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480073465.8

(22)申请日 2014.11.1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93477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9.07

(30)优先权数据

61/906,378 2013.11.19 US

(85)PCT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日

2016.07.18

(86)PCT国际申请的申请数据

PCT/US2014/066215 2014.11.18

(87)PCT国际申请的公布数据

WO2015/077247 EN 2015.05.28

(73)专利权人 维萨国际服务协会

地址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72)发明人 G·L·鲍威尔　J·F·希茨　

I·卡彭科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

司 31100

代理人 姬利永

(51)Int.Cl.

G06Q 20/32(2012.01)

(56)对比文件

US 2012172089 A1,2012.07.05,

US 2004107366 A1,2004.06.03,

US 2012172089 A1,2012.07.05,

US 2012254030 A1,2012.10.04,

CN 101815291 A,2010.08.25,

审查员 崔成东

 

(54)发明名称

自动账户供应

(57)摘要

本发明的实施例涉及用于允许发行方发起

移动设备上的账户供应而不需要与账户持有人

进行交互的系统、方法和装置。所述发行方可以

通过向具有安全元件的移动设备发送供应信息

请求消息来发起所述过程。所述移动设备可以识

别所述供应请求消息并且收集必要的供应信息

而不需要用户输入。所述供应信息可以包括与所

述移动设备的所述安全元件相关联的信息。然后

所述移动设备可以向供应系统发送供应请求消

息。所述供应请求消息可以包括所述必要的供应

信息，以允许所述供应系统在所述移动设备的所

述安全元件上供应所述金融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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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自动账户供应的方法，包括：

由移动通信设备从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接收信息请求消息，从而在用户未与所述移动

通信设备交互的情况下发起所述移动通信设备上的支付账户的供应，其中所述发行方服务

器计算机与向所述用户发布所述支付账户的发行方相关联；

由所述移动通信设备响应于所述信息请求消息并且不需要操作所述移动通信设备的

所述用户的输入而自动确定与安全存储器相关联的供应信息；

由所述移动通信设备生成包括所述供应信息的供应请求消息；

由所述移动通信设备将包括所述供应信息的所述供应请求消息发送到供应系统或所

述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

由所述移动通信设备从所述供应系统接收包括供应数据的供应响应消息，其中，所述

供应数据是使用与所述安全存储器相关联的所述供应信息生成的；以及

由所述移动通信设备将所述供应数据存储在所述安全存储器中，其中，所述供应数据

使所述移动通信设备与所述支付账户相关联。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与所述安全存储器相关联的所述供应信息包括安全

域信息、网络运营商信息、用户信息、可信服务管理者信息和加密密钥信息中的一项或多

项。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信息请求消息包括授权代码、账户标识符和移

动设备标识符中的一项或多项。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供应请求消息包括所述授权代码、所述账户标

识符和所述移动设备标识符中的一项或多项。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进一步包括：

在将所述供应请求消息发送到所述供应系统之前将所述供应请求消息加密。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进一步包括：

基于包括在所述信息请求消息中的标识符并且不与所述用户交互将所述信息请求消

息标识为供应信息请求消息。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供应数据包括主帐号或支付令牌。

8.一种用于自动账户供应的方法，包括：

由服务器计算机认证与用户支付账户相关联的用户，其中所述服务器计算机与向所述

用户发布所述用户支付账户的发行方相关联；

由所述服务器计算机接收对所述用户的移动设备进行标识的移动设备标识符；

在供应所述用户的所述移动设备上的所述用户支付账户之前：

由所述服务器计算机生成供应信息请求消息而不与所述用户交互，所述供应信息请求

消息至少包括所述移动设备标识符和供应信息请求标识符，其中，所述供应信息请求标识

符自动地使所述移动设备收集与所述移动设备的安全存储器相关联的供应信息而不与所

述用户交互；以及

由所述服务器计算机将所述供应信息请求消息发送到所述用户的所述移动设备，其

中，所述供应信息请求消息发起在所述用户的所述移动设备上对所述用户支付账户的供

应。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供应信息请求消息进一步包括授权代码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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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符中的一项或多项。

10.一种移动通信设备，包括：

安全存储器；

处理器；以及

耦合到所述处理器的非瞬态计算机可读介质，所述计算机可读介质包括当由所述处理

器执行时使所述处理器进行以下操作的代码：

从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接收信息请求消息，从而在用户未与所述移动通信设备交互的

情况下发起所述移动通信设备上的支付账户的供应，其中所述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与向所

述用户发布所述支付账户的发行方相关联；

响应于所述信息请求消息并且不需要操作所述移动通信设备的所述用户的输入而自

动确定与所述安全存储器相关联的供应信息；

生成包括所述供应信息的供应请求消息；

将包括所述供应信息的所述供应请求消息发送到供应系统或所述发行方服务器计算

机；

从所述供应系统接收包括供应数据的供应响应消息，其中，所述供应数据是使用与所

述安全存储器相关联的所述供应信息生成的；以及

将所述供应数据存储在所述安全存储器中，其中，所述供应数据使所述移动通信设备

与所述支付账户相关联。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移动通信设备，其中，与所述安全存储器相关联的所述供应信

息包括安全域信息、网络运营商信息、用户信息、可信服务管理者信息和加密密钥信息中的

一项或多项。

12.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移动通信设备，其中，所述信息请求消息包括授权代码、账户

标识符和移动设备标识符中的一项或多项。

13.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移动通信设备，其中，所述供应请求消息包括所述授权代码、

所述账户标识符和所述移动设备标识符中的一项或多项。

14.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移动通信设备，其中，所述代码当由所述处理器执行时进一步

使所述处理器进行以下操作：

在将所述供应请求消息发送到所述供应系统或所述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之前将所述

供应请求消息加密。

15.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移动通信设备，其中，所述代码当由所述处理器执行时进一步

使所述处理器进行以下操作：

基于包括在所述信息请求消息中的标识符将所述信息请求消息标识为供应信息请求

消息而不与所述用户交互。

16.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移动通信设备，其中，所述供应数据包括主帐号或支付令牌。

17.一种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包括：

处理器；以及

耦合到所述处理器的非瞬态计算机可读介质，所述计算机可读介质包括当由所述处理

器执行时使所述处理器进行以下操作的代码：

在供应用户的移动通信设备上的支付账户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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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所述移动通信设备发送信息请求消息，所述信息请求消息请求与所述移动通信设备

