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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线路规划接口：新增“线路优化服务” 新增接口 2016-08-25

1.2

车辆 API：新增“车辆实时定位”和“车辆

历史轨迹”

线路规划接口：新增“ETA 服务”

新增接口 2016-09-22

1.3

1、车辆导入接口：补充车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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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参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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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门店 API 新增：固定路由数据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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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门店数据导入接口：请求参数“linkman”

和“linkphone”增加支持多个属性传参；

5、辅助 API 新增：文本信息分拣。

新增接口 2017-08-28

1.6
1、订单 API 新增：生成配送任务单、获取

配送任务单明细、拉取配送任务单列表。
新增接口 2017-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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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成配送任务单：“生成配送任务单”

增加参数回程点【warehousecode】；

2、ETA 服务：增加可选参数【p】、【atj】、

【ad】和【fd】；

3、订单 API：新增“纠正配送任务单”接

口。

新增接口 2017-12-19

1.7

1、接收消息管理：新增“预排单通知消息”、

“装车完成通知消息”、“配送完成通知消

息”、“周转箱记录通知消息”。

新增接口 2017-12-25

1.8

1、“周转箱记录通知消息”更名为“随车

工具归还通知消息”。

2、订单 API 新增：回传分拣结果和配送箱

框借出信息，获取随车工具归还记录。

3、门店数据导入：请求参数“linkman”和

“linkphone”更改为非必填；增加地理编

码功能和联系人/联系电话格式不合法时自

动分拣出有效信息功能。

4、“线路规划接口”和“坐标转换接口”

合并为“路径优化 API”。

5、订单数据导入（城配版）、回传分拣结

果和配送箱框借出信息（城配版）：“请求

参数”【weight】的单位由吨改为公斤。

新增接口 2018-02-01

1.9

1、门店数据导入：“请求参数”新增

【supervisor】、【superphone】和

【custcode】。

修订接口 2018-02-27

2.0

1、订单 API 新增：审核订单数据。

2、订单数据导入（城配版）：新增参数

【pvolume】

新增接口 2018-04-03

2.1
1、路径优化 API：新增“线路优化请求服

务”和“线路优化结果服务”接口。
新增接口 2018-06-28

2.2 订单 API 新增：回传出回车信息。 新增接口 2018-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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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蹄圈物流服务 API 协议

1 使用说明

1.1 签名密钥
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安全优质的服务，物流云平台针对物流服务 API 引入签名验证机制，

用户在使用之前需要先获取企业 ID（corpid）和签名密钥（token）。

获取路径：登录物流云平台 -> 控制台 -> 物流服务

物流云平台：http://www.matiquan.cn/

1.2 注意事项
 “请求参数”和“返回结果”中的数据格式，仅限于表示目标可转换的变量类型。比如

【Integer】和【Float】在“返回结果”JSON 中，可能带双引号，也可能不带。

 “请求参数”采用参数 key=value 形式传参，value 数据格式详见表格中描述。

 http 请求方式：POST（请使用 https 协议），POST 头信息 Content-Type 为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charset=utf-8

http://www.matiqua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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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城市配送对接方案

以上 A 至 F是马蹄圈物流 Web 服务 API 提供的主动和被动接口，一至四是以消息通知形式

通讯第三方 WMS，第三方 WMS 以“接收消息管理”章节规定协议格式接收消息内容，并

调用“获取配送任务单明细”或其它接口获取消息对应的数据内容。

2 接口协议

2.1 公共参数
2.1.1 接口地址

https://hy.careland.com.cn/ktms/openserv/

2.1.2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参与

签名

必填

corpid Integer 企业 ID Y Y

https://hy.careland.com.cn/ktms/opense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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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 String（由英

文、数字组成）

签名（sign 签名校验，参考【附录 1：sign 计算

算法】）

N Y

2.1.3 错误编码

编码 描述

0 成功

1001 必填项缺少类

1002 参数内容格式不合法类

1003 企业 ID不存在类

1004 接口未开启类

1005 Sign 签名失败类

1006 未处理完毕类

（包含线路优化计算未完成等）

1007 规划失败类

（包含线路优化失败、ETA 计算失

败等）

1008 路径计算限制类

（包含规划点数量限制、并发请求

限制、单次坐标转换个数限制等）

1009 数据操作失败类

（包含数据记录不存在、无数据操

作权限、数据条数超限等）

1900 系统错误类

（包含入库失败、接口异常等）

2000 频繁重复提交类

（包含重复记录入库、相同企业接

口请求过于频繁等）

2.2 门店 API
2.2.1 门店数据导入

1) 说明

请求方式：通过 POST 方式进行接口请求，以 JSON 格式返回结果。

接口名称：v1/import_store.php
简要描述：用于企业 ERP/WMS 导入门店信息数据到物流云平台，导入成功后，可通过“物

流云平台 -> 门店管理”进行管理。门店编码存在时则覆盖，否则新增。传参位置坐标值为

空、联系人/联系电话为空或不合法的门店在“物流云平台 -> 门店管理 -> 信息缺失门店”

中管理。

 地理编码：如果未传参“位置坐标值”时，自动根据“详细地址”解析出位置坐标值（可

能存在误差），可通过“物流云平台 -> 门店管理 -> 信息缺失门店”中进行核实纠偏。

此功能前提是门店编码不存在于门店库、或存在于门店库但位置坐标值未核实；否则位

置坐标值不被覆盖更新。

 拣出有效信息：如果联系人/联系电话格式不合法时，自动分拣出姓名/电话填充联系人

/联系电话，可通过“物流云平台 -> 门店管理 -> 信息缺失门店”中进行核实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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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编码：0,1001,1002,1003,1004,1005,1900,2000
2)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参与

签名

必填

storecode String 门店编码

（作为对接门店的唯一标识）

Y Y

storename String 门店名称 Y Y

storeaddr String 详细地址 Y Y

linkman String 联系人 Y N

linkphone String 联系电话（标准电话或手机号码，电话号码

可带区号/分机或不带，手机号码为 11 位；

多个间以半角逗号“,”分隔，最多三个）

Y N

org_name String 所属机构

（与“物流云平台 -> 组织管理”中名称一

致；默认为此公司的根节点组织机构）

Y N

ctype Integer 位置坐标类型

1 为凯立德 K 码

2 为凯立德 xy 坐标

3 为 GPS 坐标

4 为国测局坐标

5 为百度坐标

Y N

coords String 位置坐标值

凯立德 xy 坐标格式：x,y
凯立德 K 码格式：9 位字符

GPS 坐标/国测局坐标/百度坐标格式：

longitude,latitude

Y N

storemark String 门店的特殊送货说明 Y N

supervisor String 督导姓名 Y N

superphone String 督导电话 Y N

custcode String 所属客户编码（与“物流云平台 -> 客户管

理”中客户编码一致）

Y N

公共输入参数 详见 3.1.1

3) 返回结果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errcode Integer 错误编码（详见 3.1.2）

errmsg String 错误提示

2.2.2 固定路由数据导入

1)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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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方式：通过 POST 方式进行接口请求，以 JSON 格式返回结果。

