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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合作伙伴 API 升级到 3.0 版本，全新的 API 接口文档更加规范和全面，统一的参数风格和公共错误码，统一的

SDK/CLI 版本与 API 文档严格一致，给您带来简单快捷的使用体验；支持全地域就近接入让您更快连接腾讯云产

品。

欢迎使用腾讯云渠道合作伙伴 API 服务。 本文档提供的 API 可供渠道合作伙伴使用请求调用的方式来管理客户。

API 文档
简介
最近更新时间：2018-09-20 20: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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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信息相关接口

接口名称 接口功能

DescribeAgentBills 查询业务明细

DescribeRebateInfos 查询代理商返佣信息

客户操作相关接口

接口名称 接口功能

AgentTransferMoney 给客户转账

AuditApplyClient 审核客户

DescribeAgentAuditedClients 查询已审核客户列表

DescribeAgentClients 查询待审核客户列表

DescribeClientBalance 查询客户余额

ModifyClientRemark 修改客户备注

订单操作相关接口

接口名称 接口功能

AgentPayDeals 支付订单（合作伙伴使用）

API 概览
最近更新时间：2018-09-20 20: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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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务地址

API 支持就近地域接入，本产品就近地域接入域名为 partners.tencentcloudapi.com ，也支持指定地域域名访问，

例如广州地域的域名为 partners.ap-guangzhou.tencentcloudapi.com 。

推荐使用就近地域接入域名。根据调用接口时客户端所在位置，会自动解析到最近的某个具体地域的服务器。例如

在广州发起请求，会自动解析到广州的服务器，效果和指定 partners.ap-guangzhou.tencentcloudapi.com 是一

致的。

目前支持的域名列表为：

接入地域 域名

就近地域接入（推荐，只支持非金融区） partners.tencentcloudapi.com

华南地区(广州) partners.ap-guangzhou.tencentcloudapi.com

华东地区(上海) partners.ap-shanghai.tencentcloudapi.com

华北地区(北京) partners.ap-beijing.tencentcloudapi.com

西南地区(成都) partners.ap-chengdu.tencentcloudapi.com

西南地区(重庆) partners.ap-chongqing.tencentcloudapi.com

东南亚地区(首尔) partners.ap-seoul.tencentcloudapi.com

东南亚地区(新加坡) partners.ap-singapore.tencentcloudapi.com

亚太地区(孟买) partners.ap-mumbai.tencentcloudapi.com

美国西部(硅谷) partners.na-siliconvalley.tencentcloudapi.com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 partners.na-ashburn.tencentcloudapi.com

注意：由于金融区和非金融区是隔离不互通的，因此当访问金融区服务时（公共参数 Region 为金融区地域），需

要同时指定带金融区地域的域名，最好和 Region 的地域保持一致。

调用方式
请求结构
最近更新时间：2018-09-20 20:37:0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4/2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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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区接入地域 金融区域名

华东地区(上海金融) partners.ap-shanghai-fsi.tencentcloudapi.com

华南地区(深圳金融) partners.ap-shenzhen-fsi.tencentcloudapi.com

2. 通信协议

腾讯云 API 的所有接口均通过 HTTPS 进行通信，提供高安全性的通信通道。

3. 请求方法

支持 POST 和 GET 请求。 POST 请求目前仅支持 Content-Type 类型为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

4. 字符编码

均使用UTF-8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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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参数是用于标识用户和接口鉴权目的的参数，如非必要，在每个接口单独的接口文档中不再对这些参数进行说

明，但每次请求均需要携带这些参数，才能正常发起请求。

参数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具体操作的指令接口名称，例如想要调用云服务器的查询实例列表
接口，则 Action 参数即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String 是 地域参数，用来标识希望操作哪个地域的数据。

Timestamp Integer 是
当前 UNIX 时间戳，可记录发起 API 请求的时间。例如
1529223702，如果与当前时间相差过大，会引起签名过期错误。

Nonce Integer 是 随机正整数，与 Timestamp 联合起来，用于防止重放攻击。

SecretId String 是
在云API密钥上申请的标识身份的 SecretId，一个 SecretId 对应唯
一的 SecretKey ，而 SecretKey 会用来生成请求签名
Signature。

Signature String 是
请求签名，用来验证此次请求的合法性，需要用户根据实际的输入
参数计算得出。具体计算方法参见接口鉴权文档。

Version String 是 API 的版本。例如 2017-03-12

SignatureMethod String 否
签名方式，目前支持 HmacSHA256 和 HmacSHA1 。只有指定此
参数为 HmacSHA256 时，才使用 HmacSHA256 算法验证签
名，其他情况均使用 HmacSHA1 验证签名。

Token String 否
临时证书所用的 Token ，需要结合临时密钥一起使用。临时密钥
和 Token 需要到访问管理服务调用接口获取。长期密钥不需要
Token 。

假设用户想要查询广州地域的云服务器实例列表，则其请求链接的形式可能如下:

https://cvm.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Instances 
&SecretId=xxxxxxx 
&Region=ap-guangzhou 
&Timestamp=1402992826 
&Nonce=345122 
&Signature=xxxxxxxx 
&Version=2017-03-12 

公共参数
最近更新时间：2018-09-20 20:37:0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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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 API 会对每个访问请求进行身份验证，即每个请求都需要在公共请求参数中包含签名信息（Signature）以验

证请求者身份。 签名信息由安全凭证生成，安全凭证包括 SecretId 和 SecretKey；若用户还没有安全凭证，请前往

云API密钥页面申请，否则无法调用云API接口。

1. 申请安全凭证

在第一次使用云API之前，请前往云API密钥页面申请安全凭证。 安全凭证包括 SecretId 和 SecretKey：

SecretId 用于标识 API 调用者身份 SecretKey 用于加密签名字符串和服务器端验证签名字符串的密钥。 用户

必须严格保管安全凭证，避免泄露。

申请安全凭证的具体步骤如下：

1) 登录腾讯云管理中心控制台。

2) 前往云API密钥的控制台页面

3) 在云API密钥页面，点击【新建】即可以创建一对SecretId/SecretKey

开发商帐号最多可以拥有两对SecretId / SecretKey。 

2. 生成签名串

有了安全凭证SecretId 和 SecretKey后，就可以生成签名串了。以下是生成签名串的详细过程：

假设用户的 SecretId 和 SecretKey 分别是：

SecretId: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EXAMPLE SecretKey: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EXAMPLE

注意：这里只是示例，请请根据用户实际申请的SecretId和SecretKey进行后续操作！

接口鉴权
最近更新时间：2018-09-20 20:37:0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pi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pi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pi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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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云服务器查看实例列表(DescribeInstances)请求为例，当用户调用这一接口时，其请求参数可能如下:

参数名称 中文 参数值

Action 方法名 DescribeInstances

SecretId 密钥Id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EXAMPLE

Timestamp 当前时间戳 1465185768

Nonce 随机正整数 11886

Region 实例所在区域 ap-guangzhou

InstanceIds.0 待查询的实例ID ins-09dx96dg

Offset 偏移量 0

Limit 最大允许输出 20

Version 接口版本号 2017-03-12

2.1. 对参数排序

首先对所有请求参数按参数名的字典序（ ASCII 码）升序排序。注意：1）只按参数名进行排序，参数值保持对应即

可，不参与比大小；2）按 ASCII 码比大小，如 InstanceIds.2 要排在 InstanceIds.12 后面，不是按字母表，也不是

按数值。用户可以借助编程语言中的相关排序函数来实现这一功能，如 php 中的 ksort 函数。上述示例参数的排序

结果如下:

{ 
'Action' : 'DescribeInstances', 
'InstanceIds.0' : 'ins-09dx96dg', 
'Limit' : 20, 
'Nonce' : 11886, 
'Offset' : 0, 
'Region' : 'ap-guangzhou', 
'SecretId' :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EXAMPLE', 
'Timestamp' : 1465185768, 
'Version': '2017-03-12', 
}

使用其它程序设计语言开发时，可对上面示例中的参数进行排序，得到的结果一致即可。

2.2. 拼接请求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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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步骤生成请求字符串。 将把上一步排序好的请求参数格式化成“参数名称”=“参数值”的形式，如对 Action 参数，

其参数名称为 "Action" ，参数值为 "DescribeInstances" ，因此格式化后就为 Action=DescribeInstances 。 注

意：“参数值”为原始值而非url编码后的值。

然后将格式化后的各个参数用"&"拼接在一起，最终生成的请求字符串为:

Action=DescribeInstances&InstanceIds.0=ins-09dx96dg&Limit=20&Nonce=11886&Offset=0&Region
=ap-guangzhou&SecretId=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EXAMPLE&Timestamp=1465185768
&Version=2017-03-12

2.3. 拼接签名原文字符串

此步骤生成签名原文字符串。 签名原文字符串由以下几个参数构成:

