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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阿里云提醒您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之前仔细阅读、充分理解本法律声明各条款的内容。
如果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您的阅读或使用行为将被视为对本声明全部内容的认可。

1. 您应当通过阿里云网站或阿里云提供的其他授权通道下载、获取本文档，且仅能用
于自身的合法合规的业务活动。本文档的内容视为阿里云的保密信息，您应当严格
遵守保密义务；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您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本手册内容或
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

2. 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公司或个人不得擅自摘抄、翻译、复制本文
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进行传播和宣传。

3.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调整或其他原因，本文档内容有可能变更。阿里云保留在没有
任何通知或者提示下对本文档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权利，并在阿里云授权通道中不时
发布更新后的用户文档。您应当实时关注用户文档的版本变更并通过阿里云授权渠
道下载、获取最新版的用户文档。

4. 本文档仅作为用户使用阿里云产品及服务的参考性指引，阿里云以产品及服务
的“现状”、“有缺陷”和“当前功能”的状态提供本文档。阿里云在现有技术的
基础上尽最大努力提供相应的介绍及操作指引，但阿里云在此明确声明对本文档内
容的准确性、完整性、适用性、可靠性等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任何单位、
公司或个人因为下载、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发生任何差错或经济损失的，阿里云不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阿里云均不对任何间接性、后果性、惩戒性、
偶然性、特殊性或刑罚性的损害，包括用户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遭受的利润损失，
承担责任（即使阿里云已被告知该等损失的可能性）。

5. 阿里云网站上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著作、产品、图片、档案、资讯、资料、网
站架构、网站画面的安排、网页设计，均由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依法拥有其知识
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非经阿里云和/或其关
联公司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修改、复制、公开传播、改变、散布、发
行或公开发表阿里云网站、产品程序或内容。此外，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任
何人不得为了任何营销、广告、促销或其他目的使用、公布或复制阿里云的名称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为或以组合形式包含“阿里云”、“Aliyun”、“万网”等阿
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品牌，上述品牌的附属标志及图案或任何类似公司名称、商
号、商标、产品或服务名称、域名、图案标示、标志、标识或通过特定描述使第三
方能够识别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

6. 如若发现本文档存在任何错误，请与阿里云取得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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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约定
格式格式 说明说明 样例样例

 危险危险 该类警示信息将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至故
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危险危险

重置操作将丢失用户配置数据。

 警告警告 该类警示信息可能会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
至故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警告警告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
时间约十分钟。

 注意注意 用于警示信息、补充说明等，是用户必须
了解的内容。

 注意注意

权重设置为0，该服务器不会再接受新
请求。

 说明说明 用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门等，不是
用户必须了解的内容。

 说明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Ct rl+A选中全部文
件。

> 多级菜单递进。 单击设置设置> 网络网络> 设置网络类型设置网络类型。

粗体粗体 表示按键、菜单、页面名称等UI元素。 在结果确认结果确认页面，单击确定确定。

Courier字体 命令或代码。
执行 cd /d C:/window 命令，进入
Windows系统文件夹。

斜体 表示参数、变量。
bae log list  --inst anceid

Inst ance_ID

[] 或者 [a|b] 表示可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ipconfig [-all|-t ]

{} 或者 {a|b} 表示必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swit ch {act ive|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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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服务是阿里云为用户提供的一种通信服务的能力，支持快速发送验证码、短信通知和推广短信。本文介
绍短信服务的基础知识、计费方式、快速使用流程、控制台的使用指引以及新手用户常见问题，并提供发送
测试短信功能，帮助您快速上手短信服务。

短信服务的基础知识短信服务的基础知识
阿里云短信服务分为国内短信和国际/港澳台短信服务。

短信服务的产品简介

短信服务的产品优势

短信服务的应用场景

短信发送规则

短信服务的基本概念

短信服务的计费方式短信服务的计费方式
短信服务的计费方式分为按量计费和短信套餐包，请根据需要选择最优的计费方案。详情请参见计费概述。

发送测试短信发送测试短信
如果您的应用或网站未上线，您可以通过控制台的发送测试功能，免去短信签名和短信模板申请的环节，体
验短信发送服务。详情请参见发送测试短信。