接口名称：v1/import_linedata.php
简要描述：用于企业外部系统导入已生成的固定路由到物流云平台，导入成功后，可通过“物

流云平台 -> 固定路由”进行管理。路由编号存在时则覆盖，否则新增。请求参数 linepoints
为路由点集合（数量有限制，以实际配置为准），前提是路由点必须存在于门店/配送中心/
客户关系网库中，JSON 数组成员的先后顺序即路由点顺序。

错误编码：0,1001,1002,1003,1004,1005,1900,2000
2)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参与

签名

必填

lineno String 路由编号

（作为对接固定路由的唯

一标识）

Y Y

linename String 路由名称 Y Y

linepoints

ptype

Json

（Array）

Integer 路由点类型(1 为门店、2
为配送中心、3 为客户关系

网 )

Y Y

pcode String 路由点编码（门店编码 /
配送中心编码 / 客户关

系编码）

Y Y

公共输入参数 详见 3.1.1

3) 返回结果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errcode Integer 错误编码（详见 3.1.2）

errmsg String 错误提示

2.3 车辆 API
2.3.1 车辆数据导入

1) 说明

请求方式：通过 POST 方式进行接口请求，以 JSON 格式返回结果。

接口名称：v1/import_truck.php
简要描述：用于企业 ERP/WMS 导入车辆信息数据到物流云平台，导入成功后，可通过“物

流云平台 -> 运力管理 -> 车辆管理”进行管理。车牌号码存在时则覆盖，否则新增。

错误编码：0,1001,1002,1003,1004,1005,1900,2000
2)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参与

签名

必填

carlicense String 车牌号码

（作为对接车辆的唯一标识）

Y Y

carlicense_remark String 车牌备注（可作为挂车车牌） Y N

sourceid Integer 车辆属性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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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自有车辆

2 为社会车辆

groupname String 所属车队名称（与“物流云平台 -> 运力

管理 -> 车队管理”中名称一致）

Y Y

carmodel String 车辆类型(按车厢结构分，填写如：厢式

货车、栏板式货车等；与“物流云平台 ->
数据字典 -> 车辆管理 -> 车辆类型”中

名称一致)

Y Y

cartype Integer 车辆型号(按吨位分，填写序号：1-微型 2-
轻型 3-中型 4-重型)

Y Y

carvin String 车架号 Y N

carengine String 发动机号 Y N

carbrand String 车辆品牌（与“物流云平台 -> 数据字典

-> 车辆管理 -> 车辆品牌”中名称一致）

Y N

manufactory String 制造商（已作废，为了兼容保留参数） Y N

locatetype Integer 设备类型（已作废，为了兼容保留参数） Y N

iddumber String 设备号（已作废，为了兼容保留参数） Y N

carweight Float 载重（吨） Y N

carvol Float 容积（方） Y N

carlong Float 车辆长度（米） Y N

carwidth Float 车辆宽度（米） Y N

carheight Float 车辆高度（米） Y N

avgoil Float 百公里油耗（升） Y N

公共输入参数 详见 3.1.1

3) 返回结果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errcode Integer 错误编码（详见 3.1.2）

errmsg String 错误提示

2.3.2 车辆实时定位

1) 说明

请求方式：通过 POST 方式进行接口请求，以 JSON 格式返回结果。

接口名称：v1/get_real_track.php
简要描述：通过车辆的绑定设备 ID 或车牌号获取车辆实时位置。

错误编码：0,1001,1002,1003,1004,1005,1900,2000
2)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参与

签名

必填

duid String 设备 ID
（多个以逗号分隔，单次最多50个）

Y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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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icense String 车牌号码

（与“设备 ID”参数为二选一必填，

二者都传参时忽略此参数；单车辆

查询）

Y N

公共输入参数 详见 3.1.1

3) 返回结果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errcode Integer 错误编码（详见 3.1.2）

errmsg String 错误提示

datas

x

Array

Integer 坐标 X

y Integer 坐标 Y

time Integer 采集时间（UTC时间戳）

speed Integer 即时速度（km/h）

high Integer 高程 (m)

direction Integer 行驶方向（正北为 0度，顺序针）

duid Integer 设备 ID

PS：返回结果的 datas 属性是 JSON 数组，数组下标为设备 ID。

2.3.3 车辆历史轨迹

1) 说明

请求方式：通过 POST 方式进行接口请求，以 JSON 格式返回结果。

接口名称：v1/get_history_track.php
简要描述：通过车辆的绑定设备 ID 或车牌号获取车辆的行驶历史轨迹（时间跨度不能超过

24 小时)。
错误编码：0,1001,1002,1003,1004,1005,1900,2000
2)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参与

签名

必填

duid Integer 设备 ID Y N

carlicense String 车牌号码

（与“设备 ID”参数为二选一必

填，二者都传参时忽略此参数；

单车辆查询）

Y N

btime Integer 开始时间（UTC时间戳） Y Y
etime Integer 结束时间（UTC时间戳） Y Y

公共输入参数 详见 3.1.1

3) 返回结果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errcode Integer 错误编码（详见 3.1.2）

errmsg String 错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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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

x

Array

Integer 坐标 X

y Integer 坐标 Y

time Integer 采集时间（UTC时间戳）

speed Integer 即时速度（km/h）

high Integer 高程 (m)

direction Integer 行驶方向（正北为 0度，顺序针）

duid Integer 设备 ID

2.4 订单 API
2.4.1 订单数据导入（城配版）

1) 说明

请求方式：通过 POST 方式进行接口请求，以 JSON 格式返回结果。

接口名称：v1/import_order_bystore.php
简要描述：用于企业 ERP/WMS/外部订单系统导入订单信息数据到物流云平台（发货人和收

货人信息必须存在于门店/配送中心/客户关系网库），导入成功后，可通过“物流云平台 ->
运单管理”进行管理。客户订单号存在时则覆盖，否则新增。

错误编码：0,1001,1002,1003,1004,1005,1009,1900,2000
2)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参与

