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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前言 

为进一步提升市场主体服务水平与服务质量，满足市场主体对电力交易平台易用性、便捷性的更高

诉求，山西电力交易中心认真分析梳理原有业务流程，形成了《山西电力交易平台与市场主体辅助系统

信息交互数据接口技术要求》。 

通过建立接口规范，将以生成数据文件、建立数据服务接口、发布接口规范等措施，帮助市场主体

高效灵活获取信息，提升市场主体满意度；并实现山西电力交易中心以统一规则来管理各市场主体数据

服务平台，为各市场主体数据服务平台提供公平公开的业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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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电力交易平台与市场主体辅助系统信息 

交互数据接口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力市场主体等外部用户对接山西电力交易中心接口的标准规则，适用于为市场主体

提供山西电力市场披露信息。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1) 晋能源电力发〔2020〕334 号关于印发《山西电力交易平台与市场主体第三方辅助系统信息交互数

据接口标准规范》的通知； 

2) 《关于印发《2020 年山西省电力直接交易工作方案》的通知》（晋能源电力发〔2019〕785 号）； 

3) 国家能源局山西监管办公室《关于鼓励支撑电力零售市场开展线上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晋监能

〔2020〕16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HTTPS 协议 

全称 Hyper Text Transfer Protocol over SecureSocket Layer，是以安全为目标的 HTTP 通道，在 HTTP

的基础上通过传输加密和身份认证保证了传输过程的安全性 。 

3.2. POST 方式 

POST 方法是 HTTP 协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POST 方法一般用来向目的服务器发出更新请求，

并附有请求实体。 

3.3. AppId 

是接入交易平台的的唯一应用标识，交易平台通过 AppId 来鉴别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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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AppSecret 

用于生成 token 参数，调用接口时使用，保证应用来源的可靠性，防止被伪造。 

3.5. 公钥 

用于调用接口时对请求参数进行非对称加密。 

3.6. AES 密钥 

如果接口返回的数据是 Json 时，交易平台会将数据加密后再返回密文，加密方式为带偏移量的 AES

加密，市场主体需使用 AES 密钥和偏移量首先对返回数据进行解密后，再进行解析。 

4. 主体说明 

4.1. 数据提供方 

本方案第一阶段数据提供方为山西电力交易中心，主要为市场主体提供山西电力市场披露信息，第

二阶段数据提供方将增加电力市场主体和第三方服务机构，由二者提供零售市场相关数据。 

4.2. 数据审核方 

本方案的数据审核是由山西电力交易中心负责市场主体提交接入资料审核，审核通过后山西交易中

心将相关资料提交山西能源局备案。 

4.3. 数据接入方 

本方案的数据接入方主要是山西省内公示并注册的市场主体，或者具有在电力交易平台注册资格的

第三方服务机构。 

5. 接入要求 

5.1. 资格要求 

对于接入交易平台市场主体，现有如下资格要求： 

1) 具备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2) 非任何国家、国际组织或者地域实施的贸易限制、制裁或其他法律、规则限制、中国认可的对象； 

3) 符合相关政府部门准入要求并在电力交易平台注册的市场主体，或取得 ICP 许可并在能源局、能监

办备案的第三方电信与信息服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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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系统要求 

平台与用户系统在进行数据交换过程中，为了保证数据交换的实时性、完整性以及可靠性，接入平

台的用户系统应满足下列基本要求： 

1) 接入平台的用户系统单个接口的处理请求时间应保障在 500ms 以内； 

2) 接入平台的用户系统需实现故障后完全重启时间<2 小时。 

5.3. 访问要求 

平台的数据接入使用 Rest 方式，与交易中心进行数据交互，由市场主体侧主动发起接入请求，开

放平台处理后返回响应，即可断开连接。 

5.4. 安全要求 

平台与用户系统在进行数据交换过程中，为了保证数据交换的安全性，接入平台的用户系统应满足

下列基本要求： 

1) 对服务报文加密处理 

对于在公网上传输的数据，需要使用 https 传输层加密，同时为防止报文被截获进行解密或者钓鱼，

还需要通过对报文进行加密和关键域进行签名来保证交易，达到防篡改和防抵赖效果，因此需要接入用

户的系统对服务报文进行加密处理。 

2) 应用接口签名鉴权 

对于访问请求，开放平台需要根据 appid 和用户 token，来判断该应用和该用户有没有该接口的访

问权限，防止出现用户对接口的越权访问。因此接入平台的用户需要申请唯一的 appid 和申请所需接口

的访问权限。 

6. 接口规范 

本规范第一阶段是由电力交易平台以 HTTPS 协议对外提供服务，客户端采用 POST 方式，将接口参

数发送到接口地址，实现接口服务调用；第二阶段，电力交易平台将补充发布零售市场数据采集接口规

范及相关信息安全措施，并根据市场主体及第三方服务平台需求升级完善接口功能。 

电力交易平台的接口访问地址为：https://pmos.sx.sgcc.com.cn/ 

6.1. 接口调用参数说明 

调用接口参数包括公共参数和业务参数两部分，其中 token 参数通过对 AppId、AppSecret、时间戳

和随机字符串 hash 得到。 

https://pmos.sgcc.com.cn/


GB/TXXXXXX 

4 

表 1 公共参数（用来进行身份鉴权）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Authorization Json 字符串 是 
用于身份鉴权，需放在 http 请求头

中，该 json 需要下表中所有字段。 

AppId String 是 
市场主体申请接入电力交易平台

后，为每个应用分配的 AppId 

timestamp Long 是 
精确到毫秒数格式的时间戳，例如：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String 是 
8 位字母与数字组合的随机字符串，

例如：L58Ece1W 

token String 是 

验证签名串，用于身份验证及防篡

改，采用 SHA1 加密参数获得，详见

“生成 token 算法”章节。 

具体示例如下： 

Authorization:{ 

 "AppId": "5T6U3BU78COS897", 

 "timestamp":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L58Ece1W",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业务参数，用来调用查询具体的业务数据接口。 

为保证数据传输安全性需要对参数值进行加密处理，加密方式为 SM2,客户端用申请接入电力交易

平台成功后为其分配的公钥对参数值加密即可。（SM2 加密所需要的工具包  在接口申请页面提供下

载） 

表 2 业务参数 

 

业务参数请求示例，值如下（加密前）： 

bizParameter:{ 

 "interfaceName": "powerConsumerInfo", 

 "bizValue": "", 

 "pageNo": "1", 

 "pageSize": "10"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

选 
描述 

bizParameter Json 字符串 是 
Json 字符串需包含调用具体接口

所要求的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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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参数请求示例，值如下（采用 SM2 加密后）： 

bizParameter:946b4016f881daf3886eb021153f6b840978a06a60a566e09898a03cc41e

fcc3a85dad6cd0499d8d0ceafa70a92e4ae5f3f74f84305c194311b3aca79aaad0d71AC2F

342F8E139D7DB776C63A6B47EBE2790577D2A62D722658EF23CFA3D8A397E14E54144FF3D

1A5F6E422A13E24EC5278056DDD6C58FD1DEC51D06EAA69F69C68C75F9126BC2EC1FCDAB3

1A1F8AF 

 

6.2. 生成 token 算法 

调用数据接口服务时需要对请求参数进行签名验证，服务器也会对该请求参数进行验证，确认其是

否合法。方法如下： 

token：签名串，将参数 AppSecret（申请接入成功时，系统自动发放，详见“接入申请”章节）、

timestamp、randomStr，拼接成一个字符串。SHA1 生成 16 位小写签名串。将 AppSecret 参数拼接到

timestamp 头部、randomStr 拼接到 timestamp 参数字符串尾部,SHA1 加密后格式示例：

SHA1(AppSecret+timestamp+randomStr)。 

SHA1 算法代码示例如下： 

 

importjava.security.MessageDigest; 

publicclass SecuritySHA1Utils { 

publicstatic String shaEncode(String inStr)throws Exception { 

MessageDigest sha =null; 

try{ 

            sha =MessageDigest.getInstance("SHA"); 

}catch(Exception e){ 

System.out.println(e.toString()); 

e.printStackTrace(); 

return""; 

} 

 

byte[]byteArray=inStr.getBytes("UTF-8"); 

byte[] md5Bytes =sha.digest(byteArray); 

StringBufferhexValue=newStringBuffer(); 

for(inti=0;i< md5Bytes.length;i++){ 

intval=((int) md5Bytes[i])&0xff; 

if(val<16){ 

hexValue.append("0"); 

} 

hexValue.append(Integer.toHexString(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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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hexValue.toString(); 

} 

} 

6.3. 接口返回说明 

表 3 接口返回参数说明 

 

 

 

 

 

 

 

接口返回的公共参数如下： 

返回的数据类型为 Json，Json 格式的返回数据采用对称加密算法进行加密。 

采用 Json 格式的返回数据使用 AES 对称加密算法进行加密,加密模式为 CBC，补码方式为 PKCS5。

解密所需要的工具包在接口申请页面提供下载，可以调用工具类 AESUtils 的 decrypt 方法进行解密，

使用对称加密的密钥 secretKey 和向量偏移量 ivKey 进行解密。 

  // 使用AES/CBC/PKCS5Padding解密 

 StringdecryptedContent = AESUtils.decrypt(Algorithm.AES, AESMode.CBC, 

Padding.PKCS5Padding, serectKey, ivKey, encryptedContent); 

6.4. 响应状态码说明 

表 4 响应状态码说明 

编码 说明 

1000 成功 

6001 身份标识无效 

6002 身份合法性判断失败 

6003 未获取到公共参数 

6004 调用时间不合法 

6.5. 请求及返回示例 

以获取售电公司注册公示信息为例，需组装请求的公共参数和业务参数。公共参数用来进行身份的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ean 接口调用成功标识 

code String 接口调用返回编码 

msg String 调用提示或错误信息 

total int 符合当前查询条件的总记录数 

count int 当前调用返回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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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权，业务参数用来获取售电公司注册公示信息数据。 

调用说明： 

表 5 调用说明 

接口地址 https://pmos.sgcc.com.cn/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general 

请求方式 POST 

返回类型 json 格式 

 

表 6 公共参数表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Authorization Json 字符串 是 
用于身份鉴权，需放在 http 请求头中，

该 json 需要下表中所有字段。 

AppId String 是 
市场主体申请接入电力交易平台后，为

每个应用分配的 AppId 

timestamp Long 是 
精确到毫秒数格式的时间戳，例如：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String 是 
8 位字母与数字组合的随机字符串，例

如：L58Ece1W 

token String 是 

验证签名串，用于身份验证及防篡改，

采用 SHA1 加密参数获得，详见“生成

token 算法”章节。 

 

组装公共参数具体代码示例如下： 

/** 

     * 生成公共参数json字符串 

     * AppId：申请接入电力交易平台成功后，分配的AppId 

 * AppSecret：申请接入电力交易平台成功后，分配的AppSecret 

     * @return 

     */ 

privatestatic String getAuthorizationInfo(String AppId,StringAppSecret){ 

  Map<String, Object> map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获取8位字母与数字组合的随机字符串 

  String randomStr=getItemID(8); 

  //当前的时间戳 

  longcurrentTimeMillis=System.currentTimeMillis(); 

  String token =null; 

  //计算token算法详见“生成token算法章节” 

  try{ 

   token = 

SecuritySHA1Utils.shaEncode(AppSecret+currentTimeMillis+random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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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ch(Exception e1){ 

   e1.printStackTrace(); 

  } 

  map.put("AppId", APPID); 

  map.put("token", token); 

  map.put("timestamp",currentTimeMillis); 

  map.put("randomStr",randomStr); 

  JSONObjectjsonObject=newJSONObject(map); 

  String jsonStr=jsonObject.toJSONString(); 

  returnjsonStr; 

} 

并将公共参数放置 http 请求头中，参数名为 Authorization，具体示例如下： 

Publicstatic String doPost(String httpUrl, String param){ 

       String AppId = “5T6U3BU78COS897”; 

       String AppSecret = “6KJH567HDH6DHD@89DD”; 

HttpURLConnection connection =null; 

InputStream is =null; 

OutputStreamos=null; 

BufferedReaderbr=null; 

        String result =null; 

            URL url=newURL(httpUrl); 

            connection =(HttpURLConnection)url.openConnection(); 

connection.setRequestMethod("POST"); 

connection.setDoOutput(true); 

connection.setDoInput(true); 

// 设置鉴权信息connection.setRequestProperty("Authorization", 

getAuthorizationInfo(AppId,AppSecret)); 

os=connection.getOutputStream(); 

os.write(param.getBytes()); 

if(connection.getResponseCode()==200){ 

 

                is =connection.getInputStream(); 

br=newBufferedReader(newInputStreamReader(is,"UTF-8")); 

 

StringBuffersbf=newStringBuffer(); 

                String temp =null; 

while((temp =br.readLine())!=null){ 

sbf.append(temp); 

sbf.append("\r\n"); 

} 

                result =sbf.toString(); 

} 

//………代码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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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result; 

} 

 

表 7 

 

 

 

 

表

8 业务请求参数（加密前的字段名） 

字段名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interfaceName String 是 接口名称 

bizValue String 是 
接口所需要的条件参数，无条件

时，此参数为空 

pageNo String 否 数据分页，所需要的页数 

pageSize String 否 数据分页，每页展示的条数 

 

具体代码示例具体如下： 

/** 

 * 公示接口访问测试 

 */ 

 @Test 

 publicvoidTestPublicity(){ 

  String 

reqUrl="https://pmos.sgcc.com.cn/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general"; 

   

  ObjectMapper mapper =newObjectMapper(); 

  BizParameterbizParameter=newBizParameter(); 

  bizParameter.setInterfaceName("PUBLICITY"); 

  bizParameter.setBizValue(newString[]{"6"}); 

  bizParameter.setPageNo("3"); 

  bizParameter.setPageSize("10"); 

  String bizParams=mapper.writeValueAsString(bizParameter); 

//对请求参数进行加密处理 

  String encryptedStr = SM2Utils.encrypt(pubKey, bizParams); 

  Map<String,Object>paramsMap=new HashMap<String,Object>();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

选 
描述 

bizParameter 

加密前为

Json 字符串，

加密后为字

符串 

是 Json 字符串需包含以下表的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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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sMap.put("bizParameter",encryptedStr); 

  String result =HttpClientUtil.doPost(reqUrl,paramsMap); 

 } 

请求响应成功后，数据以 AES 加密方式生成密文数据。解密所需要的工具包在接口申请页面提供下

载，可以调用工具类AESUtils的decrypt方法进行解密，使用对称加密的密钥 secretKey和向量偏移量 ivKey

进行解密。 

具体代码示例如下： 

  // 使用AES/CBC/PKCS5Padding解密 

  StringdecryptedContent = AESUtils.decrypt(Algorithm.AES, 

AESMode.CBC, Padding.PKCS5Padding, serectKey, ivKey, encryptedContent); 

 

响应示例如下（JSON 为密文，以下为解密后的内容）： 

{"INFO_DATE":"2019-06-20", 

"INFO_TIME":"00:15", 

"SSJG":"315", 

"RQJG":"320"}, 

{"INFO_DATE":"2019-06-20", 

"INFO_TIME":"00:30", 

"SSJG":"320", 

"RQJG":"320"} 

 

 

表 9 字段释义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ean 接口调用成功标识 

code String 接口调用返回编码 

msg String 调用提示或错误信息 

total int 符合当前查询条件的总记录数 

count int 当前调用返回条数 

participantName String 市场成员名称 

publicType String 公示类型 



GB/TXXXXXX 

11 

publicArea String 公示地区 

interval String 公示时间 

businesscode String 营业执照编号 

address String 注册地址 

telephone String 联系电话 

6.6. 接口安全规范 

6.6.1. 传输协议 

采用 SSL 协议中相关协议进行传输层的加密，确保数据在传输过程中不会被拦截破解。 

6.6.2. 接口协议 

采用安全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PS，在 HTTP 的基础上通过传输加密和身份认证保证了传输过程的安

