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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n therefrom that in the present application, where a server determines that the PIN verification of a user card waiting to carry out a
transaction fails, the server can execute a PIN-:free transaction for the user card waiting to carry out a transaction according to a first
message of a second terminal, so that when the user uses the user card to carry out a transaction, even i f a correct PIN fails to be input,
the transaction can also be completed, the memory burden on the user for memorizing the PIN i s prevented, and the PIN i s effectively
prevented from being peeped and stolen.

(57) 摘要 ：一种 交 易 处 理 方 法 及 装 置 ，服 务 器 接 收 第 一 终 端 发 送 的待 交 易用 户 卡 的交 易请 求 消 息 ，确 定待
交 易用 户 卡 的 PIN 校 验 失 败 ，判 断 是 否 接 收 了第 二 终 端 的第 一 消 息 ，所 述 第 一 消 息 为 免 PIN 请 求 消 息 或 交
易 响应 消 息 ，若 接 收 了所 述 第 二 终端 的第 一 消 息 ，则 根 据 所 述 第 二 终 端 的第 一 消 息 允许 所 述 待 交 易用 户 卡
进 行 交 易 ； 由此 可 知 ，本 申请 中服 务 器 在 确 定 待 交 易用 户 卡 的 PIN 校 验 失 败 的情 况 下 ，可 以根 据 第 二 终 端
的第 一 消 息 ，对 待 交 易用 户 卡 执 行 免 PIN 交 易 ，从 而 使 用 户 在 使 用 用 户 卡 进 行 交 易 时， 即使 未 能输 入 正 确
的PIN ，也可 以完成 交易 ，避免 了用户记忆 PIN 的记忆负担 ，且有效防止 了PIN 被偷窥窃取 。



一种交易处理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本申请涉及通信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交易处理方法及装置。

背景技术

随着科技不断发展 ，基于刷卡的交易方式得到普及。当用户利用银行卡

进行支付交易时，需在 POS ( Point Of Sale, 销售点 ）终端上进行刷卡。现有

的银行卡处理流程中要求用户输入 PIN (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个人

标识号 ）进行联机验证。具体来说，在用户验证环节，如果银行卡和 POS 终

端所支持的用户验证方式中都包括联机 PIN 验证，则 POS 机会要求用户在 POS

终端的键盘上输入 PIN ，在之后的联机处理环节中，POS 终端会将加密后的

PAN (primary account number, 主贝长号）和 PIN 包含在联机授权请求报文中，提

交给发卡行服务器进行验证处理。发卡行服务器接收到联机授权请求报文后，

会获取联机授权请求报文中包含的 PAN 和 PIN ，并和发卡行服务器中保存的

与该 PAN 对应的 PIN 进行对比，如果相 同则验证通过。

然而，釆用上述基于 PIN 的刷卡方式，需要用户准确输入 PIN ，方可验

证通过，从而额外增加 了用户的记忆负担，尤其是 当用户具有多张银行卡且

对应的 PIN 均不相同时，记忆负担更大。

发明内容

本申请提供一种交易处理方法及装置，用于解决现有技术中使用用户卡

的交易过程中，需要用户输入 PIN 而导致增加用户的记忆负担的技术问题。

本申请提供的一种交易处理方法，包括：

服务器接收第一终端发送的待交易用户卡的交易请求消息；

所述服务器确定所述待交易用户卡的个人标识号PIN 校验失败，判断是否

接收了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为免PIN 请求消息或交易响应消

息；



所述服务器若接 收 了所述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则根据 所述第二终端的

第一消息允许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进行交易。

如 此 ，服务器可 以根据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对待 交易用户卡执行免 PIN 交

易，从 而使用户在使用用户卡进行 交易时，即使未能输入正确的PIN ，也可以

完成交易，避免 了用户记忆PIN 的记忆 负担 ，且有效防止 了PIN 被偷窥窃取 。

可选地 ，所述交易请求消息中包括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用户

输入 的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所述服务器对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校验失败，包括：

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获取预先存储 的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对应 的 目标PIN;

所述服务器将所述交易请求消息中的PIN 与所述 目标PIN 进行 比较 ，若所

述PIN 与所述 目标PIN 不相 同，则确定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校险失败。

如此 ，服务器通过将用户输入 的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与 目标PIN 进行 比较 ，

来确定PIN 是否校验失败。

可选地 ，所述服务器确定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校验 失败，包括：

所述服务器确定所述交易请求消息中不包括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

如此 ，服务器通过用户未输入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的情况下，直接确定PIN

校验失败。

可选地 ，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允许所述待 交易用户

卡进行交易，具体 包括：

所述服 务器根据 所述第二终端 的第一 消息设 置所述待 交 易用户卡 为免

PIN 用户卡 ，允许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进行交易。

可选地 ，所述第一消息为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

所述服务器根据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设 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为免 PIN 用

户卡 ，具体 包括：

所述服务器接 收第二终端发送的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所述免 PIN 业务请

求消息中包括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

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获取 注册信 息中与所述



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对应 的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

所述服 务器确定所述免 PIN 业务请 求消息中的第二终端 的标识信 息与所

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对应 的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相 同后 ，将所述待 交

易用户卡设置为免 PIN 用户卡。

如此 ，服务器根据第二终端发送的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并通过与注册信

息相 比较 ，确定比较结果一致后 ，将待 交易用户卡设置为免 PIN 用户卡 ，从 而

使得用户在后续进行交易时，即使 PIN 校验失败，服务器也 可 以在确定待 交易

用户卡 已被设置为免 PIN 用户卡的情况下 ，允许待 交易用户卡进行 交易，使得

用户无需记忆PIN ，减轻 了用户的记忆 负担 ；或者 ，由于服务器 已将待 交易用

户卡设置免 PIN 用户卡 ，无论 PIN 校验是否成功，均会允许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

进行 交易，因此 ，服务器在接 收到第一终端发送的交易请求消息后 ，也 可 以

直接确定待 交易用户卡是否为免 PIN 用户卡 ，若是 ，则允许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

进行交易，而不再进行PIN 校验 ，从 而可有效节省处理资源，提 高交易效率 。

可选地 ，所述第一消息为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

所述服务器根据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设 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为免 PIN 用

户卡 ，具体 包括：

所述服务器确定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校验失败后 ，根据所述交易请求

消息包含 的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确定注册信 息中存在与所述待 交

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对应 的第二终端后 ，向所述第二终端发送交易确认 消息；

所述服务器接 收所述第二终端根据所述交易确认 消息发送的允许 交易响

应 消息；

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设 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为免 PIN

用户卡。

如此 ，服务器确定PIN 校验失败后 ，通过向第二终端发送交易确认 消息，

并在接收到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后 ，设置待 交易用户卡为免 PIN 用户卡 ，并允许

待 交易用户卡进行 交易，从 而实现 了通过第二终端动 态验证 的方式来进行 交

易，使得用户无需记忆PIN ，减轻 了用户的记忆 负担 。

可选地 ，所述服务器根据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设 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



为免 PIN 用户卡之前 ，还 包括：

所述服务器接 收第二终端发送的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所述免 PIN 注册请

求消息中包括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

所述服务器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

确定为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注册信 息，并向所述第二终端返 回注册成功的响

应 消息。

如此 ，通过上述注册过程 ，将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第二终端的标

识信 息确定为注册信 息，为后续通过待 交易用户卡执行免 PIN 交易奠定基础 。

可选地 ，所述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中还 包括校验信 息；

所述服务器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

确定为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注册信 息之前 ，还 包括 ：

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确定所述校验信 息校验

通过。

如此 ，在 注册过程 中，对校验信 息进行校验 ，从 而可进一步提 高注册的

安全性 ，有效防止恶意注册 。

可选地 ，所述服务器根据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设 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

为免 PIN 用户卡之后 ，还 包括：

服务器向第二终端发送免 PIN 响应 消息，免 PIN 业务响应 消息中可 包括待

交易用户卡的免 PIN 交易的有效性限制信 息，例如 ，免 PIN 交易的有效次数 、

有效时间以及有效商户等 ，其 中，待 交易用户卡的免 PIN 交易的有效性限制信

息是指开通免 PIN 交易功能后 ，在符合有效性限制信 息的情况下，可以直接进

行免 PIN 交易，而无 需再次开通 ，提 高用户体验 。

可选地 ，所述服务器允许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进行交易之后 ，还 包括 ：

所述服 务器接 收所述第二终端发送 的待 交易用户卡 的关闭免 PIN 请 求消

息；

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关闭免 PIN 请求消息，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设置为非

免 PIN 用户卡 。

如此 ，服 务器通过待 交易用户卡完成交易后 ，用户可通过第二终端向服



务器发送关闭免 PIN 请求消息，以保证安全性。

本 申请提供一种 交易处理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

第二终端向服务器发送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用于所述服务器确定所

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个人标识号PIN 校验失败后 ，根据所述第一消息允许待 交易

