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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欢迎使用阿里云邮件推送服务 DirectMail。您可以根据本文档介绍的 API 对 DirectMail 服务进行相关操作。
 
请确保在使用这些接口前，已充分了解 DirectMail 产品说明、使用协议和收费方式。
  
术语表
 

 
业务资源规格限制说明
 
DirectMail 对每个用户可拥有的发信地址、邮件模板、收件人列表、每个账号的发信数量等规格方面均有限制
。在使用 DirectMail Open API 时，请参考官网上最新的业务限制规则和资源规格限制：DirectMail 产品和业
务限制。
 
在接口说明部分，凡出现对参数可选值、可用规格方面与官网上给出的资源规格限制发生矛盾时，均以官网上
给出的值为准。
 
 
 
API概览
 

术语 中文 说明

AccountName 发信地址

必须先通过管理控制台预先创建
一个发信地址。 DirectMail 服
务需要对用户的发信地址进行验
证。

Template 邮件模板 批量发信需预先创建一个邮件模
板。

Receiver 收件人列表 批量发信需预先创建一个收信人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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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邮件相关接口
 

 
相关文档
 

API 资源导航
API Explorer
API 错误中心
 

  
API服务地址
 
 

如何选择发信服务区域，请参考：如何选择发信区域
 
 
 
调用方式

API 描述

SingleSendMail 单一发信接口，支持发送触发和其他单个邮件

BatchSendMail 批量发信接口，支持通过调用模板的方式发送批量
邮件

杭州（华东 1）：
RegionId:cn-hangzhou
Host:dm.aliyuncs.com
Version:2015-11-23

新加坡（新加坡）：
RegionId:ap-southeast-1
Host:dm.ap-southeast-1.aliyuncs.com
Version:2017-06-22

澳洲（悉尼）：
RegionId:ap-southeast-2
Host:dm.ap-southeast-2.aliyuncs.com
Version:2017-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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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通过向 DirectMail API 的服务端地址发送 HTTP 的 GET 或 POST 请求，并按照接口说明在请求中加入相应请
求参数来完成对 DirectMail API 接口调用。根据请求的处理情况，系统会返回处理结果。
 
详细信息，请参见： 

请求结构
公共参数
返回结果
签名机制
 

  
请求结构
 
  
服务地址
 
DirectMail API 的服务接入地址:
 

华东1：dm.aliyuncs.com
亚太东南1（新加坡）：dm.ap-southeast-1.aliyuncs.com
亚太东南2（悉尼）：dm.ap-southeast-2.aliyuncs.com
  

通信协议
 
支持通过 HTTP 或 HTTPS 通道进行请求通信。为了获得更高的安全性，推荐您使用HTTPS 通道发送请求。
  
请求方法
 
支持 HTTP GET 方法发送请求，这种方式下请求参数需要包含在请求的 URL 中。支持 HTTP POST 方法发送
请求，这种方式下请求参数需要包含在请求的 BODY 中。
  
请求参数
 
每个请求都需要指定要执行的操作，即Action参数（例如 SingleSendMail），以及每个操作都需要包含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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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请求参数和指定操作所特有的请求参数。
  
字符编码
 
请求及返回结果都使用UTF-8字符集进行编码。
 
 
 
公共参数
 
  
公共请求参数
 
公共请求参数是指调用每个接口都需要使用到的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Format String 否
返回值的类型，支持
JSON 与 XML。默认
为 XML。

Version String 是

API 版本号，为日期形
式：YYYY-MM-DD。
如果参数 RegionID 是
cn-hangzhou，则版
本对应为2015-11-
23；如参数 RegionID
是cn-hangzhou 以外
其他 Region，比如
ap-southeast-1，则
版本对应为2017-06-
22。

AccessKeyId String 是
阿里云颁发给用户的访
问服务所用的密钥
ID。

Signature String 是
签名结果串，关于签名
的计算方法，请参见签
名机制。

SignatureMethod String 是 签名方式，目前支持
HMAC-SHA1。

Timestamp String 是

请求的时间戳。日期格
式按照 ISO8601 标准
表示，并需要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Z。 例
如，2015-11-
23T04:00:00Z（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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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公共返回参数
 
用户发送的每次接口调用请求，无论成功与否，系统都会返回一个唯一识别码 RequestId。
 

 
示例
  
XML示例
 

京时间 2015 年 11 月
23 日 12 点 0 分 0 秒
）。

SignatureVersion String 是 签名算法版本，目前版
本是1.0。

SignatureNonce String 是

唯一随机数，用于防止
网络重放攻击。不同的
请求要使用不同的随机
数值。您可以使用
UUID（随机串），也
可以自定义。

RegionId String 否

机房信息 ，目前支持
cn-hangzhou、ap-
southeast-1、ap-
southeast-2。

https://dm.aliyuncs.com/
?Format=xml
&Version=2015-11-23
&Signature=Pc5WB8gokVn0xfeu%2FZV%2BiNM1dgI%3D
&SignatureMethod=HMAC-SHA1
&SignatureNonce=e1b44502-6d13-4433-9493-69eeb068e955
&SignatureVersion=1.0
&AccessKeyId=key-test
&Timestamp=2015-11-23T12:00:00Z

参数 类型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
符。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结果的根结点-->
<接口名称+Response>
<!—返回请求标签-->
<RequestId>4C467B38-3910-447D-87BC-AC049166F216</Reques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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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示例
 

  
返回结果
 
 
调用API服务后返回数据采用统一格式：
 

返回的 HTTP 状态码为 2xx，代表调用成功； 
返回的 HTTP 状态码为 4xx 或 5xx 代表调用失败。
 

调用成功返回的数据格式主要有 XML 和 JSON 两种，外部系统可以在请求时传入参数来制定返回的数据格式
，默认为 XML 格式。
 

 
本文档中的返回示例为了便于用户查看，做了格式化处理，实际返回结果是没有进行换行、缩进等处理的
。
 
  

成功结果
  
XML示例
 

 
JSON示例
 

<!—返回结果数据-->
</接口名称+Response>

{
"RequestId": "4C467B38-3910-447D-87BC-AC049166F216"
/* 返回结果数据 */
}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结果的根结点-->
<接口名称+Response>
<!—返回请求标签-->
<RequestId>4C467B38-3910-447D-87BC-AC049166F216</RequestId>
<!—返回结果数据-->
</接口名称+Response>

{
"RequestId": "4C467B38-3910-447D-87BC-AC049166F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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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结果
 
调用接口出错后，将不会返回结果数据。调用方可根据每个接口对应的错误码以及 错误代码表 来定位错误原因
。
 
当调用出错时，HTTP 请求返回一个 4xx 或 5xx 的 HTTP 状态码。返回的消息体中是具体的错误代码及错误信
息。另外还包含一个全局唯一的请求 ID：RequestId 和一个您该次请求访问的站点 ID：HostId。在调用方找
不到错误原因时，可以联系阿里云客服，并提供该 HostId 和 RequestId，以便我们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XML示例
 

 
JSON示例
 

  
签名机制
 
 
注意：
 

若使用阿里云提供的 SDK，则无需查看签名机制。当前已提供 Java、PHP、C# 的 SDK。
接口支持通过 GET 和 POST 提交请求，但是 GET 和 POST 的 StringToSign 不一样。
 

