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友税务服务云对接电商系统开票方案 

1.概述 

电商系统是指市面上主流的电子网上商城系统，例如京东、

淘宝等电商平台，以及自建电子网上商城系统，例如中国石油积

分商城、众信旅游网站、百程旅游网站等等。 

使用电商系统，消费者可以在消费完成后自助开具发票，也

可以由业务员发起开票申请。 

自助开票同时支持电子发票和纸质发票，系统可以自动判断

订单的开票状态以及用户的可开票金额，保证不会重复。电商系

统会自动发送发票抬头以及订单信息到用友税务服务云平台完成

发票开具，开票完成后自动完成用户的开票记录登记，全程可以

无需人工干预，可极大的提高开票效率。 

如有特殊原因，例如发票开错需要红冲换开等，可以由业务

员代为申请开票。 

2.电商系统对接方案说明 

2.1 具体方案如下： 

(1) 消费者下单后可以同时填写发票相关信息。 

在线下单： 



                                                                                                                                 

 

 

 

填写发票信息： 

 
 



                                                                                                                                 

(2)也可以在订单完成后用户中心我的发票菜单申请发票： 

我的发票菜单： 

 

发票申请： 

 



                                                                                                                                 

(3) 如果已经开票成功，查看可以在用户中心我的发票中发票详情查

看下载发票 

 

  

(4)除了自助开具外，业务员还可以为客户直接开具发票。 



                                                                                                                                 

2.2 整体业务流程如下： 

 

3.对接流程 

3.1 测试环境信息： 

测试环境地址：https://yesfp.yonyoucloud.com    

appid：commontesterCA 



                                                                                                                                 

证书文件如下： 

pro22.pfx  

证书密码：password 

测试纳税人识别税号（XSF_NSRSBH）：201609140000001 

ORGCODE: 20160914001 

3.2 购买方信息自动补充接口 

用友税务服务云提供如下标准接口文档供电商系统调用，用于根

据消费者输入发票抬头的关键字，自动匹配购方名称，带出税号等相

关信息，减少消费者输入工作量。例如：消费者输入 “用友网络”，

输入框会自动加载下拉列表，“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用友

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等以供客户选择，客户选择以后

会自动带出该公司的纳税人识别号等相关信息，具体调用过程如下。 

购买方纳税信息对外接口API.html
 

3.2.1 消费者输入“用友网络”后，调用文档中第一个自动补全接口 

电商系统根据返回值，将 corpname 和 companyid，加载到前端页面，

显示 corpname，隐藏 compaid。 

请求头参数 

参数 类型 是否必填 描述 备注 

sign String 是 请求签名信息 使用 JWT 生成 token 



                                                                                                                                 

JWT 签名说明详见 https://jwt.io/，各类编程语言参考官网的支持列表。  一个 JWT 实际上就是

一个字符串，它由三部分组成，头部、载荷与签名。  注意事项  1、签名使用的密钥必须必须

与平台 appid 注册的一致  

请求参数说明 

URL:http://<HOST>:<PORT>/taxinfo/api/auto-complete?appid=test&mc=用友网络 

http 请求方式：GET  

 

参数 类型 是否必填 描述 

appid String 是 签名使用的密钥必须必须与平台 appid 注册的一致 

mc String 是 企业名称 

返回值  

{ 

    "code": "0000", 

    "msg": "success", 

"datas" : [ 

{ 

        "corpname" :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ompanyid": "5bdfc3b7-hg64-7565-8a50-2474b97d7eef", 

}, 

{ 

        "corpname" :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companyid": "5bdfc3b7-hg64-7565-8a50-2474b97d7eed", 

   } 

] 

} 

返回值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说明 

corpname String 企业名称  

companyid String 企业 id  

code String 状态码 0000-操作成功 

msg String 信息说明  
 

https://jwt.io/


                                                                                                                                 

3.2.2 消费者在下来框中，选择“用友网络客户股份有限公司”

