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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档介绍	

1.1. 阅读对象 

业务系统设计人员、开发人员及测试人员；	
理财业务系统设计人员、开发人员及测试人员；	
其他相关业务、技术人员。	

1.2. 业务术语 

略	

2. 通讯协议及报文（交易接口）	

2.1. 通讯基本协议 

• 基于 Https 通信协议（测试环境会基于 HTTP）；	
• 采用 POST 提交方式进行数据通讯；	
• 采用 json 传递数据（“申请购买（收银台）”接口见单独说明）；	
• 请求数据采用 AES（CBC 模式，24	byte	key, iv=[0:	16byte]）加密，确保敏感数据不会

泄露。对交易业务 json 数据采用 AES 加密后放置到 data 字段，并对 data 密文数据

进行 MD5 签名,签名信息=MD5.SIGN（交易数据密文&渠道商秘钥）；	
• 返回数据，正常返回的数据 data 域返回信息采用同请求数据同样的加密方式；非正

常返回的数据则 data 数据为空；	
• 本通信基本协议说明只针对服务方为平台自身的交易类型接口适用，渠道端通知接

口或其他类型接口请参照具体接口说明。	
	

2.2. 请求数据格式 

请求数据统一采用 POST 提交方法，顶层数据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参数	 类型	 必需	 说明	
sign	 String	 Y	 交易数据加密密文签名信息	
merchant_id	 String	 Y	 系统分配的渠道商编号	
data	 String	 Y	 JSON 交易数据的 AES 加密密文	
	

加密前，明文业务请求数据(注意:业务明文中不需要携带渠道商户 ID);	
{"app_order_id":"2015081815555522463_TEST01","app_redeem_id":"20150818155555224

63_REDEEM01","is_expired":"1","is_express":"1","redeem_type":"1","redeem_amount":null,"ad
d_amount":90.0}	



	 	 	 	 密文=AES("AES/CBC/PKCS5Padding",业务明文 JSON 数据,AES 加密密钥,"UTF-8");	
	 	 	 	 密文 MD5 签名，sign=md5.sign(密文&商户秘钥);	
	 	 	 	 加密后密文请求数据：	

{"sign":"154b3a12a681309276712f9e1e283182","merchant_id":"abc","data":"43A5B06C41
E54131F89373AD59277A3D6FE51BD8165597BF12BB46BB91BDA9A8BC59FB4FF2E8A689BD69AF
06969E587E8C241D508DC54A471D5F7C2D8F0DA1608FF2A90AF8A95C6F0F604A9B7C482F5501
87A73384EC0289342D97D2E019E88EC48BA513457E6679E7AD2A3274C9C9271CB419B8B9F7B1
95ED444B78BBE1BD755F8B1939041963E163D5B0664729C0A5E60F1ABAE586A9E81409A7AA48
CC02E84ABDE1BE8213297A8D5FD89A57946352BBCB93D4AFFB5230A5EE537417A370EB3BB82
CBD69504CE3488EC2D0608476B9"}	

2.3. 返回数据格式 

返回数据也采用 AES 加密，加密过程为请求数据加密的逆向过程。	
	 	 	 	 正常响应处理成功的数据返回：	

{"msgCode":"3000","msgDes":"交易成功",	
"sign":"154b3a12a681309276712f9e1e283182","merchant_id":"abc","data":"43A5B06C41E

54131F89373AD59277A3D6FE51BD8165597BF12BB46BB91BDA9A8BC59FB4FF2E8A689BD69AF0
6969E587E8C241D508DC54A471D5F7C2D8F0DA1608FF2A90"}	
	 	

非正常响应处理的数据返回：	
{"msgCode":"1003","msgDes":	
"订单不能重复提交","sign":null,"data":,"merchant_id":null}	

3. 交互流程说明	

3.1. 获取产品信息 

用户 理财平台 前置系统

1.调用获取产品信息接口、查询产品信息

2.返回产品明细信息

3.向用户展示产品信息

	
	



3.2. 产品购买 

用户 理财平台 前置系统

1.登录理财平台

2.选择购买产品，填写支付信息，发起产
品购买

3.发起产品申请购买请求

5.返回产品申请购买结果

9.向用户展示产品购买结果

7.发起产品确认购买请求

8.返回产品确认购买结果

4.向用户下发支付短信验证码

6.用户填写支付短信验证码

10.通知用户投资结果

	
	

3.3. 产品赎回 

3.3.1	 用户主动发起赎回	
	

用户 理财平台 前置系统

1.登录理财平台

2.选择已购买产品，发起产品赎回

3.发起产品赎回申请交易请求

5.返回产品赎回申请受理结果

9.向用户展示产品赎回打款到账结果

8.返回产品赎回打款到账结果

4.赎回交易处理

6.向用户展示产品赎回请求受理结果

7.赎回打款交易处理

	



	

3.3.2	 乐享理财系统发起赎回	
	

固定期限类理财产品及固定到期日理财产品，均由乐享理财系统在产品到期日主动发起

赎回业务操作，例如固定期限产品。	
	

用户 理财平台 前置系统

4.向用户展示产品赎回打款到账结果

3.返回产品赎回打款到账结果

1.产品赎回交易处理

2.赎回打款交易处理

	
	

3.4	 取消投资	

	
取消投资接口由理财平台根据自身平台实际业务场景按业务需求进行交易申请提交，取

消投资后将恢复该产品销售配额。	
	

理财平台 前置系统

3.取消投资交易申请

2.取消投资交易处理，产品配额业务处理

1.取消投资交易申请

	



4. 交易接口列表	

4.1. 创建用户 

通过本系统进行理财产品购买的用户需要在本平台创建实名用户，用户创建成功以后才

可以通过本平台进行理财购买及支付等操作。	

Ø 服务名	
v2/user/createUser.htm	

Ø 支持格式	
json 报文	

Ø 请求方式	

http/https	

Ø 请求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必选	 类型及范围	 说明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渠道商户 ID，

渠道商入网时

由系统分配	
sign	 sign	 true	 string	 签名	
data	 app_uid	 true	 string(50)	 渠道用户编号	

username	 true	 string(50)	 用户实名	
id_card_type	 true	 int	 证件类型 	 1-

身份证	
id_card_no	 true	 string(50)	 证件号码	
bank_account	 false	 string(50)	 银行卡号	
mobile	 false	 string(50)	 手机号（说明：

银行卡号传递

时手机号为必

填，且必须为

该银行卡银行

预留手机号）	
version	 true	 string	 接 口 版 本 号

（ 必 须 填

写”2.0.0”）	
remark	 false	 string(256)	 备注	

Ø 返回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必须	 类型	 说明	
msgCode	 msgCode	 true	 string	 响应码	



msgDes	 msgDes	 true	 string	 响应信息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渠道商户 ID，

渠道商入网时

由系统分配	
sign	 sign	 true	 string	 签名	
data	 is_new	 true	 boolean	 是否该用户之

前已经存在，

还是刚刚创建	
status	 true	 string(2)	 开户状态。01-

开户成功；02-
开户失败；03-
开户处理中	

user_id	 false	 string(50)	 乐享理财平台

系统用户 ID
（平台内部对

应生产的用户

ID）	
remark	 false	 string(256)	 备注	

	

4.2. 获取产品信息列表 

Ø 服务名	
v2/query/queryProducts.htm	

Ø 支持格式	
Json 报文/List	

Ø 请求方式	

http/https	

Ø 请求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必选	 类型及范围	 说明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渠道商户 ID	

sign	 sign	 true	 string	 签名	

data	 category	 false	 int	 产品类型 	 6-固定期限类 	 7-日
日盈	 13-好运宝	

terminal	 false	 int	 终端类型	 1-PC端	 2-WAP端	 3-
安卓 APP 端	 4-iOSAPP 端	 5-微
信端	

version	 true	 string	 接口版本号（必须填写“2.0.0”）	



remark	 string(256)	 false	 备注	

	
	

Ø 返回参数	
节 点 参 数

名	
字段	 类型	 说明	

msgCode	 msgCode	 true	 string	
msgDes	 msgDes	 true	 string	
merchant_i
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sign	 sign	 true	 string	
data	 products	 	 product_id	 int64	 产品编号	

name	 string(50)	 产品名称	
category	 int	 产品类型  6-固定

期限类 	 7-日日盈	
13-好运宝	

status	 int	 状态 1-启用 2-不
启用 3-已废除	

is_cashable	 int	 是否可变现  1-是 
2-否	

cash_lockup_period	 int	 变现封闭期（天）	
cash_date_start	 string(yyyy-MM-d

d HH:mm:ss)	
可变现的开始日

期（用当前时间计

算）	
cash_date_end	 string(yyyy-MM-d

d HH:mm:ss)	
可变现的结束日

期	
pre_time	 string(yyyy-MM-d

d HH:mm:ss)	
预售时间	

open_time	 string(yyyy-MM-d
d HH:mm:ss)	

开放时间	

sale_apps	 object[]	 发售终端信息	
min_amount	 double(0.00)	 投资金额下限	
max_amount	 double(0.00)	 投资金额上限	
period_type	 int	 期限类型  1-固定

到期日  2-固定期

限 3-活期 4-封闭

期 6-自定义期限	
expire_date	 string(yyyy-MM-d

d HH:mm:ss)	
固定到期日	

expire_period	 int	 固定期限	
expire_period_unit	 int	 固定期限单位  1-

月 2-周 3-天	



lockup_period	 int	 封闭期	
lockup_period_unit	 int	 封闭期单位  1-月 

2-周 3-天	

return_rate_type	 int	 收益率类型  1-固
定 2-浮动 3-基础

+浮动	
return_rate	 double(00.0000)	 预期收益率	
float_rates	 object[]	 浮动收益率信息	
effect_day_type	 int	 起息日条件  1-支

