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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Fiddler的HTTP(S)

流量内容自动化校验方法及存储介质，属于计算

机自动化测试技术领域，解决现有技术中的流量

数据校验的问题。本发明通过Fiddler获取自动

保存流量数据(HTTP(S)流量数据)的脚本；基于

参数值的校验规则获取相应的处理流量数据的

程序；执行处理流量数据的程序中生成预期结果

的功能，生成用来校验流量数据的预期结果；

Fiddler开始捕获所述测试电脑上的流量数据、

并基于脚本自动将流量数据进行保存；选择保存

的实际结果，基于校验实际结果的功能，自动将

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进行对比，对比后，得到流

量数据的校验结果。本发明用于流量数据内容自

动化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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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Fiddler的HTTP(S)流量内容自动化校验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Fiddler获取自动保存HTTP(S)流量数据的脚本；

步骤2：基于参数值的校验规则获取相应的处理HTTP(S)流量数据的程序，处理HTTP(S)

流量数据的程序包括生成预期结果和校验实际结果两个功能；

步骤3：执行处理HTTP(S)流量数据的程序中生成预期结果的功能，生成用来校验HTTP

(S)流量数据的预期结果；

步骤4：启动Fiddler，配置好相应的捕获HTTP(S)流量数据的设置；

步骤5：配置好后，执行一系列固定的测试操作，Fiddler开始捕获所述测试电脑上的

HTTP(S)流量数据、并基于步骤1获取的脚本自动将HTTP(S)流量数据保存到本地目录；

步骤6：选择所述步骤5中保存的HTTP(S)流量数据，即保存的实际结果，基于校验实际

结果的功能，自动将实际结果与所述步骤3中的预期结果进行对比，对比后，展示此次操作

过程中产生的HTTP(S)流量数据的校验结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Fiddler的HTTP(S)流量内容自动化校验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1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1：运行Fiddler的最新版本，通过Fiddler右侧功能标签栏找到FiddlerScript

标签；

步骤1.2：点击FiddlerScript标签，点击Go  to下拉框，选择OnBeforeRequest函数名，

此时跳转到OnBeforeRequest函数实现的位置，在OnBeforeRequest函数开头位置编写保存

HTTP(S)流量数据的代码，即获取自动保存HTTP(S)流量数据的脚本；

其中，自动保存HTTP(S)流量数据的脚本有固定的存储路径和规范的文件命名格式。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基于Fiddler的HTTP(S)流量内容自动化校验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自动保存HTTP(S)流量数据的脚本的实现逻辑具体如下：

Fiddler进行网络接口访问时，Fiddler会发起Request请求，Fiddler会在发起Request

请求之前，先处理OnBeforeRequest函数里的自动保存HTTP(S)流量数据的脚本逻，即

先获取当前Request请求的完整URL；

将完整的URL与已有的捕获网络接口白名单进行比对，若在捕获网络接口白名单中，则

继续基于规范的文件命名格式，自动生成要保存的文件名；再将完整URL与对应的文件名保

存到本地存储路径下；若不在捕获网络接口白名单中，不再执行自动保存任务；

其中，网络接口为浏览数据的网络接口。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Fiddler的HTTP(S)流量内容自动化校验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生成预期结果的功能的实现逻辑具体如下：

根据测试对象上所需执行的测试操作步骤，人工统计测试操作步骤会访问的网络接

口，在处理HTTP(S)流量数据的程序中将统计的网络接口采用枚举的方式保存在一个枚举

型变量中；

根据网络接口的设计文档来统计每个网络接口在进行网络访问时发出的请求会产生

的HTTP(S)流量数据的参数和对应的参数值的合法性校验规则，将每个参数和该参数值的

合法性校验规则采用字典的形式建立映射关系，其中，参数值的合法性校验规则即指参数

值校验规则；

依次对每个网络接口在处理HTTP(S)流量数据的程序中将网络接口和参数列表采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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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的形式建立映射关系，其中，参数列表是指多个参数以列表的数据结构进行展示和存储