邮件推送服务会对每个访问请求进行身份验证，所以无论使用 HTTP 还是 HTTPS 协议提交请求，都需要在请
求中包含签名（Signature）信息。邮件推送通过使用 AccessKeyID 和 AccessKeySecret 进行对称加密的方法
来验证请求的发送者身份。AccessKeyID 和 AccessKeySecret 由阿里云官方颁发给用户的 AccessKey 信息

/* 返回结果数据 */
}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Error>
<RequestId>8906582E-6722-409A-A6C4-0E7863B733A5</RequestId>
<HostId>dm.aliyuncs.com</HostId>
<Code>InvalidTemplate.NotFound</Code>
<Message>The specified template does not found.</Message>
</Error>

{
"RequestId": "8906582E-6722-409A-A6C4-0E7863B733A5",
"HostId": "dm.aliyuncs.com",
"Code": "InvalidTemplate.NotFound",
"Message": "The specified template does not fou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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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阿里云控制台用户信息管理中查看和管理）。其中 AccessKeyID 用于标识访问者的身份
；AccessKeySecret 是用于加密签名字符串和服务器端验证签名字符串的密钥。AccessKey 信息必须严格保密
。
  
签名步骤
 
在访问时，按照下面的方法对请求进行签名处理：
 

 
使用请求参数构造规范化的请求字符串（Canonicalized Query String）
  
a) 排序参数。
  
按照参数名称的字典顺序，对请求中所有的请求参数（包括文档中描述的公共请求参数和给定的请求
接口的自定义参数，但不包括公共请求参数中的 Signature 参数本身）进行排序。
  
注意：当使用 GET 方法提交请求时，这些参数就是请求 URI 中的参数部分（即 URI 中 ? 之后由 &
连接的部分）。
  
b) 对每个请求参数的名称和值进行编码。
  
参数名称和值要使用 UTF-8 字符集进行 URL 编码。URL 编码的编码规则是：
 

对于字符 A-Z、a-z、0-9 以及字符 -、_、.、~ 不编码。
对于其他字符编码成 %XY 的格式，其中 XY 是字符对应 ASCII 码的 16 进制表示。比如半
角的双引号 ” 对应的编码就是 %22。
对于扩展的 UTF-8 字符，编码成 %XY%ZA… 的格式。
需要说明的是半角的空格要被编码是 %20，而不是加号 +。

 
特别注意：一般支持 URL 编码的库（比如 Java 中的 java.net.URLEncoder）都是按照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的 MIME 类型的规则进行编码。可以直接使用这类方式进
行编码，把编码后的字符串中加号 + 替换成 %20、星号 * 替换成 %2A、%7E 替换回波浪号 ~，即
可得到上述规则描述的编码字符串。
  
c) 使用半角的等号 = 连接编码后的参数名称和参数值。
  
d) 使用 & 符号连接编码后的请求参数（参数排序与步骤 a 的排序一致），即得到规范化请求字符串
。
 
 
使用上一步构造的规范化字符串，按照下面的规则构造用于计算签名的字符串:
 

 StringToSign=
HTTPMethod + “&” +
percentEncode(“/”) + ”&” +
percentEncode(CanonicalizedQuery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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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其中 HTTPMethod 是提交请求用的 HTTP 方法，比如 GET 和 POST。
  
percentEncode(“/”)是按照 1.b 中描述的 URL 编码规则对字符 /进行编码得到的值，即 %2F。
  
percentEncode (CanonicalizedQueryString) 是对第 1 步中构造的规范化请求字符串，再次按 1.b
中描述的 URL 编码规则进行编码后得到的字符串。注意：这里的 percentEncode
(CanonicalizedQueryString) 是两次编码后得到的结果。
 
计算 HMAC 值。按照 RFC2104 的定义，使用步骤 2 得到的字符串 StringToSign 计算签名 HMAC
值。注意：计算签名时，使用的 Key 就是您的 AccessKeySecret 加上一个 & 字符 (ASCII:38)，使
用的哈希算法是 SHA1。
计算签名值。按照 Base64 编码规则，把步骤 3 得到的 HMAC 值编码成字符串，即得到签名值
（Signature）。
将得到的签名值作为 Signature 参数添加到请求参数中，即完成请求签名过程。注意：得到的签名
值作为请求参数值提交给邮件推送服务器的时候，要和其他参数一样，按照 RFC3986 的规则进行
URL 编码）。
  

签名示例
 
以 SingleSendMail 接口，通过 HTTPS 发送 POST 请求调用说明为例：
 
请求URL为：http://dm.aliyuncs.com/ 。
 
请求参数为：
 

那么 StringToSign 就是
 

假如使用的 AccessKeyId 是 testid，AccessKeySecret 是 testsecret，用于计算 HMAC 的 Key 就是
testsecret&，则计算得到的签名值是：
 

签名后，请求 http://dm.aliyuncs.com/ 发起 POST 请求的 BODY内容参数如下（增加了 Signature 参数和修
改了请求头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AccessKeyId=testid&AccountName=<a%b'>&Action=SingleSendMail&AddressType=1&Format=XML&HtmlBody
=4&RegionId=cn-hangzhou&ReplyToAddress=true&SignatureMethod=HMAC-SHA1&SignatureNonce=c1b2c332-
4cfb-4a0f-b8cc-ebe622aa0a5c&SignatureVersion=1.0&Subject=3&TagName=2&Timestamp=2016-10-
20T06:27:56Z&ToAddress=1@test.com&Version=2015-11-23

POST&%2F&AccessKeyId%3Dtestid&AccountName%3D%253Ca%2525b%2527%253E&Action%3DSingleSendMail
&AddressType%3D1&Format%3DXML&HtmlBody%3D4&RegionId%3Dcn-
hangzhou&ReplyToAddress%3Dtrue&SignatureMethod%3DHMAC-SHA1&SignatureNonce%3Dc1b2c332-4cfb-
4a0f-b8cc-ebe622aa0a5c&SignatureVersion%3D1.0&Subject%3D3&TagName%3D2&Timestamp%3D2016-10-
20T06%253A27%253A56Z&ToAddress%3D1%2540test.com&Version%3D2015-11-23

llJfXJjBW3OacrVgxxsITgYaY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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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提供的是编码之前的BODY所需参数，具体请求需要对参数进行编码，详情请参考请求示例
  
相关代码参考：
  
java版
 

Signature=llJfXJjBW3OacrVgxxsITgYaYm0=&AccessKeyId=testid&AccountName=<a%b'>&Action=SingleSendMail
&AddressType=1&Format=XML&HtmlBody=4&RegionId=cn-
hangzhou&ReplyToAddress=true&SignatureMethod=HMAC-SHA1&SignatureNonce=c1b2c332-4cfb-4a0f-b8cc-
ebe622aa0a5c&SignatureVersion=1.0&Subject=3&TagName=2&Timestamp=2016-10-
20T06:27:56Z&ToAddress=1@test.com&Version=2015-11-23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MAC_NAME ="HmacSHA1";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ENCODING ="UTF-8";

/**
* 使用 HMAC-SHA1 签名方法对对encryptText进行签名
*
*@param encryptText 被签名的字符串
*@param encryptKey 密钥
*@return
*@throws Exception
*/
public static byte[] HmacSHA1Encrypt(StringencryptText, String encryptKey) throwsException {
byte[] data = encryptKey.getBytes(ENCODING);
//根据给定的字节数组构造一个密钥,第二参数指定一个密钥算法的名称
SecretKey secretKey = new SecretKeySpec(data,MAC_NAME);
//生成一个指定 Mac 算法的 Mac 对象
Mac mac = Mac.getInstance(MAC_NAME);
//用给定密钥初始化 Mac 对象
mac.init(secretKey);

byte[] text = encryptText.getBytes(ENCODING);
//完成 Mac 操作
return mac.doFinal(text);
}