付成功 2-满标 3-
成功出借	

effect_day	 int	 起息日（第 N 天）	
effect_day_unit	 int	 起息日单位  1-工

作日 2-自然日	
effect_date	 string(yyyy-MM-d

d HH:mm:ss)	
起息日期（用当前

时间计算）	
loan_type	 int	 债 权 来 源 

1-NewLender 债

权 5-随心宝债权	
currency_type	 int	 币种 1-RMB	
remark	 string(200)	 产品描述	

props	 object[]	 扩展属性信息	
quota	 double(0.00)	 产品可用配额	
total_quota	 double(0.00)	 产品总配额	
today_quota	 double(0.00)	 产品当日配额	
total_amount	 double(0.00)	 累计交易额	
today_buy_number	 int	 今日已购买人数	
total_buy_number	 int	 累计购买人数	
user_buy_amount	 double(0.00)	 客户已购买金额

（渠道用户编号

不为空时，有返回

值）	
user_max_amount	 double(0.00)	 客户剩余可购买

金额（渠道用户编

号不为空时，有返

回值）	
total_buy_amount	 double(0.00)	 客户最大可购买

金额	
is_redeem	 int	 是否可赎回  1-是 

2-否	
free_count	 int	 每月免费赎回次

数	



service_fee_rate	 double(00.0000)	 赎回手续费率	
fixed_service_fee	 double(0.00)	 固定手续费	
min_redeem_amount	 double(0.00)	 最小赎回金额	

max_redeem_amount	 double(0.00)	 最大赎回金额	
day_redeem_amount	 double(0.00)	 每日赎回限额	
add_year_rate	 double(00.0000)	 加息利率	

service_fee_rule	 object	 咨询服务费规则

信息	
update_time	 string(yyyy-MM-d

d HH:mm:ss)	
更新时间	

create_time	 string(yyyy-MM-d
d HH:mm:ss)	

创建时间	

发售终端信息（sale_app）	
字段	 类型	 说明	
appkey	 string	 渠道编号	
terminal	 int	 终端类型	 1-PC 端	

2-WAP 端 	 3-安卓

APP 端 	 4-iOSAPP
端	 5-微信端	

浮动收益率信息（float_rate）	
字段	 类型	 说明	
float_type	 int	 浮动收益率类型	

1-期限 	 2-单笔交

易金额 	 3-发售渠

道/终端	
float_period_unit	 int	 浮动期限单位 	 1-

月 	 2- 周 	 3- 天
（ float_type 为 1
时有效）	

min_range	 double	 范围下限	
max_range	 double	 范围上限	
appkey	 string	 渠 道 编 号

（ float_type 为 3
时有效）	

terminal	 int	 终端类型	 1-PC 端	
2-WAP 端 	 3-安卓

APP 端 	 4-iOSAPP
端 	 5- 微 信 端

（ float_type 为 3
时有效）	

float_rate	 double	 浮动收益率	



扩展属性信息（prop）	
字段	 类型	 说明	
remark	 string	 属性描述	
name	 string	 属性名称	
value	 string	 属性值	
咨询服务费规则信息（service_fee_rule）	
字段	 类型	 说明	
valid_date	 string	 生效日期	
amount_type	 int	 投资总额基数 	 1-

投资本金	 2-资产	
amount_range_type	 int	 投资总额范围 	 1-

按单笔投资额 	 2-
同一渠道，相同产

品类型的投资总

额	 3-同一渠道，所

有产品类型的投

资总额 	 4-所有渠

道，相同产品类型

的投资总额 	 5-所
有渠道，所有产品

类型的投资总额	
amount_calc_type	 int	 投资总额计算方

式	 1-期末值	 2-周
期内的日平均值	

charge_type	 int	 计费基数类型 	 1-
投资本金	 2-资产	

charge_frequency	 int	 收取频次 	 1-按月	
2-按季	 3-按年	

is_reduce_curr_month	 int	 满额当月免除账

户管理费	 1-是	 2-
否	

fee_rates	 object[]	 费率信息（列表）	
费率信息（fee_rate）	
字段	 类型	 说明	
min_amount	 double	 投资总额下限	
max_amount	 double	 投资总额上限	
fee_rate	 double	 费率	

	
	

Ø 报文示例	



4.3. 申请购买（收银台） 

理财产品申请购买收银台接入接口，通过该接口的接入，终端用户在渠道商户系统选择

所购买的理财产品后可直接跳转至新结算支付系统收银台界面，并在支付收银台选择支付的

银行、完成支付要素的填写，并最终完成支付购买。	
注意，本接口只可单独使用，不能与再次支付接口进行配合使用。如若需要针对之前投

资订单做继续付款操作，则可直接继续调用此接口，平台会自行判断请求是否为新投资购买

请求亦或为针对之前的投资订单做再次付款操作。	

4.3.1． 提交参数	

Ø 服务名	
v2/order/applyCash.htm	

Ø 支持格式	
收银台版申购接口需要借助用户浏览器进行请求提交，以便进行用户浏览器端的支付跳

转动作。报文示例如下：	
sign=xxx&merchant_id=xxx&data=xxxxx	

Ø 请求方式	

http/https	

Ø 请求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必选	 类型及范围	 说明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渠道商户 ID，

渠道商入网时

由系统分配	
sign	 sign	 true	 string	 签名	
data	 terminal	 true	 int	 终 端 类 型	

1-PC 端	
2-WAP 端（说

明：目前接口

只支持 PC、
WAP两种终端

类型，需正确

填写）	
product_id	 true	 int64	 产品编号	
app_order_id	 true	 string(32)	 渠道交易单编

号，渠道商户

ID（7 位）+25
位渠道商自生

成编号（不可

为特殊字符，



且保证渠道商

系统唯一）	
buy_amount	 true	 double(0.00)	 认购金额，单

位：元	
discount_fee	 true	 double(0.00)	 折扣金额，单

位：元。注意，

此字段涉及到

商户折扣优惠

相关的内容，

需根据签约协

议正确填写，

大于 0 则会给

代理商带来成

本	
app_uid	 true	 string(50)	 渠道用户编号	
product_period	 false	 int	 期数	
repay_day	 false	 int	 回款日（范围：

1-31）	
period_repay_amount	 false	 double(0.00)	 每期回款金额	

first_repay_amount	 false	 double(0.00)	 首期回款金额	

mobile	 false	 string(50)	 手机号（银行

卡信息传值时

为必填，且为

该卡银行预留

手机号）	
bank_account	 false	 string(50)	 银行卡号（注

意，此卡必须

为用户开户时

的实名卡）	
returnUrl	 true	 String(255)	 同 步 通 知 地

址。同步返回

商户的通知地

址，以 http://
或者 https://
打头公网访问

的地址 	确保

能被访问。参

数值可以为空

（如若为空则

无法将支付结

果跳转至商户

页面，支付结



果将通过收银

台自带结果页

面对用户进行

展示）。	
notifyUrl	 true	 String(255)	 异步通知地址

（购买支付通

知状态地址）。	
redeem_confirm	 false	 String(1)	 为空时不需要

确认。1:需要

赎回时确认。

注意，此字段

涉及到商户折

扣优惠相关的

内容，需根据

签约协议正确

填写，否则可

能会给代理商

带来成本	
version	 true	 string	 接口版本号	

remark	 string(256)	 false	 备注	

4.3.2． 同步通知参数	
通过 return_url 地址 post 表单提交方式进行返回。返回报文示例如下：	
msgCode=xxx&msgDes=xxx&sign=xxx&merchant_id=xxx&data=xxxxx	

节点参数名	 字段	 类型	 必选	 说明	
msgCode	 msgCode	 true	 string	 msgCode	
msgDes	 msgDes	 true	 string	 msgDes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merchant_id	
sign	 sign	 true	 string	 sign	
data	 app_order_id	 string(32)	 true	 渠 道 交 易 单

编号	
investment_id	 string(32)	 true	 乐 享 理 财 系

统投资单号	
order_status	 string(2)	 true	 投 资 单 状 态	

01-待付款，

02-已付款。参

见枚举列表	
buy_time	 string(yyyy-MM-dd	

HH:mm:ss)	
true	 购买时间	

last_buy_time	 string(yyyy-MM-dd	
HH:mm:ss)	

false	 截 止 购 买 时

间	
total_amount	 double(0.00)	 false	 投 资 单 金 额

(认购金额 	 +	



购买手续费	 -	
折扣费)	

buy_amount	 double(0.00)	 false	 认购金额	
buy_fee	 double(0.00)	 false	 购买手续费	
discount_fee	 double(0.00)	 false	 折扣费	
return_rate	 double(00.0000)	 false	 预期收益率	
return_amount	 double(0.00)	 false	 预 期 收 益 金

额	
effect_date	 string(yyyy-MM-dd	

HH:mm:ss)	
false	 计息日	

remark	 string(256)	 false	 备注	

4.3.3． 查询响应（同步返回）	
对于投资支付返回结果无法立刻得知最终支付结果的情况（网络、系统等原因导致），

商户系统或其终端用户可通过手工触发查询获取投资支付结果信息。	

Ø 服务名	
v2/	query	/payStatus.htm	

Ø 支持格式	
json 报文	

Ø 请求方式	

http/https	

Ø 请求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必选	 类型及范围	 说明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渠道商户 ID，

