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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信息
本文內容用於解釋eBay平台的各項操作流程或平台政策、規則。本文中的任何（包括隱含的）觀點、
建議、結論等僅供參考，不構成對您的最終操作的建議。相關政策、規則的正式版本以各平台獨立
公佈的為准。eBay不就本文中的內容等對您的最終操作等做出任何保證或者承諾，您據此做出的任
何決策與eBay公司及編制人員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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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帐户数据以符合GDPR要求

详情

为了符合欧盟法规，从eBay删除用户帐户后，要求API系统删除存储的用户数据

• eBay 将为开发者提供一个平台，使其能够接收eBay 帐户删除的推送通知
• API工具/ ERP需要确认收到通知以符合要求
• 同时影响第三方工具和卖家自家开发的API工具/ ERP
• 不合规可能会导致开发者帐号受到限制

即将来临 :
• 如果您不存储eBay数据，则可以申请豁免
• 政策执行



GDPR 通知设定
开发者网站中的通知设置 :
• 设置接收端 (endpoint)以接收 eBay推送的通知
• 接收端故障时用于接收通知电邮的电邮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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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流程

通知接收端帐号删除
数据库

Event
HTTP POST
帐户删除/关闭通知
JSON-based

确认并响应:
• 200 OK 或
• 201 Created或
• 202 Accepted或
• 204 No Content 

eBay 卖家或第三方服务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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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验证通知信息
2. 删除用户帐户
相应的数据



异常流程

通知接收端帐号删除
数据库

Event

HTTP POST
帐户删除/关闭通知
JSON-based

eBay 卖家或第三方服务提供商

没有收到
接收端确认响应

将重新发送通知

**持续24小时后
接收端 URL
被标记为故障

开发者最多有30天的时间解决问题

如果在30天内未解决问题，
开发者将被标记为不合规

发送通知电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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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和确认 eBay 帐户删除/关闭通知
一旦您设定好eBay帐户删除/关闭通知接收端的URL，您的接收端将开始接收HTTP POST通知。
以下是eBay帐户删除/关闭通知的请求payload样本：

{
"metadata": {

"topic": "MARKETPLACE_ACCOUNT_DELETION",
"schemaVersion": "1.0",
"deprecated": false

},
"notification": {

"notificationId": "49feeaeb-4982-42d9-a377-9645b8479411_33f7e043-fed8-442b-9d44-791923bd9a6d",
"eventDate": "2021-03-19T20:43:59.462Z",
"publishDate": "2021-03-19T20:43:59.679Z",
"publishAttemptCount": 1,
"data": {

"username": "test_user",
"userId": "ma8vp1jySJC",
"eiasToken": "nY+sHZ2PrBmdj6wVnY+sEZ2PrA2dj6wJnY+gAZGEpwmdj6x9nY+seQ=="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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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接收端

按 ”Send Test Notification”按钮发送测试通知到设定好的接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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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验证接收到通知里的信息完整性

验证过程 :

1. 使用Base64函数解码在响应标头里 (header)的X-EBAY-SIGNATURE并提取Public Key ID 
(“kid”)和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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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g": "ecdsa",
"kid": "9936261a-7d7b-4621-a0f1-96ccb428af49",
“signature”: “MEYCIQC…aAjinyrrfAIhAIV6wGcTiBuV5KJUif2hokyrL+Q9ssHkad+mx2nEE25w",
"digest": "SHA1"

}



处理和验证接收到通知里的信息完整性
验证过程 :

2. 调用Notification API里的getPublicKey，传入从解码得到的kid 

3. 使用 cryptographic library，从 getPublicKey返回的 PUBLIC KEY进行验证
• 如果验证失败，则返回HTTP状态412 Precondition F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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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https://api.ebay.com/commerce/notification/v1/public_key/9936261a-7d7b-4621-a0f1-
96ccb428af49

返回：
{

"key": "-----BEGIN PUBLIC KEY-----
MFkwEwYHKoZIzj0CAQYIKoZIzj0DAQcDQgAEZhhxXKtR+TOvtDbgTPCkSof02qgBB7IsYOyf76ilExJ/upAa
/vKIKheOoCyOpcLmi4t0b4uepb7LLjmMr90FUg==-----END PUBLIC KEY-----",

"algorithm": "ECDSA",
"digest": "SHA1"

}

https://api.ebay.com/commerce/notification/v1/public_key/9936261a-7d7b-4621-a0f1-96ccb428af49


处理和验证接收到通知里的信息完整性

eBay也有提供SDKs 验证每个通知的有效性。
• Java SDK
• Node.js SDK

更多详情可浏览Notification API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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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fication API GetPublicKey



使用OAuth
为传统API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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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API使用OAuth访问令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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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传统API支持OAuth访问令牌：
• Trading API
• Post Order API
• Business Policy Management API