签名

必填

sourcecode String 客户订单号

（作为对接订单的唯一标识）

Y Y

customer_note String 客户备注 Y N

goods_des String 货物种类（与“物流云平台 -> 数

据字典 -> 运单管理 -> 货物种

类”中名称一致）

Y N

arrive_starttime String 要求送达时间（此时间之后送达。

格式：YYYY-MM-DD HH:mm:ss
例如：2017-01-01或 2017-01-01
08:10或 2017-01-01 08:10:02）

Y Y

arrive_endtime String 要求送达时间（此时间之前送达。

格式：YYYY-MM-DD HH:mm:ss
例如：2017-01-01或 2017-01-01
08:10或 2017-01-01 08:10:02）

Y Y

receivables_from Integer 收款方（0 为无、1 为收货人、2
为发货人；货运类型为提并送时

才有效）

Y N

receivables Float 应收金额（元） Y N

freight_type Integer 货运类型（1 为送货、2 为提货、

3 为提并送）

Y Y

org_name String 所属机构 Y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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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物流云平台 -> 组织管理”

中名称一致；默认为此公司的根

节点组织机构）

storecode String 送货点编码（门店编码 / 配送中

心编码 / 客户关系编码）

Y Y

warehousecode String 装货点编码（门店编码 / 配送中

心编码 / 客户关系编码）

Y Y

lineno String 路由编号（不传此参数时，若送

货点编码/装货点编码可关联到

固定路由且只有一条，则系统自

动关联此固定路由）

Y N

goods

code

Json

（Array）

String 货物编码（不传此参数则系统自

动生成编码）

Y N

name String 货物名称 Y Y

package String 预留，暂未启用。将用于多种周

转箱的名称，系统暂时只支持一

种周转箱。

Y N

amount Integer 整件数量 Y N

unit String 整件单位（如：箱、框；与“物

流云平台 -> 数据字典 -> 运单

管理 -> 货物单位”中名称一致）

Y N

weight Float 总重量（公斤） Y N

volume Float 整件体积（立方，即为自带包装

的整件体积）

Y N

pvolume Float 周转箱体积（立方，即为拆零货

物在周转箱中的占用体积）

Y N

公共输入参数 详见 3.1.1

PS：参数 goods 为打包好的货物列表，JSON 数组字符串，每个订单最多支持 20 种打包的货

物，格式如：goods=[{"name":"西瓜",amount:10,"unit":"框"}]
3) 返回结果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errcode Integer 错误编码（详见 3.1.2）

errmsg String 错误提示

2.4.2 审核订单数据

1) 说明

请求方式：通过 POST 方式进行接口请求，以 JSON 格式返回结果。

接口名称：v1/check_order.php
简要描述：用于企业 ERP/WMS/外部订单系统批量审核订单数据，审核通过的订单更改为已

提交状态，审核不通过则作废订单（已删除状态）。请求参数 orders 为客户订单号的集合，

前提是订单必须存在于运货单库中，且状态为新增。

错误编码：0,1001,1002,1003,1004,1005,1009,19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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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参与

签名

必填

ischeck Integer 审核状态（1 为审核通过，

2 为审核不通过）

Y Y

orders
Json

（Array<String>）

客户订单号集合（单次最

多传 100 个订单号）

Y Y

公共输入参数 详见 3.1.1

PS：参数 orders 为 JSON 数组字符串，格式如：orders=["170906263330","170905014066"]
3) 返回结果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errcode Integer 错误编码（详见 3.1.2）

errmsg String 错误提示

orders_success Json

（Array<String>）

审核成功的客户订单号集合

orders_fail Json

（Array<String>）

审核失败的客户订单号集合

2.4.3 生成配送任务单

1) 说明

请求方式：通过 POST 方式进行接口请求，以 JSON 格式返回结果。

接口名称：v1/import_taskplan.php
简要描述：用于企业外部系统导入已生成的配送任务单（装车单）到物流云平台，导入成功

后，可通过“物流云平台 -> 运输计划”进行管理。装车任务号存在时则覆盖记录，否则为

新增。请求参数 orders 为客户订单号的集合，前提是订单必须存在于运货单库中，JSON 数

组成员的先后顺序即为默认线路顺序。

（参数 orders 中的订单需要按以下规则进行装车：

货运类型 规则

送货 必须是相同的发货地址

提货 必须是相同的收货地址

提并送 不能与其他货运类型混合

提货和送货混合 提货的收货地址与送货的发货地址必须是相同地址）

错误编码：0,1001,1002,1003,1004,1005,1009,1900,2000
2)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参与

签名

必填

taskkey String 装车任务号

（作为对接配送任务单的

唯一标识）

Y Y

carlicense String 运输车辆的车牌号码（与

“物流云平台 -> 运力管

理 -> 车辆管理”中号码一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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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drmobile String 配送司机手机号（与“物

流云平台 -> 运力管理 ->
配送人管理”中号码一致）

Y Y

departtime Integer 发车时间（UTC 时间戳） Y Y

orders
Json

（Array<String>）

客户订单号集合（数量有

限制，以实际配置为准）

Y Y

atsendtime Integer

任务单计划发送给司机/
送货人员/装货人员时间

（UTC 时间戳）

Y N

atidxtype Integer
发送线路顺序（1 为默认线

路、2 为优化线路）

Y N

remark String 配送备注 Y N

sendmobile1 String

送货人员 1 手机号（与“物

流云平台 -> 运力管理 ->
配送人管理”中号码一致）

Y N

sendmobile2 String

送货人员 2 手机号（与“物

流云平台 -> 运力管理 ->
配送人管理”中号码一致）

Y N

loadmobile1 String

装货人员 1 手机号（与“物

流云平台 -> 运力管理 ->
配送人管理”中号码一致）

Y N

loadmobile2 String

装货人员 2 手机号（与“物

流云平台 -> 运力管理 ->
配送人管理”中号码一致）

Y N

warehousecode String

回程点（门店编码 / 配送

中心编码 / 客户关系编

码）

Y N

公共输入参数 详见 3.1.1

PS：参数 orders 为 JSON 数组字符串，格式如：orders=["170906263330","170905014066"]
3) 返回结果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errcode Integer 错误编码（详见 3.1.2）

errmsg String 错误提示

taskid Integer 生成的配送任务 ID（由 12位数字组成，成

功时此值才有效，【64位整型，长度为 8
个字节】）

2.4.4 获取配送任务单明细

1) 说明

请求方式：通过 POST 方式进行接口请求，以 JSON 格式返回结果。

接口名称：v1/get_taskplan_bas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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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描述：用于获取配送任务单（装车单）的配送顺序、预估里程/时长、实际行驶里程/
时长、配送任务单状态等信息。返回结果 orders 为订单基本信息集合，JSON 数组成员的先

