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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消息安全管控方法、装置和系统

技术领域

本文涉及消息的安全性验证和管控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针对消息内容的

安全性进行验证管控的方法、装置和系统。

背景技术

随着科技的发展 ，消息类业务越来越多，从传统业务短信和彩信，到新

业务微信和融合通信 （RCS ，Rich Communication Suite ) 等，消息类产品的

增多，对消息内容进行安全管控的必要性随之增加，保证 网络环境的安定和

谐，禁止反动信息的肆意传播，是业务产品运营部 门头等大事。

典型的消息安全管控流程为，业务系统收到消息，将原消息转发给管控

平台，管控平台实时分析，并将结果反馈给业务系统，业务系统根据结果，

继续下发或者终止流程。

传统业务消息大小有限制，如短信 140 字节，彩信 300K 字节等，典型

安全管控流程并无问题。随着新业务的流行，如微信和 RCS 等，用户间发

送图片、音频、视频和文件的场景越来越多，这类消息的特点有两个，一是

消息体大，从几兆字节到几百兆字节；二是消息体数据 内容相 同，如图片、

音频、视频、电影等，消息内容相 同。这种情况下，将原消息发送给安全管

控平台，等待管控平台实时处理的模式会有很多弊端，大消息的发送对网络

传输速度要求非常高，重复消息的发送是对 网络带宽资源的极大浪费和重

复，消息的安全检查也是对管控平台处理能力的极大浪费。

发明内容

本发明将提供一种消息安全管控方法、装置和系统，以减轻由于针对相

同消息内容多次重复发起完整内容校验请求而给管控平台所带来的负担。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釆用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消息的安全管控方法，包括 ：



根据 消息 内容生成唯一特征码 ；

发送所述唯一特征码到消息合 法性验证功能，获得所述消息合 法性验证

功能返 回的查询结果。

可选地 ，所述查询结果 包括 ：消息 内容合 法性或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

消息的完整 内容的发送标识 ，该标识用于指示发送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

息的完整 内容到所述合 法性验证功能。

可选地 ，该方法还 包括 ：

当获得 的所述查询结果 包括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 的

发送标识 时，则发送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到所述消息合 法

性验证功能；接 收所述消息合 法性验证功能返 回的该消息的完整 内容的合 法

性 。

一种 消息的安全管控装置 ，包括 ：特征码生成模块和数据收发模块 ，其

中，

所述特征码生成模块设 置成：根据 消息 内容生成唯一特征码 ；

所述数据 收发模 块设 置成 ：发送所述唯一特征码到 消息合 法性验证 功

能；接 收所述消息合 法性验证功能返 回的查询结果。

可选地 ，所述查询结果 包括 ：消息 内容合 法性或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

消息的完整 内容的发送标识 ，该标识用于指示发送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

息的完整 内容到所述合 法性验证功能。

可选地 ，所述数据收发模块还设 置成：当所述查询结果 包括所述唯一特

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的发送标识 时，指发送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

息的完整 内容到所述消息合 法性验证功能；接 收所述消息合 法性验证功能返

回的该消息的完整 内容的合 法性。

一种 消息的安全管控方法，包括 ：

接 收根据 消息 内容生成的唯一特征码；



根据所述唯一特征码 ，查询特征码数据库 ；

返 回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查询结果。

可选地 ，所述返 回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查询结果的步骤 包括 ：

当在所述特征码数据库 中查到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合 法性记

录时，返 回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合 法性；

当查不到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合 法性记录时，返 回所述唯一特征

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发送标识 ，该标识用于指示所述唯一特征码发送方

发送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 。

可选地 ，该方法还 包括 ：

接 收所述唯一特征码发送方发 来 的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 ，分析并确定所述消息的完整 内容的合 法性 ，返 回所述消息的完整 内容