渠道商入网时

由系统分配	
sign	 sign	 true	 string	 签名	
data	 app_order_id	 true	 string(32)	 渠道交易单编

号，渠道商户

ID（7 位）+25
位渠道商自生

成编号（不可

为特殊字符，

且保证渠道商

系统唯一）	
version	 true	 string	 接口版本号	
remark	 string(256)	 false	 备注	

	

Ø 返回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必选	 类型	 说明	
msgCode	 msgCode	 true	 string	 msgCode	
msgDes	 msgDes	 true	 string	 msgDes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merchant_id	
sign	 sign	 true	 string	 sign	
data	 app_order_id	 true	 string(32)	 渠道交易单编

号	
order_status	 true	 string(2)	 投 资 单 状 态	

01-待付款；02-
已付款	 	

remark	 false	 string(256)	 备注	
	

4.4. 申请购买（API） 

Ø 服务名	
v2/order/apply.htm	

Ø 支持格式	
Json 报文	

Ø 请求方式	

http/https	

Ø 请求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必选	 类型及范围	 说明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渠道商户 ID，渠

道商入网时由系

统分配	
sign	 sign	 true	 string	 签名	
data	 terminal	 true	 int	 终端类型 	 1-PC

端	 2-WAP 端	 3-
安 卓 APP 端	
4-iOSAPP 端 	 5-
微信端	

product_id	 true	 int64	 产品编号	
app_order_id	 true	 string(32)	 渠道交易单编

号，渠道商户 ID
（7 位）+25 位渠

道商自生成编号

（不可为特殊字

符，且保证渠道



商系统唯一）	
buy_amount	 true	 double(0.00)	 认购金额，单位：

元	
discount_fee	 true	 double(0.00)	 折扣金额，单位：

元。注意，此字

段涉及到商户折

扣优惠相关的内

容，需根据签约

协议正确填写，

大于 0 则会给代

理商带来成本。	
app_uid	 true	 string(50)	 渠道用户编号	
product_period	 false	 int	 期数	
province	 true	 string(10)	 省份编码	
city	 true	 string(10)	 城市编码	
repay_day	 false	 int	 回款日（范围：

1-31）	
period_repay_amount	 false	 double(0.00)	 每期回款金额	

first_repay_amount	 false	 double(0.00)	 首期回款金额	

username	 true	 string(50)	 用户实名	
id_card_type	 true	 int	 证件类型 	 1-身

份证	
id_card_no	 true	 string(50)	 证件号码	

mobile	 true	 string(50)	 手机号	

bank_code	 true	 string(50)	 银行机构代码

（如工商银行的

银行机构代码

102，回款银行账

户信息）	
bank_account	 true	 string(50)	 银行卡号	
account_name	 true	 string(50)	 银行账户名称	

redeem_confirm	 false	 String(1)	 为空时不需要确

认。1:需要赎回

时确认。注意，

此字段涉及到商

户折扣优惠相关

的内容，需根据

签约协议正确填

写，否则可能会

给代理商带来成



本。	

version	 true	 string	 接口版本号	

remark	 false	 	 string(256)	 备注	

	
	
	

Ø 返回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类型	 必选	 说明	
msgCode	 msgCode	 true	 string	 响应码	
msgDes	 msgDes	 true	 string	 响应信息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渠道商户 ID，

渠道商入网

时由系统分

配	
sign	 sign	 true	 string	 签名	
data	 app_order_id	 string(32)	 true	 渠道交易单

编号	
investment_id	 string(32)	 true	 乐享理财系

统投资单号	
pay_code	 string(10)	 true	 支付凭证	
order_status	 string(2)	 true	 投资单状态	

01-待付款，参

见枚举列表	
buy_time	 string(yyyy-MM-dd	

HH:mm:ss)	
true	 购买时间	

last_buy_time	 string(yyyy-MM-dd	
HH:mm:ss)	

false	 截止购买时

间	
total_amount	 double(0.00)	 false	 投资单金额

(认购金额 	 +	
购买手续费	 -	
折扣费)	

buy_amount	 double(0.00)	 false	 认购金额	
buy_fee	 double(0.00)	 false	 购买手续费	
discount_fee	 double(0.00)	 false	 折扣费	
return_rate	 double(00.0000)	 false	 预期收益率	
return_amount	 double(0.00)	 false	 预期收益金

额	
effect_date	 string(yyyy-MM-dd	

HH:mm:ss)	
false	 计息日	

remark	 string(256)	 false	 备注	
	



	

Ø 报文示例	

4.5. 再次支付 

Ø 服务名	
v2/order/reApply.htm	

Ø 支持格式	
Json 报文	

Ø 请求方式	

http/https	

Ø 请求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必选 类型及范围 说明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渠道商户 ID	
sign	 sign	 true	 string	 签名	
data	 app_order_id	 true	 string(32)	 渠道交易单编号	

app_uid	 true	 string(50)	 渠道用户编号	
province	 true	 string(10)	 省份编码	
city	 true	 string(10)	 城市编码	
username	 true	 string(50)	 用户实名	
id_card_type	 true	 int	 证件类型	 1-身份

证	
id_card_no	 true	 string(50)	 证件号码	

mobile	 false	 string(50)	 手机号	

bank_code	 false	 string(50)	 银 行 机 构 代 码

（如工商银行的

银 行 机 构 代 码

102，回款银行账

户信息）	
bank_account	 false	 string(50)	 银行卡号	
account_name	 false	 string(50)	 银行账户名称，

回款银行账户信

息	
version	 true	 string	 接口版本号	
remark	 string(256)	 false	 备注	



	

Ø 返回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必选 类型 说明 

msgCode	 msgCode	 true	 string	 响应码	

msgDes	 msgDes	 true	 string	 响应信息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渠道商户 ID，渠

道商入网时由系

统分配	
sign	 sign	 true	 string	 签名	

data	 app_order_id	 	true	 string(32)	 渠道交易单编号	

investment_id	 	true	 string(32)	 乐享理财系统投

资单号	
pay_code	 	true	 string(10)	 支付凭证	
order_status	 	true	 string(2)	 交易单状态 	 01-

待付款	
buy_time	 	true	 string(yyyy-MM-dd	

HH:mm:ss)	
购买时间	

last_buy_time	 	false	 string(yyyy-MM-dd	
HH:mm:ss)	

截止购买时间	

total_amount	 	false	 double(0.00)	 投资单金额 (认
购金额 	 +	 购买

手续费 	 -	 折扣

费)	
buy_amount	 	false	 double(0.00)	 认购金额	

buy_fee	 	false	 double(0.00)	 认购金额	

discount_fee	 	false	 double(0.00)	 折扣费	

return_rate	 	false	 double(00.0000)	 预期收益率	

return_amount	 	false	 double(0.00)	 预期收益金额	

effect_date	 false	 string(yyyy-MM-dd	
HH:mm:ss)	

计息日	

remark	 string(256)	 false	 备注	

Ø 报文示例	

4.6. 确认购买	

Ø 服务名	



v2/order/confirmApply.htm	

Ø 支持格式	
json 报文	

Ø 请求方式	

http/https	

Ø 请求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必选	 类型及范围	 说明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渠道商户 ID	
sign	 sign	 true	 string	 签名	
data	 product_id	 true	 int64	 产品编号	

app_order_id	 true	 string(32)	 渠道交易单

编号	
buy_amount	 true	 double(0.00)	 认购金额	
discount_fee	 true	 double(0.00)	 折扣金额	
app_uid	 true	 string(50)	 渠道用户编

号	
pay_code	 true	 string(32)	 支付凭证	
sms_code	 true	 string(8)	 短信验证码	

version	 true	 string	 接口版本号	

remark	 string(256)	 false	 备注	

	
	

Ø 返回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必选	 类型	 说明	
msgCode	 msgCode	 true	 string	 响应码	
msgDes	 msgDes	 true	 string	 响应信息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渠 道 商 户

ID，渠道商

入 网 时 由

系统分配	
sign	 sign	 true	 string	 签名	
data	 app_order_id	 true	 string(50)	 渠 道 交 易

单编号	
order_status	 true	 string(2)	 投 资 单 状

态 	 01- 待
付款 	 	 02-
已付款（认

购处理中）	



07-付款中	

remark	 false	 string(256)	 备注	

	
	

Ø 报文示例	

4.7. 赎回申请	

Ø 服务名	
v2/order/applyRedeem.htm	

Ø 支持格式	
json 报文	

Ø 请求方式	

http/https	

Ø 请求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必选	 类型及范围	 说明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渠道商户 ID	
sign	 sign	 true	 string	 签名	
data	 app_order_id	 false	 string(32)	 渠 道 交 易 单

编号（赎回产

品 非 日 日 盈

类 型 产 品 时

必填）	
app_redeem_id	 true	 string(32)	 渠 道 赎 回 申

请单号，规则

与 渠 道 交 易

单号一致	
app_uid	 true	 string(50)	 渠 道 用 户 编

号	
product_id	 true	 int64	 产品编号	

is_expired	 false	 int	 是 否 到 期 转

让 	 1-是 	 2-否
（ 赎 回 产 品

非 日 日 盈 类

型 产 品 时 必

填）	



is_express	 false	 int	 是否加急 	 1-
不加急 	 2-加
急（赎回产品

非 日 日 盈 类

型 产 品 时 必

填）	
redeem_type	 false	 int	 转让类型 	 1-

全部转让 	 2-
保 留 资 产 转

让 	 3-转让部

分资产（赎回

产 品 非 日 日

盈 类 型 产 品

时必填）	
redeem_amount	 false	 double(0.00)	 赎回金额（转

让类型不为 1
时必填）	

add_amount	 false	 double(0.01)	 加息金额	
version	 true	 string	 接 口 版 本 号

（ 默 认

“1.0.0”）	
remark	 string(256)	 false	 备注	

	
	