的结果；

程序执行后，会得到一份生成的预期结果，该预期结果包含整个测试过程中所访问的

网络接口的参数以及校验参数合法性规则；

校验实际结果的功能实现逻辑如下：

从测试过程中获取的HTTP(S)流量数据中解析出所有的网络接口、参数以及参数值，分

别以字典的形式建立映射关系；

从生成的预期结果中解析出需要测试的网络接口、参数以及参数值校验规则，分别以

字典的形式建立映射关系；

其中，参数值校验规则是指判断参数值是否为整形字符串、参数值是否为正常的时间

戳格式、参数值是否为合法IP地址、参数值的取值范围是否在0～5之间；

将解析的HTTP(S)流量数据的映射关系的数据和对应的解析的预期结果的映射关系的

数据进行一一对比，通过参数值规则校验的参数则标记为True，未通过校验的参数则标记

为False，最终生成一份测试结果，其中，每个网络接口的每个参数都有测试结果标记。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Fiddler的HTTP(S)流量内容自动化校验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配置好相应的捕获HTTP(S)流量数据的设置，具体包括捕获HTTP(S)流

量数据端口的设置和捕获HTTP(S)流量数据的设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Fiddler的HTTP(S)流量内容自动化校验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5中，执行一系列固定的测试操作是对测试对象的常规使用操作，包括用

户登录系统的测试操作、访问首页的测试操作；

测试对象包括手机端应用APP，网页端应用。

7.一种基于Fiddler的HTTP(S)流量内容自动化校验的存储介质，其特征在于：包括用

于存储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的内存存储介质，在进行HTTP(S)流量内容自动化校验时，通

过处理器进行调用。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1770004 A

3



一种基于Fiddler的HTTP(S)流量内容自动化校验方法及存储

介质

技术领域

[0001] 一种基于Fiddler的HTTP(S)流量内容自动化校验方法及存储介质，用于HTTP(S)

流量数据内容自动化校验，属于计算机自动化测试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Fiddler抓包技术：使用Fiddler开源工具的数据捕获功能模块，对HTTP(S)数据进

行实时捕获；然后编写自定义处理脚本，提取出HTTP(S)数据的请求包，保存为文本文档；最

后编写数据处理模块，按照规定的数据定义规则进行校验。

[0003] 网络大数据分析的基础数据来源大部分都是在特定操作下进行的一系列HTTP(S)

请求，每个数据都有相应的参数以及合理的参数值。目前现有的技术手段大致如下：在校验

HTTP(S)流量携带的数据的时候，首先打开Fiddler软件，接着再进行一系列特定的操作，然

后将Fiddler捕获到的HTTP(S)请求数据手动保存到本地，最后将保存到本地的请求数据进

行人工对比，确认参数以及参数值是否符合规范。

[0004] 根据目前现有的技术方案，校验一系列测试操作的HTTP(S)流量数据需要进行的

步骤包括：1.打开Fiddler软件开始捕获流量数据；2.根据捕获的流量数据进行一系列特定

操作；3.手动保存捕获的特定操作后的流量数据；4.打开保存的数据文件，逐行人工对每一

条特定操作后的流量数据对照着相应的数据规范进行校验。因为HTTP(S)流量数据上报的

接口很多，并且每个接口的参数个数也很多，所以，现有的流量数据校验方案耗时巨大，效

率低下，而且人工校验大量的数据很容易出错。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研究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Fiddler的HTTP(S)流量内

容自动化校验方法及存储介质，解决现有技术中的HTTP(S)流量数据校验方案耗时巨大，效

率低下，而且人工校验大量的数据很容易出错的问题。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基于Fiddler的HTTP(S)流量内容自动化校验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步骤1：Fiddler获取自动保存HTTP(S)流量数据的脚本；

[0009] 步骤2：基于参数值的校验规则获取相应的处理HTTP(S)流量数据的程序，处理

HTTP(S)流量数据的程序包括生成预期结果和校验实际结果两个功能；

[0010] 步骤3：执行处理HTTP(S)流量数据的程序中生成预期结果的功能，生成用来校验

HTTP(S)流量数据的预期结果；

[0011] 步骤4：启动Fiddler，配置好相应的捕获HTTP(S)流量数据的设置；

[0012] 步骤5：配置好后，执行一系列固定的测试操作，Fiddler开始捕获所述测试电脑上

的HTTP(S)流量数据、并基于步骤1获取的脚本自动将HTTP(S)流量数据保存到本地目录；

[0013] 步骤6：选择所述步骤5中保存的HTTP(S)流量数据，即保存的实际结果，基于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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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结果的功能，自动将实际结果与所述步骤3中的预期结果进行对比，对比后，展示此次

