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 .

(51) 国际专 利 分 类 号 ： (72) 发 明人 ：冯 承 勇 (FENG, Chengyong) ; 中 国广 东 省
G06Q 20/06 (2012.01) 深 圳 市 前 海 深 港 合 作 区 前 湾 一 路 1 号 A 栋

(21) 国际 申请 号 : PCT/CN20 19/122880 201至，Guangdong 518000 (CN ) 。

(22) 国际 申请 日： 2019 年 12 月 4 日 (04. 12.2019) (74) 代 理 人 ：深 圳 中 一 联 合 知 识 产 权 代 理 有 限 公
司 (SHENZHEN ZHONGYI UNION INTELLECTUAL

(25) 申请 语 言 ： 中文 PROPERTY AGENCY CO., LTD .) ；中 国广 东 省 深

(26) 公 布 语 言 ： 中文 圳 市福 田区 园岭街道深南 中路 1014 号 报 春大 厦 9
楼 ( 5号信箱 ) Guangdong 518028 (CN ) 。

(30) 优 先 权 ：
20181 1529458.0 2018 年 12月 14 日 (14. 12.2018) CN (81 ) 指 定 国 (除另有指 明，要求每一种可提供 的国家

保护 ) ：AE, AG, AL, AM, AO, AT, AU, AZ, BA, BB, BG,
(71) 申请 人 ：深 圳 壹 账 通 智 能 科 技 有 限 BH, BN, BR, BW, BY, BZ, CA, CH, CL, CN, CO, CR, CU,

公 司 (ONE CONNECT SMART TECHNOLOGY CO.,
CZ, DE, DJ, DK, DM, DO, DZ, EC, EE, EG, ES, FI, GB,

LTD., (SHENZHEN)) [CN/CN] ; 中 国 广 东 省 深 圳 GD, GE, GH, GM, GT, HN, HR, HU, ID, IL, IN, IR, IS,
市 前 海 深 港 合 区 前 湾 一 路 1 号 A 栋 201

JO, JP, KE, KG, KH, KN, KP, KR, KW, KZ, LA, LC, LK,
室，Guangdong 518000 (CN ) 。 LR, LS, LU, LY, MA, MD, ME, MG, MK, MN, MW, MX,

(54) Title ：ALLIANCE CHAIN INFORMATION RELEASE CONTROL METHOD AND TERMINAL DEVICE

H (54) 发 明名称 ：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方法及终端设备

VO

t
a \ (57) Abstract: The present application i s applicable to the technical field of blockchains, and provides an alliance chain information

release control method and a terminal device. The method comprises: distributing a plurality of network device groups into a plurality
of information sharing alliances according to a preset rule; setting up alliance chain channels among the network device groups of each
information sharing alliance; then, first determining, according to target chain channel identifiers and identity data of a target node

(N device carried in an alliance chain channel join request, whether the target chain channel identifiers exist in chain channel identifiers of

o

[见续页 ]



圖 1 1 關 111 1闡H

MY, MZ, NA，NG，NI, NO, NZ, OM, PA，PE, PG, PH, PL,

PT, QA, RO, RS, RU, RW, SA, SC, SD, SE, SG, SK, SL，
SM, ST, SV, SY, TH, TJ, TM, TN, TR, TT, TZ, UA, UG，
US, UZ，VC, VN, ZA，ZM, ZW。

(84) 指定国 (除另有指明，要求每一种可提供的地区
保护) ：ARIPO (BW, GH, GM, KE, LR, LS, MW, MZ,
NA, RW，SD，SL，ST，SZ，TZ, UG, ZM, ZW)，欧亚 (AM，
AZ, BY, KG, KZ, RU, TJ, TM), 欧洲 (AL, AT, BE, BG,

CH, CY, CZ, DE，DK，EE, ES, FI, FR, GB, GR, HR, HU,

IE，IS, IT, LT, LU, LV, MC, MK, MT, NL, NO, PL, PT,
RO, RS, SE, SI, SK, SM, TR), OAPI (BF，BJ，CF，CG, Cl,

CM，GA，GN，GQ, GW, KM, ML, MR, NE，SN，TD，TG)。

本国际公布 ：
- 包括 国际检索报告 (条约第 21条 (3) ) 。

all the alliance chain channels; if yes,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identity data of the target node device exists in the identity data of the
network device groups in the chain channels; if yes, adding the target member node to a target alliance chain channel corresponding to
all the target chain channel identifiers; and upon receiving information to be released sent by the target node device, controlling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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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本 申请适用于区块链技术领域，提供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方法及终端设备，所述方法包括：将
多个 网络 设备组按照预 设 的规 则划分 为 多个信息共享联盟，在每个信 息共享联盟 的各 网络设备组之 间
设置联盟链通道，然后根据联盟链通道加入请求 中携带的 目标链通道标识和 目标节 点设备 的身份数据，
首先判 断所有联盟链通道 的链通道标 识 中是否存在 目标链通道标识，若存在，则再判 断链通道 内各 网
络 设备组 身份数据 中是否存在 目标节 点设备 的身份数据，若存在，则将 目标成 员节加入所有 目标链通
道标识对应 的 目标联盟链通道，在接 收到 目标节 点设备发送 的待发布信 息 时，控制待发布信 息在 目标
联盟链通道进行发布，能够减少不可信的信息的发布，提高联盟链内信息共享信任度。



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方法及终端设备

[0001] 本 申请要求于2018 年 12月 14 日提交 中国专利局 、申请号为201811529458.0 、发

明名称为 “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方法及终端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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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 本 申请属于 区块链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方法及终端设备。

