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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本文档版权归上海汇付数据服务有限公司所有，并保留一切权利。未经书面许

可，任何公司和个人不得将此文档中的任何部分包括其中所含的所有资料进行复制、

公开、转载或以其他方式传播、散发给第三方，否则，本公司将必追究其法律责任。 

 

 

免责条款 

本文档仅提供阶段性信息，因市场情况变化迅速，所含内容可根据产品的实际情

况随时更新、修改，恕不另行通知。所以，本文档仅供参考使用，不提供任何形式的

担保，如因文档使用不当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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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产品简介 

Adapay 是提供一站式支付解决方案的平台，帮助您快速集成主流支付渠道，以数字化

服务保障支付过程的安全畅通。 

提供简单易用的控制管理平台，方便您统一管理所有交易，有效降低您的开发接入和管

理成本。还有可选的、标准化的增值服务模块，不断的迭代升级，为您创造增值价值。 

1.2. 使用对象 

本手册的使用对象为商户的平台操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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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理平台使用说明 

2.1. 注册登录管理平台 

打开浏览器，进入控制台地址：https://console.adapay.tech/merconsole/dashboard 

输入您的账号及密码，进入管理平台（控制台）。 

 

第一次登录需要完成注册，点击“没有账号？去注册”链接，输入登录名，绑定您的手

机号，获取验证码，勾选服务于隐私协议完成注册。 

登录名称：仅支持英文字母、数字和下划线，长度为 6-32 位。 

登录密码：至少包含数字（0-9）、字母（A-Z、a-z）和特殊字符中的任意 2 种，长度

应至少 8 位 

 

https://console.adapay.tech/merconsole/dash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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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ay 提供两种登录方式：短信登录、账号登录 

短信登录：支持登录账号或手机号的形式，如果您注册时使用的是手机号注册，那么登

录名称可以输入手机号，点击“获取验证码”，验证码会发送到您注册的手机号上，输入后

完成登录；如果您注册时使用的是账号名称注册，那么登录名称需要输入注册账号，点击“获

取验证码”，则验证码会发送到您当时绑定的手机号上，输入后完成登录。 

账号登录：输入您注册时填写的账号名称及密码进行登录。 

2.1.1 设置登录密码 

注册成功后，您需要设置您的登录密码（至少包数数字（0-9）、字母（A-Z、a-z）和特

殊字符中的任意 2 种，长度应至少 8 位），后续登录时，可使用短信验证码或者密码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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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重置登录密码 

若您忘记登录密码或者需要修改登录密码，可通过 账户登录页面 -> 忘记密码 进行

修改。 

 

设置新密码： 

https://console.adapay.tech/login_reset.html?type=3&to=login


Adapay 控制台操作手册 

10 
 

 

2.2. 签约入网 

您可在控台首页，点击“一键入网”，进行入网签约，分为四步： 

基本信息 -> 绑卡/结算绑定 -> 签约 -> 入驻 

 

2.2.1 基本信息 

支持企业和小微商户（个人）入网，企业主体需录入基本工商信息、法人证件信息、联

系人信息，小微仅需录入负责人证件信息、联系人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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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商码：选填，若您有对应代理商需联系代理商获取并填入。 

 联系人手机号：将作为后续申请 手续费发票 的登录账号，届时需提供验证码。 

2.2.1.1 系统识别证件信息 

Adapay 目前支持 OCR 证件识别功能，您点击“上传照片”上传证件，系统自动识别

证件信息，若识别信息与证件不一致或无法识别，可点击“切换至手动输入”自行填写。 

注意：上传的证件图片需是原件（不超过 1M），格式为 png/jpg/ jpeg。 

功能界面（以企业为例）： 

、

 

2.2.1.2 手动输入信息 

您也可以选择自行手动输入证件信息，点击“切换至手动输入”，进行填写。 

注意： 

 已填入的“简称“联系人”等信息可自动带入到手输页； 

 证件有效期是“长期”、“永久”的，请填入“20991231”； 

 退回到 图片上传页面可点击“切换至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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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界面（以企业为例）： 

 

2.2.2 绑卡/结算绑定 

绑定您默认的结算银行信息，点击下一步进入签约流程。 

Adapay 目前提供 T1 自动结算服务，您的资金会在 T1 日自动结算至此银行账户中。 

 小微商户仅支持绑定同主体对私卡。 

功能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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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签约 

勾选协议阅读提醒，点击下一步完成在线签约。 

Adapay 提供在线预览协议服务，您可点击“《支付服务协议》“ 预览协议。 

签约界面： 

 

协议预览界面： 

 

2.2.4 入驻 

您需要根据您的应用场景，选择并录入相关入驻信息，点击提交，我们会为您进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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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微信的入驻，以获得相应的支付权限。您可以选择只入驻微信或者支付宝，或者直接点

击“跳过”，暂时跳过入驻流程，然后使用单独的微信/支付宝入驻页面。 

入驻字段说明： 

A、 费率类型/经营类目（分为三级：需按实际经营情况逐级地选择）：若选择错误

会影响您后续的收款交易，各级经营类目您先可参考 附录。 

B、 微信小程序/公众号还需您先去微信申请支付功能并获得渠道参数（APPID、

授权目录）。 

C、 小微商户入驻时商户种类需选择小微商户。 

入驻界面： 

 

入驻也可以选择“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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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提交”，完成入驻配置，页面跳转到配置应用（可跳过，后续再前往 2.5.1

配置），点击“前往配置”，需要先维护商户密钥，然后配置支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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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配置完成，点击“下一步”后跳转界面： 

 

继续完成填写基础资料，您就可以上线商用了！ 

2.2.5 微信实名认证 

自 2019 年 9 月 10 日起，微信要求入驻的商户需要按照微信最新标准进行商户名实名

认证以获得商户的微信支付权限。 

认证指引可参考：视频指引 详细说明及常见问题 . 