以后，调用接口文档中第二个接口 

根据消费者“用友网络客户股份有限公司”对应的 companyid 查询详

细信息。根据返回值将发票抬头相信信息填充到前端页面。 

请求头参数 

参数 类型 是否必填 描述 备注 

sign String 是 请求签名信息 使用 JWT 生成 token 

JWT 签名说明详见 https://jwt.io/，各类编程语言参考官网的支持列表。  一个 JWT 实际上就是

一个字符串，它由三部分组成，头部、载荷与签名。  注意事项  1、签名使用的密钥必须必须

与平台 appid 注册的一致  

请求参数说明 

URL: 

http://<HOST>:<PORT>/taxinfo/api/detail?appid=test&companyid=5bdfc3b7-hg64-7565-

8a50-2474b97d7eef 

http 请求方式：GET 

参数 类型 是否必填 描述 

appid String 是 签名使用的密钥必须必须与平台 appid 注册的一致 

companyid String 是 公司 id 

返回值  

{ 

    "code": "0000", 

    "msg": "success", 

    "datas" : { 

        "corpname" : "北京市海淀区测试经营部", 

        "creditcode": "987111111111111111OP", 

        "invContact" : "北京海淀  1234", 

        "invBank":"建设银行  1234" 

    } 

https://jwt.io/


                                                                                                                                 

} 

返回值说明 

参数 类型 描述 说明 

invBank String 银行账号  

invContact String 地址电话  

creditcode String 税号（信用代码）  

corpname String 公司名称  

code String 状态码 0000-操作成功 

msg String 信息说明  

 

3.3 用友税务服务云提供如下开票相关标准接口文档供电商

系统调用： 

 

电子发票Open API文档V1.22.html
- 

3.3.1 消费者或者业务员提交开票申请后电商系统可以自动

调用开具蓝票请求服务 

请求说明 

URL:https://<HOST>:<PORT>/invoiceclient-web/api/invoiceApply/insertWithArray?appid=XXXXX  

格式：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charset=UTF-8  

http 请求方式：POST  

编码类型：UTF-8  

每次请求的数据不能超过 10 张单据 

此接口只能用来开具蓝票 



                                                                                                                                 

请求头参数 

参数 类型 是否必填 描述 备注 

sign String 是 请求签名信息 使用 JWT 生成 token 

JWT 签名说明详见 https://jwt.io/，各类编程语言参考官网的支持列表。  

一个 JWT 实际上就是一个字符串，它由三部分组成，头部、载荷与签名。  

注意事项  

1、签名使用的密钥必须必须与平台 appid 注册的一致  

2、签名载荷（Payload）中必须包含属性 requestdatas，它的值为表单参数

requestdatas 的 MD5 值  

3、具体使用方式参考样例代码示例 

请求体参数 

表单说明 

参数 描述 说明 

requestdatas 开票申请发票信息，包

含发票头、发票明细 

 

email 邮件推送配置(可选) 

 

sms 短信推送配置(可选) 

 

url 回调服务配置(可选) 

 

autoAudit 是否自动审核(可选) true:自动审核，即不需要人工在发票平台确认开票，

直接进行开票 false:不自动审核，即需要人工确认 

如果不传，代表 true 

https://jwt.io/
file:///C:/Users/liangjm/AppData/Local/Temp/ç�µå�å��ç¥¨Open%20APIæ��æ¡£V1.22.html%23样例代码
file:///C:/Users/liangjm/AppData/Local/Temp/ç�µå�å��ç¥¨Open%20APIæ��æ¡£V1.22.html%23发票头
file:///C:/Users/liangjm/AppData/Local/Temp/ç�µå�å��ç¥¨Open%20APIæ��æ¡£V1.22.html%23发票明细
file:///C:/Users/liangjm/AppData/Local/Temp/ç�µå�å��ç¥¨Open%20APIæ��æ¡£V1.22.html%23邮件推送配置
file:///C:/Users/liangjm/AppData/Local/Temp/ç�µå�å��ç¥¨Open%20APIæ��æ¡£V1.22.html%23邮件推送配置
file:///C:/Users/liangjm/AppData/Local/Temp/ç�µå�å��ç¥¨Open%20APIæ��æ¡£V1.22.html%23短信推送配置
file:///C:/Users/liangjm/AppData/Local/Temp/ç�µå�å��ç¥¨Open%20APIæ��æ¡£V1.22.html%23短信推送配置
file:///C:/Users/liangjm/AppData/Local/Temp/ç�µå�å��ç¥¨Open%20APIæ��æ¡£V1.22.html%23回调服务配置
file:///C:/Users/liangjm/AppData/Local/Temp/ç�µå�å��ç¥¨Open%20APIæ��æ¡£V1.22.html%23回调服务配置