快速使用流程快速使用流程
短信服务快速使用流程如下图所示。

步骤 描述 支持的操作方式

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包括注册阿里云账号、完成实名认证、开通阿里
云短信服务和获取AccessKey。

控制台

步骤一：添加短信签名
短信签名是根据用户身份创建的符合自身属性的签名，一
般建议设置为账号主体所在机构的全称或简称。

控制台、API

步骤二：添加短信模板
短信模板，即具体发送的短信内容，由变量和模板内容构
成。您可以通过变量实现短信内容的定制化。

控制台、API

1.新手指引1.新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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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等待审核
一般情况下，短信签名或短信模板提交后，阿里云预计在
2个小时内完成审核（审核时间：工作日9:00~23:00，法
定节日顺延）。

查看短信签名或模板审核
状态的方式：

控制台

API

步骤四：发送短信
使用已审核通过的短信签名和短信模版创建短信内容，向
目标用户发送短信。

控制台、API

步骤五：查询发送详情 查询短信发送记录和详细信息。 控制台、API

步骤 描述 支持的操作方式

详细的操作指引，请参见通过控制台使用短信服务或通过API/SDK使用短信服务。

控制台使用指引控制台使用指引
短信服务控制台支持创建短信内容，发送短信，统计并展示业务数据如发送量、发送记录、费用以及日志分
析，设置消息回执接收方式、联系人等，详情请参见控制台介绍。

短信服务API短信服务API
短信服务提供短信发送、发送状态查询、短信批量发送、模板标签、回执消息配置、短链管理等API接口。
更多信息，请参见API概览。

您可以根据业务需要和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方式调用短信服务API：

通过阿里云OpenAPI 开发者门户

适用于习惯交互式操作界面的场景，或者初次使用阿里云产品的开发者用户。您可以在OpenAPI开发者门
户中调试和获取SDK请求示例。

通过短信服务SDK

适用于SDK编码场景，支持多种编程语言，包括Java、Go、C#.Net、PHP、Node.js/TypeScript、
Python。

视频讲解视频讲解

新手常见问题新手常见问题
短信服务使用FAQ短信服务使用FAQ

短信服务当前支持哪些国家或地区？

个人用户可以开通短信服务吗？

产品或网站还没有上线可以使用短信服务吗？

为什么审核标准这么严格？

国际/港澳台短信和国内短信可以设置相同的签名和模板吗？

如何查看短信发送成功率？

短信服务如何关闭？

购买及计费FAQ购买及计费FAQ

短信服务计费方式

短信套餐包支持哪些短信类型？

短信服务超过套餐包额度后如何收费？

短信服务公共云合集··新手指引 短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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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套餐包未用完过期如何处理？

套餐包剩余资源支持退款吗？

已经购买国内短信套餐包，没有用完的余额是否可以用于抵扣国际/港澳台短信服务消费？

短信发送失败会扣费吗？

短信签名FAQ短信签名FAQ

个人认证用户怎么申请签名？

是否可以申请多个短信签名？

申请签名有格式要求吗？

短信服务可以使用其他账号的签名吗？

短信模板FAQ短信模板FAQ

短信模板内容限制行业吗？

可以使用赠送的短信模板吗？

推广短信不做企业认证可以吗？

为什么类似的短信模板却有不同的审核结果？

短信通知、推广短信可以包含链接、动态链接或URL地址吗？

短信发送FAQ短信发送FAQ

短信签名和短信模板要对应发送吗？

短信服务支持的短信发送号段有哪些？

短信服务发送的显示号码及显号规则是什么？是否可以固定不变？

给用户发送短信后，如何获取用户的短信回复？

如何判断短信发送成功还是失败？

短信发送失败的几种可能原因

触发流控限制报错如何处理？

短信支持群发设置吗？群发显示的号码可以是固定的实际号码吗？部分群发失败回执后可以自动重发？

国内用户发送到美国、加拿大的短信总是失败，怎么办？

短信产品合并FAQ短信产品合并FAQ

如果三种短信产品都未曾使用过，优先选择哪一种？

如果忘记自己之前开通过哪种短信产品怎么办？如何区分自己的账号应该使用哪种短信产品？

如果想用其他短信产品怎么办？

更多常见问题，请参见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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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短信服务的短信内容长度计算规则、短信发送频率限制及注意事项。