@Test
public void test() throws Exception {
/*StringToSign=
HTTPMethod + “&” +
percentEncode(“/”) + ”&” +
percentEncode(CanonicalizedQueryString*/

String str
="AccessKeyId=testid&AccountName=<a%b'>&Action=SingleSendMail&AddressType=1&Format=XML&HtmlBod
y=4&RegionId=cn-hangzhou&ReplyToAddress=true&SignatureMethod=HMAC"+
"-SHA1&SignatureNonce=c1b2c332-4cfb-4a0f-b8cc-
ebe622aa0a5c&SignatureVersion=1.0&Subject=3&TagName=2&Timestamp=2016-10-
20T06:27:56Z&ToAddress=1@test.com&Version=2015-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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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版
 

 
PHP版
 

String percentStr = "";
String[] strs = str.split("&");
for (int i = 0; i < strs.length;i++) {
String[] str1 =strs[i].split("=");

if (str1.length == 1){
percentStr = percentStr + getUtf8Encoder(str1[0])+ "=" + getUtf8Encoder("")+ "&";
}else {
percentStr = percentStr + getUtf8Encoder(str1[0])+ "=" + getUtf8Encoder(str1[1]) + "&";
}
}
percentStr =percentStr.substring(0,percentStr.lastIndexOf("&"));

String percent = URLEncoder.encode("/","UTF-8");
percentStr = getUtf8Encoder(percentStr);

String toSign = HttpMethod.POST + "&"+ percent +"&" + percentStr;
System.out.println("--------------"+ toSign);

/*POST&%2F&AccessKeyId%3Dtestid&AccountName%3D%253Ca%2525b%2527%253E&Action%3DSingleSendMai
l&AddressType%3D1&Format%3DXML&HtmlBody%3D4&RegionId%3Dcn-
hangzhou&ReplyToAddress%3Dtrue&SignatureMethod%3DHMAC-SHA1&SignatureNonce%3Dc1b2c332-4cfb-
4a0f-b8cc-ebe622aa0a5c&SignatureVersion%3D1.0&Subject%3D3&TagName%3D2&Timestamp%3D2016-10-
20T06%253A27%253A56Z&ToAddress%3D1%2540test.com&Version%3D2015-11-23*/

byte[] bytes = HmacSHA1Encrypt(toSign,"testsecret&");
String base64Str = Base64.encode(bytes);
System.out.println(base64Str);//llJfXJjBW3OacrVgxxsITgYaYm0=
}

private String getUtf8Encoder(String param) throwsUnsupportedEncodingException {
return URLEncoder.encode(param, "UTF-8")
.replaceAll("\\+","%20")
.replaceAll("\\*","%2A")
.replaceAll("%7E","~");
};

import hmac
import base64
#其中StringToSign需要替换为对应的内容。
message = b'StringToSign'
key = b'testsecret&'
h = hmac.new(key, message, digestmod='sha1')
# print(h.digest())
print(base64.b64encode(h.dig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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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常见问题：
 

若在使用API的过程中，出现时好时坏的情况，显示错误SignatureDoesNotMatch。原因：未对编码
后的字符串进行特殊字符替换，具体请参考上面的特别注意事项。
若未解决签名不匹配的问题或不清楚如何使用签名机制，建议移步到请求示例，可以直接替换为自己
的请求参数套用。
 

  
请求示例
 
 
API请求调用相关示例
 

<?php
function encryptTokey($data){
$apikey = 'testsecret&';
$sign = base64_encode(hash_hmac("sha1", $data, $apikey, true));
//printf($sign);
return $sign;
}
//其中StringToSign需要替换为对应的内容。
echo encryptTokey(StringToSign);
?>

package com.aliyun.test;

import codec.Base64;
import org.apache.commons.lang3.StringUtils;
import org.apache.http.HttpResponse;
import org.apache.http.client.ClientProtocolException;
import org.apache.http.client.HttpClient;
import org.apache.http.client.methods.HttpGet;
import org.apache.http.client.methods.HttpPost;
import org.apache.http.impl.client.HttpClientBuilder;
import org.apache.http.util.EntityUtils;
import org.junit.Test;
import org.springframework.http.HttpMethod;

import javax.crypto.Mac;
import javax.crypto.SecretKey;
import javax.crypto.spec.SecretKeySpec;
import java.io.IOException;
import java.io.UnsupportedEncodingException;
import java.net.URLEncoder;
import java.text.DateFormat;
import java.text.SimpleDateFormat;
import java.util.Calendar;
import java.util.Map;
import java.util.TreeMap;
import java.util.U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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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class SampleAPI {
/**
* https://dm.aliyuncs.com/?Action=SingleSendMail
* &AccountName=test@example.com
* &ReplyToAddress=true
* &AddressType=1
* &ToAddress=test1@example.com
* &Subject=Subject
* &HtmlBody=body
* &<公共请求参数>
* <p>
*/
@Test
public void testSingleSendMail() {
Map<String, Object> params = new TreeMap<String, Object>();
params.put("AccessKeyId", AccessKeyId);
params.put("Action", "SingleSendMail");
params.put("Format", Format);
params.put("RegionId", RegionId);
params.put("SignatureMethod", SignatureMethod);
params.put("SignatureNonce", UUID.randomUUID().toString());
params.put("SignatureVersion", SignatureVersion);
params.put("Timestamp", getUTCTimeStr());
params.put("Version", Version);

params.put("AccountName", AccountName);
params.put("AddressType", AddressType);
params.put("HtmlBody", HtmlBody);
params.put("ReplyToAddress", ReplyToAddress);
params.put("Subject", Subject);
params.put("TagName", TagName);
params.put("ToAddress", ToAddress);

Long start = System.currentTimeMillis();
httpRequestSendEmail(params);
System.out.println("耗时 ： " + (System.currentTimeMillis() - start));
}

public String httpRequestSendEmail(Map<String, Object> params) {
String result = null;
try {
params.put("Signature", getSignature(prepareParamStrURLEncoder(params), method));
String param = prepareParamStrURLEncoder(params);
String url = protocol + "://" + host + "/?" + param;
System.out.println("-----url-----" + url);

HttpClient httpClient = HttpClientBuilder.create().build();
HttpResponse response = null;
if (method.equals(HttpMethod.GET)) {
HttpGet request = new HttpGet(url);
response = httpClient.execute(request);
} else {
HttpPost request = new HttpPost(url);
response = httpClient.execute(requ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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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out.println(response);
if (null != response){
result = EntityUtils.toString(response.getEntity());
}