全性。 

6.6.3. 签名与令牌 

接口调用方可以通过交易中心网站获得 AppId、AppSecret 等信息，用于权限认证和传输数据防篡

改处理等。 

相关参数含义及用途如下： 

AppId：是接入交易平台的的唯一应用标识，交易平台通过 AppId 来鉴别身份。 

AppSecret：用于生成 token 参数，调用接口时使用，保证应用来源的可靠性，防止被伪造。 

公钥：用于调用接口时对请求参数进行非对称加密。 

AES 密钥：如果接口返回的数据是 Json 时，交易平台会将数据加密后再返回密文，加密方式为带偏

移量的 AES 加密，市场主体需使用 AES 密钥和偏移量首先对返回数据进行解密后，再进行解析。 

AES 向量偏移量：AES 加密的偏移量，对返回的密文数据解密使用。 

由于以上几个参数为敏感数据，当申请成功后，再次进入该界面时会将信息进行脱敏展示，输入密

码点击“查询完整信息”，即可查询完整内容。 

6.6.4. 服务报文解密 

接口使用方调用信息查询接口时，会将数据加密后再返回密文，加密方式为带偏移量的 AES 加密，

接口调用者需首先对返回数据进行解密后，再进行解析。接口使用方调用推送数据接口时，用于对业务

参数（要推送的业务数据）进行加密使用。对于参数为敏感数据的，当申请成功后，还会将信息进行脱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A%AB%E4%BB%BD%E8%AE%A4%E8%AF%81/529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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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展示。 

6.6.5. 黑白名单 

开放平台网关里设有黑白名单控制机制。 

1) 当用户系统频繁的异常访问时，会将访问的 appid 或者 usrid 加入黑名单，来限制恶意访问。 

2) 在灰度发布或者在上线前验证时会将部分内测用户放入白名单提前试用新功能，保证当出现异

常的时候风险可控。 

7. 流程规范 

7.1. 注册流程 

1) 山西电力交易平台进行用户注册； 

2) 填写、上传注册所需基本信息后提交审核，注册所需材料包括：接入申请表、网络安全责任承

诺书、身份证明材料、系统安全性评估报告等； 

3) 交易中心审核，审核通过后可以通过交易平台外网申请相应接入权限；对未通过审核用户及时

反馈信息，用户接到反馈后需重新提交材料。 

7.2. 接口受理流程 

市场主体向交易中心发起申请；交易中心在 5 个工作日内受理申请，对不符合接入标准的，将及时

通知市场主体。 

7.3. 接口发布流程 

1) 交易中心审核通过后向能源局备案。 

2) 能源局备案通过后，山西交易中心为市场主体提供接口服务，并配合其进行接口数据联调。 

7.4. 接口升级流程 

1) 山西交易中心接口如有升级会在山西交易平台通过公告等形式提前告知各市场主体，各市场主

体收到通知后可在一定时间内完成售电平台对应的接口升级、接口联调等工作。 

7.5. 接口作废流程 

1) 作废方式为：自然作废、强制作废； 

2) 自然作废：接口生效日期到了之后自然终止服务为自然作废； 

3) 强制作废：审核方后台强制终止某接口服务或接口服务提供方提进行接口强制作废后所对应的

接口将会被强制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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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接口权限收回流程 

1) 系统检测发现部分主体不符合所拥有的数据权限资质后发起权限收回流程； 

2) 审核方通过最新资质对该部分主体资质进行审核，或审核方主动筛查各主体接口权限是否符合

资质要求； 

3) 通过审核或人工筛查不符合资质要求的进行接口权限收回。 

8. 监控及管理 

8.1. 接口流量监控 

1) 监控日常数据，接口访问量、访问频率、接口调用速率等； 

2) 限流：限制总并发数、瞬时并发数、时间窗口内平均速率、接口调用速率。 

8.2. 接口安全监控 

1) 监控接口交互内容、交互频率、交互时长、数据丢失率、服务质量（响应时间）、服务日志等； 

2) 提供实时报警，并为审计提供数据支持。 

8.3. 接口响应监控 

1) 监控接口响应时长； 

2) 监控响应超时情况，对异常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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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规范性附录）信息披露内容 

表 A.1 信息披露内容 

序号 
信息

种类 
信息明细 用途 涉及字段 

访问频

率 

接口 

名称 

1 

私有

信息 

售电公司绑定用户

信息 

用于售电公司获取所绑定用

户的相关信息。 

电力用户名称、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生效日期、失

效日期、绑定关系、数据

状态等。 

按需 
private

BDXX 

2 合同信息 
用户售电公司批量获取交易

平台合同数据。 

合同名称、合同电量、合

同电价、购方名称、售方

名称、合同开始时间、合

同结束时间等。 

按需 

private

CONTRAC

TINFO 

3 合同分月量价信息 
用户售电公司批量获取交易

平台合同分月数据。 

合同序列名称、购方交易

单元、售电全名、售方交

易单元、合同名称、开始

时间、结束时间、分月电

量、合同电量、分月电价、

合同电价等 

按需 

private

CONTRAC

TMTINFO 

4 
中长期交易结果信

息 

交易成交结果信息推送售电

平台，用于统计。 

企业名称、交易单元、交

易序列信息、出清电量

（电力）、出清电价等 

建议每

日一次 

private

POWERTR

ADEINFO 

5 现货交易信息获取 

售电公司将交易平台现货申

报数据下载到本地售电平

台。 

交易单元名称、时段、电

量、状态等。 

建议每

日一次 

private

SPOTTRA

DEINFO 

6 现货总加曲线推送 
用户售电公司获取其现货总

加曲线数据。 

日期、业务单元名称、时

点、电量等。 

建议每

日一次 

private

SPOTSUM

CURE 

7 
售电公司代理零售

用户市场化电量 

用于售电公司查询你代理用

户市场化电量信息。 

用户名称、用电单元名

称、日期、时点、电量。 

建议每

日一次 

private

HISTORY

POWER 

8 
现货结算日账单明

细（合约） 

用户售电公司批量获取现货

结算明细信息。 

用户市场成员名称、时

间、合同类型、合同名称、

结算电量、电价、电费、

日期等 

建议每

日一次 

private

HYZ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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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现货结算日账单明

细（日前） 

用户售电公司批量获取现货

结算明细信息。 

用户市场成员名称、时

间、结算电量、电价、电

费、出清电量、日期等。 

建议每

日一次 

private

RQZD 

10 
现货结算日账单明

细（实时） 

用户售电公司批量获取现货

结算明细信息。 

用户市场成员名称、时

间、结算电量、电价、电

费、计量电量、日期等。 

建议每

日一次 

private

SSZD 

11 

公开

信息 

交易平台已注册电

力用户信息 

用于售电公司选择代理用户

使用。 

企业名称、电话号码、联

系人、联系方式。 

建议每

周一次 

publicD

LYH 

12 现货出清电价查询 
用于售电公司获取日前及实

时出清电价。 

日期、时间、实时出清价

格、日前出清价格。 

建议每

日一次 

publicD

AYPRICE 

13 日前必开机组 
用于售电公司批量获取现货

披露信息。 

市场成员名称、机组名

称、日期、时间等。 

建议每

日一次 

publicB

KJZ 

14 机组检修总容量 
用于售电公司批量获取现货

披露信息。 

市场主体名称、日期、时

点、检修容量等。 

建议每

日一次 

publicJ

ZJXZRL 

15 日前必停机组 
用于售电公司批量获取现货

披露信息。 

市场主体名称、日期、时

点、检修容量等。 

建议每

日一次 

publicB

TJZ 

16 断面约束 
用于售电公司批量获取现货

披露信息。 

主体名称、日期、断面名

称、断面描述、正向传输

极限、反向传输极限等。 

建议每

日一次 

publicD

MYS 

17 日前正负备用需求 
用于售电公司批量获取现货

披露信息。 

主体名称、日期、类型、

备用负荷等。 

建议每

日一次 

publicR

QZFBYXQ 

18 
输变电设备检修计

划 

用于售电公司批量获取现货

披露信息。 

设备名称、设备类型、日

期、设备检修开始时间、

设备检修结束时间等。 

建议每

日一次 

publicS

BJXJH 

19 
日前新能源负荷预

测 

用于售电公司批量获取现货

披露信息。 

运行单位名称、日期、时

点、电力值等。 

建议每

日一次 

publicR

QXNYFHY

C 

20 开机不满七天机组 
用于售电公司批量获取现货

披露信息。 
日期、机组名称等。 

建议每

日一次 

publicK

JBMQTJZ 

21 准入企业名单 

推送符合准入条件的所有企

业名单，用于推动企业注册

进度。 

企业名称、地理区域、法

人信息等 

建议每

月一次 

publicZ

RQYMD 

22  日前联络线计划 
用于用户批量获取日前联络

线计划信息 

日期、时点、电力值、通

道 

建议每

日一次 

publicD

ayAhead

Plan 

23  全省用电负荷预测 
用户用户批量获取全省用电

负荷预测信息 
日期、时点、电力值 

建议每

日一次 

publicL

oadPowe

r 

24 

零售

管理

(交易

平台

零售结算方案信息 
用于售电公司获取零售结算

方案信息  

售电公司 ID、售电公司名

称、方案名称、方案编码、

方案生效时间、方案失效

时间、方案周期、负偏差

建议每

月一次 

private

Package

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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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

发布) 

售电公司约定用户承担

比例 

25 用户关联方案信息 
用于售电公司获取零售用户

关联的结算方案信息 

零售用户市场成员 ID、零

售用户市场成员名称、时

间、用户结算单元、合同、

类型、关联方案、方案价

格、确认状态、确认人、

确认时间、发布状态 

建议每

月一次 

private

PlanRel

ation 

26 
用户计划电量申报

信息 

用于售电公司获取上报的用

户计划电量信息 

零售用户市场成员名称、

月份用电计划值、发布状

态、确认状态 

建议每

月一次 

private

EnergyP

lan 

27 用户电量信息 
用于售电公司获取用户实际

用电量和计划电量信息 

售电公司结算单元 ID、售

电公司结算单元名称、零

售用户结算单元 ID、零售

用户市场成员名称、月

份、计划用电量、实际用

电量 

建议每

月一次 

private

EnergyQ

uery 

28 

零售

管理

(售电

公司

上报) 

零售结算方案信息

上报 

用于售电公司上报零售结算

方案信息 

售电公司 ID、售电公司名

称、方案名称、方案生效

时间、方案失效时间、方

案周期、负偏差售电公司

约定用户承担比例 

建议每

月一次 

private

Package

Pub 

29 
用户关联方案信息

上报 

用于售电公司上报零售用户

关联方案信息 

零售用户市场成员 ID、零

售用户市场成员名称、时

间、用户结算单元、关联

方案名称、方案编码、方

案周期 

建议每

月一次 

private

Package

RelPub 

30 用户计划电量申报 
用于售电公司上报用户计划

电量信息 

零售用户市场成员名称、

月份用电计划值、发布状

态、确认状态 

建议每

月一次 

private

EnergyP

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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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规范性附录）接入申请 

 

以下步骤需要市场主体先行提供交易中心接入申请表、身份证明材料、系统安全性评估报告等，且

交易中心审核通过后才能有权限操作。 

B.1 接入申请步骤 

市场主体登录电力交易平台后，访问“数据接口接入申请”功能，获得 AppId、AppSecret、公钥、

AES 密钥等信息，用于调用接口时处理参数和权限校验等，路径为【基本信息】-【数据接口接入】-【数

据接口接入申请】。 

 

图 B.1 接入申请界面 

申请前请先下载《电力交易平台数据接口接入指南》详细了解相关注意事项，接口指南中包括接口

调用方式、接口规约、参数及数据处理方式等内容。 

阅读相关说明，输入密码后点击“立即申请”，如密码验证通过并交易中心审核通过后系统会自动

生成 AppId、AppSecret、公钥、AES 密钥、AES 向量偏移量几个参数，用于权限认证和传输数据防篡改

处理，请妥善保管，避免泄漏。申请成功后参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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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2 申请成功参数界面 

 

图 B.3 信息脱敏展示界面 

B.2 相关工具文件说明 

表 B.1 工具文件说明 

文件名 说明 

《电力交易平台数据接

口接入指南》.docx 

接口指南中包括接口调用方式、接口规约、参数及数据处

理方式等内容 

加解密工具类.rar 
使用 SM2 工具类对接口调用的业务参数进行加密，使用 AES

工具类对接口返回的加密 E文本进行解密 

使用加解密工具中 SM2Utils 类中的 encrypt 方法对接口调用的业务参数进行加密。加密需要的公

钥在申请页面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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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2Utils 类中的 encrypt 方法声明如下： 

/** 

   * SM2加密 

   * @param publicKeyStr 公钥 

   * @param endata 要加密的数据 

   * @return 

   * @throws IOException 

   */ 

publicstatic String encrypt(String publicKeyStr, String endata) throws 

IOException 

SM2Utils 类中的 encrypt 方法调用示例如下： 

String cipherText = SM2Utils.encrypt(publicKey, plainText); 

使用 AES 对称加解密工具文件中 AESUtils 类的 decrypt 方法对加密文本进行解密，其中密钥

secretKey 和向量偏移量 ivKey 这两个参数时市场主体申请接入电力交易平台后，为每个应用分配的。 

AESUtils 类的 decrypt 方法声明如下： 

 /** 

  * AES解密 

  *  

  * @param algorithm 

  *            加密算法 

  * @param aesMode 

  *            加密模式 

  * @param padding 

  *            填充方式 

  * @param serectKey 

  *            密钥 

  * @param ivKey 

  *            向量偏移量 

  * @param content 

  *            要解密的文本 

  * @return 

  */ 

 publicstatic String decrypt(Algorithm algorithm, AESMode aesMode, 

Padding padding, String serectKey, String ivKey, String content) 

AESUtils 类的 decrypt 方法调用示例如下： 

  // 使用AES/CBC/PKCS5Padding解密 

 String decryptedContent = AESUtils.decrypt(Algorithm.AES, AESMode.C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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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dding.PKCS5Padding, serectKey, ivKey, encrypted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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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规范性附录）接口清单 

C.1 私有信息 

1.1 绑定信息 

接口描述 

绑定信息接口包括售电公司名称、电力用户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生效日期、失效日期、绑定

关系、数据状态等。 

表 C.1 调用说明 

接口地址 https://pmos.sgcc.com.cn/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general 

请求方式 POST 

返回类型 JSON 

表 C.2 公共参数（放在请求头里）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

选 
描述 

Authorization Json 字符串 是 
用于身份鉴权，需放在 http 请求头

中，该 json 需要下表中所有字段。 

AppId String 是 
市场主体申请接入电力交易平台

后，为每个应用分配的 AppId 

timestamp Long 是 
以毫秒数为格式时间戳，例如：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String 是 
8 位字母与数字组合的随机字符串，

例如：L58Ece1W 

token String 是 

验证签名串，用于身份验证及防篡

改，采用 SHA1 加密参数获得，详见

“生成 token 算法”章节。 

具体示例如下： 

Authorization:{ 

 "AppId": "5T6U3BU78COS897", 

 "timestamp":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L58Ece1W",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表 C.3 业务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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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Name String 是 接口名称 privateBDXX 

bizValue String[] 是 

接口所需要的参数值字

符串数组，接口无参数

时，此项为空数组 

空数组 

pageNo String 是 

分页时的页数，若为

null，则代表不开启分

页，默认取出所有数据 

 

pageSize String 是 

分页时的每页最大数量，

若为 null，则代表不开

启分页，默认取出所有数

据 

 

