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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允许在存储在云计算网络中的加密文

档上进行协作的方法，所述加密文档与在所述云

计算网络中具有第一用户账户的第一用户相关

联，所述方法包括：响应于来自所述第一用户的

共享所述加密文档的请求，将到公共网络目的地

的链接发送到第二用户的第二用户地址；经由所

述链接从未经确认用户接收访问所述加密文档

中的数据的请求；请求所述未经确认用户登录到

所述云计算网络上的第二用户账户；将所述未经

确认用户的身份认证为所述第二用户；在将所述

未经确认用户的身份认证为所述第二用户时，对

所述加密文档进行解密以生成解密文档；将所述

解密文档存储在所述第一用户账户中；与授予所

述第一用户访问权限同时授予所述第二用户对

所述解密文件的访问权限；在所述第一用户或所

述第二用户编辑所述解密文档之后，对所述解密

文档的编辑版本进行加密；以及将所述加密文档

的所述编辑版本存储在所述第一用户账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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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使多个用户能够在存储在云计算网络上的加密文档上进行协作的方法，所述加

密文档与在所述云计算网络中具有第一用户账户的第一用户相关联，所述方法包括：

响应于来自所述第一用户的共享所述加密文档的请求，将到加密文档的公共网络目的

地的链接发送到第二用户的第二用户地址；

经由所述链接从未经确认用户接收访问所述加密文档中的数据的请求；

请求所述未经确认用户登录到所述云计算网络上的第二用户账户；

将所述未经确认用户的身份认证为所述第二用户；

在将所述未经确认用户的身份认证为所述第二用户时，对所述加密文档进行解密以生

成解密文档；

将所述解密文档存储在所述第一用户账户中；

授予所述第二用户对所述解密文档的访问权限，使得第二用户能够与已经被授予对所

述解密文档的访问权限的所述第一用户同时查看或编辑所述解密文档；

在所述第一用户或所述第二用户编辑所述解密文档之后，对所述解密文档的编辑版本

进行加密；以及

将所述加密文档的所述编辑版本存储在所述第一用户账户中。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如果所述第二用户账户与所述第二用户地址相关联，

则认证未经确认用户作为所述第二用户的身份。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将未经确认用户的身份认证为所述第二用户包括：

将认证消息发送到所述第二用户地址；以及

基于所述认证消息经由所述第二用户账户接收来自所述未经确认用户的输入。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输入是包含在所述认证消息中的字符串。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输入是包含在所述认证消息中的到公共网络目

的地的链接。

6.如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第二用户地址是电子邮件地址。

7.如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公共网络目的地是统一资源定位符

(URL)。

8.如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解密文档被隐藏在所述第一用户账

户上。

9.如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还包括：

响应于所述第二用户编辑所述解密文档或所述第一用户编辑所述解密文档，重复对所

述解密文档的所述编辑版本进行加密并将所述编辑的加密文档存储在所述第一用户账户

中的步骤。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中在所述第一用户和所述第二用户中的一者或多者正

在访问所述解密文档的同时该重复以规则间隔进行。

11.如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对所述编辑版本的加密和对所述编辑

的加密文档的存储是在所述第一用户或所述第二用户关闭所述解密文档时执行。

12.如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对所述编辑版本的加密和对所述编辑

的加密文档的存储是响应于检测到对所述解密文档的编辑而执行。

13.如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第二用户地址不与所述云计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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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相关联。