Ø 返回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必选	 类型	 说明	
msgCode	 msgCode	 true	 string	 响应码	
msgDes	 msgDes	 true	 string	 响应信息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渠道商户 ID，渠

道商入网时由系

统分配	
sign	 sign	 true	 string	 签名	
data	 app_order_id	 false	 string(32)	 渠道交易单编号

（赎回产品非日

日盈类型产品时

必填）	
app_redeem_id	 true	 string(32)	 渠道赎回申请单

号	
redeem_status	 true	 string(2)	 赎回状态 	 01-已

申请；02-已回款；

03-回款中。参见

枚举列表	
repay_amount	 false	 double	 资产交割后支付



金额（状态为 02-
已回款 /03-回款

中时返回）	
pay_amount	 false	 double	 实际回款金额。

说明，实际回款

金额为资产交割

后支付金额 +商
户 加 息 金 额

（add_amount）	
exp_sell_fee	 false	 double	 加急手续费	
fixed_service_fee	 false	 double	 固定手续费	
service_fee	 false	 double	 手续费	
remark	 false	 string(256)	 备注	

	
	

Ø 报文示例	

4.8. 取消投资	

Ø 服务名	
v2/order/cancel.htm	

Ø 支持格式	
	 json 报文	

Ø HTTP 请求方式	

	 http/https	

Ø 请求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必选	 类型及范围	 说明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渠道商户 ID	
sign	 sign	 true	 string	 签名	
data	 app_order_id	 true	 string(32)	 渠 道 交 易 单

编号	
version	 true	 string	 接口版本号	
remark	 string(256)	 false	 备注	

	
	

Ø 返回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必选	 类型	 说明	



msgCode	 msgCode	 true	 string	 响应码	
msgDes	 msgDes	 true	 string	 响应信息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渠道商户

ID，渠道

商入网时

由系统分

配	
sign	 sign	 true	 string	 签名	
data	 app_order_id	 true	 string(32)	 渠道交易

单编号	
order_status	 true	 string(2)	 投资单状

态 	 11-已
取消	

remark	 false	 string(256)	 备注	
	

Ø 报文示例	

4.9. 使用随心宝优惠券	

Ø 服务名	
v2/order/	use_gift.htm	

Ø 支持格式	
	 json 报文	

Ø HTTP 请求方式	

	 http/https	

Ø 请求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必选	 类型及范围	 说明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渠道商户 ID	
sign	 sign	 true	 string	 签名	
data	 app_uid	 true	 string(50)	 渠道用户编

号	
product_id true	 int64 产品编号 
app_order_id false 

true	
string(50) 渠道投资单

编号（默认逻

辑认购成功

才能使用，所

以该值暂定

为必填） 



gift_type true	 int 优惠券类型：

0-加息  1-翻
倍 2-固定值 

effective_amount true	 double(0.00) 作用金额，例

如针对 5000
交易进行加

息，则传5000 
operation_num true	 double(0.0000) 作用值，根据

优惠卷类型

需要增加优

惠的具体值 

例如： 

如果是加息，

加息 5%，则

传 0.05 

 如果是翻倍，

翻两倍，则传

2 
如果固定值，

固 定 为

11.11%，则传

0.1111 
effective_time true string(yyyy-MM-dd)  优惠开始时

间，可享受优

惠的开始时

间，非卷面的

展示的有效

期 
end_time true	 string(yyyy-MM-dd)  优惠结束时

间，可享受优

惠的结束时

间，非卷面的

展示的有效

期 
version	 true	 string	 接口版本号	
remark	 false	 string(256)	 备注	

	
	

Ø 返回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必选	 类型	 说明	
msgCode	 msgCode	 true	 string	 响 应 码



0000- 成

功	
msgDes	 msgDes	 true	 string	 响应信息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渠道商户

ID，渠道

商入网时

由系统分

配	
sign	 sign	 true	 string	 签名	
data	 	 	 	 	

	 	 	 	
	 	 	 	

	

报文示例	

5. 查询接口列表	

5.1. 获取投资信息列表	

本查询接口支持分页操作以方便前端展示系统对数据获取方式的不同要求，数据的返回

将以用户的投资购买时间“buy_time”进行倒序排序。	

Ø 服务名	
v2/query/queryInvestsForPage.htm	

Ø 支持格式	
json 报文	

Ø HTTP 请求方式	

http/https	

Ø 请求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必选	 类型及范围	 说明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渠道商户 ID	
sign	 sign	 true	 string	 签名	
data	 terminal	

	
	

false	 int	 终端类型	 1-PC 端	
2-WAP 端 	 3-安卓

APP 端 	 4-iOSAPP
端	 5-微信端	

product_id	 false	 int64	 产品编号	
app_uid	 true	 string(50)	 渠道用户编号	
page_size	 false	 int	 页码大小（请求数



据分页后的大小设

置）。注意：不传默

认返回第一页前

10 条数据	
page_no	 false	 int	 页码	
version	 true	 string	 接口版本号	
remark	 false	 string(256)	 备注	

	

Ø 返回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类型	 说明	
msgCode	 msgCode	 true	 string	
msgDes	 msgDes	 true	 string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sign	 sign	 true	 string	
data	 count	 int	 总记录数	

page_no	 int	 当前页码	
total_page	 int	 总页数	
page_size	 int	 每页条数	
list	 app_order_id	 string(32)	 渠道交易单编号	

invest_id	 int64	 NL 投资申请编号	
order_status	 string(2)	 投资单状态 	 01-待

付 款 	 02- 已 付 款	
03-认购中	 04-认购

成 功 	 05- 赎 回 中	
06-投资单完成	 10-
自动取消 	 11-用户

取消	
buy_time	 string(yyyy-MM-

dd	HH:mm:ss)	
购买时间	

total_amount	 double(0.00)	 投资单金额(认购金

额	 +	 购买手续费	 -	
折扣费)	

buy_amount	 double(0.00)	 认购金额	
product_id	 int64	 产品编号	
product_name	 string(50)	 产品名称	
app_uid	 string(50)	 渠道用户编号	
username	 string(50)	 用户实名	
appkey	 string(7)	 渠道编号	
terminal	 int	 终端类型 	 1-PC 端	

2-WAP 端 	 3-安卓

APP 端	 4-iOSAPP 端	
5-微信端	



last_buy_time	 string(yyyy-MM-
dd	HH:mm:ss)	

截止购买时间	

pay_time	 string(yyyy-MM-
dd	HH:mm:ss)	

支付时间	

confirm_time	 string(yyyy-MM-
dd	HH:mm:ss)	

确认时间(认购成功

时间)	
finish_time	 string(yyyy-MM-

dd	HH:mm:ss)	
完成时间(赎回成功

时间)	
product_period	 int	 产品期限	
product_period_unit	 int	 产品期限单位	 1-月	

2-周	 3-天	
repay_day_type	 int	 回款日期类型	 1-每

月第 N天	 2-每月最

后 1 天	 3-T（购买

日）后 N 天	
repay_day	 int	 回款日期	
period_repay_amount	 double(0.00)	 每期回款金额	
first_repay_amount	 double(0.00)	 首期回款金额	
product_expire_date	 string(yyyy-MM-

dd	HH:mm:ss)	
产品到期日	

effect_date	 string(yyyy-MM-
dd	HH:mm:ss)	

计息日	

buy_fee	 double(0.00)	 购买手续费	
discount_fee	 double(0.00)	 折扣费	
return_rate	 double(00.0000)	 预期收益率	
return_amount	 double(0.00)	 预期收益金额	
redeem_amount	 double(0.00)	 已赎回金额	
repay_plans	 object[]	 回款计划（列表）	
redeem_details	 object[]	 赎回详情信息	
回款计划（repay_plan）	
app_redeem_id	 string(32)	 渠道赎回申请单号	
period_no	 string(10)	 期数	
repay_date	 string(yyyy-MM-

dd	HH:mm:ss)	
回款日期	

repay_principal_amount	 double(0.00)	 回收本金	
repay_interest_amount	 double(0.00)	 产生利息	
convert_amount	 double(0.00)	 折标金额	
repay_amount	 double(0.00)	 回款金额	
income_amount	 double(0.00)	 客户收入	
repay_status	 string(2)	 回款状态	 1-待回款	

2-已回款	
赎回详情信息（redeem_detail）	
字段	 类型	 说明	



app_redeem_id	 string(32)	 渠道赎回申请单号	
sell_id	 int64	 NL 转让申请编号	
redeem_amount	 double(0.00)	 申请赎回金额	
redeem_time	 string(yyyy-MM-

dd	HH:mm:ss)	
申请赎回时间	

is_expired	 int	 是否到期转让	 1-是	
2-否	

is_express	 int	 是否加急	 1-不加急	
2-加急	

redeem_type	 int	 转让类型	 1-全部转

让	 2-保留资产转让	
3-转让部分资产	

redeem_status	 string	 赎回状态 	 01-已申

请 	 06-待回款 	 07-
已回款	

repay_amount	 double(0.00)	 交割后支付金额	
sell_date	 string(yyyy-MM-

dd	HH:mm:ss)	
转让时间	

sell_amount	 double(0.00)	 债权转出金额	
sell_cash_amount	 double(0.00)	 现金部分	
sell_discount_fee	 double(0.00)	 转让折扣费	
exp_sell_fee	 double(0.00)	 加急手续费	
service_fee	 double(0.00)	 转让部分咨询服务