1) 请求方法: 支持 POST 和 GET 方式，这里使用 GET 请求，注意方法为全大写。 2) 请求主机:查看实例列表

(DescribeInstances)的请求域名为：cvm.tencentcloudapi.com。实际的请求域名根据接口所属模块的不同而不

同，详见各接口说明。 3) 请求路径: 当前版本云API的请求路径固定为 / 。 4) 请求字符串: 即上一步生成的请求字符

串。

签名原文串的拼接规则为:

请求方法 + 请求主机 +请求路径 + ? + 请求字符串

示例的拼接结果为：

GETcvm.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Instances&InstanceIds.0=ins-09dx96dg&Limit=20&N
once=11886&Offset=0&Region=ap-guangzhou&SecretId=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EXA
MPLE&Timestamp=1465185768&Version=2017-03-12

2.4. 生成签名串

此步骤生成签名串。 首先使用 HMAC-SHA1 算法对上一步中获得的签名原文字符串进行签名，然后将生成的签名

串使用 Base64 进行编码，即可获得最终的签名串。

具体代码如下，以 PHP 语言为例:

$secretKey =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EXAMPLE'; 
$srcStr = 'GETcvm.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Instances&InstanceIds.0=ins-09dx96dg&Li
mit=20&Nonce=11886&Offset=0&Region=ap-guangzhou&SecretId=AKIDz8krbsJ5yKBZQpn74WFk
mLPx3EXAMPLE&Timestamp=1465185768&Version=2017-03-12'; 
$signStr = base64_encode(hash_hmac('sha1', $srcStr, $secretKey, true)); 
echo $sign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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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得到的签名串为:

EliP9YW3pW28FpsEdkXt/+WcGeI=

使用其它程序设计语言开发时，可用上面示例中的原文进行签名验证，得到的签名串与例子中的一致即可。

3. 签名串编码

生成的签名串并不能直接作为请求参数，需要对其进行 URL 编码。 注意：如果用户的请求方法是 GET，或者请求

方法为 POST 同时 Content-Type 为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则对所有请求参数值均需要做

URL 编码。非 ASCII 字符在 URL 编码前需要先以 UTF-8 进行编码。 如上一步生成的签名串为

EliP9YW3pW28FpsEdkXt/+WcGeI= ，最终得到的签名串请求参数(Signature)为：

EliP9YW3pW28FpsEdkXt/+WcGeI= ，它将用于生成最终的请求URL。

注意：有些编程语言的 http 库会自动为所有参数进行 urlencode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需要对签名串进行 URL 编

码了，否则两次 URL 编码会导致签名失败。

4. 鉴权失败

根据实际情况，存在以下鉴权失败的错误码，请根据实际情况处理

错误代码 错误描述

AuthFailure.SignatureExpire 签名过期

AuthFailure.UnauthorizedOperation 请求未 CAM 授权

AuthFailure.SecretIdNotFound 密钥不存在

AuthFailure.SignatureFailure 签名错误

AuthFailure.TokenFailure token 错误

AuthFailure.MFAFailure MFA 错误

AuthFailure.InvalidSecretId 密钥非法（不是云 API 密钥类型）

5. 签名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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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调用 API 3.0 时，推荐使用配套的腾讯云 SDK 3.0 ，SDK 封装了签名的过程，开发时只关注产品提供的具体

接口即可。详细信息参见 SDK 中心。当前支持的编程语言有：

Python

Java

PHP

Go

JavaScript

.NET

为了更清楚的解释签名过程，下面以实际编程语言为例，将上述的签名过程具体实现。请求的域名、调用的接口和

参数的取值都以上述签名过程为准，代码只为解释签名过程，并不具备通用性，实际开发请尽量使用 SDK 。

最终输出的 url 可能为：  https://cvm.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Instances&InstanceIds.0=ins-

09dx96dg&Limit=20&Nonce=11886&Offset=0&Region=ap-

guangzhou&SecretId=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EXAMPLE&Signature=EliP9YW3pW28FpsEdkXt

/+WcGeI=&Timestamp=1465185768&Version=2017-03-12 

注意：由于示例中的密钥是虚构的，时间戳也不是系统当前时间，因此如果将此 url 在浏览器中打开或者用 curl 等

命令调用时会返回鉴权错误：签名过期。为了得到一个可以正常返回的 url ，需要修改示例中的 SecretId 和

SecretKey 为真实的密钥，并使用系统当前时间戳作为 Timestamp 。

注意：在下面的示例中，不同编程语言，甚至同一语言每次执行得到的 url 可能都有所不同，表现为参数的顺序不

同，但这并不影响正确性。只要所有参数都在，且签名计算正确即可。

注意：以下代码仅适用于 API 3.0，不能直接用于其他的签名流程，即使是旧版的 API ，由于存在细节差异也会导致

签名计算错误，请以对应的实际文档为准。

Java

import java.io.UnsupportedEncodingException; 
import java.net.URLEncoder; 
import java.util.Random; 
import java.util.TreeMap; 
import javax.crypto.Mac; 
import javax.crypto.spec.SecretKeySpec; 
import javax.xml.bind.DatatypeConverter; 
 
public class TencentCloudAPIDemo {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CHARSET = "UTF-8"; 
 
public static String sign(String s, String key, String method) throws Exception { 
Mac mac = Mac.getInstance(method); 
SecretKeySpec secretKeySpec = new SecretKeySpec(key.getBytes(CHARSET), mac.getAlgorith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sdk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python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java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php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go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nodejs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do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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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init(secretKeySpec); 
byte[] hash = mac.doFinal(s.getBytes(CHARSET)); 
return DatatypeConverter.printBase64Binary(hash); 
} 
 
public static String getStringToSign(TreeMap<String, Object> params) { 
StringBuilder s2s = new StringBuilder("GETcvm.tencentcloudapi.com/?"); 
// 签名时要求对参数进行字典排序，此处用TreeMap保证顺序 
for (String k : params.keySet()) { 
s2s.append(k).append("=").append(params.get(k).toString()).append("&"); 
} 
return s2s.toString().substring(0, s2s.length() - 1); 
} 
 
public static String getUrl(TreeMap<String, Object> params) throws UnsupportedEncodingException
{ 
StringBuilder url = new StringBuilder("https://cvm.tencentcloudapi.com/?"); 
// 实际请求的url中对参数顺序没有要求 
for (String k : params.keySet()) { 
// 需要对请求串进行urlencode，由于key都是英文字母，故此处仅对其value进行urlencode 
url.append(k).append("=").append(URLEncoder.encode(params.get(k).toString(), CHARSET)).append
("&"); 
} 
return url.toString().substring(0, url.length() - 1);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Exception { 
TreeMap<String, Object> params = new TreeMap<String, Object>(); // TreeMap可以自动排序 
// 实际调用时应当使用随机数，例如：params.put("Nonce", new Random().nextInt(java.lang.Integer.MA
X_VALUE)); 
params.put("Nonce", 11886); // 公共参数 
// 实际调用时应当使用系统当前时间，例如： params.put("Timestamp", System.currentTimeMillis() / 100
0); 
params.put("Timestamp", 1465185768); // 公共参数 
params.put("SecretId",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EXAMPLE"); // 公共参数 
params.put("Action", "DescribeInstances"); // 公共参数 
params.put("Version", "2017-03-12"); // 公共参数 
params.put("Region", "ap-guangzhou"); // 公共参数 
params.put("Limit", 20); // 业务参数 
params.put("Offset", 0); // 业务参数 
params.put("InstanceIds.0", "ins-09dx96dg"); // 业务参数 
params.put("Signature", sign(getStringToSign(params),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EXAMPLE",
"HmacSHA1")); // 公共参数 
System.out.println(getUrl(params)); 



API 文档 产品文档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6 共83页

} 
}

Python

注意：如果是在 Python 2 环境中运行，需要先安装 requests 依赖包：  pip install requests  。

# -*- coding: utf8 -*- 
import base64 
import hashlib 
import hmac 
import time 
 
import requests 
 
secret_id =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EXAMPLE" 
secret_key =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EXAMPLE" 
 
def get_string_to_sign(method, endpoint, params): 
s = method + endpoint + "/?" 
query_str = "&".join("%s=%s" % (k, data[k]) for k in sorted(data)) 
return s + query_str 
 
def sign_str(key, s, method): 
hmac_str = hmac.new(key.encode("utf8"), s.encode("utf8"), method).digest() 
return base64.b64encode(hmac_str) 
 
if __name__ == '__main__': 
endpoint = "cvm.tencentcloudapi.com" 
data = { 
'Action' : 'DescribeInstances', 
'InstanceIds.0' : 'ins-09dx96dg', 
'Limit' : 20, 
'Nonce' : 11886, 
'Offset' : 0, 
'Region' : 'ap-guangzhou', 
'SecretId' : secret_id, 
'Timestamp' : 1465185768, # int(time.time()) 
'Version': '2017-03-12' 
} 
s = get_string_to_sign("GET", endpoint, data) 
data["Signature"] = sign_str(secret_key, s, hashlib.sha1) 
print(data["Signature"]) 
# 此处会实际调用，成功后可能产生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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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 = requests.get("https://" + endpoint, params=data) 
# print(resp.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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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返回结果