背 景 技 术

[0003] 随着数字加密货币在 的发展 ，其背后 的区块技术也逐渐得到 了广泛 的关注与研

究。当下 区块链行业发展方兴未艾 ，各种技术发展迅速 ， 目前对 区块链技术 的

主流划分主要有公有链 、私有脸和联盟链。联盟链技术主要应用在有业务关联

的组织之 间，用于组织 间的信息共享和管理。

[0004] 目前 ，联盟链 内的任意一个联盟成员或联盟节点都可 以发布 自己所属组织 的信

息 ，使得联盟链 内的所有联盟成员或联盟节点都能共享该信息 ， 目前加入联盟

链仅需要管理员通过即可 ，易造成联盟链 内成员或节点管理混乱 ，进而导致联

盟链 内某些成员会发布不可信 的信息 ，造成联盟链 内信息共享信任度下降 的问

题 ，不利于联盟链技术 的发展 ，因此控制联盟组织成员发布可信信息供联盟链

成员共享就成 了一个亟需要解决 的问题。

发明概述

技术问题

[0005] 对集群 中某个节点创建数据快照时 ，需要提前从管理服务器请求一个快照标识

，在 网络拥堵 的情况下 ，请求快照标识 的时 间过长 ，会造成创建数据快照 的时

间长 、效率差 的问题。

问题 的解决方案

技术解决方案

[0006] 本 申请实施例 的第一方面提供 了一种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方法 ，包括 ：

[0007] 将 多个 网络设备组按照预设 的规则划分为多个信息共享联盟 ，其 中每个信息共



享联盟包含多个网络设备组 ，每个网络设备组包含多个节点设备 ；

[0008] 在每个信息共享联盟的各 网络设备组之间设置联盟链通道 ，并为每个联盟链通

道配置链通道标识和链通道识别规则 ，所述链通道识别规则包括链通道 内各 网

络设备组身份数据 ；

[0009] 在接收到 目标节点设备发送 的联盟链通道加入请求时 ，解析 出所述加入请求中

携带的 目标链通道标识和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数据 ，并判断所有联盟链通

道 的链通道标识 中是否存在所述 目标链通道标识 ；

[0010] 若联盟链通道 的链通道标识 中存在所述 目标链通道标识 ，则判断所述链通道 内

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 中是否存在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数据 ；

[0011] 若所述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 中存在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数据 ，

则将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加入所述 目标链通道标识对应 的 目标联盟链通道 ；

[0012] 在接收到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发送 的待发布信息时 ，控制所述待发布信息在所述

目标联盟链通道进行发布。

[0013] 本 申请实施例 的第二方面提供了一种终端设备 ，包括存储器 、处理器 以及存储

在所述存储器 中并可在所述处理器上运行 的计算机可读指令 ，所述处理器执行

所述计算机可读指令时实现如下步骤 ：

[0014] 将 多个网络设备组按照预设 的规则划分为多个信息共享联盟 ，其中每个信息共

享联盟包含多个网络设备组 ，每个网络设备组包含多个节点设备 ；

[0015] 在每个信息共享联盟的各 网络设备组之间设置联盟链通道 ，并为每个联盟链通

道配置链通道标识和链通道识别规则 ，所述链通道识别规则包括链通道 内各 网

络设备组身份数据 ；

[0016] 在接收到 目标节点设备发送 的联盟链通道加入请求时 ，解析 出所述加入请求中

携带的 目标链通道标识和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数据 ，并判断所有联盟链通

道 的链通道标识 中是否存在所述 目标链通道标识 ；

[0017] 若联盟链通道 的链通道标识 中存在所述 目标链通道标识 ，则判断所述链通道 内

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 中是否存在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数据 ；

[0018] 若所述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 中存在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数据 ，

则将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加入所述 目标链通道标识对应 的 目标联盟链通道 ；



[0019] 在接收到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发送 的待发布信息时 ，控制所述待发布信息在所述

目标联盟链通道进行发布。

[0020] 本 申请实施例 的第三方面提供了一种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装置 ，包括 ：

[0021] 信息共享联盟划分单元 ，用于将多个网络设备组按照预设 的规则划分为多个信

息共享联盟 ，其中每个信息共享联盟包含多个网络设备组 ，每个网络设备组包

含多个节点设备 ；

[0022] 联盟链通道设置单元 ，用于在每个信息共享联盟的各 网络设备组之间设置联盟

链通道 ，并为每个联盟链通道配置链通道标识和链通道识别规则 ，所述链通道

识别规则包括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 ；

[0023] 链通道标识判断单元 ，用于在接收到 目标节点设备发送 的联盟链通道加入请求

时 ，解析 出所述加入请求中携带的 目标链通道标识和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

数据 ，并判断所有联盟链通道 的链通道标识 中是否存在所述 目标链通道标识 ；

[0024] 身份数据判断单元 ，用于若联盟链通道 的链通道标识 中存在所述 目标链通道标

识 ，则判断所述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 中是否存在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

的身份数据 ；

[0025] 联盟链通道加入单元 ，用于若所述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 中存在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数据 ，则将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加入所述 目标链通道标识对

应 的 目标联盟链通道 ；

[0026] 信息发布控制单元 ，用于在接收到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发送 的待发布信息时 ，控

制所述待发布信息在所述 目标联盟链通道进行发布。

[0027] 本 申请实施例 的第四方面提供了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所述计算机可读存

储介质存储有计算机可读指令 ，所述计算机可读指令被处理器执行时实现如第

一方面所述 的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方法 的步骤。

发明的有益效果

有益效果

[0028] 本 申请实施例将多个网络设备组按照预设 的规则划分为多个信息共享联盟 ，在

每个信息共享联盟的各 网络设备组之间设置联盟链通道 ，然后根据联盟链通道

加入请求中携带的 目标链通道标识和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数据 ，首先判断所有



联盟链通道 的链通道标识 中是否存在 目标链通道标识 ，若存在 ，则再判断链通

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 中是否存在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数据 ，若存在 ，则

将 目标成员节加入所有 目标链通道标识对应 的 目标联盟链通道 ，在接收到 目标

节点设备发送 的待发布信息时 ，控制待发布信息在 目标联盟链通道进行发布 ，

能够保证加入联盟链发布信息的节点设备属于联盟链通道可信任 的设备 ，减少

不可信 的信息的发布 ，提高联盟链 内信息共享信任度。

对附图的简要说 明

附图说明

[0029] 为 了更清楚地说明本 申请实施例 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有技术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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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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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0] 图 1是本 申请一实施例提供 的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方法 的示意流程 图；