14.如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第二用户地址与企业相关联。

15.如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授予所述第二用户访问权限包括授予

所述第二用户对所述解密文档的读取和写入访问权限。

16.如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还包括：

请求所述未经确认用户在所述云计算网络上注册所述第二用户账户。

17.一种使多个用户能够在存储在云计算网络上的加密文档上进行协作的方法，所述

加密文档与在所述云计算网络中具有第一用户账户的第一用户相关联，所述方法包括：

在第二用户的第二用户地址处从所述云计算网络接收到加密文档的公共网络目的地

的链接；

访问所述链接；

响应于登录到所述云计算网络上的第二用户账户的请求，登录所述第二用户账户；

作为所述第二用户向所述云计算网络进行认证；

在认证为所述第二用户时，接收对存储在所述第一用户账户中的解密文档的访问，访

问的权限的授予使得第二用户能够与已经被授予对所述解密文档的访问权限的所述第一

用户同时查看或编辑所述解密文档，其中解密文档是通过对加密文档进行解密而生成的；

以及

与所述第一用户同时访问解密文档。

18.如权利要求17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第二用户账户与所述第二用户相关联，并且其

中作为所述第二用户进行认证包括登录所述第二用户账户。

19.如权利要求17所述的方法，其中作为所述第二用户向所述云计算网络进行认证包

括：

在所述第二用户地址处接收认证消息；以及

基于所述认证消息经由所述第二用户账户提供输入。

20.如权利要求19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输入是包含在所述认证消息中的字符串。

21.如权利要求19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输入是包含在所述认证消息中的到公共网络

目的地的链接。

22.如权利要求17至21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第二用户地址是电子邮件地址。

23.如权利要求17至22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公共网络目的地是统一资源定

位符(URL)。

24.如权利要求17至23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解密文档被隐藏在所述第一用

户账户上。

25.如权利要求17至24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还包括编辑所述解密文档，其中在编辑

所述解密文档之后，将所述编辑的解密文档的加密版本存储在所述云计算网络的所述第一

用户账户中。

26.如权利要求17至24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还包括关闭所述解密文档，其中在关闭

所述解密文档之后，将所述解密文档的加密版本存储在所述云计算网络的所述第一用户账

户中。

27.如权利要求17至26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第二用户地址不与所述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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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相关联。

28.如权利要求17至27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第二用户地址与企业相关联。

29.如权利要求17至28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还包括在所述云计算网络上注册所述

第二用户账户。

30.如权利要求17至29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接收对存储在所述第一用户账户中

的解密文档的访问包括接收对所述解密文档的读取和写入访问。

31.一种其上存储有指令的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所述指令在被执行时致使处理器执

行如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

32.一种用于使多个用户能够在与第一用户相关联的加密文档上进行协作的云计算系

统，所述云计算系统被配置为：

将所述加密文档存储在所述云计算系统中的第一用户账户中，所述第一用户账户与所

述第一用户相关联；

响应于来自所述第一用户的共享所述加密文档的请求，将到加密文档的公共网络目的

地的链接发送到第二用户的第二用户地址；

经由所述链接从未经确认用户接收访问所述加密文档中的数据的请求；

请求所述未经确认用户登录到所述云计算系统上的第二用户账户；

将所述未经确认用户的身份认证为所述第二用户；

在将所述未经确认用户的身份认证为所述第二用户时，对所述加密文档进行解密以生

成解密文档；

将所述解密文档存储在所述第一用户账户中；

授予所述第二用户对所述解密文档的访问权限，使得第二用户能够与已经被授予对所

述解密文档的访问权限的所述第一用户同时查看或编辑所述解密文档；

在所述第一用户或所述第二用户编辑所述解密文档之后，对所述解密文档的编辑版本

进行加密；以及

将所述加密文档的所述编辑版本存储在所述第一用户账户中。

33.如权利要求32所述的系统，其中如果所述第二用户账户与所述第二用户地址相关

联，则认证未经确认用户作为所述第二用户的身份。

34.如权利要求32或33所述的系统，其中将未经确认用户的身份认证为所述第二用户

包括：

将认证消息发送到所述第二用户地址；以及

基于所述认证消息经由所述第二用户账户接收来自所述未经确认用户的输入。

35.如权利要求34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输入是包含在所述认证消息中的字符串。

36.如权利要求34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输入是包含在所述认证消息中的到公共网络

