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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档阅读须知

本文档仅针对微信支付接入做专项说明，旨在于向合作商户告知调用微

信支付时的业务逻辑、接入流程，以及其他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的事项。

二、微信支付各场景介绍

2.1 扫码支付

接口文档对应支付方式：scan_pay：交易创建后，选择支付方式为扫码支付。

第 1 步：商户完成交易创建，并获得一串支付链接，并通过二维码生成工具

转换为二维码，向用户展示；

（图 2.1.1 支付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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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用户使用微信 APP“扫一扫”功能，扫描商户展示的支付二维码，

查看商品信息；

（图 2.1.2 扫描二维码，获取商品信息）

第 3 步：用户通过微信 APP 完成密码输入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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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用户通过微信 APP 完成支付）

第 4 步：微信 APP 展示付款成功信息。

（图 2.1.4 微信付款成功页）

2.2 公众号支付

接口文档对应支付方式：mobile_pay，目标机构 TENPAY04；

是指交易创建后，选择的支付方式为移动支付，并且指定目标机构为

TENPAY04。

商户交易创建应当基于微信公众号的 H5 页面，调用成功后可直接在微信

APP 内呼起微信支付控件，用户在微信支付控件上完成密码输入和支付。

第 1 步：商户在公众号的页面中，给用户提供选择商品和下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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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用户下单）

第 2 步：用户微信 APP 呼起支付控件，展示商家信息；

（图 2.2.2 呼起微信支付控件）

第 3 步：用户输入微信支付密码，完成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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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 用户密码输入，确认支付）

第 4 步：微信展示支付成功信息；

（图 2.2.4 支付完成页）

第 5 步：用户返回商家公众号页面，建议商家给用户展示订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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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5 商户端订单信息展示）

第 6 步：微信支付公众号下发支付凭证；

（图 2.2.6 微信支付下发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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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APP 支付

接口文档对应支付方式：mobile_pay，目标机构 TENPAY03；

是指交易创建后，选择的支付方式为移动支付，并且指定目标机构为

TENPAY03。

商户在自身 APP 中创建交易订单，用户可在商户 APP 中选择微信支付，并

唤起手机中的微信 APP 进入支付页面，用户在微信 APP 内完成支付后返回商家

APP。

第 1 步：用户在商户 APP 中选择商品并完成下单；

（图 2.3.1 用户在商户 APP 中下单）

第 2 步：用户手机中呼起微信 APP，并进入支付页面，展示商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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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呼起用户微信 APP，并进入支付页面）

第 3 步：用户在微信 APP 内输入密码，完成支付；

（图 2.3.3 用户输入密码，完成支付）

第 4 步：微信展示支付结果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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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4 微信 APP 展示支付结果页）

第 5 步：用户返回商家 APP，商家展示订单信息；

（图 2.3.5 商户 APP 展示订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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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微信支付报备及支付传参细节说明

3.1 总体流程（按先后顺序）

3.1.1 API 报备（完成时间由我司的间连合作机构及微信决定）

商户在完成签约对接后，通过我司提供的 API 接口报备自己企业信息，同时

需要注意：

（1）对于公众号支付、小程序支付、扫码支付，商户需要上报自己的公众

号 APP_ID；

（2）对于 APP 支付，商户需要上报自己的开发者 APP_ID；

（3）注意事项：

* 两类 APP_ID 均需要商户自己完成微信实名认证，商户可以同时、分别报

备自己的两类 APP_ID 以便后续扩展支付方式；

* 请依据业务场景，务必严格区分两类 APPID，否则无法完成订单支付事宜。

3.1.2 配合认证

商户将本文档提到的、需要邮件发送给我们的信息，提交给指定人员的企业

邮箱后，我们在收到“3.1.1-API 报备”结果（报备成功与否的信息，会由

我司的技术/运营对接同事反馈给商户）后，会针对商户对不同支付场景的

需求按顺序做以下工作：

（1）帮商户进行微信支付商户认证（如果商户已经在自己的微信支付商户

平台完成了认证工作，则告知我司对接同事，我司将不再指导帮助商户进行

该项认证工作）：

* 第一步，我司提交商户企业营业信息和对公账户信息后，微信会在 1-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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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内打款给商户的对公账户进行验证；

* 第二步，商户在收到微信支付的对公打款后，需要将打款金额告知我司对

接同事；

* 第三步，我司在微信后台填写打款金额后，完成代认证工作。

（2）我司在微信后台操作绑定与认证工作：

* 对于公众号支付、小程序支付、扫码支付：我司会在微信后台绑定商户的

支付授权目录，微信审核周期大约 1-3 工作日。

* 对于 APP 支付：我司会在微信后台配置商户的微信支付授权产品信息，

微信审核周期大约 1-3 工作日。

3.1.3 等待通知

我司的技术/运营对接同事会将“3.1.2-配合认证”成功与否的信息反馈给商

户，如果成功则进入“3.1.4-创建订单”，否则我司对接同事将做进一步跟

进工作。

3.1.4 创建订单

依据我司提供的接口文档，创建交易订单。

3.2 商户报备

报备提交参数 通过商户报备接口提交

扫码支付 公众号支付 APP 支付

商户标识类型 非空 非空 非空

商户标识 非空 非空 非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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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户公众号 APPID 可空 非空 非空

