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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体育保开放平台（以下简称“开放平台”）主要是为开发者提供保险接口的对接指引，为开发者提供纯数

据交互的出单、支付和查询等功能，开发者需开发保险模块相关展示页面，与开放平台进行实时或异步数

据交互的方式来实现。

1. 交互模式

开放平台使用 Restful 实现数据交互，采用 HTTP 协议封装数据，开发者需以 GET 或 POST 方式发起接口

请求，POST 参数采用 json 格式封装。

2. 出单方式和流程

 开发者自行开发产品展示系统，在前台页面简单展示产品相关信息和价格。

 引导客户填写投保信息，并将投保数据提交至开放平台。

 开发者提供异步投保成功回调地址，在保险公司核保通过后，开放平台将推送投保成功通知给开发者，

开发者保存投保成功的数据（保单号等）到系统中，方便客户后续查询。

3. 接口地址

 测试环境：http://baolema-test1.insports.tech/open/partner/

 生产环境：http://baolema.insports.tech/open/partner/

4. 名词解释

 req_no：请求流水号。由开发者生成，每次接口请求流水号不能重复，可以是随机字符串。

 merchant_id ： 开 发 者 身 份 标 识 。 在 开 放 平 台 （ http://www.insports.tech/open ） 测 试 环 境

（http://test1.insports.tech/open）注册后，通过开发者中配置管理模块获得。

 secret：用于接口报文的签名及验签。在开放平台（http://www.insports.tech/open）测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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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est1.insports.tech/open）注册后，通过开发者中配置管理模块获得。

 投保单号：体育保单号。开发者可使用该单号通过接口进行支付操作。

 保单 id: 体育保单号 id。开发者可使用该 id 通过接口进行保单查询操作。

 保单号：保险公司单号。承保成功后由保险公司生成，使用该单号可在保险公司系统查询承保情况。

也可以查询该单的理赔情况。

5. 通用规则

 日期规则：所有起始日期从零时开始，所有结束日期如保障期限到 23:59:59 止。例如：“起保日期为

2014-01-01， 止保日期为 2014-01-01”，表示 2014 年 1 月 1 日 0 时保单生效、2014 年 1 月 2 日

0 时保单失效（也等同于保单有效的截止时间是 2014 年 1 月 1 日 23:59:59）。

 数据文件采用标准的 json 格式，字符编码为 UTF-8；所有字段区分大小写。

 签名 sign=md5(密钥+请求 url 参数)，签名参数也是通过 url 传递，其余业务参数（对于 POST 接口）

均以 json 格式 post 到服务器。

签名和验签，仅针对 url 参数。

示例调用：GET

http://baolema-test1.insports.tech/open/partner/list_insurance?merchant_id=3330bf6e-ddde-4326-8022-f2a7c802a

687&req_no=3&sign=f4481b397088a2bf499287e422f5a655

sign 的计算：

1. 所有的 url 参数（除了 sign），按照参数名的字典顺序排序，得到以下形式的字符串：

“merchant_id=3330bf6e-ddde-4326-8022-f2a7c802a687&req_no=3”

2. 将开发者的 secret 拼接在上面的字符串的前面，然后使用 MD5 计算出 sign

签名 key：831dad24-1280-4416-9d33-22d457fee855

签名字符串

signStr=“831dad24-1280-4416-9d33-22d457fee855merchant_id=3330bf6e-ddde-4326-8022-f2

a7c802a687&req_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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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结果 sign=md5(signStr)= “f4481b397088a2bf499287e422f5a655”

最终的请求地址：

http://baolema.insports.tech/open/partner/list_insurance?merchant_id=3330bf6e-ddde-4326-8022-f2a

7c802a687&req_no=3&sign=f4481b397088a2bf499287e422f5a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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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口

1. 产品列表

1.1 功能描述

 接口名：list_insurance

 获取对接保险产品列表，包含产品分类、产品名称等信息。

1.2 请求 GET

字段 类型 必填 字段说明

req_no String 必填 交易流水号

merchant_id String 必填 开发者身份标识

sign String 必填 签名

1.3 响应

字段 类型 字段说明

req_no String 交易流水号（同请求中的 req_no）

status String 状态，“OK”或“FAIL”

data
List<Product>，或

String
产品列表，或错误消息

字段 类型 字段说明

Product

category String 产品类别

name String 产品名称

id Int 产品 id

1.4 报文样例

地址：

GET

http://baolema.insports.tech/open/partner/list_insurance?sign=561cc2ed286a8fb2d30e5562f568a525&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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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_no=3&merchant_id=3058455c-ad17-4efa-8520-10ae582d982a