后顺序即为配送线路顺序。

错误编码：0,1001,1002,1003,1004,1005,1006,1900,2000
2)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参与

签名

必填

taskid Integer 配送任务 ID（【64 位整型，

长度为 8 个字节】）

Y Y

公共输入参数 详见 3.1.1

3) 返回结果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errcode Integer 错误编码（详见 3.1.2）

errmsg String 错误提示

task

carlicense

Object

String 运输车辆的车牌号码

departtime Integer 发车时间（UTC 时间戳）

drmobile String 配送司机手机号

drname String 配送司机姓名

sendmobile1 String 送货人员 1 手机号

sendname1 String 送货人员 1 姓名

sendmobile2 String 送货人员 2 手机号

sendname2 String 送货人员 2 姓名

loadmobile1 String 装货人员 1 手机号

loadname1 String 装货人员 1 姓名

loadmobile2 String 装货人员 2 手机号

loadname2 String 装货人员 2 姓名

predistance Integer 预估里程（单位：米）

pretime Integer 预估时长（单位：分钟）

distance Integer 实际里程（单位：米，此值为任务

单执行完成且统计分析完成后才有

效）

time Integer 实际时长（单位：分钟，此值为任

务单执行完成且统计分析完成后才

有效）

status Integer 配送任务单状态

0 待运货（已计划）

1 运货中（作业中）

2 已完成

3 暂停运货（作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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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止运货（作业中）

255 已删除

orders

cut_orderid

Array

String 客户订单号

status Integer 运货状态

0 待运货

1 运货中

2 已完成

3 暂停运货

4 中止运货

255 已删除

orderstatus Integer 订单状态

20 已计划

21 已发布

30 作业中（待提货）

31 作业中（提货中）

32 作业中（已提货）

40 作业中（送货中）

50 已完成

51 已删除

finishtime Integer 运货完成时间

2.4.5 拉取配送任务单列表

1) 说明

请求方式：通过 POST 方式进行接口请求，以 JSON 格式返回结果。

接口名称：v1/get_taskplan_list.php
简要描述：用于查询一定发车时间范围内的配送任务单（装车单）列表，列表中的配送任务

单记录可通过“获取配送任务单明细”接口获取明细信息。

错误编码：0,1001,1002,1003,1004,1005,1009,1900,2000
2)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参与

签名

必填

btime Integer 开始时间（UTC时间戳，以发

车时间查询）

Y Y

etime Integer 结束时间（UTC时间戳，以发

车时间查询，时间跨度不允许超

过一个月）

Y Y

carlicense String 车牌号码（按车辆查询任务单） Y N

pagesize Integer 每页条数（取值范围 1-100，默

认 10）
Y N

pageindex Integer 页码（从 1 开始计算） Y N

公共输入参数 详见 3.1.1

3) 返回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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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errcode Integer 错误编码（详见 3.1.2）

errmsg String 错误提示

total Integer 总记录数

tasks

taskid

Array

Integer 配送任务 ID（由 12 位数字组成，【64
位整型，长度为 8 个字节】）

carlicense String 运输车辆的车牌号码

departtime Integer 发车时间（UTC 时间戳）

drmobile String 配送司机手机号

drname String 配送司机姓名

sendmobile1 String 送货人员 1 手机号

sendname1 String 送货人员 1 姓名

sendmobile2 String 送货人员 2 手机号

sendname2 String 送货人员 2 姓名

loadmobile1 String 装货人员 1 手机号

loadname1 String 装货人员 1 姓名

loadmobile2 String 装货人员 2 手机号

loadname2 String 装货人员 2 姓名

predistance Integer 预估里程（单位：米）

pretime Integer 预估时长（单位：分钟）

status Integer 配送任务单状态

0 待运货（已计划）

1 运货中（作业中）

2 已完成

3 暂停运货（作业中）

4 中止运货（作业中）

255 已删除

2.4.6 纠正配送任务单

1) 说明

请求方式：通过 POST 方式进行接口请求，以 JSON 格式返回结果。

接口名称：v1/edit_taskplan.php
简要描述：用于分拣后纠正配送任务单（装车单）的配送线路顺序或订单范围。只有未开始

的配送任务单才允许纠正。请求参数 orders 为客户订单号的集合，前提是订单必须存在于

运货单库中，JSON 数组成员的先后顺序即为配送线路顺序。

（参数 orders 中的订单需要按以下规则进行装车：

货运类型 规则

送货 必须是相同的发货地址

提货 必须是相同的收货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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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并送 不能与其他货运类型混合

提货和送货混合 提货的收货地址与送货的发货地址必须是相同地址）

错误编码：0,1001,1002,1003,1004,1005,1009,1900,2000
2)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参与

签名

必填

taskid Integer 配送任务 ID（【64 位整型，

长度为 8 个字节】）

Y Y

orders
Json

（Array<String>）

客户订单号集合（数量有

限制，以实际配置为准）

Y Y

公共输入参数 详见 3.1.1

PS：参数 orders 为 JSON 数组字符串，格式如：orders=["170906263330","170905014066"]
3) 返回结果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errcode Integer 错误编码（详见 3.1.2）

errmsg String 错误提示

taskid Integer 配送任务 ID（【64 位整型，长度为 8 个字

节】）

2.4.7 回传分拣结果和配送箱框借出信息（城配版）

1) 说明

请求方式：通过 POST 方式进行接口请求，以 JSON 格式返回结果。

接口名称：v1/upload_taskplan_sortresult.php
简要描述：用于分拣后回传运货单（订单）的分拣结果和配送箱框借出信息。回传成功后，

运货单附加状态会更改为已拣货。请求参数 orders 为当前传参门店的送货/提货订单集合，

前提是订单必须存在于运货单库中。

错误编码：0,1001,1002,1003,1004,1005,1009,1900,2000
2) 请求参数

请求参数的 POST 数据举例：sortkey=201801010052&storecode=AF078&tool={"name":"周转箱

","owenum":2,"loannum":3}&amount=1&weight=20.57&volume=0.95&pickarea=A01&orders=[{
"sourcecode":"47858989","iscancel":0 }]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参与

签名

必填

sortkey String 出货单号

（作为对接分拣结果的唯

一标识）

Y Y

storecode String 门店编码 Y Y

tool

name

Json

（Object）

String 周转箱名称

（用于多种周转箱规格的

名称，系统暂时只支持一

种周转箱。可不传此参数，

系统自动从“物流云平台”