的合 法性 。

可选地 ，分析并确定所述消息的完整 内容的合 法性后 ，根据所述消息的

完整 内容生成唯一特征码 ；将根据所述消息的完整 内容生成的唯一特征码和

所确定的所述消息的完整 内容的合 法性保存到所述特征码数据库 中；

其 中，所述根据所述消息的完整 内容生成唯一特征码 的步骤 包括 ：釆用

与所述唯一特征码发送方相 同的算法生成唯一特征码 。

一种 消息安全管控装置 ，包括 ：通信模块 、特征码数据库和特征码查询

模块 ，其 中，

所述通信模块设 置成：接 收根据 消息 内容生成的唯一特征码 ；

所述特征码数据库设 置成：存储 消息的唯一特征码和消息合 法性的对应

关系；

所述特征码查询模块设 置成：根据接 收到的所述唯一特征码 ，从所述特

征码数据库 中查询所述唯一特征码所对应 的消息是否合 法，返 回查询结果。

可选地 ，所述特征码查询模块设 置成按照如下方式返 回查询结果：

当根据所述唯一特征码 ，从所述特征码数据库 中查到与该唯一特征码对



应 的消息的合 法性时，返 回该消息的合 法性给唯一特征码发送方；

当查不到与该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合 法性时，返 回该唯一特征码对

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发送标识给所述唯一特征码发送方 ，指示所述唯一特征

码发送方发送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 。

可选地 ，所述通信模块还设 置成：接 收所述唯一特征码发送方发来的所

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

所述装置还 包括 ：合 法性校验模块 ，该合 法性校验模块设 置成：分析并

确定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的合 法性；返 回所述消息的完整

内容的合 法性给所述唯一特征码发送方。

可选地 ，该装置还 包括 ：

特征码生成模块 ，设 置成：根据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

生成唯一特征码 ；将根据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生成唯一特

征码 和所述合 法性校验模 块确定的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

的合 法性保存在所述特征码数据库 中；

其 中，所述特征码生成模块生成唯一特征码 的方法和所述通信模块接 收

到的唯一特征码 的生成方法一致 。

一种 消息安全管控 系统 ，包括 ：上述任意的可在业务 系统侧执行 的安全

管控 装置和上述任 意的可在 消息合 法性验证 功能侧执行 的消息的安全管控

装置。

一种计算机程序 ，包括程序指令 ，当该程序指令被业务 系统执行 时，使

得该业务 系统可执行上述任意的相应 的消息的安全管控方法。

一种载有所述的计算机程序 的载体 。

一种计算机程序 ，包括程序指令 ，当该程序指令被 消息合 法性验证功能

执行 时，使得该消息合 法性验证功能可执行上述任意的相应 的消息的安全管



控方法。

一种载有所述的计算机程序 的载体 。

一种 消息安全管控 系统 ，包括 ：业务模块和安全管控模块 ，其 中，

所述业务模块设 置成：根据 消息 内容生成唯一特征码 ，发送所述唯一特

征码到所述安全管控模块；

所述安全管控模块设 置成：根据所述唯一特征码确定消息的合 法性 ，并

返 回结果。

可选地 ，所述安全管控模块 ，包括 ：特征码存储子模块和特征码查询子

模块；

其 中，所述特征码存储子模块设 置成：存储所述唯一特征码和所述唯一

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合 法性；

所述特征码查询子模块设 置成：根据所述唯一特征码 ，从所述特征码存

储子模块 中查询所述唯一特征码所对应 的消息是否合 法，返 回查询结果。

其 中，所述特征码查询子模块返 回的查询结果 ，包括 ：

当根据所述唯一特征码 ，从所述特征码存储子模块 中查到所述唯一特征

码所对应 的消息的合 法性记录时，返 回对应 的合 法性；

当根据所述唯一特征码 ，从所述特征码存储子模块 中查不到所述唯一特

征码所对应 的消息的合 法性记录时，返 回消息完整 内容发送标识 ，通知所述

业务模块发送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 。

可选地 ，所述业务模块 ，还用于将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

容发送到所述安全管控模块；

所述安全管控模块 ，还 包括 ：合 法性校验子模块；

所述合 法性校验子模块设 置成：接 收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分析并确定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的合 法性；返 回所

