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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揭示一种基于传感器输入和移动装

置能力来选择验证过程的移动装置。所述移动装

置可包含：多个传感器；以及一处理器。所述处理

器可经配置以：基于传感器输入以及向应用程序

或服务提供商中的至少一者验证的移动装置能

力来确定多个验证过程；从所述多个验证过程选

择满足安全性要求的验证过程；以及执行所述验

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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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移动装置，其包括：

多个传感器；以及

处理器，其经配置以：

基于源自所述多个传感器的一个或多个传感器输入以及向应用程序或服务提供商中

的至少一者验证的移动装置能力来确定多个验证过程；

从所述多个验证过程选择其中验证过程的信任指数大于风险指数的验证过程，其中，

所述风险指数是基于一个或多个背景输入或基于预指派的风险等级来确定的，且其中所述

信任指数是基于所述一个或多个传感器输入来确定的，且其中所述背景输入包括所述移动

装置的当前背景情境或用户数据或这两者；以及

执行所选择的验证过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移动装置，其中，所述用户数据包括人口统计数据、交易数据

或位置数据中的至少之一。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移动装置，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传感器输入包括话音扫描、

面部扫描或指纹扫描中的至少之一。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移动装置，其中，所述移动装置的当前背景情境包括与环境

声、光或运动有关的背景信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移动装置，其中验证过程是用户定义的。

6.一种方法，其包括：

基于源自多个传感器的一个或多个传感器输入以及向应用程序或服务提供商中的至

少一者验证的移动装置能力来确定多个验证过程；

从所述多个验证过程选择其中验证过程的信任指数大于风险指数的验证过程，其中，

所述风险指数是基于一个或多个背景输入或基于预分派的风险等级来确定的，且其中所述

信任指数是基于所述一个或多个传感器输入来确定的，且其中所述背景输入包括所述移动

装置的当前背景情境或用户数据或这两者；以及

执行所选择的验证过程。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用户数据包括人口统计数据、交易数据或位

置数据中的至少之一。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传感器输入包括话音扫描、面部

扫描或指纹扫描中的至少之一。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移动装置的当前背景情境包括与环境声、光

或运动有关的背景信息。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中验证过程是用户定义的。

11.一种包含代码的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媒体，所述代码在由处理器执行时致使所述

处理器：

基于来自多个传感器的一个或多个传感器输入以及向应用程序或服务提供商中的至

少一者验证的移动装置能力来确定多个验证过程；

从所述多个验证过程选择其中验证过程的信任指数大于风险指数的验证过程，其中，

所述风险指数是基于一个或多个背景输入或基于预分派的风险等级来确定的，且其中所述

信任指数是基于所述一个或多个传感器输入来确定的，其中，所述背景输入包括所述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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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的当前背景情境或用户数据或这两者；以及

执行所选择的验证过程。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计算机可读媒体，其中，所述用户数据包括人口统计数据、

交易数据或位置数据中的至少之一。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计算机可读媒体，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传感器输入包括话

音扫描、面部扫描或指纹扫描中的至少之一。

14.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计算机可读媒体，其中，所述移动装置的当前背景环境包括

与环境声、光或运动有关的背景信息。

15.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计算机可读媒体，其进一步包括用于允许用户定义的验证

过程的代码。

16.一种移动装置，其包括：

用于基于源自多个传感器的一个或多个传感器输入以及向应用程序或服务提供商中

的至少一者验证的移动装置能力来确定多个验证过程的装置；

用于从所述多个验证过程选择其中验证过程的信任指数大于风险指数的验证过程的

装置，其中，所述风险指数是基于一个或多个背景输入或基于预分派的风险等级来确定的，

且其中所述信任指数是基于所述一个或多个传感器输入来确定的，所述背景输入包括所述

移动装置的当前背景情境或用户数据或这两者；以及

用于执行所选择的验证过程的装置。

1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移动装置，其中，所述用户数据包括人口统计数据、交易数

据、位置数据中的至少之一。

18.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移动装置，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传感器输入包括话音扫

描、面部扫描或指纹扫描中的至少之一。

19.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移动装置，其中，所述移动装置的背景环境包括与环境声、

光或运动有关的背景信息。

20.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移动装置，其进一步包括用于允许用户定义的验证过程的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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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传感器输入的可缩放验证过程选择

[0001] 相关申请案的交叉参考

[0002] 本申请案主张2014年9月23日申请的标题为“基于传感器输入的可缩放验证过程

选择(SCALABLE  AUTHENTICATION  PROCESS  SELECTION  BASED  UPON  SENSOR  INPUTS)”的第

14/494,543号美国专利申请案的优先权权益，所述专利申请案以引用的方式并入本文中。

技术领域

[0003]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传感器输入来选择验证过程的移动装置。

背景技术

[0004] 当接入服务提供商、网站、网络、应用程序、裝置等时，通常需要用户验证。通常部

署的验证方法是使用口令，但各种生物计量验证方法正变得更风行。尽管由于不会失去或

不需要记住什么，生物计量验证方法是方便的，但为了使其高度安全，需要增加的用户工作

量，且验证尝试期间的许多错误否决是常见的。增加的用户工作量转变为对验证行为的增

加的关注，以便使用生物计量方法成功地验证(例如用于虹膜扫描-使装置保持正确的方

式、正确的距离、持续正确的时间、处于正确的光照、具有恰当的头部姿势、具有恰当的眼睛

位置)，和/或需要多次验证尝试以便成功地验证。

[0005]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用户可仅适度担心安全性(例如存取游戏统计或检视照片)，