返回内容：

{

"req_no": "3",

"status": "OK",

"data": [

{

"category": "意外险",

"name": "运动意外险",

"id": 82

}，

{

"category": "意外险",

"name": "足球意外险",

"id": 79

}

]

}

2. 产品详情

2.1 功能描述

 接口名：read_insurance

 获取指定产品详细信息，包含产品条款、保障项目等信息。

2.2 请求 GET

字段 类型 必填 字段说明

req_no String 必填 交易流水号

merchant_id String 必填 开发者身份标识

id String 必填 保险产品 ID

sign String 必填 签名

2.3 响应

status String “OK”或 “FAIL”

req_no String 交易流水号（同请求中的 req_no）

data Dictionary<Data> 产品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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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类型 字段说明

Data

interface String
根据产品不同，值为“dadi”或“shidai”，其投

保出单、支付接口的返回数据也有所不同

clause_prefix String 保险条款文件的 URL 前缀

clause String 保险条款文件名，多个文件名以，分隔

clause_name String
JSON 字符串，其中键名是保险条款文件名，值是

对应的用来展示的中文文件名

plan List<Plan> 保险方案列表

category String 产品分类

name String 产品名字

info String JSON 字符串，产品的一些详细信息

id Int 产品 id

字段 类型 字段说明

Plan

id int 方案 id

quota Int 保额（元）

name String 方案名称

price_map String JSON 字符串，价格表

content String JSON 字符串，保障内容

2.4 报文样例

地址：

Get

http://baolema.insports.tech/open/partner/read_insurance?sign=497c7b6834960025d61d74af9530f4e2&req_no=3&merch

ant_id=332c9f4f-c48c-4400-a3ae-da3cfb0575fb&id=23

返回内容：

{

"da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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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_prefix": "https://wf-media.oss-cn-beijing.aliyuncs.com/",

"interface": "dadi"，

"clause":

"d8cdf227-a0c2-4d40-94f1-df85a95e50ed.pdf,342a020f-1002-4642-8b5f-bda19eee9dc8.pdf,57178455-8147-4c29-9093-d3abb

818723a.pdf,a3917bb2-1021-4a2d-83a8-d9eedbd99dd1.pdf,1635c10e-66f8-4944-b5fd-1c26647439bc.pdf,98315eb6-b3de-493

d-863c-0b43404d3952.pdf,f0cff77c-34a7-473b-9283-2b94599f1754.pdf",

"clause_name": "{\"57178455-8147-4c29-9093-d3abb818723a.pdf\":\" 大 地 个 人 意 外 伤 害 保 险 条

款 .pdf\",\"d8cdf227-a0c2-4d40-94f1-df85a95e50ed.pdf\":\" 大 地 交 通 意 外 保 险 条

款 .pdf\",\"a3917bb2-1021-4a2d-83a8-d9eedbd99dd1.pdf\":\" 大 地 团 体 意 外 伤 害 险 条

款 .pdf\",\"342a020f-1002-4642-8b5f-bda19eee9dc8.pdf\":\" 附 加 通 用 意 外 医 疗 条

款 .pdf\",\"f0cff77c-34a7-473b-9283-2b94599f1754.pdf\":\" 附 加 突 发 急 性 病 身 故 保 险 条

款 .pdf\",\"98315eb6-b3de-493d-863c-0b43404d3952.pdf\":\" 附 加 团 体 意 外 伤 害 医

疗.pdf\",\"1635c10e-66f8-4944-b5fd-1c26647439bc.pdf\":\"附加意外伤害住院补贴.pdf\"}",

"plan": [

{

"id": 1,

"quota": 100000,

"name": "尊享款",

"price_map": "{\"1 天 \":1,\"2 天 \":2,\"3 天 \":3,\"4 天 \":4,\"5-10 天 \":5,\"11-20 天 \":6,\"21-30 天 \":7,\"31-60 天

\":15,\"61-90 天\":20,\"91-120 天\":25,\"121-150 天\":30,\"151-180 天\":35,\"一年\":70}",

"content": "[{\"name\":\"意外身故及伤残\",\"value\":\"100,000 元\"},{\"name\":\"意外医疗（无免赔额,100%赔付）

\",\"value\":\"10,000 元 \"},{\"name\":\" 突 发 急 性 病 身 故 \",\"value\":\"10,000 元 \"},{\"name\":\" 意 外 伤 害 住 院 补 贴 （ 30 天 ）