的安全存储器相关联的供应信息；

从所述移动通信设备接收包括所述供应信息的响应消息，其中，所述供应信息由所述

移动通信设备响应于所述信息请求消息并且不需要操作所述移动通信设备的所述用户的

输入而自动收集；以及

向供应系统发送供应请求消息，使得供应数据可被发送到所述移动通信设备以使所述

移动通信设备与所述支付账户相关联，其中，所述供应请求消息包括所述供应信息以及账

户标识符和与所述移动通信设备相关联的移动设备标识符中的一项或多项，其中所述发行

方服务器计算机与向所述用户发布所述支付账户的发行方相关联。

18.如权利要求17所述的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其中，与所述安全存储器相关联的所述

供应信息包括安全域信息、网络运营商信息、用户信息、可信服务管理者信息和加密密钥信

息中的一项或多项。

19.如权利要求17所述的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其中，所述供应数据包括主帐号或支付

令牌。

20.如权利要求17所述的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其中，所述代码当由所述处理器执行时

进一步使所述处理器进行以下操作：

生成授权代码，所述授权代码指示与所述授权代码相关联的所述供应请求消息被所述

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授权和认证；以及

将所述授权代码包括在所述供应请求消息中。

权　利　要　求　书 3/3 页

4

CN 105934771 B

4



自动账户供应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2] 本申请根据35  U.S.C.§119(e)要求2013年11月19日提交的题为“发行方发起的账

户供应(Issuer  Initiated  Account  Provisioning)”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号61/906,378

的权益，该申请的披露内容出于所有目的通过引用以其全部内容结合在此。

背景技术

[0003] 移动通信设备用于进行各种类型的交易正变得日益流行。移动通信设备可以存储

金融账户信息或与用户相关联的其他信息，例如与信用卡、借记卡、优惠券、奖励、收据、音

乐会门票等相关联的信息。移动通信设备可以关联到用户的支付账户凭证以及个人信息。

使用移动通信设备进行支付交易减少每次进行支付交易时需要输入支付凭证或出示实物

卡的需要。通常，需要供应(provisioning)系统(即供应服务提供商计算机)来在用户的移

动通信设备上供应用户的金融账户信息。

[0004] 目前的供应系统通常需要用户向移动通信设备请求账户的供应。然而，这对于技

术上不精通的一些账户持有人可能是繁琐和困难的。此外，发行方可能希望为在分支机构

时表现出对供应感兴趣的一些客户(例如VIP)或账户持有人供应支付账户。然而，发行方无

法访问在移动设备上供应金融账户所必要的所有移动设备信息，如与移动设备的安全元件

相关联的信息。另外，常规系统需要与第三方(例如移动网络运营商)进行交互以获得安全

元件信息。这些通信性质上是大量的，并且需要使用不同的数据传输协议与不同实体之间

的合作。因此，需要一种允许账户发行方代表用户发起供应请求的系统。

[0005] 本发明的实施例单独和共同地解决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实施例涉及与由发行方发起在移动设备上对金融账户的供应而不需要

用户交互相关的系统、装置和方法。在移动设备上供应金融账户包括将金融账户信息安全

传送到安全元件或所述移动设备的其他安全数据存储元件中。所述金融账户信息或凭证可

以由所述移动设备上的被授权的小应用程序或移动支付应用程序访问以发起并完成与访

问设备、服务器计算机和交易处理系统中的任何其他组件或系统的交易。

[0007] 本发明的实施例允许发行方发起移动设备上的账户供应而不需要与账户持有人

(即用户)的交互或来自账户持有人(即用户)的输入。例如，所述发行方可以通过向具有安

全元件(即安全存储器)的移动设备发送供应信息请求消息来发起该过程。所述移动设备的

操作系统可以识别所述供应请求消息并且收集必要的供应信息而不需要用户输入。所述供

应信息可以包括(例如)与所述移动设备的所述安全元件相关联的信息。然后所述移动设备

可以向供应系统(即供应服务提供商计算机)发送供应请求消息。在一些示例性实施例中，

所述移动设备可以将所述供应请求消息发送到所述发行方，所述发行方可以转而将所述供

应请求消息发送到所述供应系统。所述供应请求消息可以包括所述必要的供应信息，以允

许所述供应系统在所述移动设备的所述安全元件上供应所述金融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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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发行方可以在所述供应信息请求消息中包括授权代码。所

述授权代码可以作为所述供应请求消息的一部分被转发到所述供应系统。所述供应系统可

以验证所述授权代码，以确保所述移动设备由所述发行方授权进行所述账户的供应。

[0009] 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涉及一种方法，包括由移动通信设备从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

接收信息请求消息。所述移动通信设备响应于所述信息请求消息并且不需要操作所述移动

通信设备的用户的输入而自动确定与安全存储器相关联的供应信息。所述方法还包括由所

述移动通信设备生成包括所述供应信息的供应请求消息。所述移动通信设备将包括所述供

应信息的所述供应请求消息发送到供应系统或所述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并且从所述供应

系统接收包括供应数据的供应响应消息。所述供应数据是使用与所述安全存储器相关联的

所述供应信息生成的。所述方法还包括由所述移动通信设备将所述供应数据存储在所述安

全存储器中。所述供应数据使所述移动通信设备与支付账户相关联。

[0010] 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涉及一种方法，包括由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认证与用户支

付账户相关联的用户。所述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接收标识所述用户的移动设备的移动设备

标识符并且生成供应信息请求消息而不与所述用户交互。所述供应信息请求消息至少包括

所述移动设备标识符和供应信息请求标识符。所述供应信息请求标识符自动地使所述移动

设备收集供应信息。所述方法还包括由所述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将所述供应信息请求消息

发送到所述用户的所述移动设备。所述供应信息请求消息发起所述用户的所述移动设备上

的所述用户支付账户的供应。

[0011] 本发明的又一个实施例涉及一种发行方计算机服务器计算机，包括处理器和耦合

到所述处理器的非瞬态计算机可读介质。所述计算机可读介质包括当由所述处理器执行时

使所述处理器向移动通信设备发送信息请求消息的代码。所述信息请求消息请求与所述移

动通信设备的安全存储器相关联的供应信息。所述代码当由所述处理器执行时进一步使所

述处理器从所述移动通信设备接收包括所述供应信息的响应消息。所述供应信息由所述移

动通信设备响应于所述信息请求消息并且不需要操作所述移动通信设备的用户的输入而

自动收集。所述代码当由所述处理器执行时进一步使所述处理器向供应系统发送供应请求

消息，使得供应数据可被发送到所述移动通信设备以使所述移动通信设备与支付账户相关

联。所述供应请求消息包括所述供应信息以及账户标识符和与所述移动通信设备相关联的

移动设备标识符中的一项或多项。在某些实施例中，所述代码当由所述处理器执行时使所

述处理器生成授权代码并且将所述授权代码包括在所述供应请求消息中，所述授权代码指

示与所述授权代码相关联的所述供应请求消息被所述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授权和认证。