述消息的完整 内容的合 法性 。

可选地 ，所述安全管控模块 ，还 包括特征码生成子模块设 置成：根据 所



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生成唯一特征码 ；将生成的唯一特征码

和所述合 法性校验 子模 块确 定的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 的

合 法性结果保存在所述特征码存储子模块 中；

其 中，所述特征码生成子模块生成唯一特征码 的方法和所述业务模块发

送的唯一特征码 的生成方法一致 。

本发 明提供 的一种 消息安全管控方法、装置和 系统 ，改变 了相 关技术方

案 中每次发送完整消息 内容到安全管控平 台进行 消息安全性验证 的方式，针

对现存 大量消息 内容不变，且 消息体数据量 大这一消息类业务的新特点 ，提

出了先对要验证 的消息提取 消息唯一特征码 ，发送该唯一特征码到安全性管

控平 台进行验证 ；只在安全性管控平 台未保存该唯一特征码和对应 消息的安

全性验证结果时，才发送完整消息到安全性管控平 台。本发 明提供 的一种 消

息安全管控方法、装置和 系统 ，避免 了针对相 同消息 内容多次重复发起 完整

内容校验请求所带来的网络带宽压 力，同时，针对完整消息 内容验证一次合

法性后 ，保存该消息对应 的唯一特征码和合 法性验证结果 ，供后续验证 时，

只根据唯一特征码进行查询验证结果 ，大大提升 了安全性验证效率 。

附图概述

图 1 为本发 明实施例一提供 的 种 消息的安全管控方法流程 图；

图 2 为本发 明实施例二提供 的 种 消息的安全管控装置的结构 图；

图 3 为本发 明实施例三提供 的 种 消息的安全管控方法流程 图；

图 4 为本发 明实施例四提供 的 种 消息的安全管控装置的结构 图；

图 5 为本发 明实施例五提供 的 种 消息的安全管控 系统的结构 图。

本发 明的较佳 实施方式

以下是对本文详 细描述的主题 的概述 。本概述并非是为 了限制权利要 求

的保护范围。

下面将 结合 附图及具体 实施例对本发 明作 进一 步的详 细描述 。需要说



明的是 ，在 不冲 突的情 况下 ，本 申请 中的 实施 例及 实施 例 中的特征 可 以相

互任 意组合 。

实施例一

本 实施 例提供 一种 消息的安全 管控 方 法 ，可 以在 业务 系统侧执行 ，如

图 1 所示 ，包括 ：

步骤 101 ，根据 消息 内容生成唯一特征码 ；

步骤 102，发 送所述唯一特征码到 消息合 法性验证 功能，获得 消息合 法

性验证 功能返 回的查询结果 。

其 中，步骤 101 中，根据 消息 内容生成唯一特征码 ，具体 可 以 ，釆用

消息摘要 MD5 算法对 消息的 内容进行处理得到 ；或者 ，还可 以釆用安全哈

希 SHA1 算法对 消息的 内容进行处理得 到 ；或者 ，还 可 以釆用其他唯一特

征码 生成 算法生成 ，所生成 的唯一特征码 能够唯一代表 消息的 内容 ， 当消

息 内容 不 同时 ，其对应 生成 的唯一特征码也 不相 同；本领域技 术人 员根据

本 实施 例 所例举 的上述具体 生成算法 ，可 以合 理 的进行 变形或替换 ，而 实

现本发 明所述技 术方案 。

步骤 102 中，消息合 法性验证 功 能根据唯一特征码 查询其特征码数据

库 ， 当能够从 特征码数据库 中查到该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合 法性验证

结果 时 ，将该验证 结果返 回给唯一特征码发 送方 ，该验证 结果 包括 消息 内

容合 法性 ，指 示该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合 法性 ； 当不能从特征码数据

库 中查到该唯 一特征码 对应 的消息合 法性验证 结果 时 ，则在返 回的查询 结

果 中 包括 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消息的完整 内容 的发 送标识 ，指 示唯一特征

码 发 送 方将 该 唯 一 特征 所对 应 消 息 的完整 内容发 送 到 消 息合 法性验 证 功

能。

可选地 ，当步骤 102 获得 的消息安全性查询结果指 示发送所述唯一特

征码 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 时 ，则发 送该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