Y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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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置中获取默认名称。）

owenum Integer 原欠数量

loannum Integer 新借数量（本次出车的数

量）

amount Integer 整件数量 Y N

weight Float 总重量（公斤，包含整件

和周转箱）

Y N

volume Float 总体积（立方，包含整件

和周转箱）

Y N

pickarea String 集货区 Y N

orders
sourcecode String 客户订单号 Y Y

iscancel Integer 是否取消送货（1为取消

送货，0为有效）

Y Y

公共输入参数 详见 3.1.1

PS：参数 orders 为 JSON 数组字符串，格式如：orders=[{"sourcecode":"47858989","iscancel":0 }]
3) 返回结果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errcode Integer 错误编码（详见 3.1.2）

errmsg String 错误提示

2.4.8 获取随车工具归还记录

1) 说明

请求方式：通过 POST 方式进行接口请求，以 JSON 格式返回结果。

接口名称：v1/get_taskplan_tools.php
简要描述：用于获取配送任务单（装车单）的随车工具归还记录。

错误编码：0,1001,1002,1003,1004,1005,1009,1900,2000
2)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参与

签名

必填

taskid Integer 配送任务 ID（【64 位整型，

长度为 8 个字节】）

Y Y

公共输入参数 详见 3.1.1

3) 返回结果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errcode Integer 错误编码（详见 3.1.2）

errmsg String 错误提示

datas

storecode String 门店编码（0 代表为其它，否则为

门店）

tools_owe
name String 随车工具名称

num Integer 原欠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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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s_loan
name String 随车工具名称

num Integer 新借数量（本次出车的数量）

tools_return

name String 随车工具名称

num Integer 归还数量（本次回车的数量，即

回收箱数）

update_time Integer 记录更新时间（UTC 时间戳）

注：以上“随车工具名称”包含【周转箱】记录。

2.4.9 回传出回车信息

1) 说明

请求方式：通过 POST 方式进行接口请求，以 JSON 格式返回结果。

接口名称：v1/upload_taskplan_travelinfo.php
简要描述：用于企业 ERP/WMS/外部订单系统回传出车和回车信息数据。

错误编码：0,1001,1002,1003,1004,1005,1009,1900,2000
2)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参与

签名

必填

taskid Integer 配送任务 ID（【64 位整型，长度

为 8 个字节】）

Y Y

mileage_start Integer 手抄出车里程（公里） Y Y

mileage_end Integer 手抄回车里程（公里） Y Y

outtime Integer 手抄出车时间（UTC 时间戳） Y N

backtime Integer 手抄回车时间（UTC 时间戳） Y N

公共输入参数 详见 3.1.1

3) 返回结果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errcode Integer 错误编码（详见 3.1.2）

errmsg String 错误提示

2.5 路径优化 API
2.5.1 线路优化服务

1) 说明

请求方式：通过 POST 方式进行接口请求，以 JSON 格式返回结果。

接口名称：v1/optimize_delivery.php
简要描述：传入一批运货点，服务按最优路线和最短距离输出运货点顺序结果。单次传入的

运货点数量限制为 15 个以内（不含出发地和回程地）。实际业务运货点超出限制数量，或

需要自定义优化方式请调用“线路优化请求服务”接口。

错误编码：0,1001,1002,1003,1004,1005,1008,1900,2000
2)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参与

签名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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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 String 出发地，对应返回结果中的“运货点唯一标

识”为“start”。

（凯立德 xy 坐标，格式：x,y）

Y Y

locations Json（Array） 运货点信息。JSON 数组格式传参，格式如

下：

[{"id":"运货点唯一标识",
"point":"x,y"}]
（id 为运货点的唯一标识[String]；point 为
凯立德 xy 坐标[String]，格式：x,y）

Y Y

end String 回程地，可选参数，对应返回结果中的“运

货点唯一标识”为“end”。

（凯立德 xy 坐标，格式：x,y）

Y N

tht Float 货车参数，车高（取值范围 0.1~5，单位米），

不限制高度时为 0。

Y N

twh Float 货车参数，车宽（取值范围 0.1~15，单位米），

不限制宽度时为 0。

Y N

twt Float 货车参数，车重（取值范围 0.1~160，单位

吨），不限制重量时为 0。

Y N

tad Float 货车参数，车轴重（取值范围 0.1~60，单位

吨），不限制轴重时为 0。

Y N

tvt Integer 货车参数，车型，取值：16777216-微型货

车; 33554432-轻型货车; 67108864-中型货

车; 134217728-重型货车;0-小轿车。

Y N

tlnt Integer 货车参数，车牌类型，取值: 4-蓝牌车; 8-
黄牌车。（注：蓝牌车不会避开限行，默认

为蓝牌车）

Y N

公共输入参数 详见 3.1.1

3) 返回结果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errcode Integer 错误编码（详见 3.1.2）

errmsg String 错误提示

mapver String 系统数据版本号

data

fd

Object

Integer 优化前总距离（按传参运货点顺序计算，单位：

米）

ft Integer 优化前总时长（按传参运货点顺序计算，单位：

分钟）

ad Integer 优化后总距离（按优化后运货点顺序计算，单位：

米）

at Integer 优化后总时长（按优化后运货点顺序计算，单位：

分钟）

locations Json

（Array）

优化后的运货点信息。JSON 数组格式，数组成员

的先后顺序即优化路径顺序，格式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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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开始运货点唯一标识",
"eid":"结束运货点唯一标识",
"d":"距离（单位：米）",
"t":"时长（单位：分钟）"
}]

2.5.2 线路优化请求服务

1) 说明

请求方式：通过 POST 方式进行接口请求，以 JSON 格式返回结果。

接口名称：v1/optimize_delivery_req.php
简要描述：【请求计算】传入一批运货点，服务按最优路线+最短距离计算出运货点顺序、

预计里程和时长结果。单次传入的运货点数量默认上限为 15 个（不含出发地和回程地），

实际业务超出默认数量可联系我们。此接口作为计算请求调用，获取计算结果调用“线路优

化结果服务”接口。taskkey 已提交过请求计算则返回错误编码为 2000，每分钟内单企业限

制为 10 个优化计算任务。

错误编码：0,1001,1002,1003,1004,1005,1008,1900,2000
2)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参与

签名

必填

taskkey String 线路优化编码

（作为线路优化的唯一标识）

Y Y

start String 出发地，对应返回结果中的“运货点唯一标

识”为“start”。

（凯立德 xy 坐标，格式：x,y）

Y Y

locations Json（Array） 运货点信息。JSON 数组格式传参，格式如

下：

[{"id":"运货点唯一标识",
"point":"x,y",
"arrive":"start,end"}]
（id 为运货点的唯一标识[String]；point 为
凯立德 xy 坐标[String]，格式：x,y；arrive
为要求送达时间段[String]，空字符串值代表

