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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家入驻

1.1 入驻华为云云商店的条件

1.2 入驻流程

1.3 联营计划

1.1 入驻华为云云商店的条件
成为华为云云商店商家，您需要符合以下条件：

1. 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拥有正规的公司资质，具有15人以上的技术及客
服团队。

2. 企业成立至少1年以上，且注册资金50万元以上。

3. 具有专业的技术及售后团队支持，可提供不少于5*8小时的客服在线服务。

4. 拥有有效的软件著作权证书（ISV类）或销售相关许可证书。

5. 接受并签订《华为云云商店服务商合作协议》并按照协议约束的条款开展业务合
作。

6. 接受华为云云商店其他相关协议及管理规范。

1.2 入驻流程

1.2.1 入驻流程概览
商家入驻云商店总体流程如下：

商家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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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注册&登录

操作步骤

步骤1 注册华为云账号。

参考如何进行用户注册，完成注册。

步骤2 登录华为云云商店。

1. 进入华为云云商店首页。

2. 单击右上角的“登录”，进入登录页面。

3. 在登录页面，输入华为云账号和密码，单击“登录”。

----结束

1.2.3 企业实名认证
如果页面提示您尚未完成实名认证，请单击页面上的“去认证>”，实名认证通过后才
能申请商家入驻。

参考企业用户实名认证，了解企业实名认证流程、认证方式及相应注意事项、没有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处理方式，完成企业实名认证。

1.2.4 入驻申请填写说明
入驻申请请严格按照入驻申请填写说明执行，说明中填写标准为云商店入驻审核的标
准。

云商店入驻申请、商家信息修改等各项申请审核会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

华为云云商店入驻申请填写说明如表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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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入驻申请填写说明

填写项 填写标准

加入子市场 ● 请根据商品属性选择对应的子市场，一经入驻，本选项后续无
法再次修改。

● 本选项不影响商品分类，商品发布时有商品分类选项。

公司网站 填写公司官网地址并确保网址可以正常打开，请勿填写公司产品
登录地址（网址需为http或https开头）。

公司LOGO ● Logo大小不超过5M的图片，支持 JPG、JPEG、PNG 格式，建
议图片尺寸:168 * 70。

● 请确保公司Logo清晰完整，任何残缺，变形，不清晰等将无法
通过审核，上传后可通过预览框确认展示效果。

● 请勿修改Logo文件的后缀，如.png修改为.jpg，会导致Logo文
件上传失败。

经营年限 请根据营业资质情况选择对应选项，入驻要求公司成立至少1年以
上。

雇员规模 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对应选项。

注册资金 填写请注意（万元）单位，入驻要求注册资金50万元以上；注意
填写最新注册资金，如查询与国家企业工商信息、营业执照等不
符，将无法通过审核。

业务联系人姓
名/手机号码/邮
箱

● 请确保联系人手机、客服电话及客服邮箱等信息的有效性，能
及时响应各类问题；

是否有华为接
口人与您进行
业务接洽

● 选择“是”，请如实填写对应的华为接口人姓名、手机号码及
邮箱地址；

● 选择“否”，则请继续填写余下项目。

联络地址 请按照最新营业执照上的地址填写，选择省、市、区（县）名
称，并补充详细公司地址；

客服电话/邮箱 ● 请确保客服电话及客服邮箱信息的有效性，能及时响应各类问
题，如超过2次出现未及时答复情况，云商店将对商品进行下
架处理。

● 客服电话和邮箱将在商品详情页面呈现，请确保邮件24小时内
能得到答复，如超过2次出现未及时答复情况，云商店将对商
品进行下架处理。

营业执照 请上传最新的营业执照便于审核公司信息，如营业执照经查询与
国家企业工商信息、天眼查等不符，将无法通过审核。

公司简介 ● 公司简介应以公司业务介绍及经营亮点为主，勿直接引用营业
执照中的经营范围。

● 简介描述中请勿带有“最高级”、“国家级”、“最佳”等违
反新广告法的违禁词。

● 商品简介中不可粘贴外部复制的图片、链接等内容，如有此情
况，提交将出现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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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项 填写标准

勾选协议 请查阅并勾选协议。

 

说明

如有其它疑问，可邮件发送至华为云云商店公共邮箱：partner@huaweicloud.com进行咨询。

1.2.5 入驻申请
入驻华为云云商店的账号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是华为云账号

● 已完成企业实名认证

● 非分销商（bp）账号

● 非IAM用户

● 非华为企业业务合作伙伴管理员（UIPM）账号

● 非已加入华为云精英服务商计划的账号

● 公司未成功入驻过华为云云商店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华为云云商店首页。

步骤2 鼠标移动到上方的“卖家中心”，单击“服务商入驻”。

步骤3 进入商家入驻页面，单击“申请入驻”。

步骤4 单击“立即加入”，严格按入驻申请填写说明要求填写商家入驻相关信息，可参考华
为云云商店入驻申请填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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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加入子市场栏选择和您主业务相关的子市场，该选项不影响您在其他子市场发布商品，如需
发布WeLink应用，请选择WeLink子市场。

● 请确保客服邮箱在24小时内有响应，如遇到问题未得到及时响应处理，云商店将对商品进行
下架处理。

步骤5 确认信息无误后，阅读并勾选“华为云云商店服务商合作协议”，单击“提交申
请”。

提交成功后，华为云云商店将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审核结果将通过邮件及短信的
形式通知到入驻信息中填写的客服邮箱及联系人手机中，请耐心等待并注意查收。

----结束

1.2.6 商家信息更新

商家入驻成功后，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更新商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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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服务商管理>服务商信息页面，在“商家信息”区域单击 进行基本信息修改。
修改信息后需要进行审核。

说明

● 如公司涉及更名，请完成账号实名认证变更后，再进行商家信息修改，并上传更名后的营业
执照。

● 商家信息修改申请提交成功后，华为云云商店将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审核结果将通过
邮件及短信的形式通知到入驻信息中填写的客服邮箱及联系人手机中，请耐心等待并注意查
收。

1.2.7 商业信息认证
商家入驻审核通过后，需要进行商业信息认证，认证通过才能进行商品发布与结算。

商业信息认证是指伙伴提交其用于结算涉及到的银行账号、税率等信息；商业信息认
证缺失将导致在华为云系统里无法准确获取到商家的银行账号及税率等信息，从而无
法正常生成结算对账单。

前提条件

已签署华为云云商店合作协议。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选择左侧导航“总览”。

步骤3 在右侧服务商信息处单击商业信息认证后的“前往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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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完成公司基本信息、税务信息、财务联系人信息，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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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填写银行信息，单击“下一步”。

步骤6 完成关联供应商调查，单击“下一步”。

步骤7 查询并输入转账金额，单击“提交认证”。

说明

若超过转账时间金额仍未到账，您可以提交工单处理。

步骤8 提交完成后，请等待认证审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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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商业信息认证预计1个小时审核完成，审核完成后即可查看认证结果。

● 认证完成后您会收到系统邮件和短信通知。如果认证申请被驳回，您可以看到驳回原因，修
改认证信息后，重新启动认证申请。

● 如果认证失败，可提交工单反馈。

● 如果您已认证失败3次，认证申请将被锁定，如需继续认证请到“支持与服务中心”或任一
商品详情页面提交工单解除锁定。

● 认证成功后，信息不可修改。

----结束

1.2.8 云商店合作管理规范
商家需接受华为云云商店其他相关协议及华为云云商店合作管理规范的约束，自愿履
行相关协议。华为云有权对违规行为依据管理规范所确定的原则进行相应的处理。

1.2.9 云商店商家合作协议
商家需接受华为云云商店其他相关协议及华为云云商店服务商合作协议的约束，自愿
履行相关协议。华为云有权对违规行为依据合作协议所确定的原则进行相应的处理。

1.3 联营计划

1.3.1 线上联营认证

联营认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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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建联营认证；

2. 补充商务信息；

3. 联营认证通过。

说明

联营认证通过后即可发布联营商品。

前提条件

已入驻成为华为云云商店商家。

创建联营认证

步骤1 登陆已成功入驻云商店的华为云账号，单击云商店首页页眉导航处的“卖家中心”，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商品管理>联营认证”

商家指南
商家指南 1 商家入驻

文档版本 01 (2023-05-1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0

https://marketplace.huaweicloud.com/
https://console.huaweicloud.com/marketplace/isv/?region=cn-north-4#/console/jointOperationCert


说明

1. 若尚未签订联营伙伴计划协议，点击“联营认证”菜单将提示“您还未加入联营伙伴计
划”，点击“前往加入”跳转至联营协议签订页面；

2. 首次进入认证页面，将展示使用指南引导页；

3. 单击页面内右上角的“认证材料预下载”，弹窗显示流程中所需材料及说明，单击“全部下
载”下载所有材料。

步骤3 单击页面内左上角的“创建联营认证”，进入联营认证页面。

步骤4 进入“联营认证”页面，根据页面提示信息，上传公司信用证明、公司财务资质，并
签署协议，填写公司资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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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公司名称、公司简介、经营年限及营业执照根据商家账号信息自动获取，不可修改。

步骤5 单击“下一步”，进入“商品信息”页面，根据页面提示，填写商品信息、商业规
划、项目管道及销售信息，并上传营销材料。

步骤6 单击“下一步”，进入“认证信息页面”，根据页面提示，填写商品信息、测试认证
和联营门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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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联营商品认证

此项可选择“在售通用商品认证”，选择商品后，系统将自动获取已上架商品的信
息。

部署环境

1. 如需认证HCS版本的联营商品，请勾选“华为云Stack”。

2. 如需认证HCSO混合云版本的联营商品，请勾选“华为云Stack Online”。

配套商品

若选择了某一个接入类型，则配套商品不可选择同样接入类型的商品。

如：选择License接入类型，则配套商品的接入类型不可再选择License。

测试认证

1. 需在商品上架前完成所有功能的联营测试。

2. 联营商品认证测试内容与要求可参考《验证须知》。

步骤7 单击“下一步”，进入“合规信息”页面，根据页面提示，填写合规申明、法务申明
信息。

步骤8 单击“下一步”，进入“联系信息”页面，根据页面提示，填写联系信息（包括业务
联系人联系方式、华为云生态经理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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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9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提交”，联营认证申请进入“资质与选品审核”阶段。

说明

● 华为云云商店将会对您提交的联营认证信息进行审核，审核结果将会以邮件、手机短信或站
内信的形式发送至贵司账号绑定的联系方式。

● 若资质与选品审核不通过，请单击“操作”列中的“详情”，查看驳回原因。

● 在联营认证页面列表中，单击“操作”列中的“获取测试结果”，可获取海顿平台测试结
果。

----结束

联营认证复制、撤回和删除草稿

当前联营认证支持一键复制、撤回以及删除草稿。

1. 在联营认证创建时，可选择复制已有的联营认证；

商家指南
商家指南 1 商家入驻

文档版本 01 (2023-05-1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4



点击复制后，进入“创建联营认证”页面，复制的信息在页面均已自动填写，商
家根据需要对信息进行修改后，点击提交即可。

2. “资质与选品审核”状态的联营认证可以撤回，点击操作列的“更多-撤回”即
可。

3. “草稿”状态的联营认证可以删除，点击操作列的“删除”即可。

补充商务信息

资质与选品审核通过，且海顿测试结果通过后，则流程进入到补充商务信息阶段，需
登陆到卖家中心补充分成比例、定价等信息。

步骤1 登陆已成功入驻云商店的华为云账号，单击云商店首页页眉导航处的“卖家中心”，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商品管理>联营认证”，进入联营认证列表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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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在联营认证列表页，选择“认证状态”为“商务信息待补充”。

步骤4 查询需补充商务信息的联营认证申请，单击操作列的“补充商务信息”,进入联营认证
详情页。

步骤5 在联营认证详情页，填写商品定价等信息。

步骤6 填写无误后，单击“提交”，进入“商务信息审核”阶段。

----结束

联营认证通过

商务信息审核通过后，即完成联营认证，可上架联营商品。

说明

关于联营商品发布流程，请参考《联营商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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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商家管理

2.1 商家总览

2.2 店铺管理

2.3 子用户管理

2.4 消息接收管理

2.5 工单管理

2.6 代金券管理

2.1 商家总览
商家在“总览”页面可以查看通知、待办事项等信息。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总览”。

步骤3 查看卖家中心总览信息。

商家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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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总览页面说明

序号 说明

1 展示商家用户名和Key值。

2 可查看已入驻子市场、商业信息认证和服务协议签署。

3 展示30天新增收入和新增订单。

4 展示云商店消息动态。

5 展示待处理的退订申请、发票申请、服务监管和评价。

 

----结束

2.2 店铺管理
商家可以在“卖家中心>服务商管理>店铺装修”进行店铺装修，通过自定义精品推
荐、个性化案例展示、专属品牌故事打造、企业资讯传播等功能来提升店铺的页面展
示效果。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服务商管理>店铺装修”，进入“店铺装修”页面，点击“开始装
修”。

步骤3 按照页面要求，填写店铺装修基本信息，具体填写方式请参考《云商店服务商店铺装
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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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填写完成后，商家可以先点击“预览”查看效果，确认可提交后，点击“提交审核”
即可。

说明

● 店铺装修申请提交审核后，华为云云商店会对您提供的信息进行审核，审核SLA默认为3个工
作日，审核结果将会以邮件形式通知到贵司账号绑定的邮箱中，请注意查收；只有所有信息
通过审核，您发布的店铺装修内容才会更新到店铺页面。

● 店铺装修申请提交后，在“服务商管理>店铺装修”页面可以查看审核状态和结果，如申请
被驳回，请根据“驳回原因”修改后重新提交审核。

----结束

2.3 子用户管理

2.3.1 用户管理和用户组管理
商家可在卖家中心“服务商管理>子用户管理”使用子用户及用户组权限管理功能，将
资源分配给企业中不同的员工或者应用程序使用，避免分享自己的帐号密码。本章节
将对子用户创建、编辑、登录，用户组创建、管理等操作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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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如子用户已有“我的商品”和“订单列表”等权限，主账号还需将对应商品授权给子
用户，子用户才可在卖家中心“我的商品”及“订单列表”页面查看到被授权商品的
详情及订单详情。如何授权商品给子用户请参考子用户商品授权操作指导。

子用户及用户组创建

商家创建子用户账号操作流程如图1所示，创建用户组操作流程如图2所示。

图 2-1 子用户创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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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用户组创建流程

前提条件

主账号商业信息认证通过，可在云商店发布商品。

须知

子用户创建成功后，主账号需同时将对应权限授权给子用户，子用户才可在卖家中心
相关页面查看操作。用户组授权管理操作指导请查看用户组管理操作步骤，商品授权
操作指导请查看子用户商品授权操作指导。

用户管理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操作栏“服务商管理>子用户管理”，进入子用户管理页面。

步骤3 选择“用户管理”页签，单击“创建用户账号”。

步骤4 在系统显示的弹框中输入用户名、登录密码、手机号和邮箱，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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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创建的云商店商家子用户实际上也是IAM用户，因此子用户创建数量会受IAM用户创建规则
的限制。

● 目前最多可创建50个子用户账号。

步骤5 单击右侧操作栏的“编辑”可修改用户账号的登录密码、手机号和邮箱信息，并可选
择该子账号的停用或启用状态。

步骤6 单击右侧操作栏的“删除”可删除用户账号，删除后无法恢复，请谨慎操作。

----结束

子用户登录

管理员创建子用户后，这个新建的子用户账号可以登录华为云。登录方式包括登录页
面的“IAM用户”，以及卖家中心“服务商管理>子用户管理”提供的“用户登录地
址”。

如果登录失败，请确认用户名密码是否正确，或者重置密码 。

● 登录方法1：华为云登录页面

在华为云的登录页面，单击登录下方的“IAM用户”，在“IAM用户登录”页面，
输入帐号名，IAM用户名/邮件地址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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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租户名/原华为云帐号：子用户所属的帐号，即华为云帐号。如果不知道帐号名，请向
管理员获取。

● IAM用户名/邮件地址：在创建子用户时，输入的用户名和邮件地址。如果不知道用户
名及初始密码，请向管理员获取。

● IAM用户密码：请输入所创建子用户的登录密码，非华为云帐号密码。

● 登录方法2：子用户登录专属链接

此方法需要向管理员获取专属登录链接，获取后建议保存该链接，方便后续快速
登录。使用子用户专属链接登录时，系统会自动识别用户的帐号名，仅需要填写
子用户名和密码，方便快速登录。

a. 管理员在卖家中心“服务商管理>子用户管理”，复制“用户登录地址”，并
将此链接发送给子用户。

b. 子用户在浏览器中打开复制的地址，输入“用户名/邮件地址”和“密码”，
单击“登录”，完成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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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组管理操作步骤

步骤1 在“子用户管理”页面选择“用户组管理”页签，进入用户组管理页面。

说明

“产品经理”用户组和“财务经理”用户组为系统预置用户组，可直接使用权限管理和管理组成
员功能，不支持编辑和删除。

步骤2 单击“创建用户组”。

步骤3 在系统显示的弹框中输入“用户组名称”，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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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单击右侧操作栏的“权限管理”。

步骤5 在系统显示的弹框中勾选相应权限后，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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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如商家将“发布商品”权限授权给子用户，子用户登录卖家中心后可操作发布商品。其中，
发布镜像商品和API商品前，商家需先在“统一身份认证服务>用户”页面将该子用户加入到
“admin用户组”。

图 2-3 在“统一身份认证服务>用户”页面单击用户名右侧操作栏的“加入到用户组”

图 2-4 在系统显示的弹框内勾选“admin”用户组，单击“确定”

● 如商家将“我的商品”权限授权给子用户，需同时进行“商品授权”，子用户才可对授权的
商品进行管理操作，具体指导请参考子用户商品授权操作指导。

步骤6 单击右侧操作栏的“管理组成员”。

步骤7 在系统显示的弹框中选择已创建的子账号加入权限组内，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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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8 单击右侧操作栏的“编辑”可修改用户组名称。

步骤9 单击右侧操作栏的“删除”可删除该用户组，删除后无法恢复，请谨慎操作。

----结束

2.3.2 子用户商品授权操作指导
商家可以在“商品管理>我的商品”页面将对应的商品授权给已创建的子用户进行管
理，操作流程如图2-5所示。

说明

子用户权限分配操作流程，请详见用户组管理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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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子用户商品授权操作流程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商品管理>我的商品”，进入商品列表页。

步骤3 在商品列表页选择目标商品，单击右侧操作栏的“更多>商品授权”。

步骤4 在系统显示的弹框中选择需要授权的子用户，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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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如子用户已有“我的商品”和“服务监管”权限，主账号还需将对应商品授权给子用户，子
用户才可在卖家中心“我的商品”及“服务监管”页面查看到被授权商品的详情及服务监管
状态。

● 一个商品可以授权给多个子用户。

● 已授权的商品可在“我的商品”页面单击右侧操作栏的“更多”取消授权。

----结束

2.4 消息接收管理
商家可以在“消息中心”设置系统消息接收人。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页眉导航处右上角的消息图标 ，进入“消息中心”页面。

步骤3 在“消息中心”页面，单击左侧导航栏的“接收人管理”，进入消息接收人列表页。

步骤4 单击“新增接收人”，在弹框中填写消息接收人的姓名、邮箱和手机号码后，单击
“确定”，新增的消息接收人将出现在列表中，待新增接收人邮件及短信确认后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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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新增接收人

图 2-7 新增消息接收人弹框

步骤5 新增消息接收人收到确认邮件及短信后，如同意接收通知消息，请分别点击邮件及短
信中的确认链接进行确认。

步骤6 点击对应接收人右侧的“订阅管理”，选择给该接收人发送的消息类型。

其中，云商店对应的消息类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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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消息类型表

消息类别 通知场景 通知分类

入驻与信息修改 商家入驻申请审核通知 账户变动通知（203）

修改商家信息审核通知 账户变动通知（203）

清理销户客户信息通知 产品已释放通知（103）

商品管理 发布商品申请审核通知 产品创建开通通知
（101）

修改商品申请审核通知 产品信息变更通知

联营商品审核结果通知 产品信息变更通知

商品问答待回复 其他（901）

硬件商品库存预警通知 运维提醒(501)

商品差评待协商 运维提醒(501)

商品的销售状态被调整（隐藏与公
开销售）

产品创建开通通知
（101）

运营在控制台修改了商品信息通知
商家

产品信息变更通知

服务监管 服务类商品被购买 产品创建开通通知
（101）

商品被用户购买 产品创建开通通知
（101）

建站类商品服务监管消息通知 产品创建开通通知
（101）

硬件类商品服务监管消息通知 产品创建开通通知
（101）

服务监管类商品待确认需求 产品创建开通通知
（101）

商家已确认需求，待实施服务 其他（901）

用户驳回服务，待商家重新提供服
务

产品创建开通通知
（101）

用户已确认验收服务 产品创建开通通知
（101）

通知ISV未完成服务监管的订单总数 其他（901）

服务监管申诉处理结果 运维提醒(501)

服务监管申诉处理结果通知 运维提醒(501)

服务监管申诉处理结果通知 运维提醒(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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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类别 通知场景 通知分类

服务监管超期系统自动执行退订通
知商家

产品创建开通通知

交易 用户续费包周期商品 产品续费通知

SaaS接口异常消息通知 运维提醒(501)

SaaS与API资源开通失败 产品创建开通通知
（101）

用户提交退订申请 产品创建开通通知
（101）

通用商品开票申请通知 其他（901）

 

说明

● 新增接收人后，系统将自动发送验证信息到所填手机号和邮箱，通过验证后方可接收消息。

● 单次最多创建10个用户。

----结束

2.5 工单管理

2.5.1 工单接待设置指南

商家可在卖家中心“服务商管理>服务商信息”页面设置是否接待工单，如果选择
“是”需设置不低于5*8小时的接待时间并确保可以在接待时间内处理完工单；如果选
择“否”则商品详情页不展示工单入口。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服务商管理>服务商信息”，进入服务商信息页面。

步骤3 在“工单管理”区域单击 进行工单管理设置。

步骤4 如果在“是否接待”处选择“是”，请设置接待日期和接待时间，设置完成后单击
“工单管理”区域右上角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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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如果选择接待工单，需设置不低于5*8小时的接待时间并确保可以在接待时间内处理完工
单。

● 设置完成后，商品详情页将会显示“提交工单”的入口，用户可通过工单与商家进行沟通。

----结束

2.5.2 工单系统使用指南

2.5.2.1 处理工单

受理工单

商家可以通过华为云工单系统处理客户工单，提高售后服务能力。

须知

如主账号已将商品授权给子账号管理，则所授权商品对应的工单也将转移给该子账号
处理，商品授权指导请参考2.3.2 子用户商品授权操作指导。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支持与服务”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客户工单>待我处理”，进入待处理工单列表页。

步骤3 选择目标工单，单击右侧操作栏的“受理”。

步骤4 在系统显示的弹框中单击“确认”，即可受理工单。

说明

确认受理后，工单状态将更改为"处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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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进入工单详情页面，在左侧留言区域对话框内输入留言后，单击“发送”。

说明

在工单详情页面右侧，可查看工单信息和客户信息。

----结束

设置工单状态为待客户反馈
● 如商家在与客户沟通过程中发现客户反馈的问题描述不清楚且当前也联系不上客

户，需要客户反馈更多的信息时，工单处理人可以先留言，描述清楚需要客户反
馈的信息，然后在留言窗口勾选"设置工单状态为待客户反馈"。

● 工单状态变为"待客户反馈"，SLA状态为"暂停"，即需要客户反馈更多信息，才能
进行下一步处理。

● 待客户回复消息后，工单状态将从"待客户反馈"变为"处理中"，或者工单处理人也
可以主动取消勾选"设置工单状态为待客户反馈"，工单状态同样会变为"处理中"。

设置 SLA 暂停

如客户当前无法及时沟通回复，工单处理人可以手动设置SLA暂停，设置后工单状态
为"处理中"，SLA状态为"暂停"。如客户后续恢复沟通，工单处理人需点击"取消SLA暂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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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跟踪记录

当工单进展不便直接传达给客户时，商家可以在系统跟踪记录中填写工单进展。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工单详情页面，选择“工单信息”右侧的“跟踪记录”页签，单击“添加跟踪记
录”。

步骤2 在弹出的记录框中填写跟踪记录，单击"提交"。

说明

● 跟踪记录仅对工单处理人可见，对客户不可见。

● 填写跟踪记录能提高工单处理效率，升级工单前必须填写。

----结束

查看历史记录

如商家需要查看工单的处理记录，可单击工单信息右侧的"历史记录"页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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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2 申请授权

商家为客户解决问题时，如需登录客户控制台或客户网络资源以便定位问题，可在工
单系统向客户申请授权。目前主要有以下两种授权方式：

● 华为云账号授权：授权用于实现以客户的华为云账号身份登录查看控制台信息。

● 机密信息授权：用于当华为云账号授权无法满足使用，例如，需要登录客户虚拟
机。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工单详情页面右侧，单击"授权信息 > 申请授权"。

步骤2 在弹出的"申请授权"页面中，选择授权方式（可选择华为云账号或机密信息），单
击"确认"。系统会在工单页面向客户发起授权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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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若客户同意授权，系统将会通知工单处理人，工单处理人可在授权信息中查看授权状
态和具体授权信息。

说明

● 如系统提示客户已同意授权，但授权状态仍为"待授权"，可点击右侧的刷新按钮刷新授权状
态。

● 授权信息仅用于客户当前问题排障，请保密和勿作他用。

● 授权有效期默认为24小时，客户可修改授权有效期。

● 问题处理完成后，请提醒客户及时更改密码。

----结束

2.5.2.3 关闭工单

如与客户沟通后，工单处理人已为客户解决问题或给出解决方案或客户反馈问题已解
决，则工单处理人可以进行关闭工单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工单详情页面，单击右上角的“确认解决”。

步骤2 在系统弹出的页面中，填写“出现原因”和“解决方案”，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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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工单状态变为"待确认结果"，系统将通知客户，确认是否已解决问题。

说明

● 如客户确认问题已解决，则工单状态将从"待确认结果"变为"已关闭"。

● 如客户认为问题未解决，客户可通过继续留言驳回工单给商家处理，此时工单状态将重新变
为"处理中"。

● 工单状态为"待确认结果"时，如客户在7个工作日内未确认是否解决，工单状态将自动变
为"已关闭"。

----结束

2.5.2.4 管理工单

工单处理人只要对某个工单操作过，例如创建、受理、留言、转移、升级等，都可以
在系统中查到记录并有权限查看该工单详情页。

● 在“客户工单＞全部工单”页面选择“我的工单”页签，可查询当前处理人为自
己的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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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客户工单＞全部工单”页面选择“我处理过”可查询自己处理过（当前处理
人可以是他人）的工单

● 在“客户工单＞全部工单”页面选择“全部工单”可查询所有客户工单

2.6 代金券管理

2.6.1 发布代金券
商家可针对指定适用商品或具体规格发布代金券，适用商品范围为商家在云商店上架
的在售商品。

须知

1. 当前云商店所支持的代金券类型为满减券，即当用户的支付金额超过指定金额可以
使用该种代金券减免相应金额。

2. 云商店代金券只适用于发券时指定的商品类别，商品类别包含通用商品、联营商品
及严选商品。如果商品类别变更，则原商品类别上的代金券自动失效。

前提条件

已上架商品，具体操作请参见商品发布说明。

操作步骤 9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交易管理 > 代金券管理”。

步骤3 在“代金券管理”页面，单击“发布代金券”，进入代金券信息填写页面。

步骤4 根据页面提示信息，设置“代金券名称”、“适用商品分类”、“适用商品”等信
息，

确认无误后单击“发布代金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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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商家选择“适用商品规格”后，则代金券仅对该商品下的指定规格生效。

● 联营商品代金券，在云商店审核通过后才能发布成功。

● 联营商品代金券成本由商家承担100%。

● 代金券优惠的金额应小于订单金额，取范围1-1000000000的整数。

● 代金券有效期设置不可超过6个月。

● 退订时符合5天无理由退订条件的，代金券可退；其他情况，代金券使用后不可退。详情请
见云商店退订规则。

----结束

针对指定用户发放代金券

商家可针对指定用户发放代金券，适用商品范围为商家在云商店上架的在售商品。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交易管理 > 代金券管理”。

步骤3 设置查询条件，选择目标代金券，单击右侧操作栏的“指定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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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下载模板并按要求填写指定客户信息，点击“添加文件”上传，再单击“确认”完成
发送。

步骤5 发放成功后，指定用户即可以登录“费用中心>优惠折扣>优惠券”，查看并使用云商
店发放的指定代金券。

说明

若需将代金券发放给指定用户，在发布时建议“商品详情页展示”一项选择“否”，则代金券不
展示在详情页。

----结束

代金券结算规则

如果用户使用云商店代金券支付订单，在华为给商家的结算金额中按分成比例扣减代
金券使用金额。具体规则如下：

1. 通用商品和严选商品的代金券由商家发放，结算时华为和商家共担代金券成本，
商家结算金额将扣减代金券使用金额。

– 商家发放通用商品代金券：商家结算金额=商品销售金额*商家分成比例-代金
券使用金额*代金券伙伴承担比例

– 商家发放严选商品代金券：商品底价*商家分成比例-代金券使用金额*代金券
伙伴承担比例

2. 联营商品的代金券由商家发放，结算时由商家承担代金券成本，商家结算金额将
扣减代金券使用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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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代金券伙伴承担比例：请点击“卖家中心> 交易管理 > 代金券管理”，从代金券详情页面获
取。

● 按需、按需套餐包商品不支持发放代金券。

2.6.2 查看代金券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交易管理 > 代金券管理”。

步骤3 设置查询条件，选择目标代金券，单击右侧操作栏的“详情”。

步骤4 在代金券详情页面，可以查看到该代金券的状态、基础信息和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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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2.6.3 作废代金券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交易管理 > 代金券管理”。

步骤3 设置查询条件，选择目标代金券，单击右侧操作栏的“作废”。

步骤4 在系统显示的弹框中单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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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代金券作废后，将无法再在商品详情页展示和被领取。

● 商家作废未领取的代金券，不影响已领取代金券的使用。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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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品接入

3.1 商品接入概述

3.2 商品发布说明

3.3 商品接入类型

3.4 商品税率及计费模式

3.5 发布镜像类商品相关指南

3.6 发布人工服务类商品操作指导

3.7 发布SaaS类商品相关指南

3.8 发布API类商品相关指南

3.9 发布License类商品相关指南

3.10 发布硬件类商品操作指导

3.11 发布AI资产类商品操作指导

3.12 发布容器类商品操作指导

3.13 发布HoloSens算法模型类商品操作指导

3.14 发布应用编排类商品操作指导

3.15 发布数据资产类商品操作指导

3.16 发布应用资产类商品操作指导

3.1 商品接入概述
云商店支持通用商品和联营商品的发布。

通用商品支持的接入类型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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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营商品支持的接入类型有SaaS类、License类、人工服务类、硬件云服务类、API
类。联营商品发布及管理相关操作，请参考《联营商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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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SaaS类和License类的联营商品需在发布前完成联营kit的对接与调测，再发布商品，对接与调测
的具体操作如下：

● SaaS联营kit对接与调测指南

● License类联营kit对接与调测指南

须知

1.未对接联营kit的SaaS类和License类商品，均无法直接转为联营商品；

2.SaaS类和License类商品如有计划申请成为联营商品，建议在首次发布时完成联营kit
的对接与调测。

3.2 商品发布说明
商品发布请严格按照商品发布说明执行，说明中发布标准为云商店商品审核的标准。

● 提交云商店商品发布、修改等各项申请后，云商店会对您提供的商品信息进行审
核，商品审核SLA默认为3个工作日，当您在1个自然日内提交10个及以上的商品
发布申请时，我们会参考具体商品数量延长审核SLA。审核结果会以邮件形式通知
到贵司账号绑定的邮箱中，请注意查收；只有所有信息通过审核，您发布的商品
才会正式上架。

如提交的信息不满足上架要求，商品上架申请将由审核专员驳回，商家需根据驳
回原因修改后，重新提交商品上架审核。

说明

审核驳回意见中，“【】”中的提示内容（参考下图）为信息填写页面的修改位置，商家
需参考审核专员给出的全部驳回意见进行修改调整，并预览确认无误后，再次提交商品审
核。

● 拟发布的商品如有不同版本、不同功能、不同模块、不同场景，应以规格和SKU
作区分，按照多规格、多SKU的形式发布。不支持按不同版本、不同场景、不同
模块在云商店中发布多个商品。

说明

默认情况下，一个商家发布商品数量不得超过200个。

例如：

– 某商品有多个不同的版本，如基础版、高级版、旗舰版、豪华版等，应按多
规格或多SKU规格的形式发布成一个商品；

– 某商品中的某个版本有多个不同的功能，如数据治理、数据集成、数据共享
等，应按多规格或多SKU规格的形式发布成为一个商品；

– 某商品中有多个版本多个不同的模块，如包含出纳管理、发票管理、费用管
理等模块的财务云和包含促销管理、会员管理、佣金管理等模块的营销云，
这种类型的商品应按多规格和多SKU的形式发布成为一个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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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商品中有多个不同场景，如：轿车图像识别、公交车图像识别、卡车图像
识别等，应按多规格和多SKU的形式发布成为一个商品。

● 商品上架如有相关问题，云商店将通过商家信息中的客服邮箱、服务与支持中的
售后邮箱等进行邮件沟通，请确保贵司在各处登记的邮箱在24小时内有响应，如
超时未响应，云商店将对问题商品进行下架处理。

华为云云商店商品发布说明如表1所示。

表 3-1 商品发布说明

发布项 发布标准

商品接入类型 ● 请选择正确的商品接入类型（商品接入类型即商品的交付方式，
包含镜像、人工服务、SaaS、API、License、硬件、AI资产、容
器、应用编排、数据资产、应用资产等）。各接入类型说明，请
参考商品接入类型。

● 商品接入类型选择必须与商品本质相符，接入方式与商品本质不
相符的申请将被驳回，如：软件（License、SaaS等）商品发布
为人工服务商品，人工服务类商品发布为License商品。