容到 消息合 法性验证 功 能；获得 消息合 法性验证 功 能根据 消息的完整 内容

返 回的验证 结果 ；此 时 ，该验证 结果 包括 消息 内容合 法性 ，指 示该 完整 消

息的合 法性 。



其 中， 依据 消息 内容 ，合 法性验证功能针对所述消息的完整 内容进行

合 法性验证 ，可 以釆用相 关技 术 中的方案对 消息 内容 的合 法性进行验证 ；

同时 ，不 同的业务平 台对 消息 内容合 法性定义的标准不 同，对应 的合 法性

验证 方法也 不 同；本发 明方案 的具体 实施 不限于具体釆用何种 消息 内容合

法性验证方案 ；

本 实施 例 中合 法性验证 功 能，是指具备 消息合 法性验证 能力的功能模

块 ，可 以是 实现 实施例三 中所述 的安全管控 方法的软件模 块 ；或者 ，也可

以是 实现 实施 例三 中所述 的安全管控 方法的硬件模 块 ；或者 ，也可 以是本

发 明实施 例四所述 的安全管控装置；或者 ，也可 以是 实施例五 中安全管控

系统 中的安全管控模块 。

实施例二

本 实施例提供一种 消息的安全管控装置 ，如 图 2 所示 ，包括 ：第一特

征码生成模块 201 和数据收发模块 202 ，其 中，

所述第一特征码生成模块 201 ，设 置成：根据 消息 内容生成唯一特征码 ；

所述数据收发模块 202 ，设 置成：发送所述唯一特征码到消息合 法性验

证功能；接 收所述消息合 法性验证功能返 回的查询结果。

其 中，所述查询结果 ，包括 ：消息 内容合 法性或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

消息的完整 内容的发送标识 。

可选地 ，所述数据收发模块 202 ，还设 置成： 当所述查询结果 包括所述

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 的发送标识 ，指示发送所述唯一特征码

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 时，发送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到

消息合 法性验证功能；接 收所述消息合 法性验证功能的验证结果。

实施例三

本 实施 例还提供 一种 消息的安全 管控 方法 ，可 以在 消息合 法性验证 功

能侧执行 ，如 图 3 所示 ，包括 ：

步骤 301 ，接 收根据 消息 内容生成的唯一特征码 ；

步骤 302 ，根据所述唯一特征码 ，查询特征码数据库 ；返 回所述唯一特



征码对应的消息的合法性查询结果。

可选地，步骤 302 中，返回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的消息的合法性验证结

果，包括：当在所述特征码数据库中查到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的消息的合法

性记录时，返回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的消息的合法性；

当查不到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的消息合法性记录时，返回所述唯一特

征码对应消息的完整 内容发送标识，指示所述唯一特征码发送方发送所述

唯一特征码对应的消息的完整内容。

接收到唯一特征码对应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后 ，分析并确定所述消息的

完整内容的合法性，返回所述消息的完整内容的合法性。

可选地 ，确定所述消息的完整 内容的合法性后 ，根据所述消息的完整

内容生成唯一特征码；将根据所述消息的完整 内容生成的唯一特征码和确

定的所述消息的完整内容的合法性结果保存到所述特征码数据库中；

其中，所述根据所述消息的完整 内容生成唯一特征码的步骤 包括：釆

用与所述唯一特征码发送方相 同的算法生成唯一特征码；即对于同一个消

息，发送方发送的唯一特征码与根据消息的完整 内容生成的唯一特征码相

同。

上述生成唯一特征码，具体可 以 ，釆用消息摘要 MD5 算法对消息的内

容进行处理得到；或者，还 可 以釆用安全哈希 SHA1 算法对消息的内容进

行处理得到；或者 ，还可以釆用其他唯一特征码生成算法生成，所生成的

唯一特征码能够唯一代表消息的内容，当消息内容不同时，其对应生成的

唯一特征码也不相 同。

具体生成唯一特征码的算法，包括但不仅限于上述算法，对于本发明

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 ，在不脱 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

以做 出若干简单推演或替换，都应 当视为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其中，特征码数据库 ，设置成：保存代表消息的唯一特征码和该消息

