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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Embodiments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provide 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ethod, device and server, relating to the
technical field of communications, and solving the problem that a user continuously releasing illegal information in the network. The
method comprises: receiving network information; determining, according to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a rating result of a network
object corresponding to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controlling the network object according to the rating result of the network object
corresponding to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Embodiments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further provide 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device
and server. The present invention i s applied to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management.

(57) 摘要 :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信息处理的方法、装置和服务器，涉及通信技术领域。其解决了用户在网络
中持续发布不良信息的问题。该方法包括：接收网络信息；根据所述网络信息确定所述网络信息对应的网络对
象的分级结果；根据所述网络信息对应的网络对象的分级结果对所述网络对象进行控制处理。本发明实施例还
提供了一种信息处理的装置和服务器。本发明应用于网络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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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处理的方法、装置和服务器

本 申请要 求于 201 1 年 11 月 30 日提 交 中国专利局 、申请 号 为

20111039 0466 3 , 发明名称为 "信息管理的方法和装置" ，以及于 201 1 年 12

月 31 日提交中国专利局、申请号为 201 110458 3566 , 发明名称为 "一种控制

用户生成内容传播的方法、系统和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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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发明涉及通信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信息处理的方法、装置和服务器。

背景技术

网络已遍布了人们的生活，人们通过网络可获取各 自需要的信息，同时

也可将有用的信息发布到网络上，同更多的网络用户进行分享。

人们可以在 QQ 空间上发布信息，通过多种方式展现 自己。包括：书写 日

记、上传 自己的图片、听音乐、写心情，这些信息可统称为 UGC( User Generated

Content , 用户生成的内容 ）。QQ 空间用户可以将其他 QQ 空间用户加为 "好

友" ，拥有 自己的好用群，QQ 空间用户可在 自己的 QQ 空间中看到好友发布

的 UGC。另外，用户 A 的好友可以直接在个人中心中查看到用户 A 发表的内

容；其他用户也可以通过用户 A 的空间地址查看用户发表的内容。除了单一

查看外，用户的好友或其他用户还可以对用户发表的 UGC 进行复制、转载、

分享、转播等操作进行更大的曝光和持续传播。

但是，一些 QQ 空间用户在个人的 QQ 空间中发布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相关互联网规范的不良 UGC , 例如：法轮功信息、色情、地震谣言等影响公

共社会危害的内容。将发布不良 UGC 的用户定义为用户 A , 将用户 A 的 "好

友 "定义为用户 B , 则用户 B 可在各 自的 QQ 空间中看到用户 A发布的所有 UGC,

同时也包括用户 A 发布的不良 UGC , 并且用户 B 还可将不良 UGC 进行转发，

使得更多的用户看到这些不良 UGC。
为了解决不良 UGC 在网络传播的问题，人们釆取了相应的措施。具体的，



当 QQ 空间用户在 自己的空间中看到不 良 UGC 时，可 以向后 台进行举·¾, 审核

人根据 UGC 被举报 的情况，将不 良 UGC 删除。

在 实现上述信 息管理的过程 中，发 明人发现现有技术 中至少存在如下问

题 ：QQ 服务器只对用户发布的不 良 UGC 进行处理 ，并没有对发布不 良 UGC 的

用户进行处理 ，发布不 良 UGC 的用户仍可以继续发布不 良 UGC , 不 良 UGC 在

网络 中的转播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发 明 内容

本发 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信 息处理的方法、装置和服务器，解决用户在

网络 中持续发布不 良信 息的问题 。

为达到上述 目的，本发 明的实施例釆用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信 息处理的方法，包括：

接收 网络信 息；

根据所述 网络信 息确定所述 网络信 息对应 的网络对 象的分级结果；

根据所述 网络信 息对应 的网络对 象的分级结果对所述 网络对 象进行控制

处理。

一种信 息处理的装置 ，包括：

接收模块 ，用于接收 网络信 息；

信 息处理模块 ，用于根据所述 网络信 息确定所述 网络信 息对应 的网络对

象的分级结果 ，根据所述 网络信 息对应 的网络对 象的分级结果对所述 网络对

象进行控制处理。

一种机 器可读介质 ，其上存储有指令 集合 ，当该指令 集合被执行 时，使

得该机 器可执行上述的方法。

一种信 息处理的装置 ，包括：存储器，用于存储指令 ；

处理器，其与所述存储器耦合 ，该处理器被 配置为执行存储在所述存储

器 中的指令 ，其 中，所述处理器被 配置为用于：接 收 网络信 息；根据所述 网

络信 息确定所述 网络信 息对应 的网络对 象的分级结果；根据所述 网络信 息对

应 的网络对 象的分级结果对所述 网络对 象进行控制处理。

一种服务器，包括上述的信 息处理的装置。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信 息处理的方法、装置和服务器，通过接 收 网络信



息，并根据 网络信 息确定该 网络信 息对应 的网络对 象的分级结果，并根据 网

络信 息对应 的网络对 象的分级结果对该 网络对 象进行控制处理 ，本 实施例解

决 了用户在 网络 中持续发布不 良信 息的问题 。

附 图说 明

为 了更清楚地说 明本发 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 实施例描述 中所

需要使用的附图作 简单地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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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创造性劳动性的

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 的附图。

图 1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信 息处理的方法实施例一的流程 图；

图 2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信 息处理的方法实施例二的流程 图；

图 3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信 息处理的方法实施例三的流程 图；

图 4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信 息处理的方法实施例四的流程 图；

图 5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信 息处理的装置实施例一的结构 图；

图 6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信 息处理的装置实施例二的结构 图；

图 7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信 息处理的装置实施例三的结构 图

图 8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信 息处理的装置实施例四的结构 图。

具体 实施方式

下面将结合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 、完整地描述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 明一部分 实施例 ，而

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 于本发 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在无需付

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 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 ，都属于本发 明保护的范围。

图 1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信 息处理的方法实施例一的流程 图，如 图 1

所示 ，本 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信 息处理的方法，该信 息处理的方法可以作 为计