目的地的链接。

37.如权利要求32至36中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第二用户地址是电子邮件地址。

38.如权利要求32至37中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公共网络目的地是统一资源定

位符(URL)。

39.如权利要求32至38中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解密文档被隐藏在所述第一用

户账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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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如权利要求32至39中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其还包括：

响应于所述第二用户编辑所述解密文档或所述第一用户编辑所述解密文档，重复对所

述解密文档的所述编辑版本进行加密并将所述编辑的加密文档存储在所述第一用户账户

中的步骤。

41.如权利要求40所述的系统，其中在所述第一用户和所述第二用户中的一者或多者

正在访问所述解密文档的同时所述重复以规则间隔进行。

42.如权利要求32至41中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其中对所述编辑版本的加密和对所述编

辑的加密文档的存储是在所述第一用户或所述第二用户关闭所述解密文档时执行。

43.如权利要求32至42中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其中对所述编辑版本的加密和对所述编

辑的加密文档的存储是响应于检测到对所述解密文档的编辑而执行。

44.如权利要求32至43中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第二用户地址不与所述云计算

系统相关联。

45.如权利要求32至44中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第二用户地址与企业相关联。

46.如权利要求32至45中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其中授予所述第二用户访问权限包括授

予所述第二用户对所述解密文档的读取和写入访问权限。

47.如权利要求32至46中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其还包括：

请求所述未经确认用户在所述云计算系统上注册所述第二用户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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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的数据的加密

[0001] 相关申请

[0002] 本申请要求2017年5月22日提交的澳大利亚临时专利申请号2017901942的优先

权，其全部内容以引用方式并入本文。

技术领域

[0003] 本公开涉及用于允许多个用户在存储在云计算网络上的加密文档上进行协作的

方法和系统。

背景技术

[0004] 商务企业越来越多地将基于云的解决方案用作其计算服务的一部分，特别是用于

云中的通信、协作和存储。提供此类服务的示例性基于云的解决方案是Google(RTM)的G 

Suite(RTM)。

[0005] 尽管此类基于云的服务在以正确方式使用的情况下可提供足够的安全级别，但它

们很容易受到用户错误导致的安全漏洞和数据泄漏的影响。

[0006] 当与第三方共享机密信息时，会引入特定缺陷。例如，使用G  Suite，用户(例如，企

业员工)可通过生成统一资源定位符(URL)或链接来共享文档。这为用户提供了一种与第三

方共享文档的简单方法，并且允许用户如此做而无需知道：a)第三方是否已订阅云服务；或

b)其订阅的详细信息(例如，链接到所述订阅的用户名或电子邮件地址)。然而，由于拥有链

接的任何一方均可访问文档，因此无论他们是否是预期接收方，都无法知道所述文档是否

已由非预期接收方查看(恶意地或其他方式)。

[0007] 为了提高安全性，一些企业适当地制定规则来禁止对存储在企业云服务上的机密

文档的URL的共享。此类企业的员工然后倾向于转向使用影子信息技术(IT)(诸如基于个人

云的订阅)来共享文档。这具有进一步降低企业对机密信息的安全控制的不利影响。

发明内容

[0008] 本公开的实施方案通过使多个用户能够在存储在云中的加密文档上进行协作来

解决上述问题。

[0009] 第一用户可将机密文档的加密版本存储在诸如Google  G  Suite(RTM)的云计算网

络上，并且可共享到这些加密文档的链接，而没有解密内容被并非所述链接的预期接收方

的第三方查看的风险。在第一用户将文档上传到所述云计算网络时，可生成并存储所述文

档的加密版本，并且删除解密版本。由于所存储文档是加密的，因此可与第二用户安全地共

享到所述加密文档的链接。

[0010] 为了访问所述加密文档的解密版本，所述第二用户可通过所述云计算网络或其他

服务进行认证，以确认其身份并验证其并非到文档的链接的非预期接收方。此认证可涉及

两步过程，其中在第一步中，需要所述第二用户登录到所述云计算网络上的账户(以及任选

地，在其还不是账户持有者的情况下注册账户)。在第二步中，所述云计算网络然后可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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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二用户的身份进行确定，以确定是否授权所述第二用户访问解密内容。