\",\"value\":\"50 元 / 天 \"},{\"name\":\" 公 共 交 通 意 外 伤 害 - 飞 机 \",\"value\":\"50,000 元 \"},{\"name\":\" 公 共 交 通 意 外 伤 害 - 轮 船

\",\"value\":\"50,000 元\"},{\"name\":\"公共交通意外伤害-火车（地铁、轻轨）\",\"value\":\"50,000 元\"},{\"name\":\"公共交通意外伤

害-汽车（特别承保旅游大巴）\",\"value\":\"50,000 元\"}]"

},

{

"id": 2,

"quota": 200000,

"name": "白金款",

"price_map": "{\"1 天 \":2,\"2 天 \":3,\"3 天 \":4,\"4 天 \":5,\"5-10 天 \":6,\"11-20 天 \":7,\"21-30 天 \":10,\"31-60 天

\":20,\"61-90 天\":30,\"91-120 天\":40,\"121-150 天\":50,\"151-180 天\":60,\"一年\":120}",

"content": "[{\"name\":\"意外身故及伤残\",\"value\":\"200,000 元\"},{\"name\":\"意外医疗（无免赔额,100%赔付）

\",\"value\":\"20,000 元 \"},{\"name\":\" 突 发 急 性 病 身 故 \",\"value\":\"20,000 元 \"},{\"name\":\" 意 外 伤 害 住 院 补 贴 （ 30 天 ）

\",\"value\":\"100 元/ 天\"},{\"name\":\" 公共交通意外伤害-飞机\",\"value\":\"100,000 元\"},{\"name\":\" 公共交通意外伤害-轮船

\",\"value\":\"100,000 元\"},{\"name\":\"公共交通意外伤害-火车（地铁、轻轨）\",\"value\":\"100,000 元\"},{\"name\":\"公共交通意外

伤害-汽车（特别承保旅游大巴）\",\"value\":\"50,000 元\"}]"

}

],

"category": "意外险",

"name": "体育保运动意外团体保险",

"info": "{\"alias\":\"无忧版\",\"适用年龄\":\"3-70 周岁\",\"保障期限\":\"1~365 天\",\"起始价格\":\"1 元起\",\"投保须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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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前请您仔细阅读： 产品条款 保险金赔付比例 赔偿方式 保单样本。\",\"2、责任免除、保险责任、犹豫期、费用扣除、退保、保险单

现金价值、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等内容详见产品条款， 请务必仔细阅读产品条款及电子保单的特别约定。\",\"3、本产品由中国大地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目前该公司在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大连、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宁波、安徽、福

建、厦门、江西、山东、青岛、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深圳、广西、重庆、四川、云南、陕西、甘肃、海南、新疆、贵州、宁夏设有分

支机构。本产品覆盖区域为全国。\",\"4、本产品承保年龄为 3-70 周岁(含 3、70 周岁)。\",\"5、本产品每位被保险人限购一份;若任一投保

人为同一被保险人投保由保险公司承保的多份同类保险产品,则保险公司仅按其中保险金额最高者做出赔偿。\",\"6、本产品仅承保中华人民

共和国(不含港澳台)境内发生的意外保险事故。\",\"7、本产品仅提供电子保单,电子保单一经生成不办理任何形式的变更、注销、退保。\",\"8、

本产品提供机打发票，如有需要请联系体育保科技。\",\"9、在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的外籍人士购买本产品需满足:在中国境内有 R 护照、

居住证或每年 80%以上生活时间在中国境内。\",\"10、2017 年 1 月 11 日(含)之后购买本产品的,指定医院为符合条款要求的医院,除了北京

平谷区所有医院。请注意:北京市平谷区所有医院的就医均不给予理赔。\",\"11、出现事故后请第一时间拨打 95590 报案，并记住报案号以

便 有 序 追 踪 使 用 。 或 通 过 体 育 保 公 众 号 提 出 理 赔 需 求 。 \"],\" 移 动 端 _ 产 品 介 绍

\":\"https://wf-media.oss-cn-beijing.aliyuncs.com/insurance_introduce/dadi/mob/general.png\",\"pc 端 _ 产 品 介 绍

\":\"https://wf-media.oss-cn-beijing.aliyuncs.com/insurance_introduce/dadi/pc/general.png\",\" 产 品 图 片

\":\"https://wf-media.oss-cn-beijing.aliyuncs.com/web/open_platform/dadi_general.png\",\"产品介绍\":\"适合普通风险运动，保障