[0031] 图2是本 申请另一实施例提供 的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方法 的示意流程 图；

[0032] 图3是本 申请再一实施例提供 的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方法 的示意流程 图；

[0033] 图4是本 申请又一实施例提供 的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方法 的示意流程 图；

[0034] 图5是本 申请一实施例提供 的终端设备的结构示意 图；

[0035] 图6是本 申请一实施例提供 的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装置 的功能模块 图。

发明实施例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

[0036] 以下描述 中，为了说明而不是为了限定 ，提 出了诸如特定系统结构 、技术之类

的具体细节 ，以便透彻理解本 申请实施例。然而 ，本领域 的技术人员应当清楚

，在没有这些具体细节的其它实施例 中也可 以实现本 申请。在其它情况 中，省

略对众所周知 的系统 、装置 、电路 以及方法 的详细说明，以免不必要 的细节妨

碍本 申请 的描述。

[0037] 为 了说明本 申请所述 的技术方案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来进行说明。

[0038] 请参阅图1，图1是本 申请一实施例提供 的一种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方法 的示意

流程 图，在该实施例 中，以联盟链共识管理服务器一侧为执行主体进行说明，



这里 ，联盟链共识管理服务器可 以为一台，也可 以通过多台服务器通信协作完

成。如 图1所示 ，在该实施例 中，服务器 的处理过程可 以包括 以下步骤 ：

[0039] S101：将多个网络设备组按照预设 的规则划分为多个信息共享联盟 ，其中每个

信息共享联盟包含多个网络设备组 ，每个网络设备组包含多个节点设备。

[0040] 在本实施例 中，网络设备组可 以是一个公司或组织 的节点设备的集合 ，其中节

点设备可 以是个人 电脑 、服务器或移动终端等设备。信息共享联盟可 以是按照

共享信息的类型划分 的多个网络设备组 的集合。

[0041] S102：在每个信息共享联盟的各 网络设备组之间设置联盟链通道 ，并为每个联

盟链通道配置链通道标识和链通道识别规则 ，链通道识别规则包括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

[0042] 在本实施例 中，联盟链通道为用于各 网络设备组之间共享每个信息共享联盟对

应 的信息类型 的通道。链通道标识可 以是为唯一标识联盟链通道 的数组。链通

道识别规则用于其他节点设备加入联盟链通道时 ，判断是否满足加入联盟链通

道 的条件。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可 以是 网络设备组 的名称或 ID （Identification，

身份标识）。

[0043] S103：在接收到 目标节点设备发送 的联盟链通道加入请求时 ，解析 出加入请求

中携带的 目标链通道标识和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数据 ，并判断所有联盟链通道

的链通道标识 中是否存在 目标链通道标识。

[0044] 在本实施例 中， 目标节点设备为任一网络设备组 中申请加入联盟链通道进行信

息发布的节点设备。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数据为 目标节点设备所属 的网络设备

组 的身份数据。

[0045] 具体地 ，判断所有联盟链通道 的链通道标识 中是否存在 目标链通道标识 ，包括

: 按照联盟链通道 的链通道标识 的存储顺序 ，遍历每个联盟链通道 的链通道标

识 ，当查询到与 目标链通道标识相 同的链通道标识时停止遍历查询。

[0046] S104：若联盟链通道 的链通道标识 中存在 目标链通道标识 ，则判断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 中是否存在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数据。

[0047] 具体地 ，判断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 中是否存在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

数据 ，包括 ：按照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存储顺序 ，遍历每个网络设备组身份



数据 ，当查询到与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数据相 同的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时停止

遍历查询。

[0048] S105：若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 中存在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数据 ，则

将 目标节点设备加入 目标链通道标识对应 的 目标联盟链通道。

[0049] 在本实施例 中，将 目标节点设备加入所标链通道标识对应 的 目标联盟链通道指

的是 目标节点设备可 以在 目标联盟链通道 内的各 网络设备组之间发布信息。

[0050] S106：在接收到 目标节点设备发送 的待发布信息时 ，控制待发布信息在 目标联

盟链通道进行发布。

[0051] 在本实施例 中，若待发布信息满足发布条件 ，将待发布信息发送至 目标联盟链

通道对应 的各 网络设备组 中的各节点设备进行记录。由于各节点设备对所述待

发布信息进行分布式存储 ，保证待发布信息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0052] 从上述描述可知 ，本实施例将多个网络设备组按照预设 的规则划分为多个信息

共享联盟 ，在每个信息共享联盟的各 网络设备组之间设置联盟链通道 ，然后根

据联盟链通道加入请求中携带的 目标链通道标识和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数据 ，

首先判断所有联盟链通道 的链通道标识 中是否存在 目标链通道标识 ，若存在 ，

则再判断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 中是否存在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数据

，若所存在 ，则将 目标成员节加入所有 目标链通道标识对应 的 目标联盟链通道

，在接收到 目标节点设备发送 的待发布信息时 ，控制待发布信息在 目标联盟链

通道进行发布 ，能够保证加入联盟链发布信息的节点设备属于联盟链通道可信

任 的设备 ，减少不可信 的信息的发布 ，提高联盟链 内信息共享信任度。

[0053] 请参阅图2 , 图2为本 申请另一实施例提供 的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方法 的示意流