用户卡进行交易；

所述第二终端接 收服务器发送的免 PIN 业务响应 消息，所述免 PIN 业务响

应 消息用 于所述服 务器通知 所述第二终端 已将 所述待 交 易用户卡设 置为免

PIN 用户卡 。

如此 ，第二终端向服务器发送第一消息，使得服务器可根据第二终端的

第一消息对待 交易用户卡执行免 PIN 交易，从 而使用户在使用用户卡进行 交易

时，即使 未能输入正确的PIN ，也可以完成交易，避免 了用户记忆PIN 的记忆

负担 ，且有效防止 了PIN 被偷窥窃取 。

进一步地 ，免 PIN 业 务响应 消息中可 包括待 交易用户卡的免 PIN 交易的有

效性限制信 息，例如 ，免 PIN 交易的有效次数 、有效时间以及有效商户等 ，其

中，待 交易用户卡的免 PIN 交易的有效性限制信 息是指开通免 PIN 交易功能后 ，

在符合有效性限制信 息的情况下，可以直接进行免 PIN 交易，而无需再次开通 ，

提 高用户体验 。第二终端接收到免 PIN 业务响应 消息后 ，可将免 PIN 交易已成

功开通以及免 PIN 交易的有效性限制信 息通知给用户 ，具体可通过 图像 、声音

等方式通知给用户 。

可选地 ，所述第一消息为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所述第二终端向服务器发

送第一消息之前 ，还 包括 ：

所述第二终端接 收所述服 务器确定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 的PIN 校验 失败后

发送的交易确认 消息。

可选地 ，所述第一消息为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所述第一消息中包括所述

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所述第一消息用于所

述服务器根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将所

述待 交易用户卡设 置为免 PIN 用户卡 ，并允许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进行交易。

可选地 ，所述第二终端向服务器发送第一消息之前 ，所述方法还 包括：



所述第二终端向所述服务器发送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所述免 PIN 注册请

求消息中包括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 的标识信 息；所述注

册请求消息用于所述服务器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

的标识信 息确定为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注册信 息，并向所述第二终端返 回注

册成功的响应 消息；

所述第二终端接 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注册请求消息返 回的注册成功的

响应 消息。

可选地 ，所述免 PIN 业务响应 消息中包括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免 PIN 交易

的有效性限制信 息。

可选地 ，所述第二终端向服务器发送第一消息之后 ，还 包括 ：

所述第二终端向所述服 务器发送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 的关闭免 PIN 请 求消

息，所述关闭免 PIN 请求消息用于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关闭免 PIN 请求消息将

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设置为非免 PIN 用户卡。

如此 ，用户可通过第二终端向服务器发送关闭免 PIN 请求消息，以保证安

全性。

本 申请提供 的一种服务器，所述服务器包括：收发模块 、处理模块；

所述收发模块 ，用于接 收第一终端发送的待 交易用户卡的交易请求消息；

所述处理模 块 ，用于若确定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 的个人标识号PIN 校验 失

败 ，判断是否接收 了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为免 PIN 请求消息或

交易响应 消息；若接 收 了所述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则根据所述第二终端的

第一消息允许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进行交易。

可选地 ，所述交易请求消息中包括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用户

输入 的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所述处理模块具体用于：

根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获取预先存储 的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

的标识信 息对应 的 目标PIN;

将所述交易请求消息中的PIN 与所述 目标PIN 进行 比较 ，若所述PIN 与所述

目标PIN 不相 同，则确定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校验失败。



可选地 ，所述处理模块具体用于：

确定所述交易请求消息中不 包括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则确定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校验失败。

可选地 ，所述处理模块具体用于：

根据所述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设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为免 PIN 用户卡 ，允

许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进行 交易。

可选地 ，所述第一消息为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

所述收发模块还用于：

接 收第二终端发送的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所述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中包

括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

所述处理模块还用于：

根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获取 注册信 息中与所述待 交易用户

卡的标识信 息对应 的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确定所述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中的

第二终端 的标识信 息与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对应 的第二终端的标识

信 息相 同后 ，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设置为免 PIN 用户卡 。

可选地 ，所述第一消息为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

所述处理模块具体用于：

确定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个人标识号PIN 校验失败后 ，根据所述交易请求

消息包含 的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确定注册信 息中存在与所述待 交

易用户卡 的标识信 息对应 的第二终端后 ，通过所述收发模块向所述第二终端

发送交易确认 消息；

通过所述收发模块接 收所述第二终端根据所述交易确认 消息发送的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

根据所述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设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为免 PIN 用户卡。

可选地 ，所述处理模块根据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设 置所述待 交易用户

卡为免 PIN 用户卡之前 ，还用于：

通过所述收发模块接 收第二终端发送的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所述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中包括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

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确定为所述

待 交易用户卡的注册信 息，并通过所述收发模块向所述第二终端返 回注册成

功的响应 消息。

可选地 ，所述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中还 包括校验信 息；

所述处理模块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确定为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注册信 息之前 ，还用于：

根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确定所述校验信 息校验通过。

可选地 ，所述收发模块在所述处理模块允许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进行 交易

之后 ，还用于：

向所述第一终端和/或所述第二终端发送交易响应 消息，所述交易响应 消

息中包括 交易结果。

可选地 ，所述收发模块还用于：

接收所述第二终端发送的待 交易用户卡的关闭免 PIN 请求消息；

所述处理模块还用于：

根据所述关闭免 PIN 请求消息，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设 置为非免 PIN 用户

卡 。

本 申请提供 的一种终端 ，所述终端 包括：收发模块 、处理模块；

所述处理模块 ，用于通过所述收发模块向服务器发送第一消息，所述第

一消息用于所述服务器允许待 交易用户卡进行 交易；通过所述收发模块接 收

服务器发送的免 PIN 业 务响应 消息，所述免 PIN 业 务响应 消息用于所述服务器

通知所述第二终端 已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设置为免 PIN 用户卡 。

可选地 ，所述第一消息为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所述收发模块向服务器发

送第一消息之前 ，还用于：

接收服务器确定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校验失败后发送的交易确认 消息。

可选地 ，所述第一消息为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所述第一消息中包括所述

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所述第一消息用于所

述服务器根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将所



述待 交易用户卡设 置为免 PIN 用户卡 ，并允许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进行交易。

可选地 ，所述收发模块向服务器发送第一消息之前 ，还用于：

向所述服务器发送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所述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中包括

校验信 息、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 的标识信 息；所述注册

请求消息用于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确定所述校验

信 息校验通过后 ，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确定为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注册信 息，并向所述第二终端返 回注册 成功的

响应 消息；

接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注册请求消息返 回的注册成功的响应 消息。

可选地 ，所述免 PIN 业 务响应 消息中包括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免 PIN 交易

的有效性限制信 息。

可选地 ，所述收发模块向服务器发送第一消息之后 ，还用于：

向所述服务器发送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关闭免 PIN 请求消息，所述关闭

免 PIN 请求消息用于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关闭免 PIN 请求消息将所述待 交易

用户卡设 置为非免 PIN 用户卡。

本 申请提供 另一种服务器，所述服务器包括 ：通信接 口、处理器；

所述通信接 口，用于接 收第一终端发送的待 交易用户卡的交易请求消息；

所述处理器，用于若确定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个人标识号PIN 校验失败，

判断是否接收 了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为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或

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若接 收 了所述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则根据所述第二终

端的第一消息允许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进行交易。

可选地 ，所述交易请求消息中包括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用户

输入 的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

根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获取预先存储 的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

的标识信 息对应 的 目标PIN;

将所述交易请求消息中的PIN 与所述 目标PIN 进行 比较 ，若所述PIN 与所述

目标PIN 不相 同，则确定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校验失败。



可选地 ，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

确定所述交易请求消息中不 包括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则确定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校验失败。

可选地 ，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

根据所述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设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为免 PIN 用户卡 ，允

许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进行 交易。

可选地 ，所述第一消息为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

所述通信接 口还用于：

接 收第二终端发送的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所述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中包

括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

所述处理器还用于：

根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获取 注册信 息中与所述待 交易用户

卡的标识信 息对应 的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确定所述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中的

第二终端 的标识信 息与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对应 的第二终端的标识

信 息相 同后 ，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设置为免 PIN 用户卡 。

可选地 ，所述第一消息为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

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

确定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个人标识号PIN 校验失败后 ，根据所述交易请求

消息包含 的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确定注册信 息中存在与所述待 交

易用户卡 的标识信 息对应 的第二终端后 ，通过所述通信接 口向所述第二终端

发送交易确认 消息；

通过所述通信接 口接 收所述第二终端根据所述交易确认 消息发送的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

根据所述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设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为免 PIN 用户卡。

可选地 ，所述处理器根据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设 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

为免 PIN 用户卡之前 ，还用于：

通过所述通信接 口接 收第二终端发送的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所述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中包括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

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确定为所述

待 交易用户卡的注册信 息，并通过所述通信接 口向所述第二终端返 回注册成

功的响应 消息。

可选地 ，所述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中还 包括校验信 息；

所述处理器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

确定为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注册信 息之前 ，还用于：

根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确定所述校验信 息校验通过。

可选地 ，所述通信接 口还用于：

接收所述第二终端发送的待 交易用户卡的关闭免 PIN 请求消息；

所述处理器还用于：

根据所述关闭免 PIN 请求消息，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设 置为非免 PIN 用户

卡 。

本 申请提供 另一种终端 ，所述终端 包括：通信接 口、处理器；

所述处理器，用于通过所述通信接 口向服务器发送第一 消息，所述第一

消息用于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第一消息允许待 交易用户卡进行 交易；通过所

述通信接 口接收服务器发送的免 PIN 业务响应 消息，所述免 PIN 业务响应 消息

用于所述服务器通知所述第二终端 已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设 置为免 PIN 用户