以云服务器的接口查看实例状态列表 (DescribeInstancesStatus) 2017-03-12 版本为例，若调用成功，其可能的返

回如下为：

{ 
"Response": { 
"TotalCount": 0, 
"InstanceStatusSet": [], 
"RequestId": "b5b41468-520d-4192-b42f-595cc34b6c1c" 
} 
}

Response 及其内部的 RequestId 是固定的字段，无论请求成功与否，只要 API 处理了，则必定会返回。

RequestId 用于一个 API 请求的唯一标识，如果 API 出现异常，可以联系我们，并提供该 ID 来解决问题。

除了固定的字段外，其余均为具体接口定义的字段，不同的接口所返回的字段参见接口文档中的定义。此例中的

TotalCount 和 InstanceStatusSet 均为 DescribeInstancesStatus 接口定义的字段，由于调用请求的用户暂时还

没有云服务器实例，因此 TotalCount 在此情况下的返回值为 0， InstanceStatusSet 列表为空。

错误返回结果

若调用失败，其返回值示例如下为：

{ 
"Response": { 
"Error": { 
"Code": "AuthFailure.SignatureFailure", 
"Message": "The provided credentials could not be validated. Please check your signature is correct." 
}, 
"RequestId": "ed93f3cb-f35e-473f-b9f3-0d451b8b79c6" 
} 
}

Error 的出现代表着该请求调用失败。Error 字段连同其内部的 Code 和 Message 字段在调用失败时是必定返回

的。

返回结果
最近更新时间：2018-09-20 20:3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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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表示具体出错的错误码，当请求出错时可以先根据该错误码在公共错误码和当前接口对应的错误码列表里

面查找对应原因和解决方案。

Message 显示出了这个错误发生的具体原因，随着业务发展或体验优化，此文本可能会经常保持变更或更新，用

户不应依赖这个返回值。

RequestId 用于一个 API 请求的唯一标识，如果 API 出现异常，可以联系我们，并提供该 ID 来解决问题。

公共错误码

返回结果中如果存在 Error 字段，则表示调用 API 接口失败。 Error 中的 Code 字段表示错误码，所有业务都可能

出现的错误码为公共错误码，下表列出了公共错误码。

错误代码 错误描述

AuthFailure.InvalidSecretId 密钥非法（不是云API密钥类型）

AuthFailure.MFAFailure MFA错误

AuthFailure.SecretIdNotFound 密钥不存在

AuthFailure.SignatureExpire 签名过期

AuthFailure.SignatureFailure 签名错误

AuthFailure.TokenFailure token错误

AuthFailure.UnauthorizedOperation 请求未CAM授权

DryRunOperation DryRun操作，代表请求将会是成功的，只是多传了DryRun参数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Action 接口不存在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LimitExceeded 超过配额限制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NoSuchVersion 接口版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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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代码 错误描述

RequestLimitExceeded 请求的次数超过了频率限制

ResourceInUse 资源被占用

ResourceInsufficient 资源不足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ResourceUnavailable 资源不可用

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UnknownParameter 未知参数错误

UnsupportedOperation 操作不支持

UnsupportedProtocol http(s)请求协议错误，只支持GET和POST请求

UnsupportedRegion 接口不支持所传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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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18-09-20 11:03:04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AgentTransferMoney

DescribeClientBalance

第 3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18-08-23 22:20:08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AgentPayDeals

DescribeAgentAuditedClients

修改接口：

DescribeAgentBills

修改入参：SettleMonth

新增数据结构：

AgentAuditedClient

第 2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18-05-24 17:08:50

更新历史
最近更新时间：2018-09-20 20:3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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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修改数据结构：

AgentBillElem

新增成员：PayerMode

第 1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18-04-24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AuditApplyClient

DescribeAgentBills

DescribeAgentClients

DescribeRebateInfos

ModifyClientRemark

新增数据结构：

AgentBillElem

AgentClientElem

RebateInfoE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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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口描述

接口请求域名： partners.tencentcloudapi.com 。

代理商可查询自己及名下代客所有业务明细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每秒。

2.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和部分公共参数，完整公共参数列表见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类型 描述

Act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DescribeAgentBill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8-03-21

Region 否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不需要传递此参数。

SettleMonth 是 String 支付月份，如2018-02

ClientUin 否 String 客户账号ID

PayMode 否 String 支付方式，prepay/postpay

OrderId 否 String 预付费订单号

ClientRemark 否 String 客户备注名称

Offset 否 Integer 偏移量

Limit 否 Integer 限制数目

3. 输出参数

业务信息相关接口
查询业务明细
最近更新时间：2018-09-20 20: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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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TotalCount Integer 符合查询条件列表总数量

AgentBillSet
Array of
AgentBillElem

业务明细列表

RequestId String
唯一请求ID，每次请求都会返回。定位问题时需要提供该次请求的
RequestId。

4. 示例

示例1 查询代理商指定月份业务明细

输入示例

https://partners.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AgentBills 
&SettleMonth=2018-02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AgentBillSet": [ 
{ 
"Amt": "19200", 
"ClientRemark": "", 
"ClientUin": "33333", 
"GoodsType": "云服务器", 
"OrderId": "20180201112843", 
"PayMode": "prepay", 
"PayTime": "2018-02-01 02:51:02", 
"SettleMonth": "2018-02", 
"Uin": "11111" 
} 
], 
"RequestId": "3c140219-cfe9-470e-b241-907877d6fb03", 
"TotalCount":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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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开发者资源

API Explorer

该工具提供了在线调用、签名验证、 SDK 代码生成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力，能显著降低使用云 API 的难度，推荐

使用。

API 3.0 Explorer

SDK

云 API 3.0 提供了配套的开发工具集（ SDK ），支持多种编程语言，能更方便的调用 API 。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Python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Java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PHP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Go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odeJS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ET

命令行工具

Tencent Cloud CLI 3.0

6. 错误码

以下仅列出了接口业务逻辑相关的错误码，其他错误码详见公共错误码。

错误码 描述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pi/explorer?Product=partners&Version=2018-03-21&Action=DescribeAgentBills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python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java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php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go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nodejs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dotne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40/6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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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口描述

接口请求域名： partners.tencentcloudapi.com 。

代理商可查询自己名下全部返佣信息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每秒。

2.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和部分公共参数，完整公共参数列表见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类型 描述

Act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DescribeRebateInfo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8-03-21

Region 否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不需要传递此参数。

RebateMonth 否 String 返佣月份，如2018-02

Offset 否 Integer 偏移量

Limit 否 Integer 限制数目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bateInfoSet
Array of
RebateInfoElem

返佣信息列表

TotalCount Integer 符合查询条件返佣信息数目

RequestId String
唯一请求ID，每次请求都会返回。定位问题时需要提供该次请求
的RequestId。

查询代理商返佣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18-09-20 20: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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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示例

示例1 查询代理商指定月份返佣信息

输入示例

https://partners.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RebateInfos 
&RebateMonth=2018-02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bateInfoSet": [ 
{ 
"Amt": 2682133, 
"ExceptionFlag": "NORMAL", 
"MonthSales": "4873578", 
"QuarterSales": "10756003", 
"RebateMonth": "2018-02", 
"Uin": "111111" 
} 
], 
"RequestId": "3c140219-cfe9-470e-b241-907877d6fb03", 
"TotalCount": "8" 
} 
}

5. 开发者资源

API Explorer

该工具提供了在线调用、签名验证、 SDK 代码生成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力，能显著降低使用云 API 的难度，推荐

使用。

API 3.0 Explorer

SDK

云 API 3.0 提供了配套的开发工具集（ SDK ），支持多种编程语言，能更方便的调用 API 。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Python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pi/explorer?Product=partners&Version=2018-03-21&Action=DescribeRebateInfos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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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Java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PHP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Go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odeJS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ET

命令行工具

Tencent Cloud CLI 3.0

6. 错误码

以下仅列出了接口业务逻辑相关的错误码，其他错误码详见公共错误码。

错误码 描述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java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php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go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nodejs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dotne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40/6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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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口描述

接口请求域名： partners.tencentcloudapi.com 。

为合作伙伴提供转账给客户能力。仅支持合作伙伴为自己名下客户转账。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每秒。

2.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和部分公共参数，完整公共参数列表见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类型 描述

Act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AgentTransferMoney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8-03-21

Region 否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不需要传递此参数。

ClientUin 是 String 客户账号ID

Amount 是 Integer 转账金额，单位分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唯一请求ID，每次请求都会返回。定位问题时需要提供该次请求的RequestId。

4. 示例

示例1 给客户转账

客户操作相关接口
给客户转账
最近更新时间：2018-09-20 20:3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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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示例

https://partners.tencentcloudapi.com/?Action=AgentTransferMoney 
&ClientUin=125****938 
&Amount=100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eeedc7d9-2310-4b77-bd3e-23f077e44b7d" 
} 
}

5. 开发者资源

API Explorer

该工具提供了在线调用、签名验证、 SDK 代码生成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力，能显著降低使用云 API 的难度，推荐