提示:
• 您还可以继续使用Auth'n'Auth令牌, OAuth令牌现在是一个额外的选择。
• 您需要在OAuth用户访问令牌里关联对应的授权范围（scopes）

建议:
建议在创建用于Trading API的用户访问令牌时使用以下一组API授权范围
• https://api.ebay.com/oauth/api_scope
• https://api.ebay.com/oauth/api_scope/sell.marketing
• https://api.ebay.com/oauth/api_scope/sell.inventory
• https://api.ebay.com/oauth/api_scope/sell.account
• https://api.ebay.com/oauth/api_scope/sell.onboarding
• https://api.ebay.com/oauth/api_scope/sell.fulfillment

详情



在请求 Trading API中使用OAuth令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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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删除在request payload 的<RequesterCredentials>字段及其关联的值

2. 在request header添加X-EBAY-API-IAF-TOKEN ，并填上有效的OAuth令牌。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GetUserRequest xmlns="urn:ebay:apis:eBLBaseComponents">

<RequesterCredentials>
<eBayAuthToken>Auth n Auth token</eBayAuthToken>

</RequesterCredentials>
<ErrorLanguage>en_US</ErrorLanguage>
<Version>1113</Version>
<WarningLevel>High</WarningLevel>
<DetailLevel>ReturnAll</DetailLevel>
<IncludeFeatureEligibility>True</IncludeFeatureEligibility>

</GetUserRequest>

X-EBAY-API-IAF-TOKEN: v^1.1...90nH9ZfwTJRzOfW4QAAA=
X-EBAY-API-CALL-NAME: GetUser
X-EBAY-API-COMPATIBILITY-LEVEL: 1113
X-EBAY-API-SITEID: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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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HTTP请求标头里的Authorization值设置为“IAF” (带空格)接着是有效的OAuth令牌。

Authorization : IAF v^1.1...90nH9ZfwTJRzOfW4QAAA=

Authorization : Token v^1.1...90nH9ZfwTJRzOfW4QAAA=
Auth'n'Auth令牌

OAuth令牌

在请求Post Order API中使用OAuth令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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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删除在HTTP标头里的X-EBAY-SOA-SECURITY-TOKEN及其关联的Auth'n'Auth令牌
2. 在HTTP标头里添加X-EBAY-SOA-SECURITY-IAFTOKEN 并填上有效的OAuth令牌

X-EBAY-SOA-SECURITY-IAFTOKEN : v^1.1...90nH9ZfwTJRzOfW4QAAA=

X-EBAY-SOA-SECURITY-TOKEN : v^1.1...90nH9ZfwTJRzOfW4QAAA=
Auth'n'Auth令牌

OAuth令牌

在请求Business Policy Management中使用OAuth令牌



API终止服务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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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终止服务通知: 促销销售API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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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1年5月17日起将不再支持在 Trading API中进行促销销售（即降价促销）接口
GetPromotionalSaleDetails
SetPromotionalSale
SetPromotionalSaleListings

取而代之，请通过Marketing API管理降价促销
createItemPriceMarkdownPromotion
deleteItemPriceMarkdownPromotion
getItemPriceMarkdownPromotion
updatetemPriceMarkdownPromotion

Marketing API



API终止服务通知: 促销销售API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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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

• 如果尚未迁移到Marketing API
• 请尽快迁移，避免对销售带来影响
• Marketing API 价格降价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 正在运行的广告活动将继续运行，直到广告活动结束日期
• 无法使用Web 界面更新
• 接口终止服务后，无法使用 API查看或更新
• 价格更改将会自动从广告活动中被移除掉

建议: 
在5月中之前结束当前的广告活动



API终止服务通知: Business Policies Management API
从2022年1月31日起将不再支持Business Policies Management API 中的所有API接口

该功能将通过 Account API得到支持

以下是Account API 所提供的资源 :
• fulfillment_policy
• payment_policy
• return_policy
• payments_program
• privilege
• program
• rate_table
• sales_tax
• Kyc

Account API

Account API也有支持
运输，支付和退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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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终止服务通知: GetCategorySpecifics
从2022年1月31日起将不再支持Trading API中的GetCategorySpecifics接口

调用GetCategorySpecifics时将返回警告信息

Taxonomy API

<Errors>
<ShortMessage>Deprecated object</ShortMessage>
<LongMessage>The input object &quot;GetCategorySpecifics&quot; is deprecat

ed as of schema version 1165. Replacement: &quot;Taxonomy API&quot;.</LongMessage>
<ErrorCode>219450</ErrorCode>
<SeverityCode>Warning</SeverityCode>
<ErrorParameters ParamID="0">

<Value>GetCategorySpecifics</Value>
</ErrorParameters>
<ErrorParameters ParamID="1">

<Value>1165</Value>
</ErrorParameters>
<ErrorParameters ParamID="2">

<Value>Taxonomy API</Value>
</ErrorParameters>
<ErrorClassification>RequestError</ErrorClassification>

