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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互联与交换标准 

1. 数据交换接口通用技术标准 

1.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湖南园区通物流信息数据交换传输和安全的技术要求， 包括交

换认证、交换传输、数据类型、数据格式和错误代码等。 

本标准适用于物流行业相关的信息平台、电子数据交换与信息管理系统等的

设计与开发应用。 

1.2. 概述 

湖南交通物流信息共享平台为物流园区之间、物流园区和湖南公共信息平台

之间提供电子单证传输交换和信息共享服务。平台数据交换接口主要采用 Web 

service技术，遵循的技术规范有: Restful HTTP、WS-Security（ Web服务安全， 

Web Service Security）、JSON数据格式协议等，并且提供一整套 API（应用程序

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使物流通用软件及其它信息

系统可以方便快捷地接入共享平台。 

数据交换接口包含交换认证服务和数据交换服务接口两部分。 

1.3. 安全认证服务 

安全认证服务是企业接入湖南交通物流信息共享平台进行数据交换时采用的

安全保障机制，为交换双方提供身份安全认证和交换合法性认证。安全认证服务

对外是不开放的，在企业在进行数据交换时，首先会调用身份安全认证服务，验

证其身份的合法性，如果未通过，则将返回相应的错误代码标识，通过后，将允

许对接应用相关接口的互联及数据交换。  

企业进行数据交换时，要求在交换服务请求消息头中加入相关安全认证的信

息。安全认证服务是在互联应用与平台进行服务调用时，平台为保证服务安全性，

提供的认证服务能力。通常，安全认证服务是通过集成在各业务服务当中，内置

进行校验，核对和处理。 

1.4. 数据包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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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标准的数据格式中分为请求参数、返回数据两种类型。请求参数分为系

统级参数以及业务参数两种，系统级参数主要是用于传递认证以及服务调用信息，

业务参数主要针对每个 API调用所需要的业务参数。业务参数根据具体的业务 API

接口给出，系统参数如下表(表 1)所示： 

表 1 请求数据参数 

参数 是否必须 备注说明 

AppKey 是 应用键，用于确认身份，有对应的密钥 

SessionId 否 会话 ID，登陆平台后获取 

Method 是 服务方法名 

Version 是 服务方法的版本号 

Sign 是 
签名串，请求参数的签名，用于验证请求数

据的合法性 

返回数据的标准格式是一个固定的 json 对象，由 code,msg,body 三部分组

成,code为 200时表示请求成功。格式如表 2所示： 

表 2 返回数据结构 

参数 意义 备注 

code 请求结果代码  

msg 请求结果信息提示  

body API方法返回的结果  

示例： 

{ 

    "code": "200", 

    "msg": "请求成功", 

    "body": { 

        "userid": "JO56201503241521320001", 

        "username": "hnwl", 

        "password": "e10adc3949ba59abbe56e057f20f883e", 

        "realname": "张三", 

        "mobile": "15712345671", 

        "status": "0", 

        "statusname": "未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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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time": "2015-03-24 15:21:32", 

        "updattime": "2015-03-24 15:23:19" 

    } 

} 

1.5. 传输错误（异常）代码 

错误

编码 
错误说明 

错误

编码 
错误说明 

错误

编码 
错误说明 

1 服务不可用 20 
缺 少 sessionid

参数 
29 非法版本参数 

2 开发者权限不足 21 
无 效 的

sessionId参数 
30 不支持的版本号 

3 用户权限不足 22 
无效的 appKey 参

数 
31 

无效报文格式类

型 

4 图片上传失败 23 缺少签名参数 32 缺少必选参数 

5 HTTP方法被禁止 24 缺少签名参数 33 非法的参数 

6 编码错误 25 无效签名 34 
用户调用服务的

次数超限 

7 请求被禁止 26 缺少方法名参数 35 
会话调用服务的

次数超限 

8 服务已经作废 27 不存在的方法名 36 
应用调用服务的

次数超限 

9 业务逻辑出错 28 缺少版本参数 37 
应用调用服务的

频率超限 

 

2. 统一身份认证（56PASS） 

2.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湖南交通物流信息共享平台的用户注册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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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概述 