算机程序 ，存储在机 器可读介质 中，例如光盘等 ，该信 息处理的方法 包括以

下步骤 ：

步骤 1 01 , 接收 网络信 息。

在本 实施例 中，网络信 息可以具体 为举报用户所举报 的举报信 息，在该

举报信 息中包含被举报用户信 息以及被举报 内容；该 网络信 息也可以具体为



用户提 交的 UGC, 在该 UGC 中可以包含相应 的特征字。即本步骤可以具体为

接 收举报用户所举报 的举报信 息，也可以为接收用户提 交的 UGC , 并从 UGC

中提取特征字。

步骤 1 0 2 , 根据 网络信 息确定所述 网络信 息对应 的网络对 象的分级结果。

在接收到 网络信 息后 ，根据该 网络信 息确定其对应 的网络对 象的分级结

果。当网络信 息为举报信 息时，网络信 息对应 的网络对 象为被举报用户 ，此

步骤 为根据举报信 息中的举报 内容确定该举报 内容对应 的被举报用户的分级

结果 ，具体 为确定该被举 用户为恶意用户 、善意用户或身份待定用户 。当

网络信 息为用户提 交的 UGC 时，网络信 息对应 的网络对 象为 UGC, 此步骤为

根据该 UGC 以及预先按扣 的分值对特征字进行分级生成的特征字与等级的对

应 关系，确定该 UGC 包含 的特征字的等级 。

步骤 1 0 3 , 根据所述 网络信 息对应 的网络对 象的分级结果对所述 网络对

象进行控制处理。

在获取到 网络信 息对应 的网络对 象的分级结果 ，根据该分级结果对该 网

络对 象进行相应 的控制处理。具体地 ，当网络信 息为举报信 息时，本步骤为

根据举报信 息对应 的被举报用户的分级结果对该被举报用户进行控制处理 ，

即若所述被举报用户是 恶意用户 ，则禁止所述被举报用户登 录个人账户；若所

述被举报用户不是恶意用户 ，则判断所述被举报用户是善意用户还是 身份待

定用户；若所述被举报用户是善意用户 ，则将所述被举报用户发布或转发 的

信 息发送至第一指定地址；若所述被举报用户是 身份待定用户 ，则根据所述

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对所述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进行发送

处理。当网络信 息为 UGC 时，本步骤为根据 UGC 包含的特征字的等级和预先

设定的特征字的等级与操作 的对应 关系，对所述 UGC 进行相应 的操作 。

本 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信 息处理的方法，通过接 收 网络信 息，并根据 网络

信 息确定该 网络信 息对应 的网络对 象的分级结果 ，并根据 网络信 息对应 的网

络对 象的分级结果对该 网络对 象进行控制处理 ，本 实施例解决 了用户在 网络

中持续发布不 良信 息的问题 。

本 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信 息处理的方法，如 图 2 所示，本 实施例提供 的信

息处理的方法可以作 为计算机程序 ，存储在机器可读介质 中，例如光盘等 ，

该信 息处理的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



201 、接收举报信息，举报信息中包含被举报用户信息以及被举报 内容。

为了遏制一些用户持续在 网络 中发布或转发不 良信息，当用户看到 网络

中存在不良信息时，可对发布或转发不 良信息的用户进行举 ¾ 。

具体的，服务器接收用户发送的举报信息，举报信息中包括：被举报用

户信息、被举报 内容，此处的被举报用户信息可以具体为用于识别被举报用

户身份的信息。

202 、根据被举报 内容确定被举报用户是否为恶意用户，如果是 ，则执行

步骤 203 , 否则执行步骤 204。

根据被举报 内容确定被举报用户是否为恶意用户。被举报 内容可以包括：

被举报用户发布不良信息、被举报用户转发不良信息。

恶意用户为被举报发布较多的不 良信息、和/ 或被举报转发较多不良信息

的用户。

具体的，若被举报用户为恶意用户，则执行步骤 203; 若被举报用户不

为恶意用户，则执行步骤 204。

203 、禁止被举报用户登录个人账户。

为了禁止恶意用户继续发布或转发不 良信息，服务器禁止恶意用户登录

个人账户，使得恶意用户不可再发布、或转发任何信息，流程结束。

204、判断被举报用户是否为善意用户，如果是 ，则执行步骤 205 , 否则

执行步骤 206 。

非恶意用户并不一定未发布过、或转发过不良信息。

为了更有效的控制不 良信息在 网络 中的发布、或传播 ，服务器除了对恶

意用户进行相应的处理，还要判断对非恶意用户是善意用户还是身份待定用

户，进而对不同的用户执行不同的处理。

若被举报用户是善意用户，则执行步骤 205 ; 若被举报用户不是善意用

户，该用户为身份待定用户，则执行步骤 206 。

205 、将被举 ¾ 用户发布或转发的信息发送至第一指定地址。

善意用户发布或转发的信息包含的不 良信息很 少，因此，服务器将善意

用户发布或转发的所有信息发送至第一指定地址。

作为本实施例的一种 实施方式，第一指定地址可以包括：善意用户的 "好

友 " 空间地址、相关网站地址等。



将善意用户发布或转发 的信 息发送至 "好友 " 空间地址 ，以便善意用户

在个人 空间中主动查看到善意用户发布或转发 的信 息，此处具体为将善意用

户发布或转发 的信 息显示在好友 空间中，从 而该善意用户的好友可以查看到

相 关信 息；将善意用户发布或转发 的信 息发送相 关网站 ，以便 更多的网络用

户查看善意用户发布或转发 的信 息，使得善意用户发布或转发 的信 息得到 了

共享。流程结束。

206 、根据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对该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进行发送处理。