</Errors>
…



API终止服务通知: GetCategorySpecifics
该功能将通过 Taxonomy API继续支持

API接口
批量检索方法： fetchItemAspects
个别分类节点： getItemAspectsForCategory

提示:
善用以下属性，提高刊登质量。

aspectRequired : true 必填属性
aspectUsage : [RECOMMENDED 推荐的, OPTIONAL 可选的]
expectedRequiredByDate : 预计属性需要的日期

Taxonomy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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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终止服务通知: File Exchange
从2021年6月15日起将不再支持File Exchange功能。

受影响的站点有：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

如果您是通过File Exchange Center直接访问File Exchange功能：
【美国站点】
请访问下面QR码所提供的链接，以了解为您带来的变化：

【其它站点】
您可以在Seller Hub Reports中找到有关的核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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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终止服务通知: File Exchange
如果您当前是通过HTTP或eBay的POST或GET 
URL以编程方式与File Exchange集成，您需要
切换到 Feed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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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您没有完成迁移步骤，任何使用在File Exchange里的Scripts或Programs
在6月15日之后将无法使用。

我们建议您尽快开始进行迁移操作，以免丢失任何功能。

请扫描下面的QR码访问说明指南，以获取有关
进行此迁移的详细说明：



Managing Payments
管理支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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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认自己是否已经加入管理支付

• 网站: 查看 eBay后台的通知，通过付款页面进行确认

• API: 利用 getPaymentsProgram、等接口，通过应响应信息确认

邀请与注册:

通过网站或API确认结果:

收到注册的
邀请邮件

注册或绑定
Payoneer 账户 等待KYC结果

要求提交
额外资料

等待账户激活



通过 eBay后台确认
卖家可访问卖家专区功能，若可以使用付款功能，则说明该卖家账户已加入管理支付

付款的摘要功能可查看账户总体信息，包括收款方式、周期和最近的交易与收款



通过API接口响应确认

通过 getPaymentsProgram接口的响应可以确认

账户已激活管理支付

{

"paymentsProgramType": "EBAY_PAYMENTS",

"marketplaceId": "EBAY_HK",

"status": "OPTED_IN",

"wasPreviouslyOptedIn": false

}

账户未激活管理支付

{

"paymentsProgramType": "EBAY_PAYMENTS",

"marketplaceId": "EBAY_HK",

"status": "NOT_OPTED_IN",

"wasPreviouslyOptedIn": false

}



账户激活管理支付后，API的使用有何变化？
调整刊登与订单管理
• 已刊登的商品不会被影响，但建议修改

• 新刊登的商品需移除 paymentMethod 以及 PayPal Email Address 的设置

• 加入管理支付前后的订单可通过接口区分，其他信息无变化

开发新的管理支付功能
• Finances API:对账和擦看账单信息

• Fulfillment API: 卖家主动退货以及支付纠纷处理

如何测试
• eBay API团队可以提供支持

• Finances API主要是唯读接口

• 创建刊登和获取订单信息:只需校验

• Account API:不需要激活也能调用

• Fulfillment API:测试卖家主动退货和支付纠纷处理要等账户激活以后



调整刊登接口
保留PayPal设定将收到警告 (warning)信息：

建议移除 paymentMethod 和 PayPal Email Address 的设置



调整刊登接口
尚未接受协议的信息：



调整订单管理

卖家可根据需要区别处理:

• 订单信息除了 PaymentMethod，其他信息没有变化

• 对账时用来计算的属性有所区别

区分管理支付的订单:

接口 调用 字段 判断值

Fulfillment API Get Orders paymentMethod EBAY

Trading API GetOrders CheckoutStatus.PaymentMethod CreditCard / CCAccepted

除非有使用 PaymentMethod 的值或支付状态去做判断或自动化功能

• 否则不需要做改动



过渡时期的处理方法

在过渡时期
订单处理

• 卖家可能只有一部分账户已激活

• 订单处理和发货不会有变化

• 卖家不需要从其他支付平台获取支付信息

• 可根据 eBay返回的支付状态发货

刊登处理

• 不做任何更改也能创建刊登

• 但建议移除 paymentMethod 和 PayPal Email Address 的设置



开发新的管理支付功能

Finances API:

获取当前账户余额、近期的收款和交易，并进行对账：

getSellerFundsSummary
getPayouts
getTransactions

这些调用都不会修改原数据
eBay API 团队可以提供支持进行接口调试

Fulfillment API:

卖家直接发起退款、处理支付纠纷：

issueRefund
getPaymentDispute

卖家账户激活管理支付后，利用实际订单测试



Demo



谢谢
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发到以下电邮：

有关 Public API：
DL-eBay-CBT-API@ebay.com

有关 eBay Managed Payment: 
DL-eBay-CBT-API-Managed-Payments@ebay.com



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