表 C.4 业务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ean 接口调用成功标识 

code String 
接口调用返回编码，1000

表示调用成功 

msg String 调用提示或错误信息 

total int 
符合当前查询条件的总

记录数 

count int 当前调用返回条数 

data Object 接口返回信息 

Xycode String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Participantname String 企业名称 

StartTime Date 生效日期 

EndTime Date 失效日期 

Bdgx String 绑定关系 

States String 数据状态 

请求示例 

{ 

 "interfaceName": " privateBDXX ", 

 "bizValue": [2019-01-01], 

 "page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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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Size": "10" 

} 

响应示例 

{"result":true,"code":"1000","msg":"操作成功","total":4,"count":4,"data":

[{"XYCODE":"911407297010860540","PARTICIPANTNAME":"山西**丰煤化有限公司",

"ENDTIME":"2019-12-31","STARTTIME":"2019-05-01","bdgx":"绑定","states":"

绑定生效"},{"XYCODE":"91140100783265784N","PARTICIPANTNAME":"山西**有限公

司","ENDTIME":"2019-12-31","STARTTIME":"2019-05-01"},{"XYCODE":"911401000

63404053L","PARTICIPANTNAME":"山西**制造有限责任公司","ENDTIME":"2019-12-

31","STARTTIME":"2019-05-01","bdgx":"绑定","states":"绑定生效"},{"XYCODE

":"911407270541981125","PARTICIPANTNAME":"山西**帮铸造有限公司","ENDTIME

":"2019-12-31","STARTTIME":"2019-05-01","bdgx":"绑定","states":"绑定生效

"}]} 

 

1.2 合同信息 

接口描述 

合同信息接口包括合同名称、合同电价、购方名称、售方名称、合同开始时间、合同结束时间等。 

表 C.5 调用说明 

接口地址 https://pmos.sgcc.com.cn/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general 

请求方式 POST 

返回类型 JSON 

表 C.6 公共参数（放在请求头里）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

选 
描述 

Authorization Json 字符串 是 
用于身份鉴权，需放在 http 请求头

中，该 json 需要下表中所有字段。 

AppId String 是 
市场主体申请接入电力交易平台

后，为每个应用分配的 AppId 

timestamp Long 是 
以毫秒数为格式时间戳，例如：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String 是 
8 位字母与数字组合的随机字符串，

例如：L58Ece1W 

token String 是 

验证签名串，用于身份验证及防篡

改，采用 SHA1 加密参数获得，详见

“生成 token 算法”章节。 

具体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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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zation:{ 

 "AppId": "5T6U3BU78COS897", 

 "timestamp":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L58Ece1W",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表 C.7 业务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interfaceName String 是 接口名称 

bizValue String 是 

接口所需要的条

件参数，无条件

时，此参数为空 

pageNo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所需要

的页数 

pageSize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每页展

示的条数 

表 C.8 业务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ean 接口调用成功标识 

code String 接口调用返回编码，1000

表示调用成功 

msg String 调用提示或错误信息 

total int 符合当前查询条件的总

记录数 

count int 当前调用返回条数 

data Object 接口返回信息 

Contractname String 合同名称 

Contracepower Number 合同电量 

Contractprice Number 合同电价 

Purchername String 购方名称 

Sellername String 售方名称 

Starttime Date 合同开始时间 

Endtime Date 合同结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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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bizParameter：{ 

"AppId": "5T6U3BU78COS897", 

"interfaceName":"privateCONTRACTINFO", 

"bizValue":["2020","2020"], 

"pageNo":"1", 

"pageSize":"3"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响应示例 

{"result":true,"code":"1000","msg":"操作成功","total":231,"count":10,"data

":[{"SELLERNAME":"山西**有限责任公司","CONTRACEPOWER":"21000","CONTRACTPRI

CE":"300","CONTRACTNAME":"山西**销售有限公司_普通与山西**热电 2019 年 1 月月

度双边协商直接交易 7","ENDTIME":"2019-01-31","STARTTIME":"2019-01-01","PURC

HERNAME":"山西**电力销售有限公司"},{"SELLERNAME":"山西**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CONTRACEPOWER":"85820","CONTRACTPRICE":"300","CONTRACTNAME":"山西**电力销

售有限公司_重点与****热电 2019 年 1 月月度双边协商直接交易 20","ENDTIME":"201

9-01-31","STARTTIME":"2019-01-01","PURCHERNAME":"山西**电力销售有限公司"},

{"SELLERNAME":"山西**电力销售有限公司","CONTRACEPOWER":"20600","CONTRACTPR

ICE":"333.3","CONTRACTNAME":"2019 年 1 月零售市场购售电合同**","ENDTIME":"20

19-12-31","STARTTIME":"2019-01-01","PURCHERNAME":"山西**有限公司"},{"SELLE

RNAME":"山西**有限责任公司","CONTRACEPOWER":"50000","CONTRACTPRICE":"300",

"CONTRACTNAME":"山西**电力销售有限公司_重点与山西**2019年1月月度双边协商直

接交易 9","ENDTIME":"2019-01-31","STARTTIME":"2019-01-01","PURCHERNAME":"山

西**电力销售有限公司"},{"SELLERNAME":"山西**热电有限责任公司","CONTRACEPOW

ER":"200000","CONTRACTPRICE":"300","CONTRACTNAME":"山西**电力销售有限公司_

重点与山西**热电 2019 年 1 月月度双边协商直接交易 8","ENDTIME":"2019-01-31","

STARTTIME":"2019-01-01","PURCHERNAME":"山西**电力销售有限公司"},{"SELLERNA

ME":"山西**电力销售有限公司","CONTRACEPOWER":"27300","CONTRACTPRICE":"330

","CONTRACTNAME":"2019 年零售市场购售电合同","ENDTIME":"2019-12-31","STARTT

IME":"2019-01-01","PURCHERNAME":"山西**煤业有限公司"}]} 

1.3 合同分月信息 

接口描述 

合同分月信息接口包括合合同序列名称、购方交易单元、售电全名、售方交易单元、合同名称、开

始时间、结束时间、分月电量、合同电量、分月电价、合同电价等。 

表 C.9 调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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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地址 https://pmos.sgcc.com.cn/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general 

请求方式 POST 

返回类型 JSON 

表 C.10 公共参数（放在请求头里）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

选 
描述 

Authorization Json 字符串 是 
用于身份鉴权，需放在 http 请求头

中，该 json 需要下表中所有字段。 

AppId String 是 
市场主体申请接入电力交易平台

后，为每个应用分配的 AppId 

timestamp Long 是 
以毫秒数为格式时间戳，例如：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String 是 
8 位字母与数字组合的随机字符串，

例如：L58Ece1W 

token String 是 

验证签名串，用于身份验证及防篡

改，采用 SHA1 加密参数获得，详见

“生成 token 算法”章节。 

具体示例如下： 

Authorization:{ 

 "AppId": "5T6U3BU78COS897", 

 "timestamp":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L58Ece1W",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表 C.11 业务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interfaceName String 是 接口名称 

bizValue String 是 

接口所需要的条

件参数，无条件

时，此参数为空 

pageNo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所需要

的页数 

pageSize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每页展

示的条数 

表 C.12 业务响应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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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ean 接口调用成功标识 

code String 接口调用返回编码，1000

表示调用成功 

msg String 调用提示或错误信息 

total int 符合当前查询条件的总

记录数 

count int 当前调用返回条数 

data Object 接口返回信息 

Contractname String 合同序列名称 

Contracepower Number 购方交易单元 

Contractprice Number 售方交易单元 

Purchername String 购方名称 

Sellername String 售方名称 

Startname Date 合同开始时间 

Endtime Date 合同结束时间 

monthpower String 合同分月电量 

monthprice String 分月电价 

请求示例 

bizParameter：{ 

"AppId": "5T6U3BU78COS897", 

"interfaceName":"privateCONTRACTMTINFO", 

"bizValue":["2020","2020"], 

"pageNo":"3", 

"pageSize":"10"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响应示例 

{"result":true,"code":"1000","msg":"操作成功","total":741,"count":10,"data

":[{"SELLERNAME":"山西**发电有限责任公司","CONTRACEPOWER":"21000","CONTRAC

TPRICE":"300","CONTRACTNAME":"山西**电力销售有限公司_普通与晋能**热电 2019

年 1 月月度双边协商直接交易 7","MONTHPRICE":"300","ENDTIME":"2019-01-31","ST

ARTTIME":"2019-01-01","MONTHPOWER":"21000","PURCHERNAME":"山西**电力销售有

限公司"},{"SELLERNAME":"山西**发电有限责任公司","CONTRACEPOWER":"2100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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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RACTPRICE":"300","CONTRACTNAME":"山西**电力销售有限公司_普通与晋能**热

电 2019 年 1 月月度双边协商直接交易 7","MONTHPRICE":"300","ENDTIME":"2019-01-

31","STARTTIME":"2019-01-01","MONTHPOWER":"21000","PURCHERNAME":"山西**电

力销售有限公司"},{"SELLERNAME":"山西**发电有限责任公司","CONTRACEPOWER":"8

5820","CONTRACTPRICE":"300","CONTRACTNAME":"山西**电力销售有限公司_重点与

晋能**热电 2019 年 1 月月度双边协商直接交易 20","MONTHPRICE":"300","ENDTIME":

"2019-01-31","STARTTIME":"2019-01-01","MONTHPOWER":"85820","PURCHERNAME":"

山西**电力销售有限公司"}]} 

 

1.4 交易结果信息 

接口描述 

交易结果信息接口包括企业名称、出清电量、出清电价等。 

表 C.13 调用说明 

接口地址 https://pmos.sgcc.com.cn/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general 

请求方式 POST 

返回类型 JSON 

表 C.14 公共参数（放在请求头里）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

选 
描述 

Authorization Json 字符串 是 
用于身份鉴权，需放在 http 请求头

中，该 json 需要下表中所有字段。 

AppId String 是 
市场主体申请接入电力交易平台

后，为每个应用分配的 AppId 

timestamp Long 是 
以毫秒数为格式时间戳，例如：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String 是 
8 位字母与数字组合的随机字符串，

例如：L58Ece1W 

token String 是 

验证签名串，用于身份验证及防篡

改，采用 SHA1 加密参数获得，详见

“生成 token 算法”章节。 

具体示例如下： 

Authorization:{ 

 "AppId": "5T6U3BU78COS897", 

 "timestamp":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L58Ece1W",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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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C. 15 业务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interfaceName String 是 接口名称 

bizValue String 是 

接口所需要的条

件参数，无条件

时，此参数为空 

pageNo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所需要

的页数 

pageSize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每页展

示的条数 

表 C.16 业务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ean 接口调用成功标识 

code String 接口调用返回编码，1000

表示调用成功 

msg String 调用提示或错误信息 

total int 符合当前查询条件的总

记录数 

count int 当前调用返回条数 

data Object 接口返回信息 

ParticipantName String 企业名称 

TradePower Number 出清电量 

Tradeprice Number 出清电价 

Tradesquename String 序列名称 

Infotime Date 时间 

请求示例 

bizParameter：{ 

"AppId": "5T6U3BU78COS897", 

"interfaceName":"privatePOWERTRADEINFO", 

"biz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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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No":"3", 

"pageSize":"10"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具体响应示例如下： 

{"result":true,"code":"1000","msg":"操作成功","total":254,"count":10,"dat

a":[{"PARTICIPANTNAME":"**售电有限公司","INFOTIME":"2019-05-09","TRADEPOW

ER":"652","TRADESQUENAME":"电力用户2019年 5月月内合同转让交易","TRADEPRIC

E":"0"},{"PARTICIPANTNAME":"**售电有限公司","INFOTIME":"2019-05-09","TRAD

EPOWER":"1418","TRADESQUENAME":"电力用户2019年 5月月内合同转让交易","TRAD

EPRICE":"0"},{"PARTICIPANTNAME":"山西**集团售电有限公司","INFOTIME":"2019

-05-09","TRADEPOWER":"1953","TRADESQUENAME":"电力用户2019年 5月月内合同转

让交易","TRADEPRICE":"294.99"},{"PARTICIPANTNAME":"山西**集团售电有限公司

","INFOTIME":"2019-05-09","TRADEPOWER":"1047","TRADESQUENAME":"电力用户 20

19 年 5 月月内合同转让交易","TRADEPRICE":"294.99"},{"PARTICIPANTNAME":"山西

**钢铁有限公司","INFOTIME":"2019-05-09","TRADEPOWER":"782","TRADESQUENAME

":"电力用户2019年 5月月内合同转让交易","TRADEPRICE":"0"},{"PARTICIPANTNAM

E":"山西**钢铁有限公司","INFOTIME":"2019-05-09","TRADEPOWER":"4218","TRAD

ESQUENAME":"电力用户2019年 5月月内合同转让交易","TRADEPRICE":"0"},{"PARTI

CIPANTNAME":"山西**电力售电有限公司","INFOTIME":"2019-05-09","TRADEPOWER

":"2617","TRADESQUENAME":"电力用户2019年 5月月内合同转让交易","TRADEPRICE

":"294.99"},{"PARTICIPANTNAME":"山西**电力售电有限公司","INFOTIME":"2019-

05-09","TRADEPOWER":"1463","TRADESQUENAME":"电力用户 2019 年 5 月月内合同转

让交易","TRADEPRICE":"294.99"},{"PARTICIPANTNAME":"山西**电力售电有限公司

","INFOTIME":"2019-05-09","TRADEPOWER":"2520","TRADESQUENAME":"电力用户 20

19 年 5 月月内合同转让交易","TRADEPRICE":"294.99"},{"PARTICIPANTNAME":"山西

**新能售电服务有限公司","INFOTIME":"2019-05-09","TRADEPOWER":"600","TRADE

SQUENAME":"电力用户 2019 年 5月月内合同转让交易","TRADEPRICE":"0"}]} 

1.5 现货交易信息获取 

接口描述 

现货交易信息获取接口包括交易单元名称、时段、电量、状态等。 

表 C.17 调用说明 

接口地址 https://pmos.sgcc.com.cn/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general 

请求方式 POST 

返回类型 JSON 

表 C. 18 公共参数（放在请求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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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

选 
描述 

Authorization Json 字符串 是 
用于身份鉴权，需放在 http 请求头

中，该 json 需要下表中所有字段。 

 

字段名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默认值 

AppId String 是 

市场主体申请接入电力交易

平台后，为每个应用分配的

AppId 

  

Busiunitna

me 
String 是 交易单元名称   

Infodate Date 是 时段   

Power Number 是 电量   

States String 是 状态  

表 C.19 业务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interfaceName String 是 接口名称 

bizValue String 是 

接口所需要的条

件参数，无条件

时，此参数为空 

pageNo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所需要

的页数 

pageSize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每页展

示的条数 

表 C.20 业务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ean 接口调用成功标识 

code String 接口调用返回编码，1000

表示调用成功 

msg String 调用提示或错误信息 

total int 符合当前查询条件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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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数 

count int 当前调用返回条数 

data Object 接口返回信息 

Busiunitname String 交易单元名称 

Infotime Date 时段 

Power Number 电量 

States String 状态 

Infodate Date 日期 

请求示例 

bizParameter：{ 

"AppId": "5T6U3BU78COS897", 

"interfaceName":"privateSPOTTRADEINFO", 

"bizValue":["2020-01-01"], 

"pageNo":"3", 

"pageSize":"10"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响应示例 

{"result":true,"code":"1000","msg":"操作成功","total":87180,"count":10,"d

ata":[{"STATES":"已申报","POWER":"1.646","BUSIUNITNAME":"(2019 年截止)山西

**电力销售有限公司_普通 2","INFOTIME":"21:15","INFODATE":"2019-07-05"},{"S

TATES":"已申报","POWER":"1.646","BUSIUNITNAME":"(2019 年截止)山西**电力销

售有限公司_普通 2","INFOTIME":"18:30","INFODATE":"2019-07-05"},{"STATES":"