短信内容长度计算规则短信内容长度计算规则
短信长度（字数）＝短信签名字数+短信模板内容字数。其中，短信模板字数上限为500字。

国内短信

简体中文、字母、数字、符号（不区分全角和半角），都按照一个字计算。

短信长度不超过70个字，按照一条短信计费；超过70个字，即为长短信，按照67字/条拆分成多条计费。

示例：示例：短信长度为160个字，按照67字、67字、26字分隔成三条短信进行计费。

国际/港澳台短信

纯英文短信

字母、数字、符号（不区分全角和半角），都按照一个字计算。

短信长度不超过140个字，按照一条短信计费；超过140个字，即为长短信，按照134字/条拆分成多条
计费（纯英文短信签名符号为[ ]）。

示例：示例：短信长度为300个字，按照134字、134字、32字分隔成三条短信进行计费。

非纯英文短信：短信内容长度计算规则与国内短信的一致。

短信发送频率限制短信发送频率限制
在实际业务场景中，例如App或网站登录时，可能会有用户频繁获取短信验证码或者通过短信通知方式找回
密码的操作。为了限制平台短信被恶意调用、在短时间内大量发起短信发送请求，阿里云对短信发送行为进
行以下流控限制。

短信类型 限制说明

验证码

使用同一个签名，默认情况下对同一个手机号码发送验证码，最多支持1条/分钟，5条/小
时，10条/天。仅企业认证用户可设置验证码短信发送频率。具体操作指引，请参见设置短信发
送频率和频率限制白名单。

通过阿里云短信服务平台对同一个手机号码发送验证码，最多支持40条/天。此天级流控限制是
针对手机号码这一维度进行的，即使短信发送方有多个，只要发送方使用阿里云短信服务平
台，同一个手机号码一天只能接收40条验证码。

短信通知 使用同一个签名和同一个短信模板ID，对同一个手机号码发送短信通知，最多支持50条/天。

推广短信 使用同一个签名和同一个短信模板ID，对同一个手机号码发送推广短信，最多支持50条/天。

说明说明

天的计算方式是当下时间往后推24小时，例如2017年08月24日11:00发送一条短信，计算限流
方式是2017年08月23日11:00点到2017年08月24日11:00点是否达到限制（验证码为是否满40
条，短信通知为是否满50条，推广短信为是否满50条）。

白名单号码不受验证码、短信通知、推广短信类短信发送频率限制，您最多可添加300个白名单
号码。详情请参见设置短信发送频率和频率限制白名单。请注意，白名单号码不受流控限制仅限
于阿里云短信服务，您还需考虑运营商方的流控限制问题。

2.短信发送规则2.短信发送规则

短信服务公共云合集··短信发送规则 短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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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发送短信时提示业务限流，建议根据相应限制调整接口调用时间。

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短信发送方式

短信发送FAQ

短信服务 短信服务公共云合集··短信发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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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服务控制台提供专用的测试签名和测试模板，支持发送测试短信，帮助您在测试阶段免去短信签名和短
信模板申请的环节。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在控制台发送测试短信。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完成阿里云账号注册和实名认证。

开通短信服务。具体操作，请参见短信服务。

确保您套餐包余量或账户余额充足。更多信息，请参见计费概述。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测试专用签名和测试专用模板必须结合使用。如果测试专用签名和模板无法满足您的测试业务需求，您可以
添加短信签名和短信模板，签名和模板必须通过审核才能使用。具体操作，请参见添加签名、添加文本短信模
板。

测试短信同样受短信发送总量、发送频率等限制，请根据需要合理设置，以免影响测试体验。更多信息，可
参见设置短信发送总量预警、设置短信发送频率和频率限制白名单等说明文档。

API发送测试API发送测试
1. 登录短信服务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快速学习快速学习。