费	
residual_service_fee	 double(0.00)	 剩余月咨询服务费	
transfer_agrs	 object[]	 转让协议信息	
转让协议信息（transfer_agr）	
字段	 类型	 说明	
transfer_agr_no	 string(50)	 转让协议编号	
name	 string(100)	 受让人姓名	
buyer_certificate_type	 string(20)	 受让人证件类型	
buyer_certificate_no	 string(50)	 受让人证件号	
transfer_scale	 double(	 decimal(

30,20)	)	
转让比例	

transfer_amt	 double(0.00)	 转让金额	
transfer_pv	 double(0.00)	 债权价值	
loan_receipt_no	 string(50)	 借款协议编号	
principal_amt	 double(0.00)	 借款金额	
bc_name	 string(50)	 借款人姓名	
debtor_identity_no	 string(20)	 借款人身份证号	
debt_desc	 string(100)	 借款用途	
effective_time	 string(yyyy-MM-

dd	HH:mm:ss)	
借款日期	



service_fee	 double(0.00)	 转让部分咨询服务

费（如果一次转让

有多份转让协议，

则该咨询服务费是

按该份协议的转让

价 格 比 例 计 算 得

出）	
exp_sell_fee	 double(0.00)	 加急手续费（如果

一次转让有多份转

让协议，则该加急

手续费是按该份协

议的转让价格比例

计算得出）	
repay_amount	 double(0.00)	 交 割 后 支 付 金 额

（转让净值）	

5.2. 获取单条投资信息	

Ø 服务名	
v2/query/queryInvest.htm	

Ø 支持格式	
json 报文	

Ø HTTP 请求方式	
http/https	

Ø 请求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必选	 类型及范围	 说明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渠道商户 ID	

sign	 sign	 true	 string	 签名	

data	 app_order_id	 true	 string(50)	 渠道交易单编号	

app_uid	 true	 string(50)	 渠道用户编号	

version	 true	 string	 接口版本号（必须填写 2.0.0）	

remark	 false	 string(256)	 备注	

	

Ø 返回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类型	 说明	

msgCode	 msgCode	 true	 string	



msgDes	 msgDes	 true	 string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sign	 sign	 true	 string	

data	 app_order_id	 string(50)	 渠道交易单编号	

invest_id	 int64	 NL 投资申请编号	

order_status	 string(2)	 投资单状态 	 01-待付

款 	 02-已付款 	 03-认
购 中 	 04-认 购 成 功	
05-赎回中	 06-投资单

完 成 	 10-自 动 取 消	
11-用户取消	

buy_time	 string(yyyy-MM-dd	
HH:mm:ss)	

购买时间	

total_amount	 double(0.00)	 投资单金额(认购金额	
+	 购买手续费	 -	 折扣

费)	
buy_amount	 double(0.00)	 认购金额	

product_id	 int64	 产品编号	

product_name	 string(50)	 产品名称	

product_category	 int	 产品类型 6-固定期限

类 7-日日盈 13-好运

宝	
app_uid	 string(50)	 渠道用户编号	

username	 string(50)	 用户实名	

appkey	 string(20)	 渠道编号	

terminal	 int	 终 端 类 型 	 1-PC 端	
2-WAP 端	 3-安卓 APP
端 	 4-iOSAPP 端 	 5-微
信端	

last_buy_time	 string(yyyy-MM-dd	
HH:mm:ss)	

截止购买时间	

pay_time	 string(yyyy-MM-dd	
HH:mm:ss)	

支付时间	

confirm_time	 string(yyyy-MM-dd	
HH:mm:ss)	

确认时间(认购成功时

间)	
finish_time	 string(yyyy-MM-dd	

HH:mm:ss)	
完成时间(赎回成功时

间)	
product_period	 int	 产品期限	

product_period_unit	 int	 产品期限单位 	 1-月	
2-周	 3-天	



repay_day_type	 int	 回款日期类型	 1-每月

第 N 天	 2-每月最后 1
天	 3-T（购买日）后 N
天	

repay_day	 int	 回款日期	

period_repay_amount	 double(0.00)	 每期回款金额	

first_repay_amount	 double(0.00)	 首期回款金额	

product_expire_date	 string(yyyy-MM-dd	
HH:mm:ss)	

产品到期日	

effect_date	 string(yyyy-MM-dd	
HH:mm:ss)	

计息日	

buy_fee	 double(0.00)	 购买手续费	

discount_fee	 double(0.00)	 折扣费	

return_rate	 double(00.0000)	 预期收益率	

return_amount	 double(0.00)	 预期收益金额	

redeem_amount	 double(0.00)	 已赎回金额	

repay_plans	 object[]	 回款计划（列表）	

回款计划（repay_plan）	

app_redeem_id	 string(50)	 渠道赎回申请单号	

period_no	 string(10)	 期数	

repay_date	 string(yyyy-MM-dd	
HH:mm:ss)	

回款日期	

repay_principal_amount	 double(0.00)	 回收本金	

repay_interest_amount	 double(0.00)	 产生利息	

convert_amount	 double(0.00)	 折标金额	

repay_amount	 double(0.00)	 回款金额	

income_amount	 double(0.00)	 客户收入	

repay_status	 int	 回款状态 	 1-待回款	
2-已回款	

赎回详情信息（redeem_detail）	

字段	 类型	 说明	

app_redeem_id	 string(50)	 渠道赎回申请单号	

sell_id	 int64	 NL 转让申请编号	

redeem_amount	 double(0.00)	 申请赎回金额	

redeem_time	 string(yyyy-MM-dd	
HH:mm:ss)	

申请赎回时间	



is_expired	 int	 是否到期转让 	 1-是	
2-否	

is_express	 int	 是否加急 	 1-不加急	
2-加急	

redeem_type	 int	 转让类型	 1-全部转让	
2-保留资产转让	 3-转
让部分资产	

redeem_status	 int	 赎回状态 	 1-已申请	
6-待回款	 7-已回款	

repay_amount	 double(0.00)	 交割后支付金额	

sell_date	 string(yyyy-MM-dd	
HH:mm:ss)	

转让时间	

sell_amount	 double(0.00)	 债权转出金额	

sell_cash_amount	 double(0.00)	 现金部分	

sell_discount_fee	 double(0.00)	 转让折扣费	

exp_sell_fee	 double(0.00)	 加急手续费	

service_fee	 double(0.00)	 转让部分咨询服务费	

residual_service_fee	 double(0.00)	 剩余月咨询服务费	

transfer_agrs	 object[]	 转让协议信息	

转让协议信息（transfer_agr）	

字段	 类型	 说明	

transfer_agr_no	 string(50)	 转让协议编号	

name	 string(100)	 受让人姓名	

buyer_certificate_type	 string(20)	 受让人证件类型	

buyer_certificate_no	 string(50)	 受让人证件号	

transfer_scale	 double(	decimal(30,20)	)	 转让比例	

transfer_amt	 double(0.00)	 转让金额	

transfer_pv	 double(0.00)	 债权价值	

loan_receipt_no	 string(50)	 借款协议编号	

loan_receipt_amt	 double(0.00)	 借款金额	

bc_name	 string(50)	 借款人姓名	

debtor_identity_no	 string(20)	 借款人身份证号	

debt_desc	 string(100)	 借款用途	

effective_time	 string(yyyy-MM-dd	
HH:mm:ss)	

借款日期	



service_fee	 double(0.00)	 转让部分咨询服务费

（如果一次转让有多

份转让协议，则该咨

询服务费是按该份协

议的转让价格比例计

算得出）	
exp_sell_fee	 double(0.00)	 加急手续费（如果一

次转让有多份转让协

议，则该加急手续费

是按该份协议的转让

价格比例计算得出）	
repay_amount	 double(0.00)	 交割后支付金额（转

让净值）	
	

Ø 报文示例	
	

5.3. 获取债权信息列表	

Ø 服务名	
v2/query/creditorRights.htm	

Ø 支持格式	
Json 报文	

Ø HTTP 请求方式	

http/https	

Ø 请求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必选	 类型及范围	 说明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渠道商户 ID	
sign	 sign	 true	 string	 签名	
data	 app_order_id	 true	 string(50)	 渠 道 交 易 单

编号	
version	 true	 string	 接 口 版 本 号

（ 默 认 填

写”1.0.0”）	
remark	 string(256)	 false	 备注	

	
	

Ø 返回参数	



节 点 参 数

名	
字段	 类型	 说明	

msgCode	 msgCode	 true	 string	
msgDes	 msgDes	 true	 string	
merchant_i
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sign	 sign	 true	 string	
data	 loans	 	 app_order_id	 string(32)	 渠道交易单编号	

loan_receipt_n
o	

string(50)	 借款协议编号	

loan_receipt_a
mt	

double(0.00)	 借款金额	

bc_name	 string(50)	 债务人姓名	
debt_type	 string(50)	 债权类型	
debt_p_purpos
e	

string(50)	 债务用途	

debt_c_purpos
e	

string(50)	 债务子用途	

debt_desc	 string(100)	 债务用途说明	
invest_class	 string(50)	 债权产品品种	
repay_per_no	 int	 还款分期	
debtor_identit
y_no	

string(20)	 债务人身份证号	

debtor_type	 string(50)	 债务人身份	
debtor_sex	 string(20)	 债务人性别	
debtor_birthda
y	

string(yyyy-MM-d
d	HH:mm:ss)	