卡 。

可选地 ，所述第一消息为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所述通信接 口向服务器发

送第一消息之前 ，还用于：

接收服务器确定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校验失败后发送的交易确认 消息。

可选地 ，所述第一消息为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所述第一消息中包括所述

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所述第一消息用于所

述服务器根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将所

述待 交易用户卡设 置为免 PIN 用户卡。

可选地 ，所述通信接 口向服务器发送第一消息之前 ，还用于：

向所述服务器发送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所述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中包括



校验信 息、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 的标识信 息；所述注册

请求消息用于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确定所述校验

信 息校验通过后 ，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确定为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注册信 息，并向所述第二终端返 回注册 成功的

响应 消息；

接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注册请求消息返 回的注册成功的响应 消息。

可选地 ，所述免 PIN 业务响应 消息中包括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免 PIN 交易

的有效性限制信 息。

可选地 ，所述通信接 口向服务器发送第一消息之后 ，还用于：

向所述服务器发送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关闭免 PIN 请求消息，所述关闭

免 PIN 请求消息用于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关闭免 PIN 请求消息将所述待 交易

用户卡设 置为非免 PIN 用户卡。

本 申请 中，服务器接 收第一终端发送的待 交易用户卡的交易请求消息，

确定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校验 失败，判断是否接收 了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所

述第一消息为免 PIN 请求消息或交易响应 消息，若接收 了所述第二终端的第一

消息，则根据所述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允许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进行 交易；由

此可知 ，本 申请 中服务器在确定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校验 失败的情况下 ，可 以

通过判断是否接 收 了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并在接 收 了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

后 ，对待 交易用户卡执行免 PIN 交易，从 而使用户在使用用户卡进行交易时，

即使未能输入正确 的PIN ，也可以完成交易，避免 了用户记忆PIN 的记忆 负担 ，

且有效防止 了PIN 被偷窥窃取 。

附图说 明

为 了更清楚地说 明本 申请 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 实施例描述 中所需要

使用的附图作 简要介绍 ，显 而易见地 ，下 面描述 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申请 的一

些 实施例 。

图 1 为本 申请适用的一种 系统架构示意图；

图 2 为本 申请提供 的一种 交易处理方法所对应 的流程示意图；



图 3 为本 申请 实施例一 中的交易处理方法所对应 的整体流程示意图；

图 4 为本 申请 实施例二 中的交易处理方法所对应 的整体流程示意图；

图 5 为本 申请 中移动终端接 收到的交易确认 消息示例性表示 图；

图 6 为本 申请提供 的一种服务器的结构示意 图；

图 7 为本 申请提供 的一种终端的结构示意图；

图 8 为本 申请提供 的另一种服务器的结构示意图；

图 9 为本 申请提供 的另一种终端的结构示意 图。

具体 实施方式

为 了使本 申请 的 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 ，下面将结合 附图对本

申请作进一步地详 细描述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 申请一部分 实施

例 ，而不是全部 的实施例 。基 于本 申请 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在

没有做 出创造性劳动前提 下所获得 的所有其它实施例 ，都属于本 申请保护的

范围。

本 申请 的说 明书和权利要求书及上述附图中的术语 "第一" 、"第二 "等是用

于 区别不 同对 象，而不是用于描述特定顺序 。此外 ，术语 " 包括 "和 "具有 " 以 及

它们任何 变形 ，意 图在于覆盖不排他 的包括 。例如 包括 了一 系列步骤或单元

的过程 、方法、系统 、产品或设备没有 限定于 已列 出的步骤或单元 ，而是可

选地还 包括没有 列 出的步骤或单元 ，或可选地还 包括对于这些过程 、方法、

产品或设备 固有 的其它步骤或单元 。

图 1 为本 申请适用的一种 系统架构示意图。如 图 1 所示，该 系统架构 中

包括第一终端 101 、第二终端 102 和服务器 103。第一终端 101 和第二终端 102

均可以通过 网络 （例如：无线 网络 ）与服务器 103 进行通信 。

其 中，第一终端 101 为可以执行刷卡操作 的终端 ，例如 POS 终端或具有

刷卡收单功能的手机 。刷卡是指通过刷用户卡以完成交易 （例如 ，支付交易 ），

用户卡可以为银行卡 （例如储蓄卡 、信用卡 ）或消费卡 。用户卡 中存储有用

户卡的标识信 息，该标识信 息可以在 交易过程 中唯一标识用户卡 ，用户卡的

标识信 息可以为用户卡的 PAN 。 POS 终端是一种多功能终端 ，将其安装在信



用卡的特约商户和受理网点中与计算机联成网络，就能实现电子资金 自动转

帐，它具有支持消费、预授权 、余额查询和转帐等功能，使用起来安全、快

捷 、可靠。

本申请中，第一终端 101 用于执行刷卡操作 ，并向服务器 103 发送交易

请求消息。

第二终端 102 可 以为移动终端，移动终端可以是具有无线连接功能的手

持式设备 、或连接到无线调制解调器的其他处理设备 ，经无线接入 网与一个

或多个核心网进行通信的终端。例如，移动终端可以为移动电话、平板电脑、

移动互联 网设备 （mobile Internet device ，缩写：MID )、可穿戴设备等 。 又如 ，

移动终端也可以是便携式、袖珍式、手持式、计算机 内置的或者车载的移动

设备。再如，移动终端可 以为用户设备 （user equipment ，简称 UE ) 的一部分。

本申请中，第二终端 102 用于向服务器 103 发送用户卡的免 PIN 注册请

求消息，并在确定注册成功后 ，可向服务器发送第一消息，以便于服务器根

据第一消息设置用户卡为免 PIN 用户卡。

服务器 103 可 以为执行交易验证的服务器，例如发卡行服务器。

本申请的一些技术方案可以基于图 1 举例所示的系统架构或其变形架构

来具体实施。

图 2 为本申请示例提供的一种交易处理方法所对应的流程示意图。如图 2

所示，该方法包括：

步骤 201 ，第二终端向服务器发送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所述免 PIN 注

册请求消息中包括待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息；

步骤 202 ，服务器接收第二终端发送的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

步骤 203 ，服务器将所述待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

信息确定为所述待交易用户卡的注册信息，并向所述第二终端返 回注册成功

的响应消息。

步骤 204 ，第二终端接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注册请求消息返回的注册成

功的响应消息；

步骤 205 ，第一终端向服务器发送待交易用户卡的交易请求消息；



步骤 206 ，服务器接收交易请求消息，确定待 交易用户卡的个人标识号PIN

校验失败 ，判断是否接收 了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为免 PIN 请求

消息或交易响应 消息，若接 收 了所述第二终端的第一 消息，则根据所述第二

终端的第一消息允许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进行交易。

由此可知 ，本 申请 中服务器在确定待 交易用户卡的 PIN 校验 失败的情况

下，可以通过判断是否接 收 了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并在接 收 了第二终端的

第一消息后 ，对待 交易用户卡执行免 PIN 交易，从 而使用户在使用用户卡进

行 交易时，即使未能输入正确的 PIN ，也可以完成交易，避免 了用户记忆 PIN

的记忆 负担 ，且有效防止 了 PIN 被偷窥窃取 。

具体来说 ，步骤 201 中，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中还可以包括校验信 息。

校验信 息可以为持有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用户与发卡行预先约定的信 息 （例

如 ：在线交易密码 、服务密码 、PIN 、或 电子令牌等 ）；或者 ，校验信 息也可

以为发卡行向持有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用户提供 的用于校验 的信 息 （例如 ：

短信验证码或银行 口令卡等 ）；又或者 ，校验信 息也可以为发卡行向持有所述

待 交易用户卡的用户提供 的设备处理后用于校验 的信 息(例如 ：U 盾等)。

相应地 ，在步骤 202 和步骤 203 中，服务器接收到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

后 ，需要对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中的校验信 息进行验证 。以校验信 息为在线

交易密码 为例 ，服务器根据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获取到预先存储 的与

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对应 的 目标在线交易密码 ，并将 目标在线交易密码

与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中的在线交易密码进行 比较 ，若二者相 同，则可确定

校验信 息校验通过 。随后 ，服务器将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第二终端的

标识信 息确定为待 交易用户卡的注册信 息并存储 ，且 向第二终端返 回注册成

功的响应 消息。若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中的在线交易密码与 目标在线交易密

码 不相 同，则服务器确定校验信 息校验 失败 ，此时服 务器可向第二终端返 回

注册失败的响应 消息，进一步地 ，响应 消息中可 包括是注册失败的具体原 因

( 例如：校验信 息校验失败 ）。

进一步地 ，服务器可釆用多种方式存储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移动

终端的标识信 息。例如 ，服务器可将所有 注册成功的用户卡的相 关注册信 息



存储在一个表格 中，如表 1 所示，为服务器中存储 的注册信 息示意。

注册信 息示意

需要说 明的是 ，步骤 201 至步骤 204 为待 交易用户卡的免 PIN 注册过程 ，

通过步骤 201 至步骤 204 后 ，可完成免 PIN 注册 ，但此时待 交易用户卡并不

是免 PIN 用户卡 ，也就是待 交易用户卡还 不能执行免 PIN 交易。本 申请 中，

为保证安全性 ，在进行交易前启动免 PIN 功能，方可执行免 PIN 交易。

在步骤 205 中，当用户釆用待 交易用户卡进行刷卡交易时，第一终端读

取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并向用户显示输入待 交易用户卡的 PIN 的界 面，

若用户输入待 交易用户卡的 PIN 并点击确认操作 ，则第一终端根据用户输入

的 PIN 、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以及交易金额 、支付方式等生成交易请求消

息，并发送给服务器。若用户未输入待 交易用户卡的 PIN ，直接点击确认操作 ，

则第一终端根据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以及 交易金额 、支付方式等生成交

易请求消息，并发送给服务器。

在步骤 206 中，由于第一终端发送的交易请求消息可能包括待 交易用户

卡的 PIN ，也可能不包括 ，因此 ，服务器确定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 PIN 校验