商户名称 非空 非空 非空

商户简称 非空 非空 非空

客服电话 非空 非空 非空

联系人姓名 非空 非空 非空

联系人业务标识 非空 非空 非空

联系人类型 非空 非空 非空

请求者 IP 非空 非空 非空

扩展信息 可空 可空 可空

3.3 支付时上报的信息

支付提交参数 通过交易创建接口

扫码支付 公众号支付 APP 支付

商户订单号 非空 非空 非空

买家标志 可空 可空 可空

买家标志类型 可空 可空 可空

卖家标志 非空 非空 非空

卖家标志类型 非空 非空 非空

卖家账户类型 可空 可空 可空

上报商户标志类型 非空 非空 非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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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商户标志 非空 非空 非空

金额 非空 非空 非空

商品描述 非空 非空 非空

结算时间 可空 可空 可空

支付失败后是否可

以再次支付 可空 可空 可空

订单过期时间 可空 可空 可空

付款用户 ip 地址 可空 可空 可空

设备 mac 地址 非空 非空 非空

分账信息列表 可空 可空 可空

商品编号 可空 可空 可空

商品名称 可空 可空 可空

商品数量 可空 可空 可空

商品价格 可空 可空 可空

扩展信息 可空 可空 可空

3.4 其他额外需要准备的材料

注意：APP 支付的申请材料详情参见本文档第六节

其他线下提交的信息 通过邮件方式提交

扫码支付 公众号支付 APP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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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授权目录 不需要 需要 不需要

商户营业执照

（彩色） 需要 需要 需要

商户法人身份证正面

（彩色） 需要 需要 需要

商户法人身份证反面

（彩色） 需要 需要 需要

APP 上架地址 不需要 不需要 需要

APP 上线宣传文案 不需要 不需要 需要

基本户开户许可证 需要 需要 需要

四、APP_ID 如何获取？

注意：请务必确保公众号 APP_ID 和开发者 APP_ID 已经通过微信认证。

4.1 公众号的 APP_ID 获取方式

（1）注册微信公众账号；https://mp.weixin.qq.com/

（2）选择注册服务号；

https://mp.weixin.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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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填写基本信息，提交微信审核；

（4）通过微信认证；

（5）查看 APP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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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开发者的 APP_ID 获取方式

（1）注册成为微信开发者；https://open.weixin.qq.com/

（2）填写基本信息，提交微信审核；

https://open.weixin.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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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请 APP 上架；

（4）上传 APP 的相关信息；

（5）通过审核；

（6）查看 APP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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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支付授权目录如何定义？

支付授权目录即用户在公众号中下单并唤起微信支付的页面 URL 地址；

5.1 示例

针对下图（用户下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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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页面对应的 url 为：

https://m.lyancoffee.com/wechat/mainbuy/confirmbyorder&response_type=code

&scope=snsapi_base&state=1&connect_redirect=1#wechat_redirect

则该页面对应的支付授权目录为：

https://m.lyancoffee.com/wechat/mainbuy/

（即支付授权目录应该为当前页面链接的上一级目录）

5.2 其他示例

访问 url 为：http://www.test.com/recharge/index

授权目录应为：http://www. test.com/recharge/

访问 url 为：http://www. test.com/recharge

授权目录应为：http://www. test.com/

带参数的 url 忽略参数：

访问 url 为：http://www. test.com/recharge/index?package=1

授权目录应为：http://www. test.com/recharge/

六、APP 支付申请需要准备什么材料？

注意：

（1）本节所述信息需要邮件发送到我司对接同事@weibopay.com 的企业邮箱；

（2）涉及证件的材料必须全部是彩色无 PS 的。

https://m.lyancoffee.com/wechat/mainbuy/confirmbyorder&response_type=code&scope=snsapi_base&state=1&connect_redirect=1
https://m.lyancoffee.com/wechat/mainbuy/confirmbyorder&response_type=code&scope=snsapi_base&state=1&connect_redirect=1
https://m.lyancoffee.com/wechat/mainbuy/confirmbyorder
http://www.a.com/recharge/
mailto:（1）本节所述信息需要邮件发送到我司对接同事@weibopay.com的企业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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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卖家 APP 需要事先完成的信息

（1） 微信开发者平台的 APPID；

（2） 应用市场的上架地址（建议是主流应用市场，安卓/IOS 尽量都提交，保

证下载链接是可用的）；

（3） APP 本身的介绍宣传文案（100 字以内）；

6.2 卖家 APP 需要提交的材料

（1）法人身份证照片，正面、反面各一张；

（2）营业执照照片；

（3）组织机构代码证照片；（如果三证合一则不需要）

（4）企业对公银行的基本户开户许可证；

（5）本节 6.1 所述的所有信息。

——2018-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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