} catch (ClientProtocol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catch (IO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System.out.println("-----httpRequestSendEmail result-----" + result);
return result;
}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protocol = "https";
//dm.ap-southeast-1.aliyuncs.com//dm.ap-southeast-2.aliyuncs.com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host = "dm.aliyuncs.com";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AccessKeyId = "*******";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AccessKeySecret = "************";
//发信地址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AccountName = "noreply@***.com";
//收信地址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ToAddress = "noreply_test@***.com";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Format = "JSON";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SignatureMethod = "HMAC-SHA1";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SignatureVersion = "1.0";
//2017-06-22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Version = "2015-11-23";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AddressType = "1";
//ap-southeast-1//ap-southeast-2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RegionId = "cn-hangzhou";
private final static Boolean ReplyToAddress = Boolean.TRUE;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HtmlBody = "<html><body><img alt=\"\"
src=\"https://goss4.vcg.com/creative/vcg/400/new/VCG211173951082.jpg\" ><h3>Test send to email
（）！</h3></body></html> <a%b' + * %7E> 测试邮件正文。你此次申请注册的验证码为：123456";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Subject = "测试主题";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TagName = "测试Tag";
private final static HttpMethod method = HttpMethod.POST;

public String prepareParamStrURLEncoder(Map<String, Object> params) {
try {
StringBuffer param = new StringBuffer();
for (Map.Entry<String, Object> entry : params.entrySet()) {
if (StringUtils.isBlank(entry.getKey()) || null == entry.getValue()) {
continue;
}
param.append(getUtf8Encoder(entry.getKey()) + "=" + getUtf8Encoder(entry.getValue().toString()) + "&");

}
return param.substring(0, param.lastIndexOf("&"));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邮件推送 API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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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null;
}

/**
* 获取签名
*
* @param param
* @param method
* @return
* @throws Exception
*/
private String getSignature(String param, HttpMethod method) throws Exception {
String toSign = method + "&" + URLEncoder.encode("/", "utf8") + "&"
+ getUtf8Encoder(param);
byte[] bytes = HmacSHA1Encrypt(toSign, AccessKeySecret + "&");
return Base64.encode(bytes);
}

private String getUtf8Encoder(String param) throws UnsupportedEncodingException {
return URLEncoder.encode(param, "utf8")
.replaceAll("\\+", "%20")
.replaceAll("\\*", "%2A")
.replaceAll("%7E", "~");
}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MAC_NAME = "HmacSHA1";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ENCODING = "UTF-8";

/**
* 使用 HMAC-SHA1 签名方法对对encryptText进行签名
*
* @param encryptText 被签名的字符串
* @param encryptKey 密钥
* @return
* @throws Exception
*/
public static byte[] HmacSHA1Encrypt(String encryptText, String encryptKey) throws Exception {
byte[] data = encryptKey.getBytes(ENCODING);
//根据给定的字节数组构造一个密钥,第二参数指定一个密钥算法的名称
SecretKey secretKey = new SecretKeySpec(data, MAC_NAME);
//生成一个指定 Mac 算法 的 Mac 对象
Mac mac = Mac.getInstance(MAC_NAME);
//用给定密钥初始化 Mac 对象
mac.init(secretKey);

byte[] text = encryptText.getBytes(ENCODING);
//完成 Mac 操作
return mac.doFinal(text);
}

private static DateFormat daetFormat = new SimpleDateFormat("yyyy-MM-dd HH:mm:ss");

/**
* 得到UTC时间，类型为字符串，格式为"yyyy-MM-dd HH:mm"<br />
* 如果获取失败，返回null

邮件推送 API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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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杭州服务区域最后发出的url请求示例如下——- 
 
https://dm.aliyuncs.com/?AccessKeyId=xxxxxxx&AccountName=noreply%40xxxxxxxx.club&Action=Si
ngleSendMail&AddressType=1&Format=JSON&HtmlBody=%3Chtml%3E%3Cbody%3E%3Cimg%20a
lt%3D%22Go%E8%AF%AD%E8%A8%80%E4%B8%AD%E6%96%87%E7%BD%91%22%20src%3D%22h
ttps%3A%2F%2Fstatic.studygolang.com%2Fimg%2Flogo1.png%22%20%3E%3Cimg%20alt%3D%22%
22%20src%3D%22https%3A%2F%2Fgoss4.vcg.com%2Fcreative%2Fvcg%2F400%2Fnew%2FVCG21117
3951082.jpg%22%20%3E%3Ch3%3ETest%20send%20to%20email%20%EF%BC%88%EF%BC%89%EF
%BC%81%3C%2Fh3%3E%3C%2Fbody%3E%3C%2Fhtml%3E%20%3Ca%25b%27%20%2B%20%2A%20
%257E%3E%20%E6%B5%8B%E8%AF%95%E9%82%AE%E4%BB%B6%E6%AD%A3%E6%96%87%E3%8
0%82%E4%BD%A0%E6%AD%A4%E6%AC%A1%E7%94%B3%E8%AF%B7%E6%B3%A8%E5%86%8C%E

*
* @return
*/
public static String getUTCTimeStr() {
// 1、取得本地时间：
Calendar cal = Calendar.getInstance();
// 2、取得时间偏移量：
int zoneOffset = cal.get(Calendar.ZONE_OFFSET);
// 3、取得夏令时差：
int dstOffset = cal.get(Calendar.DST_OFFSET);
// 4、从本地时间里扣除这些差量，即可以取得UTC时间：
cal.add(Calendar.MILLISECOND, -(zoneOffset + dstOffset));
String date = daetFormat.format(cal.getTime());
System.out.println("时间------" + date);
String[] strs = date.split(" ");
return strs[0] + "T" + strs[1] + "Z";
}

}

杭州：
host = "dm.aliyuncs.com"；
AccountName = "填写杭州地区对应的发信地址";
Version = "2015-11-23";
RegionId = "cn-hangzhou";
新加坡：
host = "dm.ap-southeast-1.aliyuncs.com"；
AccountName = "填写新加坡地区对应的发信地址";
Version = "2017-06-22";
RegionId = "ap-southeast-1";
澳洲：
host = "dm.ap-southeast-2.aliyuncs.com"；
AccountName = "填写澳洲地区对应的发信地址";
Version = "2017-06-22";
RegionId = "ap-southeast-2";

邮件推送 API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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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A%84%E9%AA%8C%E8%AF%81%E7%A0%81%E4%B8%BA%EF%BC%9A123456&RegionId=cn-
hangzhou&ReplyToAddress=true&Signature=1PysI0HsZeOEHqQ%3D&SignatureMethod=HMAC-
SHA1&SignatureNonce=37161234-7747-419f-b433-
bc4719504b01&SignatureVersion=1.0&Subject=%E6%B5%8B%E8%AF%95%E4%B8%BB%E9%A2%98
&TagName=%E6%B5%8B%E8%AF%95Tag&Timestamp=2018-11-
07T09%3A40%3A13Z&ToAddress=xxxxx%40xxx.com&Version=2015-11-23
 
 
 
发送邮件相关接口
 
  
SingleSendMail
 
  
描述
 
SingleSendMail 接口为单一发信接口。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必须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
参数，取值
：SingleSendMail。

AccountName String 必须 管理控制台中配置的发
信地址。

ReplyToAddress Boolean 必须
使用管理控制台中配置
的回信地址（状态必须
是验证通过）。

AddressType Number 必须
取值范围 0~1: 0 为随
机账号；1 为发信地址
。

ToAddress String 必须
目标地址，多个 email
地址可以用逗号分隔
，最多100个地址。

FromAlias String 可选

发信人昵称,长度小于
15 个字符。 例如:发信
人昵称设置为”小红
”，发信地址为
“test@example.co

邮件推送 API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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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 公共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其他公共返回参数，请参见 公共返回参数。
  
错误码
 

m”，收信人看到的发
信地址为"小红
"<test@example.co
m>。

Subject String 可选 邮件主题，建议填写。

TagName String 可选 标签

HtmlBody String 可选 邮件 html 正文，限制
28K。

TextBody String 可选 邮件 text 正文，限制
28K。

ClickTrace String 可选

取值范围 0~1: 1 为打
开数据跟踪功能; 0 为
关闭数据跟踪功能。该
参数默认值为 0。

参数 描述 语义

EnvId 事件ID

错误代码 描述 Http 状态码 语义

InvalidMailAddress.
NotFound

The specified
mailAddress does
not exist.