3. 在快速学习快速学习页面，单击API发送测试API发送测试页签。

4. 单击绑定测试手机号绑定测试手机号，在对话框输入接收测试短信的手机号和获取的验证码。

说明 说明 每个阿里云账号最多可绑定5个测试手机号。

5. 单击确定确定。

6. 单击调用API发送短信调用API发送短信。

3.发送测试短信3.发送测试短信

短信服务公共云合集··发送测试短信 短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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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单击调用API发送短信调用API发送短信后会跳转到OpenAPI Explorer，在左侧参数列会自动识
别PhoneNumbers、SignName、TemplateCode、TemplateParam参数信息。更多操作指引，可
参见SendSms。

说明 说明 测试专用模板类型为验证码，变量内容只支持4-6位纯数字。TemplateParam参数
值为JSON格式，示例：{"code":"1234"}。

ii. 单击发起调用发起调用，将通过该平台直接调用发送接口发送短信。

控制台发送测试控制台发送测试
1. 登录短信服务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快速学习快速学习。

3. 在快速学习快速学习页面，单击控制台发送测试控制台发送测试页签。

4. 产品类型产品类型、签名签名和模板模板分别选择国内短信国内短信、[测试专用]阿里云通信[测试专用]阿里云通信和[测试专用]阿里云通信测试模[测试专用]阿里云通信测试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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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版。

5. 在接收号码接收号码一栏输入接收测试短信的手机号。

6. 单击发送短信发送短信。

您还可以单击查看API Demo查看API Demo，跳转到OpenAPI 开发者门户，获取SDK示例Demo信息。

查询发送详情查询发送详情
短信发送后，在短信服务控制台中，选择业务统计业务统计 >  > 发送记录查询发送记录查询，通过发送时间、短信内容、等信息，
查看短信发送的详细情况。

短信服务公共云合集··发送测试短信 短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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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图带您快速了解如何群发会员关怀短信，以及如何开通并使用短链服务。

4.图说群发短信和短链服务4.图说群发短信和短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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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发送短信
签名
模板
短信正文
签名申请规范
审核驳回原因
他用第三方
立即前往发送1
添加签名
添加模板
群发助手
立即前往发送2
短链服务
立即前往发送3
开通短链服务
创建短链
查询短链数据
左侧立即查看
右侧立即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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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创建RAM用户，并为RAM用户授予不同的权限，提供给您企业的员工用来管理短信服务资源，从而让
您避免与其他用户共享云账号密钥，降低您企业的信息安全风险。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您已创建RAM用户（子用户）。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RAM用户。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短信服务支持通过RAM创建RAM用户，并为其赋予短信服务的操作或查看等权限，便于多用户协同操作。出
于安全性的考虑，建议您将RAM用户的权限设置为需求范围内的最小权限。

权限策略说明权限策略说明
权限策略包含系统策略和自定义策略，您可以根据需求选择系统策略或自定义策略，为RAM用户进行授权。

系统策略

系统策略权限定义如下表所示：

权限名称 作用 适用范围

AliyunDysmsFullAccess 用于管理短信服务的权限。
能够进入短信服务控制台，使用控
制台的所有操作。

AliyunDysmsReadOnlyAccess 用于只读短信服务的权限。 仅查看控制台，不做任何操作。

自定义策略

如果系统策略无法满足您的需求，请自定义符合要求的权限策略。您可以通过IP白名单授权策略允许特定
的IP地址访问服务资源。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IP白名单权限策略。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具体操作，请参见为RAM用户授权。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完成授权后，即可以使用RAM用户登录控制台操作目标资源。具体操作，请参见RAM用户登录阿里云控制
台。

如果RAM用户不再需要已授权的权限，可移除对应权限。具体操作，请参见为RAM用户移除权限。

为了保障您的资源安全，您可以通过自定义策略允许特定的IP地址访问服务资源。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自
定义权限策略，完成IP白名单授权。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5.权限管理5.权限管理
5.1. 为RAM用户授权5.1. 为RAM用户授权

5.2. 创建IP白名单权限策略5.2. 创建IP白名单权限策略

短信服务公共云合集··权限管理 短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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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权限策略前，您需要了解权限策略基本元素和语法结构。更多信息，请参见权限策略基本元素和权限策略
语法和结构。

通过脚本编辑模式创建自定义权限策略通过脚本编辑模式创建自定义权限策略
1. 使用阿里云账号登录RAM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权限管理权限管理 >  > 权限策略权限策略。

