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第三方 SDK 目录 

 

1. IOS 客户端 

 

SDK 名称 所属机构 SDK 用途 SDK 收集的个人信

息类型 

官网链接 

BaiduMapKit（百度地图） 百度 提供配送地理位

置信息服务 

个人常用设备信息、

个人位置信息 

http://lbsyun.baidu.com/index.php?title=ope

n/privacy 

 

FireBase（闪退分析） Google App 闪退监控分

析服务 

个人常用设备信息、

闪退信息 

https://firebase.google.com/products/crashly

tics 

WBOCR（身份证识别） 腾讯 提供身份证识别

验证服务 

个人身份证信息、照

片信息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ocrsale  

WBCloudReflectionFaceV

erify（人脸识别） 

腾讯 提供人脸识别服

务 

人脸面容特征信息、

照片信息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ocrsale  

STLiveness（人脸识别） 旷视 提供人脸识别服

务 

人脸面容特征信息、

照片信息 

https://megvii.com 

WechatOpenSDK（微信） 腾讯 提供用户登录、分

享、支付服务 

个人常用设备信息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doc/oplatf

orm/Mobile_App/Access_Guide/iOS.html 

WeiboSDK（微博） 新浪 分享 个人常用设备信息 https://github.com/sinaweibosdk/weibo_ios_

sdk 

TXLiteAVSDK_Professio

nal（视频直播） 

腾讯 提供视频直播服

务 

个人常用设备信息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

454/7876 

TencentOpenAPI（QQ 联

登和分享） 

腾讯 提供用户登录和

分享服务 

个人常用设备信息 https://wiki.connect.qq.com/  

IFlyMSC（语音识别） 科大讯飞 提供用户语音识

别转文字服务 

个人常用设备信息 https://www.xfyun.cn/doc/asr/voicedictation

/iOS-SDK.html 

TYRZSDK（一键登录） 中国移动 提供手机号码验

证一键登录服务 

个人常用设备信息 http://dev.10086.cn/numIdentific  

UPAPaySDK（苹果支付） 中国银联 提供 Apple Pay 支

付能力 

个人常用设备信息 https://open.unionpay.com/tjweb/index  

AlipaySDK（支付宝支付） 支付宝 提供支付宝支付

服务 

个人常用设备信息 https://open.alipay.com/platform/home.htm  

UPPaymentSDK（云闪付） 中国银联 提供云闪付支付

服务 

个人常用设备信息 https://open.unionpay.com/tjweb/index  

PassGuard（密码卫士） 微通新成 提供密码支付加

密服务 

个人常用设备信息 http://www.microdone.cn/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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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WalletSDK（QQ 钱包

支付） 

腾讯 提供QQ钱包支付

服务 

个人常用设备信息 https://qpay.qq.com/buss/guide.shtml  

 

2. Android 客户端 

 

SDK 名称 所属机构 SDK 用途 SDK 收集的个人信

息类型 

官网链接 

Passguard 

支付密码控件 

微通新成 支付密码 个人常用设备信息 

 

http://www.microdone.cn/service/post/2749/ 

腾讯直播 sdk  

liveavsdk 

腾讯 直播和视频播放

相关 

个人常用设备信息 https://cloud.tencent.com/solution/ilvb 

互动直播 SDK 

imsdk 

 

腾讯 腾讯视频 IMSDK

相关（只互动直播

使用） 

个人常用设备信息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

269 

BaiduLBS_Android 百度 百度定位 个人常用设备信息、

个人位置信息 

http://lbsyun.baidu.com/index.php?title=ope

n/privacy 

 

tbs_sdk_thirdapp 

腾讯 x5 浏览器 

腾讯 H5 页面展示时使

用 

个人常用设备信息 https://x5.tencent.com/tbs/guide/develop.ht

ml#5 

alipaySdk 

支付宝支付 

支付宝 支付 个人常用设备信息、

个人基本信息 

https://opendocs.alipay.com/open/009ypx 

wechat-sdk-android-with-

mta 

微信支付 

微信  个人常用设备信息、

个人基本信息 

https://pay.weixin.qq.com/wiki/doc/api/app/

app.php?chapter=8_1 

UPPayAssistEx 

银联闪付 

银联 支付 个人基本信息、个人

常用设备信息、个人

位置信息 

https://www.chinapay.com/ 

UPPayPluginExPro 

银联闪付 

银联 支付 个人基本信息、个人

常用设备信息、个人

位置信息 

https://www.chinapay.com/ 

meglive 

活体人脸 SDK-face++ 

旷视 活体检测，用于唯

品花开户提现的

身份认证，实名认

证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 https://faceid.com/faceid-open-doc/docs/idv

erify-android-sdkIntro.html 

wbcloud-normal 

腾讯 OCR 证卡、活体人

脸 

腾讯 腾讯 OCR 证卡、

活体人脸、用于支

付，唯品花开户提

现的身份认证，实

名认证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facerecog

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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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cloud-ocr 

腾讯 OCR 证卡 

腾讯 腾讯 OCR 证卡，

用于支付身份证

识别 

个人基本信息、个人

身份信息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

866 

wbcloud-face 

腾讯活体人脸 SDK 

腾讯 腾 讯 活 体 人 脸

SDK 

唯品花开户提现

的身份认证，实名

认证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facerecog

nition 

wechat-sdk-android-with-

mta 

微信 sdk 

微信 商品、活动分享到

朋友圈和微信好

友，微信支付 

个人常用设备信息、

个人基本信息 

https://weixin.qq.com/cgi-bin/readtemplate?l

ang=zh_CN&t=weixin_agreement&s=priva

cy 

QQ 钱包 腾讯 支付 网络身份标识信息、

个人常用设备信息、

个人财产信息 

https://vac.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