虽然在其它情况下，安全性更重要(例如在线购买某些东西或存取电子邮件)，且在一些情

况下，安全性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接入银行账户或对房子/汽车的进入控制)。目前，这些情

形中的每一者常常要求用户使用相同生物计量方法来验证，从而需要不当的用户注意力和

工作量，这可在其中安全性不是那么重要(例如在第一实例中)的情形中造成烦恼，而在叫

重要的安全性至关重要情形(例如在最后一个实例中)，相同生物计量方法不是充分足够

的。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方面涉及一种基于传感器输入来选择验证过程的移动装置。所述移动装

置可包含：多个传感器；以及一处理器。所述处理器可经配置以：基于传感器输入以及向应

用程序或服务提供商中的至少一者验证的移动装置能力来确定多个验证过程；从所述多个

验证过程选择满足安全性要求的验证过程；以及执行所述验证过程。

附图说明

[0007] 图1是可在其中实践本发明的方面的装置的图。

[0008] 图2是说明选择验证过程的过程的流程图。

[0009] 图3是说明风险指数的表。

[0010] 图4是说明信任指数的表。

[0011] 图5是说明选择验证过程的过程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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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2] 词语“示范性”或“实例”在本文中用于表示“充当实例、例子或说明”。本文中描述

为“示范性”或描述为“实例”的任何方面或实施例未必应被解释为比其它方面或实施例优

选或有利。

[0013] 如本文所使用，术语“移动装置”指代任何形式的可编程计算机装置，包含但不限

于膝上型计算机、平板计算机、智能电话、电视机、桌上型计算机、家用电器、蜂窝式电话、个

人电视机装置、个人数据助理(PDA)、掌上型计算机、无线电子邮件接收器、具多媒体因特网

功能的蜂窝式电话、全球定位系统(GPS)接收器、无线游戏控制器、交通工具(例如，汽车)内

的接收器、交互式游戏装置、笔记本计算机、智能本、上网本、移动电视机装置，或任何计算

装置或数据处理设备。

[0014] 图1是说明其中可实践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示范性装置的框图。所述系统可为计算

装置(例如移动装置100)，其可包含一或多个处理器101、存储器105、I/O控制器125和网络

接口110。移动装置100还可包含耦合到一或多个总线或信号线的若干传感器，所述总线或

信号线进一步耦合到处理器101。应了解，移动装置100还可包含显示器120(例如触摸屏显

示器)、用户接口119(例如键盘、触摸屏或类似裝置)、电力装置121(例如电池)，以及通常与

电子装置相关联的其它组件。在一些实施例中，移动装置100可为可运输的装置，然而，应了

解，装置100可为移动或非移动(例如固定在特定位置)的任何类型的计算装置。

[0015] 移动装置100可包含传感器，例如：时钟130、环境光感应器(ALS)135、心率传感器

137、加速计140、陀螺仪145、磁力计150、定向传感器151、指纹传感器152、天气传感器155

(例如温度、风、湿度、气压等)、全球定位传感器(GPS)160、红外(IR)传感器153、接近传感器

167和近场通信(NFC)传感器169。另外，传感器/裝置可包含麦克风(例如话音传感器)165和

相机170。通信组件可包含无线子系统115(蓝牙166、Wi-Fi111、蜂窝式161)，其还可被视为

传感器，其用以分析所述装置的环境(例如位置)。在一些实施例中，多个相机集成或接入到

装置。举例来说，移动装置可具有至少一前部和后部安装的相机。在一些实施例中，其它传

感器也可具有多个安装或版本。

[0016] 存储器105可耦合到处理器101以存储指令供处理器101执行。在一些实施例中，存

储器105为非暂时的。存储器105还可存储一或多个模型、模块或引擎以实施由处理器101实

施的下文描述的实施例。存储器105还可存储来自集成或外部传感器的数据。

[0017] 移动装置100可包含一或多个天线123和一收发器122。收发器122可经配置以与网

络接口110和无线子系统115合作，经由天线和/或一或多个有线或无线链路，与一或多个网

络双向通信。网络接口110可耦合到若干无线子系统115(例如，蓝牙166、Wi-Fi111、蜂窝式

161或其它网络)以通过无线链路将数据流发射到无线网络/从无线网络接收数据流，或可

为用于直接连接到网络(例如，因特网、以太网或其它无线系统)的有线接口。移动装置100

可包含连接到一或多个天线的一或多个局域网收发器。局域网收发器包括用于与WAP通信

和/或检测去往WAP/来自WAP的信号，和/或与网络内的其它无线装置直接通信的合适的裝

置、硬件和/或软件。在一个方面，局域网收发器可包括适合与一或多个无线接入点通信的

WiFi(802.11x)通信系统。

[0018] 移动装置100还可包含可连接到一或多个天线的一或多个广域网收发器。广域网

收发器包括用于与网络内的其它无线装置通信和/或检测去往/来自所述其它无线装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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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的合适的装置、硬件和/或软件。在一个方面，广域网收发器可包括适合与无线基站的