400 发信地址不存在。

InvalidMailAddressSt
atus.Malformed

The specified
mailAddress status
is wrongly formed.

400 发信地址状态不正确
。

InvalidToAddress
The specified
toAddress is
wrongly formed.

400 目标地址不正确。

InvalidBody

The specified
textBody or
htmlBody is wrongly
formed.

400

邮件正文不正确。
textBody 或
htmlBody 不能同时为
空。

InvalidSendMail.Spa
m

Sendmail rejected
by spam filter. 400

本次发送操作被反垃圾
系统检测为垃圾邮件
，禁止发送。请仔细检
查邮件内容和域名状态

邮件推送 API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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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请求示例
 

 
返回示例
  
XML格式
 

 
JSON示例
 

  

等。

InvalidSubject.Malfo
rmed

The specified subject
is wrongly formed. 400 邮件主题限制在 100

个字符以内。

InvalidMailAddressD
omain.Malformed

The specified
mailAddress domain
does not exist.

400
发信地址的域名状态不
正确，请检查 MX、
SPF 配置是否正确。

InvalidFromALias.Ma
lformed

The specified
fromAlias is wrongly
formed.

400

发信人昵称不正确，请
检查发信人昵称是否正
确，长度应小于 15 个
字符。

InvalidToAddress.Sp
am

Sendmail rejected
by invalid address. 400

收件地址因无效而拒绝
，请检查收件地址是否
真实有效。

https://dm.aliyuncs.com/?Action=SingleSendMail
&AccountName=test@example.com
&ReplyToAddress=true
&AddressType=1
&ToAddress=test1@example.com
&Subject=Subject
&HtmlBody=body
&<公共请求参数>

<SingleSendMailResponse>
<RequestId>12D086F6-8F31-4658-84C1-006DED011A85</RequestId>
</SingleSendMailResponse>

{
"RequestId": "12D086F6-8F31-4658-84C1-006DED011A85"
}

邮件推送 API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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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chSendMail
 
  
描述
 
BatchSendMail 接口用于发送批量邮件。
  
请求参数
 

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 公共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公共返回参数，详见公共返回参数。
  
错误码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必须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
参数，取值
：BatchSendMail。

AccountName String 必须 管理控制台中配置的发
信地址。

AddressType Number 必须
取值范围 0~1: 0 为随
机账号；1 为发信地址
。

TemplateName String 必须 预先创建且通过审核的
模板名称。

ReceiversName String 必须 预先创建且上传了收件
人的收件人列表名称。

TagName String 可选 邮件标签名称

ClickTrace String 可选

取值范围 0~1: 1 为打
开数据跟踪功能; 0 为
关闭数据跟踪功能。该
参数默认值为 0。

错误代码 描述 Http状态码 语义

InvalidMailAddress.
NotFound

The specified
mailAddress does
not exist.

400 发信地址不存在。

邮件推送 API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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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请求示例
 

 
返回示例
  
XML格式
 

 
JSON示例
 

InvalidMailAddressSt
atus.Malformed

The specified
mailAddress status
is wrongly formed.

400 发信地址状态不正确。

InvalidMailAddressS
endType.Malformed

The specified
mailAddress
sendType is wrongly
formed.

400
发信地址类型不正确
，只能使用批量类型的
发信地址。

InvalidReceiverNam
e.Malformed

The specified
receiver name is
wrongly formed.

400
收件人列表名称不正确
。列表不存在或者列表
为空。

InvalidSendMail.Spa
m

Sendmail rejected
by spam filter. 400

本次发送操作被反垃圾
系统检测为垃圾邮件
，禁止发送。请检查并
优化邮件内容。

InvalidTemplateNam
e.Malformed

The specified
template name is
wrongly formed.

400 模板名称不正确。

InvalidMailAddressD
omain.Malformed

The specified
mailAddress domain
does not exist.

400

发信地址的域名状态不
正确。请检查域名状态
，所有权、MX、
SPF配置是否正确。

https://dm.aliyuncs.com/?Action=BatchSendMail
&AccountName=test@example.com
&AddressType=1
&TemplateName=test1
&ReceiversName=test2
&TagName=test3
&<公共请求参数>

<BatchSendMailResponse>
<RequestId>12D086F6-8F31-4658-84C1-006DED011A85</RequestId>
</BatchSendMail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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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错误代码表
 
  
客户端错误
 
详见各个接口的错误码:
 

SingleSendMail。 
BatchSendMail。
  

服务器端错误
 

  
新增API

{
"RequestId": "12D086F6-8F31-4658-84C1-006DED011A85"
}

错误代码 描述 Http 状态码 语义

ServiceUnavailable

The request has
failed due to a
temporary failure of
the server.

503 服务不可用。

InternalError

The request
processing has failed
due to some
unknown error,
exception or failure.

500 内部错误。

MissingParameter

The input parameter
<parameter name>
that is mandatory
for processing this
request is not
supplied

400 缺少必填参数。

Forbidden
User not authorized
to operate on the
specified resource.

400

没有权限使用该操作
，请检查 RAM 的子账
户是否赋予邮件推送服
务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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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信息
 
 
获取账户信息
  
获取账户信息
  
描述
 
DescAccountSummary 获取账户信息
  
请求参数
 

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公共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data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scAccountSum
mary

名称 类型 描述

data object 数据

名称 类型 描述

userStatus Byte 用户状态：0正常，1冻结，2欠
费，3限制外发

quotaLevel Long 信誉度等级

maxQuotaLevel Long 最高等级

dailyQuota Long 日额度

monthQuota Long 月额度

tags Byte 标签数量

邮件推送 API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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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返回参数，请参见公共返回参数。
 
 
 
域名操作
 
 
设置域名的SMTP的密码
 
创建域名域名配置域名列表验证域名  
设置域名的SMTP的密码
  
描述
 
ModifyPWByDomain 设置域名的smtp密码
  
请求参数
 

domains Byte 域名数量

mailAddresses Byte 发信地址数量

receivers Byte 收件人数量

templates Byte 模板数量

smsTemplates Byte 消息模板数量

smsRecord Long

smsSign Integer

dayuStatus Integer 大鱼状态

enableTimes Integer 生效时间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ModifyPWByDom
ain

DomainName String 是
域名，长度1-50，可
以为（数字、大写字母
、小写字母、.、-）

Password String 是 密码

邮件推送 API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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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公共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公共返回参数，请参见公共返回参数。
  
错误码
 

 
创建域名
  
描述
 
CreateDomain 创建域名
  
请求参数
 

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公共请求参数

错误代码 描述 Http状态码 语义

InvalidDomainPassw
ord.Malformed 密码格式错误

InvalidDomainPassw
ord.equalcurrent 不能与当前密码重复

InvalidDomainName
.Malformed 域名格式错误

InvalidDomain.NotF
ound 域名不存在

InvalidDomainStatus
.Malformed 域名状态非法

InvalidDomainId.Mal
formed 域名ID错误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CreateDomain

DomainName String 是
域名，长度1-50，可
以为（数字、大写字母
、小写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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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参数
 