[0011] 鉴于上述情况，使用公共链接只能共享所述文档的加密版本，但用户仍然能够在

所述加密文档的解密版本上进行协作，所述解密版本可由所有授权用户进行查看和编辑。

然后，可在编辑过程中或在已完成编辑时将经编辑的文档的加密版本存储回所述第一用户

账户中，以维护所述文档的安全性。

[0012] 根据本公开的一个方面，提供一种使多个用户能够在存储在云计算网络中的加密

文档上进行协作的方法，所述加密文档与在所述云计算网络中具有第一用户账户的第一用

户相关联，所述方法包括：响应于来自所述第一用户的共享所述加密文档的请求，将到公共

网络目的地的链接发送到第二用户的第二用户地址；经由所述链接从未经确认用户接收访

问所述加密文档中的数据的请求；请求所述未经确认用户登录到所述云计算网络上的第二

用户账户；将所述未经确认用户的身份认证为所述第二用户；在将所述未经确认用户的身

份认证为所述第二用户时，对所述加密文档进行解密以生成解密文档；将所述解密文档存

储在所述第一用户账户中；与授予所述第一用户访问权限同时授予所述第二用户对所述解

密文件的访问权限；在所述第一用户或所述第二用户编辑所述解密文档之后，对所述解密

文档的编辑版本进行加密；以及将所述加密文档的所述编辑版本存储在所述第一用户账户

中。

[0013] 根据本公开的另一方面，提供一种访问存储在云计算系统中的加密文档中的数据

的方法，所述加密文档与在所述云计算系统中具有第一用户账户的第一用户相关联，所述

方法包括：在第二用户的第二用户地址处从所述云计算系统接收到与所述加密文档相关联

的公共网络目的地的链接；访问所述链接；响应于登录到所述云计算系统上的第二用户账

户的请求，登录所述第二用户账户；作为所述第二用户向所述云计算系统进行认证；在作为

第二用户进行认证时，接收对存储在所述第一用户账户中的所述加密文档的解密版本的访

问；访问所述加密文档的所述解密版本。

[0014] 贯穿本说明书的词语“包括(comprise)”或者其变型形式诸如“包含(comprises)”

或“含有(comprising)”将被理解为暗示包括所陈述的要素、整体或步骤，或者成组的要素、

整体或步骤，但并不排除任何其他的要素、整体或步骤，或者成组的要素、整体或步骤。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在其上采用本公开的实施方案的网络的示意图；

[0016] 图2是示出根据本公开的实施方案的第一用户与云计算网络之间的交互的过程

图；

[0017] 图3是示出根据本公开的实施方案的第二用户与云计算网络之间的交互的过程

图；并且

[0018] 图4是示出图1所示的第一用户与云计算网络之间的加密和解密流程的过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图1是根据本公开的各种实施方案的网络100的示意图，网络100包括云计算网络

102和多个用户104。虽然实施方案将关于多个用户104中的第一用户104a和第二用户104b

来描述，但应当理解，任何数目的用户104可以是网络100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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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任选地，网络100还包括与企业相关联的企业服务器106。用户104中的一个或多个