已申报","POWER":"1.646","BUSIUNITNAME":"(2019 年截止)山西**电力销售有限公

司_普通 2","INFOTIME":"15:15","INFODATE":"2019-07-05"},{"STATES":"已申报",

"POWER":"1.646","BUSIUNITNAME":"(2019 年截止)山西**电力销售有限公司_普通 2

","INFOTIME":"13:30","INFODATE":"2019-07-05"},{"STATES":"已申报","POWER":

"1.646","BUSIUNITNAME":"(2019年截止)山西**电力销售有限公司_普通2","INFOTI

ME":"06:00","INFODATE":"2019-07-05"},{"STATES":"已申报","POWER":"1.646","

BUSIUNITNAME":"(2019年截止)山西**电力销售有限公司_普通2","INFOTIME":"02:0

0","INFODATE":"2019-07-05"},{"STATES":"已申报","POWER":"1.646","BUSIUNITN

AME":"(2019年截止)山西**电力销售有限公司_普通2","INFOTIME":"23:45","INFOD

ATE":"2019-07-05"},{"STATES":"已申报","POWER":"1.646","BUSIUNITNAME":"(20

19年截止)山西**电力销售有限公司_普通2","INFOTIME":"22:45","INFODATE":"201

9-07-05"},{"STATES":"已申报","POWER":"1.646","BUSIUNITNAME":"(2019 年截止)

山西**电力销售有限公司_普通 2","INFOTIME":"19:45","INFODATE":"2019-07-05

"},{"STATES":"已申报","POWER":"1.646","BUSIUNITNAME":"(2019 年截止)山西**

电力销售有限公司_普通 2","INFOTIME":"19:00","INFODATE":"2019-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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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现货总加曲线推送信息 

接口描述 

现货总加曲线信息接口包括企业名称、业务单元名称、运行日期、时点、电量等。 

表 C.21 调用说明 

接口地址 https://pmos.sgcc.com.cn/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general 

请求方式 POST 

返回类型 JSON 

表 C.22 公共参数（放在请求头里）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

选 
描述 

Authorization Json 字符串 是 
用于身份鉴权，需放在 http 请求头

中，该 json 需要下表中所有字段。 

AppId String 是 
市场主体申请接入电力交易平台

后，为每个应用分配的 AppId 

timestamp Long 是 
以毫秒数为格式时间戳，例如：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String 是 
8 位字母与数字组合的随机字符串，

例如：L58Ece1W 

token String 是 

验证签名串，用于身份验证及防篡

改，采用 SHA1 加密参数获得，详见

“生成 token 算法”章节。 

具体示例如下： 

Authorization:{ 

 "AppId": "5T6U3BU78COS897", 

 "timestamp":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L58Ece1W",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表 C.23 业务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interfaceName String 是 接口名称 

bizValue String 是 

接口所需要的条

件参数，无条件

时，此参数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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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No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所需要

的页数 

pageSize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每页展

示的条数 

表 C.24 业务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ean 接口调用成功标识 

code String 接口调用返回编码，1000

表示调用成功 

msg String 调用提示或错误信息 

total int 符合当前查询条件的总

记录数 

count int 当前调用返回条数 

data Object 接口返回信息 

Participantid String 企业 ID 

ParticipantName String 企业名称 

Busiunitid String 交易单元 ID 

BusiunitName String 交易单元名称 

Rundate Date 日期 

INFO_TIME Date 时点 

Power String 电量 

请求示例 

bizParameter：{ 

"AppId": "5T6U3BU78COS897", 

"interfaceName":"privateSPOTSUMCURE", 

"bizValue":["20200501"], 

"pageNo":"1", 

"pageSize":"1"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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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应示例 

{"INFO_DATE":"2019-05-19","INFO_TIME":"17:15:00",”ParticipantName”:”山西*

*公司”,"BusiunitName":"山西**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1485716586","power":"0

","rundate":"2019-01-01","ParticipantName":"山西**"} 

 

1.7 售电公司代理零售用户市场化电量信息 

接口描述 

售电公司代理零售用户市场化电量信息接口包括企业 id、企业名称、用电单元 id、用电单元名称、

运行日期、时点、电量等。 

表 C.25 调用说明 

接口地址 https://pmos.sgcc.com.cn/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general 

请求方式 POST 

返回类型 JSON 

表 C.26 公共参数（放在请求头里）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

选 
描述 

Authorization Json 字符串 是 
用于身份鉴权，需放在 http 请求头

中，该 json 需要下表中所有字段。 

AppId String 是 
市场主体申请接入电力交易平台

后，为每个应用分配的 AppId 

timestamp Long 是 
以毫秒数为格式时间戳，例如：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String 是 
8 位字母与数字组合的随机字符串，

例如：L58Ece1W 

token String 是 

验证签名串，用于身份验证及防篡

改，采用 SHA1 加密参数获得，详见

“生成 token 算法”章节。 

具体示例如下： 

Authorization:{ 

 "AppId": "5T6U3BU78COS897", 

 "timestamp":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L58Ece1W",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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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C.27 业务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interfaceName String 是 接口名称 

bizValue String 是 

接口所需要的条

件参数，无条件

时，此参数为空 

pageNo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所需要

的页数 

pageSize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每页展

示的条数 

表 C.28 业务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ean 接口调用成功标识 

code String 接口调用返回编码，1000

表示调用成功 

msg String 调用提示或错误信息 

total int 符合当前查询条件的总

记录数 

count int 当前调用返回条数 

data Object 接口返回信息 

Participantid String 企业 ID 

ParticipantName String 企业名称 

Busiunitid String 用电单元 ID 

BusiunitName String 用电单元名称 

Rundate Date 日期 

Infodate Date 时点 

Evalue String 电量 

请求示例 

bizPar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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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Id": "5T6U3BU78COS897", 

"interfaceName":"privateHISTORYPOWER", 

"bizValue":[], 

"pageNo":"1", 

"pageSize":"10"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响应示例 

{"result":true,"code":"1000","msg":"操作成功","total":1194829,"count":10,

"data":[{"Rundate":"2019-05-19","Infodate":"17:15:00","LOAD_NAME":"山西**

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1485716586","Evalue":"0","CONSNAME":"山西**化工机

械（集团）有限公司"},{"Rundate":"2019-05-19","Infodate":"17:30:00","LOAD_N

AME":"山西**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1485716586","Evalue":"0","CONSNAME":"

山西**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Rundate":"2019-05-19","Infodate":"17:45:

00","LOAD_NAME":"山西**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1485716586","Evalue":"0","

CONSNAME":"山西**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Rundate":"2019-05-19","Infod

ate":"18:00:00","LOAD_NAME":"山西**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1485716586","E

value":"0","CONSNAME":"山西**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Rundate":"2019-0

5-19","Infodate":"18:15:00","LOAD_NAME":"山西**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14

85716586","Evalue":"0","CONSNAME":"山西**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Rund

ate":"2019-05-19","Infodate":"18:30:00","LOAD_NAME":"山西**化工机械（集团）

有限公司 1485716586","Evalue":"0","CONSNAME":"山西**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

司"},{"Rundate":"2019-05-19","Infodate":"18:45:00","LOAD_NAME":"山西**化

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1485716586","Evalue":"0","CONSNAME":"山西**化工机械

（集团）有限公司"},{"Rundate":"2019-05-19","Infodate":"19:00:00","LOAD_NAM

E":"山西**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1485716586","Evalue":"0","CONSNAME":"山

西**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Rundate":"2019-05-19","Infodate":"19:15:0

0","LOAD_NAME":"山西**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1485716586","Evalue":"0","C

ONSNAME":"山西**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Rundate":"2019-05-19","Infoda

te":"19:30:00","LOAD_NAME":"山西**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1485716586","Ev

alue":"0","CONSNAME":"山西**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1.8 现货结算日账单明细(合约)信息 

接口描述 

正式结算信息接口包括企业名称、时间、合同类型、合同名称、结算电量、电价、电费、时间等。 

表 C.29 调用说明 

接口地址 https://pmos.sgcc.com.cn/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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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方式 POST 

返回类型 JSON 

表 C.30 公共参数（放在请求头里）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

选 
描述 

Authorization Json 字符串 是 
用于身份鉴权，需放在 http 请求头

中，该 json 需要下表中所有字段。 

AppId String 是 
市场主体申请接入电力交易平台

后，为每个应用分配的 AppId 

timestamp Long 是 
以毫秒数为格式时间戳，例如：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String 是 
8 位字母与数字组合的随机字符串，

例如：L58Ece1W 

token String 是 

验证签名串，用于身份验证及防篡

改，采用 SHA1 加密参数获得，详见

“生成 token 算法”章节。 

具体示例如下： 

Authorization:{ 

 "AppId": "5T6U3BU78COS897", 

 "timestamp":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L58Ece1W",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表 C.31 业务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interfaceName String 是 接口名称 

bizValue String 是 

接口所需要的条

件参数，无条件

时，此参数为空 

pageNo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所需要

的页数 

pageSize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每页展

示的条数 

表 C.32 业务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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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 boolean 接口调用成功标识 

code String 接口调用返回编码，1000

表示调用成功 

msg String 调用提示或错误信息 

total int 符合当前查询条件的总

记录数 

count int 当前调用返回条数 

data Object 接口返回信息 

ParticipantName String 企业名称 

Contracttype String 合同类型 

Contractname String 合同名称 

Jspower Number 结算电量 

Price Number 电价 

Fee Number 电费 

Infotime Date 时间 

Infodate Date 日期 

请求示例 

bizParameter：{ 

"AppId": "5T6U3BU78COS897", 

"interfaceName":"privateHYZD", 

"bizValue":["20200501"], 

"pageNo":"1", 

"pageSize":"1"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响应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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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true,"code":"1000","msg":"操作成功"， 

"total":"700", 

"count":"10"， 

"date":[{ 

 "AppId": "5T6U3BU78COS897", 

 "timestamp": 1584502672530, 

 "Contracttype": "2020 年省内直接交易合同", 

"ParticipantName": "**售电公司", 

"Jspower": "800", 

"Price": "332", 

“fee”:”265600”, 

“infotime”:”00:15”， 

“infodate”:”2020-05-01”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1.9 现货结算日账单明细(日前)信息 

接口描述 

正式结算信息接口包括企业名称、时间、结算电量、电价、电费、出清电量等。 

表 C.33 调用说明 

接口地址 https://pmos.sgcc.com.cn/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general 

请求方式 POST 

返回类型 JSON 

表 C.34 公共参数（放在请求头里）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

选 
描述 

Authorization Json 字符串 是 
用于身份鉴权，需放在 http 请求头

中，该 json 需要下表中所有字段。 

AppId String 是 
市场主体申请接入电力交易平台

后，为每个应用分配的 AppId 

timestamp Long 是 
以毫秒数为格式时间戳，例如：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String 是 
8 位字母与数字组合的随机字符串，

例如：L58Ece1W 

token String 是 

验证签名串，用于身份验证及防篡

改，采用 SHA1 加密参数获得，详见

“生成 token 算法”章节。 

具体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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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zation:{ 

 "AppId": "5T6U3BU78COS897", 

 "timestamp":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L58Ece1W",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表 C.35 业务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interfaceName String 是 接口名称 

bizValue String 是 

接口所需要的条

件参数，无条件

时，此参数为空 

pageNo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所需要

的页数 

pageSize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每页展

示的条数 

表 C.36 业务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ean 接口调用成功标识 

code String 接口调用返回编码，1000

表示调用成功 

msg String 调用提示或错误信息 

total int 符合当前查询条件的总

记录数 

count int 当前调用返回条数 

data Object 接口返回信息 

ParticipantName String 企业名称 

Jspower Number 结算电量 

Price Number 电价 

Fee Number 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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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laredl Number 出清电量 

Infotime Date 时间 

Infodate Date 日期 

请求示例 

bizParameter：{ 

"AppId": "5T6U3BU78COS897", 

"interfaceName":"privateRQZD", 

"bizValue":["20200501"], 

"pageNo":"3", 

"pageSize":"10"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响应示例 

{"result":true,"code":"1000","msg":"操作成功"， 

"total":"700", 

"count":"10"， 

"date":[{ 

 "AppId": "5T6U3BU78COS897", 

 "timestamp": 1584502672530, 

"ParticipantName": "**售电公司", 

"Jspower": "800", 

"Price": "332", 

“fee”:”265600”， 

“cqpower”:”1000”, 

“infotime”:”00:15”， 

“infodate”:”2020-05-01”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1.10 现货结算日账单明细(实时)信息 

接口描述 

正式结算信息接口包括企业名称、时间、结算电量、电价、电费、计量电量等。 

表 C.37 调用说明 

接口地址 https://pmos.sgcc.com.cn/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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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方式 POST 

返回类型 JSON 

表 C.38 公共参数（放在请求头里）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

选 
描述 

Authorization Json 字符串 是 
用于身份鉴权，需放在 http 请求头

中，该 json 需要下表中所有字段。 

AppId String 是 
市场主体申请接入电力交易平台

后，为每个应用分配的 AppId 

timestamp Long 是 
以毫秒数为格式时间戳，例如：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String 是 
8 位字母与数字组合的随机字符串，

例如：L58Ece1W 

token String 是 

验证签名串，用于身份验证及防篡

改，采用 SHA1 加密参数获得，详见

“生成 token 算法”章节。 

具体示例如下： 

Authorization:{ 

 "AppId": "5T6U3BU78COS897", 

 "timestamp":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L58Ece1W",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表 C.39 业务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interfaceName String 是 接口名称 

bizValue String 是 

接口所需要的条

件参数，无条件

时，此参数为空 

pageNo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所需要

的页数 

pageSize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每页展

示的条数 

表 C.40 业务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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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 boolean 接口调用成功标识 

code String 接口调用返回编码，1000

表示调用成功 

msg String 调用提示或错误信息 

total int 符合当前查询条件的总

记录数 

count int 当前调用返回条数 

data Object 接口返回信息 

ParticipantName String 企业名称 

Jspower Number 结算电量 

Price Number 电价 

Fee Number 电费 

Declaredl Number 出清电量 

Infotime Date 时间 

Infodate Date 日期 

请求示例 

bizParameter：{ 

"AppId": "5T6U3BU78COS897", 

"interfaceName":"privateSSZD", 

"bizValue":["20200501"], 

"pageNo":"3", 

"pageSize":"10"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响应示例 

{"result":true,"code":"1000","msg":"操作成功"， 

"total":"700", 

"count":"10"， 

"date":[{ 

 "AppId": "5T6U3BU78COS897", 

 "timestamp": 158450267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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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ntName": "**售电公司", 

"Jspower": "800", 

"Price": "332", 

“fee”:”265600”, 

“jlpower”:”1000”, 

“infotime”:”00:15”， 

“infodate”:”2020-05-01”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C.2 公开信息 

C.2.1 已注册电力用户信息 

接口描述 

平台已注册电力用户信息接口为市场成员提供电力交易平台所有用企业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

地址等。 

表 C.41 调用说明 

接口地址 https://pmos.sgcc.com.cn/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general 

请求方式 POST 

返回类型 JSON 

表 C.42 公共参数（放在请求头里）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

选 
描述 

Authorization Json 字符串 是 
用于身份鉴权，需放在 http 请求头

中，该 json 需要下表中所有字段。 

AppId String 是 
市场主体申请接入电力交易平台

后，为每个应用分配的 AppId 

timestamp Long 是 
以毫秒数为格式时间戳，例如：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String 是 
8 位字母与数字组合的随机字符串，