商品名称 ● 商品名称应描述准确，与内容相符，且需与上传的软件著作权证
书中的名称相符。

● 商品名称长度不超过50个字符。

● 商品名称应与业界命名规范一致，不可以出现拼写错误，如：将
wordpress拼成wordpess。

● 商品名称中请勿以“年”、“月”等计费模式，“套”、“次”
等计数单位命名。

● 商品名称不能扩大宣传，不可以直接借助华为云名义，如：命名
为“华为云XXX”。

● 商品名称仅用于对商品命名，介绍、价格、版本、电话号码、免
费等与命名无关内容，请勿出现在商品名称中。

● 如发布的是SaaS类商品，且商家已有相同的镜像、License商品
在架，用作区分，请将商品名称命名为“XXXSaaS版”。

● 如发布的是License类商品，且商家已有相同的镜像、SaaS商品
在架，用作区分，请将商品名称命名为“XXX独立部署”。

● 如发布的是软件配套的人工服务类商品，需合理优化商品名称，
请命名为“XXX配套服务”。

● 如发布的是HCS版商品，请命名为“XXX（HCS版）”。

商品版本 商品版本命名应符合规范，建议使用“V1.0”“V2.0”形式命名，
不能使用“v0.1非正式版本”或“第1个版本”、“初始版本”这类
不规范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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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项 发布标准

商品LOGO ● 支持png格式，图片尺寸为120*120px，图片大小不超过5M。

● 上传logo建议使用左右结构。如需要使用上下结构的logo，请顶
头排列并保证icon大小。

● 必须为合理设计的商品LOGO图，内容在展示框中清晰呈现，不
可以页面、介绍、文字等截图作为LOGO。

● 图片应该保证清晰度，任何残缺，变形，模糊，内容无法清晰查
看等将无法通过审核。

● logo不建议使用背景色。如必须要使用，可将填充区域设为
120*120px，且使用4像素的圆角。

● 请勿修改logo文件的后缀，如.png修改为.jpg，会导致logo文件
上传失败。

● 如无商品logo，建议使用公司logo，白底，尺寸为120*120。

详情请参见商品logo规范。

生产接口地址 ● SaaS类商品生产接口地址需要部署在华为云上

● SaaS和license类商品的生产接口地址必须为域名地址

需求模板 ● 旨在指导用户提交需求信息，需使用excel、word等格式，便于
用户下载编辑，如不符合要求需再行调整；

● 如该商品发布为联营商品，需上传需求模板。

商品主图与视
频

● 请上传商品图片和视频，上架后在商品详情页展示，不超过5
个。

● 图片支持JPG、JPEG、PNG、GIF格式，尺寸：800*600，图片大
小不超过5M，商品因尺寸原因无法清晰查看图片内容将无法通
过审核。

● 商品主图须与商品内容相关，如商品使用页面、介绍等，不可只
上传logo、名称等无介绍作用的图片。

● 上传的商品图片或视频中，如出现人像照片，请打码处理后上
传。

● 视频支持mp4（视频编码H264）、mov格式，分辨率
1280*720px，视频大小不超过200MB。

说明
视频在商品页展示时，会缺省展示视频第一帧作为预览图片，请根据实
际需要设置视频第一帧内容，不可是单色页面，如：全黑或全白。

商品简介 请简要介绍您的商品信息，此内容将在商品列表和详情页面展示，
需与商品强相关，长度不超过120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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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项 发布标准

商品说明 ● 填写的商品说明，至少包含商品详细信息、商品的核心功能和服
务、各个商品规格的功能和服务等。

● 商品说明不低于400字符，字体要一致，排版要规范，保持整齐
美观，请勿出现大量无故换行。

● 不允许放入非华为云的外部链接等类似跳转信息。

● 不应出现通过其他方式获取商务等描述，如：商务申请或详细价
格请咨询xxx。

● 避免使用广告法敏感词，如：国家级、最佳、极致、世界第一
等。

● 上传的信息中，如涉及个人隐私数据，如姓名、身份证号码、详
细住址、电话、银行账号、邮箱等，请做假名化或匿名化处理；
证件信息中的个人图片信息，需打码处理后上传。

● 若为图文说明，图片支持JPG、JPEG、PNG格式，图片要求宽度
为900~1200px，高度不小于800px，最多可上传5张；在详情页
将按宽为1136px百分百缩放展示图片；点击下载《商品说明参
考样例》。

商品亮点 ● 商品亮点请着重描述商品功能亮点等内容。

● 亮点最多添加5条，每条长度不超过50个字符。

客户案例 ● 如果附有成功案例，应详细描述案例详情，可从案例背景、提升
或完善某些能力等角度描述；不能仅填写一个案例名称，最多添
加10个案例。

● 在客户案例中，避免使用广告法敏感词，如：国家级、最佳、极
致、世界第一等。

商品服务协议 ● 请上传完整的协议附件，该协议为商家与买家之间的双方协议，
下单时勾选生效。

● 协议中商品名称、商品定义、商品计费等各项协议，必须与该商
品实际情况一致。

● 协议为下单时勾选生效的线上协议，协议中不可有留白待填写、
盖章生效等内容。

● 协议必须在有效期范围内。

● 删除协议中的无关注释内容。

● 模板可参考《商品服务协议-参考样例》。

服务与支持 参照样例按照实际服务内容表述，至少包含服务内容、服务时间、
服务电话、服务邮箱4项内容。

说明

● 如售后服务时间超过5*8小时，请确保服务时间内及时响应各联系方式收
到的各类售后问题，如超过2次出现未及时答复情况，云商店将对商品进
行下架处理。

● 售后服务邮箱，请确保邮件24小时内能得到答复，如超过2次出现未及时
答复情况，云商店将对商品进行下架处理。

● 如按模板修改，请注意删除示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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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项 发布标准

使用指南 ● 请提供与商品相符的有效的操作手册和商品手册，而非商品介
绍。

● 使用指南须说明用户从云商店购买产品后，如何登录、使用等。

● 镜像商品须说明镜像购买并部署在华为云主机后，须开放哪些端
口、如何登入使用等。

● 使用指南中不可出现未部署在华为云基础设施中的使用地址、登
录地址等链接。

● 字体要一致，排版要规范，保持整齐美观。

● 使用指南中请勿出现通过其他方式获取商务等描述，如：商务申
请或详细价格请咨询xxx。

● 支持上传rar、zip、doc、docx、pdf、ppt、pptx格式的文件，
文件大小不超过20M。

软件著作权证
书

● 软件著作权证书中的软件名称必须上传与商品名称相符的软件著
作权证书，且著作权人须与发布商品公司主体一致；如不相符，
请出具承诺函，模板可通过点击下方提示中的“参考样例”进行
下载。

● 如发布的是容器类商品，需要上传软件著作权证书和容器镜像测
试报告。

● 一个软件著作权证书对应一个商品；如一个软著对应同一商品的
多个功能，请在发布该商品时，添加多个规格做区分。

● 支持rar、zip、doc、docx、pdf、ppt、pptx格式文件。

● 文件大小不超过20M。

● 最多支持上传5个。

开源软件声明 ● 商品如涉及开源部分，请如实提供商品开源声明。

● 支持rar、zip、doc、docx、pdf、ppt、pptx格式文件。

● 文件大小不超过20M。

● 支持上传1个。

商品分类 请选择正确的商品分类（商品分类是指业务所属一级二级导航），
商品分类必须与商品所属导航一致

商品标签 若选择鲲鹏、混合云、loT商品认证标签，需同步上传与商品名称相
符且对应的认证证书，若无相关证书，请勿选择该认证标签。

合同名称 请选择商品关联的合同名称（商品上架时关联的合同信息），商品
必须与所关联的合同一致。

结算规则 请选择商品关联的结算规则（商品上架时关联的结算规则），商品
必须与所选的结算规则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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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项 发布标准

商品规格 ● 商品规格名称是对规格的命名，请勿出现大量描述性词汇，如详
情请咨询、电话号码等描述。

● 商品规格名称长度不超过50个字符。

● 规格名称不能直接借助华为云名义，如命名为“华为云XXX”。

● 商品规格名称的命名应有一定规则，请勿以“规格1”、“规格
2”等无规格信息的简单文字，“年”、“月”等计费模式，
“套”、“次”等计数单位命名。

● 商品请勿发布“0元”免费试用规格，避免被无限购买的风险。

● 软件商品的规格请勿涉及人工服务内容，如：运维服务、迁移服
务、定制开发等，需要另外发布一个配套的“人工服务”商品，
命名为“XXX配套服务”，再添加该规格。

● 发布人工服务类商品时，若商品规格涉及人天服务内容，请设置
SKU规格，发布多SKU定价的商品规格（发布方式参考发布多
SKU定价的商品规格）。

● 发布镜像类商品时，请选择正确的云主机型号，推荐选择“系列
II通用共享型”或“系列II通用独享型”这两类云主机规格进行镜
像发布。

● 同一商品的不同版本和不同功能，请以规格作区分，按照多规
格、多SKU的形式发布，无需以不同的版本、不同场景发布多个
商品。例如：某商品有多种功能，其中每种功能都有多个版本，
请按多规格、多SKU规格的形式发布一个商品即可。

须知
同个商品最多可添加50个规格、100个SKU。

搜索引擎优化
信息

请配置适合商品的优化信息，利于百度等第三方搜索引擎收录。请
严格按照填写指南的说明进行填写，如填写信息不符合规范将会被
驳回。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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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商品是指将商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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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商店通过调用商家提供的生产系统接口地址，通知商家实施购买操
作，操作完成后，商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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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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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e 类

License类商品是指将商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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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像类商品是指将商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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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类商品是指将商家为用户提供的人工服务作为商品，不交付具体的软件和云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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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等相关的
人工服务。

API 类

API类商品是指将商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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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件云服务类

硬件云服务类商品是指提供华为云相关的硬件设备作为商品，包括如IoT开发模组、传
感器、接入终端、网关、一体机等相关硬件设备。

AI 资产类

AI资产类商品是指商家基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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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器类商品指商家基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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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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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资产类

应用资产类商品是指将商家基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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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商品税率及计费模式
云商店商品上架需要设置商品税率，商家上架商品时，根据商品的接入类型、计费方
式、商品分类会对应到不同的税务类型，税务类型用于华为给商家结算时，详情如
下：

接入类型 计费模式 商品分类 税务产品

硬件 一次性、按数 / 硬件

License 一次性 软件

包周期 服务

镜像 按需、包周期 服务

SaaS 包周期、一次性 服务

API 按次套餐包、按
次、按需套餐包、
按需

服务

AI资产 按次套餐包、按次 软件

人工服务 一次性、包周期 1.选择了“专业服务 > 数据迁
移/环境配置/故障排查/咨询与
培训/代维服务”等目录

2.人工服务下的非专业服务目录

服务

选择了“专业服务 > 基础电信
专线”目录

基础电信

选择了“专业服务 > 增值电信
专线”目录

增值电信

选择了“专业服务 > 有形动产
租赁”目录

有形动产租赁

选择了“专业服务 > 不动产租
赁”目录

不动产租赁

选择了“专业服务 > 基础电
信”目录

基础电信

选择了“专业服务 > 增值电
信”目录

增值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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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联营API类商品建议选择按需套餐包方式，而不建议选择按次套餐包。

每种税务类型定义及对应税率如下所示：

税务类型 描述 一般规模纳税
人-税率

小规模纳税
人-税率

软件 一般是指商家向客户提供永久使用权
的软件产品。客户购买后，可以永久
使用该软件类产品。如软件产品的使
用须周期性付费，则为软件服务。

13% 3%

硬件 一般是指向客户销售的具备实物形态
的产品，如终端产品、设备产品等，
税率一般为13%。

13% 3%

服务 一般是指信息技术服务，包括软件服
务、电路设计及测试服务、信息系统
服务、业务流程管理服务和信息系统
增值服务、线下服务等。

6% 3%

基础电信
服务

一般是指利用固网、移动网、卫星、
互联网，提供语音通话服务的业务活
动，以及出租或者出售带宽、波长等
网络元素的业务活动。

9% 3%

增值电信
服务

一般是指利用固网、移动网、卫星、
互联网、有线电视网络，提供短信和
彩信服务、电子数据和信息的传输及
应用服务、互联网接入服务等业务活
动。

6% 3%

有形动产
租赁服务

一般是指出租人将有形动产的使用权
让与承租人以获取租金的交易，如设
备、终端硬件产品的租赁。

13% 3%

不动产租
赁服务

一般是指出租人将不动产的使用权让
与承租人以获取租金的交易，常见的
典型场景为机房租赁、机柜（含场
地）租赁。

9% 3%

 

3.5 发布镜像类商品相关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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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发布镜像类商品操作指导

上架流程

前提条件

发布镜像类商品前，您需要先制作私有镜像。目前华为云云商店支持华北-北京一、华
北-北京四、华南-广州、华东-上海一、华东-上海二、乌兰察布一和西南-贵阳一的基
于华为云提供的公共镜像制作系统盘镜像发布到云商店，请确保制作私有镜像的云服
务器在上述区域。

说明

镜像商品申请上架时，需进行预处理并通过HSS安全扫描，确保该镜像部署到云主机后，不存在
高危漏洞。具体扫描流程请参见镜像商品上架预处理流程。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已成功入驻云商店的华为云账号，单击云商店首页页眉导航处的“卖家中心”，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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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在发布商品前，请确保华为云账号已通过企业实名认证、入驻成为云商店商家并完成商业信息认
证，具体流程请参见入驻流程。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

步骤3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发布商品”，进入“商品发布”页面。

说明

商品信息填写必须严格按照商品发布说明中的要求，可参考镜像商品发布信息填写说明。

步骤4 在页面上方的商品接入类型中选择“镜像”。根据页面提示信息，填写“商品名称”
和“商品版本”，上传“商品LOGO”。

步骤5 单击“下一步”。

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步骤6 根据页面提示，填写商品信息（包括“商品主图与视频”、“商品简介”、“商品说
明”、“商品亮点”）和客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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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商品说明编辑框支持正文、标题和图片组合输入。为保障在详情页的展示质量，请确保：

1、若为纯文字说明，内容不低于400字符；

2、若为图文说明，图片支持JPG、JPEG、PNG格式，图片要求宽度为900~1200px，高度不
小于800px，最多可上传5张图片；图片在详情页将按宽为1136px百分百缩放展示。

可查看参考样例。

● 将鼠标放置商品说明编辑框右下角可拉长编辑框，便于文字编辑。

● 当鼠标移至已添加成功的客户案例区域，可以执行删除、编辑操作。

步骤7 单击“下一步”。

进入“资质信息”页面。

步骤8 根据页面提示信息，设置“商品服务协议”、“服务与支持”，上传“使用指南”、
“软件著作权证书”、“开源软件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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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商品服务协议

此协议为商家与用户之间的双方协议，用户在下单时勾选生效，故协议内容不可为线
下合同类协议，协议中不可出现留白待填写内容，协议不可盖章、签字生效。

您也可以在卖家中心商品服务协议编辑框下方点击“参考样例”下载协议模板作为参
考，修改模板时，商品名称、定义及各条款内容，必须与该商品一致。

服务与支持

内容必须包含服务时间、服务内容、热线、邮箱4项内容，并确保服务时间内各联系方
式通畅，及时提供服务。

使用指南

使用指南须说明用户从云商店购买产品后，如何登录、使用等。

镜像商品须说明镜像购买并部署在华为云主机后，须开放哪些端口、如何登入使用
等。

软件著作权证书

软件商品必须上传与商品名称相符的软件著作权证书，且著作权人须与发布商品公司
主体一致，此证书将作为华为云云商店审核您发布的商品是否符合上架要求的依据，
上传后的商品资质证书仅供审核使用，不会在商品详情页展示。

说明

将鼠标放置商品服务协议、服务与支持编辑框右下角可拉长编辑框，便于文字编辑。

步骤9 单击“下一步”。

进入“业务信息”页面。

步骤10 根据页面提示信息，填写商品属性、商品规格和搜索引擎优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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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是否公开销售

选择“否”，则该商品上架后在云商店前台页面与搜索结果中不会对外呈现，只能通
过商品URL进行访问或购买。商品URL地址可单击“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在商品
详情页面的“业务信息”模块中查看。

商品标签

如需添加“鲲鹏”、“混合云”、“IoT”商品认证标签，请同步上传与商品名称相符
且对应的认证证书。

搜索引擎优化信息

请严格按照填写指南的说明进行填写，配置适合商品的优化信息，利于百度等第三方
搜索引擎收录。

填写规格名称、计费模式等信息，如下图所示。

须知

● 在“填写商品规格”区域，添加规格时，若没有需要的镜像，单击“去制作镜像”
进入云管理台制作镜像；目前华为云云商店支持华北-北京一、华北-北京四、华南-
广州、华东-上海一、华东-上海二和西南-贵阳一的基于华为云提供的公共镜像制作
的系统盘镜像发布到云商店。

● 以下类型的私有镜像不能发布为云商店镜像：共享镜像、加密镜像、已发布状态的
镜像、整机镜像及基于外部共享镜像或市场镜像重新制作的私有镜像。

● 系统支持多区域发布镜像。在“填写商品规格”区域，可选择多个发布区域。

● 请确保上传的镜像包不超过128G，否则将发布失败。

● 私有镜像发布为市场镜像后，会赋予商品价格属性，且此镜像将被锁定，不可再通
过该私有镜像安装部署虚机，不可再对镜像进行商品发布，如需使用，需在商品页
面进行购买，请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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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1 单击“预览”。

系统显示该商品发布后的商品详情页面。

说明

● “预览”功能可查看页面样式，不支持规格询价和选择商品属性。

● 因市场镜像不允许共享，故在发布商品镜像时，如镜像已发起共享，需先删除镜像共享租
户，方可再选择相应的镜像。

步骤12 预览无误后，单击“提交”。

系统提示“你确认要提交该商品吗？”。

步骤13 单击“是”。

系统提示“发布商品成功！请等待审批！”。

说明

● 在卖家中心上传文档、软件等的单日最大上传量为10GB，每天最多上传100个文件。

● 镜像商品申请上架时，需确保该镜像部署到云主机后，不存在高危漏洞。云商店审核时，会
将申请中的镜像部署至云主机中，使用HSS工具进行安全扫描，如存在高危漏洞，则不符合
上架要求，云商店将驳回申请。

● 商家在发布商品的过程中，单击页面右下方“存草稿”，可以将内容保存为草稿。后续可在
“商品管理 > 我的申请”或“商品发布 > 草稿箱”中查看。

● 在“商品管理 > 我的申请”中，选择“待审核”状态的镜像商品，单击操作列的“查看镜像
复制进展”，可查看镜像复制进展。

● 华为云云商店会对您提供的商品信息进行审核，商品审核SLA默认为3个工作日，当您在1个
自然日内提交10个及以上的商品发布申请时，我们会参考具体商品数量延长审核SLA。审核
结果会以邮件形式通知到贵司账号绑定的邮箱中，请注意查收；只有所有信息通过审核，您
发布的商品才会正式上架。

● 用户购买后的使用操作，可参考镜像类商品使用指导。

----结束

3.5.2 镜像类商品制作说明

使用华为云提供的公共镜像制作私有镜像时，您需先购买云主机等云资源时镜像选择
公共镜像、云服务器类型建议统一选择“s3 (通用计算型)”，在云主机安装部署完商
品，然后参照以下方式进行私有镜像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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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在华为云购买制作镜像所需的弹性云服务器时应注意：

● 强烈建议弹性云服务器规格选择通用计算型或通用计算增强型，内存优化型、高性能计算
型、磁盘增强型、GPU加速性是特殊商品使用的，不建议选择。

● 根据商品所需开放安全端口到安全组中选择。

操作步骤

步骤1 商品在云主机中安装部署完毕后，选择“控制台 > 所有服务 > 计算 > 弹性云服务
器”，单击已经安装部署完的目标主机右侧的“更多 > 关机”，将云主机关机。

步骤2 单击该目标主机右侧“更多 > 创建镜像”。

步骤3 镜像源选择云服务器，云服务器选择目标主机，设置区域、创建方式、名称等配置信
息，单击“立即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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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云商店镜像类商品是指将商家基于华为云公共系统制作的系统盘镜像作为商品，制作镜像时请制
作系统盘镜像。

步骤4 进入“资源详情”页面，确认镜像信息无误后，单击“提交申请”。

步骤5 单击左侧导航栏“镜像服务 > 私有镜像”，查看已制作的私有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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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制作Windows私有镜像时，请保存好登录云主机的密码，以便提供给镜像商品买家。

----结束

3.5.3 镜像商品上架预处理流程
镜像商品申请上架时，请先进行HSS安全扫描，并对扫描结果进行预处理，确保该镜
像部署到云主机后，不存在高危漏洞。如扫描后仍存在漏洞，云商店运营将不予通过
商品上架申请。

请参照以下方式进行预处理：

说明

预处理前，请确保您已经完成了私有镜像制作，具体流程请参见镜像类商品制作说明

操作步骤

步骤1 申请服务器

选择“控制台 > 所有服务 > 弹性云服务器ECS”，单击左侧导航栏“镜像服务 > 私有
镜像”，选择待上架的镜像，单击“申请服务器”。

步骤2 创建ECS

基于私有镜像创建ECS的流程和公共镜像创建ECS的流程相同,具体流程请参见镜像类商
品制作说明,注意以下事项:

1. 确认计费模式为“按需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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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认私有镜像为待上架镜像

步骤3 使用HSS对主机进行扫描

1. 在左侧服务列表中选择：“企业主机安全HSS”；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资产管理>主机管理”

3. 单击“开启防护”，手动为已创建的ECS开启HSS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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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所创建的ECS已开启HSS防护（防护状态栏显示“开启”），请点击操作“切换版本”将
基础版切换至企业版后，直接启动HSS基线检查

4. 按需购买HSS扫描服务

说明

1. 购买服务时，规格请注意选择“按需计费”和“企业版”；

2. 因购买按需计费企业版HSS会产生0.18元/时的费用，使用完之后请立即点击右侧“关
闭防护”，避免产生累计费用。

5. 启动HSS基线检查

– 购买完服务之后需要进行刷新,直至检查结果可点击为止。

– 点击”无风险”状态按钮,跳转至基线检查页面,选择“配置风险”,单击“手动
检测”启动扫描。

6. 导出扫描报告

– 点击“风险预防>基线检查”，再单击右侧“导出”按钮，导出扫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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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扫描报告修复高风险问题

打开扫描报告，筛选威胁等级为“High”和扫描结果为“failed”两项

说明

如筛选后的报告中，规则描述项显示“需限制SSH服务使用的密钥文件权限”，处理办法
请参见FQA；其它请参考扫描报告中的“修改建议”，到主机后台进行修复。

步骤4 再次打包镜像，执行HSS扫描

1. 将修复完毕的ECS再次打包成镜像

2. 以打包好的镜像重新创建ECS，并再次开启HSS防护，重复步骤3使用HSS对主机
进行扫描。

3. 上架申请

扫描完毕之后，若无高危漏洞，请直接提交镜像商品上架申请。

4. 工单帮助

– 对以上操作步骤还有疑惑，请先参考步骤5FAQ；

– 如以上相关处理办法都未能解决您的问题，请在华为云提交工单并留下联系
方式，以便华为工程师联系您指导解决，提交工单具体操作请参照如下：

点击左侧“新建工单>企业主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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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新建工单”

步骤5 FAQ

1. 需限制SSH服务使用的密钥文件权限。

由于镜像在拉起的过程中，会将/etc/ssh/*key和/etc/ssh/*key.pub文件进行初始
化,需要手动进行如下操作后再封包请确保所有高危漏洞处理完成:
chmod 400 /etc/ssh/*key
chmod 400 /etc/ssh/*key.pub
chattr +i /etc/ssh/*key
chattr +i /etc/ssh/*key.pub

2. 需限制/etc/ssh/sshd_config的访问权限

因为 cloud-init 把ssh配置恢复默认，需要在cloud-init 中注释ssh 并设置/etc/ssh/
sshd_config的访问权限，操作步骤如下：

– 到对应服务器里/etc/ssh/sshd_config，执行vi /etc/cloud/cloud.cfg，注释ssh
相关内容

– 锁定文件 chattr +i /etc/ssh/sshd_config

说明

注释ssh 相关内容：执行vi /etc/cloud/cloud.cfg打开文件后，注释 /etc/cloud/
cloud.cfg这个文件里和ssh有关的内容，在最前面加一个#号即为注释；此步骤请由技
术人员操作以防出错。

----结束

3.5.4 发布 KVM 场景 FPGA 镜像商品操作指导

3.5.4.1 购买 FPGA 加速云服务器

首先，用户需要登录华为云首页，按照指引购买一台FPGA加速云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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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2 下载开发套件

用户购买加速云服务器后需要获取或更新FPGA开发套件，通过GitHub开源平台可以获
取FPGA加速云服务器的FPGA开发套件，关于套件获取的具体操作请参见README中
的“开发套件的下载”。

3.5.4.3 配置内网 DNS

前提条件

在执行基本配置操作前，以root用户登录云服务器。

在配置内网DNS后，弹性云服务器可以通过虚拟私有云的内网访问相关云服务，能够
为用户提供更稳定、可靠的网络环境。

配置DNS需要配置“/etc”目录下的resolv.conf文件，指定DNS服务器的IP地址。

内网DNS服务器的IP地址与用户所处的区域相关，用户可通过表3-2获取内网DNS服务
器的IP地址。

表 3-2 内网 DNS 服务器 IP 地址与区域对应表

区域 内网DNS服务器IP地址

华北-北京一 100.125.1.250

华南-广州 100.125.1.250

华东-上海二 100.125.17.29

 

新增内网DNS服务器有两种方法。

● 方法一：修改虚拟私有云的子网信息。

● 方法二：手动编辑“/etc/resolv.conf”文件。

方法二新增的内网DNS在弹性云服务器每次重启后会失效，需要重新进行配置。
因此，建议用户使用方法一。

方法一

用户可以按如下步骤修改虚拟私有云的子网信息，将DNS服务器地址添加到弹性云服
务器对应的子网中。本节以“华北-北京一”为例描述相关的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华为云页面，单击“控制台”，进入“管理控制台”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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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单击“计算 > 弹性云服务器”，进入“云服务器控制台 - 弹性云服务器”页面。

步骤3 在页面中单击用户将要使用的FPGA加速云服务器，查看云服务器详情。

步骤4 在云服务器详情页面中，单击“网卡”，打开下拉菜单 ，查看FPGA弹性云服务器
的子网名称。例如在下图中，FPGA加速云服务器的子网名称为“subnet-9c19”。

商家指南
商家指南 3 商品接入

文档版本 01 (2023-05-1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9



步骤5 在云服务器详情页面中，查看FPGA加速云服务器的虚拟私有云。

例如在下图中，FPGA加速云服务器的虚拟私有云名称为“vpc-9c19”。单击该虚拟私
有云名称，进入“网络控制台 - 虚拟私有云”页面。

步骤6 在“网络控制台 - 虚拟私有云”页面中，确认左侧导航栏为“虚拟私有云”，然后单
击步骤5中获取的FPGA加速云服务器的虚拟私有云，进入“虚拟私有云”页面。

步骤7 在“虚拟私有云”页面中，首先找到步骤4中获取的子网名称“subnet-9c19”对应的
子网信息。单击导航右侧的“修改”，修改该子网的DNS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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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8 在弹出的“修改子网”窗口中，将“DNS服务器地址1”修改为100.125.1.250，单击
“确定”，保存DNS服务器地址的修改。

说明

本节仅以“华北-北京一”为例，对于“华南-广州”和“华东-上海二”等其他区域，请将
“DNS服务器地址1”修改为相应区域的内网DNS服务器IP地址。

步骤9 重启FPGA加速云服务器。查看“/etc/resolv.conf”文件的内容，确认其中包含待配置
的DNS服务器地址为100.125.1.250，并且DNS服务器地址100.125.1.250位于其他
DNS服务器地址之前。

说明

对虚拟私有云的子网信息的修改会影响所有使用该子网创建的弹性云服务器。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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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

用户可以手动编辑“/etc/resolv.conf”文件，在其中新增内网DNS服务器。例如，如
果用户位于“华北-北京一”，则需要在“/etc/resolv.conf”文件中新增一个IP地址为
100.125.1.250的内网DNS服务器。

说明

新增的DNS服务器地址必须位于所有原有的DNS服务器地址之前。

DNS配置操作在保存“/etc/resolv.conf”文件的修改操作后立即生效。

3.5.4.4 安装和配置 fisclient 工具

前提条件

在执行基本配置操作前，以root用户登录云服务器。

在进行AEI注册和AEI管理前，用户需要按照fisclient工具的README完成fisclient工具
的安装和配置。

fisclient工具的安装请参见“安装”章节。

fisclient工具的配置请参见“配置”章节。

3.5.4.5 注册 AEI

注册 AEI 准备操作

在执行注册操作前，用户需要完成以下操作。

步骤1 切换到工程的脚本目录。

● 对于DPDK型，需要切换到工程中的“prj”目录。

例如，对于example工程，该目录为“/home/fpga_design/hardware/
vivado_design/examples/example1/prj”。

● 对于OCL型，需要切换到工程中的“scripts”目录。

例如，对于example工程，该目录为“/home/fpga_design/hardware/
sdaccel_design/examples/mmult_hls/scripts”。

步骤2 构建工程。

说明

若已完成工程的构建，则不需要再重复构建。

● 对于DPDK型，执行sh build.sh命令构建工程。

● 对于OCL型，执行sh compile.sh hw命令构建工程。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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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注册脚本

AEI_Register.sh脚本的命令格式如下所示。

Usage:sh AEI_Register.sh -n [AEI_name] -d [AEI_Description]

● -n 选项用于指定待注册FPGA镜像的AEI名称（AEI_name）。AEI_name是由英文
大小写字母、数字、下划线、中划线组成的字符串，长度为1到64位。

● -d 选项用于指定待注册FPGA镜像的AEI描述信息（AEI_Description）。
AEI_Description由中文汉字、中文句号、中文逗号、英文大小写字母、数字、中
划线、下划线、英文句号、英文逗号、空格键组成的字符串，长度为0到255位。

在AEI_Register.sh脚本执行成功后，会产生如下的回显信息。

#############################################################  
Register AEI  
#############################################################  
Uploading FPGA image to OBS
Upload 46696040 bytes using 2.038394 seconds
Registering FPGA image to FIS
Success: 200 OK  
id: 0000********5568015e3c87835c0326  
status: saving

● “Success: 200 OK”信息表示AEI_Register.sh脚本执行成功。AEI_Register.sh脚
本执行成功并不代表FPGA镜像注册成功。用户需要执行fisclient程序的查询子命
令，并使用注册回显信息中FPGA镜像ID来查询相应的FPGA镜像信息。如果FPGA
镜像的状态是“active”，则表示FPGA镜像注册成功。确认注册成功后用户才能
进行FPGA镜像的加载操作。

● “id: 0000********5568015e3c87835c0326”信息表示FPGA镜像管理为待注册
FPGA镜像分配的ID为0000********5568015e3c87835c0326，可用于查询FPGA镜
像的注册操作是否成功以及后续的加载等操作。

● “status: saving”信息表示用户注册的FPGA镜像当前正处于保存状态。

说明

AEI_Register.sh脚本在注册过程中会将生成的FPGA逻辑文件传输到用户的OBS桶中，用于注册
相应的FPGA镜像。在确认注册成功后，用户可以将OBS桶中的逻辑文件手动删除，以便消除不
必要的OBS服务计费。

例如，用户可以执行如下命令来注册一个OCL镜像，并将AEI_name设置为“ocl-
test”，将AEI_Description设置为“ocl-desc”。

[root@ scripts]# sh AEI_Register.sh -n ocl-test -d ocl-desc
fis argument(s) and config file are OK
INFO: OCL Running
#############################################################
Register AEI
#############################################################
Uploading FPGA image to OBS
Upload 46696040 bytes using 2.038394 seconds
Registering FPGA image to FIS
Success: 200 OK
id: 0000********5568015e3c83e7290321
status: sa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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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6 制作私有镜像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选择“计算 > 镜像服务”。

步骤3 在“镜像服务”列表页面，单击“创建系统盘镜像”。

步骤4 在镜像配置页面，单击“选择”，从弹出的云服务器列表中选择3.5.4.1 购买FPGA加
速云服务器中购买的FPGA加速云服务器。

图 3-1 创建镜像

步骤5 填写镜像的基本信息，例如，镜像名称和镜像描述，如图3-1所示。

步骤6 单击“立即申请”，并根据界面提示，确认镜像参数，阅读并勾选华为镜像免责声明
后，单击“提交申请”。

步骤7 镜像创建时间与镜像文件本身大小有关，大约需要20分钟，当镜像的状态为“正常”
时，表示创建完成。

----结束

3.5.4.7 AEI 和镜像做关联

在“管理控制台 > 镜像服务 > 私有镜像”页面中查看待发布镜像的信息详情，获取镜
像ID（如下图中镜像ID为1804d4a7-****-****-****-c03cf3dd203a），用于镜像关联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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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FPGA镜像发布是通过将ECS私有镜像发布到云市场实现的。请确认待发布的ECS私有镜像中不包
含用户的个人文件（例如fisclient工具的配置文件~/.fiscfg）。

执行fis关联子命令将待共享的FPGA镜像与创建的弹性云服务器私有镜像进行关联。

用户需要登录到弹性云服务器上，然后执行fisclient程序的关联子命令，将该FPGA镜
像与创建的弹性云服务器私有镜像进行关联。

[root@ ~]# fis fpga-image-relation-create --fpga-image-id 0000********5568015e3c83e7290321 --image-id 
1804d4a7-****-****-****-c03cf3dd203a
Success: 204 No Content

当回显信息中包含“Success: 204 No Content”时，表示关联操作执行成功。

3.5.4.8 产品发布

请在云市场卖家中心发布产品，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发布镜像类产品操作指导。

3.5.4.9 产品下架

请在云市场卖家中心下架产品，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商品下架。

3.5.4.10 AEI 和镜像解关联

用户发布的FPGA镜像下架之后，必须进行AEI和镜像解关联操作，否则已经购买的用
户可以继续使用该AEI。用户需要登录到弹性云服务器上，执行fisclient程序的解关联
子命令，将需要下架的FPGA镜像和与它关联的AEI进行解关联操作。

解关联操作示例：

[root@ ~]# fis fpga-image-relation-delete --fpga-image-id 0000********5568015e3c83e7290321 --image-id 
1804d4a7-****-****-****-c03cf3dd203a
Success: 204 No Content

当回显信息中包含“Success: 204 No Content”时，表示解关联操作执行成功。

说明

用户在对已发布的FPGA镜像做下架操作后，务必要将AEI和镜像解关联。

3.5.4.11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改说明

2018-07-30 第一次正式发布。

 

3.5.4.12 免责声明
● 本文档可能包含第三方信息、产品、服务、软件、组件、数据或内容（统称“第

三方内容”）。华为不控制且不对第三方内容承担任何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准确
性、兼容性、可靠性、可用性、合法性、适当性、性能、不侵权、更新状态等，
除非本文档另有明确说明。在本文档中提及或引用任何第三方内容不代表华为对
第三方内容的认可或保证。