CDMA网络通信的CDMA通信系统；然而在其它方面，无线通信系统可包括另一类型的蜂窝式

电话网络或毫微微小区，例如，TDMA、LTE、高级LTE、WCDMA、UMTS、4G或GSM。另外，可使用任何

其它类型的无线组网技术，例如WiMax(802.16)、超宽带、紫蜂、无线USB等等。在常规数字蜂

窝式网络中，位置定位能力可通过各种时间和/或相位测量技术提供。举例来说，在CDMA网

络中，所使用的一个位置确定方法是高级前向链路三边测量(AFLT)。

[0019] 因此，装置100可为：移动装置、无线装置、蜂窝式电话、个人数字助理、移动计算

机、可佩戴装置(例如头戴式显示器、腕表、虚拟现实玻璃等)、汽车、家用监视装置、因特网

器具、游戏控制台、数字录像机、电子读取器、机器人导航系统、平板、个人计算机、膝上型计

算机，或任何类型的具有处理能力的装置。如本文中所使用，移动装置可为可配置以获取从

一或多个无线通信装置或网络发射的无线信号且将无线信号发射到一或多个无线通信装

置或网络的任何便携式或可移动装置或机器。因此，作为实例而非限制，移动装置100可包

含无线电装置、蜂窝式电话装置、计算装置、个人通信系统装置，或其它相似的装备有无线

通信的可移动装置、器具或机器。术语“移动装置”还意图包含例如通过短程无线、红外线、

电线连接或其它连接与个人导航装置通信的装置--不管卫星信号接收、辅助数据接收和/

或位置相关的处理是否发生在装置100处。此外，“移动装置”意图包含能够(例如)经由因特

网、Wi-Fi或其它网络与服务器通信而不管是在装置处、在服务器处还是在与网络相关联的

另一装置处发生卫星信号接收、辅助数据接收和/或位置相关的处理的所有装置，包含无线

通信装置、计算机、膝上型计算机等。上述各项的任何可操作组合也视为“移动装置”。

[0020] 应了解，如下文将描述的本发明的实施例可通过移动装置100的处理器101和/或

装置的其它电路和/或其它装置执行例如存储在存储器105或其它元件中的指令而实施。确

切地说，装置的电路(包含但不限于处理器101)可以在程序、例程或用以执行根据本发明的

实施例的方法或过程的指令的执行的控制下操作。举例来说，此程序可在固件或软件中实

施(例如，存储在存储器105和/或其它位置中)，且可以由处理器(例如，处理器101和/或装

置的其它电路)实施。另外，应了解，术语处理器、微处理器、电路、控制器等可指能够执行逻

辑、命令、指令、软件、固件、功能性等的任何类型的逻辑或电路。还可使用体现在存储器中、

经格式化以由一或多个通用或专用处理器执行的指令整体或部分地实施移动装置100内的

每一单元或模块的功能。

[0021] 本发明的实施例可涉及一种用于使用各种背景输入，基于各种传感器输入和满足

服务提供商、应用程序或装置的动态安全需求的装置能力来对多个验证过程的动态选择和

按比例缩放的设备和方法。明确地说，如下文将描述，在处理器101的控制下，移动装置100

可使用各种背景输入，从众多不同验证过程选择满足服务提供商、应用程序或装置的动态

安全需求的验证过程。

[0022] 将描述各种术语来辅助理解本发明的方面。传感器输入可指来自先前描述的传感

器中的任一者的任何输入，例如：时钟130、环境光感应器(ALS)135、心率传感器137、加速计

140、陀螺仪145、磁力计150、定向传感器151、指纹传感器152、天气传感器155(例如温度、

风、湿度、气压等)、全球定位传感器(GPS)160、红外(IR)传感器153、麦克风165(例如用于话

音输入)、接近传感器167、近场通信(NFC)传感器169、相机170。明确地说，所述传感器输入

中的一些可被称为来自生物计量传感器的生物计量传感器输入，所述传感器可包含：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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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137、指纹传感器152(例如指纹输入)、触摸屏120(例如掌纹)、压力传感器(掌纹)、麦

克风165(例如话音扫描)、相机170(面部扫描)、相机170(虹膜或巩膜扫描)等。应了解，这些

仅仅是生物计量传感器输入和生物计量传感器的实例，以及可利用广泛多种额外传感器输

入。

[0023] 另外，背景信息或背景输入可指移动装置100当前所处的当前环境。因此，背景传

感器可被视为涉及所述移动装置的当前背景情境的任何类型的传感器，所述当前上下文情

境可涉及例如以下各项的背景感测信息：光；加速度；速度；天气；定向；位置；接近性；声音

等。因此，背景传感器的实例可包含：环境光传感器135；加速计140；天气传感器155；定向传

感器151；GPS  160；接近传感器167；麦克风165等。这些仅为背景输入和背景传感器的实例。

并且，背景输入还可表征为收集到的关于最终用户的数据，例如：购买期间的交易量、用户

花费数据、众包数据、人口统计数据、所访问的网站、电子邮件；所进行的电话呼叫、打开的

文件、所使用的网络、所使用的应用程序等，如下文将更详细地描述。

[0024] 在一个实施例中，移动装置100基于传感器输入、背景输入和移动装置能力来从多

个不同验证过程选择一验证过程。明确地说，移动装置100可包含多个传感器(如先前描述)