当确定被举报用户为身份待定用户时，即该被举报用户不是恶意用户 ，

也不是善意用户 ，根据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对该被举报用户

发布的信 息进行发送处理 。身份待定用户发布的信 息中可能包含不 良信 息和

合格信 息，其 中，合格信 息即为未被举报过的信 息。

具体地 ，在对身份待定用户发布的信 息进行发送处理时，服务器可 以只

将身份待定用户发布的合格信 息发送至第二指定地址 ，不将不 良信 息发送至

第二指定地址 。

本 实施例提供 的信 息处理的方法，接 收举报信 息，举报信 息中包含被举

报用户信 息以及 被举报 内容；根据被举报 内容确定被举报用户是否为恶意用

户；若被举报用户是 恶意用户 ，则禁止被举报用户登 录个人账户；若被举报

用户不是恶意用户 ，则判断被举报用户是善意用户还是身份待定用户；若被

举报用户是善意用户 ，则将被举报用户发布或转发 的信 息发送至第一指定地

址；若被举报用户是 身份待定用户 ，则根据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 的

次数对其发布或转发 的信 息进行发送处理。由于禁止恶意用户登 录个人账户 ，

阻止恶意用户持续发布或转发 不 良信 息，非恶意用户可继续发布或转发非不

良信 息，不 同等级的用户执行不 同的差异化体验 ，使得有 害用户及 不 良信 息

得到有效的控制和清除。

作 为本 实施例的一种 改进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另一种信 息处理的方法，

如 图 3 所示 ，本 实施例提供 的信 息处理的方法可以作为计算机程序 ，存储在

机 器可读介质 中，例如光盘等 ，该 网信 息处理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

301 、接 收举报信 息，举报信 息中包含被举报用户信 息以及被举报 内容。

为 了遏制一些用户持续在 网络 中发布或转发 不 良信 息、遏制不 良信 息在



网络 中的传播 ，当用户看到 网络 中存在不 良信 息时可对发布或转发 不 良信 息

的用户进行举报 。服务器实时接 收用户发送的举报信 息，举报信 息中携 带被

举报用户信 息、被举报 内容。

302 、获取被举报用户被举报 的次数 。

任何用户在查看到不 良信 息后 ，可随时向服务器发送举报信 息，被举报

用户被举报 的次数 的大小将影响服务器对被举报用户的身份识别，即被举报

用户为善意用户 、身份待定用户或恶意用户 。其 中，善意用户为不对 网络造

成危 害的用户；身份待定用户会对 网络造成较 小的危 害；恶意用户对 网络造

成的危 害较 大。被举报用户被举报 的次数越 多，该被举报用户对 网络的危 害

越 大。此处的被举报用户被举报 的次数 包括被举报用户被举报发布不 良信 息

的次数 以及被举报用户被举报转发不 良信 息的次数 。

进一步的，善意用户 、恶意用户 、身份待定用户是根据 实时接 收的举报

信 息实时确定的。

作为本 实施例的一种 实施方式，如 图 3 所示，为对被举 ¾ 用户进行等级

分类 ，即确定被举报用户是善意用户 、还是 身份待定用户 、还是恶意用户。

具体 的，服务器根据举报信 息获取被举报用户被举报 的次数 。

303 、根据被举报 内容确定被举报用户是 否为恶意用户 ，如果是 ，则执行

步骤 3 1 1 , 否则执行步骤 304 。

根据被举报 内容确定被举报用户是 否为恶意用户 。恶意用户为被举报发

布较 多的不 良信 息，且被举报转发较 多的不 良信 息的用户。

具体 的，若被举报用户被举报 的次数 大于第三预 设数值 ，且被举报用户

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 大于第四预设 数值 ，且被举报用户转发 的信 息被举

报 的次数 大于第五预设数值 ，则确定被举报用户为恶意用户 。

第三预设数值 、第四预设数值 、第五预设数值可以根据 实际需要进行设

置 ，例如 ：第三预设数值可以为 2 00; 第四预设数值可以为 1 1 0 ; 第五预设数

值 为 9 0 。

若被举报用户是恶意用户 ，则执行步骤 3 1 1 ; 若被举报用户不是 恶意用

户 ，则执行步骤 304 。

304 、判断被举报用户是 否为善意用户 ，如果是 ，则执行步骤 305 , 否则

执行步骤 306 。



本 步骤 为根据被举报 用户被举报 的次数 判 断被举报 用户是 否为善 意用

户 ，如果是 ，则执行步骤 305 , 否则执行步骤 306 。当被举报用户被举报 的次

数 不大于第三预设数值 时，该被举报用户不被确定为恶意用户 ，但非恶意用

户并不一定未发布过 、或转发过不 良信 息。

若放任非恶意用户发布或转发 不 良信 息，网络 中不 良信 息的传播还是没

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为 了更有效的控制不 良信 息在 网络 中的发布 、或传播 ，服务器除 了对恶

意用户进行相应 的处理 ，还要判断非恶意用户是善意用户还是身份待定用户 ，

进 而对不同的用户执行不同的处理。

具体 的，若被举报用户被举报 的次数 小于第二预设数值 ，且被举报用户

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 为 0 , 则确定被举报用户为善意用户 。若被举报用

户被举报次的数 大于第二预设数值且小于第三预设数值 ，则确定被举报用户

为身份待定用户；第三预设数值 大于第二预设数值 。

本 实施例 中提到的第二预设数值根据 实际需要进行设置 ，例如 ：为 了时

举报信 息更加可信 ，以防用户进行恶意举报 ，第二预设数值可以设置为 3 0 。

若被举报用户是善意用户 ，则执行步骤 305 ; 若被举报用户是 身份待定

用户 ，则执行步骤 306 。

305 、将被举 ¾ 用户发布或转发 的信 息发送至第一指定地址。

善意用户被举报 的次数 小于第二预设数值 ，说 明善意用户发布或转发 的

信 息包含的不 良信 息很 少，因此 ，服务器将善意用户发布或转发 的所有信 息

发送至第一指定地址。

作为本 实施例的一种 实施方式，第一指定地址 可 以 包括 ：善意用户的 "好

友，，空间地址 、相 关网站地址等。

将善意用户发布或转发 的信 息发送至 "好友 " 空间地址 ，以便善意用户

在个人 空间中主动查看到善意用户发布或转发 的信 息；将善意用户发布或转

发 的信 息发送相 关网站 ，以便 更多的网络用户查看善意用户发布或转发 的信

息，使得善意用户发布或转发 的信 息得到 了共享。流程结束 。

306 、计算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 ，判断被举报用户发布的

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是否为 0 , 如果是 ，则执行步骤 3 1 0 , 否则执行步骤 307 。

当被举报用户不是 恶意用户 ，也不是善意用户时，该被举报用户为身份



待定用户 ，身份待定用户发布的信 息可能包含不 良信 息，也可能包含合格信

息，合格信 息即为未被举报过的信 息。本步骤为 当被举报用户为身份待定用

户时，计算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 ，并判断被举报用户发布的

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是否为 0 , 如果是 ，则直接执行步骤 310 , 将被举报用户发