商家指南
商家指南 3 商品接入

文档版本 01 (2023-05-1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5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marketplace/sp_topic_0000017.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marketplace/sp_topic_0000038.html


● 用户若需要第三方许可，须通过合法途径获取第三方许可，除非本文档另有明确
说明。

3.6 发布人工服务类商品操作指导

上架流程

前提条件

服务类商品是指将商家为用户提供的人工服务作为商品，不交付具体的软件和云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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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等相关的
人工服务。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已成功入驻云商店的华为云账号，单击云商店首页页眉导航处的“卖家中心”，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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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在发布商品前，请确保华为云账号已通过企业实名认证、入驻成为云商店商家并完成商业信息认
证，具体流程请参见入驻流程。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

步骤3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发布商品”，进入“商品发布”页面。

说明

商品信息填写必须严格按照商品发布说明中的要求，可参考人工服务类商品发布信息填写说明。

步骤4 在页面上方的商品接入类型中选择“人工服务”。根据页面提示信息，填写“商品名
称”、“商品版本”，上传“商品LOGO”，选择“商品服务流程”，填写“交付
SLA”并上传“需求模板”。

须知

商品服务流程

服务流程分为标准（适用于环境配置、数据迁移等服务类商品）和建站类两种，请根
据实际服务交付流程选择服务流模板，并在交易过程中严格按照服务流履行交付，系
统最终会对服务单“已完成”的订单进行结算。

人工服务类商品服务流说明参考人工服务类商品服务监管

交付SLA
请合理填写预计交付此商品的周期（自然日），随意填写可能会导致此申请被驳回，
或因未按交付SLA交付被用户投诉。

需求模板

用户购买服务后，需先提交需求。需求模板由商家制作并上传，模板中列出需要用户
提供的信息，文件格式需为excel、word，便于用户进行下载并参考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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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单击“下一步”。

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步骤6 根据页面提示，填写商品信息（包括“商品主图与视频”、“商品简介”、“商品说
明”、“商品亮点”）和客户案例。

说明

● 商品说明编辑框支持正文、标题和图片组合输入。为保障在详情页的展示质量，请确保：

1、若为纯文字说明，内容不低于400字符；

2、若为图文说明，图片支持JPG、JPEG、PNG格式，图片要求宽度为900~1200px，高度不
小于800px，最多可上传5张图片；图片在详情页将按宽为1136px百分百缩放展示。

可查看参考样例。

● 将鼠标放置商品说明编辑框右下角可拉长编辑框，便于文字编辑。

● 当鼠标移至已添加成功的客户案例区域，可以执行删除、编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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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 单击“下一步”。

进入“资质信息”页面。

步骤8 根据页面提示信息，设置“商品服务协议”、“服务与支持”，上传“使用指南”、
“软件著作权证书”、“开源软件声明”。

须知

商品服务协议

此协议为商家与用户之间的双方协议，用户在下单时勾选生效，故协议内容不可为线
下合同类协议，协议中不可出现留白待填写内容，协议不可盖章、签字生效。

您也可以在卖家中心商品服务协议编辑框下方点击“参考样例”下载协议模板作为参
考，修改模板时，商品名称、定义及各条款内容，必须与该商品一致。

服务与支持

内容必须包含服务时间、服务内容、热线、邮箱4项内容，并确保服务时间内各联系方
式通畅，及时提供服务。

说明

将鼠标放置商品服务协议、服务与支持编辑框右下角可拉长编辑框，便于文字编辑。

步骤9 单击“下一步”。

进入“业务信息”页面。

步骤10 根据页面提示信息，填写商品属性、商品规格和搜索引擎优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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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是否公开销售

选择“否”，则该商品上架后在云商店前台页面与搜索结果中不会对外呈现，只能通
过商品URL进行访问或购买。商品URL地址可单击“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在商品
详情页面的“业务信息”模块中查看。

商品标签

如需添加“鲲鹏”、“混合云”、“IoT”标签，请同步上传与商品名称相符且对应的
认证证书。

搜索引擎优化信息

请严格按照填写指南的说明进行填写，配置适合商品的优化信息，利于百度等第三方
搜索引擎收录。

填写规格名称（中英文）、定价模板、计费模式等信息，如下图所示。

须知

● 人工服务类商品一个规格不能同时选择按次和按周期计费，如规格同时存在按次和
按周期计费，需发布为2个规格。

● 商品规格仅按照包周期或按次计费模式进行一口价定义，定价模板请选择简单模
板。

● 商品规格按照包周期或按次计费模式，并支持进行多SKU的分别定价，定价模板请
选择自定义模板。若SKU包括数值属性，此处还支持对数值属性进行线性或阶梯定
价；如何发布支持多SKU定价的商品规格，请参看 发布多SKU定价的商品规格。

● 规格名称需填写中文与英文两个版本，英文版在用户的消费账单（切英文语言）页
面对用户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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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1 单击“预览”。

系统显示该商品发布后的商品详情页面。

说明

“预览”功能可查看页面样式，不支持选择商品属性。

步骤12 预览无误后，单击“提交”。

系统提示“你确认要提交该商品吗？”。

步骤13 单击“是”。

系统提示“发布商品成功！请等待审批！”。

说明

● 在卖家中心上传文档、软件等的单日最大上传量为10GB，每天最多上传100个文件。

● 商家在发布商品的过程中，单击页面右下方“存草稿”，可以将内容保存为草稿。后续可在
“商品管理 > 我的申请”或“商品发布 > 草稿箱”中查看。

● 华为云云商店会对您提供的商品信息进行审核，商品审核SLA默认为3个工作日，当您在1个
自然日内提交10个及以上的商品发布申请时，我们会参考具体商品数量延长审核SLA。审核
结果会以邮件形式通知到贵司账号绑定的邮箱中，请注意查收；只有所有信息通过审核，您
发布的商品才会正式上架。

● 用户购买后的使用操作，可参考人工服务类类商品使用指导。

----结束

3.7 发布 SaaS 类商品相关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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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发布 SaaS 类商品操作指导

上架流程

前提条件

● 发布SaaS类商品之前，您须将您的SaaS类商品部署在华为云IAAS基础设施资源
（华为云IAAS）上，华为云云商店不接受部署在非华为云IAAS上的SaaS类商品发
布申请。

● SaaS类商品的生产接口地址需要部署在华为云上，且为域名地址。

● 发布SaaS类商品之前，您需要遵循SaaS类产品接入指南进行接口开发调测，以供
华为云云商店调用。

● 发布SaaS类商品之前，请先进行应用接入调试，华为云云商店提供了应用接入调
试功能，请参看应用接入调试，务必保证对应场景的生产接口都能调试通过，系
统会针对调测通过的用例进行保存用于商品发布、修改及审核上架时接口校验，
以保证用户购买您的SaaS商品后，能够正常开通。

● 发布SaaS类商品如涉及为用户提供网站服务（包括业务前台，管理后台portal
等），您需确保您的应用不存在恶意内容，高危漏洞等。请您根据SaaS类商品安
全漏洞扫描操作指导及安全规范的指引，对应用完成安全漏洞扫描自测试 ，商品
发布时关联相应的扫描测试报告一起提交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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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已成功入驻云商店的华为云账号，单击云商店首页页眉导航处的“卖家中心”，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说明

在发布商品前，请确保华为云账号已通过企业实名认证、入驻成为云商店商家并完成商业信息认
证，具体流程请参见入驻流程。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

步骤3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发布商品”，进入“商品发布”页面。

说明

商品信息填写必须严格按照商品发布说明中的要求，可参考SaaS商品发布信息填写说明。

步骤4 在页面上方的商品接入类型中选择“SaaS”。根据页面提示信息，填写“商品名
称”、“商品版本”，上传“商品LOGO”并选择“是否涉及服务监管”、“生产系统
接口地址”、“扩展参数”、“需要用户授权”、“敏感信息加密算法”、“安全漏
洞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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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商品名称

商品名称应描述准确，与内容相符，软件与软件著作权证书中软件名称相符。

商品名称不可以直接借助华为云名义，如：命名为“华为云XXX镜像”，且名称仅用于
对商品命名，介绍、价格、版本等与命名无关内容，请勿出现在商品名称中。

需填写中文与英文两个版本，英文版在用户的消费账单（切英文语言）页面对用户可
见。

是否涉及服务监管

如发布的SaaS商品涉及服务监管，请选择“是”，系统最终会对服务状态为“已完
成”的订单进行结算。商品上架后不支持对此选项进行修改，请谨慎选择。

商品服务流说明请参考SaaS类商品服务监管。

生产系统接口地址

需要选择已调测通过并保存的生产接口地址，接口地址必须以http(s)://开头，必须为
域名地址，且生产接口服务器必须部署在华为云服务器中。

如需发布包周期的商品，需保证接口 "新购（包周期）、续费、过期和释放" 场景都调
测通过；如需发布按次的商品，需保证接口 "新购（按次）" 和"释放"场景调测通过；
调试接口，请参看 SaaS商品应用接入调试。

安全传输层协议版本必须配置为TLS1.1或TLS1.2。TLS1.0、SSL1、SSL2均为不安全协
议，不能使用。

扩展参数（可选）

如需用户订购时填写额外参数信息，需点击“添加扩展参数”选择参数类型，最多支
持添加3条，且选择的扩展参数，需在接口调试中已调试通过。

如需添加默认值之外的参数类型，请先通过云商店邮箱partner@huaweicloud.com联
系运营经理申请配置所需的参数类型，具体申请结果以云商店反馈为准。

需要用户授权（可选）

选择请求消息中是否需传递隐私字段，包括手机、邮箱、IAM用户名及IAM用户ID，可
多选。

若勾选“基于手机号码创建应用管理账号等信息”，则新购请求消息中，会传参数
“mobilePhone”。

若勾选“基于邮箱创建应用管理账号等信息”，则新购请求消息中，会传参数
“email”。

若勾选“基于IAM用户名创建应用管理账号等信息”，则新购请求消息中，会传参数
“userId”及“userName”

敏感信息加密算法

如请求消息中需传递隐私字段，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敏感信息加密算法。

安全漏洞扫描

如所发布的商品涉及安全漏洞扫描，则选择所关联的安全漏洞扫描结果；如商品不涉
及安全漏洞扫描，则在“异常原因反馈”处填写反馈描述。

需求模板（如选择涉及服务监管）

用户购买服务后，需先提交需求。需求模板由商家制作并上传，模板中列出需要用户
提供的信息，文件格式需为excel、word，便于用户进行下载并参考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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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单击“下一步”。

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步骤6 根据页面提示，填写商品信息（包括“商品主图与视频”、“商品简介”、“商品说
明”、“商品亮点”）和客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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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商品说明编辑框支持正文、标题和图片组合输入。为保障在详情页的展示质量，请确保：

1、若为纯文字说明，内容不低于400字符；

2、若为图文说明，图片支持JPG、JPEG、PNG格式，图片要求宽度为900~1200px，高度不
小于800px，最多可上传5张图片；图片在详情页将按宽为1136px百分百缩放展示。

可查看参考样例。

● 将鼠标放置商品说明编辑框右下角可拉长编辑框，便于文字编辑。

● 当鼠标移至已添加成功的客户案例区域，可以执行删除、编辑操作。

步骤7 单击“下一步”。

进入“资质信息”页面。

步骤8 根据页面提示信息，设置“商品服务协议”、“服务与支持”，上传“使用指南”、
“软件著作权证书”、“开源软件声明”。

须知

商品服务协议

此协议为商家与用户之间的双方协议，用户在下单时勾选生效，故协议内容不可为线
下合同类协议，协议中不可出现留白待填写内容，协议不可盖章、签字生效。

您也可以在卖家中心商品服务协议编辑框下方点击“参考样例”下载协议模板作为参
考，修改模板时，商品名称、定义及各条款内容，必须与该商品一致。

服务与支持

内容必须包含服务时间、服务内容、热线、邮箱4项内容，并确保服务时间内各联系方
式通畅，及时提供服务。

软件著作权证书

软件商品必须上传与商品名称相符的软件著作权证书，且著作权人须与发布商品公司
主体一致，此证书将作为华为云云商店审核您发布的商品是否符合上架要求的依据，
上传后的商品资质证书仅供审核使用，不会在商品详情页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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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将鼠标放置商品服务协议、服务与支持编辑框右下角可拉长编辑框，便于文字编辑。

步骤9 单击“下一步”。

进入“业务信息”页面。

步骤10 根据页面提示信息，填写商品属性、商品规格和搜索引擎优化信息。

须知

是否公开销售

选择“否”，则该商品上架后在云商店前台页面与搜索结果中不会对外呈现，只能通
过商品URL进行访问或购买。商品URL地址可单击“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在商品
详情页面的“业务信息”模块中查看。

如发布WeLink应用商品，请选择“否”。

商品标签

如需添加“鲲鹏”、“混合云”、“IoT”商品认证标签，请同步上传与商品名称相符
且对应的认证证书。

搜索引擎优化信息

请严格按照填写指南的说明进行填写，配置适合商品的优化信息，利于百度等第三方
搜索引擎收录。

填写规格名称（中英文）、定价模板、计费模式等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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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 商品规格仅按照包周期或按次计费模式进行一口价定义，定价模板请选择简单模
板。

● 商品规格按照包周期或按次计费模式，并支持进行多SKU的分别定价，定价模板请
选择自定义模板。若SKU包括数值属性，此处还支持对数值属性进行线性或阶梯定
价；如何发布支持多SKU定价的商品规格，请参看 发布多SKU定价的商品规格。

● 规格名称需填写中文与英文两个版本，英文版在用户的消费账单（切英文语言）页
面对用户可见。

● 商品如按包周期计费，ISV可以在“添加规格”页签下勾选“允许试用”按钮，并
输入“试用天数”；只要勾选试用，则该试用选项适用到该规格下包年和包月的所
有配置，用户的试用订单转正时可转为包年或者包月计费。

● 当前不支持ISV发布试用规格后，再取消试用，或者修改试用天数，请谨慎选择。

步骤11 单击“预览”。

系统显示该商品发布后的商品详情页面。

说明

“预览”功能可查看页面样式，不支持选择商品属性。

步骤12 预览无误后，单击“提交”。

系统提示“你确认要提交该商品吗？”。

步骤13 单击“是”。

系统提示“发布商品成功！请等待审批！”。

商家指南
商家指南 3 商品接入

文档版本 01 (2023-05-1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88



说明

● 发布SaaS商品提交时，系统会实时调用生产系统接口进行校验：使用该商品的生产系统接口
调测成功并保存的所有用例进行接口调用，若接口响应失败，页面右上角会给出报错提示。
请确保所发布的商品生产接口都调试通过后，再进行提交操作，如提交出现报错，请定位响
应不成功的原因并修复后重新提交。

● 在卖家中心上传文档、软件等的单日最大上传量为10GB，每天最多上传100个文件。

● 商家在发布商品的过程中，单击页面右下方“存草稿”，可以将内容保存为草稿。后续可在
“商品管理 > 我的申请”或“商品发布 > 草稿箱”中查看。

● 华为云云商店会对您提供的商品信息进行审核，商品审核SLA默认为3个工作日，当您在1个
自然日内提交10个及以上的商品发布申请时，我们会参考具体商品数量延长审核SLA。审核
结果会以邮件形式通知到贵司账号绑定的邮箱中，请注意查收；只有所有信息通过审核，您
发布的商品才会正式上架。

● SaaS商品审核上架后，商品暂为隐藏状态，云商店将在上架后3个工作日内对商品下单测
试，如测试符合要求，则下架测试规格并将商品公开销售；如测试中有相关问题，会通过商
家信息客服邮箱、服务与支持中售后邮箱进行邮件通知，请及时关注并确保在2个工作日内
答复各通知，处理相关问题，逾期未响应的商品将下架处理。

● 用户购买后的使用操作，可参考SaaS类商品使用指导。

----结束

3.7.2 SaaS 类商品接入指南
发布SaaS类商品前，您需要进行接口开发，以供华为云云商店调用。具体接入操作请
参考：

● 手册指导：SaaS类商品接入指南。

● 视频指导：云商店SaaS接入常见问题说明。

说明

SaaS类商品由通用SaaS商品、联营SaaS商品组成。请参考SaaS类商品接入指南。

3.7.3 SaaS 商品应用接入调试及调试用例管理
针对SaaS类商品：

● 为了保证使用SaaS接入方式的正确性，华为云云商店为商家在卖家中心搭建了应
用接入调试界面。商家可以在此页面调试接口的正确性。

● 提供生产接口消息提示功能，记录华为云云商店调用接口成功和失败情况。

应用接入调试

以“新购商品”接口为例进行说明。

步骤1 请参照请求消息中的参数说明在ISV Server中预置参数值。

步骤2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3 单击左侧导航的“应用接入 > 应用接入调试”。

步骤4 在右侧页面的“新购商品”页签，填写步骤1中预置的各个参数值，单击“生成链接地
址”生成请求消息示例，各参数说明参考接口描述。

（可选）如需发布支持多SKU定价的商品规格，且定价属性中包含数量类型的属性
（数量、带宽、硬盘大小等），请先在商品属性管理页面新建数量类型属性，然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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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调试页面选择要进行调试的数量类型属性，填写参数值。接口调试通过后，即可发
布包含数量类型定价属性的SKU定价的商品。

（可选）“扩展参数”：如需用户订购时填写额外参数信息，需点击“添加扩展参
数”选择参数类型，最多支持添加3条，且选择的扩展参数，需在接口调试中已调试通
过。如需添加默认值之外的参数类型，请先通过云商店邮箱
partner@huaweicloud.com联系运营经理申请配置所需的参数类型，具体申请结果以
云商店反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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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如发布的SaaS商品不涉及服务监管，“商品实例开通方式”请选择“用户购买后同步开
通”；如发布的SaaS商品涉及服务监管，“商品实例开通方式”请选择“用户确认验收后开
通”。

● 2018年5月12日新增接口参数：trialFlag和skuCode。

– 2018年5月12日之后发布产品或已发布成功的产品新增规格时，请填写此新参数并通过
接口调试（trialFlag的三种值都要调试通过）。

– 2018年5月12日之前已发布成功的产品如果不涉及免费试用变更，不要求做接口调试。

● 2018年8月9日新增SaaS计费模式“按次”发布接口，如需选择“按次”发布，遵循SaaS类
商品接入指南调试通过后才可选择该计费模式“按次”发布商品。

● 接入调试时使用的各参数值，除生产地址外，其他参数皆使用虚拟参数即可，如：
“123456789”等。

● 系统会保存调测通过的测试用例，商品发布、修改及审核上架时会调用保存的用例对接口进
行校验，同时云商店会定期调用保存的用例进行统一调测。

● 扩展参数。非必填。

扩展参数格式为json数组字符串通过urlEncode(base64(saasExtendParams))携带到url参数
中。在得到saasExtendParams参数的值后，需要通过
base64Decode(urlDecode(saasExtendParams))获取扩展参数json数组。

例如：[{"name":"emailDomainName","value":"test.xxxx.com"},
{"name":"extendParamName","value":"extendParamValue"}]

其中emailDomainName和extendParamName为发布商品时填写值。

发布WeLink开放平台开发的商品时，请先在应用接入调试页面调测“WeLink商品接口调测
必选参数”，测试请参照如下截图：

tenantName: isv测试企业

tenantId: 4CA08CF8F3E34566A07584D4C74D41ED

userId: admin@isvtest

步骤5 单击“调测并保存用例”。

系统会调用生产链接进行接口测试，如测试成功则会保存对应用例，继续执行步骤6；
如测试失败，则会在页面下方展示对应错误信息，可根据对应信息进行接口修改。

说明

● 如果发布包周期商品，需要调测和保存“新购商品”、“续费”、“过期”、“释放”四种
场景的测试用例，且“新购商品”场景的计费模式需要选择包周期。

● 如果发布按次商品，需要调测和保存“新购商品”和“释放”场景的测试用例，其中“新购
商品”场景的计费模式需要选择按次。

● 如果同时发布包周期和按次商品，则需要调测和保存“新购商品”、“续费”、“过期”、
“释放”四种场景的测试用例，且“新购商品”场景需保存两条测试用例计费模式分别选择
包周期和按次，“释放”场景为两种计费模式共用一个用例。

● “升级”场景，不做强制要求，如所发布的商品有升级场景，则进行调试；如无，则无需调
试。

步骤6 系统提示“调测用例成功！”，单击“保存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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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测成功的用例可以在“应用工具 > 调测用例管理”页面进行查询。

----结束

生产接口消息

当接口响应失败时，系统会邮件通知到商家云商店账号绑定的邮箱，“卖家中心>生产
接口消息”中可查询接口“异常信息”，商家收到通知后须尽快处理接口异常，避免
订单失败退订。

● 针对新购场景接口调用失败的情况，云商店会持续调用3小时（每小时1次）后停
止调用，期间商家可在“卖家中心>生产接口消息”页面单击对应订单右侧操作栏
的“重新启动”进行手动重试。若商家接口问题在3小时调用时间内解决，则在下
一次调用接口响应成功，订单开通成功；若商家接口问题在3小时调用后仍未解
决，系统则判断订单为失败，并自动进行订单退订。

● 针对续费场景接口调用失败的情况，云商店会调用1次，“卖家中心>生产接口消
息”中可查询接口“异常信息”，请在修复接口异常后，通知云商店
partner@huaweicloud.com对该失败调用进行重新调用或自行在“卖家中心>生产
接口消息”页面中查询接口“异常信息”，单击右侧操作栏的“重新启动”进行
手动重试。

● 针对过期（冻结、解冻、释放）场景接口调用失败的情况，云商店会调用1次，
“卖家中心>生产接口消息”中可查询接口“异常信息”，请在修复接口异常后，
通知云商店partner@huaweicloud.com对该失败调用进行重新调用或自行在“卖
家中心>生产接口消息”页面中查询接口“异常信息”，单击右侧操作栏的“重新
启动”进行手动重试。

● 针对升级场景接口调用失败的情况，云商店会持续调用3小时（每小时1次）后停
止调用，期间商家可在“卖家中心>生产接口消息”页面单击对应订单右侧操作栏
的“重新启动”进行手动重试。若商家接口问题在3小时调用时间内解决，则在下
一次调用接口响应成功，订单开通成功；若商家接口问题在3小时调用后仍未解
决，系统则判断订单为失败，并自动进行订单退订。

说明

● 请及时关注商家信息中客服邮箱以及云商店账号绑定的邮箱的通知，收到调用失败通知邮件
及时处理接口异常。

● 若商品单月因接口失败导致的失败订单超过5个，云商店将对该商品下架处理。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交易管理 > 生产接口消息”。

步骤3 查询接口调用记录。

----结束

调测用例管理

为方便商家在进行SaaS商品接入时，进行生产接口的调测并确保用例调测通过，商家
在“应用接入调试”页面对调测通过的用例进行保存添加后，可以在此页面进行用例
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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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测成功并保存的用例，在发布商品上架后，云商店会定期对商品对应的调测用例进
行自动调测，若调测时接口响应异常，将以邮件形式通知，请收到通知后2个工作日内
定位接口异常原因并修复，逾期未修复的，商品将下架处理。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应用接入 > 调测用例管理”。

步骤3 管理调测用例。

● 单击操作列的“调测”，跳转到“应用接入调试”页面，并自动加载用例信息。

● 单击操作列的“删除”，可删除相应用例。

说明

已发布成功的商品的用例，不允许执行“删除”操作。

----结束

3.7.4 SaaS 类商品安全漏洞扫描操作指导及安全规范

安全漏洞扫描操作指导

发布SaaS类商品如涉及为用户提供网站服务（包括业务前台，管理后台portal等），
您需确保您的应用不存在恶意内容，高危漏洞等。请您先对应用完成安全漏洞扫描自
测试，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应用接入 > 安全漏洞扫描”。

步骤3 在“基本信息”区域填写联系人、联系电话和邮箱，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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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扫描服务管理”区域单击“添加扫描服务”。

步骤5 填写扫描基本信息，单击“下一步”。

步骤6 按步骤完成域名所有权认证，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华为云漏洞扫描服务声明》，
单击“完成认证”。

步骤7 填写网站登录信息，确认无误后单击“确认”。

步骤8 添加扫描服务后，单击右侧操作栏的“扫描”启动扫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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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一次最多同时支持5个扫描服务。

● 同一域名不可同时存在多处扫描，如域名已在其他账号或已在VSS服务进行扫描，请先将其
扫描任务删除，再返回云商店卖家中心进行扫描。

● 若一个商品有多个登录地址，可以创建多个扫描任务。同域名的扫描任务不可同时执行扫描
操作，需先执行完一条任务后再扫描下一条。

● 域名未认证的扫描服务不支持编辑；正在执行中的扫描服务不支持编辑和删除；已完成认证
的扫描服务不支持修改域名。

● 扫描任务结束后，可在任务栏查看到扫描结果和报告，发布商品时系统将自动关联商品的安
全漏洞扫描结果并提交审核。

----结束

SaaS 类商品发布安全规范

发布SaaS类商品如涉及为用户提供网站服务（包括业务前台，管理后台portal等），
您需确保您的应用中不包含常见的web漏洞：如XSS、SQL注入、CSRF、XXE注入、OS
注入、跨目录访问、文件上传漏洞、敏感信息泄露、URL重定向泄露、TLS配置缺陷、
网页木马等，如检测结果中包含一个高危漏洞，则扫描结果为不通过，请整改后再发
布上架。

● 漏洞扫描服务支持扫描的漏洞请参见：漏洞扫描服务支持扫描哪些漏洞？

● 漏洞扫描服务的扫描IP请参见：漏洞扫描服务的扫描IP有哪些？

3.8 发布 API 类商品相关指南

3.8.1 发布 API 类商品操作指南

上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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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 如果您需要发布华为云ModelArts部署在线服务生成的API类商品，具体操作请参

见ModelArts API商品操作步骤。

● 发布API类商品前，您需要先创建API分组，目前华为云云商店支持华北-北京四、
华南-广州、华东-上海一的API商品发布到云商店，请确保创建的API分组所在区
域。

● 创建API分组时，当前支持创建共享版的API分组，共享版API分组请 点击此处 进
行访问。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华为云首页。

步骤2 选择“控制台 > 所有服务 > 应用服务 > API网关”，进入API网关服务管理页面。

步骤3 创建API分组。（若目标API分组已创建完成，此步骤可忽略。）

1. 左侧导航选择“开放API > API分组”，单击“创建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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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分组名称、描述，单击确定。

说明

具体的参数说明请参考API网关用户指南。

步骤4 创建API。（若目标API已创建完成，此步骤可忽略。）

1. 单击目标API 分组所在行的“API管理”，单击“新建API”，进入API信息设置页
面。

2. 设置“API名称”、“所属分组”、“类型”、“安全认证”等信息，确认信息无
误后单击“下一步”。

3. 设置“请求协议”、“请求Path”、“匹配模式”、“Method”等信息，单击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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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置“协议”、“请求方式”、“使用VPC通道”、“后端服务地址”等信息，
单击“下一步”。

5. 设置“成功响应示例”等信息，单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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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具体的参数说明请参考API网关用户指南。

步骤5 发布API（若目标API已发布完成，此步骤可忽略。）

1. 返回API管理页面，单击目标API所在行右侧的“发布”，进入API发布页面。

2. 选择发布环境、输入发布API的说明，单击“发布”。

商家指南
商家指南 3 商品接入

文档版本 01 (2023-05-1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99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apig/apig-ug-180307020.html


说明

若需要的发布环境不存在，单击“创建新环境”去创建新的发布环境。

步骤6 在卖家中心发布API商品。

1. 登录已成功入驻云商店的华为云账号，单击云商店首页页眉导航处的“卖家中
心”，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说明

在发布商品前，请确保华为云账号已通过企业实名认证、入驻成为云商店商家并完成商业
信息认证，具体流程请参见入驻流程。

2. 单击左侧导航的“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

商家指南
商家指南 3 商品接入

文档版本 01 (2023-05-1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00

https://marketplace.huaweicloud.com/
https://console.huaweicloud.com/marketplace/isv/
https://console.huaweicloud.com/marketplace/isv/?region=cn-north-4#/console/myProduct


3.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发布商品”，进入“商品发布”页面。

说明

商品信息填写必须严格按照商品发布说明中的要求，可参考API商品发布信息填写说明。

4. 在页面上方的商品接入类型中选择“API”。根据页面提示信息，填写“商品名
称”和“商品版本”，上传“商品LOGO”。

5. 单击“下一步”。

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6. 根据页面提示，填写商品信息（包括“商品主图与视频”、“商品简介”、“商
品说明”、“商品亮点”）和客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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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商品说明编辑框支持正文、标题和图片组合输入。为保障在详情页的展示质量，请确
保：

1、若为纯文字说明，内容不低于400字符；

2、若为图文说明，图片支持JPG、JPEG、PNG格式，图片要求宽度为900~1200px，高
度不小于800px，最多可上传5张图片；图片在详情页将按宽为1136px百分百缩放展
示。

可查看参考样例。

– 将鼠标放置商品说明编辑框右下角可拉长编辑框，便于文字编辑。

– 当鼠标移至已添加成功的客户案例区域，可以执行删除、编辑操作。

7. 单击“下一步”。

进入“资质信息”页面。

8. 根据页面提示信息，设置“商品服务协议”、“服务与支持”，上传“使用指
南”、“软件著作权证书”、“开源软件声明”。

须知

商品服务协议

此协议为商家与用户之间的双方协议，用户在下单时勾选生效，故协议内容不可
为线下合同类协议，协议中不可出现留白待填写内容，协议不可盖章、签字生
效。

您也可以在卖家中心商品服务协议编辑框下方点击“参考样例”下载协议模板作
为参考，修改模板时，商品名称、定义及各条款内容，必须与该商品一致。

服务与支持

内容必须包含服务时间、服务内容、热线、邮箱4项内容，并确保服务时间内各联
系方式通畅，及时提供服务。

软件著作权证书

软件商品必须上传与商品名称相符的软件著作权证书，且著作权人须与发布商品
公司主体一致，此证书将作为华为云云商店审核您发布的商品是否符合上架要求
的依据，上传后的商品资质证书仅供审核使用，不会在商品详情页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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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单击“下一步”。

进入“业务信息”页面。

10. 根据页面提示信息，填写商品属性、商品规格和搜索引擎优化信息。

须知

是否公开销售

选择“否”，则该商品上架后在云商店前台页面与搜索结果中不会对外呈现，只
能通过商品URL进行访问或购买。商品URL地址可单击“商品管理 > 我的商
品”，在商品详情页面的“业务信息”模块中查看。

商品标签

如需添加“鲲鹏”、“混合云”、“IoT”标签，请同步上传与商品名称相符且对
应的认证证书。

搜索引擎优化信息

请严格按照填写指南的说明进行填写，配置适合商品的优化信息，利于百度等第
三方搜索引擎收录。

填写规格名称、云服务区等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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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API类型计费方式

1.按需

– 按需，APIG记录调用次数，采取后扣费的形式；

– 按需套餐包（不重置），可定义周期（最长3年），可定义次数，由APIG上报话单记录
调用使用次数，触发套餐包内配额扣减，如超出套餐配额，转按需计费形式，超出部分
采取后扣费的形式；

– 按需套餐包（重置），可定义重置周期（月、年），可定义次数，可周期性的重置套餐
包次数，如包月100次的按需套餐包，可以每月都获得100次的调用次数，由APIG上报
话单记录调用使用次数，触发套餐包内配额扣减，如周期内超出套餐配额，转按需计费
形式，超出部分采取后扣费的形式；

APIG（API Gateway即API网关）是为企业开发者及合作伙伴提供的高性能、高可用、高
安全的API托管服务， 帮助企业轻松构建、管理和部署不同规模的API。简单、快速、低成
本、低风险的实现内部系统集成、成熟业务能力开放及业务能力变现，请参考API网关
APIG。

2.按次

按次套餐包，不可定义周期（默认为一年），可定义次数，1年结束或次数用完均视为按次
套餐包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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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 在“商品规格”区域，添加规格时，若没有需要的API分组，单击“去创建API
分组”，进入API网关申请界面，创建API分组。

– API分组是同一种业务API的集合，一个API分组可视为一种服务（如征信查询
服务）。API开发者以API分组为单位，管理分组内的所有API。

– API分组对应的规格上架后，该API分组则不能再次使用，包括该规格在售及下
架状态。

– 发布API多维度商品时，计费项支持多选，上限50。

– API类商品不支持上架后的规格新增计费方式；按次套餐包上架后，不支持修
改套餐包名称及配额，仅支持修改价格，请合理设置套餐包。

– API类商品规格无试用规格，如发布0元套餐包规格，不可设置为“同一用户订
购次数多次”，此套餐包对同一用户，不可无限次购买，需要将同一用户订购
次数设置为一次。。

– 商品修改时允许新增按次套餐包，已上架的按次套餐包不支持删除，须进行下
架操作，可参考商品规格下架如下图所示。

– 新增套餐包：商品管理-我的商品-修改-增加套餐包

– 删除套餐包：商品管理-我的商品-下架套餐包

11. 单击“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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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显示该商品发布后的商品详情页面。

说明

“预览”功能可查看页面样式，不支持选择商品属性。

12. 预览无误后，单击“提交”。

系统提示“你确认要提交该商品吗？”。

13. 单击“确认”。

系统提示“发布商品成功！请等待审批！”。

说明

– 在卖家中心上传文档、软件等的单日最大上传量为10GB，每天最多上传100个文件。

– 商家在发布商品的过程中，单击页面右下方“存草稿”，可以将内容保存为草稿。后续
可在“商品管理 > 我的申请”或“商品发布 > 草稿箱”中查看。

– 华为云云商店会对您提供的商品信息进行审核，商品审核SLA默认为3个工作日，当您
在1个自然日内提交10个及以上的商品发布申请时，我们会参考具体商品数量延长审核
SLA。审核结果会以邮件形式通知到贵司账号绑定的邮箱中，请注意查收；只有所有信
息通过审核，您发布的商品才会正式上架。

– 用户购买后的使用操作，可参考API类商品使用指导。

----结束

ModelArts API 商品操作步骤

发布ModelArts API类商品需要在ModelArts管理控制台部署“开启APP认证”方式的
在线服务，部署方式请参见《ModelArts AI工程师用户指南》。ModelArts会为服务
注册一个支持APP认证的接口并为此接口配置APP授权，您可以将生成的API关联至API
网关服务发布至市场进行售卖。