3. 在权限策略权限策略页面，单击创建权限策略创建权限策略。

4. 在新建自定义权限策略新建自定义权限策略页面，单击脚本编辑脚本编辑页签。

5. 输入IP白名单权限策略内容。例如，只允许192.0.2.0/24的IP访问，且只能访问名为SendSms的API方
法。脚本配置如下：

说明 说明  acs:SourceIp 的取值如果是单个IP地址，需要写明具体的IP地址，不能使用该IP地址
的IP地址段形式xx.xx.xx.xx/32。例如：10.0.0.1不能写成10.0.0.1/32。

{
    "Version": "1",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dysms:SendSms"
            ],
            "Resource": [
                "*"
            ],
            "Condition": {
                "IpAddress": {
                    "acs:SourceIp": [
                        "192.0.2.0/24"
                    ]
                }
            }
        }
    ]
}

6. 输入权限策略名称名称和备注备注。

7. 检查并优化权限策略内容。

基础权限策略优化

系统会对您添加的权限策略语句自动进行基础优化。基础权限策略优化会完成以下任务：

删除不必要的条件。

删除不必要的数组。

（可选）高级权限策略优化

您可以将鼠标悬浮在可选：高级策略优化可选：高级策略优化上，单击执行执行，对权限策略内容进行高级优化。高级权限
策略优化功能会完成以下任务：

拆分不兼容操作的资源或条件。

短信服务 短信服务公共云合集··权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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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缩资源到更小范围。

去重或合并语句。

8. 单击确定确定。

短信服务公共云合集··权限管理 短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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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短信服务的使用须知，包括认证模式、审核规范、审核流程和账号冻结规则。

认证模式认证模式

简介简介
阿里云实名认证分为个人实名认证和企业实名认证。不同的认证方式对应的短信服务产品功能有所区别。

类型类型 账号使用者账号使用者 操作指引操作指引

个人实名认证 个人 个人实名认证

企业实名认证
企业、政府（含企业、政府、事业单
位、团体、组织）

企业实名认证

如果您的账号当前为个人实名认证，可以申请升级为企业实名认证账号。具体操作指引，请参见如何将个人
实名认证变更为企业实名认证？。

权益区别权益区别

类别类别 个人认证用户个人认证用户 企业认证用户企业认证用户

推广短信 不支持 支持

国际/港澳台消息 不支持 支持

短信签名

数量：

验证码签名：限申请一个

通用签名：一个自然日只能申
请一个

支持的签名来源：

企事业单位名

已备案网站

已上线App

公众号或小程序

数量：无限制

支持的签名来源：

企事业单位名

已备案网站

已上线App

公众号或小程序

电商平台店铺

已注册商标名

6.审核规范6.审核规范
6.1. 使用须知6.1. 使用须知

短信服务 短信服务公共云合集··审核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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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模板

数量：

通过API接口：一个自然日最多
可以提交100次申请。建议每
次申请至少间隔30秒。

通过控制台：提交次数无限
制。

变量字符：针对2018年01月10日
之后申请的短信通知模板，变量
限制为1～35个字符；验证码模
板，变量限制为4～6个字符。

数量：

通过API接口：一个自然日最多
可以提交100次申请。建议每
次申请至少间隔30秒。

通过控制台：提交次数无限
制。

变量字符：针对2018年01月10日
之后申请的短信通知模板，变量
限制为1～35个字符；验证码模
板，变量限制为4～6个字符。企
业认证用户可提交工单申请解除
字符数限制。

设置验证码短信发送频率 不支持 支持

类别类别 个人认证用户个人认证用户 企业认证用户企业认证用户

审核规范审核规范
一条完整的短信包括短信签名和短信模板。短信签名和短信模板均需审核通过后方可使用。

组成部分组成部分 说明说明 审核规范审核规范

短信签名
短信签名是根据用户身份创建的符合
自身属性的签名，一般建议设置为账
号主体所在机构的全称或简称。

短信签名规范

短信模板
短信模板，即具体发送的短信内容，
由变量和模板内容构成。您可以通过
变量实现短信内容的定制化。

短信模板规范

审核流程审核流程

审核时间审核时间
一般情况下，短信签名或短信模板提交后，阿里云预计在2个小时内审核完成（审核时间：工作日
9:00~23:00，法定节日顺延），建议您尽量在18:00前提交申请。