例如：L58Ece1W 

token String 是 

验证签名串，用于身份验证及防篡

改，采用 SHA1 加密参数获得，详见

“生成 token 算法”章节。 

具体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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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Paramter:{ 

"APPID":"FvZYwHQ2", 

"TIMESTAMP":1592290374606, 

"RANDOMSTR":"P849fE3R", 

"TOKEN":"c2c4c5b272c0bc536b8527586c9322735d9170c8" 

} 

表 C.43 业务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interfaceName String 是 接口名称 

bizValue String 是 

接口所需要的条

件参数，无条件

时，此参数为空 

pageNo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所需要

的页数 

pageSize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每页展

示的条数 

表 C.44 业务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ean 接口调用成功标识 

code String 接口调用返回编码，1000

表示调用成功 

msg String 调用提示或错误信息 

total int 符合当前查询条件的总

记录数 

count int 当前调用返回条数 

data Object 接口返回信息 

ParticipantId String 企业 id 

participantName String 企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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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man String 联系人 

Phonenumber String 联系方式 

Area String 通信地址 

请求示例 

{"interfacename":"publicfdqy", 

"bizvalue":[], 

"pageno":"1", 

"pagesize":"10"} 

响应示例 

{"result":true,"code":"1000","msg":"操作成功","total":962,"count":10,"da

ta":[{"PARTICIPANTNAME":"太原市**有限公司","Phonenumber":"7073168","LINK

MAN":"小佳","Area":"山西省"},{"PARTICIPANTNAME":"太原市**机械有限公司","

Phonenumber":"7073168","LINKMAN":"小佳","Area":"山西省"},{"PARTICIPANTNA

ME":"太原**汽车有限公司","Phonenumber":"029-88888899","LINKMAN":"张芸","

Area":"山西省"},{"PARTICIPANTNAME":"山西**商贸有限公司","Phonenumber":"7

073168","LINKMAN":"小佳","Area":"山西省"},{"PARTICIPANTNAME":"山西**文化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Phonenumber":"0351-3180020","LINKMAN":"彭媛","Area":"

山西省"},{"PARTICIPANTNAME":"山西**诚磁业有限公司","Phonenumber":"0351-7

875522","LINKMAN":"姚小刚","Area":"山西省"},{"PARTICIPANTNAME":"山西**有

限责任公司","Phonenumber":"0351-7865221","LINKMAN":"李彦斌","Area":"山西

省"},{"PARTICIPANTNAME":"山西省**印刷厂","Phonenumber":"0351-2509898","L

INKMAN":"徐建珉","Area":"山西省"},{"PARTICIPANTNAME":"山西**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Phonenumber":"0351-3181166","LINKMAN":"李海龙","Area":"山西省"},

{"PARTICIPANTNAME":"山西**股份有限公司","Phonenumber":"0351-7073467","LI

NKMAN":"郭春龙","Area":"山西省"}]} 

 

C.2.2 现货出清电价信息 

接口描述 

现货出清电价信息信息接口为市场成员提供电力交易平台日前出清价格、实时出清价格、日期、时

间。 

表 C.45 调用说明 

接口地址 https://pmos.sgcc.com.cn/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general 

请求方式 POST 

返回类型 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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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6 公共参数（放在请求头里）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

选 
描述 

Authorization Json 字符串 是 
用于身份鉴权，需放在 http 请求头

中，该 json 需要下表中所有字段。 

AppId String 是 
市场主体申请接入电力交易平台

后，为每个应用分配的 AppId 

timestamp Long 是 
以毫秒数为格式时间戳，例如：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String 是 
8 位字母与数字组合的随机字符串，

例如：L58Ece1W 

token String 是 

验证签名串，用于身份验证及防篡

改，采用 SHA1 加密参数获得，详见

“生成 token 算法”章节。 

具体示例如下： 

Authorization:{ 

 "AppId": "5T6U3BU78COS897", 

 "timestamp":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L58Ece1W",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表 C.47 业务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interfaceName String 是 接口名称 

bizValue String 是 

接口所需要的条

件参数，无条件

时，此参数为空 

pageNo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所需要

的页数 

pageSize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每页展

示的条数 

表 C.48 业务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ean 接口调用成功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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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String 接口调用返回编码，1000

表示调用成功 

msg String 调用提示或错误信息 

total int 符合当前查询条件的总

记录数 

count int 当前调用返回条数 

data Object 接口返回信息 

INFO_TIME Date 时间 

Info_Date Date 日期 

Rqjg String 日前价格 

Ssjg String 实时价格 

请求示例 

bizParameter：{ 

"AppId": "5T6U3BU78COS897", 

"interfaceName":"publicDAYPRICE", 

"bizValue":["2020-05-01"], 

"pageNo":"3", 

"pageSize":"10"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具体响应示例如下： 

{"result":true,"code":"1000","msg":"操作成功","total":96,"count":10,"data

":[{"INFO_DATE":"2019-06-20","INFO_TIME":"00:15","SSJG":"315","RQJG":"320

"},{"INFO_DATE":"2019-06-20","INFO_TIME":"00:30","SSJG":"320","RQJG":"320

"},{"INFO_DATE":"2019-06-20","INFO_TIME":"00:45","SSJG":"316","RQJG":"320

"},{"INFO_DATE":"2019-06-20","INFO_TIME":"01:00","SSJG":"282","RQJG":"320

"},{"INFO_DATE":"2019-06-20","INFO_TIME":"01:15","SSJG":"282","RQJG":"320

"},{"INFO_DATE":"2019-06-20","INFO_TIME":"01:30","SSJG":"282","RQJG":"320

"},{"INFO_DATE":"2019-06-20","INFO_TIME":"01:45","SSJG":"282","RQJG":"320

"},{"INFO_DATE":"2019-06-20","INFO_TIME":"02:00","SSJG":"282","RQJG":"320

"},{"INFO_DATE":"2019-06-20","INFO_TIME":"02:15","SSJG":"282","RQJG":"320

"},{"INFO_DATE":"2019-06-20","INFO_TIME":"02:30","SSJG":"282","RQJG":"320

"}]} 

 



GB/TXXXXXX 

50 

C.2.3 日前必开机组 

接口描述 

日前必开机组信息接口包括市场成员名称、机组名称、日期、时间等。 

表 C.49 调用说明 

接口地址 https://pmos.sgcc.com.cn/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general 

请求方式 POST 

返回类型 JSON 

表 C.50 公共参数（放在请求头里）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

选 
描述 

Authorization Json 字符串 是 
用于身份鉴权，需放在 http 请求头

中，该 json 需要下表中所有字段。 

AppId String 是 
市场主体申请接入电力交易平台

后，为每个应用分配的 AppId 

timestamp Long 是 
以毫秒数为格式时间戳，例如：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String 是 
8 位字母与数字组合的随机字符串，

例如：L58Ece1W 

token String 是 

验证签名串，用于身份验证及防篡

改，采用 SHA1 加密参数获得，详见

“生成 token 算法”章节。 

具体示例如下： 

Authorization:{ 

 "AppId": "5T6U3BU78COS897", 

 "timestamp":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L58Ece1W",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表 C.51 业务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interfaceName String 是 接口名称 

bizValue String 是 

接口所需要的条

件参数，无条件

时，此参数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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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No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所需要

的页数 

pageSize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每页展

示的条数 

表 C.52 业务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ean 接口调用成功标识 

code String 接口调用返回编码，1000

表示调用成功 

msg String 调用提示或错误信息 

total int 符合当前查询条件的总

记录数 

count int 当前调用返回条数 

data Object 接口返回信息 

Participantname String 市场成员名称 

Generatorname String 机组名称 

Info_Date Date 日期 

Info_time Timestamp 时间 

请求示例 

bizParameter：{ 

"AppId": "5T6U3BU78COS897", 

"interfaceName":"publicBKJZ", 

"bizValue":["2020-06-21"], 

"pageNo":"1", 

"pageSize":"10"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响应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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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true,"code":"1000","msg":"操作成功","total":192,"count":10,"dat

a":[{"INFO_DATE":"2019-06-21","INFO_TIME":"24:00","PARTICIPANTNAME":"晋能

长治热电有限公司","GENERATORNAME":"岚水 2#"},{"INFO_DATE":"2019-06-21","IN

FO_TIME":"23:45","PARTICIPANTNAME":"晋能长治热电有限公司","GENERATORNAME

":"岚水 2#"},{"INFO_DATE":"2019-06-21","INFO_TIME":"23:30","PARTICIPANTNAM

E":"晋能长治热电有限公司","GENERATORNAME":"岚水 2#"},{"INFO_DATE":"2019-06

-21","INFO_TIME":"23:15","PARTICIPANTNAME":"晋能长治热电有限公司","GENERA

TORNAME":"岚水 2#"},{"INFO_DATE":"2019-06-21","INFO_TIME":"23:00","PARTICI

PANTNAME":"晋能长治热电有限公司","GENERATORNAME":"岚水 2#"},{"INFO_DATE":"

2019-06-21","INFO_TIME":"22:45","PARTICIPANTNAME":"晋能长治热电有限公司",

"GENERATORNAME":"岚水 2#"},{"INFO_DATE":"2019-06-21","INFO_TIME":"22:30","

PARTICIPANTNAME":"晋能长治热电有限公司","GENERATORNAME":"岚水 2#"},{"INFO_

DATE":"2019-06-21","INFO_TIME":"22:15","PARTICIPANTNAME":"晋能长治热电有

限公司","GENERATORNAME":"岚水 2#"},{"INFO_DATE":"2019-06-21","INFO_TIME":"

22:00","PARTICIPANTNAME":"晋能长治热电有限公司","GENERATORNAME":"岚水 2#

"},{"INFO_DATE":"2019-06-21","INFO_TIME":"21:45","PARTICIPANTNAME":"晋能

长治热电有限公司","GENERATORNAME":"岚水 2#"}]} 

 

C.2.4 日前必停机组 

接口描述 

日前必停机组信息接口包括市场成员名称、机组名称、日期、时间等。 

表 C.53 调用说明 

接口地址 https://pmos.sgcc.com.cn/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general 

请求方式 POST 

返回类型 JSON 

表 C.54 公共参数（放在请求头里）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

选 
描述 

Authorization Json 字符串 是 
用于身份鉴权，需放在 http 请求头

中，该 json 需要下表中所有字段。 

AppId String 是 
市场主体申请接入电力交易平台

后，为每个应用分配的 AppId 

timestamp Long 是 
以毫秒数为格式时间戳，例如：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String 是 
8 位字母与数字组合的随机字符串，

例如：L58Ece1W 

token String 是 
验证签名串，用于身份验证及防篡

改，采用 SHA1 加密参数获得，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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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 token 算法”章节。 

具体示例如下： 

Authorization:{ 

 "AppId": "5T6U3BU78COS897", 

 "timestamp":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L58Ece1W",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表 C.55 业务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interfaceName String 是 接口名称 

bizValue String 是 

接口所需要的条

件参数，无条件

时，此参数为空 

pageNo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所需要

的页数 

pageSize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每页展

示的条数 

表 C.56 业务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ean 接口调用成功标识 

code String 接口调用返回编码，1000

表示调用成功 

msg String 调用提示或错误信息 

total int 符合当前查询条件的总

记录数 

count int 当前调用返回条数 

data Object 接口返回信息 

Participantname String 市场成员名称 

Generatorname String 机组名称 

Info_Date Date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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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_time Timestamp 时间 

请求示例 

bizParameter：{ 

"AppId": "5T6U3BU78COS897", 

"interfaceName":"publicBTJZ", 

"bizValue":["2020-06-21"], 

"pageNo":"3", 

"pageSize":"10"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响应示例 

{"result":true,"code":"1000","msg":"操作成功","total":192,"count":10,"dat

a":[{"INFO_DATE":"2019-06-21","INFO_TIME":"24:00","PARTICIPANTNAME":"晋能

长治热电有限公司","GENERATORNAME":"岚水 2#"},{"INFO_DATE":"2019-06-21","IN

FO_TIME":"23:45","PARTICIPANTNAME":"晋能长治热电有限公司","GENERATORNAME

":"岚水 2#"},{"INFO_DATE":"2019-06-21","INFO_TIME":"23:30","PARTICIPANTNAM

E":"晋能长治热电有限公司","GENERATORNAME":"岚水 2#"},{"INFO_DATE":"2019-06

-21","INFO_TIME":"23:15","PARTICIPANTNAME":"晋能长治热电有限公司","GENERA

TORNAME":"岚水 2#"},{"INFO_DATE":"2019-06-21","INFO_TIME":"23:00","PARTICI

PANTNAME":"晋能长治热电有限公司","GENERATORNAME":"岚水 2#"},{"INFO_DATE":"

2019-06-21","INFO_TIME":"22:45","PARTICIPANTNAME":"晋能长治热电有限公司",

"GENERATORNAME":"岚水 2#"},{"INFO_DATE":"2019-06-21","INFO_TIME":"22:30","

PARTICIPANTNAME":"晋能长治热电有限公司","GENERATORNAME":"岚水 2#"},{"INFO_

DATE":"2019-06-21","INFO_TIME":"22:15","PARTICIPANTNAME":"晋能长治热电有

限公司","GENERATORNAME":"岚水 2#"},{"INFO_DATE":"2019-06-21","INFO_TIME":"

22:00","PARTICIPANTNAME":"晋能长治热电有限公司","GENERATORNAME":"岚水 2#

"},{"INFO_DATE":"2019-06-21","INFO_TIME":"21:45","PARTICIPANTNAME":"晋能

长治热电有限公司","GENERATORNAME":"岚水 2#"}]} 

 

C.2.5 机组检修总容量 

接口描述 

平台机组检修总容量信息接口为市场成员提供电力交易平台所有市场主体名称、日期、时间、检修

容量。 

表 C.57 调用说明 

接口地址 https://pmos.sgcc.com.cn/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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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方式 POST 

返回类型 JSON 

表 C.58 公共参数（放在请求头里）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

选 
描述 

Authorization Json 字符串 是 
用于身份鉴权，需放在 http 请求头

中，该 json 需要下表中所有字段。 

AppId String 是 
市场主体申请接入电力交易平台

后，为每个应用分配的 AppId 

timestamp Long 是 
以毫秒数为格式时间戳，例如：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String 是 
8 位字母与数字组合的随机字符串，

例如：L58Ece1W 

token String 是 

验证签名串，用于身份验证及防篡

改，采用 SHA1 加密参数获得，详见

“生成 token 算法”章节。 

具体示例如下： 

Authorization:{ 

 "AppId": "5T6U3BU78COS897", 

 "timestamp":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L58Ece1W",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表 C.59 业务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interfaceName String 是 接口名称 

bizValue String 是 

接口所需要的条

件参数，无条件

时，此参数为空 

pageNo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所需要

的页数 

pageSize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每页展

示的条数 

表 C.60 业务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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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 boolean 接口调用成功标识 

code String 接口调用返回编码，1000

表示调用成功 

msg String 调用提示或错误信息 

total int 符合当前查询条件的总

记录数 

count int 当前调用返回条数 

data Object 接口返回信息 

participantName String 市场主体名称 

Info_Date String 日期 

Info_time String 时间 

Jxrl String 检修容量 

请求示例 

bizParameter：{ 

"AppId": "5T6U3BU78COS897", 

"interfaceName":"publicJZJXZRL", 

"bizValue":["2020-06-20"], 

"pageNo":"1", 

"pageSize":"10"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响应示例 

{"result":true,"code":"1000","msg":"操作成功","total":96,"count":10,"data

":[{"INFO_DATE":"2019-06-20","JXRL":"9926","INFO_TIME":"00:15","PARTICIPA

NTNAME":"国网山西电力"},{"INFO_DATE":"2019-06-20","JXRL":"9926","INFO_TIM

E":"00:30","PARTICIPANTNAME":"国网山西电力"},{"INFO_DATE":"2019-06-20","J

XRL":"9926","INFO_TIME":"00:45","PARTICIPANTNAME":"国网山西电力"},{"INFO_

DATE":"2019-06-20","JXRL":"9926","INFO_TIME":"01:00","PARTICIPANTNAME":"