债务人生日	

debtor_degree	 string(20)	 债务人学历	
debtor_marrie
d	

string(20)	 债务人婚否	

debtor_census
_register	

string(20)	 债务人户籍	

debtor_addres
s	

string(100)	 债务人居住地址	

cashier_time	 string(yyyy-MM-d
d	HH:mm:ss)	

放款日期	

effective_time	 string(yyyy-MM-d
d	HH:mm:ss)	

合同生效日期	

contract_date	 string(yyyy-MM-d
d	HH:mm:ss)	

合同签订日期	

start_date	 string(yyyy-MM-d
d	HH:mm:ss)	

还款开始日期	

end_date	 string(yyyy-MM-d 还款结束日期（债权结束日期）	



d	HH:mm:ss)	

irr_year	 double(	 decimal(
30,20)	)	

年内部收益率	

loan_id	 int64	 NL 债权编号	
receipt_hold_s
cale	

double(	 decimal(
30,20)	)	

协议与债权占比（持有比例）	

principal_amt	 double(0.00)	 债 权 本 金

（ loan_receipt_amt/receipt_hold
_scale）	

loan_receipt_l
ocation	

string(100)	 借款协议文件路径	

leavings_per_n
o	

int	 剩余还款期数	

invest_lending
_type	

string(20)	 出借单类型	 0:新出借	 1:回投	 2:
追加	

loan_source_ty
pe	

string(20)	 债权来源	 0:借贷	 1:转让	

seller_name	 string(50)	 转让人姓名	 债权来源：转让时

必填	
seller_identity_
no	

string(50)	 转让人证件号	 债权来源：转让

时必填	
seller_identity_
type	

string(20)	 转让人证件类型	 债权来源：转

让时必填	
transfer_agr_n
o	

string(50)	 转让协议编号	 债权来源：转让

时必填	
sell_date	 string(yyyy-MM-d

d	HH:mm:ss)	
转让日期	 债权来源：转让时必

填	
transfer_amt	 double(0.00)	 转让金额	 债权来源：转让时必

填	
transfer_scale	 double(	 decimal(

30,20)	)	
转让比例	 债权来源：转让时必

填	
	
	

Ø 报文示例	
	

5.4. 获取资产报告	

Ø 服务名	
v2/query/assets.htm	



Ø 支持格式	
json 报文	

Ø HTTP 请求方式	

http/https	

Ø 请求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必选	 类型及范围	 说明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渠道商户 ID	
sign	 sign	 true	 string	 签名	
data	 app_order_id	 true	 string(32)	 渠道交易单编

号	
accrual_month	 true	 string(yyyy-MM)	 报告月份（格

式：yyyy-mm）	
version	 true	 string	 接口版本号	

remark	 string(256)	 false	 备注	

	
	

Ø 返回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类型	 说明	
msgCode	 msgCode	 true	 string	
msgDes	 msgDes	 true	 string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sign	 sign	 true	 string	
data	 app_order_id	 string(32)	 渠道交易单

编号	
fulfil_time	 string(yyyy-MM-dd	

HH:mm:ss)	
满额日期	

buy_amount	 double(0.00)	 认 购 金 额

（ 出 借 本

金）	
charge_type	 int	 计费基数类

型 	 1-投 资

本 金 	 2-资
产	

asset_details	 object[]	 每月资金出

借增值情况

（列表）	
transfer_agrs	 object[]	 债权转让情

况（列表）	



每月资金出借增值情况（asset_detail）	
accrual_date	 string(yyyy-MM-dd	

HH:mm:ss)	
报告日期	

accrual_month	 string(yyyy-MM)	 报告月份	
asset_value	 double(0.00)	 资产价值	
fee_rate	 double(00.0000)	 咨询服务费

率	
service_fee	 double(0.00)	 应收咨询服

务费	
return_amount	 double(0.00)	 本期收益金

额	
债权转让情况（transfer_agr）	
transfer_agr_no	 string(50)	 转让协议编

号	
sell_date	 string(yyyy-MM-dd	

HH:mm:ss)	
转让时间	

transfer_amt	 double(0.00)	 转让金额	
service_fee	 double(0.00)	 转让部分咨

询 服 务 费

（如果一次

转让有多份

转让协议，

则该咨询服

务费是按该

份协议的转

让价格比例

计算得出）	
exp_sell_fee_rate	 double(00.0000)	 加急手续费

率	
exp_sell_fee	 double(0.00)	 加急手续费

（如果一次

转让有多份

转让协议，

则该加急手

续费是按该

份协议的转

让价格比例

计算得出）	
repay_amount	 double(0.00)	 交割后支付

金额（转让

净值）	
	
	



Ø 报文示例	
	

5.5. 测算回款计划	

Ø 服务名	
v2/query/repayPlans.htm	

Ø 支持格式	
json 报文	

Ø 请求方式	

http/https	

Ø 请求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必选	 类型及范围	 说明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渠道商户 ID	
sign	 sign	 true	 string	 签名	
data	 product_id	 true	 int64	 产品编号	

buy_amount	 true	 double(0.00)	 认购金额	
product_period	 true	 int	 期数	
repay_day	 true	 int	 回款日（范

围：1-31）	
period_repay_amount	 false	 double(0.00)	 每期回款金

额（选填，

输入每期回

款金额的情

况下才能计

算预期收益

金额和回款

计划）	
first_repay_amount	 false	 double(0.00)	 首期回款金

额（选填）	
version	 true	 string	 接口版本号	
remark	 string(256)	 false	 备注	

	
	

Ø 返回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类型	 说明	
msgCode	 msgCode	 true	 string	



msgDes	 msgDes	 true	 string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sign	 sign	 true	 string	
data	 first_date	 string(yyyy-MM-dd)	 首期回款

日	
min_repay_amount	 double(0.00)	 回款金额

下限	
max_repay_amount	 double(0.00)	 回款金额

上限	
return_rate	 double(00.0000)	 预期收益

率	
expect_return_amount	 double(0.00)	 预期收益

金额（每期

产生利息

的总和）	
expect_income_amount	 double(0.00)	 客户收入

（最后一

期的客户

收入）	
repay_plans	 object[]	 回款计划

（列表）	
回款计划（repay_plan）	
period_no	 string(10)	 期数	
repay_date	 string(yyyy-MM-dd	HH:mm:ss)	 回款日期	

repay_principal_amount	 double(0.00)	 回收本金	
repay_interest_amount	 double(0.00)	 产生利息	
convert_amount	 double(0.00)	 折标金额	
repay_amount	 double(0.00)	 回款金额	
income_amount	 double(0.00)	 客户收入	

	
	

Ø 报文示例	

5.6. 获取用户交易列表	

此查询接口主要针对随心宝类活期理财产品，提供获取用户交易情况的信息服务。	

Ø 服务名	
v2/query/userTrades.htm	

Ø 支持格式	



json 报文	

Ø 请求方式	

http/https	

Ø 请求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必选	 类型及范围	 说明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渠道商户 ID	
sign	 sign	 true	 string	 签名	
data	 app_uid	 true	 string(50)	 渠道用户编

号	
product_category	 true	 int	 产 品 类 型	

7-日日盈	 	
product_id	 true	 int64	 产品编号	
trading_type	 false	 int	 交 易 类 型	

1-购买	 2-赎
回	

trading_status	 false	 int	 交 易 状 态 
1- 未 完 成 
2- 成 功  3-
失败	

start_time	 false	 string(yyyy-MM-dd	
HH:mm:ss)	

交易时间开

始范围	
end_time	 false	 string(yyyy-MM-dd	

HH:mm:ss)	
交易时间结

束范围	
page_no	 false	 int	 页码	
page_size	 false	 int	 页 码 大 小

（请求数据

分页后的大

小设置）。注

意：不传默

认返回第一

页前 10 条

数据	
version	 true	 string	 接口版本号	
remark	 string(256)	 false	 备注	

Ø 返回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类型	 说明	
msgCode	 msgCode	 true	 string	
msgDes	 msgDes	 true	 string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sign	 sign	 true	 string	
data	 count	 int	 总记录数	



page_no	 int	 当前页码	
total_page	 int	 总页数	
page_size	 int	 每页条数	
trades	 product_id	 int64	 产品编号	

product_name	 string(50)	 产品名称	
product_category	 int	 产品类型	 7-日日盈	 	
trading_type	 int	 交易类型 	 1-购买	

2-赎回	
trading_amount	 double	 交易金额	

trading_time	 string(yyyy-MM-
dd	HH:mm:ss)	

交易时间	

app_uid	 string(50)	 渠道用户编号	

username	 string(50)	 用户实名	

app_order_id	 string(50)	 渠道投资单编号（交

易类型 1-购买 时，

有返回值）	
order_status	 string(2)	 投资单状态 	 01-待

付款	 02-已付款（认

购处理中）	 07-付款

中	
app_redeem_id	 String(50)	 渠道赎回申请单号

（交易类型	 2-赎回	
时，有返回值）	

redeem_status	 string(2)	 赎回状态 	 01-已申

请；02-已回款；03-
回款中。参见枚举

列表	
repay_amount	 double(0.00)	 交 割 后 支 付 金 额

（交易类型	 2-赎回	
时，有返回值）	

exp_sell_fee	 double(0.00)	 加急手续费（交易

类型	 2-赎回	 时，有

返回值）	
fixed_service_fee	 double(0.00)	 固定手续费（交易

类型	 2-赎回	 时，有

返回值）	
service_fee double(0.00) 手续费（交易类型	

2-赎回	 时，有返回

值）	
remark false string(256) 