高，日均保费低\","常见问题":[{"name":"Q：本产品是否承保高风险竞技活动？","value":"A：不承保从事潜⽔、跳伞、攀岩、探险、武术⽐

赛、摔跤、特技、赛>马、赛 车或者蹦极以及其他风险程度类似的⾼风险活动，竞技性、职业性运动。"},{"name":"Q：本产品指定或者认

可的医疗机构是指什么？","value":"A：保险公司指定或者认可的医疗机构是指包括保险公司指定医疗机构,以及符合下列条件的医疗机构:境

内二级以上(含),具有符合有关医院管理规定设置标准的医疗设备,并且提供二十四小时有合格医师及护士的医疗和护理等服务的医疗机构,但

不包括主要为康复、护理、疗养、戒酒、戒毒或者相类似目的的医疗机构,也不包括在境外医院、中外合资医院、民营医院、康复中心、联合

诊所、特需(色)门诊、特需病房等非保险公司指定或者认可的医疗机构发生的费用。(请注意:北京市平谷区所有医院的就医均不给予理赔)。

"},{"name":"Q：如何查询验证保单？","value":"A：投保完成后,电子保单会直接发送>至您邮箱,为保证您的合法权益,您可在投保成功后通过

访问大地保险网站或拨打大地保险客服热线 95590,对您所投保保单的相关信息进行查询。"},{"name":"Q：本产品的公共交通工具是指？

","value":"A：本产品的公共交通工具是指领取合法的公共运输营业执照,以公众运输为目的的定时营运(含加班班次)于两地之间的特定路线或

者航线,且对公众开放的运输工具,但不包括自行租赁的运输工具及出租车。"},{"name":"Q：本产品突发急性病是指？","value":"A：本产品突

发急性病是指对被保险人保险责任生效前,该被保险人未曾接受治疗及诊断且在保险期间内突然发生、须立即接受治疗方能避免损坏身体健康

的疾病。"},{"name":"Q：意外医疗费赔付的范围？","value":"A：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遭受意外事故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已支出的、

必需且合理的实际医疗费用（限医保范围内）。意外医疗保险金 = （已在医院内支出的、必需且合理的实际医疗费用 - 任何已获得的医疗

费用补偿-免赔额 0）×赔付⽐例 100%。必要且合理的实际医疗费>用（限医保范围内）:是指符合当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支/给付

范围和标准的、医学必要的医疗费用。当地：指签发本合同的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所在地。"}],\"理赔流程\":{\"STEP1 理赔报案\":\"发生意外

事故后请当天就医并第一时间拨打大地保险热线 95590 报案，并在线联系体育保或拨打热线 400-995-9918 获得帮助。\",\"STEP2 提交资

料\":\"按照保险公司的指导准备材料，并提交给保险公司。\",\"STEP3 赔款支付\":\"以保险公司支付时间为准，有任何疑问可以随时联系体

育保。\"},\"remark\":\"体育保大众运动意外团体保险\"}",

"id": 23

},

"status": "OK",

"req_no":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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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单投保

3.1 功能描述

 接口名：insure

 填写个单投保信息，出单。

3.2 请求 POST

URL 参数

字段 类型 必填 字段说明

req_no String 必填 交易流水号

merchant_id String 必填 开发者身份标识

sign String 必填 签名

POST 参数

字段 类型 必填 字段说明

insurance Int 必填 保险产品 id

interface String 必填

通过产品详情接口查询出来的投保产品

详情中的 interface 字符串，例如：

“dadi”、“shidai”

insure_time String 必填

保期字符串（read_insurance 接口获取

的 plan 中的价格表的键），比如“1 天”，

“21-30 天”，“1 年”等

plan Int 必填 产品方案 id

begin_date String 必填 起保日期，格式为“2015-09-08”

end_date String 必填 止保日期，格式为“2015-10-07”

insurance_fe

e
Decimal 必填 计算出来的保费

relation String 必填
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关系，例如 "本人", "

配偶", "子女", "父母", "其他"等

insurant
Dictionary<Person

>
必填 被保险人的 json 信息

applicant
Dictionary<Person

>
必填 投保人的 json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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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类型 必填 字段说明

