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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说明 

为了更好的服务斑马数据接入用户，开放平台小组编撰了斑马接口旗舰版用户接入指南，请旗舰版用户在

对接之前务必熟悉对接文档，按照对接流程操作，以免不必要的麻烦。 

1.2 前言 

首先恭喜您成为斑马忠实的 E 生活 BOSS 用户，斑马是中国企业电商云服务领导品牌。 斑马凭借在 IT 领域

丰富的经验以及对现代市场的敏锐感知，融合大数据、云计算、 SaaS、移动互联 网等先进技术，打造出一系

列以客户为中心的电商系统及解决方案， 推动企业生态化电商。其中，本地生活业务经过十几年深耕发展，目

前在全国数字便民领域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具有专业的货源整合与服务能力 。在接入斑马开放平台之前，请

您先耐心阅读本接入指南。 

1.3 接入前准备 

在接入斑马开放平台之前，您需要登录斑马 BOSS 系统（admin.qianmi.com）进行相关的系统设置，为对接

业务做一些准备工作，例如商品货源对接，直销商创建， 站点创建，充值资源对接，查询资源对接等等，这些

业务功能如有不明白的可以咨询客服或者您的大区经理。 

1.3.1 创建直销商账户 

由于您的 BOSS 用户属于管理角色，BOSS 本身是不能用来下单的，所以通过接口接入必须要借助一个直销

商代理账号接入。登录 BOSS 系统 > 会员 > 直销商管理 > 新增直销商： 

 

1.3.2 建立站点 

建立一个属于您自己的空充站点，可自定义域名，提升品牌影响力。用于直销商账号登录查看订单列表及

详情。登录 BOSS 系统 > 建站 > 选择空充站点 > 编辑站点 > 发布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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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对接商品货源 

在 BOSS 系统中，您可以通过对接不同优质的充值货源，进行合理的设价，实现您的利润最大化。登录 BOSS

系统 > 商品 > 添加商品 > 选择类目 > 查询货源 > 申请对接： 

 

1.3.4 对接查询模板(可选) 

如果您有话费、水电煤、固话宽带等类目接入需求，必须要进行前期对接查询模板， 以免影响接口层面的

查询服务。登录 BOSS 系统 > 商品 > 查询模板 > 选择类目 > 选择模板 > 申请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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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数据申请 

使用第一步创建好的直销商申请 API 接口调用权限，只有类目通过 BOSS 审核之后才能调用此类目的创建并

支付接口，操作步骤如下： 

1) 使用直销商账号登录 Sale 系统（http://sale.bm001.com），进入“数据中心 > 数据申请”菜单，可以看

到已申请和未申请的类目。 

 

2) 选择您要申请对接的类目，点击类目下方的申请按钮，即可发起类目对接申请，此时申请请求会发送

给 BOSS 进行审核，类目的状态为“待审核”。 

http://sale.bm00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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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OSS 登录 BOSS 系统（admin.qianmi.com）进行直销商的类目权限审核。进入“会员 > 申请数据管理”

目录。 

 

审核通过后，直销商查看此类目状态为“已授权”。 

1.4 接入开放平台 

当您完成了以上接入前的准备工作以后，就可以接入斑马开放平台服务了。由于对接斑马开放平台需要一

定的专业的技术，如果您不具备开发条件，建议您找第三方外包公司或者自行招聘开发人员进行开发。 

1.4.1 入驻开放平台 

斑马开放平台开发者门户站点（open.bm001.com），使用 BOSS 账户登录进入开放平台控制台，开发者门户

站点包含首页，业务文档、API、支持中心、控制台以及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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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身份认证 

为了遵循国家政策，所有入驻斑马系统的用户，必须要进行手机、邮箱认证和实名身份认证（需审核），登

录控制台后，进入“控制台 > 我的信息 > 个人信息”中完成手机、邮箱认证，在身份信息中完成个人或者企

业用户实名认证。之所以要完成手机邮箱认证，是因为后续的所有开放平台应用业务变更会通过短信和邮件的

方式通知到您。请务必填写自己的手机号，以免影响您的业务。 

 