布的信 息发送至第二指定地址 ，否则执行步骤 307 进行进一步的判断。

服务器只将合格信 息发送至第二指定地址 ，不将不 良信 息发送至第二指

定地址 。

作为本 实施例的一种 实施方式，第二指定地址 可 以 包括被举报用户的 " 好

友 " 空间地址 。

"好友 " 在 自己的空间中可查看到被举报用户发布的未被举报 的合格信

息，只有 当 "好友，，访 问被举报用户的空间中时，才可看到被举报用户发布

的所有信 息，所有信 息可以包括：被举 ¾ 用户发布的合格信 息、和不 良信 息。

通过对合格信 息、和不 良信 息釆用不 同的处理方法，在保证合格信 息广

泛传播 的同时，也抑制 了不 良信 息的传播 。

被举报 内容可以包括 ：被举报用户发布不 良信 息、被举报用户转发 不 良

信 息。根据举报 内容获取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 。

被举报 的次数越 多可能说 明该被举报用户发布过较 多的不 良信 息；或者 ，

可能说 明被举报用户发布过少量的不 良信 息，但 少量不 良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

较 多。

307 , 判断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是 否大于第一预设数值 ，

如果是 ，则执行步骤 309 , 否则执行步骤 308 。

若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 不为 0 , 则进一步判断被举报用

户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是 否大于第一预设数值 ；若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次数 大于 0、小于第一预设数值 ，则执行步骤 308; 被举报用户发布

的信 息被举报次数 大于第一预设数值 ，则执行步骤 309 。

第一预设数值 为大于零 的整数 ，可根据 实际需要进行设置 ，例如 ；若被

举报用户发布信 息的数量为 100, 则第一预设数值可设置为 10。

308 、将被举报用户发布的未被举报过的信 息发送至第二指定地址。

若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次数 大于 0、小于第一预设数值 ，说 明

被举 ¾ 用户发布过少量的不 良信 息，同时可能转发过不 良信 息。



则服务器只将被举报用户发布的合格信 息发送至第二指定地址 ，不将被

举 ¾用户发布的不 良信 息发送至第二指定地址。流程结束。

309 、不将被举 ¾用户发布的信 息发送至第二指定地址。

若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次数 大于 0、大于第一预设数值 ，说 明

被举 ¾ 用户发布过较 多的不 良信 息，同时可能转发过不 良信 息。

则服务器将被举报用户发布的所有信 息均不发送至第二指定地址 ，只有

当 "好友 " 访 问被举报用户的空间时才可看到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流程

结束。

通过不将不 良信 息发送至第二指定地址 ，限制 了不 良信 息在 网络 中的传

播 。

310、将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发送至第二指定地址 。

身份待定用户被举报 的次数 不为 0 , 其 中，被举报次数可以包括 ：被举

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次数 、和被举报用户转发 的信 息被举报次数 。

在确定被举报用户为身份待定用户后 ，根据举报 内容再对身份待定用户

进行不 同的处理。

具体 的，判断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是 否为 0 , 若被举报

用户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 为 0 , 则说 明被举报用户转发 不 良信 息被举报

次数不为 0。

说 明该被举报用户没有发布过不 良信 息，但转发过不 良信 息，则服务器

将被举 用户发布的信 息发送至第二指定地址。流程结束。

311、禁止被举报用户登录个人账户。

为 了禁止恶意用户继续发布不 良信 息，服务器禁止恶意用户登 录个人账

户 ，使得恶意用户不可再发布 、或转发任何信 息。

如表 1 所示为本 实施例 中被举报用户的等级分类表 ，对于善意用户来说 ，

其可以划分为高活跃合格用户和一般活跃合格用户；对于身份待定用户来说 ，

其可以划分为新用户 、沉淀用户 、未发布和 / 或转发过不 良信 息的用户 、空间

有 少量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过的用户 、空间有较 多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过的用户；

对于恶意用户来说 ，主要 为开通 空间后发布较 多不 良信 息、且转发较 多不 良

信 息的坏用户 。

表 1 被举报用户的等级分类表



分等 分等名称 分级 备注

A 1 高活跃合格用户
A 吾意用户

A 1 一般活跃合格用户

B 2 新用户

B 2 沉淀用户

B 身份待定用户 C 1 未发布和/或转发过不良信息的用户

C2 空间有少量发布的信息被举 过的用户

C 3 空间有较多发布的信息被举报过的用户

开通空间后发布较多不良信息、且转发较多
C 恶意用户 D

不良信息的坏用户

本 实施例提供 的信 息处理的方法，接 收举报信 息，举报信 息中包含被举

报用户信 息以及 被举报 内容；根据被举报 内容确定被举报用户是否为恶意用

户；若被举报用户是 恶意用户 ，则禁止被举报用户登 录个人账户；若被举报

用户不是恶意用户 ，则判断被举报用户是善意用户还是身份待定用户；若被

举报用户是善意用户 ，则将被举报用户发布或转发 的信 息发送至第一指定地

址；若被举报用户是 身份待定用户 ，则根据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 的

次数对其发布的信 息进行发送处理 。由于禁止恶意用户登 录个人账户 ，阻止

恶意用户持续发布不 良信 息，非恶意用户可继续发布或转发非不 良信 息，不

同等级的用户执行不 同的差异化体验 ，使得有 害用户及不 良信 息得到有效的

控制和清除。流程结束 。

图 4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信 息处理的方法实施例四的流程 图，请参 阅

图 4 , 是本发 明第一 实施例提供 的另一种信 息处理的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

401 、预先按扣的分值对特征字进行分级 ，生成特征字与等级的对应 关系，

并预先设定特征字的等级与操作 的对应 关系；

在本发 明实施例 中，将法轮功宣传等影响和危 害社会的政治 内容定为一

级特征字，色情 内容传播定为二级特征字，广告定为三级特征字。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级特征字对应的操作是不给予提交，二级特征字、