Person

name String 必填 姓名

id_type Int 必填

身份证类型：0 代表"身份证", 1 代表"中

国护照", 2 代表"外国护照", 3 代表"其

他"

id_code String 必填 证件号码

birthday String 必填 出生日期，格式为“2000-09-08”

gender Int 必填 性别：0 代表 男， 1 代表 女

phone String 必填 电话号码

3.3 响应

字段 类型 字段说明

req_no String 交易流水号

status String “OK”或则“FAIL”

data Dictionary<Data> 投保返回数据（投保单号等）

3.3.1 当投保参数 interface 为 dadi 且出单成功时，Dictionary Data 为：

字段 类型 字段说明

Data

quotationNumber String 保单的投保单号

policy_id Int 体育保保单 id

3.3.2 当投保参数 interface 为 dadi 但出单失败时，Dictionary Data 为：

字段 类型 字段说明

Data

code Int 错误代码

policy_id Int 体育保保单 id

msg String 出单失败信息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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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当投保参数 interface 为 shidai 且出单成功时，Dictionary Data 为：

字段 类型 字段说明

Data

success String 状态 “1”出单成功“0”出单失败

policy_id Int 体育保保单 id

msg String
出单信息，例如："Policy create

success!"

3.3.4 当投保参数 interface 为 shidai 但出单失败时，Dictionary Data 为：

字段 类型 字段说明

Data

success String 状态 “1”出单成功“0”出单失败

policy_id Int 体育保保单 id

msg String
出单信息，例如："起保日期错误，不

在允许范围内！"

3.4 报文样例

地址：

Post

http://baolema.insports.tech/open/partner/insure?sign=0ab051894bbedfad1e4b373949dff5dd&req_no=3&merchant_id=33

2c9f4f-c48c-4400-a3ae-da3cfb0575fb

请求内容：

{

"insurance": 21,

"interface": "dadi",

"insurance_price": 1,

"insure_time": "1 天",

"plan": 3,

"begin_date": "2016-12-14",

"end_date": "2016-12-14",

"insurance_fe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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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 "本人",

"insurant": {

"name": "陈成",

"id_type": 0,

"id_code": "521123199707091231",

"birthday": "1997-07-09",

"gender": 0,

"phone": "1888888888"

},

"applicant": {

"name": "陈成",

"id_type": 0,

"id_code": "521123199707091231",

"birthday": "1997-07-09",

"gender": 0,

"phone": "1888888888"

}

}

返回内容：

{

"data": {

"quotationNumber": "TEVA201851010015001484",

"policy_id": 529,

},

"status": "OK",

"req_no": "3"

}

4. 团单投保

4.1 功能描述

 接口名：insure_more

 填写团单投保信息，出单

4.2 请求 POST

URL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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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类型 必填 字段说明

req_no String 必填 交易流水号

merchant_id String 必填 开发者身份标识

sign String 必填 签名

POST 参数

字段 类型 必填 字段说明

insurance Int 必填 保险产品 id

interface String 必填

通过产品详情接口查询出来的投保产品

详情中的 interface 字符串，例如：

“dadi”、“shidai”

insure_time String 必填

保期字符串（read_insurance 接口获取

的 plan 中的价格表的键），比如“1 天”，

“21-30 天”，“1 年”等

plan Int 必填 产品方案 id

begin_date String 必填 起保日期，格式为“2015-09-08”

end_date String 必填 止保日期，格式为“2015-10-07”

insurance_fe

e
Decimal 必填 计算出来的保费

relation String 必填

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一一对应 以空

格隔开的字符串，例如 "本人 父母 子女

", "配偶 子女 其他 其他" 等

invoice_type Int 选填 发票类型 0--不开， 3--普通电子

persons
List<Dictionary<P

erson>>
必填 被保险人的 json 信息数组

company_inf

o

Dictionary<Compa

ny>
必填 投保人(公司投保人)的 json 信息

字段 类型 必填 字段说明

Person

name String 必填 姓名

id_type Int 必填

身份证类型：0 代表"身份证", 1 代表"中

国护照", 2 代表"外国护照", 3 代表"其

他"

id_code String 必填 证件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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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thday String 必填 出生日期，格式为“2000-09-08”

gender Int 必填 性别 0 代表 男， 1 代表 女

phone String 必填 电话号码

字段 类型 必填 字段说明

Company

name String 必填 公司名字

contact String 必填 联系人名字

social_id String 必填 纳税人识别号

phone String 必填 联系电话

4.3 响应

字段 类型 字段说明

req_no String 交易流水号

status String “OK”或则“FAIL”

data Dictionary<Data> 投保返回数据（投保单号等）

4.3.1 当投保参数 interface 为 dadi 且出单成功时，Dictionary Data 为：

字段 类型 字段说明

Data

quotationNumber String 保单的投保单号

policy_id Int 体育保保单 id

4.3.2 当投保参数 interface 为 dadi 但出单失败时，Dictionary Data 为：

字段 类型 字段说明

Data

code Int 错误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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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_id Int 体育保保单 id

msg String 出单失败信息字符串

4.3.3 当投保参数 interface 为 shidai 且出单成功时，Dictionary Data 为：

字段 类型 字段说明

Data

success String 状态 “1”出单成功“0”出单失败

policy_id Int 体育保保单 id

msg String
出单信息，例如："Policy create

success!"