程 图，在上述实施例 的基础上 ，步骤 S101具体包括 以下步骤 ：

[0054] S201 ：获取预设时间段 内每个网络设备组发送 的所有发布信息 ，根据每条发布

信息中关键词 出现 的次数 ，确定每条发布信息的类型。

[0055] 在本实施例 中，预设时间段可 以是一个季度 （3 个月）。每个网络设备组发送

的所有发布信息指 的是每个网络设备组 向外部 的其他 网络设备组发送 的所有 的

发布信息。

[0056] 具体地 ，据每条发布信息中关键词 出现 的次数 ，确定每条发布信息的类型 ，包



括 ：获取每条发布信息中关键词 （例如 ，“老年寿险” ） 出现 的次数 ，当关键词 出

现 的次数达到预设 的次数 阈值 （例如 ， 10次）时 ，则将该发布信息的类型确定

为“老年寿险” 。

[0057] S202 ：统计每个网络设备组发送 的所有发布信息中每种类型 的发布信息的数量

[0058] 在本实施例 中，按照预设 的类型种类 （例如 ，老年寿险 、成人寿险 、儿童寿险

、教育险 、投资险 、意外险）确定每个发布信息的类型 ，然后统计每种类型 的

发布信息的数量。例如 ，统计后 的发布信息按照类型分为老年寿险为50个 、成

人寿险为 10个 、儿童寿险为 10个 、教育险为 11个 、投资险为9个 、意外险为 10个

[0059] S203 ：若 目标 网络设备组 中 目标类型 的发布信息的数量 占发布信息总数量 的比

例超过预设 的比值 ，则将 目标 网络设备组划分为 目标类型对应 的信息共享联盟

中，其中 目标 网络设备组为多个网络设备组 中的任一个 ， 目标类型为 目标 网络

设备组发布的信息的类型 中的任一个。

[0060] 在本实施例 中，预设 的比值可 以为0.6。例如 ，统计后 的发布信息按照类型分为

老年寿险为50个 、成人寿险为7个 、儿童寿险为3个 、教育险为6个 、投资险为9

个 、意外险为5个 ，则老年寿险发布信息 （50个） 占发布信息总数量 （个）为0.6

25, 大于预设 的比值0.6, 则将 目标 网络设备组划分到 目标类型对应 的信息共享

联盟中。

[0061] 从上述描述可知 ，通过发布信息的类型及每种类型 的数量 ，将 网络设备组划分

为不 同的信息共享联盟 ，能够实现将发布信息类型相关或类似 的网络设备组划

分到一个信息共享联盟。

[0062] 请参阅图3 , 图3为本 申请再一实施例提供 的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方法 的示意流

程 图，本实例 中的链通道识别规则还包括与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对

应 的读写权限，在上述实施例 的基础上 ，步骤 S106具体包括 以下步骤 ：

[0063] S301 ：在接收到 目标节点设备发送 的待发布信息时 ，根据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

数据查询所述 目标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对应 的读写权限，获取 目标

节点设备的读写权限。



[0064] 在本实施例 中，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数据为 目标节点设备所属 的网络设备组身

份数据。 目标节点设备的读写权限可是仅包括读取权限 （只能在联盟链通道 内

读取发布信息 ，不能在联盟链通道 内发布信息） ，也可 以是包括读取权限和写

入权限 （既能在联盟链通道 内读取发布信息 ，也能在联盟链通道 内发布信息）

[0065] S302 ：若 目标节点设备的读写权限包括写入权限，则将待发布信息发送至 目标

联盟链通道对应 的各 网络设备组 中的记录节点设备进行记录。

[0066] 在本实施例 中，记录节点设备为联盟链 中记录待发布信息的节点设备 ，通过在

记录节点设备记录待发布信息 ，实现对发布信息的分布式存储。

[0067] S303 ：若 目标节点设备的读写权限不包括写入权限，则发送待发布信息不允许

在 的 目标联盟链通发布的提示信息到 目标节点设备。

[0068] 在本实施例 中，为了限制某些不信任节点设备发布不信任 的信息 ，当 目标节点

设备的读写权限不包括写入权限时 ，发送待发布信息不允许在 的 目标联盟链通

发布的提示信息到 目标节点设备。

[0069] 从上述描述可知 ，通过设置链通道识别规则 中与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

据对应 的读写权限，实现对 目标节点设备满足发布信息的权限多样性 的需求。

[0070] 请参阅图4 , 图4为本 申请又一实施例提供 的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方法 的示意流

程 图，所述联盟链通道加入请求还包括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所属 网络设备组 的数

字签名 ；在步骤 S103在接收到 目标节点设备发送 的联盟链通道加入请求之后 ，

还包括 以下步骤 ：

[0071] S401 ：根据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数据 ，确定 目标节点设备所属 网络设备组 的数

字证书。

[0072] 在本实施例 中，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数据为 目标节点设备所属 的网络设备组身

份数据。

[0073] 具体地 ，可 以根据 目标节点设备所属 的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查询预存 的网络设

备组身份数据与数字证书的对应关系 ，确定 目标节点设备所属 网络设备组 的数

字证书。

[0074] S402 ：根据数字证书对数字签名进行验证 ，若验证通过则继续执行判断所有联



盟链通道 的链通道标识 中是否存在 目标链通道标识 的步骤。

[0075] 在本实施例 中，根据数字证书对数字签名进行验证可 以是将数字签名按照数字

证书的加密算法对数字签名 的数组进行验证。

[0076] 从上述描述可知 ，通过数字证书对数字签名进行验证 ，进一步保证 目标节点设

备属于可信任 的节点设备。

[0077] 对应于上文实施例 的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方法 ，图5示 出了本 申请一实施例提

供 的终端设备 的结构示意 图。为了便于说 明 ，仅示 出了与本实施例相关 的部分

[0078] 在本实施例 中，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装置600安装并运行于终端设备60中。该