[0012] 其他实施例包含包括处理器的移动通信设备、包括被配置为完成上述方法的处理

器和计算机可读介质的服务器计算机。此外，其他实施例可以包括用于完成本文所披露的

功能的系统、服务器计算机和方法。

[0013] 本发明的这些实施例和其他实施例在下面进一步详细描述。

[0014] 图式简单说明

[0015] 图1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示例性安全元件账户供应系统的框图。

[0016] 图2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发行方、移动设备和用于在移动设备的安全元

件上供应金融账户的供应系统的组件和之间的交互。

[0017] 图3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其中供应信息被直接从移动设备发送到供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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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发行方发起的账户供应过程的示例性流程图。

[0018] 图4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其中供应信息被间接从移动设备发送到供应系

统的发行方发起的账户供应过程的另一示例性流程图。

[0019] 图5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用于在移动设备的安全元件上供应金融账户的

由所述移动设备执行的示例性步骤。

[0020] 图6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用于发起移动设备上的金融账户的供应的由发

行方执行的示例性步骤。

[0021] 图7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示例性金融交易系统。

[0022] 图8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示例性计算机系统。

[0023] 详细描述

[0024] 本发明的实施例允许发行方发起移动设备上的账户供应，而不需要与用户的交互

或来自用户的输入。例如，所述发行方可以通过向具有安全元件(即安全存储器)的移动设

备发送供应信息请求消息来发起该过程。所述移动设备的操作系统可以识别所述供应请求

消息并且收集必要的供应信息而不需要用户输入。所述供应信息可以包括(例如)与所述移

动设备的所述安全元件相关联的信息。然后所述移动设备可以向供应系统发送供应请求消

息。在一些示例性实施例中，所述移动设备可以将所述供应请求消息发送到所述发行方，所

述发行方可以转而将所述供应请求消息发送到所述供应系统。所述供应请求消息可以包括

所述必要的供应信息，以允许所述供应系统在所述移动设备的所述安全元件上供应所述金

融账户。

[0025]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发行方可以在所述供应信息请求消息中包括授权代码。所

述授权代码可以作为所述供应请求消息的一部分被转发到所述供应系统。供应系统可以验

证所述授权代码，以确保移动设备被授权进行账户的供应。

[0026] 因此，本发明的实施例可以结合交易处理系统来使用或者可以使用在交易处理期

间通过交易处理系统生成的数据。这样的实施例可以涉及使用账户持有人的移动通信设备

在账户持有人与商家之间的交易。例如，一旦账户已经成功供应到账户持有人(即用户)的

移动通信设备的安全元件上，则该账户持有人可以使用供应的账户信息来发起和完成与交

易处理系统的交易，如下面结合图7进一步描述。

[0027] 在讨论具体的实施例和示例之前，以下提供本文所使用的术语的一些描述。

[0028] 如本文所使用，“移动设备”可以包括可以由用户转移和操作的任何电子设备，其

也可以提供到网络的远程通信能力。远程通信能力的示例包括使用移动电话(无线)网络、

无线数据网络(例如3G、4G或者类似的网络)、Wi-Fi、Wi-Max或者可以提供对网络如因特网

或专用网络的访问的任何其他通信介质。移动设备的示例包括移动电话(例如蜂窝电话)、

个人数字助理、平板计算机、上网本、膝上型计算机、个人音乐播放器、手持式专门阅读器

等。移动设备可以包括用于执行这样的功能的任何合适的硬件和软件，并且还可以包括多

个设备或组件(例如，当设备通过拴系到另一设备(即，使用另一设备作为调制解调器)而可

以远程访问网络时，两个设备可以一起被认为是单个移动设备)。移动设备还可以包括在移

动设备内的固定硬件或软件组件和/或可以耦合到移动设备的一个或多个外部组件。下面

提供了示例性移动设备的详细描述。

[0029] “安全元件”可以包括任何安全存储器设备，使得包含在安全元件上的数据不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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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授权的实体攻击、破解或获得。例如，安全元件可以是在实现近场通信(NFC)功能的移

动通信设备内实现的集成电路设备。安全元件可以包含嵌入式智能卡级的应用程序(例如

支付、传输等)。安全元件可以由移动通信设备用来托管和存储需要高度的安全性的数据和

应用程序。例如，安全元件可以被加密并且可以存储支付账户信息。安全元件可以由安全元

件所有者提供给移动通信设备，该所有者也可以是移动网络运营商(MNO)、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移动设备制造商(MDM)或任何其他合适的实体。另外，安全元件可以嵌入在移动通信

设备的听筒或可以从移动通信设备移除的订户身份模块(SIM)卡中。安全元件也可以包括

在附加的设备(如微安全数字(微SD)卡等)中。

[0030] “发行方”通常可以指为用户维持金融账户并且通常向用户发出信用卡或借记卡

的商业实体(例如银行)。发行方可以包括支付账户发行方或供应和个性化移动设备的安全

元件上的移动支付应用程序的其他服务提供商。在供应期间，发行方(及发行方可信服务管

理者)可以确保移动设备被正确地配置为允许账户持有人使用安全元件上的移动支付应用

程序进行购买。发行方可以负责制定账户持有人可获得的信用额度并且也可以负责向商家

发送支付用于使用由发行方发行的支付账户进行的购买。

[0031] 如本文所使用，“支付账户”或“金融账户”(其可以与一个或多个支付设备相关联)