4.3.4 当投保参数 interface 为 shidai 但出单失败时，Dictionary Data 为：

字段 类型 字段说明

Data

success String 状态 “1”出单成功“0”出单失败

policy_id Int 体育保保单 id

msg String
出单信息，例如："起保日期错误，不

在允许范围内！"

4.4 报文样例

地址：

POST

http://baolema.insports.tech/open/partner/insure_more?req_no=3&sign=0ab051894bbedfad1e4b373949dff5dd&merchant

_id=332c9f4f-c48c-4400-a3ae-da3cfb0575fb

请求内容：

{

"insurance": 23,

"interface": "dadi",

"insurance_price": 1,

"insure_time": "1 天",

"plan": 1,

"begin_date": "2016-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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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_date": "2016-12-03",

"insurance_fee": 1,

"relation": "其他 其他",

"invoice_type": 3,

"persons": [{

"birthday": "1996-11-13",

"id_code": "5111221996111138810",

"phone": "18188811113",

"gender": 0,

"name": "郑旭",

"id_type": 0,

},

{

"birthday": "1998-11-13",

"id_code": "5111221998111136721",

"phone": "18999987776",

"gender": 1,

"name": "陈静",

"id_type": 0,

}

],

"company_info": {

"name": "北京体育传媒有限公司",

"contact": "James Zhang",

"phone": "18888888888",

"social_id": "FR356T12344G",

}

}

返回内容：

{

"data": {

"quotationNumber": "TEVC201851010015001702",

"policy_id": 532,

},

"status": "OK",

"req_no":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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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单支付

5.1 功能描述

 接口名：pay_policy

 出单成功后，取得保单支付地址，此处根据投保产品的 interface 属性不同整个流程会有所差异。以下

会有说明。

5.2 请求 POST

URL 参数

字段 类型 必填 字段说明

req_no String 必填 交易流水号

merchant_id String 必填 开发者身份标识

sign String 必填 签名

POST 参数

当投保产品的 interface 为 dadi 时：

字段 类型 必填 字段说明

interface String 必填
根据产品不同，取值为“dadi”或

“shidai”

quotationNu

mber
String 必填 出单接口返回的保单的投保单号

redirectURL String 必填 支付成功同步跳转页面

5.3 响应

字段 类型 字段说明

req_no String 交易流水号

status String “OK”或则“FAIL”

data String
JSON 字符串，获取支付地址的 url 和参数

等返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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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类型 字段说明

Data （Json 字符串）

url String

获取支付地址接口，需要加上前缀

http://baolema.insports.tech

测试环境加上：

http://baolema-test1.insports.tech

payload String

接口参数，第三方前端需要使用该 url

以该 payload 作为参数发起 post 接

口调用，调用成功后会返回 4 个支付地

址给前端， mob 端推荐使用

channelWechatPaymentUrl，pc 端推

荐使用 ebaoPaymentUrl

当投保产品的 interface 为 shidai 时：

字段 类型 必填 字段说明

interface String 必填
根据产品不同，取值为“dadi”或

“shidai”

money 浮点型 必填 支付金额，单位元

payType String 必填 支付类型，（alipay:支付宝 wxpay:微信）。

wxpayType String 选填

微信支付类型，（sweep:扫码支付

subscription:公众号支付），当支付类型

为微信支付时，该参数必传。

returnUrl String 必填 支付成功同步跳转页面

policySerialNo String 必填

调用下文的查询保单接口，将出单接口返

回的体育保保单 id：policy_id 作为查询

保单接口参数 id 的值，该 policySerialNo

的值即为接口返回值中的 apply_code。

http://baolema.insports.tech
http://baolema.insports.tech


21

21

5.4 响应

字段 类型 字段说明

req_no String 交易流水号

status String “OK”或则“FAIL”

data String JSON 字符串，支付地址的 url 和状态信息

字段 类型 字段说明

Data （Json 字符串）

success String
状态 “1”获取支付地址成功 “0”获

取支付地址失败

msg String 信息提示语，例如：“请求成功！”

data String 请求成功时返回支付地址的 URL。

5.5 dadi 报文样例

地址：

Post

http://baolema.insports.tech/open/partner/pay_policy?sign=0ab051894bbedfad1e4b373949dff5dd&req_no=3&merchant_i

d=332c9f4f-c48c-4400-a3ae-da3cfb0575fb

请求内容：

{

"interface": "dadi",

"quotationNumber": "TEVC201851010015001702",

"redirectURL": "test.insports.tech/web/insurance/success_for_blm.html?policy=532"