终端设备60可 以是移动终端 、掌上 电脑 、服务器等。该终端设备60可包括 ，但

不仅 限于 ，存储器601 、处理器602及显示器603。 图5仅示 出了具有组件601-603

的终端设备60, 但是应理解 的是 ，并不要求实施所有示 出的组件 ，可 以替代 的

实施更多或者更少 的组件。

[0079] 存储器 601在一些实施例 中可 以是所述终端设备60的内部存储单元 ，例如该终

端设备60的硬盘或 内存。所述存储器601在另一些实施例 中也可 以是所述终端设

备60的外部存储设备 ，例如所述终端设备60上配备 的插接式硬盘 ，智能存储卡

(Smart Media Card , SMC ) ，安全数字 (Secure

Digital，SD ) 卡 ，闪存卡 (Flash Card ) 等 。进一步地 ，所述存储器601还可 以既

包括所述终端设备60的内部存储单元也包括外部存储设备。所述存储器601用于

存储安装于所述终端设备60的应用软件及各类数据 ，例如所述联盟链信息发布

控制装置600 的程序代码等。所述存储器601还可 以用于暂时地存储 已经输 出或

者将要输 出的数据。

[0080] 所述处理器602在一些实施例 中可 以是一 中央处理器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 CPU) ，微处理器或其他数据处理芯片 ，用于运行所述存储器601 中存储

的程序代码或处理数据 ，例如执行所述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装置600等 。

[0081] 所述显示器603在一些实施例 中可 以是LED显示器 、液 晶显示器 、触控式液 晶

显示器 以及有机发光二极管 (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OLED ) 触摸器等。

所述显示器603用于显示在所述终端设备60中处理 的信息 以及用于显示可视化 的



用户界面 ，例如应用菜单界面 、应用 图标界面等。所述终端设备60的部件601-60

3通过系统总线相互通信。

[0082] 请参阅图6 , 是本 申请一实施例提供 的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装置600 的功能模块

图。在本实施例 中，所述 的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装置600可 以被分割成一个或多

个模块 ，所述一个或者多个模块被存储于所述存储器601 中，并 由一个或多个处

理器 （本实施例为所述处理器602）所执行 ，以完成本 申请。例如 ，在 图6中，

所述 的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装置600可 以被分割成信息共享联盟划分单元701 、

联盟链通道设置单元702 、链通道标识判断单元703 、身份数据判断单元704 、联

盟链通道加入单元705和信息发布控制单元706。

[0083] 本 申请所称 的单元是指能够完成特定功能的一系列计算机可读指令段 ，比程序

更适合于描述所述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装置600在所述终端设备60中的执行过程

。 以下描述将具体介绍所述单元701-706 能。

[0084] 其 中，信息共享联盟划分单元701 ，用于将多个网络设备组按照预设 的规则划

分为多个信息共享联盟 ，其中每个信息共享联盟包含多个网络设备组 ，每个网

络设备组包含多个节点设备 ；

[0085] 联盟链通道设置单元702, 用于在每个信息共享联盟的各 网络设备组之间设置

联盟链通道 ，并为每个联盟链通道配置链通道标识和链通道识别规则 ，所述链

通道识别规则包括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 ；

[0086] 链通道标识判断单元703, 用于在接收到 目标节点设备发送 的联盟链通道加入

请求时 ，解析 出所述加入请求中携带的 目标链通道标识和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

身份数据 ，并判断所有联盟链通道 的链通道标识 中是否存在所述 目标链通道标

识 ；

[0087] 身份数据判断单元704, 用于若联盟链通道 的链通道标识 中存在所述 目标链通

道标识 ，则判断所述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 中是否存在所述 目标节点

设备的身份数据 ；

[0088] 联盟链通道加入单元705, 用于若所述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 中存在

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数据 ，则将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加入所述 目标链通道标

识对应 的 目标联盟链通道 ；



[0089] 信息发布控制单元706, 用于在接收到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发送 的待发布信息时

，控制所述待发布信息在所述 目标联盟链通道进行发布。

[0090] 从上述描述可知 ，本实施例将多个网络设备组按照预设 的规则划分为多个信息

共享联盟 ，在每个信息共享联盟的各 网络设备组之间设置联盟链通道 ，然后根

据联盟链通道加入请求中携带的 目标链通道标识和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数据 ，

首先判断所有联盟链通道 的链通道标识 中是否存在 目标链通道标识 ，若存在 ，

则再判断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 中是否存在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数据

，若所存在 ，则将 目标成员节加入所有 目标链通道标识对应 的 目标联盟链通道

，在接收到 目标节点设备发送 的待发布信息时 ，控制待发布信息在 目标联盟链

通道进行发布 ，能够保证加入联盟链发布信息的节点设备属于联盟链通道可信

任 的设备 ，减少不可信 的信息的发布 ，提高联盟链 内信息共享信任度。

[0091] 在本 申请 的一个实施例 中，信息共享联盟划分单元701 ，具体用于获取预设时

间段 内每个网络设备组发送 的所有发布信息 ，根据每条发布信息中关键词 出现

的次数 ，确定每条发布信息的类型 ；统计每个网络设备组发送 的所有发布信息

中每种类型 的发布信息的数量 ；若 目标 网络设备组 中 目标类型 的发布信息的数

量 占发布信息总数量 的比例超过预设 的比值 ，则将所述 目标 网络设备组划分为

所述 目标类型对应 的信息共享联盟中，其中所述 目标 网络设备组为多个网络设

备组 中的任一个 ，所述 目标类型为所述 目标 网络设备组发布的信息的类型 中的

任一个。

[0092] 在本 申请 的一个实施例 中，所述链通道识别规则还包括与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

组身份数据对应 的读写权限；所述信息发布控制单元706, 具体用于在接收到所

述 目标节点设备发送 的待发布信息时 ，根据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数据查询

所述 目标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对应 的读写权限，获取所述 目标节点

设备的读写权限；若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读写权限包括写入权限，则将所述待

发布信息发送至所述 目标联盟链通道对应 的各 网络设备组 中的记录节点设备进

行记录。

[0093] 在本 申请 的一个实施例 中，所述获取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读写权限之后 ，还包

括 ：若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读写权限不包括写入权限，则发送所述待发布信息



不允许在 的 目标联盟链通发布的提示信息到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

[0094] 在本 申请 的一个实施例 中，所述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装置600还包括 ：

[0095] 数字签名验证单元707, 根据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数据 ，确定所述 目标节点设