操作过程中产生的HTTP(S)流量数据的校验结果。

[0014] 进一步，步骤1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15] 步骤1 .1：运行Fidd ler的最新版本，通过Fidd ler右侧功能标签栏找到

FiddlerScript标签；

[0016] 步骤1.2：点击FiddlerScript标签，点击Go  to下拉框，选择OnBeforeRequest函数

名，此时跳转到OnBeforeRequest函数实现的位置，在OnBeforeRequest函数开头位置编写

保存HTTP(S)流量数据的代码，即获取自动保存HTTP(S)流量数据的脚本；

[0017] 其中，自动保存HTTP(S)流量数据的脚本有固定的存储路径和规范的文件命名格

式。

[0018] 进一步，所述自动保存HTTP(S)流量数据的脚本的实现逻辑具体如下：

[0019] Fiddler进行网络接口访问时，Fiddler会发起Request请求，Fiddler会在发起

Request请求之前，先处理OnBeforeRequest函数里的自动保存HTTP(S)流量数据的脚本逻，

即

[0020] 先获取当前Request请求的完整URL；

[0021] 将完整的URL与已有的捕获网络接口白名单进行比对，若在捕获网络接口白名单

中，则继续基于规范的文件命名格式，自动生成要保存的文件名；再将完整URL与对应的文

件名保存到本地存储路径下；若不在捕获网络接口白名单中，不再执行自动保存任务；

[0022] 其中，网络接口为浏览数据的网络接口。

[0023] 进一步，所述步骤3中生成预期结果的功能的实现逻辑具体如下：

[0024] 根据测试对象上所需执行的测试操作步骤，人工统计测试操作步骤会访问的网络

接口，在处理HTTP(S)流量数据的程序中将统计的网络接口采用枚举的方式保存在一个枚

举型变量中；

[0025] 根据网络接口的设计文档来统计每个网络接口在进行网络访问时发出的请求会

产生的HTTP(S)流量数据的参数和对应的参数值的合法性校验规则，将每个参数和该参数

值的合法性校验规则采用字典的形式建立映射关系，其中，参数值的合法性校验规则即指

参数值校验规则；

[0026] 依次对每个网络接口在处理HTTP(S)流量数据的程序中将网络接口和参数列表采

用字典的形式建立映射关系，其中，参数列表是指多个参数以列表的数据结构进行展示和

存储的结果；

[0027] 程序执行后，会得到一份生成的预期结果，该预期结果包含整个测试过程中所访

问的网络接口的参数以及校验参数合法性规则；

[0028] 校验实际结果的功能实现逻辑如下：

[0029] 从测试过程中获取的HTTP(S)流量数据中解析出所有的网络接口、参数以及参数

值，分别以字典的形式建立映射关系；

[0030] 从生成的预期结果中解析出需要测试的网络接口、参数以及参数值校验规则，分

别以字典的形式建立映射关系；

[0031] 其中，参数值校验规则是指判断参数值是否为整形字符串、参数值是否为正常的

时间戳格式、参数值是否为合法IP地址、参数值的取值范围是否在0～5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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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将解析的HTTP(S)流量数据的映射关系的数据和对应的解析的预期结果的映射关