和一处理器101。处理器101可经配置以：基于背景输入、传感器输入以及移动装置100的使

用服务提供商190或应用程序192或装置中的至少一者进行验证的能力来确定多个验证过

程。另外，处理器101可经配置以：从满足安全性要求的多个验证过程选择一验证过程；以及

执行所述验证过程。应了解，操作应用程序192的服务提供商190可为网站(例如银行网站、

医学网站、存储网站、社交媒体网站等)、私用/公用网络，或可经由链路连接到的提供数据/

服务的任何类型的计算装置。举例来说，移动装置100可经由无线链路(例如蜂窝式、Wi-Fi

或其它网络等)或有线链路连接到服务提供商190。并且，应了解应用程序192可为移动装置

上100本身。此外，应了解，移动装置能力可指无线装置100本身的能力，例如其是否包含特

定传感器，例如：时钟130、环境光传感器(ALS)135、心率传感器137、加速计140、陀螺仪145、

磁力计150、定向传感器151、指纹传感器152、天气传感器155、全球定位传感器(GPS)160、红

外(IR)传感器153、麦克风165、接近传感器167、近场通信(NFC)传感器169、相机170等。移动

装置能力还可包含处理器的类型、存储器、速度，以及传感器本身的准确性。

[0025] 在一个实施例中，背景输入可为来自背景传感器的输入，和/或可包含当前用户输

入数据、先前用户输入数据、位置、时间或人口统计数据中的至少一者。如先前描述，背景传

感器可被视为涉及所述移动装置的当前背景情境的任何类型的传感器，所述背景情境涉及

例如以下各项的感测信息：光；加速度；天气；定向；位置；接近性；声音等。因此，背景传感器

的实例可包含：环境光传感器135；加速计140；天气传感器155；定向传感器151；GPS  160；接

近传感器167；麦克风165等。另外，传感器输入包含来自生物计量传感器的生物计量传感器

输入。举例来说，如先前描述，用于生物计量传感器输入的生物计量传感器可包含：心率传

感器137、指纹传感器152(例如指纹输入)、触摸屏120(例如掌纹)、压力传感器(掌纹)、麦克

风165(例如话音扫描)、相机170(面部扫描)、相机170(虹膜或巩膜扫描)等。应了解，可利用

广泛多种不同类型的传感器，且这些仅为实例。并且，可利用特定类型的传感器，例如用于

掌纹的电容性触摸屏。然而，这些也仅为实例。

[0026] 另外，如下文将更详细地描述，处理器101可进一步经配置以基于背景输入来确定

风险指数，且基于传感器输入确定信任指数。如果信任指数大于风险指数，那么可确定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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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要求。以此方式，从所述多个多验证过程选择满足所述安全性要求的验证过程，且执

行所述验证过程以允许移动装置101向服务提供商190和/或应用程序192和/或装置验证。

通过简要额外参看图2，移动装置100可实施过程200以：基于背景输入、传感器输入以及移

动装置100使用服务提供商190或应用程序192中的至少一者进行验证的能力来确定多个验

证过程(框202)；从所述多个验证过程选择满足安全性要求的验证过程(框204)；以及执行

所述验证过程(框206)。

[0027] 作为一个实例，在处理器101的控制下，移动装置100可连接到服务提供商190以执

行功能，例如：完成购买交易(例如，服务提供商190是存储网站)或转钱(例如服务提供商

190是银行网站)。另外，在处理器101的控制下，移动装置101可尝试登入到应用程序192或

装置。在这些情境的任一者中，可需要验证过程，且可计算风险等级来用于验证过程中。

[0028] 利用银行交易(例如服务提供商190是银行网站)，作为实例，可使用转账量、用户

的位置以及其它背景输入，使用预指派的风险等级来计算风险指数。可参看图3来看风险指

数300的实例。在此实例中，服务302具有高风险评分302。并且，举例来说，交易量304(例如>

$1000.00)和位置310(例如遥远)可指示高风险。可基于与向移动装置100登记的生物计量

验证策略中的每一者相关联的信任等级来计算信任指数。可参看图4来看信任指数400的实

例。移动装置100的处理器101可选择生物计量验证过程(例如指纹传感器)406，使得信任指

数较高，且大于风险指数，使得满足安全性要求，以便成功地验证和完成与服务提供商190

的交易。基于此计算，为了满足安全性要求，从多个其它验证过程选择此生物计量验证过程

(例如指纹传感器)406，且可执行此验证过程来向服务提供商190验证移动装置101。

[0029] 以此方式，对用户的便利性在验证时动态地最大化。另外，选择和按比例缩放验证

过程以满足当前服务提供商190/应用程序192/装置的安全性需要要求成功验证所必需的

最小量的安全性，从而最小化增加的用户工作量。应了解，存在众多可能使用情况，例如：银

行交互(例如移动支付、移动购买、金钱转帐)；登入信息；以及接入权。接入权的实例包含对

以下各项的接入权：装置(例如电话)；应用程序；在线服务；在线网络；社交网络；电子邮件；

移动云存储；移动银行服务；等。应了解，可利用此过程来向任何类型的服务器、网站、应用

程序、装置等验证所述移动装置。

[0030] 举例来说，当移动装置100将执行其中将需要执行验证过程的功能(例如通过服务

提供商190、应用程序192登入、装置登入的金融交易)时，移动装置100可基于背景输入和传

感器输入来确定多个验证过程。明确地说，另外参照图3，其示出风险指数的表300，以便产

生安全性要求，可利用背景输入，使用与以下背景输入参数中的每一者相关联的风险等级

来计算风险指数：应用程序/服务提供商/装置登入302，此包含低(例如游戏)、中(例如社交

网络)、高(例如银行交易)；交易金钱量304(例如低，小于$100.00；中，小于$1000.00；或高，

大于$1000.00)；位置(GPS、WiFi确定)310，此包含低(例如，在家/工作地附近)、中(例如在

城镇/地区)、高(例如遥远)；与获悉的开支行为模式的用户开支行为偏差312，低(例如与过

去数据一致)、中(例如大部分与过去数据一致)、高(例如与过去数据不一致)；在事件314期

间收集到的众包数据，低(例如许多经确认)、中(例如一些经确认数据)、高(例如无经确认

数据)；以及人口统计简档316，低风险、中风险、高风险。

[0031] 举例来说，对于应用程序/服务提供商/装置登入302，用户可尝试接入(登入到)需

要验证的应用程序、服务提供商或装置。举例来说，游戏应用程序可具有较低安全需求(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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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指数)，而银行服务可具有较高安全需求(高风险指数)。还可使用此方法来支持演进的