备所属 网络设备组 的数字证书；根据所述数字证书对所述数字签名进行验证 ，

若验证通过则继续执行判断所有联盟链通道 的链通道标识 中是否存在所述 目标

链通道标识 的步骤。

[0096] 所属领域 的技术人员可 以清楚地 了解到 ，为了描述 的方便和简洁 ，仅 以上述各

功能单元 、模块 的划分进行举例说明，实际应用 中，可 以根据需要而将上述功

能分配 由不 同的功能单元 、模块完成 ，即将所述装置 的内部结构划分成不 同的

功能单元或模块 ，以完成 以上描述 的全部或者部分功能。实施例 中的各功能单

元 、模块可 以集成在一个处理单元中，也可 以是各个单元单独物理存在 ，也可

以两个或两个 以上单元集成在一个单元中，上述集成 的单元既可 以采用硬件 的

形式实现 ，也可 以采用软件功能单元的形式实现。另外 ，各功能单元 、模块 的

具体名称也只是为了便于相互区分 ，并不用于限制本 申请 的保护范围。上述系

统 中单元 、模块 的具体工作过程 ，可 以参考前述方法实施例 中的对应过程 ，在

此不再赘述。

[0097] 在上述实施例 中，对各个实施例 的描述都各有侧重 ，某个实施例 中没有详述或

记载 的部分 ，可 以参见其它实施例 的相关描述。

[0098]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 以意识到 ，结合本文中所公开 的实施例描述 的各示例 的

单元及算法步骤 ，能够 以电子硬件 、或者计算机软件和 电子硬件 的结合来实现

。这些功能究竟 以硬件还是软件方式来执行 ，取决于技术方案的特定应用和设

计约束条件。专业技术人员可 以对每个特定 的应用来使用不 同方法来实现所描

述 的功能 ，但是这种实现不应认为超 出本 申请 的范围。

[0099] 在本 申请所提供 的实施例 中，应该理解到 ，所揭露的装置/终端设备和方法 ，

可 以通过其它的方式实现。例如 ，以上所描述 的装置/终端设备实施例仅仅是示

意性 的，例如 ，所述模块或单元的划分 ，仅仅为一种逻辑功能划分 ，实际实现

时可 以有另外 的划分方式 ，例如多个单元或组件可 以结合或者可 以集成到另一

个系统 ，或一些特征可 以忽略 ，或不执行。另一点 ，所显示或讨论 的相互之间



的耦合或直接耦合或通讯连接可 以是通过一些接 口，装置或单元的间接耦合或

通讯连接 ，可 以是 电性 ，机械或其它的形式。

[0100] 所述作为分离部件说明的单元可 以是或者也可 以不是物理上分开 的，作为单元

显示 的部件可 以是或者也可 以不是物理单元 ，即可 以位于一个地方 ，或者也可

以分布到多个网络单元上。可 以根据实际的需要选择其中的部分或者全部单元

来实现本实施例方案的 目的。

[0101] 另外 ，在本 申请各个实施例 中的各功能单元可 以集成在一个处理单元中，也可

以是各个单元单独物理存在 ，也可 以两个或两个 以上单元集成在一个单元中。

上述集成 的单元既可 以采用硬件 的形式实现 ，也可 以采用软件功能单元的形式

实现。

[0102] 所述集成 的模块/单元如果 以软件功能单元的形式实现并作为独立的产品销售

或使用时 ，可 以存储在一个计算机可读取存储介质 中。基于这样 的理解 ，本 申

请实现上述实施例方法 中的全部或部分流程 ，也可 以通过计算机可读指令来指

令相关的硬件来完成 ，所述 的计算机可读指令可存储于一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中，该计算机可读指令在被处理器执行时 ，可实现上述各个方法实施例 的步骤

。其中，所述计算机可读指令包括计算机可读指令代码 ，所述计算机可读指令

代码可 以为源代码形式 、对象代码形式 、可执行文件或某些 中间形式等。所述

计算机可读介质可 以包括 ：能够携带所述计算机可读指令代码 的任何实体或装

置 、记录介质 、U盘 、移动硬盘 、磁碟 、光盘 、计算机存储器 、只读存储器 (Re

ad-Only Memory , ROM) 、随机存取存储器 (Random Access Memory，RAM )

、电载波信号、电信信号 以及软件分发介质等。需要说明的是 ，所述计算机可

读介质包含 的内容可 以根据司法管辖 区内立法和专利实践 的要求进行适当的增

减 ，例如在某些司法管辖 区，根据立法和专利实践 ，计算机可读介质不包括 电

载波信号和 电信信号。

[0103]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用 以说明本 申请 的技术方案 ，而非对其限制 ；尽管参照前述

实施例对本 申请进行了详细 的说明，本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 ：其依然

可 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 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 ，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

行等 同替换 ；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 ，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 申请各



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均应包含在本 申请 的保护范围之内。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1] 一种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 ：

将多个网络设备组按照预设 的规则划分为多个信息共享联盟 ，其中每

个信息共享联盟包含多个网络设备组 ，每个网络设备组包含多个节点

设备 ；

在每个信息共享联盟的各 网络设备组之间设置联盟链通道 ，并为每个

联盟链通道配置链通道标识和链通道识别规则 ，所述链通道识别规则

包括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 ；

在接收到 目标节点设备发送 的联盟链通道加入请求时 ，解析 出所述加

入请求中携带的 目标链通道标识和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数据 ，并

判断所有联盟链通道 的链通道标识 中是否存在所述 目标链通道标识 ；

若联盟链通道 的链通道标识 中存在所述 目标链通道标识 ，则判断所述

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 中是否存在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

数据 ；

若所述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 中存在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