	

5.7. 获取用户资产信息	

此查询接口主要针对随心宝类活期理财产品，提供获取用户资产总体情况的信息服务。	

Ø 服务名	
v2/query/userAssets.htm	

Ø 支持格式	
json 报文	

Ø 请求方式	

http/https	

Ø 请求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必选	 类型及范围	 说明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渠道商户 ID	
sign	 sign	 true	 string	 签名	
data	 app_uid	 true	 string(50)	 渠道用户编

号	
product_category	 true	 int	 产品类型 7-

日日盈	
product_id	 true	 int64	 产品编号	
app_order_id	 false	 string(50)	 渠道投资单

编号	
version	 true	 string	 接口版本号	
remark	 string(256)	 false	 备注	

Ø 返回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类型	 说明	

msgCode	 msgCode	 true	 string	

msgDes	 msgDes	 true	 string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sign	 sign	 true	 string	

data	 	
user_assets 	

app_order_i
d	

string(50)	 渠道投资单编号（非

日日盈类型产品，有

返回值）	
order_status	 int	 投资单状态  1-待付

款 2-已付款 3-认购

中 4-认购成功 5-赎



回中 6-完成 10-自动

取消  11- 用户取消

（非日日盈类型产

品，有返回值）	
product_id int64 产品编号 

product_na
me 

string(50) 产品名称 

product_cat
egory 

int 产品类型 7-日日盈 

loan_hold_st
atus 

string(10) 持有状态 1-持有（日

日盈只返回持有状

态） 

return_rate double(00.0000) 预期年化收益率 

yesterday_p
rofit 

double(0.00) 昨日收益 

total_profit double(0.00) 累计收益 

hold_amoun
t 

double(0.00) 持有份额 

uncollected_
amount 

double(0.00) 未到账份额 

free_redemp
tion_sum 

int 剩余免费赎回次数 

fixed_servic
e_fee 

double(0.00) 固定手续费 

service_fee_
rate 

double(00.0000) 赎回手续费率 

add_year_ra
te 

double(00.0000) 加息利率 

add_amount double(0.00) 加息利率金额 

	 	 	

	

5.8. 获取用户收益明细	

此查询接口主要针对随心宝类活期理财产品，提供获取用户收益明细的信息服务。	

Ø 服务名	
v2/query/userProfits.htm	

Ø 支持格式	
json 报文	



Ø 请求方式	

http/https	

Ø 请求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必选	 类型及范围	 说明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渠道商户 ID	
sign	 sign	 true	 string	 签名	
data	 app_uid	 true	 string(50)	 渠道用户编号	

product_category	 true	 int	 产品类型 7-日日盈	
product_id	 true	 int64	 产品编号	
start_time	 false	 string(yyyy-MM-d

d	HH:mm:ss)	
购买日期开始时间	

end_time false string(yyyy-MM-d
d	HH:mm:ss) 

购买日期结束时间 

page_no false int 当前页，默认 1 
page_size false int 每页显示多少条,默

认 10 
version	 true	 string	 接口版本号	
remark	 string(256)	 false	 备注	

Ø 返回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类型	 说明	

msgCode	 msgCode	 true	 string	

msgDes	 msgDes	 true	 string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sign	 sign	 true	 string	

data profits 
	
	
	
	
	
	
	
	
	
	
 

count int	 总记录数	

page_no int	 当前页码	

total_page int	 总页数	

page_size int	 每页条数	

product_id	 int64	 产品名称	

product_name	 string(50)	 产品类型	 7-日日盈	

product_category	 int	 收益金额	

profit_amount	 double(0.00)	 收益时间	

profit_time	 string(yyyy-MM-
dd	HH:mm:ss)	

年化收益率	

return_rate	 double(0.0000)	 加息利率	



add_year_rate	 double(0.0000)	 加息利率金额	

add_amount	 double(0.00)	 加息收益	

add_profit	 double(0.00)	 原始利率金额	

ori_amount	 double(0.00)	 原始利率收益	

ori_profit	 double(0.00)	 产品编号	

	

5.9. 获取用户历史持有资产	

此查询接口主要针对随心宝类活期理财产品，提供获取用户历史持有资产情况的信息服

务。	

Ø 服务名	
v2/query/userHoldAmounts.htm	

Ø 支持格式	
json 报文	

Ø 请求方式	

http/https	

Ø 请求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必选	 类型及范围	 说明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渠道商户 ID	
sign	 sign	 true	 string	 签名	
data	 app_uid	 true	 string(50)	 渠道用户编号	

product_category	 true	 int	 产品类型 7-日日盈	
product_id	 true	 int64	 产品编号	
start_time	 false	 string(yyyy-MM-dd	

HH:mm:ss)	
购买日期开始时间	

end_time false string(yyyy-MM-dd	
HH:mm:ss) 

购买日期结束时间 

page_no false int 页码大小（请求数据

分 页 后 的 大 小 设

置）。注意：不传默

认返回第一页前 10
条数据 

page_size false int 页码 

version	 true	 string	 接口版本号	
remark	 string(256)	 false	 备注	



Ø 返回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类型	 说明	

msgCode	 msgCode	 true	 string	

msgDes	 msgDes	 true	 string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sign	 sign	 true	 string	

data	 count	 int	 总记录数	

page_no	 int	 当前页码	

total_page	 int	 总页数	

page_size	 int	 每页条数	

hold_a
mounts	

product_id	 int64 产品编号	

product_category	 int 产品类型 7-日日盈 

hold_amount	 double(0.00) 持有份额 

hold_date	 string(yyyy-MM-d
d HH:mm:ss) 

持有时间 

	 	 	

5.10. 获取产品债权列表	

此查询接口主要针对随心宝类活期理财产品，提供获取产品债权列表的信息服务。	

Ø 服务名	
v2/query/productLoans.htm	

Ø 支持格式	
json 报文	

Ø 请求方式	

http/https	

Ø 请求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必选	 类型及范围	 说明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渠道商户 ID	
sign	 sign	 true	 string	 签名	
	 product_id	 true	 int64	 产品编号	

page_no	 false	 int	 页码	
page_size false int 页 码 大 小

（请求数据



分页后的大

小设置）。注

意：不传默

认返回第一

页前 10 条

数据 

version	 true	 string	 接口版本号	
remark	 string(256)	 false	 备注	

Ø 返回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类型	 说明	

msgCode	 msgCode	 true	 string	

msgDes	 msgDes	 true	 string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sign	 sign	 true	 string	

max_id	 max_id true 当前编号（返回的

最大编号 

data count int	 总记录数 

page_no int	 当前页码 

total_page int	 总页数 

page_size int	 每页条数 

loans	 loan_id	 string(50)	 债权编号	

loan_receipt_amt	 double(0.00)	 借款金额	

bc_name	 string(50)	 债务人姓名	

debtor_identity_no	 string(20)	 债务人身份证号	

debt_type string(50) 债权类型（1-信用 
2-担保  3-抵押  4-
其他） 

debt_p_purpose string(50) 债务用途（家庭装

修，个人资金周转） 

repay_per_no int 还款期限 

repayment_type string(50) 还款方式 

5.11. 获取产品历史收益信息	

此查询接口主要针对随心宝类活期理财产品，提供获取产品历史收益的信息服务。	

Ø 服务名	



v2/query/productHistoryProfits.htm	

Ø 支持格式	
json 报文	

Ø 请求方式	

http/https	

Ø 请求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必选	 类型及范围	 说明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渠道商户 ID	
sign	 sign	 true	 string	 签名	
	 product_category	 true	 int	 产品类型 7-日日盈	

product_id	 true	 int64	 产品编号	
start_create_time true string(yyyy-

MM-dd 
HH:mm:ss) 

开始创建时间（当前时间

减 6 天 ， 时 分 秒 为

00:00:00） 

end_create_time true string(yyyy-
MM-dd 
HH:mm:ss) 

截止创建时间（当天时间，

时分秒为 23:59:59） 

version	 true	 string	 接口版本号	
remark	 string(256)	 false	 备注	

Ø 返回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类型	 说明	

msgCode	 msgCode	 true	 string	

msgDes	 msgDes	 true	 string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sign	 sign	 true	 string	

	
data	

total_profit true double(0.00)	 累计收益 

profits	
	
 
	

product_id	 int64	 产品编号	

product_name	 string(50)	 产品名称	

return_rate	 double(0.0000)	 年化收益率	

create_date	 string(yyyy-MM-d
d HH:mm:ss)	

日期	

	

	



5.12. 获取赎回信息	

本查询接口支持分页操作以方便前端展示系统对数据获取方式的不同要求，数据的返回

将以用户的投资购买时间“buy_time”进行倒序排序。	

Ø 服务名	
v2/query/queryRedeems.htm	

Ø 支持格式	
json 报文	

Ø HTTP 请求方式	

http/https	

Ø 请求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必选	 类型及范围	 说明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渠道商户 ID	
sign	 sign	 true	 string	 签名	
	 product_id	 true	 int64	 产品编号	

app_uid	 true	 string(50)	 渠道用户编号	
app_order_id	 false	 string(50)	 渠道投资单编号

（赎回产品非日日

盈类型产品时必

填）	
version	 true	 string	 接口版本号	
remark	 false	 string(256)	 备注	

	