安全需求(例如对照片共享服务的安全需求归因于新政策而增加)。作为另一实例，用户可

尝试完成某一金钱量的在线交易，其中的每一者可具有特定风险，例如交易金钱量304(例

如低风险，小于$100.00；中风险，小于$1000.00；或高风险，大于$1000.00)。作为用于满足

安全需求的背景输入的另一实例，位置传感器所确定的位置可用作风险指数。对于在常用

每日位置(例如家、工作地或亲戚家)中或附近接入服务或交易的用户来说，风险指数可为

低，而高风险可与公用设置相关联，尤其是在远离常用位置(例如另一城市或国家)的情况

下。可将一般区或区内的特定位置标记为“高风险”(例如在过去已报告过已知欺诈活动的

位置)。类似地，可将其它区或特定位置标记为“低风险”(例如如果尚未报告已知欺诈活

动)。作为用于满足安全需求的背景输入的又一实例，可利用用户开支行为偏差312。此为基

于时间和位置的指数。如果例如用户每隔一个星期五参与较自由的开支(归因于接收到工

资)，那么此开支行为将成为总开支模式的一部分，且因此可告知总风险指数。另一模式可

为在度假(例如，在假期拜访亲戚)期间在另一城市的较频繁开支。由于在这两个例子中建

立开支行为模式，因此这两个实例将导致低风险。

[0032] 作为另一个实例，可利用在事件314期间收集到的众包数据，作为确定安全需求时

的背景输入。如果例如事件在特定时间和位置(例如乡村集市)保持，且许多人在特定销售

商(例如入场费)进行开支，那么此数据可告知总风险指数。在此实例中，在所述事件期间在

一个位置中发生的许多交互将导致较低风险等级。作为另一实例，可利用人口统计简档数

据316作为确定安全需求时的背景输入。人口统计简档的一些特征(例如性别、年龄、种族、

收入、信用得分、身份窃取历史等)可用作个人的风险指数的全局乘数。举例来说，如果个人

非常年轻或年老，那么他们可能更容易受骗。在此些情况下，可将乘数全局应用于所计算的

风险指数(例如风险指数*1.2)。身份在过去被盗过的个人可能也得益于稍微升高的风险指

数。其它群体可多数从使风险指数得分全局降低某一轻微量而得到最多益处(例如年龄在

25到55之间的具有中等收入水平的人，风险指数*.80)。

[0033] 因此，可通过参考图300的表300，使用先前描述的背景输入参数来计算风险指数。

举例来说，总风险指数可从1到10变动，其中1到3可为低风险，4到7可为中风险，且8到10可

为高风险。可用的每一背景输入可用以计算风险指数。在其它实施方案中，用户可直接为每

一选定应用程序或服务设定风险指数。在此实施方案中，将有可能允许一些应用程序或服

务使用取决于上述背景输入的动态(所计算的)风险指数，且允许其它应用程序或服务使用

每次应用的静态设定风险指数。

[0034] 如已描述，可基于背景输入来确定风险指数，且可基于传感器输入来确定信任指

数。如果信任指数大于风险指数(信任指数>风险指数)，那么可确定满足安全性要求。以此

方式，从所述多个多验证过程选择满足所述安全性要求的验证过程，且执行所述验证过程

以允许移动装置101向服务提供商和/或应用程序和/或装置验证。

[0035] 将说明利用风险指数表300的实例基于背景输入来计算风险指数的特定实例。举

例来说，可使用以下背景变量来对风险指数进行加权：如果交易量为中(例如$150)，那么风

险指数＝中(4)；以及如果位置是公共，那么风险指数增加到中(5)；以及如果用户开支行为

偏差与过去行为不一致，那么风险指数增加到中-高(7)；以及如果众包数据报告用户的位

置中的高风险，那么风险指数增加到高(8)；以及如果用户人口统计资料在某种程度上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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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那么可对指数进行加权(例如乘以1.1)。在此实例中，总风险指数于是变为：风险指数