内容合法性的对应关系，例如：



唯一特征码 合法性

35b8569127e3c91a87aa52dc494ee4d6 合法

271b551d60307f4233a8509aff67a2d6 合法

d5edec82547a3b7b0628472927936d78 不合法

a85120db0def4e0c930194ea09210475 合法

其中， 依据消息的完整内容分析并确定消息内容的合法性，可以釆用

相关技术中的方案对消息内容的合法性进行验证；同时，不同的业务平台

对消息内容合法性定义的标准不同，对应的合法性验证方法也不同；本发
明方案的具体实施不限于具体釆用何种消息内容合法性验证方案。

实施例四

本实施例还提供一种消息的安全管控装置，可以位于消息合法性验证
功能侧，如图 4 所示，包括：通信模块 401、特征码数据库 402 和特征码查

询模块 403，其中，

所述通信模块 401，设置成：接收根据消息内容生成的唯一特征码；

所述特征码数据库 402，设置成：存储消息唯一特征码和消息合法性的

对应关系；

所述特征码查询模块 403，设置成：根据接收到的唯一特征码，从所述
特征码数据库 402 中查询所述唯一特征码所对应的消息是否合法，返回查询

结果。

其中，所述特征码查询模块 403 返回查询结果，包括：当根据所述唯一
特征码，从所述特征码数据库中查到对应的消息的合法性时，返回对应的合

法性；当查不到对应消息的合法性时，返回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消息的完整

内容发送标识，指示所述唯一特征码发送方发送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的消息

的完整内容。

可选地，所述通信模块 401，还设置成：接收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的消

息的完整内容；



所述装置，还 包括：合法性校验模块 404 ，设置成：分析并确定所述唯

一特征码对应的消息的完整内容的合法性；返回所述消息的完整内容的合法

性。

可选地，该装置还 包括：

第二特征码生成模块 405 ，设置成：根据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的消息的

完整内容生成唯一特征码；将根据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的消息的完整内容生

成唯一特征码和所述合法性校验模块确定的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的消息的

完整内容的合法性结果保存在所述特征码数据库中；

其中，所述第二特征码生成模块 405 生成唯一特征码的方法和所述通

信模块接收到的唯一特征码的生成方法一致。

上述生成唯一特征码，具体可 以 ，釆用消息摘要 MD5 算法对消息的内

容进行处理得到；或者，还 可 以釆用安全哈希 SHA1 算法对消息的内容进

行处理得到；或者 ，还可以釆用其他唯一特征码生成算法生成，所生成的

唯一特征码能够唯一代表消息的内容，当消息内容不同时，其对应生成的

唯一特征码也不相 同。

具体生成唯一特征码的算法，包括但不仅限于上述算法，对于本发明

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 ，在不脱 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

以做 出若干简单推演或替换，都应 当视为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实施例五

本实施例还提供一种消息安全管控 系统，如图 5 所示，包括：业务模

块和安全管控模块，其中，

业务模块，设置成：根据消息内容生成唯一特征码，发送所述唯一特征

码到所述安全管控模块；

安全管控模块，设置成：根据所述唯一特征码确定消息的合法性，并

返回结果。

可选地，安全管控模块，包括：特征码存储子模块和特征码查询子模块；

其中，所述特征码存储子模块，设置成：存储所述唯一特征码和所述唯



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合 法性；

所述特征码 查询子模 块 ，设 置成 ：根据 所述唯一特征码 ，从 所述特征码

存储子模 块 中查询所述唯一特征码所对应 的消息是 否合 法 ，返 回查询结果 。

具体 的，特征码 查询子模 块返 回的查询结果 ，包括 ：

当根据 所述唯一特征码 ，从 所述特征码存储子模 块 中查到所述唯一特征

码 所对应 的消息的合 法性记 录时，返 回对应 的合 法性 ；

当根据 所述唯一特征码 ，从 所述特征码存储子模 块 中查不到所述唯一特

征码 所对应 的消息的合 法性记 录时，返 回消息完整 内容发送标识 ，通知所述

业务模 块发送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 。

可选地 ，业务模 块 ，还设 置成 ：将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

容发送到所述安全管控模 块 ；

安全管控模 块 ，还 包括 ：合 法性校验子模 块 ，设 置成 ：接 收所述唯一特

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 ；分析 并确定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 的合 法性 ；返 回所述 消息的完整 内容 的合 法性 。

可选地 ，所述安全管控模 块 ，还 包括特征码生成子模 块 ，设 置成 ：根据

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生成唯一特征码 ；将生成 的唯一特征

码 和 所述合 法性校验 子模 块确 定 的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

的合 法性结果保存在所述特征码存储子模 块 中；

其 中，所述特征码 生成子模 块生成唯 一特征码 的方法和所述业务模 块

发 送 的唯 一特征码 的生成方 法一致 ，即对 于 同一个 消息 ，发 送方发 送 的唯

一特征码 与根据 消息的完整 内容生成 的唯一特征码相 同。

上述生成唯一特征码 ，具体可 以釆用 消息摘要 MD5 算法对 消息的 内容

进行处理得到 ；或者 ，还 可 以釆用安全哈希 SHA1 算 法对 消息的 内容进行

处理得 到 ；或者 ，还 可 以釆用其他唯一特征码 生成算法生成 ，所生成 的唯

一特征码 能够唯一代表 消息的 内容 ， 当消息 内容 不 同时 ，其对应 生成 的唯

一特征码也 不相 同。



体生成唯一特征码的算法，包括但不仅限于上述算法，对于本发 明所

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 ，在不脱 离本发 明构思的前提下，还 可 以

做 出若干简单推演或替换 ，都应 当视为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本发 明的实施例 中，特征码数据库 ，设置成：存储所述唯一特征码和

