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抢单接口 API 详细规范 

介绍 

   抢单接口(以下简称接口)是一系列的消息定义，用于商户的手机端系统与鸿洋的服务端系统

之间进行接入。通过本接口,可以在手机端实现相应的功能，有效地将业务流程进行整合. 

 

接口消息 

接口的每一个具体功能都涉及到以下的相关细节 

  

报文编码 统一采用 UTF-8 

HTTP 方法 和 HTTP1.1 协议兼容，统一采用 POST 方法 

请求消息格式 在 POST 方法下 使用传递参数 

应答消息格式 统一使用 json 格式 

备注  

 

 

消息交互流程 

 

 

 

 



具体请求接口 

用户登陆信息 

输入信息格式 

 

参数名称 最大长度 是否必填 参数说明 

userName 32 是 登录用户名 

password 64 是 登陆密码 

 

应答消息格式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isSuccess 返回是否成功 

returnCode 返回应答码 

supplyId 供应商 id 

 

返回数据例子 json 格式 

{  "supplyId":1000140086, 

"isSuccess":"Y", 

"returnCode":"00" 

} 

 

待抢订单列表 

   输入信息格式 

 

参数名称 最大长度 是否必填 参数说明 

supplyId 12 是 供应商 id 

purchaseAmount 16 否 采购金额 过滤条件 

pageSize 2 否 每页大小 取值范围在

1-99 如果不填默认为

10 

pageNo 8 否 页码 默认为第一页 

 

注意：第一次请求请不要填写相应的 pageNo，默认为第一页 
 

应答消息格式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purchaseNO 采购单号 

productName 产品名称 

purchasePrice 采购价格 

quantity 采购数量 



purchaseAmount 采购总金额 

cateImgPath 产品类别图片路径 

remainDays 截止日期剩余天数 

isSuccess 返回是否成功 

returnCode 返回应答码 

totalItems 总共记录数 

totalPage 总页数 

 

注意：isSuccess 返回 Y 表示成功 N 表示失败,相应的错误代码在 returnCode 中，请

参考下面的 returnCode 表格，totalItems 和 totalPage 仅在第一次查询时返回,请缓存

相应的值 
 

 

返回数据例子 json 格式 

{ 

    "purchaseOrderResults": [ 

        { 

            "purchaseNO": "P140928-486290", 

            "productName": "抢单测试", 

            "purchasePrice": "4", 

            "quantity": 100, 

            "purchaseAmount": "400.00", 

            "cateImgPath": "http://www.atppyy.com/default/images/clogo.png", 

            "remainDays": 1 

        }, 

        { 

            "purchaseNO": "P140928-486290", 

            "productName": "抢单测试", 

            "purchasePrice": "4", 

            "quantity": 100, 

            "purchaseAmount": "400.00", 

            "cateImgPath": "http://www.atppyy.com/default/images/clogo.png", 

            "remainDays": 1 

        } 

    ], 

    "isSuccess": "Y", 

    "returnCode": "00", 

    "totalItems": 100, 

    "totalPage": 10 

} 

 

 

 



 

 

订单明细 

 输入信息格式 

 

  

参数名称 最大长度 是否必填 参数说明 

purchaseNO 20 是 采购单号 

supplyId 12 是 供应商 id 

 

应答消息格式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purchaseNO 采购单号 

productName 产品名称 

purchasePrice 采购价格 

quantity 采购数量 

purchaseAmount 采购总金额 

productImgPathList 产品上传的图片路径 

可以包含多个 中间使

用分号隔开 

remainDays 截止日期剩余天数 

packaging 包装方式 

address 送货地址 

remarks 备注 

attrGroupName 属性组名称 

attrNames 属性组合 

 

注意：attrGroupName 和 attrNames 返回的是集合，具体请参考相应的返回数据 
 

 

返回数据例子 json 格式 

 