份数据 ，则将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加入所述 目标链通道标识对应 的 目标

联盟链通道 ；

在接收到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发送 的待发布信息时 ，控制所述待发布信

息在所述 目标联盟链通道进行发布。

[权利要求 2] 如权利要求 1所述 的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将

多个网络设备组按照预设 的规则划分为多个信息共享联盟 ，包括 ：

获取预设时间段 内每个网络设备组发送 的所有发布信息 ，根据每条发

布信息中关键词 出现 的次数 ，确定每条发布信息的类型 ；

统计每个网络设备组发送 的所有发布信息中每种类型 的发布信息的数

若 目标 网络设备组 中 目标类型 的发布信息的数量 占发布信息总数量 的

比例超过预设 的比值 ，则将所述 目标 网络设备组划分为所述 目标类型

对应 的信息共享联盟中，其中所述 目标 网络设备组为多个网络设备组



中的任一个 ，所述 目标类型为所述 目标 网络设备组发布的信息的类型

中的任一个。

[权利要求 3] 如权利要求 1所述 的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链

通道识别规则还包括与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对应 的读写权

限；

所述在接收到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发送 的待发布信息时 ，控制所述待发

布信息在所述 目标联盟链通道进行发布 ，包括 ：

在接收到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发送 的待发布信息时 ，根据所述 目标节点

设备的身份数据查询所述 目标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对应 的

读写权限，获取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读写权限；

若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读写权限包括写入权限，则将所述待发布信息

发送至所述 目标联盟链通道对应 的各 网络设备组 中的记录节点设备进

行记录。

[权利要求 4] 如权利要求 1所述 的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联

盟链通道加入请求还包括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所属 网络设备组 的数字签

名 ；

在接收到 目标节点设备发送 的联盟链通道加入请求之后 ，还包括 ：

根据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数据 ，确定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所属 网络设备

组 的数字证书；

根据所述数字证书对所述数字签名进行验证 ，若验证通过则继续执行

判断所有联盟链通道 的链通道标识 中是否存在所述 目标链通道标识 的

步骤。

[权利要求 5] 如权利要求3所述 的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获

取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读写权限之后 ，还包括 ：

若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读写权限不包括写入权限，则发送所述待发布

信息不允许在 的 目标联盟链通发布的提示信息到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

[权利要求 6] 一种终端设备 ，其特征在于 ，包括存储器 、处理器 以及存储在所述存

储器 中并可在所述处理器上运行 的计算机可读指令 ，所述处理器执行



所述计算机可读指令时实现如下步骤 ：

将多个网络设备组按照预设 的规则划分为多个信息共享联盟 ，其中每

个信息共享联盟包含多个网络设备组 ，每个网络设备组包含多个节点

设备 ；

在每个信息共享联盟的各 网络设备组之间设置联盟链通道 ，并为每个

联盟链通道配置链通道标识和链通道识别规则 ，所述链通道识别规则

包括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 ；

在接收到 目标节点设备发送 的联盟链通道加入请求时 ，解析 出所述加

入请求中携带的 目标链通道标识和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数据 ，并

判断所有联盟链通道 的链通道标识 中是否存在所述 目标链通道标识 ；

若联盟链通道 的链通道标识 中存在所述 目标链通道标识 ，则判断所述

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 中是否存在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

数据 ；

若所述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 中存在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

份数据 ，则将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加入所述 目标链通道标识对应 的 目标

联盟链通道 ；

在接收到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发送 的待发布信息时 ，控制所述待发布信

息在所述 目标联盟链通道进行发布。

[权利要求 7] 如权利要求6所述 的终端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将多个网络设备组

按照预设 的规则划分为多个信息共享联盟 ，包括 ：

获取预设时间段 内每个网络设备组发送 的所有发布信息 ，根据每条发

布信息中关键词 出现 的次数 ，确定每条发布信息的类型 ；

统计每个网络设备组发送 的所有发布信息中每种类型 的发布信息的数

量 ；

若 目标 网络设备组 中 目标类型 的发布信息的数量 占发布信息总数量 的

比例超过预设 的比值 ，则将所述 目标 网络设备组划分为所述 目标类型

对应 的信息共享联盟中，其中所述 目标 网络设备组为多个网络设备组

中的任一个 ，所述 目标类型为所述 目标 网络设备组发布的信息的类型



中的任一个。

[权利要求 8] 如权利要求6所述 的终端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链通道识别规则还

包括与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对应 的读写权限；

所述在接收到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发送 的待发布信息时 ，控制所述待发

布信息在所述 目标联盟链通道进行发布 ，包括 ：

在接收到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发送 的待发布信息时 ，根据所述 目标节点

设备的身份数据查询所述 目标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对应 的

读写权限，获取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读写权限；

若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读写权限包括写入权限，则将所述待发布信息

发送至所述 目标联盟链通道对应 的各 网络设备组 中的记录节点设备进

行记录。

[权利要求 9] 如权利要求6所述 的终端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联盟链通道加入请

求还包括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所属 网络设备组 的数字签名 ；

在接收到 目标节点设备发送 的联盟链通道加入请求之后 ，还包括 ：

根据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数据 ，确定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所属 网络设备

组 的数字证书；

根据所述数字证书对所述数字签名进行验证 ，若验证通过则继续执行

判断所有联盟链通道 的链通道标识 中是否存在所述 目标链通道标识 的

步骤。

[权利要求 10] 如权利要求8所述 的终端设备 ，其特征在于 ，所述获取所述 目标节点

设备的读写权限之后 ，还包括 ：

若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读写权限不包括写入权限，则发送所述待发布

信息不允许在 的 目标联盟链通发布的提示信息到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

[权利要求 11] 一种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 ：

信息共享联盟划分单元 ，用于将多个网络设备组按照预设 的规则划分

为多个信息共享联盟 ，其中每个信息共享联盟包含多个网络设备组 ，

每个网络设备组包含多个节点设备 ；

联盟链通道设置单元 ，用于在每个信息共享联盟的各 网络设备组之间



设置联盟链通道 ，并为每个联盟链通道配置链通道标识和链通道识别

规则 ，所述链通道识别规则包括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 ；

链通道标识判断单元 ，用于在接收到 目标节点设备发送 的联盟链通道

加入请求时 ，解析 出所述加入请求中携带的 目标链通道标识和所述 目

标节点设备的身份数据 ，并判断所有联盟链通道 的链通道标识 中是否

存在所述 目标链通道标识 ；

身份数据判断单元 ，用于若联盟链通道 的链通道标识 中存在所述 目标

链通道标识 ，则判断所述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 中是否存在

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数据 ；

联盟链通道加入单元 ，用于若所述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 中

存在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数据 ，则将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加入所述