三级特征字等等则允许提交，但要入人工审核库，进行人工审核处理，根据

曰常处理结果和人工删除率情况，对该用户提交的 UGC 包含的特征字进行定

级和打分，按照不同等级和分数，提供不同的操作和提示，例如：仅好友可

见、仅 自己可见、不允许提交、只支持看但不支持转载和分享等操作，以控

制传播范围。

402、接收用户提交的 UGC, 并从 UGC 中提取特征字。

其中，从 UGC 中提取特征字具体为：后 台有一个特征字库，不同的特征

字具有不同的分值 ，后 台会对用户提交的 UGC 进行全部扫描，同时会计算各

特征字的打分，例如 UGC 上带有 "上 门服务" ，且后 台的特征字库中包括 "上

门服务" ，则 "上 门服务" 就是 UGC 中提取 出来的特征字。

403、根据预先按扣的分值对特征字进行分级生成的特征字与等级的对应

关系确定用户提交的 UGC 包含的特征字的等级。

404、根据用户提交的 UGC 包含的特征字的等级以及预先设定的特征字

的等级与操作的对应关系，对该用户提交的 UGC 进行相应的操作。

如果该用户提交的 UGC 包含的特征字的等级是一级特征字，则默认不让

用户提交，建议用户进行删除后再进行发表；

如果该用户提交的 UGC 包含的特征字的等级不是一级特征字，即是二级

特征字、三级特征字等等，则允许提交，但要入人工审核库，进行人工审核

处理，根据 日常处理结果和人工删除率情况，对该用户提交的 UGC 包含的特

征字进行定级和打分，按照不同等级和分数，提供不同的操作和提示，例如：

仅好友可见、仅 自己可见、不允许提交、只支持看但不支持转载和分享等操

作 ，以控制传播范围。为提高准确率，整个特征字后 台有透明的命 中情况、

人工删除情况等数据实时进行运营。

图 5 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信息处理的装置实施例一的结构图，如图 5

所示，本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信息处理的装置，可以具体执行上述方法实施例

一中的各个步骤 ，此处不再赘述。本实施例提供的信息处理的装置可以具体

包括接收模块 5 1 和信息处理模块 5 2。其中，接收模块 5 1 用于接收网络信息。

信息处理模块 5 2 用于根据所述网络信息确定所述网络信息对应的网络对象

的分级结果，根据所述网络信息对应的网络对象的分级结果对所述网络对象



进行控制处理 。

图 6 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信 息处理的装置实施例二的结构 图，如 图 6

所示 ，本 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信 息处理的装置 ，可以具体执行上述方法实施例

二 中的各个步骤 ，此处不再赘述 。本 实施例 中的网络信 息为举报信 息，网络

信 息对应 的网络对 象为被举报用户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信 息处理的装置在

上述 图 5 所示的基础之上 ，接收模块 51 具体用于接 收举报信 息，所述举报信

息中包含被举报用户信 息以及被举报 内容。信 息处理模块 5 具体 包括确定单

元 521 、判断单元 522 、第一发送单元 523、第二发送单元 524 、禁止单元 525 。

其 中，确定单元 521 , 用于根据被举报 内容确定被举报用户是 否为恶意

用户。

判断单元 522 , 用于若被举报用户不是 恶意用户 ，则判断被举报用户是

善意用户还是 身份待定用户。

第一发送单元 523, 用于若被举报用户是善意用户 ，则将被举报用户发

布或转发 的信 息发送至第一指定地址。

第二发送单元 524 , 用于若被举报用户是 身份待定用户 ，则根据被举报

用户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对所述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进行发送处理。

禁止单元 525 , 用于若被举报用户是恶意用户 ，则禁止被举报用户登 录

个人账户。

本 实施例提供 的信 息处理的装置，实时接收举报信 息，举报信 息中包含

被举报用户信 息以及 被举报 内容；根据被举报 内容确定被举报用户是 否为恶

意用户；若被举报用户是 恶意用户 ，则禁止被举报用户登 录个人账户；若被

举报用户不是 恶意用户 ，则判断被举报用户是善意用户还是 身份待定用户；

若被举报用户是善意用户 ，则将被举报用户发布或转发 的信 息发送至第一指

定地址；若被举报用户是 身份待定用户 ，则根据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被举

报 的次数对所述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进行发送处理 。由于禁止恶意用户登

录个人账户 ，阻止恶意用户持续发布不 良信 息，非恶意用户可继续发布或转

发非不 良信 息，不同等级的用户执行不 同的差异化体验 ，使得有 害用户及不

良信 息得到有效的控制和清除。

作 为本 实施例的一种 改进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另一种信 息处理的装置 ，

如 图 7 所示 ，本 实施例提供 的信 息处理的装置可以具体执行上述方法实施例



三 中的各个步骤 ，此处 不再赘 述 。本发 明 实施例提供 的信 息处理 的装置在上

述 图 6 所示的基础之上 ，确定单元 521 包括 ：获取 子单元 521 1 和第一确定子

单元 521 2。

判断单元 522 包括 ：第二确定子单元 5221 、第三确定子单元 5222 。

第二发送单元 524 包括 ：计算子单元 5241 、第一发 送子单元 5242 、第二

发 送子单元 524 3、第三发送子单元 5244 。

其 中，接 收模 块 51 , 用 于接 收举报信 息，举报信 息 中包含被举报用户信

息以及被举报 内容 。

为 了遏制一些用户持 续在 网络 中发 布 不 良信 息 、遏制 不 良信 息在 网络 中

的传播 ，当用户看到 网络 中存在 不 良信 息时可对发 布或转发 不 良信 息的用户

进行举报 。接 收模 块 51 接 收用户发 送 的举报信 息 ，举报信 息 中携 带被举报用

户信 息 、被举报 内容 。

确定单元 521 , 用 于根据被举报 内容确定被举报用户是 否为恶意用户 。

确定单元 521 根据举报 内容确 定被举报 用户是 否为恶意用户 。恶意用户

为被举报发布较 多的不 良信 息 、且被举报转发较 多不 良信 息的用户 。

具体 的，获取 子单元 521 1 , 用于获取被举报 用户被举报 的次数 。

第一确定子单元 5212 , 用于若被举报用户被举报 的次数 大于第三预设数

值 ，且被举报 用户发 布 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 大于第 四预 设 数值 ，且被举报用

户转发 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 大于第五预设数值 ，则确 定被举报 用户 为恶意用