}

返回内容：

{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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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proxy/ccictest/pa/api/policies/payments/tyb01tt?accessKey=006v2exmfZ&signature=6d3eb697

07fd6f45fac1e139ba7e997f",

"payload":"{"quotationNumber":"TEVC201851010015001702","callbackURL":"http://baolema-test1.insp

orts.tech/api/dadi/back","channelCode":"TYB_CHANNEL","redirectURL":"http://test1.insports.tech/web/insur

ance/success_for_blm.html?policy=354"}"

}",

"status": "OK",

"req_no": "3"

}

5.6 shidai 报文样例

地址：

Post

http://baolema.insports.tech/open/partner/pay_policy?sign=0ab051894bbedfad1e4b373949dff5dd&req_no=3&merchant_i

d=332c9f4f-c48c-4400-a3ae-da3cfb0575fb

请求内容：

{

"interface": "shidai",

"money": 1.00,

"payType": "wxpay",

"wxpayType": "sweep",

"policySerialNo": "20181213164403066988",

"returnUrl": "test.insports.tech/web/insurance/success_for_blm.html?policy=532"

}

返回内容：

{

"data":"{

"data": "http://15780.corpbeta.51zxtx.com/pay/915",

"success": "1",

"msg": "请求成功！",

}",

"status": "OK",

"req_no":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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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支付成功异步通知

当支付成功后，商户会收到一个支付成功通知

HTTP请求路径：商户在体育保开放平台管理台开发者信息中填写的回调接口

HTTP请求方法：GET

HTTP请求内容类型：application/json

HTTP请求字符编码：UTF-8

HTTP返回内容类型：application/json

HTTP请求内容示例：

{

"policy_code":"AABA000000W2018E50000173",

"quotationNumber":"20181213164403066988",

"merchant_id":"0b2d8970-4bda-4927-8b16-929e281944b2",

"sign":"dcb47849c319c42ae2a236b694851b9a",

"e_policy":"http://www.insports.tech/proxy/aliyun_oss/AABA000000W2018E50000173.pdf"

}

字段 类型 必填 字段说明

policy_code String 必填 保险公司保单号

quotationNumber String 必填 保单的投保单号

merchant_id String 必填 开发者身份标识

sign String 必填 签名

e_policy String 必填 电子保单获取地址

商户在接收到以上通知之后需要验证签名是否正确，才可以进行后续处理。

处理成功后请返回一个成功应答如下

{

"status": "SUCCESS"

}

处理失败请返回失败应答如下，体育保收到失败应答或回调商户出现异常体育保会发送一封通

知邮件到商户注册时填写的邮箱地址中，请注意查收。

{

"message": "失败原因请告知",

"status": "F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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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保单查询

7.1 功能描述

 接口名：read_policy

 根据体育保保单 id 查询保单。

7.2 请求 GET

字段 类型 必填 字段说明

req_no String 必填 交易流水号

merchant_id String 必填 开发者身份标识

id String 必填 体育保保单 ID

sign String 必填 签名

7.3 响应

字段 类型 字段说明

req_no String 交易流水号

status String “OK”或则“FAIL”

data Dictionary<Data> 保单详情

个单

字段 类型 字段说明

Data

price String 价格，“1.00”代表 1 元

insure_date String 投保日期 格式为“2015-12-25”

insurant_name String 被保险人姓名

insurant Int 被保险人 id

insurant_idcode String 被保险人证件号码

begin_date String 起保日期 格式为“2015-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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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_date String 止保日期 格式为“2016-12-25”

invoice_type Int 发票类型

applicant_name String 投保人名字

applicant Int 投保人 id

applicant_idcode String 投保人证件号码

relation String 投保人和被投保人的关系

quota Int 保额

insure_duration String 保险时长，比如“1 天”，“一年”

plan_name String 保险方案名字

serial_code String 保单序列号

code String 保单号

insurance_name String 保险产品名字

create_date String 保单创建日期

apply_code String 投保单号

id String 体育保保单 id

团单

字段 类型 字段说明

Data

price String 价格，“1.00”代表 1 元

insure_date String 投保日期 格式为“2015-12-25”