也可与企业相关联，因此可访问企业服务器106。例如，用户104中的一个或多个可具有托管

在企业服务器106上的电子邮件账户。

[0021] 云计算网络102向多个用户中的至少第一用户104a提供云计算服务。然而，优选

地，用户104中的每一个在云计算网络102上具有账户。由云计算网络102向其提供云计算服

务的多个用户104中的每个用户均可具有用户账户。

[0022] 由云计算网络102提供的云计算服务可包括但不限于文件存储服务102a、文件编

辑服务102b、加密服务102c、授权服务102d和认证服务102e。

[0023] 文件存储服务102a和文件编辑服务102b可允许存储和编辑用户经由网络100上传

的文档。特别地，编辑服务可允许用户104中的两个或更多个同时协作地编辑单个文档。文

件存储服务102a另外允许文档以加密或解密格式存储在云计算网络102中。然而，编辑服务

102a可仅允许查看和/或编辑解密的“干净版(clear)”文档。

[0024] 提供加密服务102c以对在云计算网络中存储之前或之后上传的文档进行加密。加

密服务102c可被配置为使用公共‑私有密钥加密等对文档进行加密。加密服务102c可被配

置为使用对称和/或非对称加密来对文档进行加密。加密技术的使用可由用户或云计算网

络限定。加密密钥还可由用户限定或由云计算网络102自动生成。

[0025] 如果使用对称加密，则可使用相同的密钥来进行文档加密和解密。在将解密文档

上传到云计算网络时，用户可在需要时依靠云计算网络102来对此类文档进行加密和解密。

[0026] 在使用非对称加密(例如，公共‑私有密钥加密)的情况下，用户可使用与解密具有

配对的私有密钥的公共密钥来对要上传的文档进行加密，使得用户可对文档进行加密，之

后将其上传到云计算网络。通过如此做，当包含在正被上传的文档中的数据被传输到云计

算网络102时，可向所述数据提供进一步保护。

[0027] 提供授权服务102d以控制对存储在云计算网络102的用户账户中的文档的访问。

例如，网络的多个用户104中的一个可能希望向网络100的其他用户104提供对他们在云计

算网络102中持有的用户账户中所存储的一个或多个文档的访问。授权服务102e用于基于

来自所述用户(云计算网络账户持有者)的指令来管理对此类文档的访问。授权服务102e还

可用于基于来自企业服务器106的指令来管理对这些文档的访问。例如，存储在云计算网络

102中的文档可与企业服务器106相关联。在这种情况下，企业106可与云计算网络102通信

以实现与如何管理文档相关联的一个或多个规则，如下文将更详细地描述。

[0028] 授权服务102d还可操作为生成到与账户用户希望与他人共享的文档相关联的公

共网络目的地(例如URL)的链接。授权服务102d可仅在相关联文档被加密的情况下生成这

种链接。授权服务102d可被进一步配置为响应于来自多个用户104中的用户或企业服务器

106的如此做的请求而将这种链接发送到第三方。

[0029] 提供认证服务102e以认证希望被授予对存储在云计算网络102上的用户账户中的

文档的访问权限的用户的身份。例如，认证服务102e可被配置为验证接收由授权服务102d

生成的到公共网络目的地的链接的用户的身份，以检查链接的接收者被另一用户或企业服

务器106授权访问相关联文档。

[0030] 如上所述，企业106或云计算网络102本身可实现与如何与云计算网络102的用户

共享加密文档(或所述文档的解密版本)相关联的一个或多个规则。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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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规则可限制在要求用户再次进行授权/认证之前，使加密文档的解密版本可供参与者访