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的消息的合法性，可以釆用数据库方式存储 ，也可以

釆用文件方式存储 ，不限于本实施例举的具体方式，本领域 内技术人 员根

据本 实施例所例举的数据库表存储的方式，可以合理的进行变形或替换形

成其他方式，而实现本发明所述技术方案。

进一步举例如下，安全管控 系统 中安全管控模块中的特征码存储子模

块，釆用数据库表 的形式存储唯一特征码与对应消息的合法性记录如下表

所示：

表 1: 特征码合法性表

应用示例一 :

待验证的消息 1，是一个 内容为图片文件 1 的多媒体消息；

业 务 模 块 ， 发 送 图 片 文 件 1 对 应 的 唯 一 特 征 码

35b8569127e3c91a87aa52dc494ee3d6, 到安全管控模块；

安全管控模块，接收该唯一特征码 ，其特征码查询子模块从其特征码

存储子模块中的上表 中查询得到该唯一特征码对应的消息合法性结果为：

合法，安全管控模块返回该合法性结果给业务模块。

其中，业务模块釆用 MD5 算法处理图片文件 1，得到唯一特征码。



应用示例二：

待验证的消息 2，是一个内容为短视频文件 2 的多媒体消息；

业 务 模 块 ， 发 送 视 频 文 件 2 对 应 的 唯 一 特 征 码

d5edec82547a3b7b0628472927934d78, 到安全管控模块；

安全管控模块，接收该唯一特征码 ，其特征码查询子模块从其特征码
存储子模块中的上表 中查询得到该唯一特征码对应的消息合法性结果为：

不合法，安全管控模块返回该合法性结果给业务模块。

其中，业务模块釆用 MD5 算法处理视频文件 2，得到唯一特征码。

应用示例三：

待验证的消息 3，是一个内容为短视频文件 3 的多媒体消息；

业 务 模 块 ， 发 送 视 频 文 件 3 对 应 的 唯 一 特 征 码

6 11e33d077b007142a613blf05ef681a, 到安全管控模块；

其中，业务模块釆用 MD5 算法处理视频文件 3，得到上述唯一特征

码。

安全管控模块，接收该唯一特征码 ，其特征码查询子模块从其特征码
存储子模块中的上表 中查询 ，未能查到该唯一特征码对应的消息合法性结

果；则返回消息完整 内容发送标识，通知所述业务模块发送所述唯一特征

码对应的消息的完整内容。

业务模块，发送消息 3 的视频文件 3 到安全管控模块；

安全管控模块，接收视频文件 3，其合法性校验子模块对视频文件 3 进

行分析处理，确定该视频文件 3 的合法性为：合法，则安全管控模块返回

该合法性结果给业务模块。

可选地，安全管控模块也釆用 MD5 算法处理视频文件 3，得到唯一特

征码 6 11e33d077b007142a613blf05ef681a ，将该唯一特征码和合法性校验子

模块确定的合法性结果保存到特征码存储子模块中，在表 1 中新增对应记

录后如下所示：



唯一特征码 合法性

35b8569127e3c91a87aa52dc494ee3d6 合法

27 Ib551d60307f4233a8509aff67a246 合法

d5edec82547a3b7b0628472927934d7 不合法

8

a85120db0def4e0c930194ea09210465 合法

6 11e33d077b007142a613blf05ef681a 合法

其中， 合法性校验子模块依据消息的完整 内容分析并确定消息内容的

合 法性 ，可 以釆用相 关技术 中的方案对 消息 内容的合 法性进行验证 ；同

时，不同的业务平 台对消息内容合法性定义的标准不同，对应的合法性验

证方法也不同；本发 明方案的具体 实施不限于具体釆用何种消息内容合法

性验证方案。

本发 明实施例还公开 了一种消息安全管控 系统 ，包括：上述任意的可

在业务系统侧执行的安全管控装置和上述任意的可在消息合法性验证功能

侧执行的消息的安全管控装置。

本发明实施例还公开 了一种计算机程序 ，包括程序指令 ，当该程序指令

被业务系统执行时，使得该业务系统可执行上述任意的消息的安全管控方

法。

本发明实施例还公开 了一种载有所述的计算机程序的载体。

本发 明实施例还公开 了一种计算机程序 ，包括程序指令 ，当该程序指

令被 消息合法性验证功能执行时，使得该消息合法性验证功能可执行上述

任意的消息的安全管控方法。

本发明实施例还公开 了一种载有所述的计算机程序的载体。