1.4.3 注册应用 

当完成以上认证，审核通过以后，您就可以新增注册一个应用了，应用标签选择“E 生活”，应用类型选择

“商家后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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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创建好以后，开放平台会给你颁发一个应用 app 证书，“控制台 > 应用管理 > 点击某个应用名称”。 

 

同时开放平台系统会发一封含有应用 appKey（应用标识）appSecret（应用秘钥）到您认证的邮箱中。应用

的秘钥（appSecret）属于您的私密信息，请勿告诉他人。 一旦泄露，您可以在证书中重置应用的秘钥。为了保

障开放平台正常业务，状态为开发中的应用，每日 API 调用流量限制为 5000 次/天，发布之后 API 调用次数会

调整为 10W 次/天。每个开发者最多只能创建 5 个应用。 

1.4.4 授权账号绑定 

在开放平台“控制台 > 应用管理 > 点击某个应用名称 > 授权管理”页面进行设置，将需要授权的用户的

A 编号添加到应用授权用户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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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开通消息服务（可选） 

BMCS 消息服务是斑马开放平台(BMOP)为了提高应用的 API 调用效率而推出的一种主动推送服务(以下简称

BMCS)，基于 BMCS，应用获取斑马的订单状态不需要不停的轮询查询订单 API，仅需要在收到 BMCS 主动推送

的消息时处理数据即可，大大提高了 API 的调用效率并且节省了应用的 API 流量包。 

推送的内容主要包括两大类： 

1、充值订单消息，包括：手机话费、手机流量、水电煤、固话宽带、游戏直充、交通罚款、加油卡直充、

各类卡密、视频卡等充值状态变更消息（充值成功或失败）。 

2、票务订单消息，包括：火车票、汽车票、飞机票等票务订单状态变更消息（预定完成、出票成功、出票

失败、退票等等）。 

1.4.5.1 应用订阅消息主题 

BOSS用户登录斑马开放平台，在“控制台 > 应用管理 > 点击某个应用名称 > 消息服务 > 订阅消息”页面，

选择需要订阅的消息主题，点击操作列下的“订阅”按钮即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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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订阅”按钮后，可以看到操作列显示已订阅，点击“取消订阅”即可取消订阅，另外也可以在“我的消息”

中看到已经成功订阅的消息并且也支持取消订阅。消息主题取消以后，应用将不会接受到该主题的消息推送。

如下图： 

 

点击“消息主题名称”，可以查看此消息主题的详细信息，包括返回的详细字段信息（详细字段信息需要截

图发给直销商，要不然直销商无法得知消息的具体字段，不便于开发），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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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2 给直销商用户（授权用户）开通消息 

BOSS 用户登录斑马开放平台控制台，在“控制台 > 应用管理 > 点击某个应用名称 > 授权管理”页面，

选择要开通的授权用户（开通消息必须是已授权的直销商用户），点击操作列下的“开启消息”按钮即可。如下

图： 

 

开启消息之后，需要给授权用户创建“消息分组”（消息分组的更多详细介绍请移步至

http://open.bm001.com/doc/detail?redirect=%2Fdoc%2Fdocument%2Fdev%2Fqmcs#messageGroupDesc），一般建

议消息分组为授权用户 A 编号，后续平台将会实现点击“开通消息”即默认创建消息分组（默认为授权用户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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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注意“消息分组”名称不能是 default 或者以 default 开头，如下图： 

 

创建之后如下图，如果需要修改，点击操作列下“消息分组内容”即可修改： 

 

1.4.6 开发授权功能 

使用直销商账号登录 Sale 系统（http://sale.bm001.com），进入“数据中心” > “开发工具”菜单，点击更

新按钮，即可获取 Access Token（此方式获取的 access_token 有效期为 30 年）。 

 

http://sale.bm00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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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开发和测试 

