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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div� data-alpham�“2f3r�d7u”� data-ad-pos-owner�“某某网”� data-ad-medias=“abcdef”>�

<a� style="display:block;line-height:0;"� href="http://e.cn.mia…Dact"� target="_blank"�

data-ad-onwer�“房产网”� data-ad-product�“房产”� data-ad-type�“房地产”�

data-ad-medias�“11111”>�

<img� border="0"� src="//d…img.gif"� style="wid…der:0"� alt="//d2….mg.gif"></a></div>�

3.3.4.2 上例中加粗部分的明文标注字符串，可以通过使用互联网广告监管平台发布的加密公钥进行 

RSA 加密，然后将得到的二进制结果通过 BASE64 变换转成非二进制的普通字符串，并将字符串作为 

data-alpham-x 标签的值即可。参见示例。 

示例： 
 

<div� data-alpham-x�“5Y�o��u9�LqS……m/5�����u��r����it�b+�”>�

<a� style="display:block;line-height:0;"� href="http://e.cn.mia…�act"� target="_blank"�

data-alpham-x�“4oCd�oi���qn�7……Y2�l�u�An���“>�

<img� border="0"� src="//d…img.gif"� style="wid…der:0"� alt="//d2….mg.gif"></a></div>�
�

�

4 传输 
 

 

4.1 SDK 采集 
 

4.1.1 广告数据采集 SDK 
 

4.1.1.1 广告数据采集 SDK 由各互联网广告监管平台开发，并向相关被监管媒介提供的可以直接安装 

部署在媒介的 Web 服务器上的开发包。广告数据包括广告信息数据和广告素材数据。 

4.1.1.2 媒介通过在其 Web 服务器上使用此 SDK，与相关互联网广告监管平台进行互联网广告的基本 

内容和访问情况的数据交互。SDK 方式示意图见图 2。 

4.1.1.3 采用 SDK 方式进行互联网广告数据采集时，应注意： 

——广告数据 SDK 部署在媒介平台的 Web 服务器上。在互联网用户和广告平台访问媒介平台的广告 

数据时，媒介的 Web 服务器平台可以获得广告的素材和访问信息。通过使用 SDK 提供的方法， 

媒介的相关程序可以自动将这些信息以最简单的方式暂存在本地缓存（非内存）中。缓存的信 

息以一定周期压缩打包，并通过 SDK 开发包提供的方法上传到互联网广告监管平台； 

——为了兼容各媒介平台的服务器软件环境，互联网广告监管平台针对主流的 Web 服务器提供相应 

版本的 SDK 开发包。开发包可以在互联网媒介登录相关互联网广告监管平台后获取。SDK 提供 

基于计算机语言的库（例如 C 语言库和 Java 语言类库），内部封装了广告数据获取、本地数 

据缓存、复杂的通讯过程和打包过程，以及用户安全验证功能； 

——媒介平台应选择适合本平台的 SDK 包，再经过程序编制，实现与互联网广告监管平台的登录验 

证、广告数据记录、广告数据传输等功能； 

——SDK 接口支持并发的数据访问，可以发起限定规模的并发数据传输请求； 

——使用方须按照 SDK 开发指南的规定，编写合理的回调方法或者协议方法； 

——媒介平台应按照互联网广告监管平台要求的抽查数据量进行相应规模的 SDK 方法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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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SDK 接口需要填写的字段（续） 
 

字段名 字段含义  类型  描述 
 

ad_type 
 

产品分类 
 

字符串  广告中产品或服务的分类，媒介应按照 

附录中的产品分类填写本字段内容 

ad_text 广告文本 字符串  可能的广告文字、简述、标题等 

ad_keys 广告关键字 字符串  逗号分隔  
 

ad_material_url 
 

广告素材地址 
 

字符串  广告素材的 URL 地址。素材可能是图片、 

动画和视频等 

 

 