本部分内容主要介绍发布ModelArts API类商品时在API网关服务的相关操作，并指导
您将新建的API发布至云商店。

1. 登录华为云首页，选择“控制台 > 所有服务 > 应用服务 > API网关”，进入API网
关服务管理页面。

a. 创建分组，在左侧导航选择“共享版 > 开放API > API分组”，单击“创建分
组”。

b. 输入“分组名称”、“描述”，单击“确定”，您可以在API分组列表查看创
建成功的分组。

2. 新建API，在“API管理”页面，单击“新建API”，进入API信息设置页面填写相
关参数。更多关于新建API的参数描述请参见《API网关用户指南》。

a. 填写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包含“API名称”、“所属分组”、“网关响应”
等。其中“所属分组”请选择步骤1中创建的分组，“安全认证方式”选择
“APP认证”，请打开“支持简易认证”按钮，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下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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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基本信息

b. 定义API请求。填写定义API请求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下一步”。

▪ 为了确保安全，“请求协议”请选择“HTTPS”方式。

▪ “请求Path”设置接口请求的路径。请求Path中包含请求参数时，必须
设置对应的入参定义。

▪ “Method”需要和在线服务API的请求方法一致。您可以登录
ModelArts管理控制台，选择“部署上线>在线服务”，单击目标服务名
称进入详情页，在“调用指南”页签查看调用方法，如图3-3所示。

图 3-3 获取 Method

▪ 建议开启“支持跨域CORS”。

▪ “入参定义”的具体参数设置您可以根据接口的具体情况或者详细咨询
该模型的作者进行添加。一般情况下，目前通过ModelArts一键部署的
API，不需要在此填写任何PATH、HEADER、QUERY类的参数。具体入
参定义说明请参见入参定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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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定义 API 请求

c. 定义后端服务。填写相关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下一步”。

▪ “使用VPC通道”请务必设置为“不使用”。

▪ “后端服务地址”和“后端请求Path”具体参数设置如图3-5所示，您可
以登录ModelArts管理控制台，选择“部署上线>在线服务”，单击目标
服务名称进入详情页，在“调用指南”页签获取API接口，如图3-6所
示。

图 3-5 获取地址

图 3-6 获取 API 内容

d. 定义返回结果，设置“成功响应示例”等信息后，单击“完成”。

3. 创建密钥，在“签名密钥”页面，单击“创建密钥”，填写相关参数。“密钥名
称”系统自动生成，您也可以根据需求命名，其中“Key”和“Secret”您可以登
录ModelArts管理控制台，选择“部署上线>在线服务”，单击目标服务名称进入
详情页，在“调用指南”页签获取，如图3-6所示，填写完成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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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创建密钥

4. 绑定签名密钥，在“API管理”页面，单击目标API名称进入详情页，在“签名密
钥”页签单击“绑定签名密钥”。“API运行环境”选择默认，选择步骤3创建的
密钥进行绑定，单击“确定”。

图 3-8 绑定签名密钥

5. API绑定完成之后可以发布API并在云商店卖家中心发布API商品，具体请参见操作
指导步骤5和步骤6，完成API商品发布。

3.8.2 联营 API 类商品接入指南

发布联营API类商品参考接入指南。具体接入操作请参考：

● 手册指导：联营API类商品接入指南。

须知

联营API类商品建议选择按需套餐包方式，而不建议选择按次套餐包。

3.9 发布 License 类商品相关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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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发布 License 类商品操作指导

上架流程

前提条件
● License类商品是指将商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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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已成功入驻云商店的华为云账号，单击云商店首页页眉导航处的“卖家中心”，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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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在发布商品前，请确保华为云账号已通过企业实名认证、入驻成为云商店商家并完成商业信息认
证，具体流程请参见入驻流程。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

步骤3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发布商品”，进入“商品发布”页面。

说明

商品信息填写必须严格按照商品发布说明中的要求，可参考License商品发布信息填写说明。

步骤4 在页面上方的商品接入类型中选择“License”。根据页面提示信息，填写“商品名
称”“商品版本”，上传“商品LOGO”，选择“License规则模板”，查看“商品交
付流程说明”并填写“交付S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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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License规则

点击“选择模板”，弹窗显示3个选项：

线下License：由商家线下交付license。

线上license（系统识别码）：系统识别码由系统自动生成，不需要用户手动填写。

线上license（硬件识别码）：硬件识别码需要用户提供并手动填写。

线上license（系统识别码）和线上license（硬件识别码）都需要先进行接口调试，具
体操作参见License类商品应用接入调试及调试用例管理。

商家选择硬件识别码后，页面会展示硬件识别码获取说明参数（不选择则不展示）。

License交付流程说明

按License类服务流模板要求履行交付：客户购买您发布的License（含软件）商品后，
系统会自动生成一条License服务单。请完成交付后在服务监管页面填写详细信息并提
交待客户验收，客户验收通过后系统将服务单置为“已完成”状态。系统将在服务单
关闭后的次月（自然月）启动相应结算。

License商品服务流说明参考License类商品服务监管。

交付SLA
请合理填写预计交付此商品的周期（自然日），随意填写可能会导致此申请被驳回，
或因未按交付SLA交付被用户投诉。

生产系统接口地址

发布线上License服务流商品，需要进行接口调试，并填写调测通过并保存的生产接口
地址。接口地址必须以http(s)://开头，必须为域名地址，不能是ip地址。

步骤5 单击“下一步”，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根据页面提示，填写商品信息（包括“商品主图与视频”、“商品简介”、“商品说
明”、“商品亮点”）和客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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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商品说明编辑框支持正文、标题和图片组合输入。为保障在详情页的展示质量，请确保：

1、若为纯文字说明，内容不低于400字符；

2、若为图文说明，图片支持JPG、JPEG、PNG格式，图片要求宽度为900~1200px，高度不
小于800px，最多可上传5张图片；图片在详情页将按宽为1136px百分百缩放展示。

可查看参考样例。

● 将鼠标放置商品说明编辑框右下角可拉长编辑框，便于文字编辑。

● 当鼠标移至已添加成功的客户案例区域，可以执行删除、编辑操作。

步骤6 单击“下一步”。

进入“资质信息”页面。

步骤7 根据页面提示信息，设置“商品服务协议”、“服务与支持”，上传“使用指南”、
“软件著作权证书”、“开源软件声明”。

须知

商品服务协议

此协议为商家与用户之间的双方协议，用户在下单时勾选生效，故协议内容不可为线
下合同类协议，协议中不可出现留白待填写内容，协议不可盖章、签字生效。

您也可以在卖家中心商品服务协议编辑框下方点击“参考样例”下载协议模板作为参
考，修改模板时，商品名称、定义及各条款内容，必须与该商品一致。

服务与支持

内容必须包含服务时间、服务内容、热线、邮箱4项内容，并确保服务时间内各联系方
式通畅，及时提供服务。

软件著作权证书

软件商品必须上传与商品名称相符的软件著作权证书，且著作权人须与发布商品公司
主体一致，此证书将作为华为云云商店审核您发布的商品是否符合上架要求的依据，
上传后的商品资质证书仅供审核使用，不会在商品详情页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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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8 单击“下一步”。

进入“业务信息”页面。

步骤9 根据页面提示信息，填写商品属性、商品规格和搜索引擎优化信息。

须知

是否公开销售

选择“否”，则该商品上架后在云商店前台页面与搜索结果中不会对外呈现，只能通
过商品URL进行访问或购买。商品URL地址可单击“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在商品
详情页面的“业务信息”模块中查看。

商品标签

如需添加“鲲鹏”、“混合云”、“IoT”商品认证标签，请同步上传与商品名称相符
且对应的认证证书。

搜索引擎优化信息

请严格按照填写指南的说明进行填写，配置适合商品的优化信息，利于百度等第三方
搜索引擎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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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规格名称、计费模式等信息，如下图所示。

须知

● License类商品一个规格不能同时选择按次和按周期计费，如规格同时存在按次和按
周期计费，需发布为2个规格。

● 商品规格仅按照包周期或按次计费模式进行一口价定义，定价模板请选择简单模
板。

● 商品规格按照包周期或按次计费模式，并支持进行多SKU的分别定价，定价模板请
选择自定义模板。若SKU包括数值属性，此处还支持对数值属性进行线性或阶梯定
价；如何发布支持多SKU定价的商品规格，请参看 发布多SKU定价的商品规格。

● 规格名称需填写中文与英文两个版本，英文版在用户的消费账单（切英文语言）页
面对用户可见。

步骤10 单击“预览”。

系统显示该商品发布后的商品详情页面。

说明

“预览”功能可查看页面样式，不支持选择商品属性。

步骤11 预览无误后，单击“提交”。

系统提示“你确认要提交该商品吗？”。

步骤12 单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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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提示“发布商品成功！请等待审批！”。

说明

● 在卖家中心上传文档、软件等的单日最大上传量为10GB，每天最多上传100个文件。

● 商家在发布商品的过程中，单击页面右下方“存草稿”，可以将内容保存为草稿。后续可在
“商品管理 > 我的申请”或“商品发布 > 草稿箱”中查看。

● 华为云云商店会对您提供的商品信息进行审核，商品审核SLA默认为3个工作日，当您在1个
自然日内提交10个及以上的商品发布申请时，我们会参考具体商品数量延长审核SLA。审核
结果会以邮件形式通知到贵司账号绑定的邮箱中，请注意查收；只有所有信息通过审核，您
发布的商品才会正式上架。

● 用户购买后的使用操作，可参考License类商品使用指导。

----结束

3.9.2 联营 license 类商品接入指南
发布联营License类商品前，您需要进行接口开发，以供华为云云商店调用。具体接入
操作请参考：

● 手册指导：联营License类商品接入指南。

● 视频指导：联营License对接前序工作说明

说明

针对license类商品：

● 为了保证使用license接入方式的正确性，华为云云商店为商家在卖家中心搭建了应用接入
调试界面。商家可以在此页面调试接口的正确性。

● 提供生产接口消息提示功能，记录华为云云商店调用接口成功和失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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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发布硬件类商品操作指导

上架流程

前提条件

硬件云服务类商品是指提供华为云相关的硬件设备作为商品，包括如IoT开发模组、传
感器、接入终端、网关、一体机等相关硬件设备。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已成功入驻云商店的华为云账号，单击云商店首页页眉导航处的“卖家中心”，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商家指南
商家指南 3 商品接入

文档版本 01 (2023-05-1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17

https://marketplace.huaweicloud.com/
https://console.huaweicloud.com/marketplace/isv/


说明

在发布商品前，请确保华为云账号已通过企业实名认证、入驻成为云商店商家并完成商业信息认
证，具体流程请参见入驻流程。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

步骤3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发布商品”，进入“商品发布”页面。

说明

商品信息填写必须严格按照商品发布说明中的要求，可参考硬件商品发布信息填写说明。

步骤4 在页面上方的商品接入类型中选择“硬件”。根据页面提示信息，填写“商品名
称”、“商品版本”，上传“商品LOGO”，查看“商品交付流程说明”并填写“交付
SLA”。

须知

商品交付流程说明

按硬件类服务流模板要求履行交付：客户购买您发布的硬件商品后，系统会自动生成
一条硬件服务单。请您根据客户订单要求寄出商品，并在服务监管页面填写物流和备
注信息，提交后系统会通知客户准备收货，客户验收通过后服务单即完成。系统最终
会对服务单状态为“已完成”的订单进行结算。

硬件商品服务流说明参考硬件类商品服务监管。

交付SLA
请合理填写预计交付此商品的周期（自然日），随意填写可能会导致此申请被驳回，
或因未按交付SLA交付被用户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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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单击“下一步”。

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步骤6 根据页面提示，填写商品信息（包括“商品主图与视频”、“商品简介”、“商品说
明”、“商品亮点”）和客户案例。

说明

● 商品说明编辑框支持正文、标题和图片组合输入。为保障在详情页的展示质量，请确保：

1、若为纯文字说明，内容不低于400字符；

2、若为图文说明，图片支持JPG、JPEG、PNG格式，图片要求宽度为900~1200px，高度不
小于800px，最多可上传5张图片；图片在详情页将按宽为1136px百分百缩放展示。

可查看参考样例。

● 将鼠标放置商品说明编辑框右下角可拉长编辑框，便于文字编辑。

● 当鼠标移至已添加成功的客户案例区域，可以执行删除、编辑操作。

步骤7 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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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资质信息”页面。

步骤8 根据页面提示信息，设置“商品服务协议”、“服务与支持”，上传“使用指南”、
“软件著作权证书”、“开源软件声明”。

须知

商品服务协议

此协议为商家与用户之间的双方协议，用户在下单时勾选生效，故协议内容不可为线
下合同类协议，协议中不可出现留白待填写内容，协议不可盖章、签字生效。

您也可以在卖家中心商品服务协议编辑框下方点击“参考样例”下载协议模板作为参
考，修改模板时，商品名称、定义及各条款内容，必须与该商品一致。

服务与支持

内容必须包含服务时间、服务内容、热线、邮箱4项内容，并确保服务时间内各联系方
式通畅，及时提供服务。

软件著作权证书

硬件商品可上传该硬件由华为相关拓展部门进行对接、测试的报告文档以及硬件的专
利证书等，未获取可选择无软著。

步骤9 单击“下一步”。

进入“业务信息”页面。

步骤10 根据页面提示信息，填写商品属性、商品规格和搜索引擎优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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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是否公开销售

选择“否”，则该商品上架后在云商店前台页面与搜索结果中不会对外呈现，只能通
过商品URL进行访问或购买。商品URL地址可单击“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在商品
详情页面的“业务信息”模块中查看。

商品标签

如需添加“鲲鹏”、“混合云”、“IoT”商品认证标签，请同步上传与商品名称相符
且对应的认证证书。

搜索引擎优化信息

请严格按照填写指南的说明进行填写，配置适合商品的优化信息，利于百度等第三方
搜索引擎收录。

填写规格名称、计费模式等信息，如下图所示。

须知

● 商品规格按照按数计费模式，支持线性定价、阶梯定价，并支持进行多SKU的分别
定价，默认带有数量属性，SKU的商品属性只可选择枚举属性；如何发布支持多
SKU定价的商品规格，请参看发布多SKU定价的商品规格。

● 规格名称需填写中文与英文两个版本，英文版在用户的消费账单（切英文语言）页
面对用户可见。

商家指南
商家指南 3 商品接入

文档版本 01 (2023-05-1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21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marketplace/support/Sample document/SearchEngineGuidance.pdf


步骤11 单击“预览”。

系统显示该商品发布后的商品详情页面。

说明

“预览”功能可查看页面样式，不支持选择商品属性。

步骤12 预览无误后，单击“提交”。

系统提示“你确认要提交该商品吗？”。

步骤13 单击“是”。

系统提示“发布商品成功！请等待审批！”。

说明

● 在卖家中心上传文档、软件等的单日最大上传量为10GB，每天最多上传100个文件。

● 商家在发布商品的过程中，单击页面右下方“存草稿”，可以将内容保存为草稿。后续可在
“商品管理 > 我的申请”或“商品发布 > 草稿箱”中查看。

● 华为云云商店会对您提供的商品信息进行审核，商品审核SLA默认为3个工作日，当您在1个
自然日内提交10个及以上的商品发布申请时，我们会参考具体商品数量延长审核SLA。审核
结果会以邮件形式通知到贵司账号绑定的邮箱中，请注意查收；只有所有信息通过审核，您
发布的商品才会正式上架。

● 用户购买后的使用操作，可参考硬件类商品使用指导。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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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发布 AI 资产类商品操作指导

上架流程

前提条件

发布AI资产类商品前，您需要先前往EI平台创建对应资产。

● 发布模型类资产，创建方法请参见模型-ModelArts和模型-HiLens
● 发布算法类资产，创建方法请参见算法-ModelArts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已成功入驻云商店的华为云账号，单击云商店首页页眉导航处的“卖家中心”，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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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在发布商品前，请确保华为云账号已通过企业实名认证、入驻成为云商店商家并完成商业信息认
证，具体流程请参见入驻流程。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资产管理”。

● 若资产列表没有待发布资产，则单击“AI平台”将待发布资产托管到云商店的资
产中心。

根据页面提示信息，选择“资产分类”、资产所在的服务区域、以及待发布的资
产，填写“资产名称”。

● 若资产列表有待发布资产，则直接下一步。

步骤3 单击待发布资产的操作列的“入库”，待资产通过测试和审核之后完成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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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资产入库过程中，会先经过资产测试，再进入资产审核，都通过后资产才算入库成功。任一环节
未通过，都会显示“入库失败”。

步骤4 资料入库后，，单击左侧导航的“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

步骤5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发布商品”，进入“商品发布”页面。

说明

商品信息填写必须严格按照商品发布说明中的要求。

步骤6 在页面上方的商品接入类型中选择“AI资产”。根据页面提示信息，选择“资产类
型”，填写“商品名称”和“商品版本”，上传“商品LOGO”。

说明

“工程”类资产当前暂不支持上线。

步骤7 单击“下一步”。

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步骤8 根据页面提示，填写商品信息（包括“商品主图与视频”、“商品简介”、“商品说
明”、“商品亮点”）和客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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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商品说明编辑框支持正文、标题和图片组合输入。为保障在详情页的展示质量，请确保：

1、若为纯文字说明，内容不低于400字符；

2、若为图文说明，图片支持JPG、JPEG、PNG格式，图片要求宽度为900~1200px，高度不
小于800px，最多可上传5张图片；图片在详情页将按宽为1136px百分百缩放展示。

可查看参考样例。

● 将鼠标放置商品说明编辑框右下角可拉长编辑框，便于文字编辑。

● 当鼠标移至已添加成功的客户案例区域，可以执行删除、编辑操作。

步骤9 单击“下一步”。

进入“资质信息”页面。

步骤10 根据页面提示信息，设置“商品服务协议”、“服务与支持”，上传“使用指南”、
“软件著作权证书”、“开源软件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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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商品服务协议

此协议为商家与用户之间的双方协议，用户在下单时勾选生效，故协议内容不可为线
下合同类协议，协议中不可出现留白待填写内容，协议不可盖章、签字生效。

您也可以在卖家中心商品服务协议编辑框下方点击“参考样例”下载协议模板作为参
考，修改模板时，商品名称、定义及各条款内容，必须与该商品一致。

服务与支持

内容必须包含服务时间、服务内容、热线、邮箱4项内容，并确保服务时间内各联系方
式通畅，及时提供服务。

使用指南

使用指南须说明用户从云商店购买产品后，如何登录、使用等。

软件著作权证书

软件商品必须上传与商品名称相符的软件著作权证书，且著作权人须与发布商品公司
主体一致，此证书将作为华为云云商店审核您发布的商品是否符合上架要求的依据，
上传后的商品资质证书仅供审核使用，不会在商品详情页展示。

说明

将鼠标放置商品服务协议、服务与支持编辑框右下角可拉长编辑框，便于文字编辑。

步骤11 单击“下一步”。

进入“业务信息”页面。

步骤12 根据页面提示信息，填写商品属性、商品规格和搜索引擎优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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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是否公开销售

选择“否”，则该商品上架后在云商店前台页面与搜索结果中不会对外呈现，只能通
过商品URL进行访问或购买。商品URL地址可单击“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在商品
详情页面的“业务信息”模块中查看。

商品标签

如需添加“鲲鹏”、“混合云”、“IoT”标签，请同步上传与商品名称相符且对应的
认证证书。

搜索引擎优化信息

请严格按照填写指南的说明进行填写，配置适合商品的优化信息，利于百度等第三方
搜索引擎收录。

填写规格名称、选择资产等信息，如下图所示。

须知

● 规格名称需填写中文与英文两个版本，英文版在用户的消费账单（切英文语言）页
面对用户可见。长度不超过50个字符。

● 选择资产：单击“增加”弹出“选择资产”页面，选择要发布的“资产来源”、所
在的“云服务区”并勾选相关资产。选择资产前请先前往EI平台创建对应资产，具
体创建方法请见前提条件。

● 定价模板：支持简单模板和自定义模板。其中，HiLens技能和算法类型的资产只支
持简单模板的定价。

– 简单模板： 商品的“规格定价”支持“包月”、“包年”和“按次套餐包”的
方式直接进行一口价定义。其中每个“按次套餐包”里面只能有一个计费量纲
（时间和计算节点只能二选一），否则商品审核不通过。

– 自定义模板：商品的“规格定价”支持“包月”、“包年”和自定义SKU的方
式进行价格定义。基于自定义SKU还支持对数值属性进行线性或阶梯定价。AI
资产类商品只支持选择“计算节点数量”和“计算节点”这两个商品属性生成
的S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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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3 商品信息填写无误后，单击“提交”。

系统提示“你确认要提交该商品吗？”。

步骤14 单击“是”。

系统提示“发布商品成功！请等待审批！”。

说明

● 在卖家中心上传文档、软件等的单日最大上传量为10GB，每天最多上传100个文件。

● 商家在发布商品的过程中，单击页面右下方“存草稿”，可以将内容保存为草稿。后续可在
“商品管理 > 我的申请”或“商品发布 > 草稿箱”中查看。

● 华为云云商店会对您提供的商品信息进行审核，商品审核SLA默认为3个工作日，当您在1个
自然日内提交10个及以上的商品发布申请时，我们会参考具体商品数量延长审核SLA。审核
结果会以邮件形式通知到贵司账号绑定的邮箱中，请注意查收；只有所有信息通过审核，您
发布的商品才会正式上架。

● 用户购买后的使用操作，可参考AI资产类商品使用指导。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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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发布容器类商品操作指导

上架流程

前提条件

发布容器类商品前，您需要先制作并上传服务包。

上传前需从该服务的安全、可靠、稳定性等维度进行测试，并在完成后填写上传《服
务发布测试报告》，点击下载测试报告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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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在OBS控制台制作服务包并同步至OSC云原生服务中心，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服务发布流程

服务包制作并同步完成后，即可将商品正式发布至华为云云商店，具体步骤参见如
下。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已成功入驻云商店的华为云账号，单击云商店首页页眉导航处的“卖家中心”，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说明

在发布商品前，请确保华为云账号已通过企业实名认证、入驻成为云商店商家并完成商业信息认
证，具体流程请参见入驻流程。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

步骤3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发布商品”，进入“商品发布”页面。

说明

商品信息填写必须严格按照商品发布说明中的要求。

步骤4 在页面上方的商品接入类型中选择“容器”。根据页面提示信息，填写“商品名称”
和“商品版本”，上传“商品LOGO”。

步骤5 单击“下一步”，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步骤6 根据页面提示，填写商品信息（包括“商品主图与视频”、“商品简介”、“商品说
明”、“商品亮点”）和客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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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商品说明编辑框支持正文、标题和图片组合输入。为保障在详情页的展示质量，请确保：

1、若为纯文字说明，内容不低于400字符；

2、若为图文说明，图片支持JPG、JPEG、PNG格式，图片要求宽度为900~1200px，高度不
小于800px，最多可上传5张图片；图片在详情页将按宽为1136px百分百缩放展示。

可查看参考样例。

● 将鼠标放置商品说明编辑框右下角可拉长编辑框，便于文字编辑。

● 当鼠标移至已添加成功的客户案例区域，可以执行删除、编辑操作。

步骤7 单击“下一步”，进入“资质信息”页面。

根据页面提示信息，设置“商品服务协议”、“服务与支持”，上传“使用指南”、
“软件著作权证书”、“服务发布测试报告”“开源软件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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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商品服务协议

此协议为商家与用户之间的双方协议，用户在下单时勾选生效，故协议内容不可为线
下合同类协议，协议中不可出现留白待填写内容，协议不可盖章、签字生效。

您也可以在卖家中心商品服务协议编辑框下方点击“参考样例”下载协议模板作为参
考，修改模板时，商品名称、定义及各条款内容，必须与该商品一致。

服务与支持

内容必须包含服务时间、服务内容、热线、邮箱4项内容，并确保服务时间内各联系方
式通畅，及时提供服务。

使用指南

使用指南须云商店户从云商店购买产品后，如何登录、使用等。

镜像商品须说明镜像购买并部署在华为云主机后，须开放哪些端口、如何登入使用
等。

软件著作权证书

软件商品必须上传与商品名称相符的软件著作权证书，且著作权人须与发布商品公司
主体一致，此证书将云商店为云云商店审核您发布的商品是否符合上架要求的依据，
上传后的商品资质证书仅供审核使用，不会在商品详情页展示。

服务发布测试报告

本报告是对服务发布前的质量评估，测试主要针对服务的全量功能，安全、可靠、稳
定性等维度进行验证。点击下载模板，填写后与“软件著作权证书”一并上传即可。

说明

将鼠标放置商品服务协议、服务与支持编辑框右下角可拉长编辑框，便于文字编辑。

步骤8 单击“下一步”。进入“业务信息”页面。

根据页面提示信息，填写商品属性、商品规格和搜索引擎优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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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是否公开销售

选择“否”，则该商云商店后在云商店前台页面与搜索结果中不会对外呈现，只能通
过商品URL进行访问或购买。商品URL地址可单击“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在商品
详情页面的“业务信息”模块中查看。

商品标签

如需添加“鲲鹏”、“混合云”、“IoT”商品认证标签，请同步上传与商品名称相符
且对应的认证证书。

搜索引擎优化信息

请严格按照填写指南的说明进行填写，配置适合商品的优化信息，利于百度等第三方
搜索引擎收录。

填写规格名称、计费模式等信息，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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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 在“填写商品规格”区域，添加规格时，若没有需要的镜像，单击“去制作镜像”
进入云管理台制作镜像；目前华为云云商店支持华北-北京一、华北-北京四、华南-
广州、华东-上海一、华东-上海二和西南-贵阳一的基于华为云提供的公共镜像制作
的系统盘镜像发布到云商店。

● 在“选择服务包”时，请点击“增加”按钮，按“名称”搜索已上传的服务包，单
击“确定”上传；如没有所需的服务，请点击“去上传服务包”，跳转至OCS云原
生服务中心，完成服务包制作及上传后，再提交商品上架申请，具体流程请参见如
何上传和发布商用服务。

步骤9 单击“预览”。

系统显示该商品发布后的商品详情页面。

说明

“预览”功能可查看页面样式，不支持规格询价和选择商品属性。

步骤10 预览无误后，单击“提交”。

系统提示“你确认要提交该商品吗？”。

步骤11 单击“是”。

系统提示“发布商品成功！请等待审批！”。

说明

● 在卖家中心上传文档、软件等的单日最大上传量为10GB，每天最多上传100个文件。

● 商家在发布商品的过程中，单击页面右下方“存草稿”，可以将内容保存为草稿。后续可在
“商品管理 > 我的申请”或“商品发布 > 草稿箱”中查看。

● 华为云云商店会对您提供的商品信息进行审核，商品审核SLA默认为3个工作日，当您在1个
自然日内提交10个及以上的商品发布申请时，我们会参考具体商品数量延长审核SLA。审核
结果会以邮件形式通知到贵司账号绑定的邮箱中，请注意查收；只有所有信息通过审核，您
发布的商品才会正式上架。

● 用户购买后的使用操作，可参考容器类商品使用指导。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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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发布 HoloSens 算法模型类商品操作指导

前提条件

发布HoloSens算法模型类商品前，请先上传算法，待算法通过审批后可前往卖家中心
发布算法模型类商品。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好望商城页面。

步骤2 单击页面Banner处“进入商城”按钮，进入算法模型商品列表页。

步骤3 在商品列表页单击“算法上传”，进入算法管理页面。

步骤4 填写算法信息和产品属性，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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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待算法审核通过后，单击右侧操作栏的“商品发布”，前往卖家中心发布算法模型商
品。

步骤6 在页面上方的商品接入类型中选择“算法模型”。根据页面提示信息，填写“商品名
称”、“商品版本”，并上传“商品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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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商品名称需填写中文与英文两个版本，英文版在用户的消费账单（切英文语言）页面对用户
可见。

● 页面参数设置请参考商品发布说明。

步骤7 单击“下一步”。

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步骤8 根据页面提示，填写商品信息（包括“商品主图与视频”、“商品简介”、“商品说
明”、“商品亮点”）和客户案例。

说明

● 商品说明编辑框支持正文、标题和图片组合输入。为保障在详情页的展示质量，请确保：

1、若为纯文字说明，内容不低于400字符；

2、若为图文说明，图片支持JPG、JPEG、PNG格式，图片要求宽度为900~1200px，高度不
小于800px，最多可上传5张图片；图片在详情页将按宽为1136px百分百缩放展示。

可查看参考样例。

● 将鼠标放置商品说明编辑框右下角可拉长编辑框，便于文字编辑。

● 当鼠标移至已添加成功的客户案例区域，可以执行删除、编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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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9 单击“下一步”。

进入“资质信息”页面。

步骤10 根据页面提示信息，设置“商品服务协议”、“服务与支持”，上传“使用指南”、
“软件著作权证书”、“开源软件声明”。

说明

● 填写商品服务协议时，您可以在卖家中心商品服务协议编辑框下方单击“参考样例”，下载
协议模板作为参考。

● 请将与商品名称相符的软件著作权证书上传至“软件著作权证书”中，此证书将作为运营审
核您发布的商品是否符合上架要求的依据，上传后的商品资质证书不会在商品详情页展示。

步骤11 单击“下一步”。

进入“业务信息”页面。

步骤12 根据页面提示信息，填写商品属性、商品规格和搜索引擎优化信息。

说明

搜索引擎优化信息

请严格按照填写指南的说明进行填写，配置适合商品的优化信息，利于百度等第三方搜索引擎收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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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商品属性和商品规格的填写要求如下：

表 3-3 商品属性

参数名称 填写规范

是否公开销售 保持默认值“否”

商品分类 请选择“企业应用 > 商业智能”

商品标签 请选择“视频应用”

结算ISV 算法公开销售后，订单结算所使用的ISV
账号

合同名称/结算规则 填写合同的名称和结算规则

须知
必须选择对应公司的合同名称，如“华为云
云商店服务商合作协议-XXX公司”，选择不
正确将影响该商品的分成结算。

 

表 3-4 商品规格

参数名称 填写规范

规格名称 规格命名应有一定规则，不能简单地以
“规格1”、“规格2”类似命名，不能
简单地以计费方式“年”、“月”类似
命名，不能简单地以计数单位“套”、
“次”、“一套”类似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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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填写规范

计费方式 要求必须同时配置以下两种计费方式，
且每种计费方式最多添加一次。

● 免费体验包：必须选择“按次套餐
包”

– 套餐包配额：只能填写为“5”或
者“10”，表示支持试用的路数

– 价格（元）：固定为“0”

● 按需购买：必须选择“按次”

– 元/路：根据使用路数设置商品价
格

选择算法 ● 若为免费体验包，则选择“应用规
格”为“免费体验包”的算法。

● 若为按需购买，则选择“应用规格”
为“按需购买-1个月有效”、“按需
购买-1年有效”或“按需购买-永久有
效”的算法。

 

填写规格名称、计费方式等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 3-9 免费体验包规格

图 3-10 按需购买规格

步骤13 预览无误后，单击“提交”。

系统提示“你确认要提交该商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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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4 单击“是”。

系统提示“发布商品成功！请等待审批！”。

说明

● 在卖家中心上传文档、软件等的单日最大上传量为10GB，每天最多上传100个文件。

● 华为云云商店会对您提供的商品信息进行审核，商品审核SLA默认为3个工作日，当您在1个
自然日内提交10个及以上的商品发布申请时，我们会参考具体商品数量延长审核SLA。审核
结果会以邮件形式通知到贵司账号绑定的邮箱中，请注意查收；只有所有信息通过审核，您
发布的商品才会正式上架。

● 用户购买后的使用操作，可参考HoloSens算法模型类商品使用指导。

----结束

3.14 发布应用编排类商品操作指导

前提条件

发布应用编排类商品前，开通实名认证的企业账号需要先入驻云商店且开通IoT Stage
服务，可邮件联系xiechong@huawei.com提交申请，并在IoT Stage服务完成应用规
格的部署验证，具体操作请参见应用发布上架。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已成功入驻云商店的华为云账号，单击云商店首页页眉导航处的“卖家中心”，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

步骤3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发布商品”，进入“商品发布”页面。

说明

商品信息填写必须严格按照商品发布说明中的要求。

步骤4 在页面上方的商品接入类型中选择“应用编排”。根据页面提示信息，填写“商品名
称”、“商品版本”，上传“商品LOGO”，查看“商品交付流程说明”并填写“交付
S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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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商品交付流程说明

按应用编排类服务流模板要求履行交付：客户购买您发布的应用编排类商品后，系统
会自动生成一条应用编排服务单（仅针对云商店的应用编排商品）。请完成交付后在
服务监管页面填写详细信息并提交待客户验收，客户验收通过后系统将服务单置为
“已完成”状态。系统将在服务单关闭后的次月（自然月）启动相应结算。

应用编排商品服务流说明参考应用编排类商品服务监管。

交付SLA
请合理填写预计交付此商品的周期（自然日），随意填写可能会导致此申请被驳回，
或因未按交付SLA交付被用户投诉。

说明

商品名称需填写中文与英文两个版本，英文版在用户的消费账单（切英文语言）页面对用户可
见。

步骤5 单击“下一步”。

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步骤6 根据页面提示，填写商品信息（包括“商品主图与视频”、“商品简介”、“商品说
明”、“商品亮点”）和客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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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将鼠标放置商品说明编辑框右下角可拉长编辑框，便于文字编辑。

● 当鼠标移至已添加成功的客户案例区域，可以执行删除、编辑操作。

步骤7 单击“下一步”。

进入“资质信息”页面。

步骤8 根据页面提示信息，设置“商品服务协议”、“服务与支持”，上传“使用指南”、
“软件著作权证书”、“开源软件声明”。

须知

商品服务协议

此协议为商家与用户之间的双方协议，用户在下单时勾选生效，故协议内容不可为线
下合同类协议，协议中不可出现留白待填写内容，协议不可盖章、签字生效。

您也可以在卖家中心商品服务协议编辑框下方点击“参考样例”下载协议模板作为参
考，修改模板时，商品名称、定义及各条款内容，必须与该商品一致。

服务与支持

内容必须包含服务时间、服务内容、热线、邮箱4项内容，并确保服务时间内各联系方
式通畅，及时提供服务。

使用指南

使用指南须说明用户从云商店购买产品后，如何登录、使用等。

软件著作权证书

软件商品必须上传与商品名称相符的软件著作权证书，且著作权人须与发布商品公司
主体一致，此证书将作为华为云云商店审核您发布的商品是否符合上架要求的依据，
上传后的商品资质证书仅供审核使用，不会在商品详情页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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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将鼠标放置商品服务协议、服务与支持编辑框右下角可拉长编辑框，便于文字编辑。

步骤9 单击“下一步”。

进入“业务信息”页面。

步骤10 根据页面提示信息，填写商品属性、商品规格和搜索引擎优化信息。

须知

是否公开销售

选择“否”，则该商品上架后在云商店前台页面与搜索结果中不会对外呈现，只能通
过商品URL进行访问或购买。商品URL地址可单击“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在商品
详情页面的“业务信息”模块中查看。