鉴于政府企业身份的特殊性，所有涉及证检法客户的申请均需联系固话进行核实。阿里云会在2个工作日内
审核完成。如多个工作日还未审核，请核实提供的固话号码是否正确。

审核状态审核状态
审核中：已提交了短信签名或短信模板，正在排队等待审核。预计2个小时内审核完成。

审核通过：已通过了审核，短信签名和短信模板都通过审核时，即可开始发送短信。

短信服务公共云合集··审核规范 短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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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未通过：由于某些原因，短信签名或短信模板审核未能通过。您可以登录短信服务控制台，在目标签
名或模板的操作列，单击查看原因并修改查看原因并修改查看具体审核未通过的原因，并参见审核驳回原因与处理建议修改
后重新提交审核。

账号冻结规则账号冻结规则

阿里云短信服务会对您创建的短信签名和短信模板进行审核，同时配合系统监控，防范在短信中出现违反国
家法律法规要求的相关内容。

如果发现违反规则的短信内容，会对相关用户进行账号冻结，并视情况扣罚用户保证金或追究其责任。账号
冻结后，该用户无法继续使用短信服务且后续不可再申请开通。该账号未使用完的短信服务资源包、优惠券
等也无法继续使用。

短信服务的签名都需要经过审核，审核通过后才可以使用该签名。本文为您介绍短信签名的规范说明，帮助
您快速通过签名审核。

内容规范内容规范
设置短信签名时，您需要遵循以下规范：

类别类别 规范说明规范说明

名称

作为短信发送者属性的一种标识，签名必须用于标识公司、产品或业务。建议设置为
短信发送方的真实应用名称、网站名称或公司名称。

必须具有实际意义，不支持含义模糊的中性签名，如“客服通知”、“客户您
好”等。

若签名用途为他用他用 或涉及第三方权益，必须获得第三方授权。

签名不能含有违法违规或者损害到相关他人权益的内容。

说明说明

签名名称不区分大小写字母，如【Aliyun通信】和【aliyun通信】视为名称相同。

长度和命名

限制为2~12个字。由中文、英文或数字组成，不支持符号（含空格），不支持全数字签
名及首字母拼成的签名。其中中文、英文、数字都作为一个字计算。

注意注意

国内短信签名暂不支持繁体字及其它任意语言。

格式
请直接填写，无需添加【】、()、[]等符号。发送短信时，会自动为您的签名增加括号，
例如【阿里云】、【弹性云计算】。

6.2. 签名规范6.2. 签名规范
6.2.1. 短信签名规范6.2.1. 短信签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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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来源签名来源
申请签名时，必须指定签名来源。

类型类型 支持的用户类型支持的用户类型 申请说明申请说明 备注备注

企事业单位的全称或简称
个人认证用户、企业认证
用户

建议提供企业官网链接。 /

工信部备案网站的全称或
简称

个人认证用户、企业认证
用户

需提供工信部备案的网站
域名。

如需查询网站信息真实
性，请登录网站备案查询
系统，进入网站备案查询
系统后，选择ICP备案查ICP备案查
询询 ，输入网站名称或网站
域名等内容。

已上线App应用的全称或
简称

个人认证用户、企业认证
用户

需确保App已上线，提供
任一应用商店展示页链
接。

如需查看App信息的真实
性，请开发者前往App实
际上架的应用商店（例如
苹果App Store、华为应
用市场等），查看签名归
属与开发商主体是否一
致。

公众号或小程序的全称或
简称

个人认证用户、企业认证
用户

需确保公众号或小程序已
上线，提供公众号或小程
序全称。

说明说明

个人认证用户目前仅
支持企业类认证的公
众号或小程序名称。

如需查看公众号或小程序
签名归属与账号主体是否
一致，请打开微信微信   >>   搜搜
索索   >>   公众号或小程序公众号或小程序 ，
单击右上角更多资料查看
相关信息。