在成功获取到 access_token 以后，您可以根据自身业务需要，开发 API 调用程序，在开发之前您需要仔细

阅读开放平台 API 调用说明文档： 

API 调用详解（http://open.bm001.com/doc/detail?redirect=%2Fdoc%2Fdocument%2Fdev%2Fapi）。 

斑马开放平台为了减轻开发者负担，提供了官方 SDK 工具包，目前覆盖 JAVA、PHP、.NET 三大主流开发语

言。SDK 使用详情请阅读文档： 

SDK 使用说明（http://open.bm001.com/doc/detail?redirect=%2Fdoc%2Fdocument%2Fdev%2Fsdk-desc）。 

1.4.8 应用发布上线 

如果您的项目开发测试完毕，各接口调用正常，需要正式发布商用，您需要将您的应用申请发布上线，需

要开放平台运营审核通过，已成功发布的应用，应用流量会放开（初始 10 万次/天），后续根据您的用户增长规

模，当流量不够用的时候，开放平台会提供更多流量包申请。 

流量包申请规则（http://open.bm001.com/doc/detail?redirect=%2Fdoc%2Frule%2Fflow-package）。 

在“控制台 > 应用管理 > 点击某个应用名称 > 应用向导”页面进入应用向导，选择待发布的应用，按照

提示要求，点击下一步，提交审核申请。 

 

应用提交审核以后，我们将会在 1-2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如有疑问，请联系大区经理处理。 

 

 

http://open.bm001.com/doc/detail?redirect=%2Fdoc%2Fdocument%2Fdev%2Fsdk-desc
http://open.bm001.com/doc/detail?redirect=%2Fdoc%2Frule%2Fflow-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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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注意事项 

1.5.1 通用 API 开发流程 

斑马开放平台对业务进行了抽象，不同的便民类目，API 开发接入流程大致可以采用以下流程：查询用户欠

费(可选) > 查询商品 > 创建并支付订单。 

如果 BOSS 能确保商品不会经常频繁变更，可以直接使用固定的商品编号，调用创建并支付订单。 

1.5.2 订单支付方式 

由于接口业务的特殊性，通过斑马开放平台接口接入，只能通过账户余额支付，在调用创建并支付接口时，

必须确保直销商账户余额足够支付。 

1.5.3 关于终端接入 

由于斑马开放平台接口是 HTTP 协议，凡是能发起 HTTP 请求的开发语言均可接入，斑马开放平台不限制接

入终端类型，您的应用可以是 web 应用，app 应用或者微信公众号接入。 

1.5.4 关于第三方会员与斑马的资金结算说明 

由于您自有的应用上面注册的会员（第三方会员）跟斑马之间是相对独立的用户体系，没有直接的资金结

算关系，第三方会员只能使用自己接入的支付网关，所有应用接入斑马开放平台必须统一用 BOSS 下面的直销

商代理账户余额支付。一般流程如下：在第三方会员支付成功以后（资金是直接到您自有的平台上面），您的应

用再调用斑马开放平台的订单创建并支付接口（扣您的直销商账户余额）。 

1.5.5 测试接口说明 

由于便民业务的特殊性，查询、充值缴费无法在测试环境模拟出来，所以开发测试只能在线上正式环境测

试，可以选择 1 元任意充商品进行充值缴费测试。 

1.5.6 关于异常订单的说明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充值手机号码未通过实名认证，供货商货源不足，导致订单充值失败。也有订单在充

值成功后有置成失败（极少数，一般是供货商问题），在碰到异常订单的时候需要跟斑马订单客服进行核单，在

确认订单没有问题（确实没有到账）以后，该退款给第三方会员就退款。如果不核单就擅自执行退款操作，斑

马不负任何责任，所有造成的损失由您自己承担。核单客服联系方式详见下面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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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卡密模糊化功能申请（可选） 