可以包括任何合适的支付账户，包括信用卡账户、支票账户、储蓄账户、分配给账户持有人

的商家账户或预付账户。

[0032] “服务器计算机”或“服务器”可以是强大的计算机或计算机集群。例如，服务器计

算机可以是大型机、小型计算机集群或作为单元运行的一组服务器。在一个示例中，服务器

计算机可以是耦合到Web服务器的数据库服务器。

[0033] 如本文所使用，“供应信息”可以包括供应系统供应移动设备上的支付账户凭证所

使用的特定于所述移动设备的存储器(例如安全元件)的信息。例如，供应信息可以包括由

安全元件存储的算法和/或加密密钥、分配给安全元件的安全元件标识符、与安全元件的安

全域相关联的信息、网络运营商信息、用户信息、可信服务管理者信息等。

[0034] 如本文所使用，“供应请求消息”可以包括从移动设备直接或间接地发送到供应系

统以请求所述移动设备上的支付账户凭证的供应的消息。支付账户凭证使移动设备与支付

账户相关联，从而使移动设备能够发起支付交易。供应请求消息可以包括将使供应系统能

够供应移动设备上的支付账户凭证的供应信息。

[0035] 如本文所使用，“供应数据”可以包括被配置为被安装在设备上以允许设备执行服

务或一组功能的信息。在一些实施例中，可以将供应数据安装在设备的存储器上。此外，在

一些实施例中，存储器可以包括安全存储器(例如安全元件)。例如，供应数据可以包括已经

使用安全元件密钥加密的数据，这可以允许安全元件或其他安全数据接收并安装该数据。

或者或另外，供应数据可以包括已准备好要供应到安全元件的数据。例如，供应数据可以包

括应用程序数据和安全元件密钥，这可以允许设备上的移动应用程序或安全元件将应用程

序数据安装或存储到安全元件上。

[0036] 如本文所使用，“供应响应消息”可以是从供应系统发送到移动设备以实现移动设

备上的支付账户凭证的供应的消息。支付账户凭证使移动设备与支付账户相关联，从而使

移动设备能够发起支付交易。供应响应消息可以包括将使移动设备能够将支付账户凭证安

装或存储在安全元件上的供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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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I.发行方发起的安全元件账户供应

[0038] 本发明的实施例允许发行方发起移动设备的安全元件上的账户供应而不与用户

进行交互。图1示出了可以结合本文所描述的发行方发起的安全元件的账户供应使用的示

例性安全元件账户供应系统100的框图。除其他元件外，安全元件账户供应系统100可以包

括移动设备110(也称为“移动通信设备”)、与供应服务提供商计算机120相关联的支付处理

网络130、设备供应账户持有人认证系统(DPCAS)140、一个或多个访问控制服务器150以及

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160。这些实体可以包括任何合适的硬件或软件，例如如在图8中所示

的那些，并且可以通过任何系列的通信网络彼此通信。

[0039] 移动设备110可以包含包括安全元件或被配置为接收和存储安全数据的其他安全

数据存储存储器的任何电子设备。例如，移动设备110可以包括智能电话、平板设备、智能

卡、蜂窝电话或者可以是便携式的、被配置为与交易处理系统(如图7中所示)以及安全元件

账户供应系统100内的一个或多个实体进行通信并且可以被配置为存储用于发起并进行支

付交易的安全支付凭证的任何其他设备。

[0040] 供应服务提供商计算机120可以包括可以管理、促进和以其他方式与移动设备110

以及提供在移动设备110上的任何移动钱包和支付处理网络130进行交互以管理钱包系统

的使用和维护的任何服务器计算机。例如，供应服务提供商计算机120可以包括用于与供应

服务提供商计算机120相关联的设备的安全元件可信服务管理者(SE  TSM)。

[0041] 支付处理网络130可以包括用于支持和提供授权服务、例外文件服务和清算与结

算服务的数据处理子系统、网络和操作。示例性支付处理网络可以包括VisaNetTM。支付处理

网络(如VisaNetTM)能够处理信用卡交易、借记卡交易以及其他类型的商业交易。具体地，

VisaNetTM包括处理授权请求的Visa集成支付(VIP)系统和执行清算与结算服务的巴塞尔协

议II系统。此外，支付处理网络130可以包括服务器计算机并且可以使用任何合适的有线或

无线电信网络，包括因特网。

[0042] 支付处理网络130可以包括或与供应服务提供商计算机120(也被称为“供应系

统”)相关联。供应服务提供商计算机120可以包括可以允许支付处理网络130向商家、账户

持有人、移动设备等提供供应服务的任何数目的系统。支付处理网络130和供应服务提供商

计算机120可以在(例如)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160经由与移动设备110的通信发起金融账户

的供应时在移动设备110上供应金融账户。

[0043] 设备供应账户持有人认证系统(DPCAS)140可以包括被配置为确定将实现以用于

认证供应请求的适当认证系统的任何计算机或计算机系列。根据各种实施例，供应请求可

以由移动设备110响应于从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160发送到移动设备110的供应发起消息而

发送。DPCAS  140可以被配置为向支付处理网络130返回指示供应请求被批准、拒绝或认证

服务器不知道账户持有人是否可信并想执行进一步的认证过程以进行肯定的响应。

[0044] DPCAS  140可以与一个或多个访问控制服务器150通信以认证账户持有人。所述一

个或多个访问控制服务器可以包括可以由支付处理网络130、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160、钱

包提供商服务器120或任何其他第三方操作的任何数目的不同的认证系统。可以被实现的

不同的认证系统可以包括代表(OBO)发行方认证系统、现有账户持有人认证系统或使用发

行方的访问控制服务器(ACS)的认证系统。

[0045] 代表发行方认证服务(OBO  AS)服务器可以由支付处理网络130实现并且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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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激活特定规则来提供基于风险的认证。这些规则可以是或可以不是发行方特定的，并

且可被用于不具有经批准的ACS用于设备激活认证请求的发行方。

[0046] 可以从与发行方发行的账户(例如Visa验证(VbV))支付认证请求相关的认证服务

来实现账户持有人认证系统。账户持有人认证系统可以允许发行方为账户持有人的认证指

定定制的规则。

[0047] ACS  150可以被实现为使得支付处理网络130可以建立ACS150支持设备激活认证

请求可能需要的新规范。ACS  150可以由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160选择用于执行设备激活认

证功能。

[0048] 安全元件账户供应系统100的元件可以交互以在移动设备110的安全元件上供应

金融账户(例如支付账户)。图2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160、移

动设备110和用于在移动设备110的安全元件上供应金融账户的供应服务提供商计算机120

之间的交互。图2中所示出的元件的动作在图3和图4中更详细地示出。具体地，根据本发明

的实施例，图3示出了发行方发起的账户供应过程的示例性流程图，并且图4示出了发行方

发起的账户供应过程的另一示例性流程图。因此，下面结合图2讨论在图3和图4中示出的方

法步骤。

[0049] 在可以发起图2中所示的示例性方法之前，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160可以从事某个