＝8*1.1＝8.8。因此，在此实例中，确定总风险指数为：8.8。在此实例中，从所述多个多验证

过程选择满足安全性要求(信任指数>风险指数)的验证过程，且需要具有高信任指数的验

证过程(例如虹膜扫描，或指纹扫描和话音扫描等)。

[0036] 下文将描述验证过程的实例。验证策略从非常高安全性方法(例如虹膜扫描仪(具

有非常低的错误接受)到较低安全性但较方便且社会可接受的方法(例如指纹扫描和掌纹

扫描)变动。因此，基于针对给定登记的数据库大小的基本错误接受和错误拒绝，信任等级

可与每一验证方法相关联。虽然生物计量验证方法的技术实施方案可不同，但对特定生物

计量特点的唯一性和一致性的人体生理限制在群体中的大多数中不变，一些特性比其它特

性更唯一(在人之间)且更一致(在人体内)，且因此能够具有较强的安全性。举例来说，众所

周知，虹膜是唯一的，使得错误接受率(FAR)在一百二十万次试验中可能为1，而指纹在10,

000次试验中通常导致1错误接受，类似于4位PIN。相比之下，当使用标准相机和方法提取

时，掌纹具有1:1000的FAR，而在给定类似数目的试验和数据库大小的情况下，从触摸屏提

取掌纹特征导致小得多的FAR。相比之下，与较高安全性生物计量方法相比，较低安全性生

物计量趋向于较少侵入性，但较被社会接受，且使用起来较方便。

[0037] 如先前已描述，在一些实施例中，传感器输入包含来自用以创建信任指数的生物

计量传感器的生物计量传感器输入。举例来说，如先前描述，用于生物计量传感器输入的生

物计量传感器可包含：心率传感器137、指纹传感器152(例如指纹输入)、触摸屏120(例如掌

纹)、压力传感器(掌纹)、麦克风165(例如话音扫描)、相机170(面部扫描)等。

[0038] 另外参照图4，可使用提供实例信任等级的以下验证方法来产生信任指数400。如

中示出图4，低信任等级(1到3)可仅需要低生物计量验证过程402:软性生物计量(例如发

色)；指纹/掌纹；ECG扫描；等。中信任等级(4到7)可需要中生物计量验证过程404：话音扫

描；面部扫描；口令；等。另一方面，高信任等级(8到10)可需要高生物计量验证过程406：指

纹扫描；虹膜扫描；等。

[0039] 如先前所描述，可基于背景输入来确定风险指数，且可基于传感器输入，且明确地

说，生物计量传感器输入来确定信任指数。如果信任指数大于风险指数(信任指数>风险指

数)，那么可确定满足安全性要求。以此方式，从所述多个验证过程选择满足所述安全性要

求的验证过程，且执行所述验证过程以允许移动装置101向服务提供商和/或应用程序和/

或装置验证。举例来说，对于特定高风险银行交易(例如高风险指数)，选择与高信任等级相

关联以得出至少等于(如果不超过)所述风险指数的信任指数的验证方法。举例来说，对于

高风险银行交易(8到10)，所需的安全性等级可需要具有高信任指数等级(8到10)的指纹扫

描过程，使得所述信任指数等级超过风险指数等级。或者，如果移动装置不能够进行指纹扫

描，那么可利用面部扫描+话音扫描等来满足所需的信任指数等级。

[0040] 在一些实施例中，当需要验证时，可分别从麦克风165、光传感器135和加速计140

对声音、光和运动的环境等级进行取样，以帮助选择和衡量得出最可靠数据的最佳生物计

量方法。举例来说，如果确定背景噪声太响而无法搜集话音生物计量数据，那么可选择其它

验证方法(例如面部扫描、虹膜扫描、指纹扫描、ECG监视等)。另外，如果通过麦克风165来搜

集话音扫描，那么可相应地对与之相关联的信任等级进行加权(例如话音扫描的信任等级

与背景噪声水平成比例地降低)。类似地，如果环境光太暗而无法充分地测量面部生物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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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如经由环境光传感器135测量)或太明亮而无法测量虹膜生物计量数据(导致反射)，