户 。

判 断单元 522 , 用于若被举报用户 不是 恶意用户 ，则判断被举报 用户是

善 意用户还是 身份待 定用户 。

被 举 报 用 户被 举报 次数 不 大于第三预 设 数值 的用 户 不被 确 定 为恶意用

户 ，但 非恶意用户并不一定未发布过 、或转发过不 良信 息。

若放任 非恶意用户发 布或转发 不 良信 息 ，网络 中不 良信 息的传播还是 没

有得到有效 的控制 。

为 了更有 效 的控 制 不 良信 息在 网络 中的发布 、或传播 ，服 务器除 了对 恶

意用户进行相应 的处理 ，还要 判 断对非恶意用户是善 意用户还是 身份待 定用

户 ，进 而对 不 同的用户执行 不 同的处理 。

具体 的，第二确定子单元 5221 , 用于若被举报用户被举报 的次数 小于第



二预设数值 ，且被举报用户发布 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 为 0 , 则确定被举报用

户为善意用户 。

第三确定子单元 5222 , 用于若被举报用户被举报 的次数 大于第二预设数

值且 小于第三预设数值 ，则确定被举报用户为身份待 定用户 ，第三预设数值

大于第二预设数值 。

第一发送单元 523 , 用于若被举报用户是善意用户 ，则将被举报用户发

布 的信 息发送至第一指定地址 。

善意用户被举报 的次数 小于第二预设数值 ，说 明善意用户发布 的信 息 包

含 少量不 良信 息，因此 ，第一发送单元 523 将善意用户发布或转发 的所有信

息发送至第一指定地址 。

第二发送单元 524 , 用于若被举报用户是 身份待定用户 ，则根据被举报

用户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对所述被举报用户发布 的信 息进行发送处理 ，

即确定是 否将其发布的信 息发送至第二指定地址 。

身份待 定用户发布 的信 息可 能 包含 不 良信 息和合格信 息，合格信 息即为

未被举报过的信 息。

第二发送单元 524 在确定合格信 息之后 ，将合格信 息发送至第二指定地

址 ，不将不 良信 息发送至第二指定地址 。

具体 的，计算子单元 5241 , 用于计算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

数 。

第一发送子单元 5242 , 用于若被举报用户发布 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 为 0 ,

则将被举 _¾ 用户发布的信 息发送至第二指定地址 。

第二发送子单元 524 3 , 用于若被举报用户发布 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 大于

0、小于第一预设数值 ，则将被举报用户发布 的未被举报过的信 息发送至第二

指定地址 。

第三发送子单元 5244 , 用于若被举报用户发布 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 大于

第一预设数值 ，则不将 身份待定用户发布的信 息发送至第二指定地址，第一预

设数值 为大于零 的整数 。

禁止单元 525 , 用于若被举报用户是 恶意用户 ，则禁止被举报用户登 录

个人账户 。

为 了禁止恶意用户继续发布不 良信 息，禁止单元 525 禁止恶意用户登 录



个人 账户 ，使得 恶意用户 不可再发 布 、或转发任何信 息。

本 实施 例提供 的信 息处理 的装 置 ，接 收举报信 息 ，举报信 息 中包含被举

报 用户信 息 以及 被举报 内容 ；根据被举报 内容确 定被举报 用户是 否为恶意用

户 ；若被举报 用户是 恶意用户 ，则禁止被举报 用户登 录个人 账户 。 由于禁止

恶意用户登 录个人 账户 ，阻止 恶意用户持 续发 布 不 良信 息 ，非 恶意用户可继

续发 布或转发 非 不 良信 息 ，不 同等级 的用户执行 不 同的差异化体验 ，使得有

害用户及 不 良信 息得 到有 效 的控 制和清 除 。

图 8 为本发 明 实施 例提供 的信 息处理 的装 置 实施 例 四的结构 图，如 图 8

所示 ，本 实施 例提供 了一种信 息处理 的装置 ，可 以具体执行 上述方 法 实施 例

四 中的各 个步骤 ，此处 不再赘 述 。本 实施 例 中的 网络信 息为用户提 交的用户

生成 内容 UGC, 所述 网络信 息对应 的 网络对 象为所述 UGC。本 实施 例在上述 图

5 所示 的基 础之 上 ，接 收模 块 5 1 , 用 于接 收用户提 交的用户生成 内容 UGC,

并从 UGC 中提取 特征 字 ；其 中从 UGC 中提取特征 字具体 为 ：后 台有 一个特

征 字库 ，不 同的特征 字具有 不 同的分值 ，后 台会对用户提 交的 UGC 进行全部

扫描 ，同时会计 算各特征 字 的打 分 ，例如 UGC 上 带有 "上 门服 务 " ，且后 台

的特征 字库 中包括 "上 门服 务 " ，则 "上 门服 务 " 就是 UGC 中提取 出来 的特

征 字 。

信 息处理模 块 52 可 以具体 包括 等级确 定单元 526 和操作单元 527 。

其 中，等级确 定单元 526, 用 于根据预先按 扣 的分值 对特征 字进行分级

生成 的特征 字和等级 的对应 关 系确 定用户提 交的 UGC 包含 的特征 字 的等级 。

操作 单元 527, 用 于根据 用户提 交的 UGC 包含 的特征 字 的等级和预先设

定 的不 同等级 的特征 字对应 不 同操作 的对应 关 系，对 所述用户提 交的 UGC 进

行相应 的操作 ；如 果所述用户提 交的 UGC 包含 的特征 字 的等级 不是 一级特征

字 ，则允许提 交 ，但要 入人 工 审核 库 ，进行人 工 审核 处理 ，并根据 日常处理

结果和人 工删 除率情况 ，对 所述用户提 交的 UGC 包含 的特征 字进行 定级和打

分 ，按 照不 同等级和分数 ，提供 不 同的操作 ，所述一级特征 字是指影 响和危

害社 会 的政 治 内容 ，所述 不 同的操作 包括仅好友 可见 、仅 自己可见 、只 支持

看但 不支持 转载和分 享 、不允许提 交之 一或任 意组合 。

本 实施 例提供 的信 息处理 的装置还 可 以 包括 ：设 定模 块 53 , 用 于预先按

扣 的分值 对特征 字进行 分级 ，生成特征 字和等级 的对应 关 系，并预 先设 定不



同等级的特征字对应不 同操作 的对应 关系。

在本发 明中，由于如果用户提 交的 UGC 包含 的特征字的等级不是一级特

征字 ，则允许提 交，但要入人工审核库 ，进行人工审核处理 ，并根据 日常处

理结果和人工删除率情况，对所述用户提 交的 UGC 包含的特征字进行定级和

打分 ，按照不 同等级和分数 ，提供 不同的操作 ，因此提 高了用户体验 ，解决

了现有技术存在的 UGC 命 中二 、三 级特征字的，虽然可以提 交，但 审核 不通

过被后 台删除的删除率较 高，且 审核过程太久 ，导致影响到用户体验 的问题 。

本 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信 息处理的装置，可以 具体 包括存储器和存储 器。