2.3. 控台首页 

首页会展示您的账户信息、账户余额、应用概览、日常消息推送、用户手册、开发指南

https://docs.adapay.tech/help/video-tutorial.html#id4
https://docs.adapay.tech/help/channel-fee.html#id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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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点击“用户手册”，您可以打开商户控台操作手册，里面有详细的操作说明。 

点击“API 文档”，页面会跳转到 Adapay 开发指南。  

API 文档网页地址：https://docs.adapay.tech/api/index.html 

点击“立即充值”，页面跳转到网银充值页，可以进行商户手续费充值。功能路径：管

交易 -> 网银充值 

点击“添加新应用”，页面跳转到应用管理页，您可以在此处添加应用配置，修改应用

名称。功能路径：管理 -> 应用管理 

 

2.4. 交易 

2.4.1 交易记录 

菜单路径：交易 -> 交易记录 -> 交易记录 

您可在此处查询您的交易记录，根据需要选择“选择时间”、“交易状态”、“应用”

进行搜索查询，同时也可以根据“商户订单号”、“支付流水号“，第三方订单号“、“支

付宝/微信订单号”,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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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查询的信息：交易时间、订单号、支付流水号、账户号、应用名、支付渠道、交易

状态、交易金额、手续费金额、第三方订单号、支付宝/微信订单号、备注描述以及分账信

息详情等。 

您还可以在此处导出您查询的结果文件，通过选择文件编码与下载类型，点击“导出

文件”按钮，就可以生成相应的文件，并到控制台首页 下载中心 -> 文件下载 下载相应

的文件。 

功能界面： 

 

点击 “分账信息详情”，可查看该笔支付订单的分账信息（包括实时分账以及延时分

账）。可查询的信息：分账时间、支付 ID、分账用户、分账金额（元）、是否手续费承担

方、手续费金额（元）、账务日期。 

功能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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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退款记录 

菜单路径：交易 -> 交易记录 -> 退款记录 

您可在此处查询您的退款记录，根据需要选择“选择时间”、“退款状态”、“应用”

进行搜索查询，同时也可以根据“商户订单号”、“退款流水号“，“支付流水号 “，进

行查询。 

可查询的信息：退款时间、商户订单号、退款渠道、退款流水号、支付流水号、退款

金额、退款手续费、交易状态、退款描述等。 

您还可以在此处导出您查询的结果文件，通过选择文件编码与下载类型，点击“导出

文件”按钮，就可以生成相应的文件，并到控制台首页 下载中心 -> 文件下载 下载相应

的文件。 

功能界面： 

 

2.4.3 结算查询 

菜单路径：交易 -> 结算查询 

您可通过该功能查询结算记录，根据需要选择 “选择时间”、“交易类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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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账户类型”进行搜索查询，同时也可以选择“用户号”，进行查询。 

可查询信息：交易日期、用户号、结算账户类型、、交易流水号、交易类型、出款方式、

交易金额、手续费、状态、描述、商户结算账号。 

您还可以在此处导出您查询的结果文件，通过选择文件编码与下载类型，点击“导出

文件”按钮，就可以生成相应的文件，并到控制台首页 下载中心 -> 文件下载 下载相应

的文件。 

功能界面如下： 

 

2.4.4 分账明细查询 

2.4.4.1 实时分账明细 

菜单路径：交易 -> 分账明细查询 -> 实时分账明细 

Adapay 目前支持按照交易日期查询实时分账交易的明细，可查询分账时间、订单号、

支付流水号、交易金额、分账用户、分账金额、是否手续费承担方、手续费金额、财务日期。 

 最晚可查询 D-1 日的交易，最长支持查询 31 天的分账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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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2 延时分账明细 

菜单路径：交易管理 -> 分账明细查询 -> 延时分账明细 

延时分账交易也可根据交易日期在控台查询，可支持查询分账时间、订单号、支付流水

号、支付对象 ID、支付确认对象 ID、分账状态、分账用户、分账金额、是否手续费承担方、

手续费金额、财务日期。 

 最晚可查询 D-1 日的交易，最长支持查询 31 天的分账交易； 

 目前仅支持查询支付确认过的交易，未确认的建议前往 交易记录 中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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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3 分账明细导出 

菜单路径：交易 -> 分账明细查询 -> 分账明细导出 

支持按月下载不同分账类型的分账交易明细数据，选择时间和分账类型-->生成导出文件

-->点击“下载”。 

文件内容包含：支付对象 id、订单号、订单金额、分账金额、交易时间。 

 每月 2 日更新上月分账数据； 

 