问的时间量。在一些实施方案中，规则可确定是否需要一种或多种特定认证技术(诸如SMS

验证、电子邮件验证等)来对用户进行认证。另外或可替代地，在多个用户104中的一个或多

个的授权期间，可使用规则基于由授权服务102d和/或认证服务102e收集的与用户相关联

的地理位置数据来控制访问。例如，在认证期间，认证服务102e可捕获请求访问特定文档的

用户的地理位置。基于所捕获的地理位置数据，规则可确定是否授予对所讨论文档的解密

版本的访问权限。在另一实例中，认证服务102e可经由虚拟专用网络(VPN)来检测不安全网

络(例如，公共Wifi网络)或连接，并且规则可在用户请求经由此类网络访问解密文档时防

止对解密文件的访问。在又一实例中，认证服务102e可确定用户正用来与云计算网络102进

行通信的装置的品牌和/或型号。出于安全性目的，规则可取决于装置的品牌和/或型号来

限制对网络102中存储的文档的访问。在另一实例中，认证服务102e可确定用户正用来与云

计算网络102进行通信的操作系统。然后，规则可取决于所用操作系统或所讨论的操作系统

是否需要安全更新来限制对网络102中存储的文档的访问。

[0031] 现在将参考图2至图4描述用于管理对存储在云计算网络上第一用户账户中的文

档的访问的示例性方法。

[0032] 首先参考图2，示出用于在云计算网络102上存储加密文档的过程200。在步骤202

处，第一用户104a登录其在云计算网络102上的账户，本文称为第一用户账户。然后在步骤

204处，第一用户104a将文档上传到第一用户账户。云计算网络102上的加密服务102c对文

档进行加密，然后所述文档被存储在第一用户账户中。在步骤206处，第一用户104a然后向

云计算网络102请求同与网络的第二用户104b相关联的第二用户地址共享加密文档。

[0033] 应当理解，在请求与第二用户104b共享文档时，第二用户104b不必在云计算网络

102上具有账户。为此，第一用户104a可请求与任何用户共享加密文档，只要所述用户具有

一种形式或其他形式的网络地址即可。第二用户地址可例如是可与或可不与云计算网络

102或企业服务106相关联的电子邮件地址。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第二用户地址可不是与网

络100相关联的地址。例如，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第二用户地址可以是电话号码。

[0034] 由于要共享的文档是加密的，因此第一用户104a能够与第二用户104b共享文档，

而无需知道他可能在云计算网络102上具有或可能没有的账户的详细信息。第一用户104a

可简单地使用他具有的第二用户104b的任何地址来与第二用户104b共享文档。

[0035] 现在参考图3，现在将描述用于在参考图2描述的过程中授予对第一用户104a共享

的文档的访问权限的过程300。在步骤302处，并且响应于来自第一用户104a的与第二用户

104b共享加密文档的请求，授权服务102d可生成并发送到第二用户地址的链接。如上所述，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第二用户地址是第一用户104a已提供给云计算网络102来标识第二用

户104b的电子邮件地址或电话号码。

[0036] 在第二用户地址处接收到链接时，第二用户104b在步骤304处访问链接。通过访问

链接，向云计算网络102发送授予第二用户104b对文档的访问权限的请求。在步骤306处，云

计算网络102可任选地授予第二用户104b对加密形式的文档的访问权限而无需认证，因为

仅通过云计算网络102上托管的加密服务102c才可对文档进行解密。然而，在第二用户104b

可访问由第一用户104a共享的文档的解密版本之前，第二用户104b必须登录到云计算网络

102上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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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因此，在步骤308处，提示第二用户104b登录到他们的账户，下文称为第二用户账

户。如果第二用户104b在云计算网络102上并不具有账户，则可提示第二用户104b注册账户

并随后登录到账户(第二用户账户)。

[0038] 此时，可以几种方式中的一种来确定第二用户104b的真实性。

[0039]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如果在步骤302处将链接发送到的第二用户地址与在步骤308

处第二用户104b登录到的第二用户账户相关联，则认证服务102e可确定在步骤304处访问

链接并且随后登录到第二用户账户的人是链接的预期接收方，因此可被认证为第二用户

104b。在这种情况下，可跳过图3所示的过程300的步骤312至316，并且可在步骤318处立即

授予对文档的解密版本的访问权限。

[0040] 在另一实施方案中，无论在步骤302处链接发送到的第二用户地址是否被确定为

与第二用户账户相关联，认证服务均可在步骤310处请求第二用户将其身份认证为步骤302

处发送的链接的预期接收方。

[0041]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在步骤312处，认证服务102e将认证消息发送到第二用户地