{ 

    "purchaseOrderResults": [ 

        { 

            "purchaseNO": "P140928-486290", 

            "productName": "抢单测试", 

            "purchasePrice": "4", 

            "quantity": 100, 

            "purchaseAmount": "400.00", 

            "cateImgPath": "http://www.atppyy.com/default/images/clogo.png", 

            "remainDays": 1 



        }, 

        { 

            "purchaseNO": "P140928-486290", 

            "productName": "抢单测试", 

            "purchasePrice": "4", 

            "quantity": 100, 

            "purchaseAmount": "400.00", 

            "cateImgPath": "http://www.atppyy.com/default/images/clogo.png", 

            "remainDays": 1 

        } 

    ], 

    "isSuccess": "Y", 

    "returnCode": "00", 

    "totalItems": 100, 

    "totalPage": 10 

} 

 

 

抢单操作 

输入信息格式 

 

参数名称 最大长度 是否必填 参数说明 

purchaseNO 20 是 采购单号 

supplyId 12 是 供应商 id 

 

 

 

应答信息格式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isSuccess 返回是否成功 

returnCode 返回应答码 

 

返回数据例子 json 格式 

 

{  

"isSuccess":"Y", 

"returnCode":"00" 

} 

 

 

 



抢单历史列表 

输入信息格式 

 

参数名称 最大长度 是否必填 参数说明 

status 2 否 订单的状态 

pageSize 2 否 每页大小 取值范围在

1-99 如果不填默认为

10 

pageNo 8 否 页码 默认为第一页 

 

注意：第一次请求请不要填写相应的 pageNo，默认为第一页 

 

返回数据例子 json 格式 

 

{ 

    "historyPurchaseOrderResults": [ 

        { 

            "purchaseNO": "P140928-486290", 

            "productName": "抢单测试", 

            "purchasePrice": "4", 

            "quantity": 100, 

            "purchaseAmount": "400.00", 

            "status": "1", 

            "statusName": "已抢单", 

            "createDate": "2014-10-17" 

        }, 

        { 

            "purchaseNO": "P140928-486290", 

            "productName": "抢单测试", 

            "purchasePrice": "4", 

            "quantity": 100, 

            "purchaseAmount": "400.00", 

            "status": "1", 

            "statusName": "已抢单", 

            "createDate": "2014-10-17" 

        } 

    ], 

    "isSuccess": "Y", 

    "returnCode": "00", 

    "totalItems": 100, 

    "totalPage": 10 

} 

 



 

返回信息格式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purchaseNO 采购单号 

productName 产品名称 

purchasePrice 采购价格 

quantity 采购数量 

purchaseAmount 采购总金额 

status 历史抢单状态 

statusName 历史抢单状态名称 

createDate 创 建 时 间  格 式 为

2014-10-18 

isSuccess 返回是否成功 

returnCode 返回应答码 

totalItems 总共记录数 

totalPage 总页数 

 

注意：isSuccess 返回 Y 表示成功 N 表示失败,相应的错误代码在 returnCode 中，请

参考下面的 returnCode 表格，totalItems 和 totalPage 仅在第一次查询时返回,请缓存

相应的值 

 

 

公司档案信息 

 输入信息格式 

  

参数名称 最大长度 是否必填 参数说明 

supplyId 12 是 供应商 id 

 

返回数据例子 json 格式 

{ 

    "companyName": "上海鸿洋", 

    "nickname": "张三", 

    "evaluateGrade": 1, 

    "isSuccess": "Y", 

    "returnCode": "00" 

} 

 

 

返回信息格式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companyName 公司名称 



nickname 昵称 

evaluateGrade 评价等级 

companyLogo 公司 logo 暂无 

isSuccess 返回是否成功 

returnCode 返回应答码 

 

 

 

返回码 

序号 返回码 信息 

1 00 处理成功 

2 01 无此用户名 

3 02 用户密码错误 

4 03 登录帐号类型不正确 

5 04 供应商 id 为空 

6 05 采购单号为空 

7 06 无此采购单号 

8 07 此订单已被抢 

9 08 此订单已失效 

10 09 报文格式错误 

11 10 系统异常 

12 11 无此供应商 

 

客户订单状态说明 

  

序号 状态码 说明 

1 0 未参与 

2 2 已抢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