失败可 包括 两种情形。下面分别对 两种情形进行具体介绍。

情形一：交易请求消息中包括待 交易用户卡的 PIN

服务器根据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获取预先存储 的待 交易用户卡的

标识信 息对应 的 目标PIN ，并将 交易请求消息中的PIN 与 目标PIN 进行 比较 ，若

交易请求消息中的PIN 与 目标PIN 不相 同，则可确定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校验失

败 。若 交易请求消息中的PIN 与 目标PIN 相 同，则可确定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校验成功 ，此时可允许待 交易用户卡进行交易。

情形二：交易请求消息中不包括待 交易用户卡的 PIN

服务器确定交易请求消息中不包括待 交易用户卡的 PIN 后 ，可直接确定

待 交易用户卡的 PIN 校验失败。

下面对本 申请 中服务器根据 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设 置待 交易用户卡为免

PIN 用户卡的具体过程进行说 明。其 中，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可以为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也可以为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

( 一 ）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为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

此种情况下，在步骤 204 之后 ，用户想要开通待 交易用户卡的免 PIN 交

易，则可通过第二终端向服务器发送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免 PIN 业务请求

消息中包括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 的标识信 息。相应地 ，

服务器接 收到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后 ，根据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获取

注册信 息中与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对应 的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并将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中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与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对应 的

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进行 比较 ，若二者相 同后 ，则可将待 交易用户卡设 置为

免 PIN 用户卡 。

需要说 明的是 ，第二终端向服务器发送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的时间可以

在第一终端向服务器发送交易请求消息之前 ，此种情形下，服务器在接 收到

交易请求消息之前 即可将待 交易用户卡设置为免 PIN 用户卡 。

第二终端向服务器发送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的时间也 可 以和第一终端向

服务器发送交易请求消息的时间相 同，又或者 ，第二终端向服务器发送免 PIN

业务请 求消息的时间略晚于第一终端向服务器发送交易请求消息的时间，此

两种情形下，服务器确定交易请求消息中的 PIN 校验失败后 ，判断接收 了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则也可 实现根据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将待 交易用户卡设

置为免 PIN 用户卡 ，并允许待 交易用户卡进行交易。

也就是说 ，本 申请 中对第二终端向服务器发送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的时

间和第一终端向服务器发送交易请求消息的时间的先后顺序 不做具体 限定 ，

只要保证服务器根据 交易请求消息发送交易响应 消息之前 ，接收到免 PIN 业



务请求消息即可。

服务器通过待 交易用户卡完成交易后 ，用户可通过第二终端向服务器发

送关闭免 PIN 请求消息，以保证安全性。具体来说 ，第二终端发送的关闭免

PIN 请求消息中可 包括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服务器接 收到关闭免 PIN

请求消息后 ，根据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将待 交易用户卡设置为非免 PIN

用户卡。

本 申请 中，服务器将待 交易用户卡设 置为免 PIN 用户卡的具体方式可以

为：服务器为待 交易用户卡设置一个免 PIN 标签 ；如此 ，在步骤 206 中，服

务器根据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判断存在免 PIN 标签 ，则可确定待 交易

用户卡为免 PIN 用户卡。或者 ，服务器中维护一个免 PIN 表格 ，该免 PIN 表

格 中存储有所有 的免 PIN 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当服务器将待 交易用户卡设 置

为免 PIN 用户卡后 ，可在免 PIN 表格 中增加待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如

此 ，在步骤 206 中，服务器可将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与免 PIN 表格 中的

标识信 息进行 比较 ，若存在与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相 同的标识信 息，则

可确定待 交易用户卡为免 PIN 用户卡 。

相应地 ，服务器将待 交易用户卡设置为非免 PIN 用户卡的具体方式可以

为：删除待 交易用户卡的免 PIN 标签 ，或者 ，将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从

免 PIN 表格 中删除。

( 二 ）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为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

此种情况下，服务器确定待 交易用户卡的 PIN 校验失败后 ，可根据 交易

请求消息的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查询注册信 息中是否存在与待 交易用

户卡的标识信 息对应 的第二终端 ，若存在 ，则向第二终端发送交易确认 消息；

否则，可直接确定交易失败。

具体来说 ，服务器查询注册信 息中是否存在与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

对应 的第二终端 即为查询注册信 息中是否存在与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对

应 的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若存在 ，则根据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向第二终端

发送交易确认 消息。交易确认 消息中可 包括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交易

金额 ，还 可 以 包括 交易发生时间、交易发生地点 、收单 商户名称等信 息。本



发 明实施例 中，服务器根据 交易请求消息的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查询

注册信 息中是否存在与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对应 的第二终端之前 ，还可

以 包括：服务器确定免 PIN 表格 中不存在与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相 同的

标识信 息。

相应地 ，第二终端接收到交易确认 消息后 ，将 交易确认 消息显示给用户 ，

若用户确定允许 交易，则可通过第二终端向服务器发送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

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中可 包括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确认结果。服务器接

收到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后 ，可确定待 交易用户卡为免 PIN 用户卡 ，并允许待

交易用户卡进行 交易。

若用户不允许 交易，则可通过第二终端向服务器发送不允许 交易响应 消

息；服 务器接 收到不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后 ，可确定交易失败；或者 ，若用户

不允许 交易，第二终端也可以不发送响应 消息，服务器若在设 定时间范围内

( 例如： 1 分钟 ）未接 收到响应 消息，可直接确定交易失败。

进一步地 ，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中还 可 以 包括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此时，

服务器可根据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对第二终端的合 法性进行校验 ，例如 可 以

为校验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中包括 的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是否为与待 交易用户

卡的标识信 息对应 的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从 而可进一步避免服务器接 收到

不合法的第二终端发送的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并进行交易而导致的交易风险。

需要说 明的是 ，本 申请 中，第二终端接 收到交易确认 消息后 ，也可以直

接根据 交易确认 消息中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以 及预设 的待 交易用户卡的

免 PIN 策略 ，确定是否允许 交易。其 中，预设 的待 交易用户卡的免 PIN 策略

可 以是用户在移动终端 中预先为待 交易用户卡设 置的可以免 PIN 的交易类型

或交易限制条件 ，例如 ，预设 的待 交易用户卡的免 PIN 策略为交易金额小于

等于 500 元 ，则若第二终端接收到的交易确认 消息中的交易金额为 300 元 ，

则第二终端可直接判断允许 交易，并向服务器发送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釆用

此证方法，无需通过用户进行确认 ，从 而节省 了用户 的额外操作 ，给用户带

来 了更多的方便 。

进一步地 ，服务器根据上述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或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将



待 交易用户卡设 置为免 PIN 用户卡之后 ，还 包括 ：向第二终端发送免 PIN 业

务响应 消息。免 PIN 业务响应 消息中可 包括待 交易用户卡的免 PIN 交易的有

效性限制信 息，例如 ，免 PIN 交易的有效次数 、有效时间以及有效商户等 ，

其 中，待 交易用户卡的免 PIN 交易的有效性限制信 息是指开通免 PIN 交易功

能后 ，在符合有效性限制信 息的情况下，可以直接进行免 PIN 交易，而无需

再次开通 。此种情况下，待 交易用户卡的免 PIN 交易的有效性限制信 息可以

是 由服务器生成的。第二终端接收到免 PIN 业务响应 消息后 ，可将免 PIN 交

易已成功开通以及免 PIN 交易的有效性限制信 息通知给用户 ，具体可通过 图

像 、声音等方式通知给用户 。

本 申请 中，也可以由用户设置待 交易用户卡的免 PIN 交易的有效性限制

信 息。具体来说 ，用户设 置好免 PIN 交易的有效性限制信 息后 ，第二终端可

将免 PIN 交易的有效性限制信 息携带在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中或允许 交易响