使用。

API 3.0 Explorer

SDK

云 API 3.0 提供了配套的开发工具集（ SDK ），支持多种编程语言，能更方便的调用 API 。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Python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Java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PHP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Go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odeJS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ET

命令行工具

Tencent Cloud CLI 3.0

6. 错误码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pi/explorer?Product=partners&Version=2018-03-21&Action=AgentTransferMoney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python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java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php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go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nodejs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dotne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40/6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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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仅列出了接口业务逻辑相关的错误码，其他错误码详见公共错误码。

错误码 描述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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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口描述

接口请求域名： partners.tencentcloudapi.com 。

代理商可以审核其名下申请中代客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每秒。

2.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和部分公共参数，完整公共参数列表见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类型 描述

Act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AuditApplyClient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8-03-21

Region 否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不需要传递此参数。

ClientUin 是 String 待审核客户账号ID

AuditResult 是 String 审核结果，可能的取值：accept/reject

Note 是 String 申请理由，B类客户审核通过时必须填写申请理由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Uin String 代理商账号ID

ClientUin String 客户账号ID

AuditResult String 审核结果，包括accept/reject/qcloudaudit（腾讯云审核）

AgentTime Integer 关联时间对应的时间戳

审核客户
最近更新时间：2018-09-20 20:3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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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唯一请求ID，每次请求都会返回。定位问题时需要提供该次请求的RequestId。

4. 示例

示例1 审核通过某客户

输入示例

https://partners.tencentcloudapi.com/?Action=AuditApplyClient 
&ClientUin=123456 
&AuditResult=accept 
&Note=reason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AuditResult": "qcloudaudit", 
"ClientUin": "22222222", 
"RequestId": "3c140219-cfe9-470e-b241-907877d6fb03", 
"Uin": "1111111" 
} 
}

5. 开发者资源

API Explorer

该工具提供了在线调用、签名验证、 SDK 代码生成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力，能显著降低使用云 API 的难度，推荐

使用。

API 3.0 Explorer

SDK

云 API 3.0 提供了配套的开发工具集（ SDK ），支持多种编程语言，能更方便的调用 API 。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Python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pi/explorer?Product=partners&Version=2018-03-21&Action=AuditApplyClient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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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Java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PHP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Go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odeJS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ET

命令行工具

Tencent Cloud CLI 3.0

6. 错误码

以下仅列出了接口业务逻辑相关的错误码，其他错误码详见公共错误码。

错误码 描述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java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php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go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nodejs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dotne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40/6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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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口描述

接口请求域名： partners.tencentcloudapi.com 。

查询已审核客户列表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每秒。

2.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和部分公共参数，完整公共参数列表见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类型 描述

Act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DescribeAgentAuditedClient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8-03-21

Region 否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不需要传递此参数。

ClientUin 否 String 客户账号ID

ClientName 否 String
客户名称。由于涉及隐私，名称打码显示，故名称仅支持打码后
的模糊搜索

ClientFlag 否 String 客户类型，a/b，类型定义参考代理商相关政策文档

OrderDirection 否 String ASC/DESC， 不区分大小写，按审核通过时间排序

ClientUins.N 否
Array of
String

客户账号ID列表

HasOverdueBill 否 Integer 是否欠费。0：不欠费；1：欠费

ClientRemark 否 String 客户备注

Offset 否 Integer 偏移量

Limit 否 Integer 限制数目

查询已审核客户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18-09-20 20:3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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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AgentClientSet
Array of
AgentAuditedClient

已审核代客列表

TotalCount Integer 符合条件的代客总数

RequestId String
唯一请求ID，每次请求都会返回。定位问题时需要提供该次请
求的RequestId。

4. 示例

示例1 获取已审核客户列表

输入示例

https://partners.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AgentAuditedClients 
&Offset=0 
&Limit=1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AgentClientSet": [ 
{ 
"AgentTime": "1496118824", 
"AppId": "0", 
"AuthType": "0", 
"ClientFlag": "", 
"ClientName": "**富", 
"ClientRemark": "xxx", 
"ClientUin": "22222", 
"HasOverdueBill": 0, 
"LastMonthAmt": "156", 
"ThisMonthAmt": 0, 
"Uin": "32866694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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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 "3c140219-cfe9-470e-b241-907877d6fb03", 
"TotalCount": "1" 
} 
}

5. 开发者资源

API Explorer

该工具提供了在线调用、签名验证、 SDK 代码生成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力，能显著降低使用云 API 的难度，推荐

使用。

API 3.0 Explorer

SDK

云 API 3.0 提供了配套的开发工具集（ SDK ），支持多种编程语言，能更方便的调用 API 。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Python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Java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PHP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Go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odeJS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ET

命令行工具

Tencent Cloud CLI 3.0

6. 错误码

以下仅列出了接口业务逻辑相关的错误码，其他错误码详见公共错误码。

错误码 描述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pi/explorer?Product=partners&Version=2018-03-21&Action=DescribeAgentAuditedClients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python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java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php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go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nodejs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dotne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40/6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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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口描述

接口请求域名： partners.tencentcloudapi.com 。

代理商可查询自己名下待审核客户列表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每秒。

2.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和部分公共参数，完整公共参数列表见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类型 描述

Act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DescribeAgentClient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8-03-21

Region 否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不需要传递此参数。

ClientUin 否 String 客户账号ID

ClientName 否 String
客户名称。由于涉及隐私，名称打码显示，故名称仅支持打码后的模
糊搜索

ClientFlag 否 String 客户类型，a/b，类型定义参考代理商相关政策文档

OrderDirection 否 String ASC/DESC， 不区分大小写，按申请时间排序

Offset 否 Integer 偏移量

Limit 否 Integer 限制数目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查询待审核客户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18-09-20 20:3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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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AgentClientSet
Array of
AgentClientElem

待审核代客列表

TotalCount Integer 符合条件的代客总数

RequestId String
唯一请求ID，每次请求都会返回。定位问题时需要提供该次请求
的RequestId。

4. 示例

示例1 成功示例

输入示例

https://partners.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AgentClients 
&Offset=0 
&Limit=1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AgentClientSet": [ 
{ 
"ApplyTime": "1487487666", 
"ClientFlag": "", 
"ClientUin": "100123456", 
"HasOverdueBill": 0, 
"Mail": null, 
"Phone": "132****0769", 
"Uin": "100654321" 
} 
], 
"RequestId": "3c140219-cfe9-470e-b241-907877d6fb03", 
"TotalCount": "20" 
} 
}

示例2 失败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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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示例

https://partners.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AgentClients 
&Offset=0 
&Limit=z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Error": { 
"Code": "InvalidParameter", 
"Message": "Limit:z is not int!" 
}, 
"RequestId": "3c140219-cfe9-470e-b241-907877d6fb03" 
} 
}

5. 开发者资源

API Explorer

该工具提供了在线调用、签名验证、 SDK 代码生成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力，能显著降低使用云 API 的难度，推荐

使用。

API 3.0 Explorer

SDK

云 API 3.0 提供了配套的开发工具集（ SDK ），支持多种编程语言，能更方便的调用 API 。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Python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Java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PHP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Go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odeJS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ET

命令行工具

Tencent Cloud CLI 3.0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pi/explorer?Product=partners&Version=2018-03-21&Action=DescribeAgentClients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python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java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php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go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nodejs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dotne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40/6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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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错误码

以下仅列出了接口业务逻辑相关的错误码，其他错误码详见公共错误码。

错误码 描述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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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口描述

接口请求域名： partners.tencentcloudapi.com 。

为合作伙伴提供查询客户余额能力。调用者必须是合作伙伴，只能查询自己名下客户余额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每秒。

2.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和部分公共参数，完整公共参数列表见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类型 描述

Act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DescribeClientBalance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8-03-21

Region 否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不需要传递此参数。

ClientUin 是 String 客户(代客)账号ID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Balance Integer 账户余额，单位分

RequestId String 唯一请求ID，每次请求都会返回。定位问题时需要提供该次请求的RequestId。

4. 示例

示例1 查询客户余额

输入示例

查询客户余额
最近更新时间：2018-09-20 20:3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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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artners.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ClientBalance 
&ClientUin=125****938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Balance": 40, 
"RequestId": "eeedc7d9-2310-4b77-bd3e-23f077e44b7d" 
} 
}

5. 开发者资源

API Explorer

该工具提供了在线调用、签名验证、 SDK 代码生成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力，能显著降低使用云 API 的难度，推荐

使用。

API 3.0 Explorer

SDK

云 API 3.0 提供了配套的开发工具集（ SDK ），支持多种编程语言，能更方便的调用 API 。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Python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Java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PHP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Go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odeJS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ET

命令行工具

Tencent Cloud CLI 3.0

6. 错误码

以下仅列出了接口业务逻辑相关的错误码，其他错误码详见公共错误码。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pi/explorer?Product=partners&Version=2018-03-21&Action=DescribeClientBalance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python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java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php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go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nodejs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dotne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40/6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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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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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口描述