交易或以其他方式与账户持有人或具有代表账户持有人向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160提供移

动设备标识符的授权的某人进行通信。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160可以接收移动通信设备的

标识符，该标识符允许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160识别与所请求的账户相关联的移动设备110

并与其通信。移动设备标识符可以包括电话号码、唯一设备号(如国际移动站设备身份

(IMEI)号)，订户标识模块(SIM)卡的唯一序列号(即集成电路卡标识符(ICCI))和唯一国际

移动订户身份(IMSI)标识符中的一项或多项。在一些实施例中，账户持有人(例如用户)可

以在任何时候(即与支付账户的供应无关且不相干)向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160登记其移动

设备标识符。账户持有人可以执行任何其他合适的步骤以告知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160其

移动通信设备标识符。例如，不是账户持有人的被授权人(例如配偶)可以告知银行的柜员

其配偶可能希望将其账户供应在其设备上并且可以提供移动设备标识符以允许发行方服

务器计算机160与移动设备110联系。

[0050] 根据各种实施例，可以使用移动设备110来使用账户持有人的金融账户进行交易。

为了做到这一点，将账户供应在移动设备110上。本申请的实施例允许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

160发起供应过程而不需要与账户持有人的任何交互或来自账户持有人的输入。例如，发行

方的行政、客户服务代表、业务部门经理或其他实体可以确定金融账户是其账户凭证应该

被供应到其移动设备上的所确定的账户持有人基础的一部分。基于该确定，发行方服务器

计算机160可以发起移动设备110上的金融账户的供应。

[0051] 除其他元件外，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160可以包括供应模块214。供应模块214可以

生成供应信息请求消息(图3的步骤302和图4的步骤402)。供应信息请求消息可以包括供应

信息请求消息标识符(例如报头、旗标、特定的格式或允许移动设备110将该消息标识为供

应信息请求消息的任何信息)、账户标识符(例如主账号(PAN)、PAN替代品、支付令牌、伪PAN

或与账户持有人的账户相关联的任何其他凭证)、附加账户凭证(例如CVV、轨道2数据等)、

授权代码和移动设备标识符(例如电话号码、SMS文本地址、IP地址、MSISDN或可用于标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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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将被进行供应的移动设备110的任何其他信息)中的一项或多项。移动设备标识符也可

以包括唯一设备号(如国际移动站设备身份(IMEI)号)、订户标识模块(SIM)卡的唯一序列

号(即集成电路卡标识符(ICCI))或唯一国际移动订户身份(IMSI)。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

160可以经由(例如)外部通信接口216将供应信息请求消息发送到移动设备110(图3的步骤

304和图4的步骤404)。

[0052] 供应信息请求消息中的授权代码可以是供应服务提供商计算机可使用来验证供

应请求由(例如)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160授权和认证的重可创建代码。

[0053] 根据各种实施例，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160可以包括认证模块212，在使用供应模

块214生成供应信息请求消息之前，该模块对账户持有人进行认证。在认证账户持有人时，

认证模块212可以生成可以由供应服务提供商计算机120用来验证供应请求经发行方服务

器计算机160授权和认证的授权代码。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160还可以包括系统存储器218

和处理器219以执行本文所描述的动作中的一个或多个动作。在下面结合图8讨论示例性存

储器和处理器。

[0054] 图2中示出的移动设备110可以包括安全元件222，该元件可以安全地存储账户凭

证以允许移动设备110的用户使用NFC销售点设备或通过电子商务商家服务器等从移动设

备110安全地发起并处理交易。当移动设备110从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160接收到供应信息

请求消息时，移动设备110的操作系统226可以标识包括在供应信息请求消息中的供应信息

请求消息指示符。该标识可通过任何合适的方法发生。例如，操作系统226可以包括被配置

为允许操作系统226标识指示接收到的消息是供应信息请求消息的供应信息请求消息标识

符(例如报头、旗标、某个特定的预先确定的消息字符串或内容、发送供应信息请求消息的

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160的特定地址或任何其他相关联的信息)的标识模块。

[0055] 响应于供应信息请求消息，操作系统226可以收集与安全元件222相关联的供应信

息。例如，操作系统226可以针对安全元件222上的可用域向安全元件222请求安全域信息。

另外，操作系统226可以收集或确定与移动设备110相关联的账户持有人信息、存储在系统

存储器228上的网络运营商信息、可信服务管理者(TSM)信息、唯一导出密钥(UDK)或其他加

密密钥信息以及对于供应系统在移动设备110的安全元件222上供应账户可能有用的任何

其他信息。因此，供应信息可以包括在移动设备110上供应账户的请求期间可以由移动设备

110提供的任何数据(例如安全元件标识符、UDK标识符等)。可以在由马霍京(Makhotin)等

人在2012年12月13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号13/713,938中找到关于供应信息以及在供应

请求期间提供的其他信息的额外细节，该申请出于所有目的通过引用以其全部内容结合在

此。

[0056] 在操作系统226收集供应信息之后，移动设备110的供应模块224可以生成包括供

应信息的供应请求消息(图3的步骤306和图4的步骤406)。供应请求消息还可以包括授权代

码、账户标识符、附加账户凭证和由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160提供给移动设备110的移动设

备标识符中的一项或多项。移动设备110可以经由外部通信接口227将供应请求消息发送到

供应服务提供商计算机120(图3的步骤308)。移动设备110还可以包括处理器229以执行本

文所描述的动作中的一个或多个动作。在下面结合图8讨论示例性处理器。

[0057] 在一些实施例中，移动设备110可以响应于供应信息请求消息而将供应请求消息

或只将供应信息发送到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160(图4的步骤408)。然后，发行方服务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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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160可以经由外部通信接口216将供应信息连同授权代码、账户标识符、附加账户凭证和

移动设备标识符中的一项或多项发送到供应服务器提供商120(图4的步骤409)。

[0058] 根据各种实施例，供应服务提供商计算机120可以位于图1中所示的支付处理网络

130中或者可以包括单独的第三方供应系统，如与移动网络运营商、移动设备制造商、发行

方服务器计算机160或任何其他第三方或它们的任何组合相关联的TSM。供应服务提供商计

算机120可以被配置为从移动设备110或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160接收供应请求消息并完成