应 消息中发送给服务器，服务器根据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或允许 交易响应 消

息，将待 交易用户卡设置为免 PIN 用户卡之后 ，判断用户设置的免 PIN 交易

的有效性限制信 息是否合理 ，若合理 ，则向第二终端发送免 PIN 业务响应 消

息，以通知用户 已开通待 交易用户卡的免 PIN 交易以及有效性限制信 息，若

不合理 ，则可修 改有效性限定信 息，并向第二终端发送免 PIN 业务响应 消息，

以通知用户 已开通待 交易用户卡的免 PIN 交易以及修改后 的有效性限制信 息。

通过提示免 PIN 功能 已开启，以及进一步通知用户免 PIN 交易的有效性限制

信 息，可以便于用户清晰的了解 当前的免 PIN 交易功能是否生效 ，进而提升

用户体验 。

其 中，服务器判断用户设置的免 PIN 交易的有效性限制信 息是否合理可

以为：服务器中针对待 交易用户卡预先设 置有有效性 阔值 ，例如 ：交易次数

阔值 、交易时间阔值 以及 交易白名单商户等 。具体来说 ，交易次数 阔值可以

为开通免 PIN 功能后允许进行免 PIN 交易的次数 ，例如 3 次、5 次等；交易

时间阔值可以为开通免 PIN 功能后允许进行免 PIN 交易的时间范围，例如 ，

开通免 PIN 功能后 的 2 小时 内或 24 小时内，或者 ，交易时间阔值也可以为每

天的某个或某几个 固定的时间段 ；交易白名单商户可 以为预先设 置的允许进



行免 PIN 交易的商户 ，一般来说 ，为安全性较 高的商户。服务器将用户设 置

的有效性限制信 息 （例如：免 PIN 交易的有效次数 、有效时间以及有效商户 ）

与有效性 阔值进行 比较 ，若确定用户设 置的有效性限制信 息完全符合有效性

阔值 ，例如 ，免 PIN 交易的有效次数 小于等于交易次数 阔值 ，有效时间符合

所述交易时间阔值 ，有效商户为交易白名单商户 ，则可确定用户设 置的免 PIN

交易的有效性限制信 息合理 。若确定用户设 置的有效性限制信 息不完全符合

有效性 阔值 ，例如 ，免 PIN 交易的有效次数 大于交易次数 阔值 ，有效时间不

符合 交易时间阔值 ，则可将有效次数修 改为交易次数 阔值 ，将有效时间修 改

为交易时间阔值 ，得到修改后 的有效性限制信 息，并通过免 PIN 业务响应 消

息发送给第二终端；或者 ，服务器也可以直接确定用户设 置的有效性限制信

息不合理 ，并在免 PIN 业务响应 消息中携 带有效性限制信 息设置失败的指示

信 息，进一步地 ，还可以在免 PIN 业务响应 消息中携带有效性 阔值 ，以便 于

通知用户应设置的合理的有效性限制信 息。

需要说 明的是 ，上述所列举 的免 PIN 交易的有效性限制信 息仅为部分示

例 ，本 申请 中，免 PIN 交易的有效性限制信 息中可以包括多种类型的限制信

息，例如 ，免 PIN 交易的有效性限制信 息还可以包括允许进行免 PIN 交易的

金额等 ，本领域技术人 员可根据 实际情况确定免 PIN 交易的有效性限制信 息

中可 包括 的内容 ，本 申请对此不做具体 限定。

进一步地 ，当服务器确定待 交易用户卡的免 PIN 交易的有效性限制信 息

生效后 （例如：待 交易用户卡进行免 PIN 的交易次数 已达到有效性限制信 息

中的交易次数 ），则可向第二终端发送通知消息，用于通知用户 已关闭待 交易

用户卡的免 PIN 交易功能。此后 ，若用户想要通过待 交易用户卡再次进行免

PIN 交易，则需要再次开通免 PIN 交易 （例如：再次通过第二终端向服务器

发送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 ）。

通过设置待 交易用户卡的免 PIN 交易的有效性限制信 息，可以降低用户

在开启免 PIN 交易功能后可能面临的安全性风险。

经过上述过程 ，服务器确定待 交易用户卡的交易成功或失败后 ，可向第

一终端和/或第二终端发送交易响应 消息，交易响应 消息中包括 交易结果 ，交



易结果可以为交易成功结果或交易失败结果。

下面以第一终端为 POS 终端、第二终端为移动终端为例，结合具体实施

例对本申请进行说明。

图 3 为本申请实施例一中的交易处理方法所对应的整体流程示意图，具

体示出了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为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时进行交易处理的整体

流程。

步骤 301，移动终端向服务器发送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免 PIN 注册请

求消息中包括在线交易密码、待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息和移动终端的标识信

息，例如，在线交易密码为 123456, 待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息为 1234567890,

移动终端的标识信息为 a。

步骤 302，服务器根据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向移动终端发送注册响应消

息。具体地，服务器接收到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后，对在线交易密码进行校

验，若确定在线交易密码正确，则可将待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息 " 1234567890"

和移动终端的标识信息 "a" 对应存储，并向移动终端发送注册成功的响应消

息。

步骤 303，移动终端向服务器发送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具体来说，用户

根据移动终端接收到的注册响应消息，确定注册成功后，可根据需要开通免

PIN 业务。

例如，用户确定要进行刷卡交易时，可先通过移动终端向服务器发送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即用户在移动终端上输入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

"1234567890" , 移动终端根据输入的待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息 "1234567890"

和移动终端的标识信息 "a" 生成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发送给服务器。或者，

也可以是移动终端通过 NFC (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近场通信 ）方式获

取到待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息，并发送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若待交易用户

卡为银行实体卡，当使用银行实体卡与移动终端进行 NFC Tap 时，移动终端

通过 NFC 发送指令(基于 PBOC/EMVCo 非接卡标准)从银行实体卡获得 PAN ，

并根据所述 PAN 和移动终端的标识信息向服务器发送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

通过 NFC Tap 的方式，可以简化用户选择为银行卡 PAN 启动免 PIN 交易功能



的操作，优化用户操作体验。

步骤 304 ，服务器向第二终端发送免 PIN 业务响应消息。具体来说，服务

器根据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中携带的待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息 "1234567890"

和移动终端的标识信息 "a" ，确定其与注册信息中内容 匹配后 ，将待交易用

户卡设置为免 PIN 用户卡，并发送免 PIN 业务响应消息。

步骤 305 ，POS 终端向服务器发送交易请求消息。具体来说 ，用户釆用待

交 易用 户 卡 进 行 刷 卡 交 易 ， POS 终 端读 取 待 交 易用 户 卡 的标 识 信 息

" 1234567890" ，并提示用户输入 PIN ，此时，用户可随机输入 1 至 6 位的数

字作 为 PIN ，或者 ，也可 以 不输入 ，POS 终端待 交易用户卡 的标识信 息

"1234567890" 和 PIN ( 若用户输入 了 PIN ) 生成交易请求消息并发送给服务

器。

步骤 306 ，服务器根据交易请求消息，确定待交易用户卡的 PIN 校验失败

后 ，若判断待交易用户卡为免 PIN 用户卡，则可允许所述待交易用户卡进行

交易，并将交易结果发送给移动终端和 POS 终端。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服务器将待交易用户卡设置免 PIN 用户卡后，无论

PIN 校验是否成功，均会允许所述待交易用户卡进行交易，因此，步骤 306

中，服务器也可以直接确定待交易用户卡是否为免 PIN 用户卡，若是，则允

许所述待交易用户卡进行交易，而不再进行 PIN 校验，从 而可有效节省处理

资源，提 高交易效率。

图 4 为本申请 实施例二中的交易处理方法所对应的整体流程示意图，具

体示出了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为允许交易响应消息时进行交易处理的整体流

程。

步骤 401 ，移动终端向服务器发送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与步骤 301 相 同，

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中包括在线交易密码、待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息和移动

终端的标识信息，例如，在线交易密码为 123456 ，待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息

为 1234567890 ，移动终端的标识信息为 a。

步骤 402 ，服务器根据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向移动终端发送注册响应消

息。与步骤 302 相 同，服务器接收到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后，对在线交易密



码进行校验，若确定在线交易密码正确，则可将待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息

"1234567890" 和移动终端的标识信息 "a" 对应存储，并向移动终端发送注

册成功的响应消息。

步骤 403，POS 终端向服务器发送交易请求消息。此时，用户并未通过移

动终端开通免 PIN 业务，而是直接釆用待交易用户卡进行刷卡交易，与步骤

305 相同，POS 终端读取待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息 "1234567890" ，并提示用

户输入 PIN ，此时，用户可随机输入 1 至 6 位的数字作为 PIN ，或者，也可以

不输入，POS 终端待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息 "1234567890" 和 PIN ( 若用户

输入了 PIN ) 生成交易请求消息并发送给服务器。

步骤 404，服务器根据交易请求消息，确定待交易用户卡的 PIN 校验失败

后，可根据交易请求消息的待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息，查询注册信息中与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息对应的移动终端，并向移动终端发送交易确认消息，