接口请求域名： partners.tencentcloudapi.com 。

代理商可以对名下客户添加备注、修改备注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每秒。

2.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和部分公共参数，完整公共参数列表见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类型 描述

Act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ModifyClientRemark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8-03-21

Region 否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不需要传递此参数。

ClientRemark 是 String 客户备注名称

ClientUin 是 String 客户账号ID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唯一请求ID，每次请求都会返回。定位问题时需要提供该次请求的RequestId。

4. 示例

示例1 修改客户备注名称为xxx

输入示例

修改客户备注
最近更新时间：2018-09-20 20: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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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artners.tencentcloudapi.com/?Action=ModifyClientRemark 
&ClientUin=123456789 
&ClientRemark=xxx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3c140219-cfe9-470e-b241-907877d6fb03" 
} 
}

5. 开发者资源

API Explorer

该工具提供了在线调用、签名验证、 SDK 代码生成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力，能显著降低使用云 API 的难度，推荐

使用。

API 3.0 Explorer

SDK

云 API 3.0 提供了配套的开发工具集（ SDK ），支持多种编程语言，能更方便的调用 API 。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Python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Java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PHP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Go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odeJS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ET

命令行工具

Tencent Cloud CLI 3.0

6. 错误码

以下仅列出了接口业务逻辑相关的错误码，其他错误码详见公共错误码。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pi/explorer?Product=partners&Version=2018-03-21&Action=ModifyClientRemark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python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java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php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go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nodejs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dotne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40/6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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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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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口描述

接口请求域名： partners.tencentcloudapi.com 。

代理商支付订单接口，支持自付/代付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每秒。

2.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和部分公共参数，完整公共参数列表见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类型 描述

Act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AgentPayDeal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8-03-21

Region 否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不需要传递此参数。

OwnerUin 是 String 订单所有者uin

AgentPay 是 Integer 代付标志，1：代付；0：自付

DealNames.N 是 Array of String 订单号数组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唯一请求ID，每次请求都会返回。定位问题时需要提供该次请求的RequestId。

4. 示例

订单操作相关接口
支付订单（合作伙伴使用）
最近更新时间：2018-09-20 20:3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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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1 支付订单

输入示例

https://partners.tencentcloudapi.com/?Action=AgentPayDeals 
&OwnerUin=123456 
&AgentPay=1 
&DealNames.0=20180204123456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3c140219-cfe9-470e-b241-907877d6fb03" 
} 
}

5. 开发者资源

API Explorer

该工具提供了在线调用、签名验证、 SDK 代码生成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力，能显著降低使用云 API 的难度，推荐

使用。

API 3.0 Explorer

SDK

云 API 3.0 提供了配套的开发工具集（ SDK ），支持多种编程语言，能更方便的调用 API 。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Python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Java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PHP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Go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odeJS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ET

命令行工具

Tencent Cloud CLI 3.0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pi/explorer?Product=partners&Version=2018-03-21&Action=AgentPayDeals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python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java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php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go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nodejs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sdk-dotne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40/6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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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错误码

以下仅列出了接口业务逻辑相关的错误码，其他错误码详见公共错误码。

错误码 描述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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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AuditedClient

已审核代客信息

被如下接口引用： DescribeAgentAuditedClients.

名称 类型 描述

Uin String 代理商账号ID

ClientUin String 代客账号ID

AgentTime String 代客审核通过时间戳

ClientFlag String 代客类型，可能值为a/b/c

ClientRemark String 代客备注

ClientName String 代客名称（首选实名认证名称）

AuthType String 认证类型, 0：个人，1：企业；其他：未认证

AppId String 代客APPID

LastMonthAmt Integer 上月消费金额

ThisMonthAmt Integer 本月消费金额

HasOverdueBill Integer 是否欠费,0：不欠费；1：欠费

AgentBillElem

业务信息定义

被如下接口引用： DescribeAgentBills.

名称 类型 描述

Uin String 代理商账号ID

数据结构
最近更新时间：2018-09-20 20:3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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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OrderId String 订单号，仅对预付费账单有意义

ClientUin String 代客账号ID

ClientRemark String 代客备注名称

PayTime Timestamp 支付时间

GoodsType String 云产品名称

PayMode String 预付费/后付费

SettleMonth String 支付月份

Amt Integer 支付金额，单位分

PayerMode String agentpay：代付；selfpay：自付

AgentClientElem

描述待审核代客信息

被如下接口引用： DescribeAgentClients.

名称 类型 描述

Uin String 代理商账号ID

ClientUin String 代客账号ID

ApplyTime Integer 代客申请时间戳

ClientFlag String 代客类型，可能值为a/b/c

Mail String 代客邮箱，打码显示

Phone String 代客手机，打码显示

HasOverdueBill Integer 0表示不欠费，1表示欠费

RebateInfoE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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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佣信息定义

被如下接口引用： DescribeRebateInfos.

名称 类型 描述

Uin String 代理商账号ID

RebateMonth String 返佣月份，如2018-02

Amt Integer 返佣金额，单位分

MonthSales Integer 月度业绩，单位分

QuarterSales Integer 季度业绩，单位分

ExceptionFlag String NORMAL(正常)/HAS_OVERDUE_BILL(欠费)/NO_CONTRACT(缺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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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使用腾讯云渠道合作伙伴API服务。 

本文档提供的API可供渠道合作伙伴使用请求调用的方式来管理客户，例如查看客户订单、支付客户订单等。

渠道合作伙伴 API 2017
合作伙伴 API 简介
最近更新时间：2018-04-13 15:3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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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订单操作相关接口

接口功能 Action ID

查看客户订单 QueryClientDeals

支付订单 PayDealsNew

合作伙伴 API 概览
最近更新时间：2018-04-13 15:39: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563/807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563/8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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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腾讯云的API接口调用是通过向腾讯云API的服务端地址发送请求，并按照接口说明在请求中加入相应请求参数来

完成的。腾讯云API的请求结构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 服务地址

腾讯云API的服务接入地址与具体模块相关，详见各接口描述。

2. 通信协议

腾讯云API的大部分接口都通过HTTPS进行通信，提供高安全性的通信通道。

3. 请求方法

腾讯云API同时支持 POST 和 GET 请求。

注意：

1. 不能混合使用这两种请求方式，即如果使用 GET 方式，则参数均从 Querystring 取得；如果使用 POST 方式，则

参数均从 Request Body 中取得，而Querystring 中的参数将忽略。两种方式参数格式规则相同，一般情况下使

用GET，当参数字符串过长时推荐使用POST。

2. 如果用户的请求方法是GET，则对所有请求参数值均需要做URL编码，若为POST，则无需对参数编码。

3. GET请求的最大长度根据不同的浏览器和服务器设置有所不同，比如，传统IE浏览器限制为2K，Firefox限制为

8K；对于一些参数较多、长度较长的API请求，建议您使用POST方法以免字符串超过最大长度而导致请求失败。

4. 对于POST请求，您需要使用x-www-form-urlencoded的形式传参，因为云API侧是从$_POST中取出请求参数

的。

4. 请求参数

调用方式
请求结构
请求结构简介
最近更新时间：2017-05-04 20:5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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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API的每个请求都需要指定两类参数：即公共请求参数以及接口请求参数。其中公共请求参数是每个接口都要

用到的请求参数，具体可参见 公共请求参数小节，而接口请求参数是各个接口所特有的，具体见各个接口的“请求参

数”描述。

5. 字符编码

腾讯云API的请求及返回结果均使用UTF-8字符集进行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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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请求参数是每个接口都需要使用到的请求参数，如非必要, 在各个接口单独的文档中不再对这些参数进行说明,

但每次请求均需要携带这些参数, 才能正常发起请求。公共请求参数的首字母均为大写，以此区分于接口请求参数。

公共请求参数具体列表如下：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Action 是
具体操作的指令接口名称，例如想要调用查询实例列表接口，
则Action参数即为DescribeInstances。

String

Region 否

区域参数，用来标识希望操作哪个区域的实例。各区域的参数
值为:  
北京:ap-beijing，广州:ap-guangzhou，上海:ap-
shanghai，香港:ap-hongkong，多伦多:na-toronto，硅
谷:na-siliconvalley，新加坡:ap-singapore，上海金融:ap-
shanghai-fsi，深圳金融:ap-shenzhen-fsi，广州open专
区:ap-guangzhou-open 
查看所有区域和可用区列表，查看查询地域列表API接口。 
注意：1、正常情况下此参数是必须的，如无需传入，则会在相
应接口中进行说明。 
2、部分区域正在内测中，目前仅面向部分用户开放。

String

Timestamp 是 当前UNIX时间戳，可记录发起API请求的时间。 UInt

Nonce 是 随机正整数，与 Timestamp 联合起来, 用于防止重放攻击。 UInt

SecretId 是
在云API密钥上申请的标识身份的 SecretId，一个 SecretId 对
应唯一的 SecretKey , 而 SecretKey 会用来生成请求签名
Signature。具体可参考 签名方法 页面。