其 中，存储 器用于存储指令 。处理器与所述存储 器耦合 ，该处理器被 配置为

执行存储在所述存储 器 中的指令 。其 中，所述处理器被配置为用于：接 收 网

络信 息；根据所述 网络信 息确定所述 网络信 息对应 的网络对 象的分级结果；

根据 所述 网络信 息对应 的 网络对 象的分级结果对所述 网络对 象进行控 制处

理。

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服务器，所述服务器包括上述 图 5-图 8 中任一

所示的信 息处理的装置。

通过以上的实施方式的描述 ，所属领域 的技术人 员可以清楚地 了解到本

发 明可借助软件加必需的通用硬件 的方式来 实现 ，当然也可以通过硬件 ，但

很 多情况下前者是更佳 的实施方式。基 于这样 的理解 ，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本

质上或者说对现有技术做 出贡 献的部分可 以 以软件产品的形式体现 出来 ，该

计算机软件产品存储在可读取 的存储介质 中，如计算机 的软盘 ，硬盘或光盘

等 ，包括若干指令用以使得一 台计算机设备 （可以是个人计算机 ，服务器，

或者 网络设备等 ）执行本发 明各个实施例所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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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应所述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1、一种信 息处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收 网络信 息；

根据所述 网络信 息确定所述 网络信 息对应 的网络对 象的分级结果；

根据所述 网络信 息对应 的网络对 象的分级结果对所述 网络对 象进行控制

处理。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网络信 息为举报信 息，

所述 网络信 息对应 的网络对 象为被举报用户；

所述接收 网络信 息具体 包括：

接收举报信 息，所述举报信 息中包含被举报用户信 息以及被举报 内容；

所述根据所述 网络信 息确定所述 网络信 息对应 的网络对 象的分级结果 ，

根据所述 网络信 息对应 的网络对 象的分级结果对所述 网络对 象进行控制处理

具体 包括：

根据所述被举报 内容确定被举报用户是否为恶意用户；

若所述被举报用户是 恶意用户 ，则禁止所述被举报用户登 录个人账户；

若所述被举报用户不是恶意用户 ，则判断所述被举报用户是善意用户还

是 身份待定用户；

若所述被举报用户是善意用户 ，则将所述被举报用户发布或转发 的信 息

发送至第一指定地址；

若所述被举报用户是 身份待定用户 ，则根据所述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

被举报 的次数对所述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进行发送处理。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信 息处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所述

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对所述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进行发送

处理 包括：

计算所述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 ；

若所述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次数 为 0 , 则将所述被举报用户发

布的信 息发送至第二指定地址；

若所述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 大于 0 , 且 小于第一预设数

值 ，则将所述被举报用户发布的未被举报过的信 息发送至所述第二指定地址；

若所述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 大于所述第一预设数值 ，则



不将所述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发送至所述第二指定地址，所述第一预设数

值 为大于零 的整数 。

4、根据权利要求 2 或 3 所述的信 息处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善意

用户 、所述恶意用户 、所述身份待定用户是根据 实时接收的所述举报信 息实

时确定的。

5、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的信 息处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所述

被举报 内容确定被举报用户是 否为恶意用户 包括：

获取被举报用户被举报 的次数 ；

若所述被举报用户被举报 的次数 大于第三预设数值 ，且所述被举报用户

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 大于第四预设数值 ，且所述被举报用户转发 的信 息

被举报 的次数 大于第五预设数值 ，则确定所述被举报用户为恶意用户。

6、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的信 息处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判断所述

被举报用户是善意用户还是身份待定用户 包括：

若所述被举报用户被举报 的次数 小于第二预设数值 ，且所述被举报用户

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为 0 , 则确定所述被举报用户为善意用户；

若所述被举报用户被举报 的次数 大于所述第二预设数值且 小于第三预设

数值 ，则确定所述被举报用户为身份待定用户 ，所述第三预设数值 大于所述

第二预设数值 。

7、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信 息处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网络信 息

为用户提 交的用户生成 内容 UGC , 所述 网络信 息对应 的网络对 象为所述 UGC;

所述接收 网络信 息具体 包括：

接收用户提 交的用户生成 内容 UGC, 并从 UGC 中提取特征字；

所述根据所述 网络信 息确定所述 网络信 息对应 的网络对 象的分级结果具

体 包括 ：

根据预先按扣的分值对特征字进行分级生成的特征字与等级的对应 关

系，确定所述 UGC 包含 的特征字的等级；

所述根据所述 网络信 息对应 的网络对 象的分级结果对所述 网络对 象进行

控制处理具体 包括：

根据所述 UGC 包含 的特征字的等级和预先设定的特征字的等级与操作

的对应 关系，对所述 UGC 进行相应 的操作 。



8、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信息处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所述

UGC 包含的特征字的等级和预先设定的特征字的等级与操作的对应关系，对

所述 UGC 进行相应的操作 包括：

如果所述 UGC 包含的特征字的等级不是一级特征字，则允许用户提交所

述 UGC, 并根据 日常处理结果和人工删除率情况，对所述 UGC 包含的特征

字进行定级和打分，按照不同等级和分数 ，提供不同的操作；所述一级特征

字是指影响和危害社会的政治内容。

9、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的信息处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不同的操

作 包括仅好友可见、仅 自己可见、只支持看但不支持转载和分享、不允许提

交的任意组合。

10、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的信息处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所

述 UGC 包含的特征字的等级和预先设定的特征字的等级与操作的对应关系，

对所述 UGC 进行相应的操作还 包括：

如果所述 UGC 包含的特征字的等级是一级特征字，则拒绝用户提交所述

UGC 。
11、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信息处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接收