公共返回参数，请参见公共返回参数。
  
错误码
 

 
域名配置
  
描述
 
DescDomain 域名配置
  
请求参数
 

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公共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名称 类型 描述

domainId int 域名id

错误代码 描述 Http状态码 语义

InvalidDomainName
.Duplicate 域名已存在

InvalidDomainNumb
er.Malformed 域的数量超过限制

InvalidDomainName
.Malformed 域名格式错误

InvalidDomainName
.Conflict

指定的域名已被其他用
户使用

InvalidDomain.NotF
ound 找不到指定的域名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scDomain

DomainId Integer 是 域名id

名称 类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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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返回参数，请参见公共返回参数。
  
错误码
 

 
域名列表
  
描述
 
QueryDomainByParam 域名列表
  
请求参数
 

DomainId int

DomainName String 域名

DomainType String 域类型

CnameRecord String cName记录

CnameConfirmStatus int cName验证标志，成功：0；
失败：1

SpfAuthStatus int spf验证标志，成功：0； 失败
：1

MxAuthStatus int mx验证标志，成功：0； 失败
：1

CreateTime Date

UtcCreateTime Long

CnameAuthStatus int track验证

IcpStatus int 备案信息,1备案，0未备案

DomainStatus int

域状态（是否验证成功； 0：可
用，已验证通过；1：不可用
，验证未通过；2：可使用，未
做cname，未备案；3：可使用
， 未备案；4： 可使用， 未做
cname）

错误代码 描述 Http状态码 语义

InvalidDomainId.Mal
formed 域名id不存在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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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公共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data
 

 
data record
 

Action String 是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QueryDomainByPa
ram

Keyword String 是
域名，长度1-50，可
以为（数字、大写字母
、小写字母、.、-）

Status String 是 0正常 or 1不正常

PageNo String 否 页数

PageSize String 否 每页数量

名称 类型 描述

data 数据

名称 类型 描述

data Array data record

名称 类型 描述

DomainId int

DomainName String 域名

DomainType String 域类型

CnameRecord String cName记录

CnameConfirmStatus int cName验证标志，成功：0；
失败：1

SpfAuthStatus int spf验证标志，成功：0； 失败
：1

MxAuthStatus int mx验证标志，成功：0； 失败
：1

CreateTime Date

UtcCreateTime Long

CnameAuthStatus int track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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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返回参数，请参见公共返回参数。
 
 
验证域名
  
描述
 
CheckDomain 验证域名
  
请求参数
 

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公共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公共返回参数，请参见公共返回参数。
  
错误码
 

IcpStatus int 备案信息,1备案，0未备案

DomainStatus int

域状态（是否验证成功； 0：可
用，已验证通过；1：不可用
，验证未通过；2：可使用，未
做cname，未备案；3：可使用
， 未备案；4： 可使用， 未做
cname）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CheckDomain

DomainId Integer 是 域名ID

名称 类型 描述

DomainStatus int

域状态（是否验证成功； 0：可
用，已验证通过；1：不可用
，验证未通过；2：可使用，未
做cname，未备案；3：可使用
， 未备案；4： 可使用， 未做
cname）

错误代码 描述 Http状态码 语义

InvalidDomainId.Mal 域名id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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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地址
 
 
创建发信地址
 
发信地址列表设置发信地址smtp密码删除发信地址验证回信地址发送邮件验证回信地址设置发信地址的通知地

址（暂不对外开放）获取发信地址的通知地址（暂不对外开放）  
创建发信地址
  
描述
 
CreateMailAddress 创建发信地址
  
请求参数
 

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公共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formed

CheckDomain.Failed 域名验证失败

InvalidDomainName
.DuplicateTLD 主域名已存在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CreateMailAddress

AccountName String 是 发信地址

ReplyAddress String 否 回信地址

Sendtype String 是 发信类型： batch or
trigger

名称 类型 描述

mailAddressId int 发信地址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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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返回参数，请参见公共返回参数。
  
错误码
 

 
发信地址列表
  
描述
 
QueryMailAddressByParam 发信地址列表
  
请求参数
 

错误代码 描述 Http状态码 语义

InvalidMailAddressN
ame.Malformed 发信地址格式错误

InvalidMailAddressN
umber.Malformed

邮件地址的数量超过限
制

Forbidden 未授权用户对指定资源
进行操作

InvalidMailAddressD
omain.Malformed 发信地址域名不存在

InvalidMailAddressD
omainStatus.Malfor
med

发信地址域名状态格式
错误

InvalidMailAddressN
ame.Duplicate 发信地址已经存在

InvalidMailAddressN
umber.Malformed

邮件地址的数量超过限
制

InvalidMailAddressN
ame.Malformed 发信地址格式错误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 String 是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QueryMailAddress
ByParam

PageNo String 否 页数

PageSize String 否 每页数量

KeyWord String 是
邮件地址，长度1-
60，支持数字,字母,.,-
,@

邮件推送 API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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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公共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data
 

 
data record
 

公共返回参数，请参见公共返回参数。
 
 
设置发信地址smtp密码

Sendtype String 否 邮件地址类型：batch
or trigger

Name Type Description

data data

Name Type Description

data Array data record

名称 类型 描述

mailAddressId int 发信地址ID

accountName String 发信地址

replyAddress String 回信地址

sendtype String 发信类型 batch or trigger

accountStatus int 账号状态，冻结:1， 正常:0

replyStatus int 回信地址状态

createTime Date

dailyCount int 日额度限额

monthCount int 月额度限额

dailyReqCount int 日额度

monthReqCount int 月额度

domainStatus int 域名状态，0正常，1异常

邮件推送 API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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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ModifyMailAddress 设置发信地址smtp密码
  
请求参数
 

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公共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公共返回参数，请参见公共返回参数。
 
 
删除发信地址
  
描述
 
DeleteMailAddress 删除发信地址
  
请求参数
 

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公共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公共返回参数，请参见公共返回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ModifyMailAddres
s

MailAddressId Integer 是 发信地址ID

Password String 是 密码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leteMailAddress

MailAddressId Integer 是 发信地址ID

邮件推送 API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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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回信地址发送邮件
  
描述
 
CheckReplyToMailAddress 验证回信地址发送邮件
  
请求参数
 

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公共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公共返回参数，请参见公共返回参数。
 
 
验证回信地址
  
描述
 
ApproveReplyMailAddress 验证回信地址
  
请求参数
 

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公共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CheckReplyToMail
Address

MailAddressId Integer 是 发信地址ID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ApproveReplyMail
Address

Ticket String 是 邮箱地址Ticket

邮件推送 API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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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参数
 
公共返回参数，请参见公共返回参数。
 
 
设置发信地址的通知地址（暂不对外开放）
  
描述
 
UpdateMailAddressMsgCallBackUrl 设置发信地址的通知地址
  
请求参数
 

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公共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公共返回参数，请参见公共返回参数。
  
错误码
 

 
获取发信地址的通知地址（暂不对外开放）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UpdateMailAddres
sMsgCallBackUrl

MailFrom String 是 发信地址

NotifyUrl String 是
通知地址URL; http
web hook or mns
region

错误代码 描述 Http状态码 语义

InvalidMailAddressN
ame.Malformed 发信地址格式错误

InvalidNotifyUrl.Malf
ormed 通知地址格式错误

邮件推送 API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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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GetMailAddressMsgCallBackUrl 获取发信地址的通知地址
  
请求参数
 

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公共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公共返回参数，请参见公共返回参数。
  