String

Signature 是
请求签名，用来验证此次请求的合法性，需要用户根据实际的
输入参数计算得出。计算方法可参考 签名方法 页面。

String

SignatureMethod 否

签名方式，目前支持HmacSHA256和HmacSHA1。只有指定
此参数为HmacSHA256时，才使用HmacSHA256算法验证签
名，其他情况均使用HmacSHA1验证签名。签名计算方法可参
考 签名方法 页面。

String

Token 否
临时证书所用的Token，需要结合临时密钥一起使用。长期密
钥不需要Token。

String

假设用户想要查询广州地域的云服务器实例列表，则其请求链接的形式可能如下:

公共请求参数
最近更新时间：2017-07-13 21:53:07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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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vm.api.qcloud.com/v2/index.php? 
Action=DescribeInstances 
&SecretId=xxxxxxx 
&Region=ap-guangzhou 
&Timestamp=1465055529 
&Nonce=59485 
&Signature=mysignature 
&SignatureMethod=HmacSHA256 
&<接口请求参数> 

一个完整的请求需要两类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和接口请求参数。这里只列出了上述6个公共请求参数，并未列出

接口请求参数，有关接口请求参数的说明可见接口请求参数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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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请求参数与具体的接口有关，不同的接口支持的接口请求参数也不一样。接口请求参数的首字母均为小写，以

此区分于公共请求参数。 

以查询实例列表(DescribeInstances)为例，其支持的接口请求参数如下：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instanceIds.n 否 String
要查询的CVM实例ID数组，数组下标从0开始。可以使用instanceId
和unInstanceId，建议使用统一资源ID:unInstanceId。

lanIps.n 否 String 要查询的云服务器的内网IP数组。

searchWord 否 String 用户设定的主机别名。

offset 否 Int 偏移量，默认为0。

limit 否 Int 一次最多可查询的服务器数量，默认为20，最大为100。

status 否 Int 待查询的主机状态。

projectId 否 String
项目ID，不传则查询全部项目的CVM实例。0表示默认项目，如需指
定其他项目，可调用查询项目列表(DescribeProject)接口查询。

simplify 否 Int 获取非实时数据，当传参添加simplify=1时获取非实时数据。

zoneId 否 Int
可用区ID，不传则查询所有可用区的CVM实例。如需指定可用区，
可调用查询可用区(DescribeAvailabilityZones)接口查询。

其中各字段的说明如下：

参
数
名
称

该接口支持的请求参数名，用户可以在使用此接口时将其作为接口请求参数。 
注意：如果参数名称以“.n”结尾，则表明此参数为一个数组，使用时需要依次传入数组参数。如在查询实
例列表(DescribeInstances)接口中，若传入参数instanceIds.0=ins-0hm4gvho&instanceIds.1=ins-
0hm4gvho，则说明仅查询Id为ins-0hm4gvho和ins-0hm4gvho的CVM实例。

是
否
必
选

标志此参数是否是必须的，若为“是”，则表明调用该接口必须传入此参数；若为“否”，表示可以不传入。
在查询实例列表(DescribeInstances)接口中，所有接口请求参数均不是必选的，因此仅使用公共请求参
数就能完成正常的接口调用。

类
型

此接口参数的数据类型。

接口请求参数
最近更新时间：2017-04-12 19: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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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
述

简要描述了此接口请求参数的内容。

假设用户想要查询伸缩组列表，则其请求链接的形式可能如下:

https://cvm.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instanceIds.0=ins-0hm4gvho 
&instanceIds.1=ins-8oby8q00 
&offset=0 
&limit=20 
&status=2 
&zoneId=100003 

一个完整的请求需要两类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和接口请求参数。这里只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并未列出公共请

求参数，有关公共请求参数的说明可见公共请求参数小节。

https://cloud.tencent.com/doc/api/229/6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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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请求参数与具体的接口有关，不同的接口支持的接口请求参数也不一样。接口请求参数的首字母均为小写，以

此区分于公共请求参数。 

以查询实例列表(DescribeInstances)为例，其支持的接口请求参数如下：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instanceIds.n 否 String
要查询的CVM实例ID数组，数组下标从0开始。可以使用instanceId
和unInstanceId，建议使用统一资源ID:unInstanceId。

lanIps.n 否 String 要查询的云服务器的内网IP数组。

searchWord 否 String 用户设定的主机别名。

offset 否 Int 偏移量，默认为0。

limit 否 Int 一次最多可查询的服务器数量，默认为20，最大为100。

status 否 Int 待查询的主机状态。

projectId 否 String
项目ID，不传则查询全部项目的CVM实例。0表示默认项目，如需指
定其他项目，可调用查询项目列表(DescribeProject)接口查询。

simplify 否 Int 获取非实时数据，当传参添加simplify=1时获取非实时数据。

zoneId 否 Int
可用区ID，不传则查询所有可用区的CVM实例。如需指定可用区，
可调用查询可用区(DescribeAvailabilityZones)接口查询。

其中各字段的说明如下：

参
数
名
称

该接口支持的请求参数名，用户可以在使用此接口时将其作为接口请求参数。 
注意：如果参数名称以“.n”结尾，则表明此参数为一个数组，使用时需要依次传入数组参数。如在查询实
例列表(DescribeInstances)接口中，若传入参数instanceIds.0=ins-0hm4gvho&instanceIds.1=ins-
0hm4gvho，则说明仅查询Id为ins-0hm4gvho和ins-0hm4gvho的CVM实例。

是
否
必
选

标志此参数是否是必须的，若为“是”，则表明调用该接口必须传入此参数；若为“否”，表示可以不传入。
在查询实例列表(DescribeInstances)接口中，所有接口请求参数均不是必选的，因此仅使用公共请求参
数就能完成正常的接口调用。

类
型

此接口参数的数据类型。

最终请求形式
最近更新时间：2017-04-12 19: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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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
述

简要描述了此接口请求参数的内容。

假设用户想要查询伸缩组列表，则其请求链接的形式可能如下:

https://cvm.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instanceIds.0=ins-0hm4gvho 
&instanceIds.1=ins-8oby8q00 
&offset=0 
&limit=20 
&status=2 
&zoneId=100003 

一个完整的请求需要两类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和接口请求参数。这里只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并未列出公共请

求参数，有关公共请求参数的说明可见公共请求参数小节。

https://cloud.tencent.com/doc/api/229/6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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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API调用成功，则最终返回结果中的错误码code为0，错误信息message为空，并且会显示返回的结果数据。 

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返回结果数据> 
} 

返回结果
正确返回结果
最近更新时间：2017-03-09 11: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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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API调用失败，则最终返回结果中的错误码code不为0，message字段会显示详细错误信息。用户可以根据code

和message在错误码页面查询具体的错误信息。 

错误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5100, 
"message": "(100004)projectId不正确", 
} 

错误返回结果
最近更新时间：2017-03-09 06: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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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错误码

返回结果中的错误码表示了用户调用云API的结果。其中，code为公共错误码，其适用于所有模块的API接口。若

code为0，表示调用成功，否则，表示调用失败。当调用失败后，用户可以根据下表确定错误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

错误代码 错误类型 描述

4000 请求参数非法
缺少必要参数，或者参数值格式不正确，具体错误信息请查看错误描述
message 字段。

4100 身份认证失败
身份认证失败，一般是由于签名计算错误导致的，请参考文档中签名方法部
分。

4101
未授权访问接
口

子账号未被主账号授权访问该接口，请联系主帐号管理员开通接口权限。

4102
未授权访问资
源

子账号未被主账号授权访问特定资源，请联系主帐号管理员开通资源权限。

4103
未授权访问当
前接口所操作
的资源

子账号没有被主账户授权访问该接口中所操作的特定资源，请联系主帐号管理
员开通资源权限。

4104 密钥不存在 用于请求的密钥不存在，请确认后重试。

4105 token错误 token错误。

4106 MFA校验失败 MFA校验失败。

4110
其他CAM鉴
权失败

其他CAM鉴权失败。

4300 拒绝访问 帐号被封禁，或者不在接口针对的用户范围内等。

4400 超过配额 请求的次数超过了配额限制，请参考文档请求配额部分。

4500 重放攻击
请求的 Nonce 和 Timestamp 参数用于确保每次请求只会在服务器端被执行一
次,所以本次的 Nonce 和上次的不能重复, Timestamp 与腾讯服务器相差不能
超过5分钟。

4600 协议不支持 协议不支持，当前API仅支持https协议，不支持http协议。

错误码
最近更新时间：2017-06-20 20:05:5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3/6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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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资源不存在 资源标识对应的实例不存在，或者实例已经被退还，或者访问了其他用户的资
源。