persons
List<Dictionary

<Person>>
被保险人列表

begin_date String 起保日期 格式为“2015-12-25”

end_date String 止保日期 格式为“2016-12-25”

invoice_type Int 发票类型

applicant_name String 投保人（公司投保人）名字

applicant Int 投保人 id

applicant_idcode String 投保人（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relation String 投保人和被投保人的关系，取“其它”

quota Int 保额

insure_duration String 保险时长，比如“1 天”，“一年”

plan_name String 保险方案名字

serial_code String 保单序列号

code String 保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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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_name String 保险产品名字

create_date String 保单创建日期

apply_code String 投保单号

id String 体育保保单 id

字段 类型 必填 字段说明

Person

name String 必填 姓名

id_type Int 必填 身份证类型

id_code String 必填 证件号码

phone String 选填 电话号码

7.4 报文样例

地址：

Get

http://baolema.insports.tech/open/partner/read_policy?sign=a053f86dbda4a39f1916a31a1211086a&req_no=3&id=354&m

erchant_id=332c9f4f-c48c-4400-a3ae-da3cfb0575fb

返回内容：

{

"data": {

"price": "1.00",

"insure_date": null,

"insurant_name": "陈旭",

"insurant": 65,

"insurant_idcode": "511133199010197765",

"end_date": "2017-11-28",

"insurer": 1,

"company": null,

"applicant_email": null,

"invoice_type": 0,

"insurance_category": "意外险",

"insurance": 21,

"persons":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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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nt_phone": "18787878787",

"applicant_name": "陈旭",

"plan": 3,

"applicant": 65,

"applicant_idcode": "511133199010197765",

"relation": "本人",

"quota": 100000,

"insure_duration": "1 天",

"plan_name": "尊享款",

"serial_code": "20171102185555837040",

"code": null,

"insurance_photo": null,

"insurer_insurance_name": "体育保运动意外个人保险",

"insurance_name": null,

"create_date": "2018-11-02",

"apply_code": "TEVA201751010015001280",

"id": 354,

"insurance_abstract": null,

"e_policy": null,

"begin_date": "2017-11-28"

},

"status": "OK",

"req_no": "3"

}

8. 理赔查询

8.1 功能描述

 接口名：read_claim

 根据保单号获取理赔信息

8.2 请求 GET

字段 类型 必填 字段说明

req_no String 必填 交易流水号

merchant_id String 必填 开发者身份标识

policy_code String 必填 保单号

sign String 必填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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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响应

字段 类型 字段说明

req_no String 交易流水号

status String “OK”或则“FAIL”

data
List<Dictionary<Claim

>>
赔案列表

字段 类型 字段说明

Claim

proposer_name String 申请人姓名

proposer_phone String 申请人电话

insurant_name String 被保险人姓名

insurant_idcode String 被保险人证件号码

order_code String 申请号

finish_quota String 实际赔偿金额，例如 “778.6”

code String 体育保赔案号

apply_time String 申请时间 格式为“2015-12-25 11:51:32”

policy_code String 保单号

end_date String 止保日期 格式为“2016-12-25”

accident_type String 事故类型，比如“医疗”，“伤残”等

accident_detail String 事故详情的描述

claim_fee Int 索赔金额

accident_time String 事故时间 格式为“2015-12-25 11:51:32”

accident_location String 事故地点

status Int 赔案状态

8.4 报文样例

地址：

Get

http://baolema.insports.tech/open/partner/read_claim?policy_code=AABA000000W2018E00006935&sign=7b07e56ac9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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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1e692e8cd2b6ae24f7&req_no=3&merchant_id=332c9f4f-c48c-4400-a3ae-da3cfb0575fb

返回内容：

{

"data": [

{

"proposer_phone": "13000000000",

"insurant_name": "乐乐",

"insurant_idcode": "510184199912129984",

"order_code": "20181009115131987360",

"finish_quota": "777.0",

"code": "20181009115131987331",

"apply_time": "2018-10-09 11:51:32",

"policy_code": "AABA000000W2018E00006935",

"accident_type": "医疗",

"accident_detail": "xxxxxxxx",

"claim_fee": null,

"accident_time": "2018-10-09 11:51:17",

"proposer_name": "Bob Chow",

"accident_location": "北京北京东城区 xxxxxx",

"status": 4,

"id": 95

}

],

"status": "OK",

"req_no":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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