商品标签

如需添加“鲲鹏”、“混合云”、“IoT”商品认证标签，请同步上传与商品名称相符
且对应的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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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规格名称、计费模式等信息，如下图所示。

须知

● 规格名称需填写中文与英文两个版本，英文版在用户的消费账单（切英文语言）页
面对用户可见。

● 在选择应用规格前，确保待发布商品在IoT Stage服务已完成应用规格的部署验证，
具体操作请参见应用发布上架。

步骤11 单击“预览”。

系统显示该商品发布后的商品详情页面。

说明

“预览”功能可查看页面样式，不支持规格询价和选择商品属性。

步骤12 预览无误后，单击“提交”。

系统提示“你确认要提交该商品吗？”。

步骤13 单击“是”。

系统提示“发布商品成功！请等待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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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在卖家中心上传文档、软件等的单日最大上传量为10GB，每天最多上传100个文件。

● 商家在发布商品的过程中，单击页面右下方“存草稿”，可以将内容保存为草稿。后续可在
“商品管理 > 我的申请”或“商品发布 > 草稿箱”中查看。

● 华为云云商店会对您提供的商品信息进行审核，商品审核SLA默认为3个工作日，当您在1个
自然日内提交10个及以上的商品发布申请时，我们会参考具体商品数量延长审核SLA。审核
结果会以邮件形式通知到贵司账号绑定的邮箱中，请注意查收；只有所有信息通过审核，您
发布的商品才会正式上架。

● 用户购买后的使用操作，可参考以邮件形式应用编排类商品使用指导。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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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发布数据资产类商品操作指导

上架流程

前提条件

发布数据资产类商品前，您需要先前往DAYU平台获取资产ID用以绑定商品业务信息，
具体操作指导请参见如何创建数据资产。

说明

商家在DAYU平台获取资产ID的操作过程中，如有任何疑问，可邮件联系
xukun.xu@huawei.com 沟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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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已成功入驻云商店的华为云账号，单击云商店首页页眉导航处的“卖家中心”，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说明

在发布商品前，请确保华为云账号已通过企业实名认证、入驻成为云商店商家并完成商业信息认
证，具体流程请参见入驻流程。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

步骤3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发布商品”，进入“商品发布”页面。

说明

商品信息填写必须严格按照商品发布说明中的要求。

步骤4 在页面上方的商品接入类型中选择“数据资产”。根据页面提示信息，填写“商品名
称”和“商品版本”，上传“商品LOGO”。

步骤5 单击“下一步”。

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步骤6 根据页面提示，填写商品信息（包括“商品主图与视频”、“商品简介”、“商品说
明”、“商品亮点”）和客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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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商品说明编辑框支持正文、标题和图片组合输入。为保障在详情页的展示质量，请确保：

1、若为纯文字说明，内容不低于400字符；

2、若为图文说明，图片支持JPG、JPEG、PNG格式，图片要求宽度为900~1200px，高度不
小于800px，最多可上传5张图片；图片在详情页将按宽为1136px百分百缩放展示。

可查看参考样例。

● 将鼠标放置商品说明编辑框右下角可拉长编辑框，便于文字编辑。

● 当鼠标移至已添加成功的客户案例区域，可以执行删除、编辑操作。

步骤7 单击“下一步”。

进入“资质信息”页面。

步骤8 根据页面提示信息，设置“商品服务协议”、“服务与支持”，上传“使用指南”、
“软件著作权证书”、“开源软件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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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商品服务协议

此协议为商家与用户之间的双方协议，用户在下单时勾选生效，故协议内容不可为线
下合同类协议，协议中不可出现留白待填写内容，协议不可盖章、签字生效。

您也可以在卖家中心商品服务协议编辑框下方点击“参考样例”下载协议模板作为参
考，修改模板时，商品名称、定义及各条款内容，必须与该商品一致。

服务与支持

内容必须包含服务时间、服务内容、热线、邮箱4项内容，并确保服务时间内各联系方
式通畅，及时提供服务。

使用指南

使用指南须说明用户从云商店购买产品后，如何登录、使用等。

软件著作权证书

软件商品必须上传与商品名称相符的软件著作权证书，且著作权人须与发布商品公司
主体一致，此证书将作为华为云云商店审核您发布的商品是否符合上架要求的依据，
上传后的商品资质证书仅供审核使用，不会在商品详情页展示。

说明

将鼠标放置商品服务协议、服务与支持编辑框右下角可拉长编辑框，便于文字编辑。

步骤9 单击“下一步”。

进入“业务信息”页面。

步骤10 根据页面提示信息，填写商品属性、商品规格和搜索引擎优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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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是否公开销售

选择“否”，则该商品上架后在云商店前台页面与搜索结果中不会对外呈现，只能通
过商品URL进行访问或购买。商品URL地址可单击“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在商品
详情页面的“业务信息”模块中查看。

商品标签

如需添加“鲲鹏”、“混合云”、“IoT”标签，请同步上传与商品名称相符且对应的
认证证书。

搜索引擎优化信息

请严格按照填写指南的说明进行填写，配置适合商品的优化信息，利于百度等第三方
搜索引擎收录。

填写规格名称、计费模式等信息，如下图所示。

须知

● 规格名称需填写中文与英文两个版本，英文版在用户的消费账单（切英文语言）页
面对用户可见。

● 规格定价仅支持按次计费。

● 选择资产ID前需先获取资产ID，详情请参见前提条件。

步骤11 单击“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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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显示该商品发布后的商品详情页面。

说明

“预览”功能可查看页面样式，不支持选择商品属性。

步骤12 预览无误后，单击“提交”。

系统提示“你确认要提交该商品吗？”。

步骤13 单击“是”。

系统提示“发布商品成功！请等待审批！”。

说明

● 在卖家中心上传文档、软件等的单日最大上传量为10GB，每天最多上传100个文件。

● 商家在发布商品的过程中，单击页面右下方“存草稿”，可以将内容保存为草稿。后续可在
“商品管理 > 我的申请”或“商品发布 > 草稿箱”中查看。

● 华为云云商店会对您提供的商品信息进行审核，商品审核SLA默认为3个工作日，当您在1个
自然日内提交10个及以上的商品发布申请时，我们会参考具体商品数量延长审核SLA。审核
结果会以邮件形式通知到贵司账号绑定的邮箱中，请注意查收；只有所有信息通过审核，您
发布的商品才会正式上架。

● 用户购买后的使用操作，可参考数据资产类商品使用指导。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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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发布应用资产类商品操作指导

上架流程

前提条件

发布应用资产类商品前，您需要先前往ROMA资产中心发布部署类资产，具体操作步
骤请参见部署类资产发布。

说明

● 商家在ROMA资产中心发布部署类资产前，需先完成实名认证，详细指导请参见企业实名认
证。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已成功入驻云商店的华为云账号，单击云商店首页页眉导航处的“卖家中心”，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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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在发布商品前，请确保华为云账号已通过企业实名认证、入驻成为云商店商家并完成商业信息认
证，具体流程请参见入驻流程。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

步骤3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发布商品”，进入“商品发布”页面。

说明

商品信息填写必须严格按照商品发布说明中的要求。

步骤4 在页面上方的商品接入类型中选择“应用资产”。根据页面提示信息，填写“商品名
称”（中英文）和“商品版本”，上传“商品LOGO”。

步骤5 单击“下一步”。

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步骤6 根据页面提示，填写商品信息（包括“商品主图与视频”、“商品简介”、“商品说
明”、“商品亮点”）和客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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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商品说明编辑框支持正文、标题和图片组合输入。为保障在详情页的展示质量，请确保：

1、若为纯文字说明，内容不低于400字符；

2、若为图文说明，图片支持JPG、JPEG、PNG格式，图片要求宽度为900~1200px，高度不
小于800px，最多可上传5张图片；图片在详情页将按宽为1136px百分百缩放展示。

可查看参考样例。

● 将鼠标放置商品说明编辑框右下角可拉长编辑框，便于文字编辑。

● 当鼠标移至已添加成功的客户案例区域，可以执行删除、编辑操作。

步骤7 单击“下一步”。

进入“资质信息”页面。

步骤8 根据页面提示信息，设置“商品服务协议”、“服务与支持”，上传“使用指南”、
“软件著作权证书”、“开源软件声明”。

商家指南
商家指南 3 商品接入

文档版本 01 (2023-05-1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56

https://res.hc-cdn.com/marketplace-isv/5.11.1/hws/docs/%E5%95%86%E5%93%81%E8%AF%B4%E6%98%8E%E5%8F%82%E8%80%83%E6%A0%B7%E4%BE%8B.pdf


须知

商品服务协议

此协议为商家与用户之间的双方协议，用户在下单时勾选生效，故协议内容不可为线
下合同类协议，协议中不可出现留白待填写内容，协议不可盖章、签字生效。

您也可以在卖家中心商品服务协议编辑框下方点击“参考样例”下载协议模板作为参
考，修改模板时，商品名称、定义及各条款内容，必须与该商品一致。

服务与支持

内容必须包含服务时间、服务内容、热线、邮箱4项内容，并确保服务时间内各联系方
式通畅，及时提供服务。

使用指南

使用指南须说明用户从云商店购买产品后，如何登录、使用等。

软件著作权证书

软件商品必须上传与商品名称相符的软件著作权证书，且著作权人须与发布商品公司
主体一致，此证书将作为华为云云商店审核您发布的商品是否符合上架要求的依据，
上传后的商品资质证书仅供审核使用，不会在商品详情页展示。

说明

将鼠标放置商品服务协议、服务与支持编辑框右下角可拉长编辑框，便于文字编辑。

步骤9 单击“下一步”。

进入“业务信息”页面。

步骤10 根据页面提示信息，填写商品属性、商品规格和搜索引擎优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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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是否公开销售

选择“否”，则该商品上架后在云商店前台页面与搜索结果中不会对外呈现，只能通
过商品URL进行访问或购买。商品URL地址可单击“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在商品
详情页面的“业务信息”模块中查看。

商品标签

如需添加“鲲鹏”、“混合云”、“IoT”商品认证标签，请同步上传与商品名称相符
且对应的认证证书。

搜索引擎优化信息

请严格按照填写指南的说明进行填写，配置适合商品的优化信息，利于百度等第三方
搜索引擎收录。

填写规格名称、选择资产等信息，如下图所示。

须知

● 规格名称需填写中文与英文两个版本，英文版在用户的消费账单（切英文语言）页
面对用户可见。

● 规格定价仅支持按次计费。

● 选择资产前请先前往ROMA资产中心发布对应资产，具体操作步骤请见前提条件。

步骤11 单击“预览”。

系统显示该商品发布后的商品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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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预览”功能可查看页面样式，不支持选择商品属性。

步骤12 预览无误后，单击“提交”。

系统提示“你确认要提交该商品吗？”。

步骤13 单击“是”。

系统提示“发布商品成功！请等待审批！”。

说明

● 在卖家中心上传文档、软件等的单日最大上传量为10GB，每天最多上传100个文件。

● 商家在发布商品的过程中，单击页面右下方“存草稿”，可以将内容保存为草稿。后续可在
“商品管理 > 我的申请”或“商品发布 > 草稿箱”中查看。

● 华为云云商店会对您提供的商品信息进行审核，商品审核SLA默认为3个工作日，当您在1个
自然日内提交10个及以上的商品发布申请时，我们会参考具体商品数量延长审核SLA。审核
结果会以邮件形式通知到贵司账号绑定的邮箱中，请注意查收；只有所有信息通过审核，您
发布的商品才会正式上架。

● 用户购买后的使用操作，可参考应用资产类商品使用指导。

----结束

商家指南
商家指南 3 商品接入

文档版本 01 (2023-05-1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59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g-marketplace/zh-cn_topic_0000001072033687.html


4 商品安全要求

商家应对发布的产品中出现的安全漏洞及其造成的后果负责，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场
景：

1、产品存在可绕过系统安全机制（认证、权限控制、日志记录）对系统或数据进行访
问的功能；

2、产品存在未文档化的命令或参数、端口等接入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产品的生产、调
测、维护用途），所有接入方式均须通过产品资料等对客户公开或受限公开。

3、产品存在病毒、木马；

4、产品存在发送恶意广告、吸费、恶意消耗流量等行为；

5、产品存留可能被质疑的组件，包括第三方的网络嗅探、调试工具、开发和编译工
具、仅在调测阶段使用的认证密钥、自研调试工具和脚本；

6、产品包含用户界面不可见或产品资料未描述的未公开的公网地址（包括公网IP地
址、公网URL地址和域名、邮箱地址）；

7、产品存在破坏OS等系统原有安全框架以及可能被质疑为后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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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商品发布注意事项

5.1 发布多SKU定价的商品规格

5.2 发布鲲鹏商品注意事项

5.3 发布混合云商品注意事项

5.4 发布IoT商品注意事项

5.1 发布多 SKU 定价的商品规格
多SKU定价，即规格支持按2个及以上的多维度的定价，包括时间、数量及其它自定义
维度，如：按时间+版本2个维度计费，按版本+用户数+时间3个维度计费。

多SKU定价支持用于SaaS类、人工服务类、License类、硬件类和AI资产类商品的规格
定价中。

多 SKU 定价设置举例

拟发布的商品如有不同版本、不同功能、不同模块、不同场景，应以规格和SKU作区
分，按照多规格、多SKU的形式发布。

不支持按不同版本、不同场景、不同模块在云商店中发布多个商品。

说明

例如：

1、某商品有多个不同的版本，如基础版、高级版、旗舰版、豪华版等，应按多规格或多SKU规
格的形式发布成一个商品；

2、某商品中的某个版本有多个不同的功能，如数据治理、数据集成、数据共享等，应按多规格
或多SKU规格的形式发布成为一个商品；

3、某商品中有多个版本多个不同的模块，如：

● 财务云：出纳管理、发票管理、费用管理等

● 营销云：促销管理、会员管理、佣金管理等

应按多规格和多SKU的形式发布成为一个商品。

4、某商品中有多个不同场景，如轿车图像识别、公交车图像识别、卡车图像识别等，应按多规
格和多SKU的形式发布成为一个商品。

举例1 某软件商品，需按软件版本+时间2个维度进行定价，则软件版本是枚举属性，
时间是规格计费方式；需在“商品属性管理”中新增枚举属性命名为“软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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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规格时选择这个属性，然后设置枚举属性下的枚举值为：基础版、企业版、专业
版，最后生成SKU，规格展示如下图：

举例2 某软件商品，需按软件版本+用户数+时间3个维度进行定价，则软件版本是枚举
属性，用户数是数量属性，时间是规格计费方式；需在“商品属性管理”中新增枚举
属性命名为“软件版本”，新增数量属性命名为“用户数”，发布规格时选择这2个属
性，然后设置数量属性的范围、步长，设置枚举属性下的枚举值为：基础版、企业
版、旗舰版，最后生成SKU，规格展示如下图：

举例3 某人工服务类商品，需按服务项+人天数2个维度进行定价，则服务项是枚举属
性，人天数是数量属性，规格计费方式选择为按次；需在“商品属性管理”中新增枚
举属性命名为“服务项”，新增数量属性命名为“人天数”，发布规格时选择这2个属
性，然后设置数量属性的范围、步长，设置枚举属性下的枚举值为：运维服务、安装
实施服务，最后生成SKU，规格展示如下图：

前置条件

发布多SKU定价的商品规格，请先创建用于生成SKU的商品定价属性。具体操作请参考
商品属性管理。

接下来以支持多SKU定价的SaaS商品规格为例介绍详细操作步骤。

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添加商品规格时，选择“定价模板”为“自定义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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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填写商品规格名称，需填写中文与英文两个版本，英文版在用户的消费账单（切英文
语言）页面对用户可见。

步骤3 选择商品属性、生成SKU。

1. 点击“选择商品属性”，勾选要用于商品定价的商品属性。

数量属性类型为非必选，最多选择1个；

枚举属性类型为非必选，最多可选择5个。

如无商品属性可选，则您未创建商品定价属性，请先在弹窗出点击下方“新增属
性”按钮，创建用于生成SKU的商品定价属性。具体操作请参考商品属性管理。

说明

在选择商品定价属性阶段，也可点击“操作”一栏的 图标，进行属性编辑。

2. 点击“下一步”，设置属性。

3. 填写所选的数量类型属性的最大值、最小值与步长。

4. 填写所选的枚举类型属性的枚举值，每个枚举属性的枚举值个数最多添加10个，
每个枚举值都需要填写中文取值与英文取值，英文取值在用户的消费账单（切英
文语言）页面对用户可见。

默认可支持生成的SKU总数为100个（即每个枚举属性的枚举值个数的乘积不能超
过100），如超出上限，请删除一些不必要展示的枚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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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数量属性的最大值、最小值指规格定价中该数量属性维度买家可进行购买的最大值、最
小值，如：用户数售卖范围为5-1000，则设置最大值为1000，最小值为5。

– 数量属性的步长指规格定价中该数量属性维度，买家每增加一个数量单位的长度，如：
用户数售卖范围为5-1000，步长为5，则用户可购买的数量为5，10，15，20……以此
类推。

– 枚举属性的枚举值指规格定价中该枚举属性下的计费项，如：软件分版本销售，则枚举
属性“软件版本”下设置枚举值为：基础版、专业版、旗舰版。

– 点击枚举值右边 图标可调整规格展示顺序，此处的顺序即为商品详情页的枚举值展
示顺序。

5. 点击“下一步”，生成SKU，确认无误后点击“确认”。SKU名称由每一个枚举属
性的枚举值排列组合生成，在商品详情页不会对用户展示，在用户的消费账单页
面对用户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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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计费模式，勾选需要向用户售卖的SKU，设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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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只有在此处勾选并设置价格的SKU，用户在商品详情页进行订购操作时，才可以选中并
获取价格；未勾选的SKU，用户在商品详情页无法选择购买。

– 选择了数量类型的商品属性，在定价前还需要选择定价模式（线性定价、Tier阶梯定
价、Step阶梯定价）。

▪ 线性定价即商品售价=用户订购的数量类型属性数值*规格定义单价。

图 5-1 线性定价

▪ Tier阶梯定价即由您自由设置每个SKU的数量区间，每个区间单独定价，单独计
费，即商品售价=用户订购数量*数量所属区间的单价。

图 5-2 Tier 阶梯定价

▪ Step阶梯定价即由您自由设置每个SKU的数量区间，每个区间单独定价，叠加计
费，即商品售价=用户订购区间数量1*区间规格单价1+用户订购区间数量2*区间规
格单价2。

图 5-3 Step 阶梯定价

7. 勾选需要进行预览的SKU，点击右上角的“预览规格”即可查看商品规格展示页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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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勾选“允许试用”，填写试用天数。当前支持设置的试用时间区间为3-180天，按
次模式不支持试用。

说明

– 人工服务类、License类和硬件类商品不支持试用规格，设置多SKU商品规格时可忽略
此步骤。

----结束

修改多 SKU 规格操作指导

在需要修改的多SKU规格处单击“编辑商品属性”，在编辑商品属性弹框中完成“编
辑属性>设置属性>生成SKU”三个步骤后，单击“生成SKU”。

图 5-4 编辑商品属性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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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完成 SKU 修改设置

说明

● 修改SKU规格时，数量属性只支持设置大于原最大值、小于原最小值。如：原最小值-最大值
为5-95，则可修改为1-100，不可修改为10-90；

● 枚举属性只支持新增，不支持删减。

5.2 发布鲲鹏商品注意事项

前提条件

鲲鹏商品在华为云云商店发布前必须先通过沃土云创认证并获取HUAWEI
COMPATIBLE或HUAWEI ENABLED证书，如何认证并获取认证证书请参考申请沃土云
创方案认证。

注意事项
● 发布鲲鹏商品时，“商品简介”和“商品说明”必须有鲲鹏相关的描述信息。

● 发布鲲鹏商品时，必须选择“鲲鹏”商品认证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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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鲲鹏商品时，必须通过鲲鹏兼容性认证并同步上传HUAWEI COMPATIBLE或
HUAWEI ENABLED证书。

● 以镜像交付方式发布鲲鹏商品时，支持选择“华北-北京四”、“华南-广州”和
“华东-上海一”三个云服务区。

鲲鹏镜像必须在以上3个区域制作并在该云服务区发布，不能选择其他云服务区。

5.3 发布混合云商品注意事项

前提条件

混合云商品在华为云云商店发布前须加入华为云Stack技术伙伴计划，并认证华为云
Stack方案，获取华为云Stack技术认证证书；如何认证并获取认证证书请参考沃土云
创计划。提交华为云Stack方案认证，目前在线支持华为云Stack鲲鹏方案认证。

注意事项

● 发布混合云商品时，“商品简介”和“商品说明”必须有混合云相关的描述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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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混合云商品时，必须选择“混合云”商品认证标签。

● 发布混合云商品时，必须同步上传华为云Stack技术认证证书。

5.4 发布 IoT 商品注意事项

前提条件

IoT商品在华为云云商店发布前须获取IoT技术认证证书；如何认证并获取认证证书请
参考华为IoTOpenlab华为技术证书测试资料下载汇总（包含测试用例与测试报告模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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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 发布IoT商品时，“商品简介”和“商品说明”必须有IoT相关的描述信息。

● 发布IoT商品时，必须选择“IoT”商品认证标签。

● 发布IoT商品时，必须同步上传华为IoTOpenlab 华为技术证书。

可将该证书上传至认证标签证书处，华为云华为IoTOpenlab 华为技术证书中的商
品名称必须与发布的商品名称一致，否则不予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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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商品管理

6.1 通用商品管理

6.2 联营商品管理

6.3 商品属性管理

6.4 销售对象管理

6.5 商品分析

6.6 问答管理

6.7 信控设置

6.8 库存管理

6.1 通用商品管理

6.1.1 通用商品上架
商家发布商品提交申请后，由运营经理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商品自动上架。

说明

在卖家中心的“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页面可以查看到已上架的商品。

6.1.2 通用商品修改
商家可以在“我的申请”中基于被驳回的最新记录修改审核失败的发布申请或在“我
的商品”中修改已上架的商品。修改后，需要通过审核才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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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提交发布商品申请失败或已上架商品修改后被驳回，均可修改后再次提交申请。

● 对于已上架的商品，修改中不支持删除已有规格，可以在“我的商品”中对规格进行下架，
规格下架操作请参考通用商品规格下架。

● 如果需要对同一商品新增和下架某些规格，请完成新增规格后，再将不需要的规格下架。

● 所有规格都已下架的商品，不支持再新增或修改规格。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

进入“我的商品”页面。

步骤3 设置查询条件，选择待修改的目标商品记录，单击操作列的“修改”。

步骤4 修改商品信息。

● 可以根据需求修改商品接入信息、基本信息、客户案例、资质信息、业务信息、
商品规格、搜索引擎优化信息中的非价格信息。

● 可以修改商品“是否公开销售”选项，以隐藏或公开状态销售商品。若“是否公
开销售”处选择“否”，则该商品上架后在云商店前台页面与搜索结果中不会对
外呈现，只能通过商品URL进行访问或购买。商品URL地址可单击“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在商品详情页面的“业务信息”模块中查看。

● 可以在商品规格处，修改已上架规格的名称、价格，为已上架规格新增计费模式
（仅支持原包年计费规格增加包月计费，或原包月计费规格增加包年计费），但
不可以修改计费模式。

说明

● 修改多SKU定价的商品规格请查看修改多SKU规格操作指导。

● SaaS类商品不支持修改“是否涉及服务监管”选项，已上架规格不允许修改原规格的试用勾
选状态。

● API类商品不支持已有规格新增计费方式；按次套餐包上架后，不支持修改套餐包名称及配
额，仅支持修改价格，请合理设置套餐包。

● 修改数量属性区间只支持设置大于原最大值、小于原最小值。如：原最小值-最大值为
5-95，则可修改为1-100，不可修改为10-90。

● 不支持修改步长。

步骤5 修改商品信息后，单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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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修改SaaS商品提交时， 系统会进行生产系统接口地址的后台校验，校验内容为：使用该商
品的生产系统接口调测成功并保存的所有用例进行接口调用，若接口响应异常，会在页面右
上角给出提示。请确保所发布的商品生产接口各场景皆正确响应，再进行提交操作。

● 商家在修改商品的过程中，单击页面右下方“存草稿”，可以将内容保存为草稿。后续可在
“商品管理 > 我的申请”或“商品发布 > 草稿箱”中查看。

● 提交申请后，需要通过审核才能生效。您可以在“商品管理 > 我的申请”页面查看审核中的
商品信息，只有当商品修改申请审核通过后，修改的信息才会生效。

----结束

6.1.3 通用商品升级
若用户所购买的通用SaaS类商品支持升级，商家可在“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列表
中，对已上架的通用SaaS类商品进行升级规则设置。在升级规格前，需先在“生产接
口调试”页面填写参数并生成链接地址后调用测试，确保调测成功并保存用例。

应用接入调试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应用接入 > 调试用例管理”，选择需要升级的商品生产地址，单击
右侧操作栏的“调测”，进入“应用接入调试”页面。

步骤3 在“应用接入调试”页面，单击操作列的“升级”页签，填写参数生成链接地址后调
用测试。

说明

请务必保证“升级”场景的用例调测成功并保存，否则将无法进行规格升级操作。

----结束

商品规格升级

商家在升级用例调试成功后，即可升级对应商品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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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单击右侧操作列的“更多>设置升级规
则”。

步骤3 在设置升级规则页面单击“创建规则”，在弹框中选择要升级的源规格与目标规格。

图 6-1 设置升级规则页面

图 6-2 创建规则页面

说明

● 初始时升级规则列表为空，需手动添加升级规则，每添加一条，表格新增一列。

● 创建规则时，目标规格先不展示任何规格，只有先选择源规格后，才会展示出可升级到的目
标规格。

● 如果要升级的规格选择的是SKU规格，则可升级到的目标规格只有该SKU规格自身，且默认
勾选。

● 如果选择的SKU含有数量类型的属性，则显示扩容步长，否则不显示；扩容步长只能选择原
步长的倍数，最多只能选择5倍。

● 一个规格作为源规格只允许创建一条升级规则，如需变动可修改原规则或删除原规则后再重
新创建。

● 升级规则生效条件：目标规格的定价高于源规格定价。

步骤4 创建对应规则完成后，单击“确定”。

步骤5 如果是SKU规格，还需要对该规格下的商品属性值之间的升级规则做设置。否则该规
格默认只能进行数量类型商品属性的扩容，不可进行属性值之间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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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升级规则列表操作栏的“设置属性升级规则”，在弹出框中选择要升级的源属性
名称、源属性值与目标属性值。

图 6-3 设置升级规则页面

图 6-4 创建属性升级规则页面

说明

先选择源属性名称，才可以选择该属性名称下的源属性值，接着才可以选择可升级到的目标属性
值。

步骤6 SKU规格，单击升级规则列表最左方的展开箭头，展开后可以看到该规格下所有属性
间的升级规格。可对已创建规格进行“修改”、“删除”、“设置属性升级规则”。

说明

● 初始时属性升级规则子列表为空，需手动添加属性升级规则，每添加一条，子表格新增一
列。

● 一个SKU规格只能配置一个属性名称的升级规则，在某规格下已有一个属性的升级规则时，
如想配置另外一个属性的升级规则，可以删除所有属性升级规则后再重新创建。

● 一个属性值作为源属性值只允许创建一条属性升级规则，如需变动可修改原规则或删除原规
则后再重新创建。

● 属性升级规则生效条件：目标属性值所在的SKU的定价高于源属性值所在的SKU定价。

----结束

修改商品规则验证

商家在修改商品价格时，如果价格设置不合理，可能会出现在已有升级规格的前提
下，目标规格或属性值所在SKU的定价低于源规格或属性值所在SKU。所以在商品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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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建议对升级规则是否仍生效作校验。可单击“校验升级规则”按钮或“提交”按
钮对升级规则进行验证。

若升级规则校验不通过，请删除原有规则或修改价格。

若升级规则校验通过，单击“确定”后将直接进行到下一步，提交修改申请到运营控
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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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通用商品隐藏
商家在发布新商品和修改已发布商品时，可以将商品设置为隐藏商品。

注意事项
● 隐藏商品上架后在云商店前台页面与搜索结果中不会对外呈现，只能通过商品

URL进行访问或购买。

● 商品URL地址可单击“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在商品详情页面的“业务信息”
模块中查看。

操作步骤

以修改已发布商品为例。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

进入“我的商品”页面。

步骤3 选择需要隐藏的商品，单击操作列的“修改”。

步骤4 在“修改业务信息”区域，将“是否公开销售”参数值设置为“否”。

说明

隐藏商品如需转为公开商品，需要将“是否公开销售”参数值设置为“是”。

步骤5 单击“提交”。

----结束

6.1.5 通用商品下架
商家可以下架已上架的商品，如下架整个商品或下架该商品下的所有规格，则该商品
及商品下所有规格皆进入“已停售”状态，且后续不可对该商品做任何操作。

若仅需下架商品下的某规格（操作指导请参见6.1.6 通用商品规格下架），则该规格进
入“已停售”状态，其他规格正常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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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商品下架后不可恢复，如需重新上架需重新发布新商品，请谨慎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

进入“我的商品”页面。

步骤3 下架整个商品。

1. 选择需要下架的商品，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下架”。

2. 在系统显示的弹框中，填写下架原因，上传证明文件（如有），单击“确认”。

说明

– 为保障用户正常访问，商品下架需由云商店审核通过后方可下架，同时此商品所有规格
也会下架。

– 您可以在“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页面查看下架的商品。

----结束

6.1.6 通用商品规格下架

商家可以下架商品的某一规格；如下架该商品下的所有规格，则该商品及商品下所有
规格皆进入“已停售”状态，且后续不可对该商品做任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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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商品规格下架后不可恢复，如需重新上架规格则需再次发布，请谨慎操作。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

进入“我的商品”页面。

步骤3 下架某一商品规格。（若需下架整个商品，请参考6.1.5 通用商品下架。）

1. 选择需要下架规格的商品，单击该商品所在行左侧的 展开商品规格列表。

2. 选择需要下架的商品规格，再单击操作列的“下架”。

3. 在系统显示的弹框中，填写下架原因，上传证明文件（如有），单击“确认”。

说明

– 为保障用户正常访问，商品规格下架需由云商店审核通过后方可下架，同时此规格下所
有SKU也会下架。

– 您可以在“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页面查看已下架的商品规格。

– 通用商品规格下架，会影响已经发放且未使用的代金券。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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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查看通用商品申请
商家可以查看通用商品发布申请、修改申请的记录信息和审核状态进展。同时，最新
一次驳回的记录可以修改后再次提交申请，待审核的申请支持执行撤回操作。

说明

● 目前仅License、人工服务、硬件、镜像、SaaS、API等交付方式支持撤回操作。

● 商家可在“我的申请”列表选择待审核商品，单击右侧操作栏的“撤回”或在申请详情页单
击页面底部“操作日志”处的“撤回”撤回待审核申请。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商品管理 > 我的申请”。

进入“我的申请”页面。

步骤3 设置查询条件，查看通用商品的申请记录。

查看申请时，您还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当审核状态为“草稿”时，您可以执行修改、删除操作。

● 当审核状态为“已驳回”时，您可以执行查看申请详情、修改、删除操作。

● 当审核状态为“已通过”时，您可以执行查看申请详情操作。

● 当审核状态为“待审核”时，您可以执行查看申请详情和撤回操作。

----结束

6.2 联营商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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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联营商品上架

上架流程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已成功入驻云商店的华为云账号，单击云商店首页页眉导航处的“卖家中心”，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点击左侧“商品管理>我的商品”，进入商品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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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点击“我的商品”页面右上角“发布联营商品”按钮；

说明

主账号授予子用户“发布联营商品”权限后，子用户方可发布联营商品，具体操作请参考用户管
理和用户组管理。

步骤4 进入联营商品发布页面，可以选择“新建商品信息”或“复制商品信息”来进行商品
发布；

● 通过“新建商品信息”发布商品：

进入联营商品发布页面，选择商品类型并按照页面要求填写相关商品信息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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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复制商品信息”发布商品：

点击“复制商品信息”后，在下方选择需要复制的已发布商品并点击下一步，进
入联营商品发布页面，按照页面要求填写相关商品信息即可。。

● 通过“选择已认证商品”发布商品：

点击“选择已认证商品”后在下方选择已认证商品并点击下一步，进入联营商品
发布页面，按照页面要求填写相关商品信息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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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SaaS商品填写信息时需要关联应用；

License商品填写信息时需选择License服务流模板。

填写资质信息中的“商品服务协议”，必须下载使用附件“参考样例”（见下图
标注）。

步骤5 填写完商品信息后，点击“提交”，即联营商品提交发布申请成功。

说明

联营商品发布申请提交后，需要经过运营经理和财经代表审核，审核工作流执行成功后，等待
10min左右，商品为上架状态。

在“卖家中心>商品管理>我的商品”页面，可以查看商品状态。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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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联营商品修改

商家可以修改审核失败的商品和已上架的商品。修改后，需要通过审核才能生效。

说明

● 对于已上架的联营商品，修改中不支持删除已有规格，需对规格进行下架。

● 新发布的商品，每次驳回都可以再修改。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进入“我的商品”页面。

步骤3 设置查询条件，选择待修改的目标商品记录，单击操作列的“修改”。

步骤4 修改商品信息。

● 可以根据需求修改商品接入信息、基本信息、客户案例、资质信息、业务信息、
商品规格、搜索引擎优化信息中的非价格信息。

● 可以修改商品“是否公开销售”选项，以隐藏或公开状态销售商品。若“是否公
开销售”处选择“否”，则该商品上架后在云商店前台页面与搜索结果中不会对
外呈现，只能通过商品URL进行访问或购买。商品URL地址可单击“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在商品详情页面的“业务信息”模块中查看。

● 可以在商品规格处，修改已上架规格的名称、价格，为已上架规格新增计费模式
（仅支持原包年计费规格增加包月计费，或原包月计费规格增加包年计费），但
不可以修改计费模式。

说明

● 联营商品修改已上架规格价格或已上架商品新增规格，请先与该商品的联营生态经理沟通，
完成联营汇报会签后，才可进行修改上架。

● 修改多SKU定价的商品规格请查看修改多SKU规格操作指导。

● SaaS类试用商品不允许修改原规格的试用勾选状态。

● API类商品不支持已有规格新增计费方式；按次套餐包上架后，不支持修改套餐包名称及配
额，仅支持修改价格，请合理设置套餐包。

● 修改数量属性区间只支持设置大于原最大值、小于原最小值。如：原最小值-最大值为
5-95，则可修改为1-100，不可修改为10-90。

● 不支持修改步长。

步骤5 修改商品信息后，单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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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修改SaaS商品提交时，系统会进行生产系统接口地址的后台校验：使用该商品的生产系统接
口调测成功并保存的所有用例进行接口调用，若接口响应异常，页面右上角会给出报错提
示。（校验内容为：针对每个发布规格的生产接口的系统测试），校验不通过会在页面右上
角给出提示。请确保所发布的商品生产接口都调试通过后，再进行发布提交操作。