2.4.5 网银充值 

2.4.5.1 网银充值 

菜单路径：交易 -> 网银充值 -> 网银充值 

网银充值功能，用于商户承担手续费的场景，商户充值至手续费账户，交易和结算时手

续费可选择从该账户余额中扣除。结算手续费外扣权限需联系 Adapay 销售申请开通。 

充值规则： 

充 值 规则 

充值方式 B2B 网银（对公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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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主体 与入网主体一致，即银行账户户名与入网企业全称一致 

金额限制 单笔不低于 500.00 元 

支持银行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邮储银行、

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广发银行、兴业银行、北京银行、

平安银行、浦发银行 

充值手续费 充值需支付 10.00 元/笔的手续费，将从充值金额中扣除 

 

 

2.4.5.2 网银充值记录 

菜单路径：交易 -> 网银充值 -> 网银充值记录 

您可以通过该功能查询网银充值记录，根据需要选择“选择时间”、“交易状态”，进行

搜索查询即可。可查询出“操作时间”、“充值金额”、“银行名称”、“交易状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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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余额查询 

2.4.6.1 商户余额查询 

  菜单路径：交易 -> 余额查询 -> 商户余额查询 

您可以通过该功能查询您各子账户的 当前账户余额及昨日账户余额。 

账户名称 含义及作用 

商户简称 商户基本账户，账户余额可用于交易、退款及结算； 

手续费账户 可在控台中使用网银充值功能充值金额，目前此账户余额仅可用于交易手

续费外扣模式下的手续费扣除； 

临时过渡户 交易（或分账）未确认前的过渡户，确认后账户余额自动调整到各分账账户

中； 

功能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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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2 用户余额查询 

菜单路径：交易 -> 余额查询 -> 用户余额查询 

您可根据用户 ID 去查询您旗下 用户的当前账户余额及昨日账户余额。 

 用户 ID：可在管理 -> 用户管理 -> 用户信息查询。 

功能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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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管理 

2.5.1. 应用管理 

您可以通过添加应用来配置支付渠道，Adapay 支持配置多个应用。 

菜单路径：管理 -> 应用管理 

2.5.1.1 添加新应用 

点击“添加新应用”可添加多个应用，修改应用名称。您注册成功后，系统会默认为您

配置一个“应用”，但需签约入网后才能添加新应用以及配置支付渠道。 

功能界面： 

 

2.5.1.2 支付渠道配置 

对于大部分支付渠道（支付宝相关、微信条码支付），您只需点击 “填写参数”，再

“提交”，即可开通该支付功能。 

 开通/变更微信公众号支付，您需要在此处维护您的支付渠道参数（AppID、授权目录） 

 开通/变更微信小程序，需先前往 管理 -> 小程序管理中添加您的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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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台牌码管理 

   台牌是 Adapay 提供的一项增值服务，支持微信、支付宝支付，您需 联系对接销售进行

购买，付款成功后可获得配置台牌的权限。云闪付功能暂不支持，升级中。 

 

2.5.2.1 台牌码管理 

菜单路径：管理 -> 台牌码管理 -> 台牌码管理 

您可以通过该功能查询/配置台牌码信息，根据需要选择“状态”、“应用”，进行搜索查

询，查询信息包含“台码名称”、“预留信息”、“状态”、“管理”等信息。 

点击“新增台牌码”按钮，先购买，付款成功后再新增台牌信息“应用”、“台牌名称”、

“收款预留信息”、“商品标题”、“商品描述”、“状态”、“收款方式”。 

 

点击“管理”按钮，显示原台牌码信息和台牌二维码并支持下载台牌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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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界面： 

 

 

2.5.2.2 台牌码付款记录 

菜单路径：管理 -> 台牌码管理 -> 台牌码付款记录 

您可在此处查询您的台牌码付款记录，根据需要选择“选择时间”、“支付方式”、

“支付状态”进行搜索查询。 

可查询的信息：“支付时间”、“商品名称”、“支付方式”、“支付金额”、“有效期”、“支

付状态”。 

功能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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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用户管理 

2.5.3.1 用户信息查询 

Adapay 控台支持查询用户开户信息（企业/个人）、删除用户结算账户，您可通过 “时

间范围（查询时间范围需小于等于 90 天）”和（或）“用户 ID”查询。 

菜单路径：管理 -> 用户管理 -> 用户信息查询 

 支持查询内容：、用户 ID、用户类型、用户名称、结算账户 ID、创建时间、应用 ID

等。 

 删除用户结算账户：点击操作栏中的“删除“按钮，可删除对应的结算账户 ID，删

除后需通过接口重新绑定结算账户，绑定成功可在此页面查询到最新的结算账户信

息。 

 此处仅支持查询开户成功的用户信息。 

功能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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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2 企业用户开户查询 

此功能支持查询用户（企业）开户申请信息、审核进度、以及支持修改待审核信息。

可查询用户 ID、用户名称、申请状态、应用 ID、开户时间、更新时间等。 

菜单路径：管理 -> 用户管理 -> 企业用户开户查询 

 用户详情信息：点击操作栏中的“详情”按钮，查询开户的详细信息。 

 修改待审核信息：若审核状态为“待审核“，点击”详细“按钮，可进入修改界面

进行修改（a.目前控台中仅支持修改企业用户信息; b.不支持修改上传的附件材料）。 

功能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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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小程序管理 