用户提交的用户生成内容 UGC 之前，所述方法还 包括：

预先按扣的分值对特征字进行分级，生成特征字与等级的对应关系，并

预先设定特征字的等级与操作的对应关系。

12、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信息处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从 UGC

中提取特征字具体为：

对用户提交的 UGC 进行全部扫描 ，获取所述 UGC 中包含的特征字，并

根据设置在后 台的特征字库，计算各特征字的打分；所述特征字库 中不同的

特征字具有不同的分值 。

13、一种信息处理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收模块，用于接收网络信息；

信息处理模块，用于根据所述网络信息确定所述网络信息对应的网络对

象的分级结果，根据所述网络信息对应的网络对象的分级结果对所述网络对

象进行控制处理。

14、根据权利要求 13 所述的信息处理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络信



息为举报信 息，所述 网络信 息对应 的网络对 象为被举报用户；

所述接 收模块具体用于接 收举报信 息，所述举报信 息中包含被举报用户

信 息以及被举报 内容；

所述信 息处理模块 包括：

确定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被举报 内容确定被举报用户是否为恶意用户；

禁止单元 ，用于若所述被举报用户是 恶意用户 ，则禁止所述被举报用户

登 录个人账户；

判断单元 ，用于若所述被举报用户不是 恶意用户 ，则判断所述被举报用

户是善意用户还是身份待定用户；

第一发送单元 ，用于若所述被举报用户是善意用户 ，则将所述被举报用

户发布或转发 的信 息发送至第一指定地址；

第二发送单元 ，用于若所述被举报用户是身份待定用户 ，则根据所述被

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对所述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进行发送处

理 。

15、根据权利要 求 14 所述的信 息处理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发

送单元还 包括 ：

计算子单元 ，用于计算所述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 ；

第一发送子单元 ，用于若所述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次数 为 0 ,

则将所述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发送至所述第二指定地址；

第二发送子单元 ，用于若所述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 大于

0 , 且小于第一预设数值 ，则将所述被举报用户发布的未被举报过的信 息发送

至所述第二指定地址；

第三发送子单元 ，用于若所述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 大于

所述第一预设数值 ，则不将所述被举报用户发布的信 息发送至所述第二指定

地址，所述第一预设数值 为大于零 的整数 。

16、根据权利要 求 14 或 15 所述的信 息处理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善意用户 、所述恶意用户 、所述身份待定用户是根据 实时接 收的所述举报信

息实时确定的。

17、根据权利要 求 16 所述的信 息处理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确定单

元 包括 ：



获取 子单元 , 用 于获取被举报 用户被举报 的次数 ；

第一确 定子单元 ，用 于若 所述被举报 用户被举报 的次数 大于第三预设数

值 ，且 所述被举报 用户发 布 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 大于第 四 预 设 数值 ，且 所述

被举报 用户转发 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 大于所述第五预设数值 ，则确 定所述被

举 用户 为恶意用户 。

18、根据权 利要 求 17 所述 的信 息处理 的装 置 ，其特征在 于 ，所述判 断单

元 包括 ：

第二确 定子单元 ，用 于若 所述被举报 用户被举报 的次数 小于第二预设数

值 ，且 所述被举报 用户发 布 的信 息被举报 的次数 为 0 , 则确 定所述被举报 用

户 为善 意用户 ；

第三确 定子单元 ，用 于若 所述被举报 用户被举报 的次数 大于所述 第二预

设数值 且 小于第三预设数值 ，则确 定所述被举报 用户 为身份待 定用户 ，所述

第三 预 设数值 大于所述 第二预设数值 。

19、根据权 利要 求 13 所述 的信 息处理 的装 置 ，其特征在 于 ，所述 网络信

息 为用 户提 交 的用 户 生 成 内容 UGC , 所 述 网络信 息对 应 的 网络 对 象为 所述

UGC;

所述接 收模 块具体 用 于接 收用户提 交的用户生成 内容 UGC, 并从 UGC

中提取 特征 字 ；

所述信 息处理模 块 包括 ：

等级确 定单元 ，用 于根据预先按 扣 的分值 对特征 字进行分级生成 的特征

字与等级 的对应 关 系确 定所述 UGC 包含 的特征 字 的等级 ；

操作 单元 ，用 于根据 所述 UGC 包含 的特征 字 的等级和预先设 定 的特征 字

的等级 与操作 的对应 关 系，对 所述 UGC 进行相应 的操作 。

20、根据权 利要 求 19 所述 的信 息处理 的装 置 ，其特征在 于 ，所述操作 单

元 包括 ：

提 交子单元 ，用 于如 果所述 UGC 包含 的特征 字 的等级 不是 一级特征 字 ，

则允许 用户提 交所述 UGC, 并根据 日常处理 结果和人 工删 除率情况 ，对 所述

UGC 包含 的特征 字进行 定级和打 分 ，按 照 不 同等级和分数 ，提供 不 同的操作 ；

所述一级特征 字是指影 响和危 害社会 的政 治 内容 。

21、根据权 利要 求 20 所述 的信 息处理 的装 置 ，其特征在 于 ，所述操作 单



元还 包括：

拒绝子单元 ，用于如果所述 UGC 包含的特征字的等级是一级特征字，则

拒绝用户提交所述 UGC 。
2 2、根据权利要求 19 所述的信 息处理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设定模块，用于预先按扣的分值对特征字进行分级，生成特征字与等级

的对应 关系，并预先设定特征字的等级与操作的对应关系。

23、一种机器可读介质 ，其上存储有指令集合 ，当该指令集合被执行时，

使得该机器可执行权利要求 1 至 12 中任意一个权利要求所述的方法。

24、一种信息处理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存储器，用于存储指令；

处理器，其与所述存储器耦合 ，该处理器被配置为执行存储在所述存储

器中的指令 ，其 中，所述处理器被配置为用于：接收 网络信 息；根据所述 网

络信 息确定所述 网络信 息对应 的网络对 象的分级结果；根据所述 网络信 息对

应 的网络对象的分级结果对所述 网络对 象进行控制处理。

25、一种服务器，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 13-22 中任一项所述的信

息处理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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