国网山西电力"},{"INFO_DATE":"2019-06-20","JXRL":"9926","INFO_TIME":"01:15

","PARTICIPANTNAME":"国网山西电力"},{"INFO_DATE":"2019-06-20","JXRL":"992

6","INFO_TIME":"01:30","PARTICIPANTNAME":"国网山西电力"},{"INFO_DATE":"20

19-06-20","JXRL":"9926","INFO_TIME":"01:45","PARTICIPANTNAME":"国网山西电

力"},{"INFO_DATE":"2019-06-20","JXRL":"9926","INFO_TIME":"02:00","PARTI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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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TNAME":"国网山西电力"},{"INFO_DATE":"2019-06-20","JXRL":"9926","INFO_T

IME":"02:15","PARTICIPANTNAME":"国网山西电力"},{"INFO_DATE":"2019-06-20",

"JXRL":"9926","INFO_TIME":"02:30","PARTICIPANTNAME":"国网山西电力"}]} 

 

C.2.6 断面约束 

接口描述 

断面约束信息接口包括市场成员名称、日期、断面名称、断面描述、正向传输极限、反向传输极限

等。 

表 C.61 调用说明 

接口地址 https://pmos.sgcc.com.cn/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general 

请求方式 POST 

返回类型 JSON 

表 C.62 公共参数（放在请求头里）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

选 
描述 

Authorization Json 字符串 是 
用于身份鉴权，需放在 http 请求头

中，该 json 需要下表中所有字段。 

AppId String 是 
市场主体申请接入电力交易平台

后，为每个应用分配的 AppId 

timestamp Long 是 
以毫秒数为格式时间戳，例如：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String 是 
8 位字母与数字组合的随机字符串，

例如：L58Ece1W 

token String 是 

验证签名串，用于身份验证及防篡

改，采用 SHA1 加密参数获得，详见

“生成 token 算法”章节。 

具体示例如下： 

Authorization:{ 

 "AppId": "5T6U3BU78COS897", 

 "timestamp":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L58Ece1W",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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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63 业务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interfaceName String 是 接口名称 

bizValue String 是 

接口所需要的条

件参数，无条件

时，此参数为空 

pageNo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所需要

的页数 

pageSize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每页展

示的条数 

表 C.64 业务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ean 接口调用成功标识 

code String 接口调用返回编码，1000

表示调用成功 

msg String 调用提示或错误信息 

total int 符合当前查询条件的总

记录数 

count int 当前调用返回条数 

data Object 接口返回信息 

Participantname String 市场成员名称 

Info_Date Date 日期 

Dmname String 断面名称 

Dmdescription String 断面描述 

Zxcsjx String 正向传输极限 

Fxcsjx String 反向传输极限 

请求示例 

bizParameter：{ 

"AppId": "5T6U3BU78COS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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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Name":"publicDMYS", 

"bizValue":["2020-06-20"], 

"pageNo":"1", 

"pageSize":"10"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响应示例 

{"result":true,"code":"1000","msg":"操作成功","total":36,"count":10,"data

":[{"ZXCSJX":"5200","FXCSJX":"-5200","INFO_DATE":"2019-06-20","DMDESCRIPT

ION":"长久三回线包含的设备有：国调.长久三线,国调.长久一线,国调.长久二线","

PARTICIPANTNAME":"国网山西电力","DMNAME":"长久三回线"},{"ZXCSJX":"572","F

XCSJX":"-572","INFO_DATE":"2019-06-20","DMDESCRIPTION":"城丹双＋城化线包

含的设备有：山西.城丹 I 线,山西.城化线,山西.城丹 II 线","PARTICIPANTNAME":"

国网山西电力","DMNAME":"城丹双＋城化线"},{"ZXCSJX":"419","FXCSJX":"-419",

"INFO_DATE":"2019-06-20","DMDESCRIPTION":"丹北双包含的设备有：山西.丹北 I

线,山西.丹北II线","PARTICIPANTNAME":"国网山西电力","DMNAME":"丹北双"},{"Z

XCSJX":"630","FXCSJX":"-630","INFO_DATE":"2019-06-20","DMDESCRIPTION":"渡

寨双包含的设备有：山西.渡寨 II 线,山西.渡寨 I 线","PARTICIPANTNAME":"国网山

西电力","DMNAME":"渡寨双"},{"ZXCSJX":"440","FXCSJX":"-440","INFO_DATE":"2

019-06-20","DMDESCRIPTION":"官阳双包含的设备有：山西.官阳 II 线,山西.官阳 I

线","PARTICIPANTNAME":"国网山西电力","DMNAME":"官阳双"},{"ZXCSJX":"970","

FXCSJX":"-970","INFO_DATE":"2019-06-20","DMDESCRIPTION":"侯村主变包含的设

备有：山西.侯村站/2#主变 01,山西.侯村站/1#主变 01","PARTICIPANTNAME":"国网

山西电力","DMNAME":"侯村主变"},{"ZXCSJX":"460","FXCSJX":"-460","INFO_DATE

":"2019-06-20","DMDESCRIPTION":"侯新双回线包含的设备有：山西.侯新I线,山西.

侯新II线","PARTICIPANTNAME":"国网山西电力","DMNAME":"侯新双回线"},{"ZXCSJ

X":"5000","FXCSJX":"-5000","INFO_DATE":"2019-06-20","DMDESCRIPTION":"湖关

三回线包含的设备有：华北.湖关二线,华北.湖关三线,华北.湖关一线","PARTICIPAN

TNAME":"国网山西电力","DMNAME":"湖关三回线"},{"ZXCSJX":"530","FXCSJX":"-5

30","INFO_DATE":"2019-06-20","DMDESCRIPTION":"湖玉双包含的设备有：山西.湖

玉 I 线,山西.湖玉 II 线","PARTICIPANTNAME":"国网山西电力","DMNAME":"湖玉双

"},{"ZXCSJX":"444","FXCSJX":"-444","INFO_DATE":"2019-06-20","DMDESCRIPTIO

N":"霍寺双包含的设备有：山西.霍寺 I 线,山西.霍寺 II 线","PARTICIPANTNAME":"

国网山西电力","DMNAME":"霍寺双"}]} 

 

C.2.7 日前正负备用需求 

接口描述 

日前正负备用需求信息接口包括市场成员名称、日期、类型、备用负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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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65 调用说明 

接口地址 https://pmos.sgcc.com.cn/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general 

请求方式 POST 

返回类型 JSON 

表 C.66 公共参数（放在请求头里）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

选 描述 

Authorization Json 字符串 是 
用于身份鉴权，需放在 http 请求头

中，该 json 需要下表中所有字段。 

AppId String 是 
市场主体申请接入电力交易平台

后，为每个应用分配的 AppId 

timestamp Long 是 
以毫秒数为格式时间戳，例如：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String 是 
8 位字母与数字组合的随机字符串，

例如：L58Ece1W 

token String 是 

验证签名串，用于身份验证及防篡

改，采用 SHA1 加密参数获得，详见

“生成 token 算法”章节。 

具体示例如下： 

Authorization:{ 

 "AppId": "5T6U3BU78COS897", 

 "timestamp":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L58Ece1W",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表 C.67 业务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interfaceName String 是 接口名称 

bizValue String 是 

接口所需要的条

件参数，无条件

时，此参数为空 

pageNo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所需要

的页数 

pageSize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每页展

示的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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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68 业务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ean 接口调用成功标识 

code String 接口调用返回编码，1000

表示调用成功 

msg String 调用提示或错误信息 

total int 符合当前查询条件的总

记录数 

count int 当前调用返回条数 

data Object 接口返回信息 

Participantname String 主体名称 

Info_Date Date 日期 

ByType String 类型 

Byfh String 备用负荷 

请求示例 

bizParameter：{ 

"AppId": "5T6U3BU78COS897", 

"interfaceName":"publicRQZFBYXQ", 

"bizValue":["2020-06-20"], 

"pageNo":"1", 

"pageSize":"10"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响应示例 

{"result":true,"code":"1000","msg":"操作成功","total":2,"count":2,"data":

[{"INFO_DATE":"2019-06-20","PARTICIPANTNAME":"国网山西电力","BYTYPE":"系

统正备用(MW)","BYFH":"1500"},{"INFO_DATE":"2019-06-20","PARTICIPANTNAME":

"国网山西电力","BYTYPE":"系统负备用(MW)","BYFH":"600"}]} 

 

C.2.8 输变电设备检修计划信息 

接口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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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变电设备检修计划信息接口包括设备名称、设备类型、日期、检修开始时间、检修结束时间等。 

表 C.69 调用说明 

接口地址 https://pmos.sgcc.com.cn/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general 

请求方式 POST 

返回类型 JSON 

表 C.70 公共参数（放在请求头里）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

选 
描述 

Authorization Json 字符串 是 
用于身份鉴权，需放在 http 请求头

中，该 json 需要下表中所有字段。 

AppId String 是 
市场主体申请接入电力交易平台

后，为每个应用分配的 AppId 

timestamp Long 是 
以毫秒数为格式时间戳，例如：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String 是 
8 位字母与数字组合的随机字符串，

例如：L58Ece1W 

token String 是 

验证签名串，用于身份验证及防篡

改，采用 SHA1 加密参数获得，详见

“生成 token 算法”章节。 

具体示例如下： 

Authorization:{ 

 "AppId": "5T6U3BU78COS897", 

 "timestamp":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L58Ece1W",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表 C.71 业务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interfaceName String 是 接口名称 

bizValue String 是 

接口所需要的条

件参数，无条件

时，此参数为空 

pageNo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所需要

的页数 



GB/TXXXXXX 

63 

pageSize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每页展

示的条数 

表 C.72 业务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ean 接口调用成功标识 

code String 接口调用返回编码，1000

表示调用成功 

msg String 调用提示或错误信息 

total int 符合当前查询条件的总

记录数 

count int 当前调用返回条数 

data Object 接口返回信息 

Sbname String 设备名称 

Info_Date Date 日期 

SbType String 设备类型 

Starttime Date 设备检修开始时间 

Endtime Date 设备检修结束时间 

请求示例 

bizParameter：{ 

"AppId": "5T6U3BU78COS897", 

"interfaceName":"publicSBJXJH", 

"bizValue":["2020-06-20"], 

"pageNo":"3", 

"pageSize":"10"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响应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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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true,"code":"1000","msg":"操作成功","total":7,"count":7,"data":

[{"INFO_DATE":"2019-06-20","SBTYPE":"主变","ENDTIME":"2019-06-20","STARTT

IME":"2019-06-16","SBNAME":"115404740451370044"},{"INFO_DATE":"2019-06-20

","SBTYPE":"主变","ENDTIME":"2019-07-04","STARTTIME":"2019-06-01","SBNAME

":"115404740451369185"},{"INFO_DATE":"2019-06-20","SBTYPE":"主变","ENDTIM

E":"2019-07-04","STARTTIME":"2019-06-01","SBNAME":"115404740451369184"},

{"INFO_DATE":"2019-06-20","SBTYPE":"线路","ENDTIME":"2019-07-04","STARTTI

ME":"2019-06-01","SBNAME":"116530640358212027"},{"INFO_DATE":"2019-06-20

","SBTYPE":"主变","ENDTIME":"2019-06-26","STARTTIME":"2019-06-20","SBNAME

":"115404740451369906"},{"INFO_DATE":"2019-06-20","SBTYPE":"线路","ENDTIM

E":"2019-06-20","STARTTIME":"2019-06-16","SBNAME":"116530640358212055"},

{"INFO_DATE":"2019-06-20","SBTYPE":"线路","ENDTIME":"2019-06-20","STARTTI

ME":"2019-06-13","SBNAME":"116530640358212384"}]} 

 

C.2.9 日前新能源负荷预测 

接口描述 

日前新能源负荷预测信息接口包括运行单位名称、日期、时点、电力值等。 

表 C.73 调用说明 

接口地址 https://pmos.sgcc.com.cn/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general 

请求方式 POST 

返回类型 JSON 

表 C.74 公共参数（放在请求头里）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

选 
描述 

Authorization Json 字符串 是 
用于身份鉴权，需放在 http 请求头

中，该 json 需要下表中所有字段。 

AppId String 是 
市场主体申请接入电力交易平台

后，为每个应用分配的 AppId 

timestamp Long 是 
以毫秒数为格式时间戳，例如：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String 是 
8 位字母与数字组合的随机字符串，

例如：L58Ece1W 

token String 是 

验证签名串，用于身份验证及防篡

改，采用 SHA1 加密参数获得，详见

“生成 token 算法”章节。 

具体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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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zation:{ 

 "AppId": "5T6U3BU78COS897", 

 "timestamp":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L58Ece1W",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表 C.75 业务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interfaceName String 是 接口名称 

bizValue String 是 

接口所需要的条

件参数，无条件

时，此参数为空 

pageNo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所需要

的页数 

pageSize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每页展

示的条数 

表 C.76 业务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ean 接口调用成功标识 

code String 接口调用返回编码，1000

表示调用成功 

msg String 调用提示或错误信息 

total int 符合当前查询条件的总

记录数 

count int 当前调用返回条数 

data Object 接口返回信息 

Participantname String 运行单位名称 

Info_Date Date 日期 

Info_time Date 时点 

Evalue String 电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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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bizParameter：{ 

"AppId": "5T6U3BU78COS897", 

"interfaceName":"publicRQXNYFHYC", 

"bizValue":["2019-12-20"], 

"pageNo":"1", 

"pageSize":"10"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响应示例 

{"result":true,"code":"1000","msg":"操作成功","total":96,"count":10,"data

":[{"INFO_DATE":"2019-12-20","INFO_TIME":"09:15","PARTICIPANTNAME":"国网

山西电力","DATETIME":"2019-12-19","EVALUE":"5386.8"},{"INFO_DATE":"2019-1

2-20","INFO_TIME":"09:30","PARTICIPANTNAME":"国网山西电力","DATETIME":"20

19-12-19","EVALUE":"5701.82"},{"INFO_DATE":"2019-12-20","INFO_TIME":"09:4

5","PARTICIPANTNAME":"国网山西电力","DATETIME":"2019-12-19","EVALUE":"592

7.93"},{"INFO_DATE":"2019-12-20","INFO_TIME":"10:00","PARTICIPANTNAME":"

国网山西电力","DATETIME":"2019-12-19","EVALUE":"6208.44"},{"INFO_DATE":"2

019-12-20","INFO_TIME":"10:15","PARTICIPANTNAME":"国网山西电力","DATETIME

":"2019-12-19","EVALUE":"6460.94"},{"INFO_DATE":"2019-12-20","INFO_TIME":

"10:30","PARTICIPANTNAME":"国网山西电力","DATETIME":"2019-12-19","EVALUE

":"6784.53"},{"INFO_DATE":"2019-12-20","INFO_TIME":"10:45","PARTICIPANTNA

ME":"国网山西电力","DATETIME":"2019-12-19","EVALUE":"7124.44"},{"INFO_DAT

E":"2019-12-20","INFO_TIME":"11:00","PARTICIPANTNAME":"国网山西电力","DAT

ETIME":"2019-12-19","EVALUE":"7419.57"},{"INFO_DATE":"2019-12-20","INFO_T

IME":"11:15","PARTICIPANTNAME":"国网山西电力","DATETIME":"2019-12-19","EV

ALUE":"7725.95"},{"INFO_DATE":"2019-12-20","INFO_TIME":"11:30","PARTICIPA

NTNAME":"国网山西电力","DATETIME":"2019-12-19","EVALUE":"8089.04"}]} 

 