您在应用中配置微信小程序功能时需现在此页面添加小程序信息，可添加您自有小程序

或无自有小程序时可联系 Adapay 对接销售申请托管小程序。 

2.5.4.1 自有小程序 

     点击页面中的“新增小程序”，选择“自有”，输入小程序的名称和 APPID，小程序在

微信端的主体需与您在 Adapay 控台入网主体一致或与您代理商主体一致； 

 

2.5.4.2 托管小程序 

   您联系对接销售申请好托管小程序权限后，Adapay 运营会协助您完成配置；指引文档 

 

https://cloudpnrcdn.oss-cn-shanghai.aliyuncs.com/adapayresource/documents/Adapay%E5%95%86%E6%88%B7%E6%8C%87%E5%BC%95%E2%80%94%E2%80%94%E5%BE%AE%E4%BF%A1%E6%89%98%E7%AE%A1%E5%B0%8F%E7%A8%8B%E5%BA%8F%E6%94%AF%E4%BB%9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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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设置 

此功能用于商户信息查询以及 结算账户信息修改、支付宝入驻信息修改、微信入驻信

息修改、微信实名认证、基础材料上传、商户材料变更、修改登录时收取按验证码的手机号。 

2.6.1. 商家信息 

2.6.1.1 商户信息 

菜单路径：设置 -> 商家信息 -> 商户信息 

若您需要修改结算账户（除账户名称）、入驻信息、完成微信实名可通过这个功能操； 

    结算卡信息修改： 

支持修改：“结算账户类型”、“银行卡号”、“结算银行”、“银行所属地区”。（账户名称

需前往 商家信息 -> 材料变更 中申请更新） 

 

    支付宝入驻信息修改： 

支持修改：“支付宝商户简称”、“省市区”、“费率类型”、“商户种类”、“经营类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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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卡卡号”、“认证卡户名”。 

 

    微信入驻信息修改： 

支持修改：“微信商户简称”、“客服电话”。 

 

A. 微信实名认证：按微信支付最新要求，商户入网均需完成实名认证以保障商户微信

支付权限，点击蓝色字体查看 实名认证指引视频 微信实名认证指引及常见问题  

功能页面： 

https://docs.adapay.tech/help/video-tutorial.html#id4
https://docs.adapay.tech/help/channel-fee.html#id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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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2 基础材料 

菜单路径：设置 -> 商家信息 ->基础材料 

应人行要求，商户入网需提交基本信息证明材料、经营信息及证件等，提交后 Adapay 

运营人员会对材料进行审核。提交视频指引 

审核状态可在提交界面查看，也会有短信及时通知到您入网时填写的联系人手机上，请

注意查收。 

功能页面： 

 

https://docs.adapay.tech/help/video-tutorial.html#i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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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及审核失效： 

 商户入网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提交基础材料并需通过审核，未提交或未审核通过将关

闭商户状态； 

 工作日 17：30 之前提交的，当天会审核； 

 材料不完善或存在需确认的，审核同事会退回，需根据退回原因再次补充并提交； 

审核状态可在提交界面查看，也会有短信及时通知到联系人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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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商户材料明细： 

 

    小微商户材料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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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3 补充材料 

商户若涉及游戏直播等特殊行业，还需补充材料中上传相关证件材料，支持上传：“行

业资质文件”、“ICP 备案许可证明或者许可证编码”、“租赁合同”、“业务场景证明材料”、

“交易测试记录”。 

功能页面： 

 

注意： 

 商户照片可带水印，但是不得出现其他公司水印信息； 

 禁入行业：卡密，虚拟交易类等； 

 证件资料请上传原件图片，或复印件加盖企业有色公章； 

 图片格式要求：JPG/PNG/JPEG/BMP 等类型，大小在 1M 以内，文件名中不能使用字

符/、、:、*、?、”、<、>  

2.6.1.4 材料变更 

菜单路径：设置 -> 商家信息 ->材料变更 

您 完成 入网以及通过基础材料审核后，若需要 更新 企业基本信息、证件等，可通过

https://docs.adapay.tech/sdk/sdkparamstable.html#i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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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功能变更。勾选对应需变更的类目，系统会同步目前商户的信息和材料，编辑需要变更的

内容，提交更新后的证件材料，点击提交，Adapay 运营人员会在 T1 日内会审核。 

支持更新的信息材料及要求如下： 

类     目 支持变更内容 所需材料 

商家信息 商户全称、商户简称、营业执照有

效期、注册地址 

最新的营业执照照片或者复印

件盖章； 

身份证（法人） 法人姓名、法人身份证号、证件有

效期 

法人身份证正反面的照片或者

复印件盖章； 

开户许可证明 证件材料 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的

照片或者复印件盖章； 

受益人 新增受益人 身份证正反面的照片或者复印

件盖章； 

注意： 

 若企业为对公结算，企业全称更新后， 系统会自动更新结算账户名称，无需单独修改

结算账户。同理法人对私结算时，法人信息更新后，系统也会自动更新结算账户名称； 

 当变更材料审核通过后的一个月后方可再次提交变更材料； 

 此处的商户简称是指商户在 Adapay 的简称，微信和支付宝支付成功页面的简称需前

往 商家信息 ->商户信息 中修改入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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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子账号信息 