不限时间，时间段的开始与结束时间以半角

逗号分隔，start,end 格式为 YYYY-MM-DD
HH:mm:ss，例如：2018-06-01 08:10:02）

Y Y

end String 回程地，可选参数，对应返回结果中的“运

货点唯一标识”为“end”。

（凯立德 xy 坐标，格式：x,y）

Y N

tht Float 货车参数，车高（取值范围 0.1~5，单位米），

不限制高度时为 0。

Y N

twh Float 货车参数，车宽（取值范围 0.1~15，单位米），

不限制宽度时为 0。

Y N

twt Float 货车参数，车重（取值范围 0.1~160，单位

吨），不限制重量时为 0。

Y N



马蹄圈物流服务 API协议

26

tad Float 货车参数，车轴重（取值范围 0.1~60，单位

吨），不限制轴重时为 0。

Y N

tvt Integer 货车参数，车型，取值：16777216-微型货

车; 33554432-轻型货车; 67108864-中型货

车; 134217728-重型货车;0-小轿车。

Y N

tlnt Integer 货车参数，车牌类型，取值: 4-蓝牌车; 8-
黄牌车。（注：蓝牌车不会避开限行，默认

为蓝牌车）

Y N

p Integer 规划方式（取值: 1-系统推荐; 2-高速优先;

8-最短距离; 16-最少收费; 32-步行。默认

为系统推荐）

Y N

atj Integer 是否躲避拥堵（取值:1-是; 0-否。默认为

不躲避拥堵）

Y N

ad String 避免条件参数，1 表示避免收费，2 表示避

免渡轮，4 表示避免收费站，8 表示避免掉

头，16 表示避免拥堵，多个条件组合用"|"

号间隔。默认避免轮渡。

Y N

fd String 回避条件参数，1 表示回避高速，2 表示回

避轮渡，4 表示回避收费站，8 表示回避掉

头，16 表示回避高架，32 表示回避施工封

闭，多个条件组合用"|"号间隔。默认回避

施工封闭。

Y N

公共输入参数 详见 3.1.1

3) 返回结果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errcode Integer 错误编码（详见 3.1.2）

errmsg String 错误提示

2.5.3 线路优化结果服务

1) 说明

请求方式：通过 POST 方式进行接口请求，以 JSON 格式返回结果。

接口名称：v1/optimize_delivery_get.php
简要描述：【获取结果】通过‘线路优化编码’获取优化计算结果。此接口作为计算结果获

取，计算请求调用“线路优化请求服务”接口。单个 taskkey 的查询频率限制为每 3 秒一次。

错误编码：0,1001,1002,1003,1004,1005,1006,1007,1900,2000
2)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参与

签名

必填

taskkey String 线路优化编码

（作为线路优化的唯一标识）

Y Y

公共输入参数 详见 3.1.1

3) 返回结果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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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code Integer 错误编码（详见 3.1.2）

errmsg String 错误提示

data

fd

Object

Integer 优化前总距离（按传参运货点顺序计算，单位：

米）

ft Integer 优化前总时长（按传参运货点顺序计算，单位：

分钟）

ad Integer 优化后总距离（按优化后运货点顺序计算，单位：

米）

at Integer 优化后总时长（按优化后运货点顺序计算，单位：

分钟）

locations Json

（Array）

优化后的运货点信息（含出发地和回程地）。JSON
数组格式，数组成员的先后顺序即优化路径顺序，

格式如下：

[{
"sid":"开始运货点唯一标识",
"eid":"结束运货点唯一标识",
"d":"距离（单位：米）",
"t":"时长（单位：分钟）"
}]

2.5.4 ETA 服务

1) 说明

请求方式：通过 POST 方式进行接口请求，以 JSON 格式返回结果。

接口名称：v1/navi_eta.php

简要描述：传入起点和一批经由点，服务按道路网和路况数据，计算需要行驶的里程和时长。

(除起、终点外，经由点限制 15 个点内，实际业务超出限制数量可联系我们)
错误编码：0,1001,1002,1003,1004,1005,1008,1900,2000
2)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参与

签名

必填

start String 出发地

（凯立德 xy 坐标，格式：x,y）
Y Y

locations Json（Array） 经由点信息。JSON 数组格式传参，格式

如下：

[{"time":"停留时长",
"point":"x,y"}]
（time 为经过点的预计停留时长

[Integer]，单位为分钟；point 为凯立德

xy 坐标[String]，格式：x,y）

Y Y

end String 回程地，可选参数。

（凯立德 xy 坐标，格式：x,y）
Y N

tht Float 货车参数，车高（取值范围 0.1~5，单位

米），不限制高度时为 0。

Y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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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h Float 货车参数，车宽（取值范围 0.1~15，单位

米），不限制宽度时为 0。

Y N

twt Float 货车参数，车重（取值范围 0.1~160，单

位吨），不限制重量时为 0。

Y N

tad Float 货车参数，车轴重（取值范围 0.1~60，单

位吨），不限制轴重时为 0。

Y N

tvt Integer 货车参数，车型，取值：16777216-微型

货车; 33554432-轻型货车; 67108864-
中型货车; 134217728-重型货车;0-小轿

车。

Y N

tlnt Integer 货车参数，车牌类型，取值: 4-蓝牌车; 8-
黄牌车。（注：蓝牌车不会避开限行，默

认为蓝牌车）

Y N

p Integer 规划方式（取值: 1-系统推荐; 2-高速优

先; 8-最短距离; 16-最少收费; 32-步
行。默认为系统推荐）

Y N

atj Integer 是否躲避拥堵（取值:1-是; 0-否。默认

为不躲避拥堵）

Y N

ad String 避免条件参数，1 表示避免收费，2 表示

避免渡轮，4 表示避免收费站，8 表示避

免掉头，16 表示避免拥堵，多个条件组

合用"|"号间隔。默认避免轮渡。

Y N

fd String 回避条件参数，1 表示回避高速，2 表示

回避轮渡，4 表示回避收费站，8 表示回

避掉头，16 表示回避高架，32 表示回避

施工封闭，多个条件组合用"|"号间隔。

默认回避施工封闭。

Y N

公共输入参数 详见 3.1.1

3) 返回结果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errcode Integer 错误编码（详见 3.1.2）

errmsg String 错误提示

data

distance

Object

Integer 总距离（单位：米）

time Integer 总时长（精确到分钟，单位：分钟）

mtime Float 总时长（精确到毫秒，单位：秒）

2.5.5 坐标转换

1) 说明

请求方式：通过 POST 方式进行接口请求，以 JSON 格式返回结果。

接口名称：v1/location_convert.php
简要描述：用于将常用的非凯立德坐标（目前支持 GPS 设备获取的坐标、百度地图坐标、

google 地图坐标、soso 地图坐标、amap 地图坐标、mapbar 地图坐标）转换成凯立德地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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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坐标，并可将转化后的坐标在凯立德地图 JavaScript API、Android SDK、IOS SDK、web
服务 API 等产品中使用。一次最多 100 个坐标点。