供应过程。被配置为将所请求的账户供应到移动设备110的安全元件222上的组件或系统的

任何合适的组合可以被包括在供应服务提供商计算机120中。

[0059] 在接收到供应请求消息时，供应服务提供商计算机120可以使用验证模块232对账

户持有人信息进行认证(图3的步骤310和图4的步骤410)。例如，验证模块232可以验证由发

行方服务器计算机160的认证模块212生成的授权代码以确保移动设备110由发行方服务器

计算机160授权进行供应。在一些实施例中，图1中所示的DPCAS  140和ACS控制器150可以用

于实现账户持有人的高级认证。如果验证模块232确定授权代码、账户标识符或其他账户凭

证与由供应服务提供商计算机120存储和/或访问的信息不匹配，则供应过程可能会被终

止。类似地，如果供应服务提供商计算机120处的一些风险数据需要账户持有人的高级认

证，则供应过程可能会被暂停或终止。可以在由卡尔片科(Karpenko)等人在2014年8月8日

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号14/455,600中找到关于高级认证过程和将账户数据供应到移动通

信设备上的其他示例性方法的细节，该申请出于所有目的通过引用以其全部内容结合在

此。

[0060] 认证代码的生成和后续验证可以以任何合适的方式发生。例如，可以由发行方服

务器中的认证模块使用多个数据输入和散列算法以获得授权代码来生成认证代码。然后供

应服务提供商计算机的验证模块可以使用数据输入来创建认证代码。这样的数据输入可以

与交易或账户相关联。示例性数据输入可以包括账户号码、CVV、家庭地址、日期、时间、电话

标识符信息(如SIM卡号码、IMEI号码等)和姓名以及在本申请中的其他数据元素。在另一示

例中，发行方服务器和供应服务提供商计算机可以共享秘密的加密密钥。发行方服务器可

以使用加密密钥和加密算法来串联和加密数据输入(如上述那些)以形成认证代码。认证代

码可以由供应服务提供商计算机使用秘密的加密密钥和相关联的加密算法进行解密。

[0061] 如果提供的信息由验证模块232验证，则供应服务提供商计算机120可以在移动设

备110的安全元件222上供应账户持有人的支付账户(图3的步骤312和图4的步骤412)。例

如，供应服务提供商计算机120可以经由外部通信接口236向移动设备110发送供应响应消

息。供应响应消息可以在移动设备110的安全元件222上供应账户持有人的支付账户(图3的

步骤314和图4的步骤414)。如图2中所示，供应服务提供商计算机120还可以包括系统存储

器238和处理器239以执行本文所描述的动作中的一个或多个动作。在下面结合图8讨论示

例性存储器和处理器。

[0062] 可以在由马霍京等人在2012年12月13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号13/713,938中找

到关于供应服务提供商计算机120的一些可能的实现的额外细节和供应信息、供应数据、加

密步骤和密钥管理的细节，该申请出于所有目的通过引用以其全部内容结合在此。

[0063] II.示例性方法

[0064] 图5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用于在移动设备的安全元件上供应金融账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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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所述移动设备执行的示例性方法500。在502处，包括安全元件的移动设备从发行方接收

供应信息请求消息。在一些实施例中，可以使用发行方供应服务密钥或其他共享加密密钥

对来对供应信息请求消息进行加密，以确保供应信息请求消息可以不被恶意第三方截获。

如果消息被加密，则移动设备可以在接收时对消息进行解密。供应信息请求消息可以包括

授权代码、账户标识符和移动设备标识符中的一项或多项。移动设备可以使用任何通信网

络或通信协议接收供应信息请求消息。例如，供应信息请求消息可以包括文本消息、电子邮

件、空中(OTA)通信消息或者移动设备可以接收的任何其他消息。在一些实施例中，供应信

息请求消息可以包括标识符。移动设备的操作系统可以基于所述标识符识别所接收的消息

是供应信息请求消息而不需要用户(或账户持有人)必须这样来标识消息。根据各种实施

例，移动设备甚至可以不向用户显示供应信息请求消息。

[0065] 一旦移动设备标识供应信息请求消息，移动通信设备的操作系统可以收集或确定

与安全元件和移动通信设备相关联的供应信息而不需要操作移动设备的用户的输入(步骤

504)。在步骤506处，移动设备生成包括所收集的/确定的供应信息的供应请求消息。供应请

求消息还可以包括可以允许供应系统确定适当的移动通信设备和将在其上供应账户凭证

的相关联安全元件的授权代码、账户标识符和移动通信设备标识符(例如电话号码、MSISDN

等)中的一项或多项。此外，可以使用加密服务密钥对供应请求消息进行加密，以确保供应

请求可以不被恶意第三方截获。

[0066] 在步骤508处，移动设备可以将供应请求消息发送到发行方或供应系统(即供应服

务提供商计算机)。如果供应请求消息是响应于供应信息请求消息而发送到发行方，则发行

方可以将供应请求消息发送到供应系统。

[0067] 当供应系统接收到包括授权代码、供应信息和账户持有人账户凭证(例如PAN、支

付令牌、CVV和与支付账户相关联的任何其他轨道1或轨道2数据等)的供应请求消息时，供

应系统可以验证授权代码以确保移动设备被授权由发行方进行供应。授权代码的验证可以

以任何合适的方式来完成。例如，在一些实施例中，供应系统和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可以共

享唯一的秘密密钥或秘密算法，所述唯一的秘密密钥或秘密算法允许供应系统生成另一个

授权代码并且将所接收的授权代码与所生成的授权代码相比较以确保它们相同并且因此

授权代码一定是来自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因为发行方是知道唯一秘密密钥或秘密算法的

另一方。或者，供应系统可以联系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以获得授权和/或验证授权代码与请

求账户供应的移动设备相关联。可以实现任何其他合适的验证技术，以允许供应系统确保

供应请求消息与正确的账户、正确的移动设备相关联并且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已请求或发

起了账户供应。

[0068] 一旦已经对授权代码进行验证从而确认移动设备被授权将支付账户凭证供应到

移动设备的安全元件上，则供应系统使用所接收的供应信息、移动通信设备标识符、账户证

书以及与请求相关联的任何其他信息来生成包括账户供应数据的供应响应消息。本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可以认识到，账户供应数据可以是传统的供应数据。供应系统可以将供应响

应消息发送到移动设备。

[0069] 在步骤510处，移动设备可以接收包括供应数据的供应响应消息。在一些实施例

中，可以使用与存储在安全元件上的移动支付应用程序相关联的唯一导出密钥(UDK)或其

他加密密钥来生成账户供应数据，使得安全元件或移动支付应用程序可以将账户供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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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并且将账户供应数据存储到安全元件上。移动设备和/或安全元件上的软件模块或小