您可通过建立不同的角色配置不同的控台权限（如财务、运营、产品、开发等），并在

各角色下增加操作员，来完善账号管理 

2.6.2.1 角色管理 

菜单路径：设置 -> 子账号信息 ->角色管理 

此功能可以查询/新增子账号角色信息，点击“查看”按钮，进入详情页面，查询/修改：

角色名称、角色描述、角色权限菜单；点击“新增角色”按钮，填写“角色名称”、“角色描

述”、勾选属于该角色的功能完成添加。 

需先添加角色，才增新增对应子账号； 

功能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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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2 子账号管理 

菜单路径：设置 -> 子账号信息 ->子账号管理 

此功能可以查询/新增子账号信息，点击“编辑”按钮，可查询/修改的信息有：子账号

名称、手机号、角色选择、状态、备注；点击“新增子账号”按钮，填写“子账号名称”、

“手机号”、“角色选择”、“状态”、“备注”完成添加。 

子账户登录地址与主账号登录地址不同，您可以点击页面上方的“复制”按钮，获取子

账户登录地址。 

功能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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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账号信息 

您注册 Adapay 时会绑定一个手机号，用于获取登录验证码，即使用 A 手机号注册账

号后，可以绑定 B 手机号获取登录验证码，后续也可修改 B 手机号。 

注意：绑定手机号时，需校验法人身份证号是否正确。 

菜单路径：设置 -> 账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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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开发 

2.7.1. 证书管理 

菜单路径：开发 -> 证书管理 

您可在证书管理中获取/管理您的证书，分为： mork 模式 api_key、prod 模式 api_key、

RSA 公钥（商户和 Adapay）： 

mork 模式 api_key： 是您在 mork 模式（测试模式）下进行交易测试时需要配置的

（当您注册成功时即可获得）。prod 模式 api_key：若您需要进行 prod 模式（生产模式）

进行真实交易则需要配置（是您正式签约入网后才能获得）。 

商户 RSA 公钥：您需本地生成 RSA 密钥，并维护到证书管理中，生成方式可参考：

此处 。Adapay RSA 公钥：您需将此公钥内容复制到您的项目中，用于验证请求对象的正

确性。 

API Key 和交易密钥（RSA）的关系，可参考 此处 。 

功能页面： 

 

https://docs.adapay.tech/help/console.html#id10
https://docs.adapay.tech/help/console.html#api-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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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通知管理 

  Adapay 控台也支持异步通知重发、交易收款通知设置、操作员日志查询等服务。 

2.7.2.1 商户通知 

若贵司在使用支付功能时因网络或者其他原因导致异步回调未发送或者发送失败，可通

过控台手动重发。 

 注意：目前仅支持 HTTP(s)异步通知重发。 

  菜单路径：开发 -> 通知管理 -> 商户通知 

 功能页面： 

 

2.7.2.2 服务号交易通知设置 

您可指定公司员工使用微信扫码绑定 Adapay 公众号，实时获取交易收款通知。 

 一个商户号仅支持一个微信收取实时收款通知，若想更换微信需在控台中先行关闭

通知开关，再打开后使用新微信重新扫码。 

菜单路径：开发 -> 通知管理 -> 服务号交易通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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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页面： 

 

2.7.3. 日志查询 

您可在控制台上查询操作员日志，可查询旗下各操作员的控台使用日志。 

菜单路径：开发 -> 日志管理 

功能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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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下载中心 

2.8.1. 文件下载 

您可查询文件生成情况，筛选条件有 “时间选择（查询时间范围需小于等于 31 天）”、

“文件类型”、 “文件名”，再点击“搜索”即可。 

可查询的信息：创建时间、文件名、文件类型、文件状态、文件编码、下载类型、操作

等。成功后，操作栏中会出现下载按钮，点击“下载”即可下载对应文件。 

菜单路径：下载中心 -> 文件下载 

功能界面： 

 

3. 支持与服务 

3.1. 手续费发票 

Adapay 支持在线申请手续费发票（支持专票和普票），您可使用入网联系人手机号登

录我们的「汇付商户发票助手」小程序并申请开具手续费发票，可支持实时进度的查询、纸

质/电子发票的选择等功能。 

在使用中有特殊开票需求、或者小程序开票过程中有疑问，请提交工单，我们会及时跟

https://cloudpnrcdn.oss-cn-shanghai.aliyuncs.com/adapayresource/documents/%E5%8F%91%E7%A5%A8%E5%B0%8F%E5%8A%A9%E6%89%8B%E6%8C%87%E5%BC%95%E6%89%8B%E5%86%8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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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处理。 

3.2. 智能在线 

智能在线是 Adapay 为您提供的在线咨询平台，您在使用过程中若有问题可在控台右

下角点击 选择“智能在线”进行咨询。 

功能界面 1： 

 

功能界面 2： 

 