错误编码：0,1001,1002,1003,1004,1005,1008,1900,2000
2)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参与

签名

必填

type Integer 转换类型。目前支持的转换类型包括：

31 为 GPS 设备获取的坐标转换为凯立德 K

码

32 为 GPS 设备获取的坐标转换为凯立德 xy

坐标

41 为 google 地图、soso 地图、aliyun 地图、

mapabc地图和 amap 地图所用坐标，及国

测局坐标转换为凯立德 K 码

42 为 google 地图、soso 地图、aliyun 地图、

mapabc地图和 amap 地图所用坐标，及国

测局坐标转换为凯立德 xy 坐标

51 为百度地图坐标转换为凯立德 K 码

52 为百度地图坐标转换为凯立德 xy 坐标

15 为凯立德 K 码转换为百度地图坐标

25 为凯立德 xy 坐标转换为百度地图坐标

Y Y

locations String 源坐标。

格式：经度,纬度;经度,纬度…

限制：最多支持 100 个

格式举例：114.22,24.77;114.4561,22.9584

Y Y

公共输入参数 详见 3.1.1

3) 返回结果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errcode Integer 错误编码（详见 3.1.2）

errmsg String 错误提示

datas
loc

Array
String 源坐标

res String 转换后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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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辅助 API
2.6.1 文本信息分拣

1) 说明

请求方式：通过 POST 方式进行接口请求，以 JSON 格式返回结果。

接口名称：help/info_sorting.php
简要描述：【无需签名】用于将一组文本文字自动分拣出联系人、联系电话、其它等信息，

一次支持最多 1000 组文本文字分析；应用场景为辅助分析不规范的录入信息内容。

错误编码：0,1001,1002,1900,2000
2)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必填

words Array<String> 待分析的文本文字数组（单次最多支持

1000 组，返回结果的数组顺序与传参顺

序一致）

Y

3) 返回结果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errcode Integer 错误编码（详见 3.1.2）

errmsg String 错误提示

datas

linkman

Array

String 联系人

linkphone String 联系电话（标准电话或手机号码，电话号码可带

区号/分机或不带，手机号码为 11 位；多个间以半

角逗号“,”分隔，最多三个）

2.7 接收消息管理
当马蹄圈物流云平台需要向企业第三方平台发消息时，马蹄圈服务器将 POST 消息数据

包到开发者填写的接收消息 URL 上。

请注意：

1、关于重试的消息排重，推荐使用 msgid 排重。

2、马蹄圈服务器在五秒内收不到响应会断掉连接，并且重新发起请求，总共重试三次。

假如服务器无法保证在五秒内处理并回复，可以直接回复 success，马蹄圈服务器不会再发

起重试。

3、消息数据包采用参数 key=value 形式传参。

各消息类型的推送数据包结构如下：

2.7.1 预排单通知消息

1) 推送参数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msgid Integer 消息 ID（【64 位整型，长度为 8 个字节】）

corpid Integer 企业 ID（接收消息企业）

msgtype String 消息类型，此处为：pre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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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time Integer 消息创建时间（UTC时间戳）

content String 预排单的配送任务 ID（【64位整型，长度为8个字节】），

多个配送任务 ID 以半角逗号“,”分隔。

2) 回复结果

成功回复：success，失败回复：空串或 fail

2.7.2 装车完成通知消息

1) 推送参数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msgid Integer 消息 ID（【64 位整型，长度为 8 个字节】）

corpid Integer 企业 ID（接收消息企业）

msgtype String 消息类型，此处为：taskstart

createtime Integer 消息创建时间（UTC时间戳）

content String 装车完成的配送任务 ID（【64 位整型，长度为 8 个字

节】），多个配送任务 ID 以半角逗号“,”分隔。

2) 回复结果

成功回复：success，失败回复：空串或 fail

2.7.3 配送完成通知消息

1) 推送参数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msgid Integer 消息 ID（【64 位整型，长度为 8 个字节】）

corpid Integer 企业 ID（接收消息企业）

msgtype String 消息类型，此处为：taskend

createtime Integer 消息创建时间（UTC时间戳）

content String 配送完成的配送任务 ID（【64 位整型，长度为 8 个字

节】），多个配送任务 ID 以半角逗号“,”分隔。

2) 回复结果

成功回复：success，失败回复：空串或 fail

2.7.4 随车工具归还通知消息

1) 推送参数

参数名称 格式 描述

msgid Integer 消息 ID（【64 位整型，长度为 8 个字节】）

corpid Integer 企业 ID（接收消息企业）

msgtype String 消息类型，此处为：crate

createtime Integer 消息创建时间（UTC时间戳）

content String 配送任务 ID（【64 位整型，长度为 8 个字节】），多

个配送任务 ID以半角逗号“,”分隔。

2) 回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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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回复：success，失败回复：空串或 fail

3 技术规范

3.1 附录 1：sign计算算法
下面提供 PHP、Java、C#的参考代码。

3.1.1 PHP 参考代码

<?php
/**生成签名结果

* $array 要签名的数组

* $token token接入密钥

* return 签名结果字符串

*/
function make_sign($params,$token = '')
{

if(empty($params) || !is_array($params)) return null;

//除去数组中的空值和签名参数

$make_parameter = para_filter($params);
//得到从字母 a到 z排序后的签名参数数组

$make_sort_array = arg_sort($make_parameter);
//生成签名

$prestr = create_linkstring($make_sort_array);//把数组所有元素，按照“参数=参数值”

的模式用“&”字符拼接成字符串

$prestr = $prestr.$token;//把拼接后的字符串再与安全校验码直接连接起来

$make_sign = md5($prestr); //把最终的字符串签名，获得签名结果

return $make_sign;
}
/**对数组排序

* $array 排序前的数组

* return 排序后的数组

*/
function arg_sort($array) {

ksort($array);
reset($array);
return $array;

}

/**除去数组中的空值和签名参数

* $parameter 签名参数组

* return 去掉空值与签名参数后的新签名参数组

*/
function para_filter($parame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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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 = array();
foreach($parameter as $key => $val){

if($key == "sign" || $key == "sign_type" || $val === "")
continue;

else
$para[$key] = $parameter[$key];