5100 资源操作失败
对资源的操作失败，具体错误信息请查看错误描述 message 字段，稍后重试或
者联系客服人员帮忙解决。

5200 资源购买失败 购买资源失败，可能是不支持实例配置，资源不足等等。

5300 余额不足 用户帐号余额不足，无法完成购买或升级。

5400 部分执行成功 批量操作部分执行成功, 详情见方法返回值。

5500
用户资质审核
未通过

购买资源失败，用户资质审核未通过。

6000
服务器内部错
误

服务器内部出现错误，请稍后重试或者联系客服人员帮忙解决。

6100 版本暂不支持
本版本内不支持此接口或该接口处于维护状态等。注意: 出现这个错误时, 请先
确定接口的域名是否正确, 不同的模块, 域名可能不一样。

6200
接口暂时无法
访问

当前接口处于停服维护状态，请稍后重试。

2、模块错误码

message字段表示与模块相关的错误。 

其示例如下： 

"message": "(100004)projectId不正确" 

它由两部分组成，()内的为模块错误代码，()后的为具体的错误描述。 

不同模块可能产生的错误情况是不一样的，用户可以根据具体的错误描述确定错误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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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通异步任务接口返回格式

一次请求只能操作一个资源的异步任务接口，例如创建负载均衡，重置主机操作系统等。

名称 类型 描述 必选

code Int 返回结果的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它值表示失败。 Yes

message String 返回结果的错误信息 No

requestId String 任务编号 Yes

2. 批量异步任务接口返回格式

一次请求能操作多个资源的异步任务接口，例如修改密码，启动机器，停止机器等。

名称 类型 描述 必选

code Int 返回结果的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它值表示失败。 Yes

message String 返回结果的错误信息 No

detail Array 以资源ID为key, 返回对该资源操作的code,message,requestId Yes

例如：

{ 
"code":0, 
"message": "success", 
"detail": 
{ 
"qcvm6a456b0d8f01d4b2b1f5073d3fb8ccc0": 
{ 
"code":0, 
"message":"", 
"requestId":"1231231231231":, 
} 

异步任务接口返回格式
最近更新时间：2017-03-09 04: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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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vm6a456b0d8f01d4b2b1f5073d3fb8ccc0": 
{ 
"code":0, 
"message":"", 
"requestId":"1231231231232":, 
} 
} 
} 

注意： 

资源全部操作成功，则最外层code为0 

资源全部操作失败，则最外层code会返回5100 

资源部分操作失败，则最外层code会返回5400 

在第3种情况下，终端可以通过detail得到失败部分的操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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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 API 会对每个访问的请求进行身份验证，即每个请求都需要在公共请求参数中包含签名信息（Signature）以

验证用户身份。签名信息由用户所执有的安全凭证生成，安全凭证包括 SecretId 和 SecretKey，若用户还没有安全

凭证，则需要在腾讯云官网上自主申请，否则就无法调用云API接口。

1. 申请安全凭证

在第一次使用云API之前，用户需要在腾讯云CVM控制台上申请安全凭证。 

安全凭证包括 SecretId 和 SecretKey，其中： 

SecretId:用于标识 API 调用者身份; 

 

SecretKey:用于加密签名字符串和服务器端验证签名字符串的密钥。 

注意：API 密钥是构建腾讯云 API 请求的重要凭证，使用腾讯云 API 可以操作您名下的所有腾讯云资源，为

了您的财产和服务安全，请妥善保存和定期更换密钥，当您更换密钥后，请及时删除旧密钥。

申请安全凭证的具体步骤如下：

1) 登录腾讯云管理中心控制台。

2) 点击【云产品】，选择【监控与管理】栏下的【云API密钥】，进入云API密钥管理页面。 

3) 在云API访问密钥管理页面，点击【新建】即可以创建一对SecretId/SecretKey。

签名方法
最近更新时间：2017-09-22 15:59:3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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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帐号最多可以拥有两对SecretId / SecretKey。 

被开发商添加为子用户的QQ帐号，在不同开发商控制台，可以申请不同的安全凭证。 

子用户的安全凭证，目前仅可调用部分接口的云API。

2. 生成签名串

有了安全凭证SecretId 和 SecretKey后，就可以生成签名串了。下面给出了一个生成签名串的详细过程。

假设用户的 SecretId 和 SecretKey 分别是：

SecretId: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gnPhESA 

 

SecretKey: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Cozk1qA

注意：这里只是示例，请用户根据自己实际的SecretId和SecretKey和请求参数进行后续操作！

以查看实例列表(DescribeInstances)请求为例，当用户调用这一接口时，其请求参数可能如下:

参数名称 中文 参数值

Action 方法名 DescribeInstances

SecretId 密钥Id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gnPhESA

Timestamp 当前时间戳 1465185768

Nonce 随机正整数 11886

Region 实例所在区域 ap-guangzhou

SignatureMethod 签名方式 HmacSHA256

InstanceIds.0 待查询的实例ID ins-09dx96dg

2.1. 对参数排序

首先对所有请求参数按参数名做字典序升序排列，所谓字典序升序排列，直观上就如同在字典中排列单词一样排

序，按照字母表或数字表里递增顺序的排列次序，即先考虑第一个“字母”，在相同的情况下考虑第二个“字母”，依此

类推。您可以借助编程语言中的相关排序函数来实现这一功能，如 php 中的 ksort 函数。上述示例参数的排序结果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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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 : "DescribeInstances", 
"Nonce" : 11886, 
"Region" : "ap-guangzhou", 
"SecretId" :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gnPhESA", 
"SignatureMethod" : "HmacSHA256", 
"Timestamp" : 1465185768, 
"InstanceIds.0" : "ins-09dx96dg" 
} 

使用其它程序设计语言开发时, 可对上面示例中的参数进行排序，得到的结果一致即可。

2.2. 拼接请求字符串

此步骤生成请求字符串。 

将把上一步排序好的请求参数格式化成“参数名称”=“参数值”的形式，如对Action参数，其参数名称为"Action"，参

数值为"DescribeInstances"，因此格式化后就为Action=DescribeInstances。 

注意：1、“参数值” 为原始值而非url编码后的值。2、若输入参数的Key中包含下划线，则需要将其转换为“.”，但

是 Value 中的下划线则不用转换。如 Placement_Zone=CN_GUANGZHOU, 则需要将其转换成

Placement.Zone=CN_GUANGZHOU。

然后将格式化后的各个参数用"&"拼接在一起，最终生成的请求字符串为:

Action=DescribeInstances&InstanceIds.0=ins-09dx96dg&Nonce=11886&Region=ap-guangzhou&Se
cretId=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gnPhESA&SignatureMethod=HmacSHA256&Timestamp
=1465185768 

2.3. 拼接签名原文字符串

此步骤生成签名原文字符串。 

签名原文字符串由以下几个参数构成:

请求方法: 支持 POST 和 GET 方式, 这里使用 GET 请求, 注意方法为全大写。

请求主机:查看实例列表(DescribeInstances)的请求域名为：cvm.api.qcloud.com。实际的请求域名根据接口所

属模块的不同而不同, 详见各接口说明。

请求路径: 云API的请求路径固定为/v2/index.php。

请求字符串: 即上一步生成的请求字符串。

签名原文串的拼接规则为:

请求方法 + 请求主机 +请求路径 + ? + 请求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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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的拼接结果为：

GETcvm.api.qcloud.com/v2/index.php?Action=DescribeInstances&InstanceIds.0=ins-09dx96dg&Nonc
e=11886&Region=ap-guangzhou&SecretId=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gnPhESA&Signatur
eMethod=HmacSHA256&Timestamp=1465185768 

2.4. 生成签名串

此步骤生成签名串。

注意：这里要根据您指定的签名算法（即SignatureMethod参数）生成签名串。当指定SignatureMethod为

HmacSHA256时，需要使用HmacSHA256计算签名，其他情况请使用HmacSHA1计算签名。

首先使用签名算法（HmacSHA256或HmacSHA1）对上一步中获得的签名原文字符串进行签名，然后将生成的签

名串使用 Base64 进行编码，即可获得最终的签名串。

具体代码如下，以 PHP 语言为例，由于本例中所用的签名算法为HmacSHA256，因此生成签名串的代码如下：

$secretKey =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Cozk1qA'; 
$srcStr = 'GETcvm.api.qcloud.com/v2/index.php?Action=DescribeInstances&InstanceIds.0=ins-09dx96
dg&Nonce=11886&Region=ap-guangzhou&SecretId=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gnPhESA
&SignatureMethod=HmacSHA256&Timestamp=1465185768'; 
$signStr = base64_encode(hash_hmac('sha256', $srcStr, $secretKey, true)); 
echo $signStr; 

最终得到的签名串为:

0EEm/HtGRr/VJXTAD9tYMth1Bzm3lLHz5RCDv1GdM8s= 

同理，当您指定签名算法为HmacSHA1时（即未指定SignatureMethod参数为HmacSHA256），生成签名串的代

码如下：

$secretKey =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Cozk1qA'; 
$srcStr = 'GETcvm.api.qcloud.com/v2/index.php?Action=DescribeInstances&InstanceIds.0=ins-09dx96
dg&Nonce=11886&Region=ap-guangzhou&SecretId=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gnPhESA
&SignatureMethod=HmacSHA256&Timestamp=1465185768'; 
$signStr = base64_encode(hash_hmac('sha1', $srcStr, $secretKey, true)); 
echo $signStr; 