系的数据进行一一对比，通过参数值规则校验的参数则标记为True，未通过校验的参数则

标记为False，最终生成一份测试结果，其中，每个网络接口的每个参数都有测试结果标记。

[0033] 进一步，所述步骤4中配置好相应的捕获HTTP(S)流量数据的设置，具体包括捕获

HTTP(S)流量数据端口的设置和捕获HTTP(S)流量数据的设置。

[0034] 进一步，所述步骤5中，执行一系列固定的测试操作是对测试对象的常规使用操

作，包括用户登录系统的测试操作、访问首页的测试操作；

[0035] 测试对象包括手机端应用APP，网页端应用。

[0036] 一种基于Fiddler的HTTP(S)流量内容自动化校验的存储介质，包括用于存储权利

要求1-6任意一项的内存存储介质，在进行HTTP(S)流量内容自动化校验时，通过处理器进

行调用。

[0037] 本发明同现有技术相比，其有益效果表现在：

[0038] 一、本发明无需手动保存Fiddler捕获的HTTP(S)流量数据；

[0039] 二、本发明执行校验脚本对流量数据按照相应规则进行校验，无需人工校验，不仅

大大提高了校验效率，也提高了校验的准确性(基本不会出错)；

[0040] 三、本发明中进行一系列固定的测试操作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网络接口对应的HTTP

(S)流量数据中的数据的正确性；

[0041] 四、本发明中，将完整的URL与已有的捕获网络接口白名单进行比对，是为了防止

捕获太多冗余无效的数据。

附图说明

[0042] 图1为发明的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下面将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

[0044] 现有技术方案校验HTTP(S)流量数据时，每次测试操作后对数据进行校验时，都需

要人工对流量数据中的访问接口(即网络接口)的每个参数和参数值按照规则校验表进行

正确性校验，人工校验数值的时间越长越容易出现校验错误的情况；本申请提案则是根据

固定的参数值校验规则(给定的参数值校验规则)编写了生成预期结果的程序(生成预期结

果的功能)和校验实际结果数据的程序(校验实际结果数据的功能)，执行生成预期结果的

程序即可生成一份预期结果，然后在每次测试操作后对HTTP(S)流量数据进行校验时，只需

要执行校验实际结果数据的程序即可得出校验结果，避免了人工校验数据的缺点。

[0045] 现有技术方案在保存HTTP(S)流量数据时，每次都需要手动选择流量数据，保存时

要对保存的文件进行规范性命名，然后再保存到本地。之后在进行HTTP(S)流量数据校验时

又要去找之前HTTP(S)流量数据所保存的路径，可能出现手动保存的路径分布在各种不同

的路径下，这样的一系列人工操作既繁琐又可能出现文件被覆盖的情况；本申请提案则是

通过编写的FiddlerScript脚本进行自动保存文件，无需手动保存Fiddler捕获的HTTP(S)

流量数据，而且保存路径固定不变，文件命名格式也规范统一，文件名后缀字符串精确到

秒，不会出现文件被覆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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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一种基于Fiddler的HTTP(S)流量内容自动化校验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7] 步骤1：Fiddler获取自动保存HTTP(S)流量数据的脚本；

[0048] 步骤1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49] 步骤1.1：安装开源软件Fiddler的最新版本，安装Fiddler后会自动安装Fiddler 