交易确认消息中可包括待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息、交易金额等。

本申请中，交易确认消息中所包括的内容可以为多种，例如，交易确认

消息中还可以包括 PIN 校验失败 （密码错误 ），需要用户确认是否允许交易等

信息，上述仅为示例性说明，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交易确

认消息中可包括的内容，本申请对此不做具体限定。

步骤 405，移动终端向服务器发送允许交易响应消息。具体来说，移动终

端接收到交易确认消息后，将交易确认消息显示给用户，具体来说，可以将

交易确认消息中部分或全部内容显示在图形界面上。如图 5 所示，为移动终

端接收到的交易确认消息示例性表示。用户确定交易确认消息中的支付交易

为本人执行后，在移动终端上点击确认按键，移动终端确定用户点击确认按

键后，向服务器发送允许交易响应消息。

进一步地，本发明实施例中为确认点击确认按键的用户为合法用户，还

可以在用户点击确认按键之前，对用户的身份进行验证，例如，可以设置让

用户一些身份校验信息，并由移动终端对身份校验信息进行校验，若校验通

过，则允许用户在移动终端上点击确认按键。

步骤 406，服务器接收到移动终端发送的允许交易响应消息后，确定待交



易用户卡为免 PIN 用户卡，完成交易，并向移动终端和 POS 终端发送交易成

功的响应消息。

根据上述过程，服务器确定 PIN 校验失败后，通过向第二终端发送交易

确认消息，并在接收到允许交易响应消息后，设置待交易用户卡为免 PIN 用

户卡，并允许待交易用户卡进行交易，从而实现 了通过第二终端动态验证的

方式来进行交易。

由图 3 和图 4 所示的交易处理方法可知，本申请中，服务器接收第一终

端发送的待交易用户卡的交易请求消息，确定待交易用户卡的 PIN 校验失败，

判断是否接收了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为免 PIN 请求消息或交

易响应消息，若接收了所述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则根据所述第二终端的第

一消息允许所述待交易用户卡进行交易；由此可知，本申请中服务器在确定

待交易用户卡的 PIN 校验失败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判断是否接收了第二终端

的第一消息，并在接收了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后，对待交易用户卡执行免 PIN

交易，从而使用户在使用用户卡进行交易时，即使未能输入正确的 PIN ，也可

以完成交易，避免 了用户记忆 PIN 的记忆负担，且有效防止了 PIN 被偷窥窃

取。

针对上述方法流程，本申请还提供一种终端和服务器，该终端和服务器

的具体 内容可以参照上述方法实施。

图6为本申请提供的一种服务器的结构示意图。如图6所示，所述服务器

600 包括：收发模块601、处理模块602;

所述收发模块601，用于接收第一终端发送的待交易用户卡的交易请求消

息；

所述处理模块602，用于若确定所述待交易用户卡的个人标识号PIN校验

失败，判断是否接收了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为免PIN请求消息

或交易响应消息；若接收了所述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则根据所述第二终端

的第一消息允许所述待交易用户卡进行交易。

可选地，所述交易请求消息中包括所述待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息和用户

输入的所述待交易用户卡的PIN;



所述处理模块 602具体用于：

根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获取预先存储 的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

的标识信 息对应 的 目标PIN;

将所述交易请求消息中的PIN 与所述 目标PIN 进行 比较 ，若所述PIN 与所述

目标PIN 不相 同，则确定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校验失败。

可选地 ，所述处理模块 602 具体用于：

确定所述交易请求消息中不 包括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则确定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校验 失败。

可选地 ，所述处理模块 602 具体用于：

根据所述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设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为免 PIN 用户卡 ，允

许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进行 交易。

可选地 ，所述第一消息为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

所述收发模块 601还用于：

接 收第二终端发送的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所述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中包

括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

所述处理模块 602还用于：

根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获取 注册信 息中与所述待 交易用户

卡的标识信 息对应 的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确定所述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中的

第二终端 的标识信 息与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对应 的第二终端的标识

信 息相 同后 ，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设置为免 PIN 用户卡 。

可选地 ，所述第一消息为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

所述处理模块 602具体用于：

确定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个人标识号PIN 校验失败后 ，根据所述交易请求

消息包含 的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确定注册信 息中存在与所述待 交

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对应 的第二终端后 ，通过所述收发模块 601 向所述第二终

端发送交易确认 消息；

通过所述收发模 块 601接 收所述第二终端根据 所述 交易确认 消息发送 的

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



根据所述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设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为免 PIN 用户卡。

可选地 ，所述处理模块 602根据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设置所述待 交易用

户卡为免 PIN 用户卡之前 ，还用于：

通过所述收发模块 601接 收第二终端发送的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所述免

PIN 注册请 求消息中包括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 的标

识信 息；

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确定为所述

待 交易用户卡的注册信 息，并通过所述收发模块 601 向所述第二终端返 回注册

成功的响应 消息。

可选地 ，所述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中还 包括校验信 息；

所述处理模 块 602 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 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 的标

识信 息确定为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注册信 息之前 ，还用于：

根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确定所述校验信 息校验通过。

可选地 ，所述收发模块 601在所述处理模块 602 允许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进

行 交易之后 ，还用于：

向所述第一终端和/或所述第二终端发送交易响应 消息，所述交易响应 消

息中包括 交易结果。

可选地 ，所述收发模块 601还用于：

接收所述第二终端发送的待 交易用户卡的关闭免 PIN 请求消息；

所述处理模块 602还用于：

根据所述关闭免 PIN 请求消息，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设 置为非免 PIN 用户

卡 。

本 申请 中，服务器在确定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校验失败的情况 下 ，可以通

过判断是否接收 了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并在接收 了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后 ，

对待 交易用户卡执行免 PIN 交易，从 而使用户在使用用户卡进行交易时，即使

未能输入正确 的PIN ，也可以完成交易，避免 了用户记忆PIN 的记忆 负担 ，且

有效防止 了PIN 被偷窥窃取 。

图7为本 申请提供 的一种终端的结构示意 图。如 图7所示 ，所述终端700 包



括 ：收发模块701 、处理模块702;

所述处理模块 702 ，用于通过所述收发模块 701 向服务器发送第一 消息，

所述第一 消息用于所述服 务器若确定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 的个人标识号PIN 校

验 失败 ，根据所述第一消息允许待 交易用户卡进行 交易；通过所述收发模块

701接收服务器发送的免 PIN 业务响应 消息，所述免 PIN 业务响应 消息用于所述

服务器通知所述第二终端 已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设 置为免 PIN 用户卡 。

可选地 ，所述第一消息为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所述收发模块701 向服务器

发送第一消息之前 ，还用于：

接收服务器确定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校验失败后发送的交易确认 消息。

可选地 ，所述第一消息为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所述第一消息中包括所述

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所述第一消息用于所

述服务器根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将所

述待 交易用户卡设 置为免 PIN 用户卡 ，并允许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进行交易。

可选地 ，所述收发模块701 向服务器发送第一消息之前 ，还用于：

向所述服务器发送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所述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中包括

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所述注册请求消息用

于所述服 务器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确

定为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注册信 息，并向所述第二终端返 回注册成功的响应

消息；

接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注册请求消息返 回的注册成功的响应 消息。

可选地 ，所述免 PIN 业务响应 消息中包括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免 PIN 交易

的有效性限制信 息。

可选地 ，所述收发模块701 向服务器发送第一消息之后 ，还用于：

向所述服务器发送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关闭免 PIN 请求消息，所述关闭

免 PIN 请求消息用于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关闭免 PIN 请求消息将所述待 交易

用户卡设 置为非免 PIN 用户卡。

基 于相 同构思，图8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另一种服务器的结构示意图。

如 图8所示，所述服务器 800 包括：通信接 口801 、处理器802 、存储器803和总



线系统 804;

其中，存储器 803 ，用于存放程序。具体地，程序可以包括程序代码 ，程

序代码 包括计算机操作指令 。存储器 803 可能为随机存取存储器 （random

access memory, 简称 RAM )，也可能为非易失性存储器（non-volatile memory )，

例如至少一个磁盘存储器。图中仅示 出了一个存储器，当然，存储器也可以

根据需要 ，设置为多个。存储器 803 也可以是处理器 802 中的存储器。

存储器 803 存储 了如下的元素，可执行模块或者数据结构，或者它们的

子集，或者它们的扩展集：

操作指令：包括各种操作指令 ，用于实现各种操作。

操作 系统：包括各种 系统程序 ，用于实现各种基础业务以及处理基于硬

件的任务。

处理器 802控制服务器 800 的操作 ，处理器 802还可以称为CPU (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中央处理单元 ）。具体的应用中，服务器800的各个组件通过

总线系统 804耦合在一起 ，其中总线系统 804除包括数据总线之外，还可以包

括 电源总线、控制总线和状态信号总线等。但是为了清楚说 明起见 ，在 图中

将各种总线都标为总线系统 804 。为便于表示，图8中仅是示意性画出。

上述本 申请 实施例揭示的方法可以应用于处理器 802 中，或者 由处理器

802 实现。处理器802可能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具有信号的处理能力。在 实

现过程 中，上述方法的各步骤可以通过处理器802 中的硬件的集成逻辑电路或

者软件形式的指令完成。上述的处理器802可以是通用处理器、数字信号处理

器 （DSP )、专用集成电路 （ASIC )、现场可编程 门阵列 （FPGA ) 或者其他可

编程逻辑器件 、分立 门或者晶体管逻辑器件 、分立硬件组件 。可以实现或者

执行本 申请 实施例中的公开的各方法、步骤及逻辑框 图。通用处理器可以是

微处理器或者该处理器也可以是任何常规的处理器等。结合本 申请 实施例所

公开的方法的步骤可以直接体现为硬件译码处理器执行完成，或者用译码处

理器中的硬件及软件模块组合执行完成。软件模块可以位于随机存储器，闪

存 、只读存储器，可编程只读存储器或者 电可擦写可编程存储器、寄存器等

本领域成熟的存储介质 中。该存储介质位于存储器803 ，处理器802读取存储



器 803 中的信 息，结合其硬件执行 以下步骤 ：

通过所述通信接 口801接 收第一终端发送 的待 交易用户卡 的交易请 求消

息；

若确定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个人标识号PIN 校验 失败，判断是否接收 了第

二终端 的第一 消息，所述第一 消息为免 PIN 业 务请 求消息或允许 交易响应 消

息，若接 收 了所述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则根据所述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允

