沟通记录的产生时间确定所述合并记录的时间。

4、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所述沟通记

录的时间确定所述合并记录的时间包括：

获取所述合并记录对应 的最新沟通记录的产生时间，并将所述最新

沟通记录的产生时间作 为所述合并记录的时间。



5、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在 同一界面排 列

所有合并记录，具体 包括：

根据所述合并记录的时间顺序在 同一界面排列所有合并记录。

6、根据权利要求 1-5 中任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沟通记

录还 包括产生时间，所述合并记录包括标识和合并记录对应 的沟通记录

的类型；

所述在 同一界面排列所有合并记录之后 ，所述方法还 包括：

当对应一合并记录接收确认信 息后 ，根据所述沟通记录的产生时间

显示所述合并记录对应 的沟通记录。

7、一种沟通记录排 列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 包括：

获取模块 ，用于获取沟通记录；

记录模块 ，用于得到所述沟通记录对应 的标识 、类型；

合并模块 ，用于将具有相 同标识 的同类型的沟通记录合并为一条合

并记录；

排列模块 ，用于在 同一界面排列所有合并记录。

8、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沟通记录还 包括

产生时间，所述合并模块 ，具体用于：

才艮据所述沟通记录的产生时间排 列具有相 同标识的同类型的沟通记

录 ，并将排 列后 的具有相 同标识 的 同类型 的沟通记 录作 为一条合 并记

录。

9、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沟通记录还 包括



产生 时间，所述装置还 包括 ：

确 定模 块 ，用 于根据所述沟通记 录的产生 时间确定所述合 并记 录的

时间。

10、根据权 利要 求 9 所述 的装置 ，其特征在 于 ，所述确 定模 块 ，具

体用于：

获取 所述合 并记 录对应 的最新 沟通记 录的产生 时间，并将所述最新

沟通记 录的产生 时间作 为所述合 并记 录的时间。

11、根据权 利要 求 9 所述 的装置 ，其特征在 于 ，所述排 列模 块 ，具

体用于：

根据 所述合 并记 录的时间顺序在 同一界 面排 列所有合 并记 录。

12、根据权 利要 求 7-10 中任 一所述 的装置 ，其特征在 于 ，所述 沟通

记 录还 包括产生 时间，所述合 并记 录 包括标识和合 并记 录对应 的沟通记

录的类型 ，所述装置还 包括 ：

显 示模 块 ，用 于 当对应 一合 并记 录接 收确认信 息后 ，根据所述沟通

记 录的产生 时间显示所述合 并记 录对应 的沟通记 录。

13、一种 沟通记 录排 列装置 ，其特征在 于 ，所述装置 包括 ：处理 器

和与处理 器通信 连接 的存储 器；所述存储 器 中存储有 可供处理器执行 的

获取指令 、记 录指令 、合 并指令和排 列指令 ；其 中，

所述获取指令用于指 示获取 沟通记 录；

所述记 录指令用于指 示得到所述 沟通记 录对应 的标识 、类型 ；

所述合 并指令 用于指示将具有相 同标识 的 同类型 的沟通记 录合 并为

一条合 并记 录；



所述排列指令用于指示在 同一界面排列所有合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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