在阅读并理解 了附图和详细描述后 ，可以明白其他方面。

本发明提供的实施例，改变了相关技术方案中每次发送完整消息内容到



安全管控平 台进行 消息安全性验证 的方式，针对现存 大量消息 内容不变，且

消息体数据量 大这一消息类业务的新特点 ，提 出了先对要验证 的消息提取 消

息唯一特征码 ，发送该唯一特征码到安全性管控平 台进行验证 ；只在安全性

管控平 台未保存该唯一特征码和对应 消息的安全性验证结果时，才发送完整

消息到安全性管控平 台。相 比于相 关技术方案 ，避免 了针对相 同消息 内容多

次重复发起 完整 内容校验请求所带来的网络带宽压 力，同时，针对完整消息

内容验证一次合 法性后 ，保存该消息对应 的唯一特征码和合 法性验证结果 ，

供后续验证 时，只根据唯一特征码进行查询验证结果 ，大大提升 了安全性验

证效率 。

本领域普通技 术人 员可 以理 解上述 实施例 的全部或部分步骤可 以使用

计算机程序 流程 来 实现 ，所述计算机程序可 以存储 于一计算机可读存储介

质 中，所述计 算机程序在相应 的硬件平 台上 （如 系统 、设备 、装置 、器件

等 ）执行 ，在执行 时，包括方法实施例的步骤之一或其组合 。

可选地 ，上述 实施例 的全部或部分步骤也可 以使用集成 电路 来 实现 ，

这些步骤 可 以被分别制作成一个个集成 电路模 块 ，或者将 它们 中的多个模

块或 步骤 制作 成单个集成 电路模 块来 实现 。这样 ，本发 明不限制于任何特

定的硬件和软件结合 。

上述 实施例 中的各装置/功能模块/功能单元可以釆用通用的计算装置来

实现 ，它们 可 以 集 中在单个 的计算装置上 ，也可 以分 布在 多个计算装置所

组成的网络上 。

上述 实施例 中的各装置/功能模块/功能单元 以软件功能模块的形式实现

并作 为独 立的产 品销 售或使 用 时，可 以存储在一个计算机可读取存储介质

中。上述提 到 的计 算机 可读 取存储 介质 可 以是 只读存储 器 ，磁盘 或 光盘

等 。

以上 所述 ，仅 为本发 明的具体 实施方式，但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 限

于此 ，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 的技术人 员在本发 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 易

想到变化或替换 ，都应 涵盖在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因此 ，本发 明的保护

范围应 以权利要 求所述的保护范围为准。



工业 实用性

本发 明技术方案 ，改变 了相 关技术方案 中每次发送完整消息 内容到安全

管控平 台进行 消息安全性验证 的方式，针对现存 大量消息 内容不变，且 消息

体数据量 大这一消息类业务的新特点 ，提 出了先对要验证 的消息提取 消息唯

一特征码 ，发送该唯一特征码到安全性管控平 台进行验证 ；只在安全性管控

平 台未保存该唯一特征码和对应 消息的安全性验证结果时，才发送完整消息

到安全性管控平 台。本发 明提供 的一种 消息安全管控方法、装置和 系统 ，避

免 了针对相 同消息 内容 多次重复发起 完整 内容校验请 求所带来的 网络带宽

压 力，同时，针对完整消息 内容验证一次合 法性后 ，保存该消息对应 的唯一

特征码和合 法性验证结果 ，供后续验证 时，只根据唯一特征码进行查询验证

结果 ，大大提升 了安全性验证效率。因此本发 明具有很 强的工业 实用性 。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 消息的安全管控方法，包括 ：

根据 消息 内容生成唯一特征码 ；

发送所述唯一特征码到消息合 法性验证功能，获得所述消息合 法性验证

功能返 回的查询结果。

2 、 根据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消息的安全管控方法，其 中

所述查询结果 包括 ：消息 内容合 法性或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

整 内容的发送标识 ，该标识用于指示发送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到所述合 法性验证功能。