应用程序中的一个或多个软件模块或小应用程序可以将供应数据标识为是针对安全元件

的供应响应并且可以操作以将供应数据供应到安全元件上。因此，安全元件现在可以包括

与支付账户相关联的支付账户凭证并且可以被配置为使用NFC通信芯片、电子商务交易或

任何其他安全支付过程从移动设备发起并完成交易。

[0070] 因此，可以在支付交易中使用的支付账户被供应在移动设备上而不需要移动设备

操作者的任何用户输入、知识或确认动作。在一些实施例中，账户持有人或移动通信设备操

作者可被告知过程的状态或过程正在被完成，但这样的通知是可选的，并且在其他实施例

中，可以不给出这样的通知。本发明的实施例使发行方能够自动且无缝地将支付账户供应

到被授权的移动设备上。

[0071] 图6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用于发起移动设备上的金融账户的供应的由发

行方执行的示例性步骤。在步骤602处，发行方认证与用户支付账户相关联的用户。在步骤

604处，发行方可以接收与用户的移动设备相关联的移动设备标识符。如以上所提供的，移

动设备标识符可以包括电话号码、唯一设备号(如国际移动站设备身份(IMEI)号)、订户标

识模块(SIM)卡的唯一序列号(即集成电路卡标识符(ICCI))和唯一国际移动订户身份

(IMSI)标识符中的一项或多项。

[0072] 发行方可能无法访问与移动设备的安全元件相关联的供应信息。如果没有供应信

息，发行方不能供应(或请求供应服务供应)移动设备上的金融账户。根据各种实施例，发行

方可以向移动设备请求供应信息，而不是第三方(如移动网络运营商)。发行方可以向移动

设备请求供应信息并且将供应信息发送到供应系统，或者自动地使移动设备确定/收集供

应信息并将供应信息直接发送到供应系统。

[0073] 在步骤606处，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生成到账户持有人的移动设备的供应信息请

求消息而不与账户持有人交互。供应信息请求消息可以包括授权代码、账户标识符、移动设

备标识符和将该消息向接收移动设备标识为供应信息请求消息的供应信息请求标识符(例

如报头)中的一项或多项。在一些实施例中，可以使用发行方供应服务密钥或其他共享加密

密钥对来对供应信息请求消息进行加密，以确保供应请求可以不被恶意第三方截获。

[0074] 在608处，发行方可以将供应信息请求消息发送到用户的移动设备来发起移动设

备上的支付账户的供应。根据各种实施例，可以使用任何通信网络或通信协议来发送供应

信息请求消息。例如，供应信息请求消息可以包括文本消息、电子邮件、空中(OTA)通信消息

或移动设备可以接收的任何其他消息。

[0075] III.示例性系统

[0076] 下面提供其中可以利用本文中所提供的实施例的示例性系统的描述。虽然部分实

体和组件可能会被描述为分离的，但是在一些情况下，组件中的一个或多个组件可被组合

到单个设备或位置中(反之亦然)。类似地，虽然某些功能可能会被描述为由系统内的单个

实体或组件执行，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功能可以由多个组件和/或实体执行(反之亦然)。如下

所述，实体和组件之间的通信可以包括使用电子消息和任何合适的电子通信介质和方法的

数据或信息的交换。该系统可以被用来执行用于将移动设备与所供应的账户标识符(如PAN

或支付令牌)一起使用的过程。在对系统进行讨论之后，对用于将移动设备与所供应的账户

标识符一起使用的过程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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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 如本文所使用，“发行方”通常可以指为用户维持金融账户并且经常向用户发行支

付设备(如信用卡或借记卡)的商业实体(例如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如本文所使用，“商

家”通常可以指从事交易并且可以向用户销售商品或服务的实体。如本文所使用，“收单方”

通常可以指与特定商家或类似实体具有商业关系的商业实体(例如商业银行或金融机构)。

一些实体可以同时执行发行方和收单方职能。

[0078] 图7示出了示例性金融交易系统。系统720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商家722、一个或多

个访问设备734、一个或多个收单方724以及一个或多个发行方728。例如，系统720可以包

括：商家，该商家具有包括外部通信接口(例如用于与访问设备734和收单方724进行通信)、

包括用于生成和利用电子消息的一个或多个模块的系统存储器以及数据处理器(用于促进

金融交易和电子消息的交换)的商家计算机722；收单方，该收单方具有包括外部通信接口

(例如用于与商家计算机722和支付处理网络726进行通信)、包括用于生成和利用电子消息

的一个或多个模块的系统存储器以及数据处理器(用于促进金融交易和电子消息的交换)

的收单方计算机724；以及发行方，该发行方具有包括外部通信接口(例如用于与支付处理

网络726进行通信)、包括用于生成和利用电子消息的一个或多个模块的系统存储器以及数

据处理器(用于促进金融交易和电子消息的交换)的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728。商家计算机

722的外部通信接口可以耦合到访问设备734(使得信息可以由访问设备734接收并传送到

商家计算机722)，或者在一些实施例中，访问设备734可以包括商家计算机722的组件。

[0079] 如在此上下文中所使用，“外部通信接口”可以指使数据能够在系统720的两个或

更多个组件之间(例如在驻留在如发行方、收单方、商家、支付处理网络726等位置的设备之

间)传送的任何硬件和/或软件。外部通信接口的一些示例可以包括调制解调器、网络接口

(如以太网卡)、通信端口、个人计算机存储卡国际协会(PCMCIA)插槽和卡等等。经由外部通

信接口传送的数据可以是信号的形式，这种信号可以是电信号、电磁信号、光学信号或能够

由外部通信接口接收的任何其他信号(统称为“电子信号”或“电子消息”)。可以经由通信路

径或信道在外部通信接口中的一个或多个外部通信接口之间提供这些可以包括数据或指

令的电子消息。如上所述，可以使用任何合适的通信路径或信道，如(例如)电线或电缆、光

纤、电话线、蜂窝链路、射频(RF)链路、WAN或LAN网络、因特网或者任何其他合适的方法。

[0080] 如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将理解，可以使用用于在系统720中的组件之间存储、表