3.3. 工单系统 

若您在使用中有任何的问题或建议，您可在控台右下方点击 提交工单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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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ay 技术工程师会及时跟进，并将结果第一时间反馈给您，您可在“我的工单”中查看

工单处理进度。 

功能界面 1： 

 

我的工单： 

 

提交工单： 

 

您注册成功时，系统会默认为您配置注册手机号对应的 163 邮箱，您可以修改为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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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来随时获取工单处理进度。 

邮箱修改路径：工单 -> 系统设置 -> 个人中心（我的） 

功能界面 1： 

 

功能界面 2： 

 

4. 关于汇付 

汇付天下于 2006 年 6 月在上海创立，作为一家中国领先的独立第三方支付公司，旨在

通过领先的科技和卓越的运营，提供数字化时代的支付处理和账户结算服务；保护客户数据

资产安全，为客户持续创造价值。秉承这一使命，公司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并在行业内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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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不斐的成绩：年交易量突破 1.8 万亿。 

公司具备全面、稳健及技术驱动的风险管理能力，能够有效管理和降低各类风险，包

括欺诈、洗钱、法律及合规、IT、流动性及操作风险等，从而保护公司、客户和合作伙

伴，并切实履行各项监管规定。公司的风险损失逐年大幅降低，在业内处于领先地位。 

公司持续加强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秉持敏

捷开发、持续交付的技术方法论体系，顺应 5G 时代的技术发展趋势，通过多客户端、多

屏支持来提升用户体验，为数字化升级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和系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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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经营类目 

经营类目一级 经营类目二级 经营类目三级 

零售业  综合零售  百货商店  

零售业  综合零售  综合性超级市场  

零售业  综合零售  各类杂货店、便利店  

零售业  综合零售  未列入其他代码的综合零售服

务  

零售业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

门零售  

肉类水产商店  

零售业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

门零售  

糖果及坚果商店  

零售业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

门零售  

乳制品商店  

零售业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

门零售  

面包房、糕点商店  

零售业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

门零售  

未列入其他代码的食品商店  

零售业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

门零售  

瓶装酒零售店  

零售业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

门零售  

香烟、雪茄专卖店  

零售业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

零售店  

贵重珠宝、首饰、钟表零售  

零售业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

零售店  

银器店  

零售业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

零售店  

男装商店  

零售业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

零售店  

女装商店  

零售业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

零售店  

女性饰品商店  

零售业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

零售店  

婴儿、儿童服装店  

零售业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

零售店  

服装综合零售店  



Adapay 控制台操作手册 

52 
 

零售业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

零售店  

运动服饰商店  

零售业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

零售店  

鞋店  

零售业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

零售店  

皮货店  

零售业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

零售店  

成人成衣店  

零售业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

零售店  

服装定制及修补改衣店  

零售业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

零售店  

假发商店  

零售业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

零售店  

未列入其他代码的服饰商店  

零售业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

零售店  

礼品、纪念品、节日装饰品商

店  

零售业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

零售店  

箱包、皮具店  

零售业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

零售店  

纺织品及针织品零售  

零售业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

零售店  

玻璃、陶瓷、水晶制品商店  

零售业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

零售店  

工艺美术商店  

零售业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

零售店  

艺术商和画廊  

零售业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

零售店  

邮票和纪念币商店  

零售业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

零售店  

宗教用品商店  

零售业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

零售店  

助听器销售  

零售业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

零售店  

化妆品商店  

零售业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

零售店  

宠物商店、宠物食品及用品  

零售业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

零售店  

光学仪器、眼镜店  

零售业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

门零售  

乐器商店  

零售业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

门零售  

音像制品商店与音像产品下载  

零售业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

门零售  

古玩艺术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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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业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

门零售  

古玩复制店  

零售业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

门零售  

自行车商店  

零售业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

门零售  

运动器材装备商店  

零售业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

门零售  

书店  

零售业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

门零售  

文具商店  

零售业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

门零售  

玩具店  

零售业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

门零售  

摄影摄像器材商店  

零售业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

门零售  

报亭、报摊  

零售业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

门零售  

游泳池－销售、供应和服务  

零售业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

门零售  

电子游戏设备销售  

零售业  医药和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药房、药店  

零售业  医药和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医疗器械  

零售业  汽车、摩托车、燃料及零

配件专门零售  

活动房屋销售商  

零售业  汽车、摩托车、燃料及零

配件专门零售  

汽车经销商  

零售业  汽车、摩托车、燃料及零

配件专门零售  

二手车经销商  

零售业  汽车、摩托车、燃料及零

配件专门零售  

汽车轮胎经销商  

零售业  汽车、摩托车、燃料及零

配件专门零售  

汽车零配件商店  

零售业  汽车、摩托车、燃料及零

配件专门零售  

加油、加气、充电站  

零售业  汽车、摩托车、燃料及零

配件专门零售  

自助加油站  

零售业  汽车、摩托车、燃料及零

配件专门零售  

船只经销商  

零售业  汽车、摩托车、燃料及零

配件专门零售  

拖车销售商  

零售业  汽车、摩托车、燃料及零

配件专门零售  

摩托车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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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业  汽车、摩托车、燃料及零