4.1.3 广告数据采集 SDK 用法 
 

互联网广告媒介平台下载合适的SDK包后，应按照SDK的使用指南进行相应的采集程序编制工作。不 

同计算机语言的SDK包有不同的编译链接方法。 

以C语言和Java语言为例，媒介平台的开发人员可以参考附录B中的C语言SDK包和附录C中的Java语 

言SDK包的使用方法。 
 

4.1.4 SDK 开发包的获取方式 
 

媒介平台应依照本规范的要求在相关互联网广告监管平台上注册并通过平台的认证后，获取访问互 

联网广告监管平台的账户。通过登录该账户，媒介相关技术人员可以免费在互联网广告监管平台WEB页 

面的下载板块，选择合适的SDK包下载。 
 

4.2 HTTP 交互 
 

4.2.1 交互方式 
 

4.2.1.1 广告信息数据包定义了广告信息数据的内容组织方式，实际的打包数据，要通过本章中定义 

的传输方式，由媒介平台发送到互联网广告监管平台。 

4.2.1.2 媒介平台需要在相关互联网广告监管平台（例如：http://www.ggjc.cn）注册并获得有效的 

访问账号。具体的广告数据传输过程为：登录互联网广告监管平台、发送广告数据、获取违法广告线索。 

媒介平台应及时删除涉嫌违法广告或与涉嫌违法的广告断开链接。 

4.2.1.3 HTTP 广告数据传输方式，具体使用范围由互联网广告监管平台方确定（互联网广告监管平台 

须根据业务需要和工作的推进确定相应的使用范围）。 

4.2.1.4 媒介平台的客户端程序（以下简称客户端）是由媒介开发人员编写的，遵循 HTTP 协议通讯。 

通过访问互联网广告监管平台发布的监管服务器地址，与互联网广告监管平台进行交互。媒介平台的相 

关程序通过与互联网广告监管平台的服务程序交互完成广告数据上传和违法广告数据下载等过程。 

4.2.1.5 交互过程总是由客户端发起 HTTP 请求并得到互联网广告监管平台服务器的回复。其中，广告 

数据的上传是通过客户端发起的 HTTP 请求的 HTTP 包体来承载的。 

4.2.1.6 客户端发起的 HTTP 请求项目如下： 

a) 登录请求； 

b) 发送广告数据请求； 

c) 请求违法数据； 

d) 发送违法广告详情请求。 

4.2.1.7 互联网广告监管平台响应客户端的请求，并返回相应的请求结果。客户端需要正确处理 HTTP 

回复的状态，以决定是否需要重新传送或终止传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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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HTTP 交互 
 

4.2.1 交互方式 
 

4.2.1.1 广告信息数据包定义了广告信息数据的内容组织方式，实际的打包数据，要通过本章中定义 

的传输方式，由媒介平台发送到互联网广告监管平台。 

4.2.1.2 媒介平台需要在相关互联网广告监管平台（例如：http://www.ggjc.cn）注册并获得有效的 

访问账号。具体的广告数据传输过程为：登录互联网广告监管平台、发送广告数据、获取违法广告线索。 

媒介平台应及时删除涉嫌违法广告或与涉嫌违法的广告断开链接。 

4.2.1.3 HTTP 广告数据传输方式，具体使用范围由互联网广告监管平台方确定（互联网广告监管平台 

须根据业务需要和工作的推进确定相应的使用范围）。 

4.2.1.4 媒介平台的客户端程序（以下简称客户端）是由媒介开发人员编写的，遵循 HTTP 协议通讯。 

通过访问互联网广告监管平台发布的监管服务器地址，与互联网广告监管平台进行交互。媒介平台的相 

关程序通过与互联网广告监管平台的服务程序交互完成广告数据上传和违法广告数据下载等过程。 

4.2.1.5 交互过程总是由客户端发起 HTTP 请求并得到互联网广告监管平台服务器的回复。其中，广告 

数据的上传是通过客户端发起的 HTTP 请求的 HTTP 包体来承载的。 

4.2.1.6 客户端发起的 HTTP 请求项目如下： 

a) 登录请求； 

b) 发送广告数据请求； 

c) 请求违法数据； 

d) 发送违法广告详情请求。 

4.2.1.7 互联网广告监管平台响应客户端的请求，并返回相应的请求结果。客户端需要正确处理 HTTP 

回复的状态，以决定是否需要重新传送或终止传送过程。 

他

他

他他

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