错误码
 

  
其他
 
 
发送SMS消息
 
查询任务发送测试邮件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GetMailAddressM
sgCallBackUrl

MailFrom String 是 发信地址

Name Type Description

notifyUrlStatus Integer 通知地址状态; 0 closes, 1
opens

notifyUrl String 通知地址

错误代码 描述 Http状态码 语义

InvalidMailAddressN
ame.Malformed 发信地址格式错误

InvalidNotifyUrl.Malf
ormed 通知地址格式错误

邮件推送 API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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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SMS消息
  
描述
 
SingleSendSms 发送SMS消息
  
请求参数
 

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公共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公共返回参数，请参见公共返回参数。
  
查询任务
  
描述
 
QueryTaskByParam 查询任务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SingleSendSms

SignName String 是

TemplateCode String 是

RecNum String 是

ParamString String 是

MarketId String 否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QueryTaskByPara
m

KeyWord String 否 关键词

邮件推送 API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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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公共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data
 

 
data
 

公共返回参数，请参见公共返回参数。
  
发送测试邮件
 

Status Integer 否 状态

名称 类型 描述

data 数据

名称 类型 描述

pageNo Integer 页数

pageSize Integer 每页数目

total Integer 总数

data List 记录

名称 类型 描述

templateName String 模板名称

taskId Integer 任务ID

receiversName String 收件人名称

taskStatus Integer 任务状态

addressType Integer 地址类型

tagName String 标签

requestCount Integer 请求数

createTime Date 创建时间

utcCreateTime Long

邮件推送 API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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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SendTestByTemplate 发送测试邮件
  
请求参数
 

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公共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公共返回参数，请参见公共返回参数。
 
 
 
收件地址操作
 
 
创建收件人列表
 
删除收件人列表删除单个收件人创建单个收件人查询某个收件人列表详情查询收件人列表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SendTestByTempl
ate

TemplateId String 是 模板ID

UserName String 是 UserName，长度限制
30

NickName String 是 NickName，长度限制
30

Birthday String 是 Birthday，长度限制
30

Gender String 是 Gender，长度限制30

Mobile String 是 Mobile，长度限制30

Email String 是 收信地址，长度限制
60

AccountName String 是 发信地址，长度限制
60

邮件推送 API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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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收件人列表
  
描述
 
CreateReceiver 创建收件人列表
  
请求参数
 

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公共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公共返回参数，请参见公共返回参数。
 
 
删除收件人列表
  
描述
 
DeleteReceiver 删除收件人列表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CreateReceiver

ReceiversName String 是 列表名称

ReceiversAlias String 是 列表别称

Desc String 是 描述

名称 类型 描述

receiverId String 收件人列表ID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leteReceiver

ReceiverId String 是 收件人列表ID

邮件推送 API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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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公共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公共返回参数，请参见公共返回参数。
 
 
删除单个收件人
  
描述
 
DeleteReceiverDetail 删除单个收件人
  
请求参数
 

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公共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公共返回参数，请参见公共返回参数。
 
 
创建单个收件人
  
描述
 
SaveReceiverDetail 创建单个收件人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leteReceiverDet
ail

ReceiverId String 是 收件人列表ID

Email String 是 收件地址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邮件推送 API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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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公共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公共返回参数，请参见公共返回参数。
 
 
查询某个收件人列表详情
  
描述
 
QueryReceiverDetail 查询某个收件人列表详情
  
请求参数
 

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公共请求参数。
 

：SaveReceiverDetai
l

ReceiverId String 是 收件人列表ID

Detail String 是

内容， 每次限制500
条记录，示例：
[{“b”:”
birthday”,”e”:”x
xx@alibaba-
inc.com”,”g”:”
gender”,”m”:”
mobile “,”n”:”
nickname
“,”u”:”name “}]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QueryReceiverDet
ail

ReceiverId String 是 收件人列表ID

KeyWord String 否
收件人地址，长度0-
50，示例
：xxx@te.com

PageSize Integer 否 每页数目

NextStart Integer 否 下一条开始位置

邮件推送 API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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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参数
 

 
data
 

 
DetailList
 

公共返回参数，请参见公共返回参数。
 
 
查询收件人列表
  
描述
 
QueryReceiverByParam 查询收件人列表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描述

data data

名称 类型 描述

DetailList List 详情信息

NextStart Integer 下一条开始位置

名称 类型 描述

email String 收件人地址

data String 内容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utcCreateTime Long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QueryReceiverByP
aram

PageSize Integer 否 每页数目

邮件推送 API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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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公共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data
 

 
data record
 

公共返回参数，请参见公共返回参数。
 
 
 
发送数据
 
 
获取指定条件下的发送数据
 
邮件跟踪获取指定条件下的发送数据邮件跟踪获取发送数据根据发信地址获取数据获取无效地址信息获取发送

详情  

名称 类型 描述

data data

名称 类型 描述

total Intege 总数

data List data record

名称 类型 描述

receiverId String 收件人列表ID

receiversName String 收件人列表名称

count int 收件人地址总数

receiversAlias String 收件人列表别名

desc String 描述

receiversStatus int 列表状态(正在上传0 , 上传完成
1)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utcCreateTime Long

邮件推送 API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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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指定条件下的发送数据
  
描述
 
SenderStatisticsByTagNameAndBatchID 获取指定条件下的发送数据
  
请求参数
 

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公共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data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SenderStatisticsBy
TagNameAndBatchI
D

AccountName String 否 发信地址

TagName String 否 邮件标签

StartTime String 是
起始时间，时间不能早
于30日，格式yyyy-
MM-dd

EndTime String 是
结束时间，和起始时间
跨度不能超出15天, 格
式yyyy-MM-dd

名称 类型 描述

totalCount Int

data Array 数据记录

名称 类型 描述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faildCount String 失败数量

requestCount String 请求数量

succeededPercent String 成功率

successCount String 成功数量

邮件推送 API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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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返回参数，请参见公共返回参数。
  
错误码
 

 
邮件跟踪获取指定条件下的发送数据
  
描述
 
GetTrackListByMailFromAndTagName 邮件跟踪获取指定条件下的发送数据
  
请求参数
 

unavailableCount String 无效数量

unavailablePercent String 无效率

错误代码 描述 Http状态码 语义

InvalidDate.Malform
ed 时间格式非法

InvalidDate.NotFoun
d 时间为空

InvalidStartTime.Mal
formed 起始时间格式非法

InvalidBetweenTime.
Malformed 时间跨度超出范围

InvalidMailAddressN
ame.Malformed 邮件地址名称非法

InvalidMailAddress.
NotFound 邮件地址名称不存在

InvalidTagName.Mal
formed 邮件标签非法

InvalidYear.Malform
ed 指定年份无效

InternalError 未知错误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GetTrackListByMai
lFromAndTagName

AccountName String 否 发信地址，若有
TagName，此参数不

邮件推送 API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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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公共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TrackList
 

公共返回参数，请参见公共返回参数。
  
错误码
 

为空

TagName String 否 邮件标签

StartTime String 是
起始时间，时间不能早
于30日，格式yyyy-
MM-dd

EndTime String 是
结束时间，和起始时间
跨度不能超出15天
，格式yyyy-MM-dd

名称 类型 描述

offsetCreateTime String

offsetCreateTimeDesc String

pageNo Int

pageSize Int

trackList Array 跟踪数据记录

名称 类型 描述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rcptClickCount String 点击量

rcptOpenCount String 打开量

rcptUniqueClickCount String 独立点击数

rcptUniqueClickRate String 独立点击率

rcptUniqueOpenCount String 独立打开数

rcptUniqueOpenRate String 独立打开率

totalNumber String 总数

错误代码 描述 Http状态码 语义

邮件推送 API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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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跟踪获取发送数据
  