配件专门零售  

房车销售商  

零售业  汽车、摩托车、燃料及零

配件专门零售  

雪车商  

零售业  汽车、摩托车、燃料及零

配件专门零售  

未列入其他代码的机动车、飞

行器、农业机械经销商  

零售业  汽车、摩托车、燃料及零

配件专门零售  

燃料经销商（除机动车燃料）  

零售业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

零售  

通讯设备销售  

零售业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

零售  

家用电器商店  

零售业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

零售  

电子设备商店  

零售业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

零售  

计算机软件商店与软件下载  

零售业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

零售  

打字机商店－销售、服务和出

租  

零售业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

零售  

电动剃刀商店－销售和服务  

零售业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修材

料专门零售  

建材销售  

零售业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修材

料专门零售  

玻璃、油漆涂料、墙纸零售  

零售业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修材

料专门零售  

五金商店  

零售业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修材

料专门零售  

草坪、园艺用品商店  

零售业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修材

料专门零售  

家具及家居生活用品  

零售业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修材

料专门零售  

地板、地毯商店  

零售业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修材

料专门零售  

窗帘、遮阳棚商店  

零售业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修材

料专门零售  

壁炉、壁炉防护网及配件商店  

零售业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修材

料专门零售  

家庭装饰用品商店  

零售业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修材

料专门零售  

花店  

零售业  其他零售商店  免税商店  

零售业  其他零售商店  折扣商店  

零售业  其他零售商店  旧货及二手商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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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业  其他零售商店  未列入其他代码的专门零售店  

住宿、餐饮和休闲娱乐业  住宿业  住宿服务  

住宿、餐饮和休闲娱乐业  住宿业  分时度假房地产  

住宿、餐饮和休闲娱乐业  餐饮业  就餐场所和餐馆  

住宿、餐饮和休闲娱乐业  餐饮业  休闲饮品场所、酒吧、咖啡

厅、茶馆  

住宿、餐饮和休闲娱乐业  餐饮业  快餐店  

住宿、餐饮和休闲娱乐业  休闲娱乐业  集体活动服务商，夏令营、拓

展训练  

住宿、餐饮和休闲娱乐业  休闲娱乐业  宿营场地  

住宿、餐饮和休闲娱乐业  休闲娱乐业  按摩足疗店  

住宿、餐饮和休闲娱乐业  休闲娱乐业  保健、美容及洗浴服务  

住宿、餐饮和休闲娱乐业  休闲娱乐业  影视、音像制品创作、发行  

住宿、餐饮和休闲娱乐业  休闲娱乐业  电影院  

住宿、餐饮和休闲娱乐业  休闲娱乐业  歌舞厅、卡拉 OK  

住宿、餐饮和休闲娱乐业  休闲娱乐业  舞台演出服务及票务  

住宿、餐饮和休闲娱乐业  休闲娱乐业  未列入其他代码的文艺表演、

艺术创作  

住宿、餐饮和休闲娱乐业  休闲娱乐业  台球娱乐场所  

住宿、餐饮和休闲娱乐业  休闲娱乐业  保龄球馆  

住宿、餐饮和休闲娱乐业  休闲娱乐业  运动比赛场馆、体育俱乐部、

赛事推广  

住宿、餐饮和休闲娱乐业  休闲娱乐业  观光与会展服务  

住宿、餐饮和休闲娱乐业  休闲娱乐业  景区售票  

住宿、餐饮和休闲娱乐业  休闲娱乐业  高尔夫球场  

住宿、餐饮和休闲娱乐业  休闲娱乐业  大型游戏机和游戏场所  

住宿、餐饮和休闲娱乐业  休闲娱乐业  彩票销售  

住宿、餐饮和休闲娱乐业  休闲娱乐业  游乐园、马戏馆、嘉年华  

住宿、餐饮和休闲娱乐业  休闲娱乐业  会员制体育健身俱乐部、会所  

住宿、餐饮和休闲娱乐业  休闲娱乐业  动物园、海洋馆  

住宿、餐饮和休闲娱乐业  休闲娱乐业  未列入其他代码的娱乐服务  

房地产与金融业  房地产业  住宅与商业地产开发商  

房地产与金融业  房地产业  建设工程  

房地产与金融业  房地产业  房产代理、经纪  

房地产与金融业  金融业  典当、拍卖  

房地产与金融业  金融业  非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类服务   

房地产与金融业  金融业  证券公司－经纪人和经销商  

房地产与金融业  金融业  保险代理  

房地产与金融业  金融业  金融机构－人工现金支付  

房地产与金融业  金融业  金融机构－自动现金支付  

房地产与金融业  金融业  金融机构－商品和服务  

房地产与金融业  金融业  信用卡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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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居民服务  公共事业（电力、煤气、自来

水、清洁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居民服务  洗衣店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居民服务  自助洗衣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居民服务  干洗店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居民服务  室内清洁服务（地毯、沙发、