3、根据权利要 求 2 所述的消息的安全管控方法，该方法还 包括 ：

当获得 的所述查询结果 包括 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 的

发送标识 时，则发送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到所述消息合 法

性验证功能；接 收所述消息合 法性验证功能返 回的该消息的完整 内容的合 法

性 。

4、一种 消息的安全管控装置，包括 ：特征码生成模块和数据收发模块 ，

其 中，

所述特征码生成模块设 置成：根据 消息 内容生成唯一特征码 ；

所述数据 收发模 块设 置成 ：发送所述唯一特征码到 消息合 法性验证 功

能；接 收所述消息合 法性验证功能返 回的查询结果。

5、根据权利要 求 4 所述的消息的安全管控装置 ，其 中

所述查询结果 包括 ：消息 内容合 法性或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

整 内容的发送标识 ，该标识用于指示发送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到所述合 法性验证功能。

6、根据权利要 求 5 所述的消息的安全管控装置 ，其 中

所述数据收发模块还设 置成：当所述查询结果 包括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的发送标识时，指发送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到所述消息合 法性验证功能；接 收所述消息合 法性验证功能返 回的该消

息的完整 内容的合 法性 。

7、一种 消息的安全管控方法，包括 ：

接 收根据 消息 内容生成的唯一特征码 ；

根据所述唯一特征码 ，查询特征码数据库 ；

返 回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查询结果。

8、根据权利要 求 7 所述的消息的安全管控方法，其 中

所述返 回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查询结果的步骤 包括 ：

当在所述特征码数据库 中查到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合 法性记

录时，返 回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合 法性；

当查不到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合 法性记录时，返 回所述唯一特征

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发送标识 ，该标识用于指示所述唯一特征码发送方

发送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 。

9、根据权利要 求 8 所述的消息的安全管控方法，该方法还 包括 ：

接 收所述唯一特征码发送方发 来 的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 ，分析并确定所述消息的完整 内容的合 法性 ，返 回所述消息的完整 内容

的合 法性 。

10、根据权利要 求 9 所述的消息的安全管控方法，其 中

分析并确定所述消息的完整 内容的合 法性后 ，根据所述消息的完整 内容

生成唯一特征码 ；将根据所述消息的完整 内容生成的唯一特征码和所确定的

所述消息的完整 内容的合 法性保存到所述特征码数据库 中；

其 中，所述根据所述消息的完整 内容生成唯一特征码 的步骤 包括 ：釆用

与所述唯一特征码发送方相 同的算法生成唯一特征码 。

11、一种 消息安全管控装置 ，包括 ：通信模块 、特征码数据库和特征码

查询模块 ，其 中 ，



所述通信模块设 置成：接 收根据 消息 内容生成的唯一特征码 ；

所述特征码数据库设 置成：存储 消息的唯一特征码和消息合 法性的对应

关系；

所述特征码查询模块设 置成：根据接 收到的所述唯一特征码 ，从所述特

征码数据库 中查询所述唯一特征码所对应 的消息是否合 法，返 回查询结果。

12、根据权利要 求 11 所述的消息的安全管控装置 ，其 中，所述特征码

查询模块设 置成按照如下方式返 回查询结果：

当根据所述唯一特征码 ，从所述特征码数据库 中查到与该唯一特征码对

应 的消息的合 法性时，返 回该消息的合 法性给唯一特征码发送方；

当查不到与该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合 法性时，返 回该唯一特征码对

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发送标识给所述唯一特征码发送方 ，指示所述唯一特征

码发送方发送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 。

13、根据权利要 求 12 所述的消息的安全管控装置 ，其 中

所述通信模块还设 置成：接 收所述唯一特征码发送方发来的所述唯一特

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

所述装置还 包括 ：合 法性校验模块 ，该合 法性校验模块设 置成：分析并

确定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的合 法性；返 回所述消息的完整

内容的合 法性给所述唯一特征码发送方。

14、根据权利要 求 13 所述的消息的安全管控装置 ，该装置还 包括 ：

特征码生成模块 ，设 置成：根据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

生成唯一特征码 ；将根据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生成唯一特

征码 和所述合 法性校验模 块确定的所述唯一特征码对应 的消息的完整 内容

的合 法性保存在所述特征码数据库 中；

其 中，所述特征码生成模块生成唯一特征码 的方法和所述通信模块接 收

到的唯一特征码 的生成方法一致 。

15、一种 消息安全管控 系统 ，包括 ：4-6 中任一项所述的消息的安全管



控 装 置和如权 利要 求 11-14 中任 一 项 所述 的 消 息 的安全 管控 装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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