C.2.10 开机不满七天机组信息 

接口描述 

开机不满七天机组信息接口包括日期、机组名称等。 

表 C.77 调用说明 

接口地址 https://pmos.sgcc.com.cn/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general 

请求方式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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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类型 JSON 

表 C.78 公共参数（放在请求头里）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

选 
描述 

Authorization Json 字符串 是 
用于身份鉴权，需放在 http 请求头

中，该 json 需要下表中所有字段。 

AppId String 是 
市场主体申请接入电力交易平台

后，为每个应用分配的 AppId 

timestamp Long 是 
以毫秒数为格式时间戳，例如：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String 是 
8 位字母与数字组合的随机字符串，

例如：L58Ece1W 

token String 是 

验证签名串，用于身份验证及防篡

改，采用 SHA1 加密参数获得，详见

“生成 token 算法”章节。 

具体示例如下： 

Authorization:{ 

 "AppId": "5T6U3BU78COS897", 

 "timestamp":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L58Ece1W",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表 C.79 业务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interfaceName String 是 接口名称 

bizValue String 是 

接口所需要的条

件参数，无条件

时，此参数为空 

pageNo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所需要

的页数 

pageSize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每页展

示的条数 

表 C.80 业务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ean 接口调用成功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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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String 接口调用返回编码，1000

表示调用成功 

msg String 调用提示或错误信息 

total int 符合当前查询条件的总

记录数 

count int 当前调用返回条数 

data Object 接口返回信息 

Generatorname String 机组名称 

Info_Date Date 日期 

请求示例 

bizParameter：{ 

"AppId": "5T6U3BU78COS897", 

"interfaceName":"publicKJBMQTJZ", 

"bizValue":["2020-05-08"], 

"pageNo":"1", 

"pageSize":"10"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响应示例 

{"result":true,"code":"1000","msg":"操作成功","total":342,"count":10,"data

":[{"INFO_DATE":"2020-05-08","GENERATORNAME":"广宇 1#"},{"INFO_DATE":"2020-0

5-08","GENERATORNAME":"神池霸业梁三期"},{"INFO_DATE":"2020-05-08","GENERATO

RNAME":"高家堡I期33X1.5"},{"INFO_DATE":"2020-05-08","GENERATORNAME":"高家堡

II 期 33X1.5"},{"INFO_DATE":"2020-05-08","GENERATORNAME":"东马坊 I 期(33X1.5)

"},{"INFO_DATE":"2020-05-08","GENERATORNAME":"月明山风电"},{"INFO_DATE":"20

20-05-08","GENERATORNAME":"万家寨 4#"},{"INFO_DATE":"2020-05-08","GENERATORN

AME":"万家寨 5#"},{"INFO_DATE":"2020-05-08","GENERATORNAME":"新荣小窑山二期

"},{"INFO_DATE":"2020-05-08","GENERATORNAME":"新荣小窑山 I期(33X1.5)"}]} 

 

C.2.11 准入企业名单信息 

接口描述 

准入企业名单信息接口包括企业名称、地理区域、机组容量、法人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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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81 调用说明 

接口地址 https://pmos.sgcc.com.cn/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general 

请求方式 POST 

返回类型 JSON 

表 C.82 公共参数（放在请求头里）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

选 
描述 

Authorization Json 字符串 是 
用于身份鉴权，需放在 http 请求头

中，该 json 需要下表中所有字段。 

AppId String 是 
市场主体申请接入电力交易平台

后，为每个应用分配的 AppId 

timestamp Long 是 
以毫秒数为格式时间戳，例如：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String 是 
8 位字母与数字组合的随机字符串，

例如：L58Ece1W 

token String 是 

验证签名串，用于身份验证及防篡

改，采用 SHA1 加密参数获得，详见

“生成 token 算法”章节。 

具体示例如下： 

Authorization:{ 

 "AppId": "5T6U3BU78COS897", 

 "timestamp":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L58Ece1W",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表 C.83 业务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interfaceName String 是 接口名称 

bizValue String 是 

接口所需要的条

件参数，无条件

时，此参数为空 

pageNo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所需要

的页数 

pageSize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每页展

示的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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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84 业务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ean 接口调用成功标识 

code String 接口调用返回编码，1000

表示调用成功 

msg String 调用提示或错误信息 

total int 符合当前查询条件的总

记录数 

count int 当前调用返回条数 

data Object 接口返回信息 

Participantname String 企业名称 

Area String 地理区域 

Generatorrl String 机组容量 

Frinformation String 法人信息 

请求示例 

bizParameter：{ 

"AppId": "5T6U3BU78COS897", 

"interfaceName":"publicZRQYMD", 

"bizValue":["2020"], 

"pageNo":"3", 

"pageSize":"10"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响应示例 

{"result":true,"code":"1000","msg":"操作成功"， 

"total":"700", 

"count":"10"， 

"date":[{ 

 "AppId": "5T6U3BU78COS897", 

 "timestamp": 1584502672530, 

 "Participantname": "北方通用", 

"Area": "山西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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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orrl": "600", 

"Frinformation": "张三",} 

]} 

C.2.12 日前联络线计划信息 

接口描述 

日前联络线计划信息接口包括日期、时点、电力值、通道等。 

接口地址 https://pmos.sx.sgcc.com.cn/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general 

请求方式 POST 

返回类型 JSON 

公共参数 

参考附件三 1.1 绑定信息接口中的公共参数示例。 

业务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interfaceName String 是 接口名称 

bizValue String[] 是 

接口所需要的条

件参数，无条件

时，此参数为空 

pageNo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所需要

的页数 

pageSize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每页展

示的条数 

业务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ean 接口调用成功标识 

code String 接口调用返回编码，1000

表示调用成功 

msg String 调用提示或错误信息 

total int 符合当前查询条件的总

记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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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 int 当前调用返回条数 

data Object 接口返回信息 

INFO_DATE Date 日期 

INFO_TIME Date 时间 

EVALUE String 电力值 

T_ROAD String 通道 

请求示例 

bizParameter：{ 

"interfaceName":"publicDayAheadPlan", 

"bizValue":["2020-11-01"], 

"pageNo":"1", 

"pageSize":"1" 

} 

响应示例 

{"result":true,"code":"1000","msg":"操作成功

","total":342,"count":10,"data":[ 

{"INFO_DATE":"2020-11-01", 

"INFO_TIME":"00:15", 

"EVALUE":"25000" 

"T_ROAD":"京津唐"}]} 

C.2.13 全省用电负荷预测信息 

接口描述 

全省用电负荷预测信息接口包括日期、时点、电力值等。 

接口地址 https://pmos.sx.sgcc.com.cn/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general 

请求方式 POST 

返回类型 JSON 

公共参数 

参考附件三 1.1 绑定信息接口中的公共参数示例。 

业务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interfaceName String 是 接口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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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zValue String[] 是 

接口所需要的条

件参数，无条件

时，此参数为空 

pageNo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所需要

的页数 

pageSize String 是 
数据分页，每页展

示的条数 

业务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ean 接口调用成功标识 

code String 接口调用返回编码，1000

表示调用成功 

msg String 调用提示或错误信息 

total int 符合当前查询条件的总

记录数 

count int 当前调用返回条数 

data Object 接口返回信息 

INFO_DATE Date 日期 

INFO_TIME Date 时间 

EVALUE String 电力值 

   

请求示例 

bizParameter：{ 

"interfaceName":"publicLoadPower", 

"bizValue":["2020-11-01"], 

"pageNo":"1", 

"pageSize":"1" 

} 

响应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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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true,"code":"1000","msg":"操作成功

","total":342,"count":10,"data":[ 

{"INFO_DATE":"2020-11-01", 

"INFO_TIME":"00:15", 

"EVALUE":"25000" 

}]} 

 

附录 D（规范性附录）接口清单(市场主体上传) 

山西电力交易平台以 HTTPS 协议对外提供服务，客户 端采用 POST 方式，将接口参数发送到接口

地址，实现接口 服 务 调 用 。 山 西 电 力 交 易 平 台 的 接 口 访 问 地 址 为 ： 

https://pmos.sx.sgcc.com.cn/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PO ST  

推荐使用： https://220.194.186.220/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POST 

D.1.1 接口调用参数说明 

调用接口参数包括公共参数和数据参数两部分，其中 token 参数通过对 AppId、AppSecret、时间

戳和随机字符串 hash 得到，详见“生成 token 算法”章节。 

公共参数用来身份鉴权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reqParamter Json 字符串 是 

用于身份鉴权,需

放在 http 请求

头中，该 json 需

要下表中所有字

段 

 

字段名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APPIDString String 是 
市场主体申请接入电力交易平台

后，为每个应用分配的 AppId 

TIMESTAMP Long 是 
精确到毫秒数格式的时间戳，例如：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String 是 
8 位字母与数字组合的随机字符

串，例如：L58Ece1W 

TOKEN String 是 
验证签名串，用于身份验证及防篡

改，采用 SHA1 加密参数获得，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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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生成 token 算法”章节。 

 

具体示例如下： 

reqParamter:{ 

"APPID": "5T6U3BU78COS897", 

"TIMESTAMP":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L58Ece1W",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数据参数，用来推送数据。 

为保证数据传输安全性需要对参数值进行加密处理，加密方式为 SM2,客户端用申请接入电力交易

平台成功后为其分配的公钥对参数值加密即可。（SM2 加密所需要的工具包在接口申请页面提供下载）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objData Json 字符串 是 

Json字符串需包含调用具体接口所

要求的字段 

 

 

数据参数请求示例，值如下（加密前）： 

objData:{ 

"interfaceName": "xxx", 

"param1": "1","param2":  

"xx","param3":  

"test", 

...... 

} 

数据参数请求示例，值如下（采用 SM2 加密后）： 

objData:946b4016f881daf3886eb021153f6b840978a06a60a566e09898a03cc41efcc3a

85dad6cd0499d8d0ceafa70a92e4ae5f3f74f84305c194311b3aca79aaad0d71AC2F342F8

E139D7DB776C63A6B47EBE2790577D2A62D722658EF23CFA3D8A397E14E54144FF3D1A5F6

E422A13E24EC5278056DDD6C58FD1DEC51D06EAA69F69C68C75F9126BC2EC1FCDAB31A1F8

AF 

 

接口返回说明：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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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 boolean 
接口调用成功标识 

 

code String 接口调用返回编码 

msg String 调用提示或错误信息 

返回的数据类型为 Json 格式，Json 格式的返回数据使用 AES 对称加密算法进行加密,加密模式为 

CBC，补码方式为 PKCS5。解密所需要的工具包在接口申请页面提供下载，可以调用工具类 AESUtils 的

decrypt 方法进行解密，使用对称加密的密钥 secretKey 和向量偏移量 ivKey 进行解密。 

//使用 AES/CBC/PKCS5Padding 解密 

String decryptedContent = AESUtils.decrypt(Algorithm.AES,AESMode.CBC, Pad

ding.PKCS5Padding, serectKey, ivKey, encryptedContent); 

 

 

响应状态码说明 

编码 说明 

6001 参数数量错误 

1.1.1 争议信息 

接口描述 争议信息 

接口功能 推送争议的异议数据日期、省地电类型、异议类型、公布电量、实际电量、

问题描述、补充说明等 

接口地址 https://pmos.sx.sgcc.com.cn/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POST 

返回类型 JSON 

数据频率 按需 

 

参数体名称 参数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reqParamter    

用于身份鉴权，需放在

http 请求头中，该 Json

需要如下表中所有字段 

 APPID String 是 

市场主体申请接入电力交

易平台后，为每个应用分

配的 AppId 

 
TIMESTAM

P 
Long 是 

以毫秒数为格式时间戳，

例如：158450267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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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DOMST

R 
String 是 

8 位字母与数字组合的随

机字符串，例如：L58Ece1W 

 TOKEN String 是 

验证签名串，用于身份验

证及防篡改，采 

用 SHA1 加密参数获得，

详见“生成 token 算法”

章节。 

 

 

具体示例如下： 

reqParamter:{ 

"APPID": "5T6U3BU78COS897", 

"TIMESTAMP":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L58Ece1W",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业务数据 

参数体名称 参数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备注 

objData     业务数据，该 Json

需要如下表中所有

字段 

 interface

Name 

String 是 接口名称 disputeInterface 

 DISTIME String 是 异议数据日

期 

格式：yyyy-mm 

 TYPE Int 是 省地电类别 0：省电，1：地电 

 SORTTYPE Int 是 异议类别 0：中长期，1：现

货， 

 PUBPOWER Float 是 公布电量  

 ACTPOWER Float 是 实际电量  

 QUEDESCRI

BE 

Int 是 问题描述 0(正常用电，但全

天电量为 0)1(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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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几个时间点，有

一次电量)2(当日

电量集中在一个时

间点上)3(各时点

电量不准确 4(其

他) 

 OTHCONTEN

T 

String 是  其他异议补充说明 

请求示例： 

objData：{ 

"interfaceName":"disputeInterface", 

"DISTIME"："2020-09", 

"TYPE":"0", 

"SORTTYPE":"1"， 

"PUBPOWER":"300.78"， 

"PUBPOWER":"289.78"， 

"QUEDESCRIBE":"4"， 

"OTHCONTENT":"这里是一些说明" 

} 

响应示例： 

{ 

"result":true, 

"code":"1000", 

"msg":"操作成功" 

} 

 

附录 E（规范性附录）零售市场接口清单(交易平台对外发布) 

E.1 零售管理信息 

1.1 零售结算方案信息 

接口描述 

零售结算方案信息上报接口包括售电公司 ID、售电公司名称、方案名称、方案编码、方案生效时

间、方案失效时间、方案周期、负偏差售电公司约定用户承担比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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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地址 https://pmos.sx.sgcc.com.cn/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POST 

请求方式 POST 

返回类型 JSON 

公共参数（放在请求头里）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

选 描述 

reqParamter Json 字符串 是 
用于身份鉴权，需放在 http 请求头中，

该 json 需要下表中所有字段。 

APPID String 是 
市场主体申请接入电力交易平台后，为

每个应用分配的 AppId 

TIMESTAMP Long 是 
以毫秒数为格式时间戳，例如：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String 是 
8 位字母与数字组合的随机字符串，例

如：L58Ece1W 

TOKEN String 是 

验证签名串，用于身份验证及防篡改，

采用 SHA1 加密参数获得，详见“生成

token 算法”章节。 

具体示例如下： 

reqParamter:{ 

 "APPID": "5T6U3BU78COS897", 

 "TIMESTAMP":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L58Ece1W",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业务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

选 
描述 

值 

interfaceName String 是 接口名称 privateBDXX 

bizValue String[] 是 

接口所需要的参数值字符

串数组，接口无参数时，

此项为空数组 

空数组 

pageNo String 是 

分页时的页数，若为 null，

则代表不开启分页，默认

取出所有数据 

 

pageSize String 是 分页时的每页最大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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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为 null，则代表不开启

分页，默认取出所有数据 

业务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ean 接口调用成功标识 

code String 
接口调用返回编码，1000

表示调用成功 

msg String 调用提示或错误信息 

total int 
符合当前查询条件的总

记录数 

count int 当前调用返回条数 

data Object 接口返回信息 

participantid String 售电公司 ID 

participantName String 售电公司名称 

PackageName String 方案名称 

PackageCode String 方案编码 

startTime Date 方案生效时间 

endTime Date 方案失效时间 

PackageCycle String 
方案周期(1:月度,2:年

度) 