                                                                                                                                 

3.3.2 业务员提交红冲申请后电商系统可以自动调用开具红

票请求服务 

请求说明 

URL: https://<HOST>:<PORT>/invoiceclient-web/api/invoiceApply/red?appid=XXXXX  

格式：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charset=UTF-8  

http 请求方式：POST  

编码类型：UTF-8  

每次请求的数据不能超过 10 张单据 

此接口只能用来开具蓝票 

请求头参数 

参数 类型 是否必填 描述 备注 

sign String 是 请求签名信息 使用 JWT 生成 token 

JWT 签名说明详见 https://jwt.io/，各类编程语言参考官网的支持列表。  

一个 JWT 实际上就是一个字符串，它由三部分组成，头部、载荷与签名。  

注意事项  

1、签名使用的密钥必须必须与平台 appid 注册的一致  

2、签名载荷（Payload）中必须包含属性 requestdatas，它的值为表单参数

requestdatas 的 MD5 值  

3、具体使用方式参考样例代码示例 

请求体参数 

表单说明 

参数 描述 说明 

https://jwt.io/
file:///C:/Users/liangjm/AppData/Local/Temp/ç�µå�å��ç¥¨Open%20APIæ��æ¡£V1.22.html%23样例代码


                                                                                                                                 

requestdatas 开票申请发票信息，包

含发票头、发票明细 

 

email 邮件推送配置(可选) 

 

sms 短信推送配置(可选) 

 

url 回调服务配置(可选) 

 

autoAudit 是否自动审核(可选) true:自动审核，即不需要人工在发票平台确认开票，直接

进行开票 false:不自动审核，即需要人工确认 

如果不传，代表 true 

 

3.3 接口调试返回码说明：接口调用过程中问题解决文档 

电子发票Open API文档—返回码说明.html
 

3.4 接口调试联系人： 

梁吉明   18310252018  liangjm@yonyou.com 

file:///C:/Users/liangjm/AppData/Local/Temp/ç�µå�å��ç¥¨Open%20APIæ��æ¡£V1.22.html%23发票头
file:///C:/Users/liangjm/AppData/Local/Temp/ç�µå�å��ç¥¨Open%20APIæ��æ¡£V1.22.html%23发票明细
file:///C:/Users/liangjm/AppData/Local/Temp/ç�µå�å��ç¥¨Open%20APIæ��æ¡£V1.22.html%23邮件推送配置
file:///C:/Users/liangjm/AppData/Local/Temp/ç�µå�å��ç¥¨Open%20APIæ��æ¡£V1.22.html%23邮件推送配置
file:///C:/Users/liangjm/AppData/Local/Temp/ç�µå�å��ç¥¨Open%20APIæ��æ¡£V1.22.html%23短信推送配置
file:///C:/Users/liangjm/AppData/Local/Temp/ç�µå�å��ç¥¨Open%20APIæ��æ¡£V1.22.html%23短信推送配置
file:///C:/Users/liangjm/AppData/Local/Temp/ç�µå�å��ç¥¨Open%20APIæ��æ¡£V1.22.html%23回调服务配置
file:///C:/Users/liangjm/AppData/Local/Temp/ç�µå�å��ç¥¨Open%20APIæ��æ¡£V1.22.html%23回调服务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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