由于很多开发者对互联网安全的重视程度不够，或者根本就不具备有效防范风险的能力，极有可能会导致

卡密信息发生盗用。基于以上情况，从保护斑马用户的核心利益出发，开放平台推出了卡密信息模糊化机制。 

凡是有需要对卡密订单数据进行模糊化的，都可以通过开放平台支持中心提交申请，申请入口“支持中心 > 

我要提问”，问题分类选择“技术咨询 > 卡密模糊化”，填写 AppKey，直销商编号以及简要的描述，点击提交

即可，您也可以直接联系技术支持进行申请。 

模糊化以后，所有卡密信息的卡号密码只保留头尾各 2 个号码，中间全部模糊化（以*代替），但是消费者

不受模糊化影响，完整的卡密信息直接通过斑马的邮件或短信服务发送到第三方会员手中，完整的卡密也可以

在斑马的直销商系统查看订单中（sale.bm001.com）看到。如果应用没有申请模糊化而导致卡密信息被盗用，

斑马不负任何责任。 

1.5.8 下单熔断保护功能申请(可选) 

由于很多开发者对互联网安全的重视程度不够，或者根本就不具备有效防范风险的能力，自有系统被黑客

攻击挟持，在短时间内疯狂调用接口，使用同一手机号码或者同一加油卡进行充值，造成财产损失。 

针对以上情况，斑马开放平台为了保障接口用户资金安全，推出了下单熔断保护机制（仅话费、加油卡类

目）：即限制同一天内，相同手机号或者加油卡成功充值次数的上限。已经成功交易的次数达到阈值上限的话，

如果再用相同号码下单将被阻止。 

熔断机制默认不开通，可以通过开放平台支持中心提交申请，申请入口“支持中心 > 我要提问”，问题分

类选择“技术咨询 > 下单保护申请”，填写 AppKey、直销商编号和限制每日的重复下单次数以及简要的描述，

点击提交即可，您也可以直接联系技术支持进行申请。 

 

1.6 辅助工具 

1.6.1 API 测试工具 

工具地址：http://open.bm001.com/qmapi/apiTools?sysId=1&gid=G1100000910&aid=A1101110077 

开发过程中可以结合测试工具进行开发，如果没有使用 SDK 自己使用 HTTP 请求接口的话尤其重要，因为

可以看到真实的请求和响应参数字段。如果使用 SDK 的话，也会自动生成 SDK 调用代码，只需要将代码复制到

工程中就可以完成 API 的调用和解析，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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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SDK 开发包 

为了让开发者快捷开发接入，斑马开放平台推出了 SDK 开发包，SDK 是由程序自动化生成的代码包，其中

包含了开放平台已经开放的 API，封装了 API 调用的请求入入参，签名加密，返回值解析等一些必要的功能。 

更多 SDK 下载和详情介绍请移步至： 

http://open.bm001.com/doc/detail?redirect=%2Fdoc%2Fdocument%2Fdev%2Fsdk-desc 

1.7 技术支持 

斑马开放平台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与服务，平台发布更新或者通知一般在“支持中心 > 平台公告”中，请

及时关注最新的平台公告。 

如果您有需求或者技术问题，您可以通过支持中心查看已经发布的历史问题，如果不能满足您的要求，您

可以提交新问题，会有相关人员进行解答。 

技术支持群：518876551（群） 

技术支持 QQ：2853573634、2853573516 

技术服务热线：025-68586888-8836 

订单处理： 

 支持类型 QQ 电话 服务区域 

订单客服 1 2853573523 4001661000 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山东、安徽。 

订单客服 2 2853573522 4001661000 江苏、上海、浙江、四川、贵州、重庆、西藏、云南。 

订单客服 3 2853573524 4001661000 湖南、湖北、江西、河北、山西、内蒙、天津、北京。 

订单客服 4 2853573525 4001661000 广东、广西、海南、福建、陕西、新疆、宁夏、青海、

甘肃。 

票务订单客服 3468416967 025-68586888-8995 仅处理火车票、飞机票、汽车票等票务类订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