● 商家在修改商品的过程中，单击页面右下方“存草稿”，可以将内容保存为草稿。后续可在
“商品管理 > 我的申请”或“商品发布 > 草稿箱”中查看。

● 提交申请后，需要通过审核才能生效。您可以在“商品管理 > 我的申请”页面查看审核中的
商品信息，只有当商品修改申请审核通过后，修改的信息才会生效。

----结束

6.2.3 联营商品升级
若用户所购买的联营SaaS类商品支持升级，商家可在“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列表
中，对已上架的联营SaaS类商品进行升级规则设置。在升级规格前，需先在“生产接
口调试”页面填写参数并生成链接地址后调用测试，确保调测成功并保存用例。

应用接入调试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应用接入 > 调试用例管理”，选择需要升级的商品生产地址，单击
右侧操作栏的“调测”，进入“应用接入调试”页面。

步骤3 在“应用接入调试”页面，单击操作列的“升级”页签，填写参数生成链接地址后调
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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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请务必保证“升级”场景的用例调测成功并保存，否则将无法进行规格升级操作。

----结束

商品规格升级

商家在升级用例调试成功后，即可升级对应商品规格。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单击右侧操作列的“更多>设置升级规
则”。

步骤3 在设置升级规则页面单击“创建规则”，在弹框中选择要升级的源规格与目标规格。

图 6-5 设置升级规则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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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创建规则页面

说明

● 初始时升级规则列表为空，需手动添加升级规则，每添加一条，表格新增一列。

● 创建规则时，目标规格先不展示任何规格，只有先选择源规格后，才会展示出可升级到的目
标规格。

● 如果要升级的规格选择的是SKU规格，则可升级到的目标规格只有该SKU规格自身，且默认
勾选。

● 如果选择的SKU含有数量类型的属性，则显示扩容步长，否则不显示；扩容步长只能选择原
步长的倍数，最多只能选择5倍。

● 一个规格作为源规格只允许创建一条升级规则，如需变动可修改原规则或删除原规则后再重
新创建。

● 升级规则生效条件：目标规格的定价高于源规格定价。

步骤4 创建对应规则完成后，单击“确定”。

步骤5 如果是SKU规格，还需要对该规格下的商品属性值之间的升级规则做设置。否则该规
格默认只能进行数量类型商品属性的扩容，不可进行属性值之间的升级。

单击升级规则列表操作栏的“设置属性升级规则”，在弹出框中选择要升级的源属性
名称、源属性值与目标属性值。

图 6-7 设置升级规则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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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创建属性升级规则页面

说明

先选择源属性名称，才可以选择该属性名称下的源属性值，接着才可以选择可升级到的目标属性
值。

步骤6 SKU规格，单击升级规则列表最左方的展开箭头，展开后可以看到该规格下所有属性
间的升级规格。可对已创建规格进行“修改”、“删除”、“设置属性升级规则”。

说明

● 初始时属性升级规则子列表为空，需手动添加属性升级规则，每添加一条，子表格新增一
列。

● 一个SKU规格只能配置一个属性名称的升级规则，在某规格下已有一个属性的升级规则时，
如想配置另外一个属性的升级规则，可以删除所有属性升级规则后再重新创建。

● 一个属性值作为源属性值只允许创建一条属性升级规则，如需变动可修改原规则或删除原规
则后再重新创建。

● 属性升级规则生效条件：目标属性值所在的SKU的定价高于源属性值所在的SKU定价。

----结束

修改商品规则验证

商家在修改商品价格时，如果价格设置不合理，可能会出现在已有升级规格的前提
下，目标规格或属性值所在SKU的定价低于源规格或属性值所在SKU。所以在商品改价
后，建议对升级规则是否仍生效作校验。可单击“校验升级规则”按钮或“提交”按
钮对升级规则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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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升级规则校验不通过，请删除原有规则或修改价格。

若升级规则校验通过，单击“确定”后将直接进行到下一步，提交修改申请到运营控
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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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联营商品隐藏

商家可以将联营商品设置为隐藏商品。

注意事项
● 隐藏商品上架后在云商店前台页面与搜索结果中不会对外呈现，只能通过商品

URL进行访问或购买。

● 商品URL地址可单击“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在商品详情页面的“业务信息”
模块中查看。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进入“我的商品”页面。

步骤3 选择需要隐藏的商品，单击操作列的“修改”。

步骤4 在“修改业务信息”区域，将“是否公开销售”参数值设置为“否”。

说明

隐藏商品如需转为公开商品，需要将“是否公开销售”参数值设置为“是”。

步骤5 单击“提交”。

----结束

6.2.5 联营商品下架

商家可以下架已上架的商品，如下架整个商品或下架该商品下的所有规格，则该商品
及商品下所有规格皆进入“已停售”状态，且后续不可对该商品做任何操作。

若仅需下架商品下的某规格（操作指导请参见6.2.6 联营商品规格下架），则该规格进
入“已停售”状态，其他规格正常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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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 商品下架后不可恢复，如需重新上架需重新发布新商品，请谨慎操作。

2. 联营商品下架，需要运营经理进行审核通过后，完成下架。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

进入“我的商品”页面。

步骤3 下架整个商品。

1. 选择需要下架的商品，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下架”。

2. 在系统显示的弹框中，填写下架原因，上传证明文件（如有），单击“确认”。

说明

– 为保障用户正常访问，商品下架需由云商店审核通过后方可下架，同时此商品所有规格
也会下架。

– 您可以在“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页面查看下架的商品。

----结束

6.2.6 联营商品规格下架

商家可以下架商品的某一规格；如下架该商品下的所有规格，则该商品及商品下所有
规格皆进入“已停售”状态，且后续不可对该商品做任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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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 商品规格下架后不可恢复，如需重新上架规格则需再次发布，请谨慎操作

2. 联营商品下架，需要运营经理进行审核通过后，完成下架。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

进入“我的商品”页面。

步骤3 下架某一商品规格。（若需下架整个商品，请参考6.2.5 联营商品下架。）

1. 选择需要下架规格的商品，单击该商品所在行左侧的 展开商品规格列表。

2. 选择需要下架的商品规格，再单击操作列的“下架”。

3. 在系统显示的弹框中，填写下架原因，上传证明文件（如有），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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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为保障用户正常访问，商品规格下架需由云商店审核通过后方可下架，同时此规格下所
有SKU也会下架。

– 您可以在“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页面查看已下架的商品规格。

– 联营商品规格下架，会影响已发放且未使用的代金券，给客户申请的折扣也会无法使
用。

----结束

6.2.7 查看联营商品申请

商家可以查看联营商品发布申请、修改申请的记录信息和审核状态进展。同时，最新
一次驳回的记录可以修改后再次提交申请，待审核的申请支持执行撤回操作。

说明

● 目前联营商品仅License、人工服务、SaaS等交付方式支持撤回操作。

● 商家可单击右侧操作栏的“撤回”或在申请详情页单击页面底部“操作日志”处的“撤回”
撤回待审核申请。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商品管理 > 我的申请”，进入“我的申请”页面。

步骤3 设置查询条件，查看联营商品的申请记录。

查看申请时，您还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当审核状态为“已通过”时，您可以执行查看申请详情操作。

● 当审核状态为“已驳回”时，您可以执行查看申请详情和修改操作。

● 当审核状态为“子市场运营经理待审核”“运营经理待审核”“财经代表待审
核”时，说明已进入审核状态，此时不可撤回申请，需等待审核结果。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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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商品属性管理
商家在发布支持多SKU定价的商品时，商品属性可用于选择组合生成对应规格的SKU
；其中属性名称的定义，会在商品详情、客户账单等场景对用户呈现。

商品属性分为平台预置属性和自定义属性，其中 :

● 平台预置属性为系统使用，不支持修改，商家自定义商品时也无法使用；自定义
属性是由商家根据商品规格特点，在发布商品前自定义的，支持修改。

● 自定义属性的名称，不能与平台预置属性名称重复（包括中英文名称），请您在
定义属性时注意，当前平台预置的属性名称（中英文）有：应用名称 appName；
版本 version；操作系统 os；所属模式 mode。

查找商品属性

商品属性支持按属性类型（数量、枚举）查找，也支持输入商品属性名称直接搜索
（模糊匹配）。

说明

枚举类型属性：指自定义类型属性。

新增商品属性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商品管理 > 商品属性管理”。

步骤3 单击“新增属性”按钮。

步骤4 在弹出框中输入属性类型、属性编码、属性名称（中英文）、属性描述等字段，点击
“确定”，创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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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编辑商品属性

平台预置属性不支持修改，自定义属性支持商家自由修改。点击列表操作列的“编
辑”按钮，即可进行修改。已上架的支持SKU定价的商品，商品属性已记录在商品信
息中，此时在商品属性管理页修改该商品使用过的商品属性，也不会对已上架的商品
产生影响。

删除商品属性

平台预置属性不支持删除，自定义属性支持商家自由删除。点击列表操作列的“删
除”按钮，即可进行删除。已上架的支持SKU定价的商品，商品属性已记录在商品信
息中，此时在商品属性管理页删除该商品使用过的商品属性，也不会对已上架的商品
产生影响。

6.4 销售对象管理
商家可对商品和商品规格的销售对象进行设置，设置成功后，非设置销售范围内的用
户不可购买该商品或规格。

商品级和规格级可设置的销售对象范围如下表所示。

销售对象设置范围 商品级销售对象 规格级销售对象

全部用户 √ √

企业用户 √ ×

个人用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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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对象设置范围 商品级销售对象 规格级销售对象

指定用户 √ √

 

说明

1. 当商品级销售对象为“企业用户”或“个人用户”时，该商品规格级销售对象默认与商品级
一致且不可修改；

2. 当商品级销售对象为“全部用户”时，该商品规格级的销售对象默认为“全部用户”，但商
家可单独编辑商品规格的销售对象为“指定用户”；

3. 当商品级销售对象为“指定用户”时，规格级的销售对象也只能是“指定用户”；商品级指
定的用户默认作用于所有规格，规格级指定用户可以在商品级指定用户基础上新增。

表 6-1 商品级与规格级销售对象设置说明

商品级销售对象 规格级销售对象

全部用户 全部用户或指定用户

企业用户 与商品级一致且不可修改

个人用户 与商品级一致且不可修改

指定用户 指定用户，可在商品级指定用户基础上新增用户，但不可删
减

 

设置商品级销售对象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交易管理 > 销售对象管理”，进入“销售对象管理”页面。

步骤3 在“销售对象管理”页面，单击商品列表操作列的“设置”，进入“商品销售对象设
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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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商品销售对象设置”页面，单击商品销售对象右侧的编辑 按钮，切换到销售对

象选择模式，单击 展开选项。

步骤5 选择需要设置的销售对象类型后，点击选框右侧的 即设置完成。

说明

如商品销售对象选择“指定用户”，需在添加指定用户的华为云账号后，该用户才能购买，具体
操作请参考“添加指定用户”。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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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规格级销售对象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交易管理 > 销售对象管理”，进入“销售对象管理”页面。

步骤3 在“销售对象管理”页面，选择需要设置规格的商品，单击该商品所在行左侧的
展开商品规格列表，点击规格所在行的“设置”，进入“规格销售对象设置”页面。

步骤4 在“规格销售对象设置”页面，单击规格销售对象右侧的编辑 按钮，切换到销售对

象选择模式，单击 展开选项。

步骤5 选择需要设置的销售对象类型后，点击选框后的 即设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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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规格销售对象选择“指定用户”，需添加指定用户的华为云账号后，该用户才能购买，具体操
作请参考“添加指定用户”

----结束

添加指定用户

在设置商品或商品规格销售对象为“指定用户”后，需将用户添加到指定用户名单，
此用户才可购买该商品，添加指定用户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交易管理 > 销售对象管理”。

步骤3 在“销售对象管理”页面，单击需要设置的商品或规格列表操作列的“设置”，进入
“商品销售对象设置”或“规格销售对象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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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该页面，点击 “添加指定用户”按钮，打开“添加指定用户”弹框。

说明

设置商品或商品规格的销售对象为“指定用户”后，页面才会显示“添加指定用户”按钮。

步骤5 按照弹框内要求，填写指定用户的华为云账号名、华为云账号ID，填写无误后点击
“确认”即可成功添加该用户。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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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用户可在控制台右上角的 “账号名-我的凭证”中查看自己的华为云账号ID和账号名。

2、单击指定用户列表中操作列的“删除”按钮，删除指定用户授权后，该用户将不可购买此商
品。

6.5 商品分析
商家在“经营数据分析>商品分析”页面可以根据商品名称，查看截止至前一日24点的
交易额和订单量信息。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经营数据分析>商品分析”。

步骤3 在“商品名称”处选择要查询的商品，查看交易额和订单量信息。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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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问答管理
买家在商品详情页对商品进行提问后，商家可在问答详情页查看用户提出的问题并进
行回答。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商品管理 > 问答管理”，设置查询条件。

选择要回答的问题，单击“详情”。

步骤3 在问答详情页查看问题并进行回答，确认内容无误后，单击“回复”。

说明

● 请合理规范地对问题进行回复，若出现敏感词提示，请修改后再提交。

● 商家可点击回复框右上角的“编辑”对回复进行再编辑，一条回复最多允许编辑3次。

----结束

6.7 信控设置
商家可以对所管理的联营商品、华为自服务商品和严选自营商品进行信控支付设置。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商品管理>信控设置”，进入信控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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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选择需要打开或关闭“授信现金券支付”“信用额度支付”的商品，通过单击右侧操
作栏“授信现金券支付”“信用额度支付”的开关按钮，来设置商品的信控支付条
件。

说明

● 若授信现金券支付、信用额度支付开关为“开”，表示商家同意华为云客户使用授信现金
券、信用额度购买该商品，用授信现金券、信用额度购买的订单需客户全部还款后，华为再
对商家结算。

● 若授信现金券支付开关、信用额度支付开关为“关”，表示商家不同意华为云客户使用授信
现金券、信用额度购买该商品。

● 联营商品上架后，授信现金券支付开关默认值为“开”。

● 10月份后上架的联营商品，信用额度支付开关默认值为“关”。

----结束

6.8 库存管理
商家可查看和管理硬件商品库存信息。当硬件商品被售出，商品库存数量为0时，商家
将会收到消息通知，为避免影响商品售出，商家此时可前往库存管理页面补充库存。

前提条件

只有“在销售”状态下的商品可以设置库存。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库存管理”，进入库存管理页面。

步骤3 设置查询条件，单击“查询”。

步骤4 选择目标商品，单击操作列的“设置库存”。

步骤5 设置“本次补货数量”和“补货说明”后，单击“提交”。

商家指南
商家指南 6 商品管理

文档版本 01 (2023-05-1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05

https://console.huaweicloud.com/marketplace/isv/
https://console.huaweicloud.com/marketplace/isv/?region=cn-north-4#/console/productReserve


库存设置成功。

说明

● 补货数量变更值必须在-9999999至9999999之间（默认库存为999）。

● 支持减少库存，设置变更值为负值，但变更后库存总量必须大于消耗量。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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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优惠管理

商家可在卖家中心查看伙伴授予折扣和商务折扣。

说明

伙伴授予折扣：渠道销售场景下，客户服务商为客户配置的折扣；

商务折扣：直销场景下，客户经理为客户配置的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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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资源编排

华为云云商店提供资源编排功能，商家可通过开发资源编排脚本，为上架到云商店的
镜像提供自动部署的能力。用户购买镜像可以做到一键开通，达到即买即用的效果。

开发流程

前提条件

1. 已入驻成为华为云云商店商家；

2. 已上架镜像类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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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关于商家入驻，请参考云商店入驻流程；

● 关于镜像类商品发布流程，请参考镜像类商品发布说明。

开发资源编排模板

资源编排模板基于Terraform进行开发。Terraform是一个开源的自动化资源编排工
具，使用Terraform管理云资源的流程如下图所示：

Terraform支持使用配置文件描述单个应用或整个数据中心。通过Terraform可以轻松
的创建、管理、删除华为云资源，并对其进行版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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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Terraform支持编排的华为云资源请参考Terraform开发说明。

本篇Codelab文章所涉及的资源编排模板的目录结构如下图所示：

目录中modules下面包含了ecs、eip、evs、rds、和vpc五个模块，分别提供了创建ECS、EIP、
EVS、RDS和VPC相关的功能，您可以根据您的实际业务使用。根目录下有main.tf、
outputs.tf、providers.tf、variables.tf和versions.tf。各个文件的作用如下：

● main.tf：资源编排模板的执行入口，包含了创建云资源的具体代码逻辑；

● outputs.tf：自动部署的输出信息，比如ECS的资源Id；

● providers.tf：huaweicloud provider的配置信息；

● variables.tf：部署模板中定义的变量，需要部署时手工输入，比如ECS实例的密码；

● versions.tf：huaweicloud provider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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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资源编排模板

资源编排模板开发完成后，可进行模板关联操作，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1 登陆已成功入驻云商店的华为云账号，单击云商店首页页眉导航处的“卖家中心”，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在卖家中心页面，单击导航栏左侧的资源编排管理。

须知

云商店资源编排能力当前处于邀请测试阶段，如页面内没有“资源编排管理”菜单，
则表示此账号未开通资源编排权限，需发送邮件至云商店邮箱：
partner@huaweicloud.com申请开通资源编排功能。

步骤3 进入页面内的模板列表，单击“新增模板”，填写模板名称、模板简介、版本号，并
上传模板文件，确认无误后，单击“确定”，即完成模板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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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进入页面内的商品列表，查找列表内需关联资源模板的商品规格，单击“关联模
板”。

说明

资源编排支持为同一个商品不同规格关联不同的模板。

步骤5 选择需要关联的资源编排模板，单击“确定”，即可完成商品与模板的关联。

----结束

测试自动部署模板

完成关联资源编排模板后，可进行模板部署配置测试。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1 登陆已成功入驻云商店的华为云账号，单击云商店首页页眉导航处的“卖家中心”，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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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单击导航栏左侧的“商品管理>我的商品”，查询已关联资源模板的商品，单击“详
情”进入商品详情页，找到上架地址，单击进入商品购买页面。

步骤3 在商品页面，点击“立即购买”，选择“模板配置部署”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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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为了避免测试过程中产生费用，建议在制作完镜像后，直接在RF（Resource Formation）控制
台或使用Terraform进行测试，测试通过后再发布商品。

步骤4 单击“确定”进入模板配置确认页，勾选协议，并单击“启动配置”，进入资源编排
管理页面。

步骤5 单击“下一步”，在配置参数页面填写相应参数。

步骤6 在配置参数页面，填写资源栈名称及参数，确认参数填写无误后，单击“下一步：高
级配置（可选）”，进入高级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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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 在高级配置页面，根据需要，勾选配置项，单击“下一步：配置确认（可选）”。

步骤8 单击“创建执行计划”，即可生成执行计划，单击“查看费用明细”，可查看预估费
用。

步骤9 单击操作列的“执行”，开始创建堆栈，并且开始产生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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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0 堆栈创建完成后，可查看资源部署状态。如部署失败，请根据提示修改模板，并重新
部署。

步骤11 部署成功后，请验证ECS中的服务实例是否可用，如果可用，则证明资源编排模板可
用，否则请根据实际情况修改部署模板或服务的启动脚本。

----结束

关键代码

资源编排模板的关键代码为根目录下的main.tf，这是整个资源编排模板的执行入口，
包含了创建云资源的具体代码逻辑，如下所示：

// 查询当前Region可用的az
data "huaweicloud_availability_zones" "az" {}
 
// 查询当前可用的ecs的falvor
data "huaweicloud_compute_flavors" "flavors" {
  region            = var.region
  availability_zone = local.availability_zone
  performance_type  = "normal"
  cpu_core_count    = var.ecs_cpu_core_count
  memory_size       = var.ecs_memory_size
}
 
// 查询当前可用的rds的falvor
data "huaweicloud_rds_flavors" "flavors" {
  region            = var.region
  db_type           = "MySQL"
  db_version        = "8.0"
  instance_mode     = "single"
  vcpus             = var.db_vcpus
  memory            = var.db_memory_size
  availability_zone = local.availability_zone
}
 
locals {
  // 需要根据业务指定一个租户下唯一的名字，会作为资源名字的一部分
  app_id                = "rf_app"
  // 云资源的计费模式
  charging_mode         = "postPaid"
  // 带宽的计费模式
  bandwidth_charge_mode = "traffic"
  db_port               = 3306
  availability_zone     = data.huaweicloud_availability_zones.az.names[0]
  // Region和内网DNS的映射关系，不同Region的内网DNS不一样，详情参考：https://
support.huaweicloud.com/dns_faq/dns_faq_002.html
  region_dns_ma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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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north-4 = ["100.125.1.250", "100.125.129.250"]
    cn-south-1 = ["100.125.1.250", "100.125.136.29"]
  }
 
  // Region和imageId的映射关系
  image_ids_map = {
    cn-north-4 = ""
    cn-south-1 = ""
  }
}
 
// 创建VPC
module "vpc" {
  source = "./modules/vpc"
 
  vpc_name            = "vpc_${local.app_id}"
  subnet_name         = "subnet_${local.app_id}"
  secgroup_name       = "secgroup_${local.app_id}"
  rds_secgroup_name   = "rds_secgroup_${local.app_id}"
  availability_zone   = local.availability_zone
  remote_ip_cidr      = var.remote_ip_cidr
  vpc_subnet_dns_list = local.region_dns_map[var.region]
}
 
module "rds" {
  source = "./modules/rds"
  charging_mode            = local.charging_mode
  region                   = var.region
  flavor                   = data.huaweicloud_rds_flavors.flavors.flavors[0].name
  db_instance_name         = "rds_${local.app_id}"
  db_availability_zone     = [local.availability_zone]
  time_zone                = "UTC"
  vpc_id                   = module.vpc.vpc_id
  subnet_id                = module.vpc.subnet_id
  security_group_id        = module.vpc.rds_secgroup_id
  db_engines               = "MySQL"
  db_version               = "8.0"
  db_password              = var.db_password
  db_port                  = local.db_port
  db_instance_storage_type = "CLOUDSSD"
  db_allocated_storage     = var.db_allocated_storage
  db_vcpus                 = var.db_vcpus
  db_memory_size           = var.db_memory_size
}
 
 
module "ecs" {
  source = "./modules/ecs"
 
  region               = var.region
  ecs_name             = "ecs_${local.app_id}"
  availability_zone    = local.availability_zone
  flavor_id            = data.huaweicloud_compute_flavors.flavors.ids[0]
  image_id             = local.image_ids_map[var.region]
  ecs_system_disk_size = var.ecs_system_disk_size
  charging_mode        = local.charging_mode
  secgroup_id          = module.vpc.secgroup_id
  subnet_id            = module.vpc.subnet_id
  user_data            = "#!/bin/bash\necho 'root:${var.ecs_password}' | chpasswd"
}
 
// 创建EIP
module "eip" {
  source = "./modules/eip"
 
  eip_name              = "eip_${local.app_id}"
  charging_mode         = local.charging_mode
 
  ecs_instance_id       = module.ec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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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dwidth_name        = "bandwidth_${local.app_id}"
  bandwidth_charge_mode = local.bandwidth_charge_mode
  bandwidth_size        = var.bandwidth_size
}
 
// 为ECS创建数据盘
module "evs" {
  source = "./modules/evs"
 
  name              = "evs_${local.app_id}"
  volume_size       = var.ecs_data_disk_size
  availability_zone = local.availability_zone
  charging_mode     = local.charging_mode
 
  ecs_instance_id       = module.ecs.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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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交易管理

9.1 订单查询

9.2 交易明细管理

9.3 退订管理

9.4 结算管理

9.5 评价管理

9.6 账单管理

9.7 发票管理

9.8 服务监管

9.1 订单查询
商家可查看买家购买包周期与按次计费的商品的交易详情，按需交易详情不在订单中
显示，按需收入可在账单中查询明细。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交易管理 > 订单列表”。

步骤3 设置查询条件，单击“查询”。

商家可查询到需查看的交易记录。

图 9-1 订单列表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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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对于严选商品、严选自营商品的订单，不显示“实付金额”。

步骤4 选择一条交易记录，单击操作列的“详情”。

可查看单笔交易的详细信息，包括商品信息、订单信息和客户信息。

表 9-1 订单状态

订单状态 订单状态说明

处理中 用户下单支付后，资源未开通成功或服务未交付完成的状态。

包括：SaaS接口未响应成功导致订单未开通成功的订单、服务
监管未完成的License、人工服务、涉及服务监管的SaaS、硬
件、应用编排订单

已取消 用户自主取消或者系统自动取消的待支付订单所处的状态

已完成 新购、升级（变更）、续费、退订等已完成全流程的订单状态

待付款 用户提交订单后，还未支付完成的订单状态

 

----结束

9.2 交易明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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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交易明细查询
商家在每日8点后可查看前一日24点前商品的交易明细。

前提条件

已完成商业信息认证，具体操作请参见商业信息认证。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交易管理 > 交易明细管理”。

进入交易明细列表页面。

步骤3 选择商品类型页签，输入查询条件，如订单号、账期、客户账号，筛选出需要查看的
目标订单。

步骤4 单击目标订单左侧的 ，查看该笔订单的交易明细。

说明

交易明细中可查看退订订单的原始订单行ID。

步骤5 单击右侧操作栏的“查看账单”，进入账单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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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每日8点后可查看前一日24点前的交易明细。

● 出账状态为“已出账”的交易数据表示已经出账并生成对账单，您可以通过“账单管理”确
认对账或查看结算进展。

● 出账状态为“待出账”的交易数据表示暂未生成对账单，可能原因为未满足出账要求，如线
下交付订单的服务监管流程未完成、涉及信用客户未还款、出账日还未到等。

● 满足出账条件的交易明细在出账生成账单后状态会更新为“已出账”，系统默认为每月3日
出账并生成对账单。

● SaaS试用类订单不会在交易明细中展示。

----结束

9.2.2 交易明细导出
商家可以导出交易明细账单，导出完成后在导出记录中下载。

前提条件

已完成商业信息认证，具体操作请参见商业信息认证。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交易管理 > 交易明细管理”。

进入交易明细列表页面。

步骤3 选择需要导出账单的商品类型页签。

步骤4 单击页面左侧“导出”，进入导出记录页面。

步骤5 待账单文件生成后，单击右侧操作栏的“下载”，选择下载位置，单击“保存”，下
载生成的交易明细账单。

说明

● 生成账单需要一定时间，请稍作等待后，刷新导出记录页面。

● 您也可以左侧导航栏选择“交易管理 > 导出记录”，进入导出记录页面下载导出的账单。

● 导出记录系统会保存3天，请在导出任务完成后尽快下载文件。

----结束

9.2.3 交易统计
商家在“经营数据分析>总览分析”页面可以根据商品类别、交易时间、商品名称等维
度，查看截止至前一日24点的交易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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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经营数据分析>总览分析”。

步骤3 查看交易信息。

表 9-2 交易统计说明

序号 说明

1 本年度用户所支付的订单金额（包含按需资源费用），不包含退订金额。

2 本年度所有商品的订单量信息。

3 近一年内的商品交易额和商品订单量信息。

4 近三个月、近六个月、近九个月和近一年的Top10商品统计（包括交易额和
订单量）。

 

----结束

9.3 退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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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退订人工服务类、License 类、应用编排类商品
买家发起人工服务类、License类、涉及服务监管的SaaS类和应用编排类商品的退订请
求，商家可以在卖家中心查看及审批退订请求。

退订流程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交易管理 > 退订管理”。

步骤3 选择目标退订记录，单击右侧操作列的“审核”。

步骤4 进入“退订详情”页面，查看退订申请信息。

填写审核意见并上传与用户达成一致的沟通记录或退订确认相关的附件。

说明

界面参数“联系电话”：若买家提交退订请求时，同意把联系方式提供给商家，则可以看到联系
电话信息；不同意，则看不到。

步骤5 单击“同意”。

说明

若申请不合理，可以选择驳回给用户。

----结束

9.3.2 退订硬件类商品
买家发起硬件类商品的退订请求，商家可以在卖家中心“交易管理 > 退订管理”查看
及审批退订请求。

硬件类商品退订分为未收货和已收货两种情况，若买家未收货，退订操作请查看未收
货退订操作步骤；若买家已收货，退订操作请查看已收货退订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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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订流程

未收货退订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交易管理 > 退订管理”。

步骤3 选择目标退订记录，单击右侧操作列的“审核”。

步骤4 进入“退订详情”页面，查看退订申请信息。

填写审核意见并上传与用户达成一致的沟通记录或退订确认相关的附件。

说明

界面参数“联系电话”：若买家提交退订请求时，同意把联系方式提供给商家，则可以看到联系
电话信息；不同意，则看不到。

步骤5 单击“同意”。

说明

若申请不合理，可以选择驳回给用户。驳回后，退订流程结束，用户可重新发起退订申请。

----结束

已收货退订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交易管理 > 退订管理”。

步骤3 选择目标退订记录，单击右侧操作列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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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进入“退订详情”页面，查看退订申请信息，填写审核意见并上传与用户达成一致的
沟通记录或退订确认相关的附件，在“寄回地址”处选择供用户寄回硬件商品的地址
信息。

说明

界面参数“联系电话”：若买家提交退订请求时，同意把联系方式提供给商家，则可以看到联系
电话信息；不同意，则看不到。

步骤5 单击“同意”，待用户寄回硬件商品。

说明

若申请不合理，可以选择驳回给用户。

步骤6 商家收到用户寄回的硬件商品后，在“交易管理 > 退订管理”页面查找到目标退订订
单，单击右侧操作栏的“验收”。

步骤7 在待验收详情页查看验收信息，确认无误后，单击“确认验收”，系统自动进入退款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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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进入待验收状态后请在15天内完成确认验收或验收异常操作，超期系统将自动验收执行退
订。

● 在此步骤中，商家也可执行验收驳回和发起申诉操作。

----结束

9.4 结算管理

9.4.1 结算流程说明
针对华为云云商店与商家的账务结算，为了进一步规范业务处理过程，规避在操作过
程中的相关风险，改善用户体验，提高运营效率，特制定本规则。

本规则制定华为云云商店与商家的结算规则以及操作过程，并明确了各环节的限制。
云商店包含两类交易模式下的对账结算，分别为通用商品对账结算和联营商品、严选
商品、严选自营对账结算。

通用商品对账结算：华为云云商店提供平台，商家发布商品后，用户在云商店自行选
购商家商品并支付给华为云。华为云定期将用户购买商家商品的金额扣除平台服务费
（单击这里，查看平台服务费规则）后结算给商家。

联营商品、严选商品、严选自营商品对账结算：用户在云商店自行选购联营商品、严
选商品、严选自营商品并支付给华为云。华为云根据规则定期进行严选商品、严选自
营商品商家账单出账。

通用商品对账结算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 9-2 通用商品对账结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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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流程名称 流程
角色

时长 说明

1 历史交易出账 华为
云

1个工作日 每月3号（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
一工作日）

2 审核并发送账单给
商家

华为
云

2个工作日 通知发送到商家的华为云账号所
绑定的手机及邮箱

3 发起付款流程 华为
云

8个工作日 会签

4 付款 华为
云

6个工作日 启动付款环节

 

联营商品、严选商品、严选自营商品对账结算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 9-3 联营商品、严选商品、严选自营商品对账结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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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流程名称 流程
角色

时长 说明

1 历史交易出账 华为
云

1个工作日 每月3号（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
一工作日）

2 审核并发送账单给
商家

华为
云

2个工作日 通知发送到商家的华为云账号所
绑定的手机及邮箱

3 发起付款流程 华为
云

8个工作日 会签

4 通知商家开具发票 华为
云

1个工作日 依据纳税人身份按商品业务类型
匹配对应税率

5 开具并邮寄发票给
华为云

商家 - -

6 接收并验证发票 华为
云

2个工作日 -

7 付款 华为
云

6个工作日 发票无误后启动付款环节

 

说明

当月3号生成上一个月的对账单，不包含当月1-3号的账单。涉及服务监管的账单若在上一个月
内服务监管状态为已完成，次月结算时系统自动出账。服务监管状态未完成的订单，结算时不出
账。

9.4.2 结算规则

结算启动前提条件

商业信息认证是指伙伴提交其用于结算涉及到的银行账号、税率等信息，即结算账款
将结算至商业信息认证中的公司银行账户。商业信息认证缺失将导致在华为云系统里
无法准确获取到商家的银行账号及税率等信息，从而无法正常生成结算对账单。

结算周期
● 结算频率：每月1次，生成上一自然月账期账单。

● 结算内容：上一自然月1号至月底最后一天期间发生且生效的订单或交易，及往月
结算部分金额的订单或从未结算的订单；续订订单所属账期以该订单的实际生效
为准确定所属账期。

● 结算示例：2020年2月3号生成2020年1月账期的账单，包含从2020年1月1号到
2020年1月31号进入结算账单时间的订单和交易。账期ID为202001，金额以实际
订单和交易为准。

说明

● 人工服务类、License类、硬件类和涉及服务监管的SaaS类商品，根据服务监管状态出
账。服务监管状态为已完成的订单，次月结算时系统自动出账。服务监管状态未完成的
订单，结算时不出账。结算示例：2020年2月3号客户支付成功的订单，如到2020年3
月15号才完成服务监管流程，则该订单出现在账单ID为202003的账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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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计费类型

按次、按需计费的订单：一次性结算

包周期的订单：一次性结算

说明

● 按需套餐包计费类型，不退款，一次性结算。

● 对于包周期的订单在账单详情中应显示：交易金额，应结算金额等信息。

结算金额计算规则

华为云会按业务发展需要对分成比例进行调整，详情请参见华为云云商店服务商合作
协议。

● 通用商品

商家结算金额（含税）=商品销售金额（含税）*（1-收取平台费比例）

说明

● 如果用户使用云商店代金券支付订单，在华为给商家的结算金额中按分成比例扣减代金
券使用金额。具体规则如下：

通用商品的代金券由商家发放，商家结算金额将扣减代金券使用金额。

商家结算金额 =（商品销售金额 –代金券扣款） * 伙伴分成比例

● 自2019年5月1日起，云商店对所有通用商品执行平台服务费减半的优惠政策，即：所
有通用商品按订单交易金额的5%收取平台服务费。详细公告见《关于华为云云商店通
用商品平台服务费减半优惠政策的通知》。