址。然后，在步骤314处，认证服务可请求第二用户104b例如经由第二用户账户提供对认证

消息的响应。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响应可以是在步骤314处将认证消息的部分或全部内

容中继到云计算网络。例如，可请求第二用户104b将认证消息的部分或全部输入到云计算

网络314的用户接口中。

[0042] 在步骤316处，第二用户104b然后可基于在第二用户地址(第二用户可访问)处接

收到的认证消息来提供所请求的响应。在接收到来自第二用户的有效响应时，在步骤318

处，认证服务可授予第二用户对与在步骤302处发送的链接相关联的文档的解密版本的访

问权限。如果文档的解密版本当前不存在，则加密服务可生成文档的解密版本，并向第一用

户104a和第二用户104b授予访问权限。

[0043] 在上述情况的变型中，代替第二用户104b在云计算网络处提供输入形式的响应，

认证消息可包括到公共网络目的地的链接，所述链接被发送到第二用户地址。在第二用户

104b登录第二用户账户的情况下，第二用户104b对链接的访问可能足以证明第二用户104b

的身份，因为只有第二用户104b可访问发送到第二用户地址的消息。然后，对认证消息中的

链接的访问可致使认证服务102e授予对解密文档的访问权限。

[0044] 在另一变型中，代替认证服务102e向第二用户地址发送认证消息，可将认证消息

发送到已经由第一用户104a或企业服务器106确认为与步骤302处预期发送到的用户(即，

第二用户104b)相关联的不同地址。例如，不同地址可以是电话号码，并且可经由即时消息

传递服务(诸如在SMS、MMS、iMessage(RTM)或Whatsapp(RTM)消息中)发送验证码。

[0045] 应当理解，上文参考图2和图3描述的用于管理与第一用户104a和第二用户104b相

关的文档访问的过程可应用于针对网络的任何数目的用户的文档管理。另外，这些过程不

限于上述的第一用户104a希望与第二用户104b共享文档的情形。受系统约束，根据上述实

施方案，云计算网络102可被配置为管理云计算网络102的任何数目的用户对以任何数目的

格式存储在云计算网络上任何数目的用户账户中的任何数目的文档的加密和访问权限。

[0046] 在已授予对文档的解密版本的访问权限时，云计算网络102可通过在第一用户账

户中保持加密版本的同时同时对文档进行查看和编辑来为已被授予访问权限的用户提供

在文档上进行协作的方式。为此，图4示意性地示出维护由第一用户上传到云计算网络的文

说　明　书 5/6 页

10

CN 110651463 B

10



档的解密版本的安全性的过程400。

[0047] 如先前参考图2所提及，第一用户104a可将解密文档402上传到云计算网络102，如

图4中的箭头404所示。然后，云计算网络102上的加密服务102b将文档的加密版本406加密

并存储在与第一用户104a相关联的第一用户账户中。然后可删除上传到第一用户账户的文

档的解密版本402。当授予已根据上述实施方案经历授权和认证的第一用户104a或另一用

户对文档的访问408权限时，然后对加密文档进行解密，并且将文档的解密版本410存储在

第一用户账户中。在文档被已授予访问权限的一个或多个用户修改412之后，加密服务102c

然后可对文档的修改版本进行加密并将经修改加密文档存储在第一用户账户中。

[0048] 当存储了经修改加密版本时，可删除较早的加密版本。可替代地，可保留一个或多

个较早的加密版本，使得用户可在多次编辑期间回退版本。

[0049] 文档的解密版本410的文件位置可隐藏在第一用户账户上，以防止用户在已被授

予访问权限时复制文档的解密版本。然而，加密文档406由于其加密而不必隐藏。

[0050] 本领域技术人员将理解，在不脱离本公开的广泛总体范围的情况下，可对上述实

施方案进行多种变更和/或修改。因此，本发明的实施方案被视为在所有方面都是说明性而

非限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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