56PASS（物流护照）账号是湖南平台的接入用户和平台应用中心的唯一标识

符，是平台用户之间及平台用户与平台应用中心之间的信息交互帐号。企业在接

入平台前，应向平台运营中心申请并获取 56PASS账户。 

56PASS保证了同一用户在平台不同的应用系统中身份的一致性。身份认证一

般与授权控制是相互联系的，授权控制是指一旦用户的身份通过认证以后，确定

哪些资源该用户可以访问、可以进行何种方式的访问操作等问题。在平台的工作

体系中，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身份认证系统供各应用系统使用，但授权控制可以由

各应用系统自己管理。 

2.3. 统一身份认证的分类与规则 

根据湖南平台用户群不同，需对用户制定不同的注册原则、审核管理流程以

及信息服务申请范围。统一身份认证管理主要承担用户注册、密码重置、用户审

核及状态变更、用户服务开通情况的管理。 

按照用户在平台的角色不同，平台用户可划分为业务用户和管理用户两大类。

管理用户主要是指行业主管部门用户和平台运营管理部门用户 ；业务用户可分为： 

1) 个人用户：货主、承运人等独立的个人用户。 

2) 物流企业：零担运输、普通运输、仓储、第三方物流等。 

3) 供应链企业：制造企业、销售企业、货代企业及商贸流通企业等。 

其中，物流企业、供应链企业统称为企业用户，既可是交换用户也可是应用

用户；而个人及管理用户不可直接参于交换，可通过所应用的信息服务间接获取

交换服务。 

56PASS账户是湖南平台中的一个独立的用于识别系统访问的唯一标识，通过

56PASS账户与个人用户信息、企业用户信息等属性内容进行绑定，即可实现用户

信息在湖南平台的唯一性，用户通过其属性与业务信息进行关联。 

2.4. 56PASS账户申请 

2.4.1. 申请通道 

湖南平台用户申请通道共有三个: 

1) 平台门户网站统一提供 56PASS账户的申请界面，使用此通道则无需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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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及服务即可完成账户申请； 

2) 接入湖南平台的物流园区及企业提供的申请界面，同第一种方式； 

3) 接入湖南平台并实现用户信息同步的第四方物流信息系统及应用，这种

方式需要通过接口调用的方式实现信息的同步。 

2.4.2. 申请规则 

56PASS 是平台所有用户均可以申请的，在申请 56PASS 账户时，先不需要明

确申请人是个人还是企业，仅录入用户名、手机号及登录密码三个信息即可完成

56PASS账户的注册。 

个人用户需要支持实名制，注册用户完善个人信息后，湖南平台会对其身份

证/护照进行验证，通过验证后方可成为平台正式会员，并可以个人身份申请平台

各类应用服务。 

要申请成为企业用户，首先需要完善个人信息，然后才能在平台注册自己的

企业信息或者关联已经在平台注册的企业。 

企业用户是指在平台注册 56PASS 账户的人，同时在平台中注册了企业信息，

湖南平台对其个人实名信息及企业资质进行审查后，成为平台企业用户，企业用

户一经注册，不可随意变更资质信息，如果企业资质信息需要修改，则需要通过

湖南平台的运营管理中心审核才能完成。 

如果企业信息已经在平台注册，而平台的 56PASS账户所关联的用户也是该企

业的员工，则该员工需要根据企业代码申请加入企业或者由企业管理人员将该员

工与企业进行关联方可以企业的角色开展业务。 

企业的资质文件根据企业类型不同而不同，可包括：组织机构代码证、道路

经营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 

管理用户账号可由系统管理员直接分配，根据管理用户的属性，可分配不同

系统的管理后台。 

针对不同的平台用户，需制定用户账号编码规则，能满足平台发展对用户管

理的需求，能有效地区分平台用户类别，在与平台自建应用、外部平台应用对接

时能方便识别，不存在二义性及排他性。 

账户申请流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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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注册账号

完善个人信息

是否企业 验证企业信息Y

企业已登记申请关联企业

完善企业信息

Y

N

结束

N

身份/资质审核

Y

N

 