ScriptEditor脚本编辑器，运行Fiddler的最新版本，通过Fiddler右侧功能标签栏找到

FiddlerSoript标签；

[0050] 步骤1.2：点击FiddlerScript标签，点击Go  to下拉框，选择OnBeforeRequest函数

名，此时跳转到OnBeforeRequest函数实现的位置，在OnBeforeRequest函数开头位置编写

保存HTTP(S)流量数据的代码，即获取自动保存HTTP(S)流量数据的脚本；

[0051] 其中，自动保存HTTP(S)流量数据的脚本有固定的存储路径和规范的文件命名格

式，比如：存储路径为D：\FiddlerCaptureData，保存的文件名格式为fiddler_data_

190512103011.dat。

[0052] 所述自动保存HTTP(S)流量数据的脚本的实现逻辑具体如下：

[0053] Fiddler进行网络接口访问时，Fiddler会发起Request请求，Fiddler会在发起

Request请求之前，先处理OnBeforeRequest函数里的自动保存HTTP(S)流量数据的脚本逻，

即

[0054] 先获取当前Request请求的完整URL；

[0055] 将完整的URL与已有的捕获网络接口白名单进行比对，若在捕获网络接口白名单

中，则继续基于规范的文件命名格式，自动生成要保存的文件名；再将完整URL与对应的文

件名保存到本地存储路径下；若不在捕获网络接口白名单中，不再执行自动保存任务；

[0056] 其中，网络接口为浏览数据的网络接口。

[0057] 步骤2：基于参数值的校验规则获取相应的处理HTTP(S)流量数据的程序，处理

HTTP(S)流量数据的程序包括生成预期结果和校验实际结果两个功能，其中参数值的校验

规则如实施例中的url1_para_check_rule中展示结果；

[0058] 生成预期结果的功能的实现逻辑具体如下：

[0059] 根据测试对象上所需执行的测试操作步骤，人工统计测试操作步骤会访问的网络

接口，在处理HTTP(S)流量数据的程序中将统计的网络接口采用枚举的方式保存在一个枚

举型变量中，如下例实施例的interfaces＝[url1，url2，…urln]中展示的结果；

[0060] 根据网络接口的设计文档来统计每个网络接口在进行网络访问时发出的请求会

产生的HTTP(S)流量数据的参数和对应的参数值的合法性校验规则，将每个参数和该参数

值的合法性校验规则采用字典的形式建立映射关系，其中，参数值的合法性校验规则即指

参数值校验规则；

[0061] 其中，网络接口的设计文档是指浏览数据的网络接口的设计文档，如网络接口以

“http：//test.trx.helipay.com/trx/authentication/interface.action”为例，其中，设

计文档包括网络接口参数列表：

[0062] 网络接口参数列表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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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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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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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0066] 认证类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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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0068]

[0069] 依次对每个网络接口在处理HTTP(S)流量数据的程序中将网络接口和参数列表采

用字典的形式建立映射关系，其中，参数列表是指多个参数以列表的数据结构进行展示和

存储的结果；比如网络接口有三个参数A/B/C，参数列表就是[A，B，C]；

[0070] 程序执行后，会得到一份生成的预期结果，该预期结果包含整个测试过程中所访

问的网络接口的参数以及校验参数合法性规则；

[0071] 校验实际结果的功能实现逻辑如下：

[0072] 从测试过程中获取的HTTP(S)流量数据中解析出所有的网络接口、参数以及参数

值，分别以字典的形式建立映射关系；

[0073] 从生成的预期结果中解析出需要测试的网络接口、参数以及参数值校验规则，分

别以字典的形式建立映射关系；

[0074] 其中，参数值校验规则是指判断参数值是否为整形字符串、参数值是否为正常的

时间戳格式、参数值是否为合法IP地址、参数值的取值范围是否在0～5之间等；

[0075] 将解析的HTTP(S)流量数据的映射关系的数据和对应的解析的预期结果的映射关

系的数据进行一一对比，通过参数值规则校验的参数则标记为True，未通过校验的参数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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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为False，最终生成一份测试结果，其中，每个网络接口的每个参数都有测试结果标记。

[0076] 步骤3：执行处理HTTP(S)流量数据的程序中生成预期结果的功能，生成用来校验

HTTP(S)流量数据的预期结果；

[0077] 步骤4：启动Fiddler，配置好相应的捕获HTTP(S)流量数据的设置；配置好相应的

捕获HTTP(S)流量数据的设置，具体包括捕获HTTP(S)流量数据端口的设置和捕获HTTP(S)