Ø 返回参数	
节点参数名	 字段	 类型	 说明	
msgCode	 msgCode	 true	 string	
msgDes	 msgDes	 true	 string	
merchant_id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sign	 sign	 true	 string	
data	 redemptions	 app_redeem_id	 string(32)	 渠道赎回申请单号	

nl_invest_id	 string(64)	 NL 投资申请编号	
sell_id	 string(64)	 NL 转让申请编号	
product_id	 int64	 产品编号	
product_name	 string(50)	 产品名称	
product_category	 int	 产品类型  6-固定

期限类  7-日日盈 
13-好运宝	

app_uid string(50)  



渠道用户编号 

 
username string(50) 用户实名 
appkey string(20) 渠道编号 
redeem_amount	 double(0.00)	 申请赎回金额	
redeem_time	 string(yyyy-MM-

dd	HH:mm:ss)	
申请赎回时间	

is_expired	 int	 是否到期转让	 1-是	
2-否	

is_express	 int	 是否加急	 1-不加急	
2-加急	

redeem_type	 int	 转让类型	 1-全部转

让	 2-保留资产转让	
3-转让部分资产	

redeem_status	 string	 赎回状态 	 01-已申

请 	 06-待回款 	 07-
已回款	

repay_amount	 double(0.00)	 交割后支付金额	
sell_date	 string(yyyy-MM-

dd	HH:mm:ss)	
转让时间	

sell_amount	 double(0.00)	 债权转出金额	
sell_cash_amount	 double(0.00)	 现金部分	
sell_discount_fee	 double(0.00)	 转让折扣费	
exp_sell_fee	 double(0.00)	 加急手续费	
service_fee	 double(0.00)	 转让部分咨询服务

费	
residual_service_fee	 double(0.00)	 剩余月咨询服务费	
transfer_agrs	 object[]	 转让协议信息	
转让协议信息（transfer_agr）	
字段	 类型	 说明	
transfer_agr_no	 string(50)	 转让协议编号	
name	 string(100)	 受让人姓名	
buyer_certificate_typ
e	

string(20)	 受让人证件类型	

buyer_certificate_no	 string(50)	 受让人证件号	
transfer_scale	 double(	 decimal(

30,20)	)	
转让比例	

transfer_amt	 double(0.00)	 转让金额	
transfer_pv	 double(0.00)	 债权价值	
loan_receipt_no	 string(50)	 借款协议编号	
principal_amt	 double(0.00)	 借款金额	
bc_name	 string(50)	 借款人姓名	



debtor_identity_no	 string(20)	 借款人身份证号	
debt_desc	 string(100)	 借款用途	
effective_time	 string(yyyy-MM-

dd	HH:mm:ss)	
借款日期	

service_fee	 double(0.00)	 转让部分咨询服务

费（如果一次转让

有多份转让协议，

则该咨询服务费是

按该份协议的转让

价 格 比 例 计 算 得

出）	
exp_sell_fee	 double(0.00)	 加急手续费（如果

一次转让有多份转

让协议，则该加急

手续费是按该份协

议的转让价格比例

计算得出）	
repay_amount	 double(0.00)	 交 割 后 支 付 金 额

（转让净值）	

	

	
	

6. 通知接口列表（渠道商开发）	

渠道商通知接口是指服务方为渠道商系统，平台本身作为客户端向渠道商提交投资支付

结果等相关信息的接口类型。该接口类型的报文数据传输方式为：key1=value1&key2=value2&	
signInfo=xxx 的 post 提交形式。其中 signInfo 为请求报文&渠道商与平台约定的商户秘钥 key
进行 md5 后的值。报文形式采用标准 JSON 进行传递。	

具体 md5 签名规则如下：	
1）、先将待通知的信息放入TreeMap<String,Object>中。其中金额保留两位小数后按 String

类型存放，时间转换为“yyyyMMddHHmmss”格式后按 String 类型存放。	
	 	 	 	 2）、生成签名信息，获取商户秘钥（由乐享理财系统生成提供给渠道端的秘钥串）。将

待签名的信息 TreeMap<String,Object>及商户秘钥传入获取待签名信息的方法中。	
3）、迭代 TreeMap 集合，按照“key1=value1&key2=value2...&merchKey”的形式组装待

签名信息。（注意，空值不参与签名、签名信息本身不参与签名;此外对于金额等数值类型字

段依据所属的字段类型进行签名，例如 double 类型进行签名时则直接采用 double 值绑定后

进行签名而不要将其转换为 string 类型）。	
	 	 	 	 4）、对组装的待签名信息进行 MD5 生成摘要（签名时编码格式为 UTF-8），即为签名信

息。	



6.1. 通知投资单状态 

此接口用于投资订单认购成功后对渠道端的通知。	

Ø 服务名	
/notify/status.htm	

Ø 支持格式	
	 	 	 	 json	

Ø HTTP 请求方式	

http-post	

Ø 请求参数	
字段	 必选	 类型及范围	 说明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渠道商户 ID	
app_order_id	 true	 string(32)	 渠道交易单编号	
order_status	 true	 string	 投资单状态 	 04-认

购成功	 05-赎回中	
fulfil_time	 false	 string(yyyy-MM-dd	

HH:mm:ss)	
满额日期（投资单状

态	 04-认购成功	 时
返回）	

app_redeem_id	 false	 string(32)	 渠道赎回申请单号

（投资单状态 	 05-
赎回中	 时返回）	

redeem_status	 false	 string	 赎回状态 	 06-待回

款（投资单状态	 05-
赎回中	 时返回）	

repay_amount	 false	 double(0.00)	 交割后支付金额（投

资单状态 	 05-赎回

中	 时返回）	
sell_date	 false	 string(yyyy-MM-dd	

HH:mm:ss)	
转让时间（投资单状

态	 05-赎回中	 时返

回）	
remark	 string(256)	 false	 备注	

signInfo	 true	 string	 数据签名	

	
	

Ø 返回参数	
	



字段	 类型	 是否必然返回	 说明	
app_order_id	 string(50)	 true	 渠道交易单编号	
receive_status	 string	 true	 接收状态 	 01-接收

成功	 	
remark	 string(256)	 false	 备注	
	

Ø 报文示例	

6.2. 赎回打款通知 

Ø 服务名	
/notify/redeemPay.htm	

Ø 支持格式	
json	

Ø HTTP 请求方式	

http-post	

Ø 请求参数	
字段	 必选	 类型及范围	 说明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渠道商户 ID	
app_order_id	 true	 string(32)	 渠道交易单编号	
app_redeem_id	 true	 string(32)	 渠道赎回申请单号	
repay_amount	 true	 double(0.00)	 实际支付金额	
repay_time	 true	 string(yyyy-MM-dd	

HH:mm:ss)	
支付完成时间	

redeem_status	 false	 string	 赎回状态 	 07-已回

款	
remark	 string(256)	 false	 备注	

signInfo	 true	 string	 数据签名	

	
	

Ø 返回参数	
字段	 类型	 是否必然返回	 说明	
app_order_id	 string(32)	 true	 渠道交易单编号	
app_redeem_id	 string(32)	 true	 渠道赎回申请单号	
receive_status	 string	 true	 接收状态 	 01-接收



成功	 	
remark	 string(256)	 false	 备注	
	
	

Ø 报文示例	

6.3. 异步投资支付结果通知 

Ø 	 	服务名	
/notify/payStatus.htm	

Ø 支持格式	
	 	 	 	 json	

Ø HTTP 请求方式	

http-post	

Ø 请求参数	
字段	 必选	 类型及范围	 说明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渠道商户 ID	

type	 true	 string	 通知类型	

app_order_id	 true	 string(50)	 渠道交易单编号	

buy_amount	 true	 double(0.00)	 认购金额，单位：

元	
order_status	 true	 string	 投资单状态 	 01-待

付款、02-已付款	
remark	 string(256)	 false	 备注	

signInfo	 true	 string	 数据签名	

	

Ø 返回参数	
字段	 类型	 是否必然返回	 说明	
app_order_id	 string(50)	 true	 	 渠道交易单编号	
receive_status	 string	 true	 接收状态 	 01-接收

成功	 	
remark	 string(256)	 false	 备注	
	



6.4. 赎回确认通知 

Ø 服务名	
/notify/redeemConfirm.htm	

Ø 支持格式	
json	

Ø HTTP 请求方式	

http-post	

Ø 请求参数	
字段	 必选	 类型及范围	 说明	
merchant_id	 true	 string(7)	 渠道商户 ID	
app_order_id	 true	 string(32)	 渠道交易单编号	
app_redeem_id	 true	 string(32)	 渠道赎回申请单号	
redeem_amount	 true	 double(0.00)	 赎回金额	
remark	 string(256)	 false	 备注	

signInfo	 true	 string	 数据签名	

	
	

Ø 返回参数	
字段	 类型	 是否必然返回	 说明	
app_order_id	 string(32)	 true	 渠道交易单编号	
app_redeem_id	 string(32)	 true	 渠道赎回申请单号	
redeem_amount	 true	 double(0.00)	 赎回金额	
add_amount	 true	 double(0.00)	 加息金额	
confirm_status	 true	 String	 01:已确认	
remark	 string(256)	 false	 备注	
signInfo	 true	 string	 数据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