许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进行 交易。

可选地 ，所述交易请求消息中包括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用户

输入 的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所述处理器 802具体用于：

根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获取预先存储 的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

的标识信 息对应 的 目标PIN;

将所述交易请求消息中的PIN 与所述 目标PIN 进行 比较 ，若所述PIN 与所述

目标PIN 不相 同，则确定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校验失败。

可选地 ，所述处理器 802具体用于：

确定所述交易请求消息中不 包括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则确定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校验 失败。

可选地 ，所述第一消息为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

所述通信接 口801还用于：

接 收第二终端发送的免 PIN 业 务请求消息，所述免 PIN 业 务请求消息中包

括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

所述处理器 802还用于：

根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获取 注册信 息中与所述待 交易用户

卡的标识信 息对应 的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确定所述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中的

第二终端 的标识信 息与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对应 的第二终端的标识

信 息相 同后 ，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设置为免 PIN 用户卡 。

可选地 ，所述第一消息为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

所述处理器 802具体用于：



确定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个人标识号PIN 校验失败后 ，根据所述交易请求

消息包含 的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确定注册信 息中存在与所述待 交

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对应 的第二终端后 ，通过所述通信接 口801 向所述第二终

端发送交易确认 消息；

通过所述通信接 口801接 收所述第二终端根据 所述 交易确认 消息发送 的

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

根据所述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设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为免 PIN 用户卡。

可选地 ，所述处理器802根据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设 置所述待 交易用户

卡为免 PIN 用户卡之前 ，还用于：

通过所述通信接 口接 收第二终端发送的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所述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中包括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

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确定为所述

待 交易用户卡的注册信 息，并通过所述通信接 口向所述第二终端返 回注册成

功的响应 消息。

可选地 ，所述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中还 包括校验信 息；

所述处理器 802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 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 的标识

信 息确定为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注册信 息之前 ，还用于：

根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确定所述校验信 息校验通过。

可选地 ，所述通信接 口801在所述处理器 802允许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进行

交易之后 ，还用于：

向所述第一终端和/或所述第二终端发送交易响应 消息，所述交易响应 消

息中包括 交易结果。

可选地 ，所述通信接 口801还用于：

接收所述第二终端发送的待 交易用户卡的关闭免 PIN 请求消息；

所述处理器 802还用于：

根据所述关闭免 PIN 请求消息，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设 置为非免 PIN 用户

卡 。



图9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的另一种终端的结构示意图。如 图9所示，所述

终端900 包括：通信接 口901 、处理器902 、存储器903和总线系统904;

其中，存储器 903 ，用于存放程序。具体地，程序可以包括程序代码 ，程

序代码 包括计算机操作指令 。存储器 903 可能为随机存取存储器 （random

access memory, 简称 RAM )，也可能为非易失性存储器（non-volatile memory )，

例如至少一个磁盘存储器。图中仅示 出了一个存储器，当然，存储器也可以

根据需要 ，设置为多个。存储器 903 也可以是处理器 902 中的存储器。

存储器 903 存储 了如下的元素，可执行模块或者数据结构，或者它们的

子集，或者它们的扩展集：

操作指令：包括各种操作指令 ，用于实现各种操作。

操作 系统：包括各种 系统程序 ，用于实现各种基础业务以及处理基于硬

件的任务。

处理 器 902 控 制终端 900 的操作 ，处理 器 902 还 可 以称 为 CPU (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中央处理单元 ）。具体的应用中，终端900 的各个组件通过总

线系统 904耦合在一起 ，其中总线系统 904 除包括数据总线之外，还可以包括

电源总线、控制总线和状态信号总线等。但是为了清楚说 明起见 ，在 图中将

各种总线都标为总线系统 904 。为便于表示，图9中仅是示意性画出。

上述本 申请 实施例揭示的方法可以应用于处理器902 中，或者 由处理器

902 实现。处理器902可能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具有信号的处理能力。在 实

现过程 中，上述方法的各步骤可以通过处理器902 中的硬件的集成逻辑电路或

者软件形式的指令完成。上述的处理器902可以是通用处理器、数字信号处理

器 （DSP )、专用集成电路 （ASIC )、现场可编程 门阵列 （FPGA ) 或者其他可

编程逻辑器件 、分立 门或者晶体管逻辑器件 、分立硬件组件 。可以实现或者

执行本 申请 实施例中的公开的各方法、步骤及逻辑框 图。通用处理器可以是

微处理器或者该处理器也可以是任何常规的处理器等。结合本 申请 实施例所

公开的方法的步骤可以直接体现为硬件译码处理器执行完成，或者用译码处

理器中的硬件及软件模块组合执行完成。软件模块可以位于随机存储器，闪

存 、只读存储器，可编程只读存储器或者 电可擦写可编程存储器、寄存器等



本领域成熟的存储介质 中。该存储介质位 于存储 器903 ，处理器902读取存储

器903 中的信 息，结合其硬件执行 以下步骤 ：

通过所述通信接 口901 向服务器发送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用于所述服

务器若确定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个人标识号PIN 校验失败，根据所述第一消息

允许待 交易用户卡进行 交易；通过所述通信接 口901接 收服务器发送的免 PIN

业务响应 消息，所述免 PIN 业务响应 消息用于所述服务器通知所述第二终端 已

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设置为免 PIN 用户卡。

可选地 ，所述第一消息为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所述通信接 口901 向服务器

发送第一消息之前 ，还用于：

接收服务器确定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校验失败后发送的交易确认 消息。

可选地 ，所述第一消息为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所述第一消息中还 包括所

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所述第一消息用于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待 交易用户

卡 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 的标识信 息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设 置为免 PIN

用户卡。

可选地 ，所述通信接 口901 向服务器发送第一消息之前 ，还用于：

向所述服务器发送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所述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中包括

校验信 息、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 的标识信 息；所述注册

请求消息用于所述服务器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

标识信 息确定为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注册信 息，并向所述第二终端返 回注册

成功的响应 消息；

接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注册请求消息返 回的注册成功的响应 消息。

可选地 ，所述免 PIN 业务响应 消息中包括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免 PIN 交易

的有效性限制信 息。

可选地 ，所述通信接 口901 向服务器发送第一消息之后 ，还用于：

向所述服务器发送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关闭免 PIN 请求消息，所述关闭免

PIN 请求消息用于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关闭免 PIN 请求消息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

卡设置为非免 PIN 用户卡。

从上述 内容可以看 出：



本申请中，服务器接收第一终端发送的待交易用户卡的交易请求消息，

确定待交易用户卡的PIN校验失败，判断是否接收了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所

述第一消息为免PIN请求消息或交易响应消息，若接收了所述第二终端的第一

消息，则根据所述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允许所述待交易用户卡进行交易；由

此可知，本申请中服务器在确定待交易用户卡的PIN校验失败的情况下，可以

通过判断是否接收了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并在接收了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

后，对待交易用户卡执行免PIN交易，从而使用户在使用用户卡进行交易时，

即使未能输入正确的PIN，也可以完成交易，避免了用户记忆PIN的记忆负担，

且有效防止了PIN被偷窥窃取。

本领域内的技术人员应明白，本申请的实施例可提供为方法、或计算机

程序产品。因此，本申请可釆用完全硬件实施例、完全软件实施例、或结合

软件和硬件方面的实施例的形式。而且，本申请可釆用在一个或多个其中包

含有计算机可用程序代码的计算机可用存储介质 ( 包括但不限于磁盘存储器、

CD-ROM, 光学存储器等）上实施的计算机程序产品的形式。

本申请是参照根据本申请的方法、设备 （系统）、和计算机程序产品的流

程图和 / 或方框图来描述的。应理解可由计算机程序指令实现流程图和 / 或

方框图中的每一流程和 / 或方框、以及流程图和 / 或方框图中的流程和 / 或

方框的结合。可提供这些计算机程序指令到通用计算机、专用计算机、嵌入

式处理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的处理器以产生一个机器，使得通过计

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的处理器执行的指令产生用于实现在流程图

一个流程或多个流程和 / 或方框图一个方框或多个方框中指定的功能的装

置。

这些计算机程序指令也可存储在能引导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

备以特定方式工作的计算机可读存储器中，使得存储在该计算机可读存储器

中的指令产生包括指令装置的制造品，该指令装置实现在流程图一个流程或

多个流程和 / 或方框图一个方框或多个方框中指定的功能。

这些计算机程序指令也可装载到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上，

使得在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设备上执行一系列操作步骤以产生计算机实现的



处理 ，从 而在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设备上执行 的指令提供用于实现在流程 图

一个 流程 或 多个 流程 和 / 或方框 图一个方框 或 多个方框 中指 定 的功 能的步

骤 。

尽管 已描述 了本 申请 的优选 实施例 ，但本领域 内的技术人 员一旦得知 了

基本创造性概念 ，则可对这些 实施例作 出另外的变更和修 改。所以，所附权

利要求意欲解释为 包括优选 实施例以及 落入本 申请 范围的所有 变更和修改。

显然，本领域 的技术人 员可 以对本 申请进行各种 改动和 变型而不脱 离本

申请 的精神和范围。这样 ，倘若本 申请 的这些修 改和 变型属于本 申请权利要

求及其等 同技术的范围之 内，则本 申请也意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型在 内。



权 利 要 求
1、一种 交易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

服务器接收第一终端发送的待 交易用户卡的交易请求消息；

所述服务器若确定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个人标识号PIN 校验失败 ，判断是

否接收 了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为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或允许 交