}
return $para;

}

/**把数组所有元素，按照“参数=参数值”的模式用“&”字符拼接成字符串

* $array 需要拼接的数组

* return 拼接完成以后的字符串

*/
function create_linkstring($array) {

$arg = "";
while (list ($key, $val) = each ($array)) {

$arg.=$key."=".$val."&";
}
$arg = substr($arg,0,-1); //去掉最后一个&字符

return $arg;
}

//举例

$token = 'mytoken';
$params = array(

"location" => '8zz88822g',
"key" => 'mykey'

);
$sign= make_sign($params,$token);
echo $sign;
?>

3.1.2 Java 参考代码

package test;

import java.io.FileWriter;
import java.io.IOException;
import java.util.ArrayList;
import java.util.Collections;
import java.util.HashMap;
import java.util.List;
import java.util.Map;
import java.io.UnsupportedEncodingEx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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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java.security.SignatureException;

import org.apache.commons.codec.digest.DigestUtils;

/* *
* java版计算 sign签名

*/
public class KSign {

/**
* 生成签名结果

* @param sArray 要签名的数组

* @param token token接入密钥

* @return 签名结果字符串

*/
public static String make_sign(Map<String, String> sArray, String token) {

//除去数组中的空值和签名参数

Map<String, String> sPara = paraFilter(sArray);

String prestr = createLinkString(sPara); //把数组所有元素，按照“参数=参数值”

的模式用“&”字符拼接成字符串

prestr = prestr + token; //把拼接后的字符串再与安全校验码直接连接起来

String mysign = md5(prestr);
return mysign;

}

/**
* 除去数组中的空值和签名参数

* @param sArray 签名参数组

* @return 去掉空值与签名参数后的新签名参数组

*/
public static Map<String, String> paraFilter(Map<String, String> sArray) {

Map<String, String> result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if (sArray == null || sArray.size() <= 0) {
return result;

}

for (String key : sArray.keySet()) {
String value = sArray.get(key);
if (value == null || value.equals("") || key.equalsIgnoreCase("sign") ||

key.equalsIgnoreCase("sign_type")) {
contin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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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put(key, value);
}

return result;
}

/**
* 把数组所有元素排序，并按照“参数=参数值”的模式用“&”字符拼接成字符串

* @param params 需要排序并参与字符拼接的参数组

* @return 拼接后字符串

*/
public static String createLinkString(Map<String, String> params) {

List<String> keys = new ArrayList<String>(params.keySet());
Collections.sort(keys);

String prestr = "";

for (int i = 0; i < keys.size(); i++) {
String key = keys.get(i);
String value = params.get(key);

if (i == keys.size() - 1) {//拼接时，不包括最后一个&字符

prestr = prestr + key + "=" + value;
} else {

prestr = prestr + key + "=" + value + "&";
}

}

return prestr;
}

/**
* 对字符串进行 MD5签名

* @param text 明文

* @return 密文

*/
public static String md5(String text) {

return DigestUtils.md5Hex(getContentBytes(text, "UTF-8"));
}

/**
* @param content 文本内容

* @param charset 文本编码

* @return 返回文本的字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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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ows SignatureException
* @throws UnsupportedEncodingException
*/
private static byte[] getContentBytes(String content, String charset) {

if (charset == null || "".equals(charset)) {
return content.getBytes();

}

try {
return content.getBytes(charset);

} catch (UnsupportedEncodingException e) {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MD5 签名过程中出现错误,指定的编码集不对,

您目前指定的编码集是:" + charset);
}

}
}

3.1.3 C#参考代码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Web;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Security.Cryptography;
using System.IO;
using System.Net;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Xml;

namespace test
{

/// <summary>
/// C#版计算 sign 签名

/// </summary>
public class KSign
{

public KSign()
{
}

/// <summary>
/// 生成签名结果

/// </summary>
/// <param name="sArray">要签名的数组</param>
/// <param name="token">token 接入密钥</param>
/// <returns>签名结果字符串</retu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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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tatic string make_sign(SortedDictionary<string, string> dicArray, string
token)

{
//待签名请求参数数组

Dictionary<string, string> sPara = new Dictionary<string, string>();

//过滤签名参数数组

sPara = FilterPara(dicArray);

string prestr = CreateLinkString(sPara); //把数组所有元素，按照“参数=参
数值”的模式用“&”字符拼接成字符串

prestr = prestr + token; //把拼接后的字符串再与安

全校验码直接连接起来

string mysign = Sign(prestr, "utf-8"); //把最终的字符串签名，获得签名结果

return mysign;
}

/// <summary>
/// 除去数组中的空值和签名参数并以字母 a到 z的顺序排序

/// </summary>
/// <param name="dicArrayPre">过滤前的参数组</param>
/// <returns>过滤后的参数组</returns>
public static Dictionary<string, string> FilterPara(SortedDictionary<string, string>

dicArrayPre)
{

Dictionary<string, string> dicArray = new Dictionary<string, string>();
foreach (KeyValuePair<string, string> temp in dicArrayPre)
{

if (temp.Key.ToLower() != "sign" && temp.Key.ToLower() != "sign_type"
&& !temp.Value.Equals("") && temp.Value != null)

{
dicArray.Add(temp.Key.ToLower(), temp.Value);

}
}

return dicArray;
}

/// <summary>
/// 把数组所有元素，按照“参数=参数值”的模式用“&”字符拼接成字符串

/// </summary>
/// <param name="sArray">需要拼接的数组</p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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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s>拼接完成以后的字符串</returns>
public static string CreateLinkString(Dictionary<string, string> dicArray)
{

StringBuilder prestr = new StringBuilder();
foreach (KeyValuePair<string, string> temp in dicArray)
{

prestr.Append(temp.Key + "=" + temp.Value + "&");
}

//去掉最后一个&字符

int nLen = prestr.Length;
prestr.Remove(nLen-1,1);

return prestr.ToString();
}

/// <summary>
/// 签名字符串

/// </summary>
/// <param name="prestr">需要签名的字符串</param>
/// <param name="_input_charset">编码格式</param>
/// <returns>签名结果</returns>
public static string Sign(string prestr, string _input_charset)
{

StringBuilder sb = new StringBuilder(32);
MD5 md5 = new MD5CryptoServiceProvider();
byte[] t =

md5.ComputeHash(Encoding.GetEncoding(_input_charset).GetBytes(prestr));
for (int i = 0; i < t.Length; i++)
{

sb.Append(t[i].ToString("x").PadLeft(2, '0'));
}
return sb.ToString();

}
}

}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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