2.4.3. 业务报文及服务调用接口 

2.4.3.1. 56PASS申请 

表 3 56pass申请 

接口名称 http://xxx/xx/ws/user/56pass 

调用方式 POST 

参数格式 JSON 

请求消息内容 

序号 分类编号 名称 中文名称 数据格式 说明 

1  UserName 会员名称 an..64 可用于登录 

2  UserPassword 用户密码 an..17  

3  MobileTelephoneNumber 手机号码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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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2. 个人信息完善 

表 4 个人信息完善 

接口名称 http://xxx/xx/ws/user/person 

调用方式 POST 

参数格式 JSON 

请求消息内容 

序号 分类编号 名称 中文名称 数据格式 说明 

1 WL0900852 UserName 会员名称 an..64 可用于登录 

2 WL0900856 UserPassword 用户密码 an..17  

3 WL0300875 MobileTelephoneNumbe

r 

手机号码 an..18  

4 WL0300404 NameOfPerson 真实姓名 an..30  

5 WL0100815 IdentityDocumentType

Code 

证件类型 n3 参见代码集 

6  IdentityCardNo 证件号码 an..18  

7  IdentityCardScanning 证件图片 base64Binar

y 

证件扫描件 

 

2.4.3.3. 企业信息完善 

表 5 企业信息完善 

接口名称 http://xxx/xx/ws/user/enterprise 

调用方式 POST 

参数格式 JSON 

请求消息内容 

序号 分类编号 名称 中文名称 数据格式 说明 

1 WL0900852 UserName 会员名称 an..64 可用于登录 

2  UserPassword 用户密码 an..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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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L0300898 EnterpriseName 企业名称 an..100  

   法人代表   

 WL0300869 TelephoneNumber 联系电话 an..18  

 WL0300412 ContactName 联系人 an..256  

 WL0300900 
EnterpriseRegistr

ationAddress 
企业地址 an..512  

  BusinessLicence 营业执照 
base64Binar

y 

扫描件二进

制传输 

  OrganizationCode 
组织机构代

码 

base64Binar

y 

扫描件二进

制传输 

   
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 

base64Binar

y 

扫描件二进

制传输 

  TaxRegCertificate 税务登记证 
base64Binar

y 

扫描件二进

制传输 

  EnterpriseLogo 企业 LOGO 
base64Binar

y 

扫描件二进

制传输 

 

2.4.3.4. 关联企业 

表 6 申请关联企业 

接口名称 http://xxx/xx/ws/user/person 

调用方式 POST 

参数格式 JSON 

请求消息内容 

序号 分类编号 名称 中文名称 数据格式 说明 

1 WL0900852 UserName 会员名称 an..64 可用于登录 

2  EnterpriseCode 企业代码 an..64  

 

2.4.4. 申请响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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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表 2 

2.5. 统一认证服务 

统一身份认证服务系统的一个基本应用模式是统一认证模式，它是以统一身

份认证服务为核心的服务使用模式。用户登录统一身份认证服务后，即可使用所

有支持统一身份认证服务的管理应用系统。 

(1) 用户使用在统一认证服务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也可能是其他的授权信息，

比如短信校验码等)登陆统一认证服务; 

(2) 统一认证服务创建了一个会话，同时将与该会话关联的访问认证令牌返回

给用户; 

(3) 用户使用这个访问认证令牌访问某个支持统一身份认证服务的应用系统; 

(4) 该应用系统将访问认证令牌传入统一身份认证服务，认证访问认证令牌的

有效性; 

(5) 统一身份认证服务确认认证令牌的有效性; 

(6) 应用系统接收访问，并返回访问结果，如果需要提高访问效率的话，应用

系统可选择返回其自身的认证令牌以使得用户之后可以使用这个私有令

牌持续访问。 

2.5.1. 认证请求报文及服务 

表 7 认证请求 

接口名称 http://xxx/xx/ws/user/56passLogin 

调用方式 POST 

参数格式 JSON 

请求消息内容 

序号 分类编号 名称 中文名称 数据格式 说明 

1  UserName 会员名称 an..64 可用于登录 

2  UserPassword 用户密码 an..17  

3  MobileTelephoneNumber 手机号码 n UserName 和

CellPhone 至

少一个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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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空 

2.5.2. 认证请求响应报文 

表 8 响应报文 

参数 意义 备注 

code 请求结果代码  

msg 请求结果信息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