NcheckPro Number 
负偏差售电公司约定用

户承担比例 

请求示例 

bizParameter：{ 

 "interfaceName": "privatePackageQuery", 

 "bizValue": ["2020-01"], 

 "pageNo": "1", 

 "pageSize": "1" 

} 

响应示例 

{"result":true,"code":"1000","msg":"操作成功","total":4,"count":4,"data":[ 

{"participantid":""0asd0adas1d0asd12asdfc0", 

"participantName":"山西**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startTime":"2020-01-01", 

"PackageCycle":"1", 

"PackageName":"方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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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heckPro":"20", 

"PackageCode":"DFU0584135654", 

"endTime":"2020-01-31"} 

} 

1.2 用户关联方案信息 

接口描述 

用户关联年度方案信息接口包括零售用户市场成员 ID、零售用户市场成员名称、时间、用户结算

单元、合同、类型、关联方案、方案价格、确认状态、确认人、确认时间、发布状态等。 

接口地址 https://pmos.sx.sgcc.com.cn/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general 

请求方式 POST 

返回类型 JSON 

公共参数（放在请求头里）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

选 描述 

reqParamter Json 字符串 是 
用于身份鉴权，需放在 http 请求头

中，该 json 需要下表中所有字段。 

APPID String 是 
市场主体申请接入电力交易平台后，

为每个应用分配的 AppId 

TIMESTAMP Long 是 
以毫秒数为格式时间戳，例如：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String 是 
8 位字母与数字组合的随机字符串，

例如：L58Ece1W 

TOKEN String 是 

验证签名串，用于身份验证及防篡

改，采用 SHA1 加密参数获得，详见

“生成 token 算法”章节。 

具体示例如下： 

reqParamter:{ 

 "APPID": "5T6U3BU78COS897", 

 "TIMESTAMP":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L58Ece1W",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业务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

选 
描述 

值 

interfaceName String 是 接口名称 privateBDXX 



GB/TXXXXXX 

82 

bizValue String[] 是 

接口所需要的参数值字符

串数组，接口无参数时，

此项为空数组 

空数组 

pageNo String 是 

分页时的页数，若为 null，

则代表不开启分页，默认

取出所有数据 

 

pageSize String 是 

分页时的每页最大数量，

若为 null，则代表不开启

分页，默认取出所有数据 

 

业务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ean 接口调用成功标识 

code String 
接口调用返回编码，1000 表

示调用成功 

msg String 调用提示或错误信息 

total int 
符合当前查询条件的总记录

数 

count int 当前调用返回条数 

data Object 接口返回信息 

participantName String 零售用户名称 

dateTime Date 时间 

sbsUnit String  用户结算单元 

contract String 合同 

type String 类型 

relationPlan String 关联方案 

planPrice String 方案价格 

isConfrim String 确认状态 

confrimPerson String 确认人 

confirmTime Date 确认时间 

isPub String 发布状态  

请求示例 

bizParameter：{ 

 "interfaceName": "privatePlan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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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zValue": ["2019-01-01"], 

 "pageNo": "1", 

 "pageSize": "1" 

} 

响应示例 

{"result":true,"code":"1000","msg":"操作成功","total":4,"count":4,"data":[ 

{"sbsUnit":""山西**丰煤化有限公", 

"participantName":"山西**丰煤化有限公司", 

"dateTime":"2019-12-31", 

"contract":"", 

"type":"新兴", 

"relationPlan":"方案 1", 

"planPrice":"332", 

"isConfrim":"是", 

"confrimPerson":"张三", 

"confirmTime":"2020-01-01 15:30:00", 

"isPub":"是"}} 

1.3 用户计划电量申报信息 

接口描述 

用户计划电量申报信息接口包括零售用户市场成员名称、月份用电计划值、发布状态、确认状态等。 

接口地址 https://pmos.sx.sgcc.com.cn/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general 

请求方式 POST 

返回类型 JSON 

公共参数（放在请求头里）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

选 描述 

reqParamter Json 字符串 是 
用于身份鉴权，需放在 http 请求头中，

该 json 需要下表中所有字段。 

APPID String 是 
市场主体申请接入电力交易平台后，为

每个应用分配的 AppId 

TIMESTAMP Long 是 
以毫秒数为格式时间戳，例如：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String 是 
8 位字母与数字组合的随机字符串，例

如：L58Ece1W 

TOKEN String 是 

验证签名串，用于身份验证及防篡改，

采用 SHA1 加密参数获得，详见“生成

token 算法”章节。 

具体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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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Paramter:{ 

 "APPID": "5T6U3BU78COS897", 

 "TIMESTAMP":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L58Ece1W",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业务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

选 
描述 

值 

interfaceName String 是 接口名称 privateBDXX 

bizValue String[] 是 

接口所需要的参数值字符

串数组，接口无参数时，

此项为空数组 

空数组 

pageNo String 是 

分页时的页数，若为 null，

则代表不开启分页，默认

取出所有数据 

 

pageSize String 是 

分页时的每页最大数量，

若为 null，则代表不开启

分页，默认取出所有数据 

 

业务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ean 接口调用成功标识 

code String 
接口调用返回编码，1000 表

示调用成功 

msg String 调用提示或错误信息 

total int 
符合当前查询条件的总记录

数 

count int 当前调用返回条数 

data Object 接口返回信息 

Participantid String 零售用户 ID 

participantName String 零售用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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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h Date 月份 

PlanPower String 用电计划值 

isPub String 发布状态 

IsConfirm String 确认状态 

请求示例 

bizParameter：{ 

 "interfaceName": "privateEnergyPlan", 

 "bizValue": ["2019-01-01"], 

 "pageNo": "1", 

 "pageSize": "1" 

} 

响应示例 

{"result":true,"code":"1000","msg":"操作成功","total":4,"count":4,"data":[ 

{"participantName":"山西**丰煤化有限公司", 

"Month":"2019-12", 

"Participantid":"023s5d1asd1as5d412fc0asefsdfv", 

"PlanPower":"80000", 

"IsConfirm":"已确认", 

"isPub":"已发布"}} 

 

1.4 用户电量查询信息 

接口描述 

用户电量查询信息接口包括售电公司结算单元 ID、售电公司结算单元名称、零售用户结算单元 ID、

零售用户市场成员名称、月份、计划用电量、实际用电量等。 

接口地址 https://pmos.sx.sgcc.com.cn/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general 

请求方式 POST 

返回类型 JSON 

公共参数（放在请求头里）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

选 描述 

reqParamter Json 字符串 是 
用于身份鉴权，需放在 http 请求头

中，该 json 需要下表中所有字段。 

APPID String 是 
市场主体申请接入电力交易平台

后，为每个应用分配的 AppId 

TIMESTAMP Long 是 
以毫秒数为格式时间戳，例如：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String 是 
8 位字母与数字组合的随机字符串，

例如：L58Ece1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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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EN String 是 

验证签名串，用于身份验证及防篡

改，采用 SHA1 加密参数获得，详见

“生成 token 算法”章节。 

具体示例如下： 

reqParamter:{ 

 "APPID": "5T6U3BU78COS897", 

 "TIMESTAMP":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L58Ece1W",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业务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

选 
描述 

值 

interfaceName String 是 接口名称 privateBDXX 

bizValue String[] 是 

接口所需要的参数值字符

串数组，接口无参数时，

此项为空数组 

空数组 

pageNo String 是 

分页时的页数，若为 null，

则代表不开启分页，默认

取出所有数据 

 

pageSize String 是 

分页时的每页最大数量，

若为 null，则代表不开启

分页，默认取出所有数据 

 

业务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boolean 接口调用成功标识 

code String 
接口调用返回编码，1000

表示调用成功 

msg String 调用提示或错误信息 

total int 
符合当前查询条件的总

记录数 

count int 当前调用返回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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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Object 接口返回信息 

SbsunitID String 售电公司结算单元 ID 

sbsunitName String 售电公司结算单元名称 

Participantid String 零售用户 ID 

participantName String 零售用户名称 

Month Date 月份 

PlanPower String 计划用电量 

Energy String 实际用电量 

请求示例 

bizParameter：{ 

 "interfaceName": "privateEnergyQuery", 

 "bizValue": ["2019-01-01"], 

 "pageNo": "1", 

 "pageSize": "1" 

} 

响应示例 

{"result":true,"code":"1000","msg":"操作成功","total":4,"count":4,"data

":[ 

{"SbsunitID":"0asd0as0dad0fgetersdg2fgv", 

"sbsunitName":"山西**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participantName":"山西**丰煤化有限公司", 

"Month":"2019-12", 

"Participantid":"023s5d1asd1as5d412fc0asefsdfv", 

"PlanPower":"80000", 

"Energy":"80001"}} 

 

附录 F（规范性附录）零售市场接口清单(市场主体上传) 

F.1 零售管理信息 

1.1 零售结算方案信息 

接口描述 

零售结算方案信息上报接口包括售电公司 ID、售电公司名称、方案名称、方案生效时间、方案失

效时间、方案周期、负偏差售电公司约定用户承担比例等。 

接口地址 https://pmos.sx.sgcc.com.cn/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POST 

请求方式 POST 

返回类型 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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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参数（放在请求头里）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

选 描述 

reqParamter Json 字符串 是 
用于身份鉴权，需放在 http 请求头

中，该 json 需要下表中所有字段。 

APPID String 是 
市场主体申请接入电力交易平台

后，为每个应用分配的 AppId 

TIMESTAMP Long 是 
以毫秒数为格式时间戳，例如：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String 是 
8 位字母与数字组合的随机字符串，

例如：L58Ece1W 

TOKEN String 是 

验证签名串，用于身份验证及防篡

改，采用 SHA1 加密参数获得，详见

“生成 token 算法”章节。 

具体示例如下： 

reqParamter:{ 

 "APPID": "5T6U3BU78COS897", 

 "TIMESTAMP":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L58Ece1W",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业务数据 

参数体名称  参数名称 类型 
是否

必选 
说明 

备注 

objData     

业务数据，

该 Json 需

要如下表

中所有字

段 

 
interfaceNam

e 
String 是 接口名称 

privatePa

ckagePub 

 
participanti

d 
String 是 售电公司 ID 

售电公司

从交易平

台获取的

售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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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participantN

ame 
String 是 售电公司名称 

售电公司

从交易平

台获取的

售电公司

名称 

 planName String 是 方案名称 例：方案 1 

 startTime Date 是 方案生效时间 

例：

2020-01-0

1 

 endTime Date 是 方案失效时间 

例：

2020-01-3

1 

 PackageCycle String 是 方案周期 

1:月度方

案,2:年度

方案 

 NcheckPro Number 是 
负偏差售电公司约定

用户承担比例 

值范围：

0-100 

请求示例： 

objData：{ 

"participantid":""0asd0adas1d0asd12asdfc0", 

"participantName":"山西**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startTime":"2020-01-01", 

"PackageCycle":"1", 

"PackageName":"方案 1", 

"NcheckPro":"20", 

"endTime":"2020-01-31" 

} 

响应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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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ult":true, 

"code":"1000", 

"msg":"操作成功" 

} 

1.2 用户关联年度方案信息 

接口描述 

用户关联年度方案信息接口包括零售用户市场成员 ID、零售用户市场成员名称、时间、用户结算

单元、关联方案名称、方案编码、方案周期等。 

接口地址 https://pmos.sx.sgcc.com.cn/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POST 

请求方式 POST 

返回类型 JSON 

公共参数（放在请求头里）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

选 描述 

reqParamter Json 字符串 是 
用于身份鉴权，需放在 http 请求头

中，该 json 需要下表中所有字段。 

APPID String 是 
市场主体申请接入电力交易平台

后，为每个应用分配的 AppId 

TIMESTAMP Long 是 
以毫秒数为格式时间戳，例如：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String 是 
8 位字母与数字组合的随机字符串，

例如：L58Ece1W 

TOKEN String 是 

验证签名串，用于身份验证及防篡

改，采用 SHA1 加密参数获得，详见

“生成 token 算法”章节。 

具体示例如下： 

reqParamter:{ 

 "APPID": "5T6U3BU78COS897", 

 "TIMESTAMP":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L58Ece1W",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 

业务数据 

参数体名称  参数名 类型 
是否

必选 
描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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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Data     

业务数

据，该

Json 需

要如下

表中所

有字段 

 
interfaceNam

e 
String 是 接口名称 

private

Package

RelPub 

 
Participanti

d 
String 是 零售用户市场成员 id 

售电公

司从交

易平台

获取的

售电公

司 ID 

 
participantN

ame 
String 是 零售用户名称 

售电公

司从交

易平台

获取的

售电公

司名称 

 dateTime Date 是 时间 

例：

2021(年

度)，

2021-01

(月度) 

 sbsUnit String  是 用户结算单元 

从 交 易

平 台 获

取 的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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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结 算

单元 id 

 PackageCode String 是 方案编码 

上 报 方

案后，从

交 易 平

台 获 取

的 code 

 PackegeName String 是 方案名称  

 PackageCycle Number 是 方案周期 

1: 月

度,2:年

度 

请求示例： 

objData：{ 

"participantid":""0asd0adas1d0asd12asdfc0", 

"participantName":"山西**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dateTime":"2020-01", 

"PackageCode":"FVHDF0545105", 

"PackageCycle":"1", 

"PackageName":"方案 1", 

"sbsUnit":"0sdfwef02dfsedf10s2df1d2" 

} 

响应示例： 

{ 

"result":true, 

"code":"1000", 

"msg":"操作成功" 

} 

1.3 用户计划电量申报信息 

接口描述 

用户计划电量申报信息接口包括零售用户市场成员名称、月份用电计划值、发布状态、确认状态等。 

接口地址 https://pmos.sx.sgcc.com.cn/marketFastAccess/rest/market/POST 

请求方式 POST 

返回类型 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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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参数（放在请求头里） 

参数名 类型 

是否必

选 描述 

reqParamter Json 字符串 是 
用于身份鉴权，需放在 http 请求头

中，该 json 需要下表中所有字段。 

APPID String 是 
市场主体申请接入电力交易平台

后，为每个应用分配的 AppId 

TIMESTAMP Long 是 
以毫秒数为格式时间戳，例如：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String 是 
8 位字母与数字组合的随机字符串，

例如：L58Ece1W 

TOKEN String 是 

验证签名串，用于身份验证及防篡

改，采用 SHA1 加密参数获得，详见

“生成 token 算法”章节。 

具体示例如下： 

reqParamter:{ 

 "APPID": "5T6U3BU78COS897", 

 "TIMESTAMP": 1584502672530, 

 "RANDOMSTR": "L58Ece1W", 

 "TOKEN": "8c8a050e8ec2973608954b79ebe3c0c40f57a679"} 

业务数据 

参数体名称  参数名 类型 
是否

必选 
描述 

说明 

objData     

业务数

据，该

Json 需

要如下

表中所

有字段 

 
interfaceNam

e 
String 是 接口名称 

private

EnergyP

ub 

 
Participanti

d 
String 是 零售用户市场成员 id 

售电公

司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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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平台

获取的

售电公

司 ID 

 
participantN

ame 
String 是 零售用户名称 

售电公

司从交

易平台

获取的

售电公

司名称 

 Month Date 是 时间 

例：

2021(年

度)，

2021-01

(月度) 

 EnergyPlan Number 是 用电计划值 

零 售 用

户 计 划

用电量 

请求示例： 

objData：{ 

"participantid":""0asd0adas1d0asd12asdfc0", 

"participantName":"山西**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Month":"2020-01", 

"EnergyPlan":"10000" 

} 

响应示例： 

{ 

"result":true, 

"code":"1000", 

"msg":"操作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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