示和发送数据的任何合适的通信协议。这样的方法的一些示例可以包括利用预定义和静态

字段(如在核心TCP/IP协议中)；“字段：值”对(例如HTTP、FTP、SMTP、POP3和SIP)；基于XML的

格式；和/或标记长度值格式。

[0081] 如图7中的示例性系统720中所示，可以(例如)通过接触式或非接触式接口将支付

账户信息从移动设备736提供到访问设备734。在一些实施例中，移动设备736可以经由网络

740(如因特网)与支付处理网络726(或系统720中的其他实体)进行交互。

[0082] 在系统720中，支付处理网络726可以被设置在收单方计算机724和的发行方服务

器计算机728之间。此外，商家计算机722、收单方计算机724、支付处理网络726和发行方服

务器计算机728都可以彼此可操作地通信(即，虽然在图7中未描绘，实体中的每个实体之间

可以存在一个或多个通信信道，不管这些信道是否在进行金融交易中使用)。

[0083] 支付处理网络726可以包括用于支持和提供授权服务、例外文件服务和清算与结

算服务的数据处理子系统、网络和操作。例如，支付处理网络726可以包括耦合到网络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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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通过外部通信接口)的服务器计算机以及信息的数据库。支付处理网络(如

VisaNetTM)能够处理信用卡交易、借记卡交易以及其他类型的商业交易。具体地，

VisaNetTM包括处理授权请求的VIP系统(Visa集成支付系统)和执行清算与结算服务的巴

塞尔协议II系统。支付处理网络726可以使用任何合适的有线或无线网络，包括因特网。

[0084] 虽然一些实施例的许多的数据处理功能和特征可以存在于支付处理网络726(和

其中的服务器计算机)中，但是应该理解的是，这样的功能和特征可以存在于其他组件中，

如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728，并且不需要存在于支付处理网络726或其中的服务器计算机

中。

[0085] 使用移动设备736(其被供应有账户标识符，如PAN或支付令牌)，用户可以通过访

问设备734发起与商家计算机722的支付交易。下面对用于示例性金融交易的说明性方法进

行描述。以下描述的方法在本质上是示例性的，并且不旨在进行限制。根据本文所描述的一

些实施例的方法可以包括(或省略)以下描述的步骤中的一些或全部步骤，并且可以以与本

文所描述的不同的顺序包括步骤。

[0086] 用户将其移动设备736呈现给访问设备734以对商品或服务进行支付。移动设备

736和访问设备734交互，使得来自移动设备736的信息(例如PAN、验证值、到期日等)由访问

设备734接收(例如经由接触式或非接触式接口)。然后商家计算机722可以经由外部通信接

口从访问设备734接收该信息。然后商家计算机722可以生成包括从访问设备734接收的信

息(即从移动设备736接收的信息)连同其他交易信息(例如交易金额、商家特定信息等)的

授权请求消息。商家计算机722可以电子方式将该信息发送到收单方计算机724。收单方通

常在金融交易(例如信用卡交易)中代表和担保商家。然后收单方计算机724可以接收(经由

其外部通信接口)处理，并且将授权请求消息转发到支付处理网络726。

[0087] 支付处理网络726可以与每个发行方具有关于发行方的交易如何被授权的建立协

议。在一些情况下，如当交易金额低于阈值时，支付处理网络726可以被配置为基于其具有

的关于用户的账户的信息来授权交易而不生成和向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728发送授权请求

消息。在其他情况下，如当交易金额高于阈值时，支付处理网络726可以经由其外部通信接

口接收授权请求消息，确定与支付账户相关联的发行方，并且将用于交易的授权请求消息

转发到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728以进行验证和授权。作为授权过程的一部分，支付处理网络

726或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728可以分析由移动设备736提供的验证值或其他数据。验证值

可以存储在发行方服务器计算机728或支付处理网络726处。一旦交易被授权，发行方服务

器计算机728可以生成授权响应消息(其可以包括指示交易被批准或拒绝的授权代码)并且

经由其外部通信接口将该电子消息发送到支付处理网络726。然后支付处理网络726可以经

由通信信道将授权响应消息转发到收单方计算机724，该计算机转而又可以将包括授权指

示的电子消息发送到商家计算机722。

[0088] 本文所描述的各种参与者和元件可以操作一个或多个计算机装置，以促进本文所

描述的功能。上述图1至图7中的元件中的任何元件(包括任何服务器或数据库)可以使用任

何合适数目的子系统来促进本文所描述的功能。

[0089] 图8示出了这样的子系统或组件的示例。图8中所示的子系统经由系统总线800互

连。示出了如打印机808、键盘816、固定盘818(或包括计算机可读介质的其他存储器)、监视

器812(其耦合到显示适配器810)等其他子系统。耦合到I/O控制器802(其可以是处理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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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合适的控制器)的外围设备和输入/输出(I/O)设备可以通过任何数目的本领域已知的

方法(如串行端口814)连接到计算机系统。例如，串行端口814或外部接口820可以被用于将

计算机装置连接到广域网(如因特网)、鼠标输入设备或扫描仪。经由系统总线的互连允许

中央处理器806与每个子系统进行通信并且控制来自系统存储器804或固定盘818的指令的

执行以及子系统之间的信息的交换。系统存储器804和/或固定盘818可以体现计算机可读

介质。

[0090] 可以使用(例如)常规的或面向对象的技术来使用任何合适的计算机语言(如(例

如)Java、C++或Perl)将在本申请中描述的任何软件组件或功能实现为将由处理器执行的

软件代码。软件代码可以存储为一系列的指令或计算机可读介质(如随机存取存储器

(RAM)、只读存储器(ROM)、磁性介质(如硬盘驱动器或软盘)或光学介质(如CD-ROM))上的命

令。任何这样的计算机可读介质可以驻留在单个计算装置上或内，并且可以存在于系统或

网络内的不同计算装置上或内。

[0091] 上面的描述是说明性的而不是限制性的。在审阅本披露之后，本发明的许多变化

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可以变得显而易见。本发明的范围因此可以不参考上面的描述

来确定，而是可以参考待处理的权利要求及其全部范围或等同物来确定。

[0092] 在不脱离本发明的范围的前提下，来自任何实施例的一个或多个特征可以与任何

其他实施例的一个或多个特征进行组合。

[0093] “一个(a)”、“一个(an)”或“该(the)”的叙述意在表示“一个或多个”，除非特别指

出相反。

[0094] 以上提到的所有专利、专利申请、出版物和描述出于所有目的通过引用以其全部

内容结合在此。不承认任何内容为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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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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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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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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