最终得到的签名串为：

RVSD1I6ip2Zo56I2HdqRVrt+1TE= 

使用其它程序设计语言开发时, 可用上面示例中的原文进行签名验证, 得到的签名串与例子中的一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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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签名串编码

生成的签名串并不能直接作为请求参数，需要对其进行 URL 编码。 

如上一步生成的签名串为0EEm/HtGRr/VJXTAD9tYMth1Bzm3lLHz5RCDv1GdM8s=，则其编码后为

0EEm/HtGRr/VJXTAD9tYMth1Bzm3lLHz5RCDv1GdM8s=。因此，最终得到的签名串请求参数 (Signature) 为：

0EEm/HtGRr/VJXTAD9tYMth1Bzm3lLHz5RCDv1GdM8s=，它将用于生成最终的请求URL。

注意：如果用户的请求方法是GET，则对所有请求参数的参数值均需要做URL编码；此外，部分语言库会自动对URL

进行编码，重复编码会导致签名校验失败。

4. 鉴权失败

当鉴权不通过时，可能出现的错误如下表：

错误代码 错误类型 错误描述

4100 身份认证失败
身份验证失败，请确保您请求参数中的Signature按照上述步骤计算正
确，特别注意Signature要做url编码后再发起请求。

4101
未被开发商授权访问本
接口

该子用户未被授权调用此接口。请联系开发商授权，详情请查阅授权
策略。

4102
未被开发商授权访问本
接口中所操作的资源

请问的资源参数中，存在未被开发商授权授权访问的资源，请在
message字段中查看无权查看的资源ID。 
请联系开发商授权，详情请查阅授权策略。

4103
非开发商的SecretId暂
不支持调用本接口

子用户的SecretID不支持调用此接口,只有开发商有权调用。

4104 secretId不存在
签名所用的secretId不存在，也可能是密钥状态有误，请确保API密钥
有效且未被禁用。

4110 鉴权失败 权限校验失败，请确保您有使用所访问资源的权限。

4500 重放攻击错误
请注意 Nonce 参数两次请求不能重复, Timestamp 与腾讯服务器相
差不能超过 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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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口描述

本接口（QueryClientDeals）用于查询指定代理商名下所有订单，包括代理商自付、代付订单以及代理商名下代客

自付订单。此接口主要用于辅助代理商对账使用，所以主要提供跟金额有关的信息，不提供商品详细信息。 

接口请求域名：partners.api.qcloud.com

2.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正式调用时需要加上公共请求参数，见 公共请求参数 页面。其中，此接

口的 Action 字段为 QueryClientDeals。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creatTimeRangeStart 否 String 下单时间范围起始，格式为 2016-11-11 00:00:00

creatTimeRangeEnd 否 String 下单时间范围结束，格式为 2016-11-11 00:00:00

page 否 Int 分页号，从 0 开始

rows 否 Int 页码大小，最大值为 30

order 否 Int 按下单时间对订单列表排序，0：降序；1：升序

status 否 Int

订单的状态 
1：未支付 
2：已支付 
3：发货中 
4：已发货 
5：发货失败 
6：已退款 
7：已关单 
8：订单过期 
9：订单已失效 
10：产品已失效 
11：代付拒绝 
12：支付中

订单操作相关接口
查询客户订单
最近更新时间：2018-06-04 15: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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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ownerUin 否 String 下单人 uin

payerMode 否 Int 支付方式，0：自付；1：代付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 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见错误码页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data Array 输出结果，包含查询到的所有定时任务列表信息。

其中，data 参数的构成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totalNum Int 查询到的订单总数量

deals Array 指定分页的订单集合

其中，deals 中每个订单根据订单对应商品类型，包含的信息会有不同，每个订单的基本信息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dealId String 订单自增 ID

dealName String 订单号

goodsCategoryId String 商品类型 ID

ownerUin String 订单所有者

appId String 订单所有者对应 appId

goodsNum String 商品数量

goodsPrice String 价格详情，json 字符串

https://cloud.tencent.com/doc/api/372/%E9%94%99%E8%AF%AF%E7%A0%81#1.E3.80.81.E5.85.AC.E5.85.B1.E9.94.99.E8.AF.AF.E7.A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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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reater String 下单人

creatTime String 下单时间

payEndTime String 支付结束时间

billId String 扣费流水号

payer String 支付人

payerMode String 0：自付；1：代付

dealStatus String 订单状态，中文描述

status String 订单状态，数字

goodsName String 产品名称

clientRemark String 客户备注

flag String 客户类型，值为：a,b,c

actionType String 订单操作类型，purchase（新购），renew（续费），modify（配置变更）

voucherDecline Int 代金券抵扣金额，单位分

4. 示例

https://partners.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page=0&rows=1 

返回示例如下，符合条件订单有 69 个，但是分页指定仅返回一个：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data": { 
"totalNum": "69", 
"deals": [ 
{ 
"dealId": "1271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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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lName": "201805****7473", 
"goodsCategoryId": "100019", 
"ownerUin": "34****6980", 
"appId": "125****953", 
"goodsNum": "1", 
"goodsPrice": { 
"price": 8800, 
"totalCost": 8800, 
"realTotalCost": 8800, 
"timeSpan": 1, 
"timeUnit": "m", 
"goodsNum": 1, 
"currency": "CNY", 
"priceModel": 4, 
"policy": 100, 
"policyDetail": { 
"total": 100, 
"user": 100, 
"common": 100 
}, 
"unitPrice": 8800 
}, 
"creater": "34****6980", 
"creatTime": "2018-05-31 17:10:25", 
"payer": "32****9433", 
"billId": "20180531030000154942808769492347", 
"payEndTime": "2018-05-31 17:10:27", 
"status": "4", 
"voucherDecline": "3", 
"payerMode": "1", 
"goodsName": "新购云服务器", 
"clientRemark": "", 
"flag": "b", 
"dealStatus": "分配完成", 
"actionType": "purchas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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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口描述

本接口(PayDealsNew)用于支付订单，可以是自付，也可以是代理商代付。 

接口请求域名：partners.api.qcloud.com

2.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正式调用时需要加上公共请求参数，见公共请求参数页面。其中，此接

口的Action字段为PayDealsNew。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ownerUin 是 Int 订单拥有者uin

agentPay 是 Int 代付标志，1：代付；0：自付

dealNames.n 是 String 订单号数组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 0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见错误码页面的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data Array 输出结果，包含支付成功的订单号

其中，data参数的构成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dealNames Array 支付成功的订单号数组

支付订单
最近更新时间：2017-03-09 08:30:4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api/372/%E9%94%99%E8%AF%AF%E7%A0%81#1.E3.80.81.E5.85.AC.E5.85.B1.E9.94.99.E8.AF.AF.E7.A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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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sourceIds Array 支付成功的订单对应的资源ID数组

dealIds Array 支付成功的订单对应的自增ID数组

4. 示例

https://partners.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ownerUin=xxxx&agentPay=1&dealNames.0=xxxx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data": { 
"dealNames": [ 
"20161223129073" 
], 
"resourceIds": [], 
"dealIds": [ 
"298297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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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口描述

本接口（QueryClientInfos）用于查询指定代理商名下所有客户的信息，包括客户账号 ID、备注、认证类型、客户

类型、名称、是否欠费、关联时间等信息。 

接口请求域名：partners.api.qcloud.com

2.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正式调用时需要加上公共请求参数，见公共请求参数页面。其中，此接

口的 Action 字段为 QueryClientInfos。

参数名称 必选 类型 描述

clientUins 否 array 客户 uin 列表

hasOverdueBill 否 int 是否欠费。0：不欠费；1：欠费

flag 否 string 客户类型：a，b，c

clientRemark 否 string 客户备注

order 否 Int 按关联时间排序，排序方向，0：降序；1：升序

page 否 Int 分页号，从 1 开始

rows 否 Int 页码大小，最大值为 1000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 0 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见错误码页面的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获取客户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18-01-24 10:33:3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377/4173#1.E3.80.81.E5.85.AC.E5.85.B1.E9.94.99.E8.AF.AF.E7.A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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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data Array 输出结果，包含查询到的所有定时任务列表信息。

其中，data 参数的构成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totalCount Int 查询到的客户总数量

agentClients Array 指定分页的客户集合

其中，每个客户的基本信息如下：

客户账号 ID、备注、认证类型、客户类型、名称、是否欠费、关联时间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lientUin String 客户账号 ID

clientRemark String 备注

authType Int 认证类型, 0：个人，1：企业；其他：未认证

flag String 客户类型，a,b,c

userName String 名称

hasOverdueBill Int 是否欠费,0：不欠费；1：欠费

agentTime String 关联时间，时间戳

appid String 客户 appid

4. 示例

https://partners.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page=0&rows=1 

返回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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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data": { 
"agentClients": [ 
{ 
"clientUin": "100000776145", 
"clientRemark": "", 
"authType": "1", 
"flag": "a", 
"userName":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agentTime": "1515655377", 
"hasOverdueBill": 0 
} 
], 
"totalCount": "1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