那么可选择其它验证方法(例如话音扫描、指纹扫描、掌纹、手脉管、ECG监视等)。另外，如果

搜集到面部扫描，那么可相应地对与之相关联的信任等级进行加权(例如面部扫描的信任

等级与环境亮度成比例地降低)。在一些实施例中，如果存在太多移动而无法搜集指纹、手

指/掌纹、手指/手脉管图案或ECG生物计量数据，那么可搜集其它验证方法(例如话音扫描、

面部扫描、虹膜扫描)。另外，如果例如搜集指纹，那么可相应地对与之相关联的信任等级进

行加权(例如指纹的信任等级与移动成比例地降低)。

[0041] 另外，如果关键人口统计背景输入可推断或是已知的(例如年龄)，那么可选择优

化生物计量特征可靠性的验证过程。举例来说，针对十几岁男孩的生物计量验证过程可放

弃声纹验证，因为可存在较高概率的破音或变音，或如果使用，那么可针对此群体的用户，

对信任指数较低加权。另一实例是老年用户(例如>年龄75)的指纹简档在某种程度上可能

不可靠，因此可不选择对这些用户的指纹扫描，或如果使用，那么可针对此群体，对信任指

数潜在地较低加权。

[0042] 另外参考图5，将描述验证过程500的一个实施例。在步骤502处，用户接入需要验

证的服务提供商、应用程序或装置(框502)。举例来说，如先前描述，用户接入银行网站来实

行金钱转账。在框504处，计算风险指数。举例来说，可根据框504的风险指数等式，基于与每

一所登记的背景输入相关联的风险等级来计算风险指数。背景输入510的实例包含：交易

量；位置数据(GPS、WiFi等)；用户开支行为偏差；众包数据；人口统计简档。先前已参看图3

详细地描述了基于背景输入确定风险指数。因此，基于与先前描述的可用背景输入中的每

一者相关联的风险等级，在验证时计算风险指数。应了解，一些背景输入/变量可存储在移

动装置中，且在不同时间存取。

[0043] 另外，在框530处，计算信任指数。举例来说，可根据框530的信任指数等式，基于与

选定验证过程中的每一者相关联的信任等级来计算信任指数。验证过程或方法532的实例

包含：掌纹；话音扫描；面部扫描；口令；指纹扫描；虹膜扫描；等。先前已参看图4详细地描述

了基于验证过程(明确地说，生物计量验证过程)来确定信任指数。因此，基于与选定验证过

程中的每一者相关联的信任等级来计算信任指数。

[0044] 明确地说，如框535中示出，选择可用验证方法/过程并对其进行加权，使得满足安

全性要求：信任指数>风险指数。明确地说，基于与移动装置上可用的验证过程中的每一者

相关联的信任等级来计算信任指数。先前已详细地描述了这些类型选择的实例，其中信任

指数>风险指数(例如话音扫描+手指扫描等于大于风险指数7的高信任指数(9))。另外，如

先前所描述，可利用环境运动等级、环境光级和环境声级来选择信任指数和对其进行加权。

参考框540，一旦选择验证过程，就可通过移动装置100的处理器101来实施安全执行环境

(例如信任区(TrustZone))，以保护验证过程的必需硬件组件(框542)。这些类型的安全硬

件组件550的实例包含：用于虹膜扫描的IR传感器153/相机170；用于指纹扫描的指纹传感

器152；用于口令或PIN的用户接口/键盘116；用于面部扫描的相机170；用于话音扫描的麦

克风165；用于掌纹扫描的触摸屏显示器120等。应了解，在一些实施例中，最初可需要具有

高信任等级(例如高信任等级406，图4)的较高安全性方法，且在预定义时间周期之后和/或

如果基于背景输入的风险指数尚未显著改变来影响阈值(例如信任指数>风险指数)，那么

可允许用户利用具有较低信任等级(例如低信任等级402，图4)的较低安全性方法，直到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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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例如背景)改变为止。

[0045] 在框560处，可循序或并行地向用户显示多个选定验证过程中的每一者。尽管可能

仅需要一个验证过程。然而，应了解，不需要用户的任何手工输入且因此最不具侵入性的

“被动”验证过程可为有益的。因此，如果移动装置(基于被动验证过程)可选择大于风险指

数的信任指数，那么将选择被动验证过程(例如来自触摸屏的掌纹)，且不需要用户的手工

输入，且不需要显示验证过程。在框562处，从选定验证过程提取特征(例如传感器输入)。在

框565处，如果所捕获的特征与来自所存储的模板的所登记特征匹配，那么验证服务/应用

程序/装置(框572)，且如果不匹配，那么不验证所述服务/应用程序/装置(框570)。

[0046] 并且，在一些实施例中，验证过程500可包含其中需要两个或更多个人来执行验证

过程500使得服务/应用程序/装置得以验证的实施例。作为另一特定实例实施例，可需要父

母来代表未成年人执行验证过程500。

[0047] 因此，在一个实例中，移动装置100可使用多个验证方法，基于背景输入(例如交易

量、位置数据、用户开支行为数据、众包数据、人口统计简档等)和生物计量传感器输入(例

如掌纹、话音扫描、面部扫描、指纹扫描、虹膜扫描等)来选择验证过程。明确地说，移动装置

100的处理器101可经配置以：基于背景输入、生物计量传感器输入和移动装置100向服务提

供商/应用程序/装置中的至少一者验证的能力等来确定多个验证过程。另外，处理器101可

经配置以从多个验证方法选择满足安全性要求的验证过程，其中所述安全性要求可被定义

为大于风险指数的信任指数，如先前详细描述。

[0048] 在一些实施例中，验证方法可为用户定义的。举例来说，用户可登记和使用移动装

置能够利用的多种验证方法(例如口令、面部扫描、话音扫描、掌纹、ECG、指纹扫描、虹膜扫

描等)，且选择不登记其它验证方法。并且，在一些实施例中，如果特定生物计量传感器可仅

提取归因于噪声的局部数据(例如归因于污迹或移动的局部数据)，或归因于阴影的局部面

部扫描，或归因于背景噪声的局部话音扫描，或归因于反射、斜视或眼睛移动的局部虹膜扫

描，那么可仅基于可提取的受限特征来计算信任指数。举例来说，局部扫描可满足安全需求

(信任指数>风险指数)，以验证低安全性应用程序(例如检视照片)。然而，仅提取局部扫描

可能无法满足较高安全性应用程序的安全性需要(即，信任指数<风险指数)，且可能需要额

外验证。尽管PIN或口令验证可为在线金融服务或移动服务的要求，但这可充当最小水平的

所需安全性。背景输入可提升所计算的风险指数，使得其超过与在线PIN或口令相关联的信

任等级，从而需要额外生物计量验证方法来满足风险指数得分。

[0049] 应了解，先前所描述的本发明的方面可结合如先前所描述的由装置的处理器对指

令的执行来实施。明确地说，装置的电路(包含(但不限于)处理器)可在程序、例程或用以执

行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方法或过程的指令的执行的控制下操作。举例来说，此类程序可

以固件或软件(例如，存储在存储器和/或其它位置中)实施，且可由处理器和/或装置的其

它电路实施。此外，应了解，术语处理器、微处理器、电路、控制器等是指能够执行逻辑、命

令、指令、软件、固件、功能性等的任何类型的逻辑或电路。

[0050] 应了解，当装置为移动或无线装置时，其可经由通过无线网络的一或多个无线通

信链路通信，所述无线通信链路是基于或以其它方式支持任何合适的无线通信技术。举例

来说，在一些方面，无线装置和其它装置可与包括无线网络的网络相关联。在一些方面中，

网络可包括人体域网络或个人域网络(例如，超宽带网络)。在一些方面，网络可包含局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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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广域网。无线装置可支持或以其它方式使用多种无线通信技术、协议或标准中的一或多