● 严选商品和严选自营商品

商家结算金额（含税）=

● 联营商品

商家结算金额（含税）=实付成交价*商家分成比例

发票开具规定
● 通用商品对账结算

2018年11月1日之前发生的交易，仍需商家对华为云开票。2018年11月1日之后
发生的交易，商家直接对购买该商用的用户开票即可，商家需及时受理用户在华
为云上发起的购买通用商品所对应的开票申请。

● 联营商品、严选商品和严选自营商品对账结算

商家应按照月结对账单的金额，在收到开具发票通知后1个月内，根据税法要求向
华为云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目及税率应以开票时税法的相关规定为准。如开
票有误，需要重新开具。

9.4.3 订单结算机制

镜像类
● 包年包月新购订单，从实例开通成功后，进入结算账单报表。

● 包年包月续费订单，商品进入续费生效时间后，续费订单进入结算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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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量付费的，按商品汇总当月已消费的账单。

SaaS 类
● 新购订单，从实例开通成功后，进入结算账单报表。

● 续费订单，商品进入续费生效时间后，续费订单进入结算账单。

License 类、人工服务类、涉及服务监管的 SaaS 类、应用编排类
● 新购订单，在服务监管成功后，进入结算账单报表。

● 续费订单，商品进入续费生效时间后，续费订单进入结算账单。

API 接入类

从订单开通成功后，进入结算账单报表。

硬件类

从订单服务监管完成后，进入结算账单报表。

9.4.4 退订出账规则
当最终客户申请退款并经华为云确认符合退款标准时，华为云会发退款通知给商家和
最终客户。在华为云向最终客户退款后，华为云将从当月或次月从商家结算金额里扣
除退款金额后与商家结算；如金额不足，华为云将从商家缴纳的保证金（如有）扣
除；如金额仍不足，商家应通过其他方式向华为云补付。

退订（5 天无理由退订）

支持五天无理由退款的商品，在担保交易期内，用户可在线提交退款申请，退款成功
的订单，在结算账单中不统计扣款和支付订单。

尚未生效的续费订单，退款成功后，在结算账单中不统计扣款和支付订单。

退订（5 天外退订，限包周期订单）

包周期的商品过了担保期申请退款，按实际使用天数扣除费用，剩余天数退余款。

示例：用户在2018年1月5号开通了包月的镜像，每月100元，购买时长12个月，订单
金额1200元，但因特殊情况用户在3.10号申请退款成功。

实际出账为：

2月7号生成1月账单：账单结算金额（含税）=1200元

4月7号生成3月账单：退订账单金额（含税）=983元

即华为云在2月对商家付款1200元后，在4月将从该商家未结算金额或保证金里扣除
983元，或商家通过其他方式向华为云退回983元。

9.5 评价管理
买家对购买的商品进行评价后，商家可在“卖家中心>评价管理”进行回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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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交易管理 > 评价管理”，设置查询条件。

选择要回复的评价，单击“回复”。

步骤3 在评价详情页查看评价内容，单击“回复”。

步骤4 编辑回复内容，单击“提交”。

说明

● 已回复的评价可单击右侧操作栏的“详情”执行删除回复操作。

● 每条评价只支持回复一次，如买家修改评价，评价状态将变为待回复，商家可再次进行回
复。

● 如买家给出的商品评分低于3星，评价内容在经过协商期（24小时）后才会展示在商品详情
页，期间商家可与买家沟通协商，修改评价。

----结束

9.6 账单管理

9.6.1 账单说明
账单分为通用账单、联营账单、严选账单&严选自营账单，通用账单是通用商品产生的
账单。如果商家没有联营商品，则不会产生联营账单。

华为云云商店通用商品的账单说明如表1 通用商品账单说明所示。

商家指南
商家指南 9 交易管理

文档版本 01 (2023-05-1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32

https://console.huaweicloud.com/marketplace/isv/
https://console.huaweicloud.com/marketplace/isv/#/console/evaluations


表 9-3 通用商品账单说明

账单项 说明

商品销售金额 “商品1”单价*其对应购买时长 *“商品1”数量+“商品
2”单价*其对应的购买时长 * “商品2”数量+…“商品n”
单价 *其对应购买时长 * “商品n”数量【n=订单中商品的
类型总数】。

本期结算金额 指商品销售金额按协议约定计算出来在本结算账期应结算给
商家的金额。

说明
自2019年5月1日开始，云商店对所有通用商品执行平台服务费减半
的优惠政策，即：所有通用商品按订单交易金额的5%收取平台服务
费。本期结算金额=商品销售金额*（1-5%）

 

华为云云商店联营商品的账单说明如表2 联营商品账单说明所示。

表 9-4 联营商品账单说明

账单项 说明

商品销售金额 “商品1”单价*其对应购买时长 *“商品1”数量+“商品
2”单价*其对应的购买时长 * “商品2”数量+…“商品n”
单价 *其对应购买时长 * “商品n”数量【n=订单中商品的
类型总数】。

产品成交价 指订单实付金额。

如订单使用了商家发放的代金券，此代金券成本由商家承
担，成交价=实付金额-代金券金额

如订单使用了销售折扣，则成交价=目录价*折扣

本期结算金额 指商品销售金额按协议约定计算出来在本结算账期应结算给
商家的金额。

商品销售收入分成基
数

成交价分成计算公式：(成交价*伙伴结算比例*数量*时长)/
(1+税率)
底价折扣分成计算公式：(目录价*底线折扣*伙伴结算比例*
数量*时长)/(1+税率)
说明

计税规则请参考商品计税及计费模式。

伙伴结算比例 按照商品上架时约定的分成比例，每个商品的分成比例不
同。

按税率拆分金额（含
税）

若账单中包含多种税率的订单，则按照不同税率的订单金额
汇总显示。例如本期结算金额为100元，其中包含2种税率
订单：13%、6%，结算金额分别90和10，则展示为：
13.00%:90|3.00%:10

 

华为云云商店严选商品的账单说明如表3 严选&严选自营商品账单说明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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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5 严选&严选自营商品账单说明

账单项 说明

商品销售金额 “商品1”单价*其对应购买时长 *“商品1”数量+“商品
2”单价*其对应的购买时长 * “商品2”数量+…“商品n”
单价 *其对应购买时长 * “商品n”数量【n=订单中商品的
类型总数】。

本期结算金额 指商品销售金额按协议约定计算出来在本结算账期应结算给
商家的金额。

商品销售收入分成基
数

该分成基数按如下公式进行计算：（“商品1”底价*其对应
购买时长 *“商品1”数量+“商品2” 底价*其对应的 购买
时长 * “商品2”数量+…“商品n” 底价*其对应购买时长 *
“商品n”数量【n=订单中商品的类型总数】） / (1+按税
法规定的税率)。

分成比例 指按协议约定的商家对应的分成比例。

伙伴不含税收入 严选商品销售收入分成基数 * 分成比例。

 

9.6.2 账单对账流程说明
华为云云商店包含两类交易模式下的账单对账结算，分别为通用商品对账结算和联
营、严选&严选自营对账结算。

须知

华为云云商店每月3号生成上一个月的对账单（不包含当月1-3号的账单），待运营经
理审核账单后，会发送给商家，商家可以在卖家中心查看对账单，华为云云商店会自
动为商家进行分账结算操作。人工服务类、硬件类、License类和涉及服务监管的SaaS
类商品，根据服务监管状态出账。服务监管状态为已完成的订单，次月结算时系统自
动出账。服务监管状态未完成的订单，结算时不出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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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 通用商品账单对账步骤

表 9-6 通用商品账单对账细化流程

当前环节 下一环节 当前状态 说明 支持操作

出账 会签 待会签 请查看对账单。 查看

会签 申付审核 待会签 请等待运营人员启动会
签。

查看

会签中 请等待运营人员完成会
签。

查看

会签驳回 请联系运营人员了解会
签驳回原因。

查看

待申付 请等待系统处理。 查看

申付单创建失
败

请等待运营人员处理。 查看

申付审核 支付 申付处理中 请等待财经专员审核申
付单。

查看

支付信息错误 支付信息有错误，请联
系运营人员了解详情。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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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环节 下一环节 当前状态 说明 支持操作

申付被驳回 申付申请被驳回，请联
系运营人员了解详情。

查看

支付 已支付 申付审核通过 申付审核通过后，财经
会在5个工作日内向您的
银行账号转账付款。

查看

已支付 - 已支付 财经已向您的银行账号
转账付款。

查看

 

图 9-5 联营、严选&严选自营账单对账步骤

表 9-7 联营、严选&严选自营账单对账细化流程

当前环节 下一环节 当前状态 说明 支持操作

出账 会签 待会签 请查看对账单。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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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环节 下一环节 当前状态 说明 支持操作

会签 发票审核 待会签 请等待运营人员启动会
签。

查看

会签中 请等待运营人员完成会
签。

查看

会签驳回 请联系运营人员了解会
签驳回原因。

查看

待申付 请等待系统处理。 查看

申付单创建失
败

请等待运营人员处理。 查看

发票审核
说明

商家必须先
对华为云开
票，发票签
收后才能执
行下一步操
作。如何向
华为云开
票，请参见
商家面向华
为云开票。

申付审核 待开票 请查看开票清单，对华
为云开票。

查看、开票
清单

发票待审核 发票签收后约2个工作日
内完成审核。

查看、开票
清单

发票信息错误 1）超过30天未收到发票

2）发票税率错误

3）发票未盖章

4）发票盖章公司名和电
子流公司名不一致等

可联系运营人员了解详
情。

查看、开票
清单

申付审核 支付 发票审核通过 发票审核通过，请等待
支付会计发起申付申
请。

查看、开票
清单

支付信息错误 支付信息有错误，请联
系运营人员了解详情。

查看、开票
清单

申付被驳回 申付申请被驳回，请联
系运营人员了解详情。

查看、开票
清单

支付 已支付 申付审核通过 申付审核通过后，财经
会在5个工作日内向您的
银行账号转账付款。

查看、开票
清单

已支付 - 已支付 财经已向您的银行账号
转账付款。

查看、开票
清单

 

9.6.3 账单查看
华为云云商店生成上一个月的对账单后，商家可以在“交易管理>账单管理”页面查看
账单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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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已完成商业信息认证，具体操作请参见商业信息认证。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交易管理 > 账单管理”，进入账单列表页面。

说明

如果《华为云云商店合作协议》有更新，进入“账单管理”页面前，商家还需要勾选并提交协
议，完成协议签订，才能查询到账单。

步骤3 选择需要查看的商品类型页签：通用商品、严选&认证部件、联营商品或华为自服务商
品。

步骤4 选择一条账单记录，单击操作列的“详情”，进入账单详情页面。

图 9-6 商品账单操作列

步骤5 在账单详情页面可以查看账单的基本信息和明细信息。

图 9-7 商品账单详情页

----结束

9.6.4 账单导出
商家可以导出对账单，导出完成后在导出记录中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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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已完成商业信息认证，具体操作请参见商业信息认证。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交易管理 > 账单管理”。

进入账单列表页面。

说明

如果《华为云云商店合作协议》有更新，进入“账单管理”页面前，商家还需要勾选并提交协
议，完成协议签订，才能查询到账单。

步骤3 选择需要导出账单的商品类型页签。

步骤4 单击页面左上角的“导出”，进入导出记录页面。

步骤5 账单生成完成后，单击操作列“下载”，选择下载位置，单击“保存”，下载生成的
账单。

说明

● 生成账单需要一定时间，请稍作等待后，刷新导出记录页面。

● 您也可以左侧导航栏选择“交易管理 > 导出记录”，进入导出记录页面下载导出的账单。

● 导出记录系统会保存3天，请在导出任务完成后尽快下载文件。

----结束

9.6.5 详单导出
商家可以导出详单，导出完成后在导出记录中下载。

前提条件

已完成商业信息认证，具体操作请参见商业信息认证。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交易管理 > 账单管理”。

进入账单列表页面。

说明

如果《华为云云商店合作协议》有更新，进入“账单管理”页面前，商家还需要勾选并提交协
议，完成协议签订，才能查询到账单。

步骤3 选择需要导出详单的商品类型页签。

步骤4 单击目标账单操作栏的“详情”，进入账单详情页面。

步骤5 单击页面左侧的“导出”，进入详单导出弹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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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单击“导出”，进入导出记录页面。

步骤7 详单生成完成后，单击操作列的“下载”，选择下载位置，单击“保存”，下载生成
的详单。

说明

● 生成详单需要一定时间，请稍作等待后，刷新导出记录页面。

● 您也可以左侧导航栏选择“交易管理 > 导出记录”，进入导出记录页面下载导出的详单。

● 导出记录系统会保存3天，请在导出任务完成后尽快下载文件。

----结束

9.7 发票管理

9.7.1 商家面向华为云开票
商家收到开票通知后，需要开具相应账单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发送电子发票至指定
的邮箱或邮寄纸质发票到指定接收地址。

背景说明
● 对于云商店联营、严选和严选自营商品，以及2018年11月1号前生成的云商店通

用商品订单和账单，如客户申请开票，由华为云给客户开票。华为云与商家按月
结算时，再由商家开票给华为云。

● 普通商品开票，请参见开具云商店发票。

操作路径

路径一：联营&严选&严选自营商品可单击“账单管理”页面操作列的“开票清单”，
进入开票清单页面，打印并填写开票清单，用于开具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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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二：进入“消息中心”页面，选择“财务消息”，并筛选出“发票消息通知”，
按照邮件要求开具发票。

开票要求

1. 请开具电子版或纸质版增值税专用发票，优先选择电子版。

a. 如开具电子专票，请将开票清单及电子发票发送至发票团队公邮:
hwinvoice@huawei.com （仅接收PDF或OFD格式电子发票原件，不接收照
片、 扫描件），如有疑问可联系028-62844628。

b. 如开具纸质专票，请打印开票清单连同纸质发票一起邮寄至以下地址：

▪ 发票邮寄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西区西源大道1899号华为成都账务共
享中心

▪ 发票接收人：华为成都财务发票团队

▪ 发票接收人电话：028-62844628
2. 发票上需要有商家公司的签字或盖章。

3. 请参照下表《开票信息》填写发票。

表 9-8 开票信息

开票信息 对应值

发票类型 增值税专用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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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票信息 对应值

单位名称（户
名）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税号 91520900MA6J6CBN9Q
说明

如果商家完成了”三证合一”变更，请在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销货
单位处使用变更后的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 贵州省贵安新区黔中大道交兴功路华为云数据中心

电话 15817463372
说明

此电话号码仅供开票使用，请勿电话咨询此号码，有问题提工单处理。

开户行及账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为支行

4000056019100216486

发票内容 软件、服务费（请按销售的商品属性按实际情况来开具）

备注 请在备注中填写申付单号和对账期次。

说明
申付单号可在开票通知中获取。

 

注意

1. 开票清单中标*的内容为必填项，请注意补充空白项。

2. 在发票备注栏填写申付单号和对账期次。申付单号可在开票清单查看。

3. 开票金额请按照开票清单中的账期金额填写，如对金额有疑问可咨询邮箱
partner@huaweicloud.com。

4. 开票内容：税率为13%写软件，税率为6%写服务费（请根据实际情况，按销售的
商品属性来开具）。

5. 发票上需要有商家公司的签字或盖章，开票清单不需要盖章。

6. 请勿合并申付单开票，同一申付单号可对应多张发票，但一张发票不可对应多个申
付单号。

7. 请确保开票清单中的供应商联系电话与邮件有效，如开具发票存在问题，工作人员
将联系供应商负责人核实。

8. 发票中的纳税人身份需与商业信息认证身份一致，如有变更，请及时进行修改。

9.7.2 商家面向客户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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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1 开具云商店发票

开票流程

云商店开票规则
● 从2018年11月1号00:00:00开始生成云商店通用商品订单和账单，由提供该商品的

商家给客户开票；11月1号前生成的云商店通用商品订单和账单，仍然由华为云给
客户开票。

● 客户申请发票后，请商家在7天内完成发票。

● 当前不支持客户线上申请电子发票，如果商家线下给客户开具电子发票，请与客
户沟通确认，线上维护发票状态即可。

● 当发票面值＜100元时，需客户承担快递费用，商家可发送到付快递给客户；当发
票面值≥100元时，请商家承担快递费用。

● 商家给客户开票的金额为全额，平台费在结算后由华为云云商店开具发票给商
家。

注意事项
● 商家需要在“服务商信息”中维护“发票信息”、“邮寄信息”两处的内容，便

于客户查看并线下联系商家。

● 云商店用户申请发票帮助指南（如有客户咨询如何申请，请商家协助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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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商家收到客户提交发票申请后，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交易管理 > 发票管理”。

步骤3 选择“给用户开票”页签。

步骤4 设置查询条件，查看待开发票信息。

发票状态显示“待审核”时，商家可单击操作列的“查看”，查看客户提交的开票详
情。

步骤5 线下打印纸质发票并邮寄发票。

步骤6 商家开出发票后，继续进入发票管理页面，单击操作列的“审核”，编辑发票信息。

编辑提交后，发票状态变为“已邮寄”。

步骤7 查询快递是否被用户签收。

如已被签收，单击操作列的“签收”，发票状态变为“已完成”。

----结束

9.7.2.2 退回云商店发票

如客户在已开票成功的情况下退款，需要将发票寄回给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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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票流程

前提条件

发票状态为“已完成”时，可执行退票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1 商家收到客户寄回的发票后，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交易管理 > 发票管理”。

步骤3 选择“给用户开票”页签。

步骤4 确认退回的发票信息，单击操作列的“退票”。

----结束

9.7.2.3 撤销云商店开票

如客户已经索取发票，又提交了云商店退款申请，商家在未开票的情况下可直接撤销
开票。

前提条件

发票状态为“待审核”时，可执行撤销开票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1 客户线下联系商家说明撤销开票需求后，商家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交易管理 > 发票管理”。

步骤3 选择“给用户开票”页签。

步骤4 确认待撤销开票信息，单击操作列的“驳回”。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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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 管理平台费发票
支持商家按需申请，待申付成功后，华为云云商店开具平台费发票给商家。

注意事项
● 华为云云商店仅针对通用商品交易收取平台费。

● 商家确认账单前请在“服务商信息”中维护好发票模板，待申付成功后系统默认
根据您维护的发票模板对平台费开票。

● 平台费的开票类型如果是增值税普通发票，默认开具电子发票；如果是增值税专
用发票，则开具纸质发票。

● 当纸质发票开票金额不足100元时，需商家自行承担发票邮寄费用。

操作介绍

商家进入“卖家中心”页面后，可执行以下操作申请和管理平台费发票：

● 申请发票：

步骤1 进入平台费发票申请页面

说明

以下3个入口均可前往平台费发票申请页面：

1. “卖家中心”待办事项弹窗提示：显示当前平台费可开票金额，点击“前往处
理”跳转发票申请页面。

2. 商家进入“卖家中心>交易管理>发票管理”页面后，选择“平台费发票”页签，
单击“索取平台费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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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家进入“卖家中心>交易管理>账单管理”页面后，在“通用商品”页签下，单
击“平台费可开票金额”右侧的“立即申请”。

步骤2 选择消费数据

点击勾选需要开票的平台服务费账单，左下角可查看所选发票金额，勾选完成后点击
“下一页”。

说明

● 单击“跨页全选”，则自动勾选当前所有支持开票的平台服务费账单。

● 在多账期合并对账申付的情况下，申请平台费发票选择账期时同一申付单关联的多个账期会
自动一起选中提交开票。

● 商家只能对已支付通用商品账单索取平台服务费发票。

步骤3 确认发票信息

页面展示发票信息、发票介质及邮寄信息，如需可点击前往“服务商信息”页进行修
改。

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按钮，即可完成开票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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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说明

返回“发票管理”页面选择“平台费发票”页签，即可查看发票状态并执行以下操作，管理平台
费发票：

● 下载发票：单击目标发票操作列“下载”，可以下载该发票（仅针对电子增值税
普通发票）。

● 预览发票：单击目标发票操作列“发票预览”，可以预览该发票（纸质发票无预
览功能）。

● 查看发票详情：单击目标发票操作列“详情”，可以查看发票详情。

● 退回发票

– 退电子增值税普通发票

– 退纸质增值税专用发票

退电子增值税普通发票

步骤1 进入“发票管理”页面。

步骤2 选择“平台费发票”页签。

步骤3 单击目标发票操作列“更多>退票”。

步骤4 选择退票原因并填写备注，单击“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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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退票申请一旦提交将无法撤回，请谨慎操作。

● 仅在“已开票”状态下，可申请退票。

● 退票成功后，如需重新申请，可进入“发票管理”页面，选择“平台费发票>索取平台费发
票”，勾选所需账期再次申请开票。

----结束

退纸质增值税专用发票

步骤1 进入“发票管理”页面。

步骤2 选择“平台费发票”页签。

步骤3 单击目标发票操作列“退票”。

步骤4 选择退票原因。

步骤5 设置退票信息：

在您选择“是否已抵扣认证”前，请联系贵公司财务确定是否已进行发票抵扣。

● 如选择“是”：备注详细退票原因及说明，并按要求上传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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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选择“否”：填写快递公司、快递单号，并备注退票原因及说明。

步骤6 单击“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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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仅在“已开票”状态下，可申请退票。

● 退票申请一旦提交将无法撤回，且需要您本人承担邮寄费用。

● 退纸质增值税专用发票时，需要您将“发票联”及“抵扣联”一并寄回，收件信息请参考
“材料要求”。

● 退票成功后，如需重新申请，可进入“发票管理”页面，点击“平台费发票>索取平台费发
票”，勾选所需账期再次申请开票。

----结束

9.8 服务监管

9.8.1 人工服务类商品服务监管
当人工服务类商品成功售出后，商家可以在卖家中心“交易管理>服务监管”查看服务
状态及操作日志，服务交付完成后，反馈服务已完成。

注意事项
● 人工服务交付方式下的商品分为标准（适用于环境配置、数据迁移等服务类商

品）和建站类两种，由于每种商品服务特性不同，所以服务监管流程中的各环节
和环节所需周期也存在差异，请注意区分。

● 服务监管流程未完成的订单，订单状态为“处理中”，待用户确认验收后3个小时
内，订单状态会同步为“已完成”，代表订单全流程已完成。

● 服务监管流程超过365天，系统会根据订单的开票状态自动处理：

– 客户已开票情况下，关闭服务监管流程，订单状态同步为“已完成”；

– 客户未开票情况下，自动退订订单。

● 人工服务类商品，根据服务监管状态出账。服务监管状态为已完成的订单，次月
结算时系统自动出账。服务监管状态未完成的订单，结算时不出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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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服务类商品订单涉及服务监管流程，包周期（包年、包月）订单的资源开始
时间为用户验收成功时间，即用户验收后，资源才开始计时。

如：用户购买某包周期商品1年，于2020年01月01日提交订单并支付完成，于
2020年03月01日完成服务监管验收，则该订单的资源开始时间为2020年03月01
日，有效期1年。

服务监管总体流程

图 9-8 通用商品及严选商品服务监管流程

图 9-9 联营、华为商品及严选自营商品服务监管流程

服务监管流程中，商家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1. 接收到用户需求后，在卖家中心查看需求信息，选择执行确认需求或者驳回需求
操作。

2. 确认需求后实施服务。

3. 服务交付完成后，反馈服务已完成。

说明

● 服务监管过程中，如用户方流程停留超过5天或驳回次数超过3次，商家可执行“申诉”操
作，详情请参见服务监管申诉说明

● 用户服务监管操作说明，请参考人工服务类商品服务监管（用户）

操作步骤

以人工服务类（标准服务流）商品为例。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交易管理 > 服务监管”。

步骤3 设置查询条件，选择目标服务交易记录，单击操作列的“确认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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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商家确认需求。

1. 查看需求详情，若需求合理，单击“确认需求”。

说明

若需求不合理，可以选择驳回给用户修改。

2. 进入确认需求弹框页面，单击“确认”。

步骤5 服务实施完成后，商家确认服务完成。

1. 进入商家实施服务页面，输入服务结果描述，上传交付件，单击“确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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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系统显示的弹框页面，单击“确认”。

图 9-10 通用商品及严选商品服务确认完成弹框

图 9-11 联营、严选自营商品服务确认完成弹框

步骤6 华为云确认服务，待用户确认验收。（华为云确认服务环节由华为云侧针对联营、严
选自营商品操作，通用商品及严选商品没有此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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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用户验收通过后，服务完成。

● 如用户续费服务监管类订单，后续不会生成新的服务监管流程。

----结束

服务监管申诉说明

通用商品&严选商品商家申诉说明：

● 标准服务流服务监管，在用户方操作流程（用户提交需求、用户确认验收）停留
超过5天，商家可发起申诉；建站服务流服务监管，在用户方操作流程（用户提交
需求、用户确认首页、用户整站确认）停留超过5天，商家可发起申诉。

● 标准服务流服务监管，在商家确认需求和商家实施服务过程中，驳回次数超过3
次，商家可在第4次操作时发起申诉；建站服务流服务监管，在商家确认需求、商
家首页设计、商家网站搭建过程中，驳回次数超过3次，商家可在第4次操作时发
起申诉。

● 服务监管过程中当一方发起申诉后，服务监管流程冻结，进入运营经理处理申诉
流程，双方都不可再进行操作。当运营经理处理完申诉后，服务监管恢复为可操
作状态。

● 服务监管流程关闭前15天内，不允许发起申诉。

联营商品&严选自营商品商家申诉说明：

● 标准服务流服务监管，在用户方操作流程（用户确认验收）停留超过5天，商家可
发起申诉。

● 服务监管过程中当一方发起申诉后，服务监管流程冻结，进入运营经理处理申诉
流程，双方都不可再进行操作。当运营经理处理完申诉后，服务监管恢复为可操
作状态。

● 服务监管流程关闭前15天内，不允许发起申诉。

9.8.2 License 类商品服务监管

9.8.2.1 License 类商品线上服务监管

服务监管总体流程

图 9-12 通用商品及严选商品服务监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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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3 联营商品、华为商品及严选自营服务监管流程

说明

● 服务监管过程中，如用户方流程停留超过5天或驳回次数超过3次，商家可执行“申诉”操
作，详情请参见服务监管申诉说明

● 用户服务监管操作说明，请参考License类商品服务监管（用户）

● 用户购买license商品后，在“我的云商店 > 服务监管”页面根据商品需求上传关联的硬件识
别码或由平台直接生成具有唯一性的系统识别码；

● 商家根据用户提交的识别码完成交付后，用户可以在“我的云商店 > 服务监管”验收服务，
确认已完成。

● 商家实施需求后，若用户对服务结果不满意，可以执行“驳回”操作。

● 华为云确认后，用户点击验收，订单状态变更为”服务完成”(点击”查看详情”可查看)。

说明

● 用户验收通过后，服务完成。

● 如用户续费服务监管类订单，后续不会生成新的服务监管流程。

服务监管申诉说明

● 当服务监管处于用户方操作流程（用户确认验收）停留超过5天，或因用户不点击
验收无法完成服务监管状态，商家可发起申诉并上传相关证明，由运营经理审核
处理。

● 在商家实施服务过程中，被用户驳回3次后，商家可在第4次操作时发起申诉。

● 服务监管过程中当一方发起申诉后，服务监管流程冻结，进入运营经理处理申诉
流程，双方都不可再进行操作。当运营经理处理完申诉后，服务监管恢复为可操
作状态。

● 服务监管流程关闭前15天内，不允许发起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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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2 License 类商品线下服务监管

当License类商品成功售出后，商家在卖家中心“交易管理>服务监管”查看订单信
息，向用户线下交付License，并在卖家中心页面确认服务已完成。

注意事项
● 服务监管流程未完成的订单，订单状态为“处理中”，待用户确认验收后3个小时

内，订单状态会同步为“已完成”，代表订单全流程已完成。

● 服务监管流程超过365天，系统会根据订单的开票状态自动处理：

– 客户已开票情况下，关闭服务监管流程，订单状态同步为“已完成”；

– 客户未开票情况下，自动退订订单。

● License类商品，根据服务监管状态出账。服务监管状态为已完成的订单，次月结
算时系统自动出账。服务监管状态未完成的订单，结算时不出账。

● License类商品订单涉及服务监管流程，包周期（包年、包月）订单的资源开始时
间为用户验收成功时间，即用户验收后，资源才开始计时。

如：用户购买某包周期商品1年，于2020年01月01日提交订单并支付完成，于
2020年03月01日完成服务监管验收，则该订单的资源开始时间为2020年03月01
日，有效期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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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监管总体流程

图 9-14 通用商品及严选商品服务监管流程

图 9-15 联营商品、华为商品及严选自营商品服务监管流程

说明

● 服务监管过程中，如用户方流程停留超过5天或驳回次数超过3次，商家可执行“申诉”操
作，详情请参见服务监管申诉说明

● 用户服务监管操作说明，请参考License商品线下服务监管（用户）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交易管理 > 服务监管”。

步骤3 设置查询条件，选择目标服务交易记录，单击操作列的“线下交付”。

步骤4 服务实施完成后，商家确认服务完成。

1. 进入商家线下交付License页面，输入服务结果描述，上传交付件，单击“确认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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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系统显示的弹框页面，单击“确认”。

图 9-16 通用商品及严选商品服务确认完成弹框

图 9-17 严选自营商品服务确认完成弹框

步骤5 华为云确认服务，待用户确认验收。（华为云确认服务环节由华为云侧针对严选自营
商品操作，通用商品及严选商品没有此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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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用户验收通过后，服务完成。

● 如用户续费服务监管类订单，后续不会生成新的服务监管流程。

----结束

服务监管申诉说明
● 当服务监管处于用户方操作流程（用户确认验收）停留超过5天，或因用户不点击

验收无法完成服务监管状态，商家可发起申诉并上传相关证明，由运营经理审核
处理。

● 在确认步骤过程中，被用户驳回3次后，商家可在第4次操作时发起申诉。

● 服务监管过程中当一方发起申诉后，服务监管流程冻结，进入运营经理处理申诉
流程，双方都不可再进行操作。当运营经理处理完申诉后，服务监管恢复为可操
作状态。

● 服务监管流程关闭前15天内，不允许发起申诉。

9.8.3 硬件类商品服务监管
当硬件类商品成功售出后，商家在卖家中心“交易管理>服务监管”查看订单信息、收
件人信息，根据客户订单要求邮寄硬件商品，并在卖家中心录入物流信息。

注意事项
● 服务监管流程未完成的订单，订单状态为“处理中”，待用户确认验收后3个小时

内，订单状态会同步为“已完成”，代表订单全流程已完成。服务监管流程超过
365天，系统会根据订单的开票状态自动处理：如客户已开票，则系统会关闭服务
监管流程，订单状态变更为已完成；如客户未开票，则系统会自动退订订单。

● 硬件类商品，根据服务监管状态出账。服务监管状态为已完成的订单，次月结算
时系统自动出账。服务监管状态未完成的订单，结算时不出账。

● 硬件服务监管，在客户的确认验收步骤阶段：若快递停留10天未签收，不会自动
关单验收；若快递停留10天已签收，会自动关单验收。

服务监管总体流程

图 9-18 通用商品及严选商品服务监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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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9 联营、华为商品及严选自营商品服务监管流程

服务监管流程中，商家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1. 接收到用户购买硬件商品成功消息通知后，在卖家中心查看订单信息、收件人信
息。

2. 线下邮寄硬件商品后，在“卖家中心 > 服务监管”页面录入物流信息，并跟进物
流进展。

说明

● 当服务已实施（商品寄出并录入物流信息）后，服务监管状态变为“用户确认验收”阶段，
若用户未确认验收，系统将在10天后自动执行验收；

● 服务监管过程中，如用户方流程停留超过5天或驳回次数超过3次，商家可执行“申诉”操
作，详情请参见服务监管申诉说明

● 用户服务监管操作说明，请参考硬件类商品服务监管（用户）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交易管理 > 服务监管”。

步骤3 设置查询条件，选择目标服务交易记录，单击操作列的“确认完成”。

说明

● 硬件类商品无需确认需求，服务监管单默认跳转至“服务商实施服务”状态。

● 商家邮寄快递时，单击操作列的“实施服务”可以查看收件人信息。

● 如查询不到合作的物流公司，可发送邮件至云商店邮箱partner@huaweicloud.com提交物流
公司配置需求。

步骤4 寄出快递后，在服务监管详情页面，填写“物流公司”、“快递单号”、“备注”等
信息，上传交付件，单击“确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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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在系统显示的弹框页面，单击“确认”。

说明

● 用户验收通过后，服务完成。

● 如用户续费服务监管类订单，后续不会生成新的服务监管流程。

----结束

服务监管申诉说明
● 当服务监管处于用户方操作流程（用户确认验收）停留超过5天，或因用户不点击

验收无法完成服务监管状态，商家可发起申诉并上传相关证明，由运营经理审核
处理。

● 在商家实施服务过程中，被用户驳回3次后，商家可在第4次操作时发起申诉。

● 服务监管过程中当一方发起申诉后，服务监管流程冻结，进入运营经理处理申诉
流程，双方都不可再进行操作。当运营经理处理完申诉后，服务监管恢复为可操
作状态。

● 服务监管流程关闭前15天内，不允许发起申诉。

9.8.4 SaaS 类商品服务监管
当SaaS商品售出后，如涉及开通交付，商家可以在卖家中心查看服务状态及操作日
志，开通交付完成后，反馈服务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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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 服务监管流程未完成的订单，订单状态为“处理中”，待用户确认验收后3个小时

内，订单状态会同步为“已完成”，代表订单全流程已完成。

● 服务监管流程超过365天，系统会根据订单的开票状态自动处理：

– 客户已开票情况下，关闭服务监管流程，订单状态同步为“已完成”；

– 客户未开票情况下，自动退订订单。

● SaaS类商品，根据服务监管状态出账。服务监管状态为已完成的订单，次月结算
时系统自动出账。服务监管状态未完成的订单，结算时不出账。

● SaaS类商品订单涉及服务监管流程，包周期（包年、包月）订单的资源开始时间
为用户验收成功时间，即用户验收后，资源才开始计时。

如：用户购买某包周期商品1年，于2020年01月01日提交订单并支付完成，于
2020年03月01日完成服务监管验收，则该订单的资源开始时间为2020年03月01
日，有效期1年。

服务监管总体流程

图 9-20 通用商品及严选商品服务监管流程

图 9-21 联营、华为商品及严选自营商品服务监管流程

服务监管流程中，商家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1. 接收到用户需求后，在卖家中心查看需求信息，选择执行确认需求或者驳回需求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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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认需求后进行开通交付。

3. 服务交付完成后，反馈服务已完成。

说明

● 服务监管过程中，如用户方流程停留超过5天或驳回次数超过3次，商家可执行“申诉”操
作，详情请参见服务监管申诉说明

● 用户服务监管操作说明，请参考SaaS类商品服务监管（用户）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交易管理 > 服务监管”。