描述
 
GetTrackList 邮件跟踪获取发送数据
  
请求参数
 

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公共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InvalidDate.Malform
ed 时间格式非法

InvalidDate.NotFoun
d 时间为空

InvalidStartTime.Mal
formed 起始时间格式非法

InvalidBetweenTime.
Malformed 时间跨度超出范围

InvalidMailAddressN
ame.Malformed 邮件地址名称非法

InvalidMailAddress.
NotFound 邮件地址名称不存在

InvalidTagName.Mal
formed 邮件标签非法

InvalidYear.Malform
ed 指定年份无效

InternalError 未知错误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GetTrackList

StartTime String 是
起始时间，时间不能早
于30日，格式yyyy-
MM-dd

EndTime String 是
结束时间，和起始时间
跨度不能超出15天
，格式yyyy-MM-dd

名称 类型 描述

邮件推送 API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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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kList
 

公共返回参数，请参见公共返回参数。
  
错误码
 

offsetCreateTime String

offsetCreateTimeDesc String

pageNo Int

pageSize Int

trackList Array 跟踪数据记录

名称 类型 描述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rcptClickCount String 点击量

rcptOpenCount String 打开量

rcptUniqueClickCount String 独立点击数

rcptUniqueClickRate String 独立点击率

rcptUniqueOpenCount String 独立打开数

rcptUniqueOpenRate String 独立打开率

totalNumber String 总数

错误代码 描述 Http状态码 语义

InvalidDate.Malform
ed 时间格式非法

InvalidDate.NotFoun
d 时间为空

InvalidStartTime.Mal
formed 起始时间格式非法

InvalidBetweenTime.
Malformed 时间跨度超出范围

InvalidMailAddressN
ame.Malformed 邮件地址名称非法

InvalidMailAddress.
NotFound 邮件地址名称不存在

InvalidTagName.Mal
formed 邮件标签非法

邮件推送 API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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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信地址获取数据
  
描述
 
GetSendEmailCountByMailFrom 根据发信地址获取数据
  
请求参数
 

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公共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Data
 

InvalidYear.Malform
ed 指定年份无效

InternalError 未知错误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GetSendEmailCou
ntByMailFrom

AccountName String 是 发信地址

名称 类型 描述

data 数据

名称 类型 描述

mailfrom String 发信地址

mailfromStatus String 发信地址状态：0正常，1冻结

replyTo String 回信地址

replyToStatus String 回信地址状态：0通过，1未通
过

sendType String 类型

mailpriority Integer 优选级

dailyCount Integer 日额度

dailyReqCount Integer 日请求量

邮件推送 API 参考

50



公共返回参数，请参见公共返回参数。
  
错误码
 

 
获取无效地址信息
  
描述
 
QueryInvalidAddress 获取无效地址信息
  
请求参数
 

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公共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monthCount Integer 月额度

monthReqCount Integer 月请求量

quotaLevel Long 等级

createTime Integer 创建时间

updateTime Integer 修改时间

错误代码 描述 Http状态码 语义

InvalidMailAddressN
ame.Malformed 发信地址格式错误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QueryInvalidAddre
ss

StartTime String 否 开始时间，格式yyyy-
MM-dd

EndTime String 否 结束时间，格式yyyy-
MM-dd

KeyWord String 否 关键词

Length Integer 否 每次请求数目

NextStart String 否 请求开始位置

名称 类型 描述

邮件推送 API 参考

51



 
detailList
 

公共返回参数，请参见公共返回参数。
  
获取发送详情
  
描述
 
SenderStatisticsDetailByParam 获取发送详情
  
请求参数
 

total Integer 总数

detailList List 记录

NextStart Integer 下次请求开始位置

名称 类型 描述

toAddress String 收信地址状态

lastUpdateTime Date 更新时间

utcLastUpdateTime Long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SenderStatisticsDe
tailByParam

AccountName String 否

发信地址，注意
：AccountName、
TagName、
ToAddress只能传递
其中一个参数，不能同
时传递两个或以上组合
的参数

TagName String 否 邮件标签

StartTime String 是
起始时间，时间不能早
于30日，格式yyyy-
MM-dd HH:mm

EndTime String 是

结束时间，和起始时间
跨度不能超出15天, 格
式yyyy-MM-dd
HH:mm

ToAddress String 否 收信地址

邮件推送 API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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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公共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data
 

 
detailList
 

公共返回参数，请参见公共返回参数。
 
 
 

KeyWord String 否 关键词

Status Integer 否
投递结果：成功0，无
效地址2，垃圾邮件
3，失败4

Length Integer 否 每次请求获取数目

名称 类型 描述

data 数据

名称 类型 描述

detailList List 记录

名称 类型 描述

toAddress String 收信地址

lastUpdateTime Date 更新时间

utcLastUpdateTime Long

accountName String 发信地址

tagName String 邮件标签

batchId String

code String 返回投递错误码

message String 投递详情信息

status Integer 投递状态

mailSize Long

邮件推送 API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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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操作
 
 
创建Tag
 
删除Tag获取Tag修改Tag  
创建Tag
  
描述
 
CreateTag 创建标签
  
请求参数
 

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公共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公共返回参数，请参见公共返回参数。
  
错误码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CreateTag

TagName String 是 标签名称

名称 类型 描述

tagId Integer 标签ID

错误代码 描述 Http状态码 语义

InvalidTagNumber.
Malformed 标签的数量超过了限额

InvalidTagName.Du
plicate

指定的标记名称已经存
在

InvalidTagName.Mal
formed 标签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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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Tag
  
描述
 
DeleteTag 删除标签
  
请求参数
 

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公共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公共返回参数，请参见公共返回参数。
  
错误码
 

 
获取Tag
  
描述
 
QueryTagByParam 获取标签
  
请求参数
 

InternalError 未知错误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leteTag

TagId String 是 标签ID

错误代码 描述 Http状态码 语义

InvalidTagId.Malfor
med 指定的标签ID不存在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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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公共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data
 

公共返回参数，请参见公共返回参数。
  
错误码
 

 
修改Tag
  
描述
 
ModifyTag 修改标签
  
请求参数

Action String 是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QueryTagByParam

KeyWord String 否 标签名称，长度1-
50，例如：1aTag

名称 类型 描述

pageNumber Int

pageSize Int

totalCount Int

data Array 数据记录

名称 类型 描述

tagId Integer 标签ID

tagName String 标签名称

错误代码 描述 Http状态码 语义

InvalidKeyword.Malf
ormed 指定的关键字格式错误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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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请求参数，请参见公共请求参数。
  
返回参数
 
公共返回参数，请参见公共返回参数。
  
错误码
 

Action String 是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ModifyTag

TagId Integer 是 标签ID

TagName String 是 标签名称

错误代码 描述 Http状态码 语义

InvalidTag.NotFound 未找到指定的标签

InvalidTagId.Malfor
med 指定的标签ID不存在

InvalidTagNumber.
Malformed 标签的数量超过了限额

InvalidTagName.Du
plicate

指定的标记名称已经存
在

InvalidTagName.Mal
formed 标签非法

InternalError 未知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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