者，例如3G、LTE、高级LTE、4G、CDMA、TDMA、OFDM、OFDMA、WiMAX和WiFi。类似地，无线装置可支

持或以其它方式使用多种对应调制或多路复用方案中的一或多者。无线装置因此可包含适

当组件(例如，空中接口)以使用上文或其它无线通信技术建立一或多个无线通信链路以及

经由一或多个无线通信链路来通信。举例来说，一种装置可包括具有相关联的发射器和接

收器组件(例如，发射器和接收器)的无线收发器，其可包含促进无线介质上的通信的各种

组件(例如，信号产生器和信号处理器)。众所周知，移动无线装置因此可以无线方式与其它

移动装置、手机、其它有线和无线计算机、因特网网站等通信。

[0051] 本文中的教示可并入到多种设备(例如，装置)中(例如，在其内实施或由其执行)。

举例来说，本文所教示的一或多个方面可并入到电话(例如蜂窝式电话)、个人数据助理

(“PDA”)、平板、移动计算机、膝上型计算机、娱乐装置(例如音乐或视频装置)、头戴式耳机

(例如头戴式耳机、耳机等)、医用装置(例如心率监测仪、计步器、EKG装置等)、用户I/O装

置、计算机、有线计算机、固定计算机、桌上型计算机、服务器、销售点装置、机顶盒或任何其

它合适的装置。这些装置可具有不同的电力和数据要求。

[0052] 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将理解，可使用多种不同技术和技法中的任一者来表示信息

和信号。举例来说，可通过电压、电流、电磁波、磁场或磁粒子、光场或光粒子或其任何组合

来表示在整个上文描述中可能参考的数据、指令、命令、信息、信号、位、符号和码片。

[0053] 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将进一步了解，结合本文所揭示的实施例描述的各种说明性

逻辑块、模块、引擎、电路和算法步骤可实施为电子硬件、计算机软件或两者的组合。为清晰

地说明硬件与软件的这种可互换性，以上已大体就其功能性来描述了各种说明性组件、块、

模块、电路和步骤。此功能性是实施为硬件还是软件取决于特定应用以及强加于整个系统

的设计约束。熟练的技术人员可针对每一特定应用以不同方式来实施所描述的功能性，但

此类实施决策不应被解释为会引起脱离本发明的范围。

[0054] 可使用通用处理器、数字信号处理器(DSP)、专用集成电路(ASIC)、现场可编程门

阵列(FPGA)或经设计以执行本文所描述的功能的其它可编程逻辑装置、离散门或晶体管逻

辑、离散硬件组件或其任何组合来实施或执行结合本文中所揭示的实施例而描述的各种说

明性逻辑区块、模块和电路。通用处理器可为微处理器，但在替代方案中，处理器可为任何

常规处理器、控制器、微控制器或状态机。处理器还可实施为计算装置的组合，例如DSP与微

处理器的组合、多个微处理器的组合、一或多个微处理器结合DSP核心，或任何其它此类配

置。

[0055] 结合本文所揭示的实施例而描述的方法或算法的步骤可直接体现在硬件、由处理

器执行的软件模块或所述两者的组合中。软件模块可驻留在RAM存储器、快闪存储器、ROM存

储器、EPROM存储器、EEPROM存储器、寄存器、硬盘、可装卸磁盘、CD-ROM，或此项技术中已知

的任何其它形式的存储媒体中。示范性存储媒体耦合到处理器，使得处理器可从存储媒体

读取信息和将信息写入到存储媒体。在替代方案中，存储媒体可与处理器成一体式。处理器

和存储媒体可驻存于ASIC中。ASIC可驻存于用户终端中。在替代方案中，处理器和存储媒体

可作为离散组件驻存于用户终端中。

[0056] 在一或多个示范性实施例中，所描述的功能可在硬件、软件、固件或其任何组合中

实施。如果以软件实施为计算机程序产品，那么可将功能作为一或多个指令或代码存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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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可读媒体上或经由计算机可读媒体来传输。计算机可读媒体包含计算机存储媒体和

通信媒体两者，通信媒体包含促进将计算机程序从一处传送到另一处的任何媒体。存储媒

体可为可由计算机存取的任何可用媒体。举例来说且非限制，此类计算机可读媒体可包括

RAM、ROM、EEPROM、CD-ROM或其它光盘存储装置、磁盘存储装置或其它磁性存储装置，或可用

于运载或存储呈指令或数据结构的形式的所要程序代码且可由计算机存取的任何其它媒

体。并且，任何连接被恰当地称作计算机可读媒体。举例来说，如果使用同轴电缆、光纤电

缆、双绞线、数字订户线(DSL)或如红外线、无线电以及微波等无线技术从网站、服务器或其

它远程源传输软件，那么同轴电缆、光纤电缆、双绞线、DSL或如红外线、无线电以及微波等

无线技术包含于媒体的定义中。如本文中所使用，磁盘和光盘包含压缩光盘(CD)、激光光

盘、光学光盘、数字多功能光盘(DVD)、软性磁盘和蓝光光盘，其中磁盘通常以磁性方式再现

数据，而光盘利用激光以光学方式再现数据。以上各项的组合也应包含在计算机可读媒体

的范围内。

[0057] 提供所揭示实施例的先前描述，使得所属领域的任何技术人员能够制作或使用本

发明。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将容易明白对这些实施例的各种修改，并且可在不脱离本发明

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将本文所定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其它实施例。因此，本发明无意限

于本文中所示的实施例，而是应被赋予与本文中所揭示的原理和新颖特征一致的最宽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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