步骤3 设置查询条件，选择目标服务交易记录，单击操作列的“确认需求”。

步骤4 商家确认需求。

1. 查看需求详情，若需求合理，单击“确认需求”。

说明

若需求不合理，可以选择驳回给用户修改。

2. 在系统显示的弹框页面，单击“确认”。

步骤5 开通交付完成后，商家确认服务完成。

1. 进入服务监管详情页面，输入服务结果描述，上传交付件，单击“开通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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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系统显示的弹框页面，单击“确认”。

图 9-22 通用商品及严选商品服务确认完成弹框

图 9-23 严选自营商品服务确认完成弹框

步骤6 华为云确认服务，待用户确认验收。（华为云确认服务环节由华为云侧针对严选自营
商品操作，通用商品及严选商品没有此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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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用户验收通过后，服务完成。

----结束

服务监管申诉说明

通用商品&严选商品商家申诉说明：

● 服务监管过程中，在用户方操作流程（用户提交需求、用户确认验收）停留超过5
天，或因用户不点击验收无法完成服务监管状态，商家可发起申诉并上传相关证
明，由运营经理审核处理。

● 在商家确认需求和商家开通交付过程中，驳回次数超过3次，商家可在第4次操作
时发起申诉。

● 服务监管过程中当一方发起申诉后，服务监管流程冻结，进入运营经理处理申诉
流程，双方都不可再进行操作。当运营经理处理完申诉后，服务监管恢复为可操
作状态。

● 服务监管流程关闭前15天内，不允许发起申诉。

严选自营商品商家申诉说明：

● 服务监管过程中，在用户方操作流程（用户确认验收）停留超过5天，商家可发起
申诉。

● 服务监管过程中当一方发起申诉后，服务监管流程冻结，进入运营经理处理申诉
流程，双方都不可再进行操作。当运营经理处理完申诉后，服务监管恢复为可操
作状态。

● 服务监管流程关闭前15天内，不允许发起申诉。

9.8.5 应用编排类商品服务监管
当应用编排类商品成功售出后，商家在卖家中心“交易管理>服务监管”查看订单信
息，向用户线下交付应用编排，并在卖家中心页面确认服务已完成。

注意事项
● 服务监管流程未完成的订单，订单状态为“处理中”，待用户确认验收后3个小时

内，订单状态会同步为“已完成”，代表订单全流程已完成。

● 应用编排类商品，根据服务监管状态出账。服务监管状态为已完成的订单，次月
结算时系统自动出账。服务监管状态未完成的订单，结算时不出账。

● 应用编排类商品订单涉及服务监管流程，包周期（包年、包月）订单的资源开始
时间为用户验收成功时间，即用户验收后，资源才开始计时。

如：用户购买某包周期商品1年，于2020年01月01日提交订单并支付完成，于
2020年03月01日完成服务监管验收，则该订单的资源开始时间为2020年03月01
日，有效期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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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监管总体流程

说明

● 服务监管过程中，如用户方流程停留超过5天或驳回次数超过3次，商家可执行“申诉”操
作，详情请参见服务监管申诉说明

● 用户服务监管操作说明，请参考应用编排类商品服务监管（用户）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交易管理 > 服务监管”。

步骤3 设置查询条件，选择目标服务交易记录，单击右侧操作列的“线下交付”。

步骤4 服务实施完成后，确认服务完成。

1. 进入服务监管详情页面，输入服务结果描述，上传交付件，单击“确认完成”。

2. 在系统显示的弹框页面，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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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用户验收通过后，服务完成。

– 如用户续费服务监管类订单，后续不会生成新的服务监管流程。

----结束

服务监管申诉说明
● 当服务监管处于用户方操作流程（用户确认验收）停留超过5天，商家可发起申

诉。

● 在商家线下交付应用编排过程中，被用户驳回3次后，商家可在第4次操作时发起
申诉。

● 服务监管过程中当一方发起申诉后，服务监管流程冻结，进入运营经理处理申诉
流程，双方都不可再进行操作。当运营经理处理完申诉后，服务监管恢复为可操
作状态。

● 服务监管流程关闭前15天内，不允许发起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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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圈层发展计划

10.1 圈层发展计划概述

10.2 圈层发展计划伙伴权益

10.3 圈层运营计划管理

10.4 联合营销市场发展基金

10.1 圈层发展计划概述
为了整合平台资源赋能联营商品，与伙伴一起构建繁荣应用生态，提升客户服务能
力，华为云云商店推出了云商店联营伙伴专项合作机会“圈层发展计划”。

伙伴加入圈层发展计划即可依托华为云品牌及市场资源不断积累商业价值，持续获得
更高阶的资源及权益（华为云品牌资源、联合营销市场发展基金、优质平台服务和广
告投放等）。

10.2 圈层发展计划伙伴权益
加入“圈层发展计划”，伙伴即可获得4大权益：

1.共享华为云丰富的营销、品牌资源

华为云商业化资源覆盖多个资源位，包括官网广告Banner、热门专区推荐、案例中心
等，曝光量级大，第一时间触达优质用户。

2.拓展多销售渠道，增加商机

依托华为云强大销售渠道体系，华为云商店协助合作伙伴将优质商品扩大流量入口，
包括赋能云、伙伴云、政务云等，以销售榜单、线下圈层活动、专项培训交流会等形
式触达用户及各大销售渠道，增加商机。

3.获取联合营销基金激励

云商店设置联合营销市场发展基金（Marketing Development Fund，简称MDF），
为云商店联营商品进行的联合营销活动提供基金支持，帮助伙伴开展市场营销活动，
不断提升销售额、达成市场目标。

关于如何申请联营营销基金，请参考《联合营销市场发展基金申请》。

商家指南
商家指南 10 圈层发展计划

文档版本 01 (2023-05-1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69

https://bbs.huaweicloud.com/blogs/375442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marketplace/sp_topic_0000306.html


4.更优质的平台服务，获客快一步

伙伴商品圈层等级越高，服务权益优先级越高商品审核及结算周期更短；专职团队，
在售前和售后上提供专项支撑，优化商品服务体验，减轻合作伙伴侧沟通压力，并且
提供商机共享权益。

*更多权益展示（详细伙伴权益信息请以报名后实际沟通为准）

10.3 圈层运营计划管理
商家可以在卖家中心后台为联营商品报名，来加入圈层运营计划。

前提条件

报名商品必须是联营商品。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后台，点击左侧导航栏“圈层运营计划>圈层运营计划管理”，进入圈层
运营计划管理页面。

步骤2 单击“圈层运营计划管理”页面的“新建申请”，进入报名信息填写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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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按照页面要求选择商品并填写报名信息，填写方式请参考报名信息填写说明。

说明

BP值特指商品在云商店参与圈层活动承诺的GMV目标。

步骤4 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提交成功即可进入报名信息审核流程。

说明

提交申请后，商家可在卖家中心“圈层运营计划>圈层运营计划管理”中查看审核进度。若报名
信息被驳回，则需按照审核意见修改后重新提交。

步骤5 待审核进度显示到“执行材料提交”环节，需下载模板后，按照模板填写完成并提交
材料，进入执行材料审核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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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执行材料审核完成后，商家需及时执行圈层活动，完成后云商店将为该商品匹配相关
权益。

----结束

报名信息填写说明

填写项 填写说明

申请商品 请选择要申请圈层运营的在售联营商品

年度/季度 请选择圈层运营年度/季度

年度/季度目标BP
值

● 请输入圈层活动承诺的商品在云商店GMV年度/季度目标

● 单位为“万元”，请输入整数或4位小数

活动月份 请选择季度内参与圈层运营的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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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联合营销市场发展基金

10.4.1 联合营销市场发展基金概述
为了支持商家开展市场营销活动，华为云云商店设置了市场发展基金（Marketing
Development Fund，简称MDF），来为针对云商店联营商品进行的联合营销活动提
供资金支持。详细介绍请参考《2022年云商店联合营销市场发展基金（MDF）介
绍》。

运作方式

云商店与伙伴合作，共同投入资源进行联合营销活动。云商店为伙伴提供PMM
（Partner Marketing Manager）角色支持，协助伙伴制定方案、协调云商店侧资源投
入以及推荐云商店认证的营销商家（如有需要）。

说明

PMM不负责定义MDF的活动指标，伙伴的指标主要由自己定义。PMM也不承诺实现任何收入
或管道目标。

适用活动类型

MDF目前适用范围如下表：

分类 活动说明 申请门槛

咨询策划
类

针对产品营销进行的咨询与规划，与伙伴联
合制定包含产品营销策划、上市计划等

加入云商店圈层运营，达
到认证级（银级）及以上
等级

内容类 为了营销推广所准备的相关内容，包含：

1、视频（品牌类、案例类、产品演示
demo）

2、传播文案、白皮书、海报设计和写作

3、宣传手册、宣传案例集、宣传彩页、易
拉宝、H5制作、营销物料制作和印刷

加入云商店圈层运营，达
到认证级（银级）及以上
等级

活动类 1、面向最终客户举办的活动，如线上直
播、客户CXO活动、圈子活动、与客户的交
流和研讨活动、第三方行业论坛、巡展等

2、礼品

加入云商店圈层运营，达
到中级（金级）及以上等
级

数字营销 公关公司与媒体服务、媒介或广告购买与投
放、SEM、数字化营销（新媒体运营与管
理、数字化平台服务、EDM、电话营销）
等

加入云商店圈层运营，达
到中级（金级）及以上等
级

展览展示 华为云商店相关服务中心、创新中心的设计
和建设、展台搭建等

加入云商店圈层运营，达
到高级（钻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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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活动说明 申请门槛

开源镜像
生态营销
服务

开源镜像生态的联合营销活动 单独咨询

 

申请门槛及额度

MDF的申请门槛和额度如下表。

激励门槛 激励额度 申请规则

加入云商店
圈层运营，
达到认证级
（银级）

每个商品授予
MDF额度10万
元/年

1)每次申请≤10万元；

2)如申请费用超过额度，专家评审团根据该伙伴
往期联合营销活动ROI效果进行评审，评审通过后
确认追加额度。

加入云商店
圈层运营，
达到中级
（金级）

每个商品授予
MDF额度20万
元/年

1)每次申请≤10万元；

2)如申请费用超过额度，专家评审团根据该伙伴
往期联合营销活动ROI效果进行评审，评审通过后
确认追加额度。

加入云商店
圈层运营，
达到高级
（钻石级）

每个商品授予
MDF额度40万
元/年

1)每次申请≤10万元；

2)如申请费用超过额度，专家评审团根据该伙伴
往期联合营销活动ROI效果进行评审，评审通过后
确认追加额度。

 

10.4.2 联合营销市场发展基金申请
商家可以在卖家中心进行MDF申请，具体流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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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 MDF 申请流程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点击左侧导航栏“圈层运营计划>MDF管理”，进入MDF管理页面。

步骤2 点击“MDF管理”页面的“新建申请”，进入报名信息填写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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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按照要求选择申请商品并填写报名信息，填写方式请参考报名信息填写说明。

申请材料需点击下载模板，参照模板填写后上传；验收材料模板也需在此页面进行预
下载。

说明

MDF申请金额支持填写到小数点后两位数字，单个认证级商品申请上限为10万元/年，如填写不
符合要求，请按照弹出的提示重新填写。

步骤4 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提交成功即可进入报名信息审核流程。

说明

已提交的MDF申请，商家可在“卖家中心>MDF管理”中查看审核进度。若报名信息审核被驳
回，则需按照审核意见修改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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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待审核进度显示到“验收材料提交环节”，商家需按照步骤3下载的验收材料模板填写
并提交材料，进入验收审核环节。

步骤6 验收审核显示通过后，进入激励发放环节，预计10~20个工作日内，激励将发放至商
家在商业信息认证中绑定的银行账号。

----结束

报名信息填写说明

填写项 填写说明

申请商品 ● 请选择要申请MDF的在售联营商品

● 无法选择已申请MDF且未完成的商品

商品圈等级 ● 选择商品后自动获取商品圈等级

● 商品圈等级有认证级（银级）、中级（金级）、高级（钻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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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项 填写说明

MDF申请金额 ● 每次申请上限为10万元

● 单个认证级商品申请上限为10万元/年
● 中级商品申请上限为20万元/年
● 高级商品申请上限为40万元/年所有商品累计金额上限为100万

元/年

活动周期 ● 请选择活动周期

● 活动周期不能超过90天

目标GMV 单位为“万元”，请输入数字，支持到小数点后2位

商家分成比例 单位为“%”，请输入不大于100的数字，支持到小数点后2位

申请材料 ● 支持上传rar、zip、docx、pdf、pptx、xlsx格式的文件

● 压缩文件内不能包含压缩包

● 文件大小不超过20M
● 只能上传1个文件

目标UV 请填写商品页面UV

营销线索数 ● 请填写电销团队收到的咨询线索数

● 请输入整数，不能小于有效线索数

有效线索数 ● 请填写经清洗后的营销线索数

● 请输入整数，不能大于营销线索数

目标成单数 ● 请填写最终成单的数量

● 请输入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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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商家权益

● 分级标准

● 通用商家权益

● 严选商家权益

11.1 商家分级标准

11.2 通用商家权益

11.3 积分管理体系

11.4 支持及激励

11.5 推广资源申请

11.1 商家分级标准
云商店合作伙伴分级标准和要求：

分级标准和要求 认证级 优选级 领先级

资质要求 符合云商店商
家入驻条件

√ √ √

接受华为云云
商店的相关协
议和管理规范

√ √ √

入驻云商店时
间

≥0个月 ≥6个月 ≥6个月

合作伙伴晋级
标准

不涉及 1. 上年度在云
商店的交易
总额≥100万
元；

2. 上年度有效
订单数≥50笔

1. 上年度在云
商店的交易
总额≥500万
元；

2. 上年度有效
订单数≥100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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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标准和要求 认证级 优选级 领先级

服务要求 售前咨询人员 至少1个 至少2个 至少3个

售后支持人员 至少1个 至少2个 至少3个

服务时间范围 5 * 8技术支
持

7 * 8技术支持 7 * 24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文档 √ √ √

专门负责华为
云云商店业务
的合作伙伴经
理

-- √ √

 

说明

有效订单定义：实付金额>0元且未退订的订单为一笔有效订单、实际消费金额≥0元的按需资源
即为一笔有效订单

提升商家等级操作步骤

1. 进入华为云合作伙伴体系页面。

2. 单击“登录合作伙伴中心”，进入登录页面。

3. 输入账号名和密码后，单击“登录”，登录伙伴中心。

4.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伙伴计划 > 已加入伙伴计划”。

5. 在云商店计划中，单击“提升等级”。

6. 填写等级提升要求信息后，单击“提交申请”。

商家指南
商家指南 11 商家权益

文档版本 01 (2023-05-1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80

https://www.huaweicloud.com/partners/


说明

在“已申请伙伴计划”页面的“伙伴等级”页签中，可查看已提交的申请。

11.2 通用商家权益
云商店合作伙伴权益

权益类型 认证级 优选级 领先级

云商店营
销资源

华为云首页Banner推荐 √

云商店首页Banner推荐 √ √ √

品牌馆入驻 √ √

云商店首页热门应用展示 √ √

首页/专栏各楼层商品展示 √ √ √

优秀商家推荐 √

EDM推送机会 √ √ √

联合营销
活动

线上联合促销活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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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类型 认证级 优选级 领先级

华为HC大会参展机会 √ √

华为云品牌活动参加机会 √ √

参加华为云技术沙龙&论坛 √ √

授权使用“华为云商店服务商”标识 认证级 优选级 领先级

技术支持
和培训

商品上架测试券

说明
1.云商店的测试资源均为免费申请；

2.云商店合作云商店联系云商店接口运营经
理申请。亦可向partner@huaweicloud.com
发送云商店请，云商店运营团队会及时与合
作伙伴联系。

3.具体申请流程请参考《云商店伙伴软件商
品上架测试代金券申请》

申请上
限≤
¥1,000
/年

申请上
限≤
¥10,00
0/年

申请上
限≤
¥20,00
0/年

云商店技术支持响应时间 24个小
时内

12小时
内

4小时
内

华为云现场培训机会 √ √

 

11.3 积分管理体系
为与广大商家共同提升用户体验，更好地服务华为云用户，云商店会通过“商家积分
管理体系”对违规或服务不达标的商家进行相应的警告或处罚。

根据《华为云云商店服务商合作协议》成功入驻华为云云商店的商家，初始积分默认
为100分，商家一次性扣分40分（含40分）以上，处罚立即执行；且在一个年度内违
纪扣分累计达50分，云商店有权利与其终止合作。

具体违规情形处理如下：

违规类型 违规内容 扣分 处理类型

商品违规 在商品详情页面中，所填写的客服电话错误，或
拨打不接听、不处理，以及填写的客服邮箱异
常。

5 -

商品接口拨测失败后，未处理；收到相关邮件未
响应。

5 -

上架的商品标题、图片、属性、价格、服务描述
等商品要素之间无法匹配对应，并且商品服务详
情描述页面、案例等页面中嵌入非华为云网站的
外部链接地址，故意抄袭其他已入驻平台的合作
伙伴店铺及商品信息。

40 商品永久下
架，冻结其
商品发布权
限180天

商品未按平台运营要求修改更新内容或存在过期
失效的内容。

10 商品下架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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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类型 违规内容 扣分 处理类型

上架的商品不得引导或要求在无云商店交易的情
况下重新注册或录入用户信息。

30 商品下架30
天

通过虚假、做假、侵犯、违法、或不正当的方式
提高服务销量或信用的行为。

40 商品永久下
架

上架的商品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或其他合法权
利。

40 商品永久下
架

上架的商品内置未在云商店上架的商品或服务的
售卖交易入口，对商品的续费未通过云商店平台
进行交易。

40 商品下架60
天

提供云商店禁止的服务或商品。 40 商品永久下
架

发布和服务无关的垃圾广告、发布法律法规规和
华为云相关规定禁止的信息、发布色情低俗的信
息。

40 商品永久下
架

上架的商品含有木马、黑客程序等有损网络安全
的。

50 终止合作

上架的商品可能套取他人身份证、邮箱、手机
号、银行账号、支付宝账号等个人或者企业隐私
信息。

50 终止合作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违反国家政策或违反华为云
各项规则的内容。

50 终止合作

为用户提供针对华为云产品的服务的过程中，未
经华为云事先同意，引导用户使用非华为云产品
的行为。

50 终止合作

其它违反华为云规范、政策以及相关协议约定，
恶意抢占用户资源的行为。

50 终止合作

商家从华为云获取用户信息，无论以何种形式引
导线下交易的行为。

50 终止合作

商品质量 该商品交付过程成熟度和规范性低，一年内发生
2起（含）以上一线项目交付团队投诉。

40 商品永久下
架

商品一年内出现1起以上重大运营故障，影响客
户使用。

40 商品永久下
架

商品一年内因质量、交付及售后等原因发生2起
（含）以上用户投诉并造成严重后果。

40 商品永久下
架

服务违规 商家以恶意投诉、评价、诋毁、虚假订购等方式
进行不正当竞争。

20 商品下架15
天

商家不按照商品承诺要求为在云商店平台上购买
其商品（包括已停售商品）的客户提供对应服务
（超出范围交付或未完全交付）。

50 终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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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类型 违规内容 扣分 处理类型

商家在服务过程中擅自修改用户云产品安全配置
引起用户投诉的。

40 商品永久下
架

在云商店上架的商品，未运行在华为云资源之
上、或未与云产品打包销售。

40 商品下架60
天

未经华为云或其关联公司授权，商家在其服务标
识、服务标题、服务简介、服务详情、图片或其
他页面服务中使用“华为”、“华为云”或关联
公司的名称、或上述品牌的附属标志及图案的任
何变体、缩写或错误拼写；以及其他利用华为云
进行虚假宣传等行为 。

50 终止合作

商家向运营经理行贿等行为。 50 终止合作

商家在开发过程中出现帐号提权、安装后门程序
等危害系统安全的行为。

50 终止合作

擅自修改云产品配置，包括但不限于安全配置。 50 终止合作

服务过程中隐瞒其所发现的系统缺陷且恶意利
用，并未立即告知华为云。

50 终止合作

泄露信息行
为

擅自出售、转让、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或以其他
方式违规使用华为云的经营信息和运营数据，或
用户的个人信息和相关数据的。

50 终止合作

商家将在平台上收集的信息用于服务之外的任何
目的，将信息出售、转让或向任何第三方披露。

50 终止合作

欺诈行为 商家以买家身份或委托他人以买家身份购买自已
服务的行为或进行评价的行为。

10 商品下架7
天

当接到投诉时，假冒用户向华为云表示撤销投
诉。

20 商品下架15
天

当接到投诉时，虚构事实，隐瞒实情，阻碍华为
云正常调查。

20 商品下架15
天

商家引导用户通过其他平台进行交易，或增加其
他平台访问量的行为。

30 商品下架30
天

对用户实施欺诈行为引起用户投诉，对用户造成
严重损失的。

40 商品下架60
天

通过虚假或不正当的方式提高合作伙伴服务销量
或信用的行为。

商品下架60
天

通过冒用名义、欺骗混淆的方式，使用户误以为
商家是华为集团子公司或分公司、关联公司、代
理或其他实质性关系的单位，或使用户误以为商
家获得华为集团的推荐的行为。

40 商品下架60
天

未按交易的实际情况履行服务监管流程，提前或
虚假交付，或获取客户账号操作验收。

40 商品永久下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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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类型 违规内容 扣分 处理类型

使用虚假资质或虚假信息进行入驻云商店。 50 终止合作

商家参与不正当竞争：如通过虚假或不正当的方
式提高合作伙伴服务销量或信用的其它行为；商
家伪造或篡改用户评论或留言；以客户身份购买
同行服务后作出恶意评价；恶意举报其他合作伙
伴，如提供伪证的举报行为等；违反《反不正当
竞争法》等法律法规、破坏云商店公平竞争秩序
的行为。

50 终止合作

商家通过私自引导用户重新注册账号，关联为商
家子账户等方式，达到逃避云商店平台服务费，
或逃避其他云商店平台规则的适用。

50 终止合作

商家态度问
题

30分钟内未响应用户咨询，用户下单后，一个工
作日内未与用户联系。

5 -

服务监管中，未及时联系客户处理订单、每月有
超过3笔以上超180天未完成服务监管。

10 商品下架7
天

当接到投诉时，对用户的投诉置之不理，未在30
分钟内跟进协商解决。

10 商品下架7
天

回避用户问题或推诿责任、敷衍用户等行为；不
友善、不礼貌的语言。

10 商品下架7
天

云商店在接到用户反映联系不上商家后，通过电
话、短信、邮件、站内信等方式联系商家，在48
小时内仍无法和商家取得联系的情况。

20 商品下架15
天

商家通过沟通工具对用户进行诋毁、贬低，辱骂
等行为。

40 商品下架60
天

未经华为云同意向用户发送服务推广信息，或通
过任何方式对用户造成骚扰。

40 商品下架60
天

 

11.4 支持及激励
1. 云商店测试补贴

云商店合作伙伴在发布商品前的对接测试期间，可向华为云申请一定额度的测试
代金券。

– 云商店的测试资源均为免费申请。

– 云商店合作伙伴可联系云商店接口运营经理申请。亦可向
partner@huaweicloud.com发送邮件申请，云商店运营团队会及时与合作伙
伴联系。测试代金券申请流程请参考云商店伙伴商品上架测试代金券申请。

2. 云商店接口支持

云商店合作伙伴任何问题，可向partner@huaweicloud.com发送邮件咨询，或联
系接口运营经理。更多支持可查阅云商店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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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推广资源申请
云商店目前可以给商家提供案例推广申请、直播申请等推广资源，商家可以根据以下
方式进行申请。

案例推广申请：商家可查看《云商店案例中心案例推广申请》进行用户案例投稿。

直播申请：商家可查看《云商店直播间联合直播宣传申请》按照流程进行直播申请。

商家也可加入《圈层发展计划》享受更多推广资源，具体加入方式请参考：圈层发展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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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商家常见问题

12.1 入驻华为云云商店的条件有哪些

12.2 入驻前需要准备哪些企业证件

12.3 商家退出后，是否还能申请入驻？

12.4 个人是否能成为云商店的合作伙伴

12.5 入驻云商店可以享受哪些利好

12.6 如何加入云商店合作伙伴

12.7 云商店的平台费如何收取

12.8 提交入驻申请后，审核需要多久

12.9 如何在云商店发布商品

12.10 新商品发布时，“商品说明”中能否插入图片

12.11 如何判断发布的商品对应云商店上的哪种商品接入类型

12.12 商品发布申请提交后，审核需要多久

12.13 商品如何下架

12.14 未在次月出账时完成服务监管的订单，何时结算

12.15 账单可以导出吗

12.16 查看账单后，什么时间能收到回款

12.17 商家在什么时候开具发票

12.18 收到联营、严选账单开票通知，开票时需要注意什么

12.19 产品技术支持是卖家还是华为云提供

12.20 云商店商品上架的使用有效期

12.21 如何发起服务监管申诉

12.22 为什么订单没有在次月出账

12.23 如何加入联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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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入驻华为云云商店的条件有哪些
成为华为云云商店商家，您需要符合以下条件：

1. 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拥有正规的公司资质，具有15人以上的技术及客
服团队。

2. 企业成立至少1年以上，且注册资金50万元以上。

3. 具有专业的技术及售后团队支持，可提供不少于5*8小时的客服在线服务。

4. 拥有有效的软件著作权证书（ISV类）或销售相关许可证书。

5. 接受并签订《华为云云商店服务商合作协议》并按照协议约束的条款开展业务合
作。

6. 接受华为云云商店其他相关协议及管理规范。

12.2 入驻前需要准备哪些企业证件
企业的营业执照、有效的软件著作权证书或销售相关许可证书。

12.3 商家退出后，是否还能申请入驻？
不能，商家退出之后，该账号无法再申请入驻。

12.4 个人是否能成为云商店的合作伙伴
不能，必须是企业认证的用户才能入驻华为云云商店，成为云商店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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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入驻云商店可以享受哪些利好
商家与华为云共同构建云生态，让消费者能更方便快捷更节约成本地使用到所需的企
业软件，让商家增加一个平台和多个渠道去售卖自己的优质商品，获得更多收入。

12.6 如何加入云商店合作伙伴
在满足华为云云商店及要入驻的子市场入驻条件的前提下，进行如下操作：

1. 注册华为云账号。

2. 完成企业实名认证。

3. 在云商店提交入驻申请。

入驻审核通过后，就可以成为云商店合作伙伴。

12.7 云商店的平台费如何收取
自2019年5月1日，云商店对所有通用商品执行平台服务费减半的优惠政策，即：所有
通用商品按订单交易金额的5%收取平台服务费。详细公告见《关于华为云云商店通用
商品平台服务费减半优惠政策的通知》。

12.8 提交入驻申请后，审核需要多久
提交入驻审核后，审核SLA默认为3个工作日，运营经理会将审核结果通过入驻信息中
所提交的客服邮箱及联系人手机短信反馈给合作伙伴。

12.9 如何在云商店发布商品
商家入驻华为云云商店审核通过，成为云商店合作伙伴后，可以在卖家中心发布商
品。

1. 进入卖家中心。

2. 左侧导航选择“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

3. 单击页面右上方的“发布商品”。

4. 选择要发布商品相应的交付模式，填写商品相关信息。

5. 单击“提交”。

商品信息通过审核就会正式上架。

12.10 新商品发布时，“商品说明”中能否插入图片
发布商品时，“商品说明”编辑框支持正文、标题和图片组合输入。为保障在详情页
的展示质量，请确保：

1.若为纯文字说明，内容不低于400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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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为图文说明，图片支持JPG、JPEG、PNG格式，图片要求宽度为900~1200px，高
度不小于800px，最多可上传5张图片；图片在详情页将按宽为1136px百分百缩放展
示。

可查看参考样例。

12.11 如何判断发布的商品对应云商店上的哪种商品接入类
型

发布商品时，请您根据不同接入类型的定义选择商品所属类型。

镜像类

镜像类商品是指将商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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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类商品是指将商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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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aS 类

SaaS类商品是指将商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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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商店通过调用商家提供的生产系统接口地址，通知商家实施购买操
作，操作完成后，商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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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I 类

API类商品是指将商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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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cense 类

License类商品是指将商家提供的商用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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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件类

硬件类商品是指将商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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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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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资产类

AI资产类商品是指商家基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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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编排类

应用编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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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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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数据资产
类商品需提前获取资产ID用以绑定商品业务信息。

应用资产

应用资产类商品是指将商家基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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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 商品发布申请提交后，审核需要多久
华为云云商店会对您提供的商品信息进行审核，商品审核SLA默认为3个工作日，当您
在1个自然日内提交10个及以上的商品发布申请时，我们会参考具体商品数量延长审核
SLA。审核结果会以邮件形式通知到贵司账号绑定的邮箱中，请注意查收；只有所有信
息通过审核，您发布的商品才会正式上架。

12.13 商品如何下架
目前，华为云云商店仅支持通用商品下架。商家可以下架整个商品，或者下架某一商
品规格。

目前不允许下架申请中的严选商品和严选生效的商品及其规格。

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2. 单击左侧导航的“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

3. 进入“我的商品”页面。

4. 下架整个商品。（若仅下架商品的某一规格，请忽略此步骤。）

a. 选择需要下架的商品，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下架”。

b. 在弹出的警告框中，单击“确定”。

5. 下架某一商品规格。（若需下架整个商品，请忽略此步骤。）

a. 选择需要下架规格的商品，单击该商品所在行左侧的 。

b. 展开商品规格列表。

c. 选择需要下架的商品规格，单击操作列的“下架”。

d. 在弹出的警告框中，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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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您可以在“商品管理 > 我的商品”页面查看已下架的商品。

12.14 未在次月出账时完成服务监管的订单，何时结算
当服务监管流程完成后，会在下一账期进行出账。

12.15 账单可以导出吗
商家可以导出对账单，导出完成后在导出记录中下载。

前提条件

已完成商业信息认证，具体操作请参见商业信息认证。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交易管理 > 账单管理”。

进入账单列表页面。

步骤3 选择需要导出账单的商品类型页签。

步骤4 单击页面左侧“导出”，进入导出记录页面。

步骤5 账单生成完成后，单击操作列“下载”，选择下载位置，单击“保存”，下载生成的
账单。

说明

生成账单需要一定时间，请稍作等待后，刷新导出记录页面。

您也可以左侧导航栏选择“交易管理 > 导出记录”，进入导出记录页面下载导出的账单。

导出记录系统会保存3天，请在导出任务完成后尽快下载文件。

----结束

12.16 查看账单后，什么时间能收到回款
查看账单后，还有会签、发票邮寄、发票核验、申付等环节，详见云商店结算流程说
明。

12.17 商家在什么时候开具发票
商家在收到华为云发送的开票通知后才可开具发票。商家在对账期间须及时留意其在
华为云账号上绑定的邮箱及手机号码接收到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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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 收到联营、严选账单开票通知，开票时需要注意什么
1. 开票清单中标*的内容为必填项，请注意补充空白项。

2. 在发票备注栏填写申付单号和对账期次。申付单号可在开票清单查看。

3. 开票金额请按照开票清单中的账期金额填写，如对金额有疑问可咨询邮箱
partner@huaweicloud.com。

4. 开票内容：税率为13%写软件，税率为6%写服务费（请根据实际情况，按销售的
商品属性来开具）。

5. 发票上需要有商家公司的签字或盖章，开票清单不需要盖章。

6. 请勿合并申付单开票，同一申付单号可对应多张发票，但一张发票不可对应多个
申付单号。

7. 请确保开票清单中的供应商联系电话与邮件有效，如开具发票存在问题，工作人
员将联系供应商负责人核实。

8. 发票中的纳税人身份需与商业信息认证身份一致，如有变更，请及时进行修改。

12.19 产品技术支持是卖家还是华为云提供
通用商品的售前、交付及售后服务由商品服务提供商负责。

对于严选商品，华为云向最终客户销售严选商品并提供严选商品的线上交付服务；严
选商家向最终客户提供严选商品的线下交付及售后技术支持服务。严选商家向华为云
及其经销商和直销提供严选商品的售前协助支持。

12.20 云商店商品上架的使用有效期
云商店的商品一经上架，默认长期有效。

特殊情况下，如果该商品违反了云商店协议及相关管理规范，云商店工作人员有权对
已上架产品进行下架处理。

12.21 如何发起服务监管申诉
服务监管流程关闭前15天内，不允许发起申诉。

标准服务流服务监管，在用户方操作流程（用户提交需求/用户确认验收）停留超过5
天，商家可发起申诉，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步骤2 单击左侧导航的“交易管理>服务监管”，进入服务监管查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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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点击订单列表中，对应订单后的“查看详情”。

步骤4 在服务监管详情页面，点击“发起申诉”。

说明

服务监管流程关闭前15天内，不允许发起申诉，服务监管详情页面也不显示“发起申诉”按
钮。

步骤5 填写申诉原因后，点击确认即可。

说明

如因用户始终未确认验收而发起申诉，需点击“上传附件”，提交交付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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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12.22 为什么订单没有在次月出账
订单需在满足以下条件的次月3日才会出账：

1. 订单已完成付款；

2. 订单的服务监管状态为“不涉及”或“已完成”；

3. 订单已生效。

说明

● 账单累计出账超过1000元才可以结算出账。

● 后付费客户（包含信用支付、现金券）还款状态为“已还款”后，订单才为已完成付款。

如需查看商品的回款情况、服务监管状态以及累计出账金额，可参考以下操作：

1. 订单回款情况和服务监管状态

在“卖家中心”后台，点击右侧列表中的“交易管理>交易明细管理”可查看回款
情况以及服务监管状态。

说明

通用商品不能使用信控支付，下单即完成订单支付，无需查看回款状态。

2. 账单累计出账金额

在“卖家中心”后台，点击右侧列表中的“交易管理>账单管理”，可查看账单累
计出账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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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订单生效时间

12.23 如何加入联营计划？
加入联营计划即代表签署《华为云商店联营商品服务商合作协议》，签署后可进行联
营认证。

说明

● 已加入联营计划的商家无需重复此步骤；

● 申请联营认证，请参考线上联营认证；

● 查询是否已加入联营伙伴计划，请参考查询已加入伙伴计划。

操作步骤

1. 登陆已成功入驻云商店的华为云账号，单击云商店首页页眉导航处的“卖家中
心”，进入卖家中心页面。

2.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商品管理>联营认证”，若尚未签订联营伙伴计划协议，页面
将提示“您还未加入联营伙伴计划”，点击“前往加入”跳转至联营协议签订页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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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勾选协议，单击“确定”，即完成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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