易响应 消息；所述服务器若接 收 了所述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则根据所述第

二终端的第一消息允许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进行交易。

2、如权利要 求 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交易请求消息中包括所

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用户输入 的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所述服务器对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校验失败，包括：

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获取预先存储 的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对应 的 目标PIN;

所述服务器将所述交易请求消息中的PIN 与所述 目标PIN 进行 比较 ，若所

述PIN 与所述 目标PIN 不相 同，则确定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校险失败。

3、如权利要 求 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服务器确定所述待 交易

用户卡的PIN 校验失败，包括 ：

所述服务器确定所述交易请求消息中不包括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

4、如权利要求 1至 3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服务器根据

所述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允许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进行交易，具体 包括：

所述服 务器根据 所述第二终端 的第一 消息设 置所述待 交 易用户卡 为免

PIN 用户卡 ，允许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进行交易。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消息为免 PIN 业务请

求消息；

所述服务器根据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设 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为免 PIN 用

户卡 ，具体 包括：

所述服务器接 收第二终端发送的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所述免 PIN 业务请

求消息中包括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

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获取 注册信 息中与所述



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对应 的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

所述服 务器确定所述免 PIN 业务请 求消息中的第二终端 的标识信 息与所

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对应 的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相 同后 ，将所述待 交

易用户卡设置为免 PIN 用户卡。

6、如权利要 求 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消息为允许 交易响

应 消息；

所述服务器根据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设 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为免 PIN 用

户卡 ，具体 包括：

所述服务器确定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个人标识号PIN 校验失败后 ，根据所

述交易请 求消息包含 的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确定注册信 息中存在

与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对应 的第二终端后 ，向所述第二终端发送交

易确认 消息；

所述服务器接 收所述第二终端根据所述交易确认 消息发送的允许 交易响

应 消息；

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设 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为免 PIN

用户卡。

7、如权利要求4至 6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服务器根据

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设 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为免 PIN 用户卡之前 ，还 包括 ：

所述服务器接 收第二终端发送的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所述免 PIN 注册请

求消息中包括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

所述服务器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

确定为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注册信 息，并向所述第二终端返 回注册成功的响

应 消息。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中还

包括校验信 息；

所述服务器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

确定为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注册信 息之前 ，还 包括 ：

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确定所述校验信 息校验



通过。

9、如权利要求 1至 8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服务器允许

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进行交易之后 ，还 包括 ：

所述服 务器接 收所述第二终端发送 的待 交易用户卡 的关闭免 PIN 请 求消

息；

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关闭免 PIN 请求消息，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设置为非

免 PIN 用户卡 。

10、一种 交易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

第二终端向服务器发送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用于所述服务器若确定

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个人标识号PIN 校验失败 ，根据所述第一消息允许待 交易

用户卡进行交易；

所述第二终端接 收服务器发送的免 PIN 业务响应 消息，所述免 PIN 业务响

应 消息用 于所述服 务器通知 所述第二终端 已将 所述待 交 易用户卡设 置为免

PIN 用户卡 。

11、如权 利要 求 10所述 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消息为允许 交易

响应 消息；所述第二终端向服务器发送第一消息之前 ，还 包括：

所述第二终端接 收所述服 务器确定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 的PIN 校验 失败后

发送的交易确认 消息。

12、如权利要求 10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消息为免 PIN 业务

请求消息；所述第一消息中包括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

端的标识信 息；所述第一消息用于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

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设置为免 PIN 用户卡 ，并

允许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进行交易。

13、如权 利要 求 10至 12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第二终

端向服务器发送第一消息之前 ，所述方法还 包括 ：

所述第二终端向所述服务器发送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所述免 PIN 注册请

求消息中包括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所述注

册请求消息用于所述服务器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



的标识信息确定为所述待交易用户卡的注册信息，并向所述第二终端返回注

册成功的响应消息；

所述第二终端接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注册请求消息返回的注册成功的

响应消息。

14、如权利要求10至13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免PIN业

务响应消息中包括所述待交易用户卡的免PIN 交易的有效性限制信息。

15、如权利要求10至14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终

端向服务器发送第一消息之后，还包括：

所述第二终端向所述服务器发送所述待交易用户卡的关闭免PIN请求消

息，所述关闭免PIN请求消息用于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关闭免PIN请求消息将

所述待交易用户卡设置为非免PIN用户卡。

16、一种服务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服务器包括：通信接口、处理器；

所述通信接口，用于接收第一终端发送的待交易用户卡的交易请求消息；

所述处理器，用于若确定所述待交易用户卡的个人标识号PIN校验失败，

判断是否接收了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所述第一消息为免PIN业务请求消息或

允许交易响应消息，若接收了所述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则根据所述第二终

端的第一消息允许所述待交易用户卡进行交易。

17、如权利要求16所述的服务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交易请求消息中包

括所述待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息和用户输入的所述待交易用户卡的PIN;

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

根据所述待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息，获取预先存储的所述待交易用户卡

的标识信息对应的目标PIN;

将所述交易请求消息中的PIN与所述目标PIN进行比较，若所述PIN与所述

目标PIN不相同，则确定所述待交易用户卡的PIN校验失败。

18、如权利要求16所述的服务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

确定所述交易请求消息中不包括所述待交易用户卡的PIN ，则确定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校验失败。

19、如权利要求16至18中任一项所述的服务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



器具体用于：

根据所述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设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为免 PIN 用户卡 ，允

许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进行 交易。

20、如权利要求 19所述的服务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消息为免 PIN 业

务请求消息；

所述通信接 口还用于：

接 收第二终端发送的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所述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中包

括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

所述处理器还用于：

根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获取 注册信 息中与所述待 交易用户

卡的标识信 息对应 的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确定所述免 PIN 业务请求消息中的

第二终端 的标识信 息与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对应 的第二终端的标识

信 息相 同后 ，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设置为免 PIN 用户卡 。

2 1、如权利要 求 19所述的服务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消息为允许 交

易响应 消息；

所述处理器具体用于：

确定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个人标识号PIN 校验失败后 ，根据所述交易请求

消息包含 的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确定注册信 息中存在与所述待 交

易用户卡 的标识信 息对应 的第二终端后 ，通过所述通信接 口向所述第二终端

发送交易确认 消息；

通过所述通信接 口接 收所述第二终端根据所述交易确认 消息发送的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

根据所述允许 交易响应 消息，设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为免 PIN 用户卡。

22、如权利要 求 19至 20中任一项所述的服务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

器根据第二终端的第一消息，设 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为免 PIN 用户卡之前 ，还

用于：

通过所述通信接 口接 收第二终端发送的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所述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中包括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

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确定为所述

待 交易用户卡的注册信 息，并通过所述通信接 口向所述第二终端返 回注册成

功的响应 消息。

23、如权利要求22所述的服务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

中还 包括校验信 息；

所述处理器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

确定为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注册信 息之前 ，还用于：

根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确定所述校验信 息校验通过。

24、如权 利要 求 16至 22中任一项所述的服务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通信

接 口还用于：

接收所述第二终端发送的待 交易用户卡的关闭免 PIN 请求消息；

所述处理器还用于：

根据所述关闭免 PIN 请求消息，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设 置为非免 PIN 用户

卡 。

25、一种终端 ，其特征在于，所述终端 包括：通信接 口、处理器；

所述处理器，用于通过所述通信接 口向服务器发送第一 消息，所述第一

消息用于所述服务器若确定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个人标识号PIN 校验 失败，根

据所述第一消息允许待 交易用户卡进行 交易；通过所述通信接 口接 收服务器

发送的免 PIN 业务响应 消息，所述免 PIN 业务响应 消息用于所述服务器通知所

述第二终端 已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设置为免 PIN 用户卡 。

26、如权 利要 求 25所述的终端 ，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消息为允许 交易

响应 消息；所述通信接 口向服务器发送第一消息之前 ，还用于：

接收服务器确定待 交易用户卡的PIN 校验失败后发送的交易确认 消息。

27、如权利要求25所述的终端 ，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消息为免 PIN 业务

请求消息；所述第一消息中包括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

端的标识信 息；所述第一消息用于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

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设置为免 PIN 用户卡。



28、如权 利要 求 25至 27中任一项所述的终端 ，其特征在 于，所述通信接

口向服务器发送第一消息之前 ，还用于：

向所述服务器发送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所述免 PIN 注册请求消息中包括

校验信 息、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 的标识信 息；所述注册

请求消息用于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确定所述校验

信 息校验通过后 ，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标识信 息和所述第二终端的标识信

息确定为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注册信 息，并向所述第二终端返 回注册 成功的

响应 消息；

接收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注册请求消息返 回的注册成功的响应 消息。

29、如权利要求25至 28中任一项所述的终端 ，其特征在于，所述免 PIN 业

务响应 消息中包括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免 PIN 交易的有效性限制信 息。

30、如权 利要 求 25至 29中任一项所述的终端 ，其特征在 于，所述通信接

口向服务器发送第一消息之后 ，还用于：

向所述服务器发送所述待 交易用户卡的关闭免 PIN 请求消息，所述关闭免

PIN 请求消息用于所述服务器根据所述关闭免 PIN 请求消息将所述待 交易用户

卡设置为非免 PIN 用户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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