家具表面的清洁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居民服务  照相馆、摄影工作室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居民服务  理发店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居民服务  殡葬、墓地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居民服务  婚恋服务与婚庆公司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居民服务  家政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居民服务  照片洗印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居民服务  停车场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居民服务  未列入其他代码的个人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  农业合作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  景观美化及园艺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  旅行社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  包办伙食，宴会承包商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  海上船只遇难救助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  税收准备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  个人咨询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  商品服务买卖居间活动、团购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  广告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  信用调查与征信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  商业摄影、平面设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  复印及绘图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  办公、文秘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  职业介绍与人才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  管理咨询与公共关系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  安全保卫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  拖车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  法律事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  汽车协会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  会计、审计、财务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  未列入其他代码的商业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  工业设计、建筑与工程设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  装修装潢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出租和租赁服务  出租船只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出租和租赁服务  码头、船只停泊与维修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出租和租赁服务  服装出租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出租和租赁服务  设备出租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出租和租赁服务  汽车出租  



Adapay 控制台操作手册 

57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出租和租赁服务  卡车、拖车与农机出租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出租和租赁服务  房车和娱乐车辆出租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出租和租赁服务  音像制品出租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交通运输、物流和仓储服

务  

铁路货运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交通运输、物流和仓储服

务  

国家铁路总公司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交通运输、物流和仓储服

务  

本市和市郊通勤旅客运输（包

括轮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交通运输、物流和仓储服

务  

铁路客运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交通运输、物流和仓储服

务  

救护车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交通运输、物流和仓储服

务  

出租车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交通运输、物流和仓储服

务  

公路客运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交通运输、物流和仓储服

务  

物流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交通运输、物流和仓储服

务  

快递公司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交通运输、物流和仓储服

务  

仓储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交通运输、物流和仓储服

务  

旅客航运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交通运输、物流和仓储服

务  

航空公司、航空客票销售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交通运输、物流和仓储服

务  

机场、停机坪、飞机停靠与维

修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交通运输、物流和仓储服

务  

路桥通行费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交通运输、物流和仓储服

务  

未列入其他代码的运输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交通运输、物流和仓储服

务  

国家邮政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信息与计算机服务  电信运营商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信息与计算机服务  网络接入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信息与计算机服务  电报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信息与计算机服务  计算机软件开发、系统集成、

数据处理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信息与计算机服务  网站运营与信息检索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信息与计算机服务  付费电视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维修及其他专业服务  兽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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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维修及其他专业服务  物业管理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维修及其他专业服务  鞋帽清洗保养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维修及其他专业服务  灭虫及消毒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维修及其他专业服务  保洁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维修及其他专业服务  未列入其他代码的计算机维护

和修理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维修及其他专业服务  车体维修店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维修及其他专业服务  轮胎翻新、维修店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维修及其他专业服务  汽车喷漆店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维修及其他专业服务  机动车维修保养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维修及其他专业服务  洗车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维修及其他专业服务  电器设备维修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维修及其他专业服务  空调、制冷设备维修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维修及其他专业服务  小家电维修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维修及其他专业服务  手表、钟表和首饰维修店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维修及其他专业服务  家具维修、翻新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维修及其他专业服务  焊接维修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维修及其他专业服务  未列入其他代码的维修服务  

居民服务与商业服务  维修及其他专业服务  未列入其他代码的专业服务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教 育  中小学校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教 育  普通高校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教 育  函授学校（成人教育）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教 育  商业和文秘学校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教 育  职业技能培训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教 育  其他学校和教育服务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教 育  学前教育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卫 生  其他医疗机构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卫 生  牙科诊所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卫 生  正骨医生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卫 生  按摩医生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卫 生  眼科医生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卫 生  手足病医生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卫 生  医疗护理和看护服务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卫 生  医院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卫 生  医学检验与牙科设备服务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卫 生  公共卫生服务机构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社会组织  社会团体与行业协会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社会组织  政府机构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社会组织  宗教组织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社会组织  未列入其他代码的会员组织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政府服务与公用事业  社会福利与公益慈善组织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政府服务与公用事业  法庭费用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政府服务与公用事业  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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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政府服务与公用事业  保释金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政府服务与公用事业  纳税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政府服务与公用事业  使领馆收费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政府服务与公用事业  未列入其他代码的政府服务

（社会保险、社会保障服务）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批发商户  机动车、农机零配件批发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批发商户  办公及商务家具批发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批发商户  建筑装饰材料批发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批发商户  办公设备批发商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批发商户  计算机及外设批发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批发商户  未列入其他代码的商用机械设

备批发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批发商户  医疗器械批发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批发商户  金属材料批发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批发商户  电器零件与通信器材批发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批发商户  五金批发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批发商户  管道与供暖设备批发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批发商户  文教用品批发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批发商户  药品批发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批发商户  纺织原料及日用品批发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批发商户  服装、化妆品、卫生用品批发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批发商户  鞋帽批发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批发商户  石化产品批发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批发商户  书报批发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批发商户  花卉苗木批发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批发商户  涂料批发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批发商户  大型企业批发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批发商户  烟草配送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批发商户  其他批发商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直销商户  保险公司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直销商户  旅游相关服务直销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直销商户  门对门销售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直销商户  目录直销商户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直销商户  目录、零售兼营商户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直销商户  电话呼出直销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直销商户  电话呼入直销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直销商户  订阅/订购直销服务  

教育、卫生、福利及其他政府服务  直销商户  其他直销商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