目标链通道标识对应 的 目标联盟链通道 ；

信息发布控制单元 ，用于在接收到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发送 的待发布信

息时 ，控制所述待发布信息在所述 目标联盟链通道进行发布。

[权利要求 12] 如权利要求 11所述 的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信

息共享联盟划分单元用于：

获取预设时间段 内每个网络设备组发送 的所有发布信息 ，根据每条发

布信息中关键词 出现 的次数 ，确定每条发布信息的类型 ；

统计每个网络设备组发送 的所有发布信息中每种类型 的发布信息的数

量 ；

若 目标 网络设备组 中 目标类型 的发布信息的数量 占发布信息总数量 的

比例超过预设 的比值 ，则将所述 目标 网络设备组划分为所述 目标类型

对应 的信息共享联盟中，其中所述 目标 网络设备组为多个网络设备组

中的任一个 ，所述 目标类型为所述 目标 网络设备组发布的信息的类型

中的任一个。

[权利要求 13] 如权利要求 11所述 的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链

通道识别规则还包括与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对应 的读写权

限；



所述信息发布控制单元用于：

在接收到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发送 的待发布信息时 ，根据所述 目标节点

设备的身份数据查询所述 目标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对应 的

读写权限，获取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读写权限；

若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读写权限包括写入权限，则将所述待发布信息

发送至所述 目标联盟链通道对应 的各 网络设备组 中的记录节点设备进

行记录。

[权利要求 14] 如权利要求 11所述 的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联

盟链通道加入请求还包括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所属 网络设备组 的数字签

名 ；

所述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装置还包括数字签名验证单元 ；

所述数字签名验证单元用于：根据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数据 ，确定所

述 目标节点设备所属 网络设备组 的数字证书；根据所述数字证书对所

述数字签名进行验证 ，若验证通过则继续执行判断所有联盟链通道 的

链通道标识 中是否存在所述 目标链通道标识 的步骤。

[权利要求 15] 如权利要求 13所述 的联盟链信息发布控制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信

息发布控制单元用于还用于：

若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读写权限不包括写入权限，则发送所述待发布

信息不允许在 的 目标联盟链通发布的提示信息到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

[权利要求 16] —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所述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存储有计算机可

读指令 ，其特征在于 ，所述计算机可读指令被处理器执行时实现如下

步骤 ：

将多个网络设备组按照预设 的规则划分为多个信息共享联盟 ，其中每

个信息共享联盟包含多个网络设备组 ，每个网络设备组包含多个节点

设备 ；

在每个信息共享联盟的各 网络设备组之间设置联盟链通道 ，并为每个

联盟链通道配置链通道标识和链通道识别规则 ，所述链通道识别规则

包括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 ；



在接收到 目标节点设备发送 的联盟链通道加入请求时 ，解析 出所述加

入请求中携带的 目标链通道标识和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数据 ，并

判断所有联盟链通道 的链通道标识 中是否存在所述 目标链通道标识 ；

若联盟链通道 的链通道标识 中存在所述 目标链通道标识 ，则判断所述

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 中是否存在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

数据 ；

若所述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 中存在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

份数据 ，则将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加入所述 目标链通道标识对应 的 目标

联盟链通道 ；

在接收到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发送 的待发布信息时 ，控制所述待发布信

息在所述 目标联盟链通道进行发布。

[权利要求 17] 如权利要求 16所述 的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其特征在于 ，所述将多个

网络设备组按照预设 的规则划分为多个信息共享联盟 ，包括 ：

获取预设时间段 内每个网络设备组发送 的所有发布信息 ，根据每条发

布信息中关键词 出现 的次数 ，确定每条发布信息的类型 ；

统计每个网络设备组发送 的所有发布信息中每种类型 的发布信息的数

量 ；

若 目标 网络设备组 中 目标类型 的发布信息的数量 占发布信息总数量 的

比例超过预设 的比值 ，则将所述 目标 网络设备组划分为所述 目标类型

对应 的信息共享联盟中，其中所述 目标 网络设备组为多个网络设备组

中的任一个 ，所述 目标类型为所述 目标 网络设备组发布的信息的类型

中的任一个。

[权利要求 18] 如权利要求 16所述 的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其特征在于 ，所述链通道

识别规则还包括与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对应 的读写权限；

所述在接收到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发送 的待发布信息时 ，控制所述待发

布信息在所述 目标联盟链通道进行发布 ，包括 ：

在接收到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发送 的待发布信息时 ，根据所述 目标节点

设备的身份数据查询所述 目标链通道 内各 网络设备组身份数据对应 的



读写权限，获取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读写权限；

若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读写权限包括写入权限，则将所述待发布信息

发送至所述 目标联盟链通道对应 的各 网络设备组 中的记录节点设备进

行记录。

[权利要求 19] 如权利要求 16所述 的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其特征在于 ，所述联盟链

通道加入请求还包括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所属 网络设备组 的数字签名 ；

在接收到 目标节点设备发送 的联盟链通道加入请求之后 ，还包括 ：

根据 目标节点设备的身份数据 ，确定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所属 网络设备

组 的数字证书；

根据所述数字证书对所述数字签名进行验证 ，若验证通过则继续执行

判断所有联盟链通道 的链通道标识 中是否存在所述 目标链通道标识 的

步骤。

[权利要求 20] 如权利要求 18所述 的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其特征在于 ，所述获取所

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读写权限之后 ，还包括 ：

若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的读写权限不包括写入权限，则发送所述待发布

信息不允许在 的 目标联盟链通发布的提示信息到所述 目标节点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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