流量数据的设置。具体操作如下：

[0078] 步骤4 .1：启动Fiddler，依次点击菜单栏“Tools”->子菜单“Options ...”->

“HTTPS”标签，进入设置捕获HTTPS流量数据设置页面；

[0079] 步骤4.2：勾选“Decrypt  HTTPS  traffic”，点击确定按钮，若为安装后首次设置，

则会弹出安全提示，提示用户即将安装CA证书的确认框；

[0080] 步骤4.3：选择允许安装，安装完成后，即可开启Fiddler的HTTPS流量数据捕获，即

开启捕获HTTP(S)流量数据端口的设置和捕获HTTP(S)流量数据的设置。

[0081] 步骤5：配置好后，执行一系列固定的测试操作，Fiddler开始捕获所述测试电脑上

的HTTP(S)流量数据、并基于步骤1获取的脚本自动将HTTP(S)流量数据保存到本地目录；

[0082] 执行一系列固定的测试操作是对测试对象的常规使用操作，包括用户登录系统的

测试操作、访问首页的测试操作；

[0083] 测试对象包括手机端应用APP，网页端应用等。

[0084] 步骤6：选择所述步骤5中保存的HTTP(S)流量数据，即保存的实际结果，基于校验

实际结果的功能，自动将实际结果与所述步骤3中的预期结果进行对比，对比后，展示此次

操作过程中产生的HTTP(S)流量数据的校验结果。

[0085] 一种基于Fiddler的HTTP(S)流量内容自动化校验的存储介质，包括用于存储权利

要求1-6任意一项的内存存储介质，在进行HTTP(S)流量内容自动化校验时，通过处理器进

行调用。

[0086] 实施例

[0087] 数据对比示例：

[0088] 1、生成预期结果

[0089] 1)根据网络接口参数列表中各参数值的校验规则，在处理HTTP(S)流量数据的程

序中编写生成预期结果的功能时，代码逻辑如下：

[0090] u rl1＝”h tt p：//tes t .trx .he li pa y .com / trx/a u the n ti ca tion /

interface.action”

[0091] url2＝””

[0092] urln＝””#省略其他网络接口的示例

[0093] #网络接口列表

[0094] interfaces＝[url1，url2，…urln]

[0095] #url与参数的映射字典

[0096] ur|1_para_list＝{url1：[′P1_bizType′，′P2_customerNumber′，′P3_

orderld′，′P4_timestamp′，′P5_verifyType′，′P6_payerName′，′P7_idCardType′，′P8_

idCardNo′，′P9_cardNo′，′P10_year′，′P11_month′，′P12cvv2′，′P13_phone′，′P14_

cardLevel′，′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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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7] #参数校验规则字典，字典数据结构格式为{key1：value，key2：value2…，keyn：

valuen}

[0098] #value的格式为“是否必填|参数值的校验规则”

[0099] #以′P1_bizType′为例：1表示必填，str(10-20)表示该参数是字符串类型，最小长

度为10，最大长度为20

[0100] #′P5_vetifyType′的参数值的校验规则则表示：1表示必填，enum表示枚举的参数

合法取值，即指参数值；

[0101] url1_para_check_rule＝{

[0102] ′P1_bizType′：′1|str(10-20)′，

[0103] ′P2_customerNumber′：′1|str(10-15)′，

[0104] ′P3_orderld′：′1|str(50)′，

[0105] ′P4_timestamp′：′1|str(15)′，

[0106] ′P5_verifyType′：′1|enum([′0020′，′0021′，′0022′，′0023′，′0024′，′0030′，′

0031′，′0040′，′0060′，′0032′，′0051′])′，

[0107] …

[0108] ′sign′：′1|str(40)′

[0109] }

[0110] 注：此处省略了P6～P14的参数展示

[0111] 2)执行处理HTTP(S)流量数据的程序中的生成预期结果的功能，预期结果值如下：

[0112] http：//test.trx.helipay.com/trx/authentication/interface.action？P1_

bizType＝1|str(20)&P2_customerNumber＝1|str(15)&P3_orderld＝1|str(50)&P4_

timestamp＝1|str(15)&…&sign＝1|str(40)

[0113] 注：此处省略了P5～P14的参数展示

[0114] 2、对比实际结果

[0115] 1)Fiddler捕获并自动保存的HTTP(S)流量数据示例如下：

[0116] http：//test.trx.helipay.com/trx/authentication/interface.action？P1_

bizType＝Authentication&P2_customerNumber＝C1800000002&P3_orderld＝

20170708195911000001&P4_timestamp＝20170708155310&…&sign＝0533368B60E9D826B

066105AFFCCF7BC

[0117] 2)执行处理HTTP(S)流量数据的程序中的校验实际结果的功能，得到校验结果：

[0118] http：//test.trx.helipay.com/trx/authentication/interface.action？P1_

bizType＝True&P2_customerNumber＝True&P3_orderld＝True&P4_timestamp＝True&…&

sign＝True。

[0119] 以上仅是本发明众多具体应用范围中的代表性实施例，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构

成任何限制。凡采用变换或是等效替换而形成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权利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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