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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云商店概览

1.1 云商店简介

1.2 云商店的价值

1.3 商品接入类型

1.1 云商店简介
华为云云商店是值得信赖的软件及服务交易交付平台。在云服务的生态系统中，云商
店与合作伙伴致力于为用户提供优质、便捷的基于云计算、大数据业务的软件、服务
和解决方案，满足华为云用户快速上云和快速开展业务的诉求。

华为云云商店云聚伙伴，云商店生态的参与者主要有六类，包括用户、技术伙伴、服
务伙伴、开发者、解决方案伙伴和经销商。

了解更多云商店相关资讯，请点击：关于云商店。

1.2 云商店的价值

华为云云商店能给用户什么

华为云云商店为用户提供从应用、运行环境、带宽以及云主机资源的一站式应用产
品，商品品类丰富，极大可能满足用户上云的所有需求：

● 案例中心、企业普惠上云专区、AI专区等不同专区，让用户可以根据自身需求，
快速购买到合适的应用与服务，实现业务轻松部署，无忧上云。

● 完整的售前、交易、售后的保障体系，让用户无需担忧交易，省心省力。

华为云云商店能给伙伴什么

华为云云商店提供丰富的扶持资源，包括服务体系、营销销售支持等。

1. 完善的合作伙伴服务体系

华为云云商店完善了包括入驻前、入驻中、入驻后、交易、结算、售后、运营等
一套多环节的标准化流程，服务云商店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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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营和销售支持

华为云云商店为合作伙伴提供一对一的运营支持，帮助伙伴分析业务痛点，助力
伙伴高效解决问题。合作伙伴可以获得华为品牌影响力、丰富的海内外销售和行
业资源等助力，强势助力合作伙伴的产品交易量提升。

对于经销商伙伴来说，具有华为云的售前咨询、销售、服务能力的经销商伙伴，
在加入严选转售计划之后可以将严选商品推荐销售给用户，丰富了经销商的可销
售商品。严选商品定价模式灵活，且有充足的差价利润，有利于经销商获得商业
利益。

1.3 商品接入类型
华为云云商店为合作伙伴和用户提供云商店平台支撑，支持合作伙伴多种交付方式的
云商品类型入驻，包括SaaS类、License类、镜像类、人工服务类、API类、硬件云服
务类、AI资产类、容器类、应用编排类、数据资产类、应用资产类交付模式。

SaaS 类

SaaS类商品是指将服务商提供的部署在华为云基础设施资源（华为云IaaS）上的在线
应用软件作为商品。用户无需购买独立的云资源，只需购买SaaS应用即可登录到指定
的网站使用商品。

目前SaaS类商品接入时，使用用户名+初始密码的方式开通商品。即用户在华为云云商
店购买商品时，云商店通过调用服务商提供的生产系统接口地址，通知服务商实施购
买操作，操作完成后，服务商向云商店返回前台地址、管理地址、用户登录名以及初
始密码等信息。

License 类

License类商品是指将服务商提供的部署在华为云基础设施资源（华为云IaaS）上的商
用软件（包括镜像、SaaS等）对应的授权许可作为商品，包括商业操作系统、数据库
中间件、应用软件等license。

镜像类

镜像类商品是指将服务商基于华为云公共系统制作的系统盘镜像作为商品，用户可以
基于镜像来创建ECS实例，从而获得与镜像一致的系统环境。

这类商品在操作系统上整合了具体的软件环境和功能，通过将应用软件与云资源耦
合，实现用户对云主机即开即用。

人工服务类

服务类商品是指将服务商为用户提供的人工服务作为商品，不交付具体的软件或云资
源，如云运维管理、环境配置、数据迁移、故障排查，软件授权安装、维护等软件服
务。

API 类

API类商品是指将服务商提供的部署在华为云基础设施资源（华为云IaaS）上的软件系
统的API接口服务作为商品，用户可以在华为云云商店购买API类商品规格，按约定的
方式支付和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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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云服务类

硬件云服务类商品是指将服务商提供的华为云云商店解决方案相关的硬件设备作为商
品，包括如IoT开发模组、接入终端等硬件设备。

AI 资产类

AI资产类商品是指服务商基于ModelArts等AI平台或本地开发得到的算法、模型、工程
等AI数字资产作为商品。可广泛应用到图像分类、图像检测、视频分析、语音识别、
产品推荐、异常检测等AI业务场景。

容器类

容器类商品指服务商基于Helm、Operator或者华为云原生服务中心OSC服务规范开发
的云原生服务，用户订阅服务后通过OSC部署到云上容器托管平台CCE或者智能边缘平
台IEF。这类商品在基础容器上还提供了运行参数、依赖的云服务、运维能力等，支持
云原生服务开箱即用。

应用编排类

应用编排类商品为用户提供应用上云的自动化能力，支持编排华为云主流云服务和第
三方应用，实现在华为云上一键式应用创建及资源开通。

数据资产类

数据资产类商品是由行业伙伴或华为某行业团队基于华为云智能数据运营平台DAYU上
沉淀的行业业务数据模板而发布商品，用户购买后可以加载到DAYU平台运行，也可以
基于现有模板进行二次修改，从而快速复用行业的业务数据逻辑和经验。

应用资产类

应用资产类商品是指将服务商基于ROMA等应用使能平台开发得到的开发组件、集成
组件等数字资产作为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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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云商店版本更新通知

华为云云商店会定期进行版本更新，对页面、功能等进行升级优化，以期给用户带来
更好的使用体验。

为了方便用户及时了解版本更新的情况以及新功能的使用方法，云商店会在每次版本
更新时对相关信息进行汇总通知，用户可点击下表链接进行了解。

表 2-1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版本更新公告

2023-4-
28

镜像类商品购买支持一键开通部署：页面部署购买
流程

2023-4-
28

联营认证支持一键复制、撤回、删除草稿功能：线
上联营认证

交易明细支持客户账号查询：交易明细查询

2023年4月版本
更新公告

2023-4-
27

新增云商店商品试用操作指导：商品试用操作指导

2023-3-
31

买家可查看签署的协议：如何查看已签署的协议？

2023-2-
23

联营认证流程优化：商家指南-线上联营认证

圈层运营申请线上化：商家指南-圈层运营计划管理

2023年2月版本
更新公告

2023-2-
1

卖家中心可设置销售对象限制：商家指南-销售对象
管理

人工服务类商品推出简化版商品服务流程：商家指
南-人工服务类商品服务监管

2023年1月版本
更新公告

2022-12
-23

退订订单、释放资源、试用转商用能力优化：用户
指南-退订资源

2022年12月版本
更新公告

2022-11 SaaS类商品购买后可升配或扩容：用户指南-通用商
品升配&扩容

修改手动续费、自动续费、修改到期策略：用户指
南-云商店续费管理

2022年11月版本
更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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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版本更新公告

2022-10
-31

联营线上认证功能上线：商家指南-线上联营认证 2022年10月版本
更新公告

2022-9-
23

联合营销推广基金申请入口开放：商家指南-联合营
销市场发展基金

多sku商品发布流程优化：商家指南-发布多SKU定价
的商品规格

硬件类商品物流公司选项优化：商家指南-硬件类商
品服务监管

2022年9月版本
更新公告

2022-8-
26

卖家中心新增店铺装修功能：商家指南-服务商店铺
管理

买家中心增加“我的订单”页面：买家常见问题
——如何查看订单？

联营Kit支持联营SaaS独立域名：联营SaaS类商品接
入指南-应用凭证申请

2022年8月版本
更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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