电商平台店铺名的全称或
简称

企业认证用户
可以设置签名为企业名下
的电商店铺名，提供任一
电商店铺展示页链接。

如需查看电商平台店铺签
名归属与账号主体是否一
致，请打开天猫或淘宝天猫或淘宝   >>
搜索店铺搜索店铺   >>   左上角店铺左上角店铺
名称名称   >>   营业执照营业执照 查看信
息真实性。

商标名的全称或简称 企业认证用户
可以设置签名为企业名下
的商标名。

如需查看签名归属商标申
请人与账号主体是否一
致，请开发者前往中国商
标网查看相关信息真实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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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用途签名用途
如果A用户申请签名，签名归属主体属于A，请选择签名用途为自用自用，无需上传证明文件。

说明说明

个人认证用户的签名来源如果是企事业单位名，即使签名用途为自用，仍需上传证明文件和授权委托
书。

如果A用户替B公司申请签名，签名归属主体属于B，请选择签名用途为他用他用，并上传证明文件和B公司给
予A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授权书填写范本。

证明文件证明文件
证明文件是指签名归属方的三证合一证件，或签名归属方的三张证件分别是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
证、税务登记证。

规范规范
所有证明文件必须为原件扫描件，图片中公章必须为红色。

执照未过期、未涂改。

证明文件必须为JPG、PNG、GIF或JPEG格式的图片，每张图片不大于2 MB。

短信服务提供授权委托书的Word模板，请单击下载模板或在控制台申请页面下载。

本文为您介绍了授权书的填写方式以及相关要求。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被授权方为：入驻云通信的企业用户或个人用户（企业用户为企业名称，个人用户为实名认证的真实姓
名）。

授权方为：真实需要发送短信的一方（即短信内容所属方）。

授权书风险承担方为：真实需要发送短信的一方。

授权书授权时间：因授权书到期需要补交授权，建议授权时间签署1年以上。如果授权书已过期，建议您
在原签名后面加数字1，并提交新的签名申请（示例：阿里云通信1）。申请时在场景说明中备注“用于原
签名（示例：阿里云通信）授权委托书更新”。补交的授权委托书填写的签名名称与新申请的签名名称保
持一致。

授权书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名：授权方法人或授权方负责人手写签字，字体不限，但字迹需工整清晰。

授权书盖章：此处需要真实发送消息的一方的实体在此盖公司公章。如果个体工商户没有公章，可以只提
供授权方法人或负责人手写签名或按手印，但需在签名的场景说明中备注“个体工商户没有公章”。

所有证明文件必须为原件扫描件，即图片中公章必须为红色。

执照未过期、未涂改。

短信服务提供授权委托书的Word模板，请在申请页面单击下载模板。

证明文件必须为JPG、PNG、GIF或JPEG格式的图片，每张图片不大于2 MB。

范本案例范本案例
【案例1】阿里云认证账号类型为：个人用户，认证姓名为：张三。

6.2.2. 授权书填写范本6.2.2. 授权书填写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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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在阿里云平台提交了一个名为“菜鸟网络”的签名，就需要获得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授权。那授权
书正确填写的内容应该为下图所示案例：

【案例2】阿里云认证账号类型为：企业用户，认证企业名称为：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在阿里云平台提交了一个名为“菜鸟网络”的签名，就需要获得菜鸟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的授权。那授权书正确填写的内容应该为下图所示案例：

6.3. 文本短信模板规范6.3. 文本短信模板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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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服务的模板需要审核通过后才可以使用。本文将为您介绍短信模板的规范说明，帮助您快速通过模板审
核。

公共规范公共规范
内容规范内容规范

类别 规范

格式

限制为1～500个字（含变量）。

为避免与签名混淆，在模板内容任意位置均不能使用【】，在模板内容首尾不能使用
[]。

支持中文、英文、数字、符号，但不支持特殊符号例如# 『』「」〖〗 m² •
①★※→等。

长度计算规则，请参见短信发送规则。

说明说明

国内短信服务模板暂不支持繁体字及其它语言文字。

国际/港澳台短信服务模板不区分模板类型。

内容

短信模板需明确表述短信发送的实际内容。

禁止发送金融相关的所有内容。

地产、留学、招聘、交友、游戏等行业仅支持发送验证码。

不支持发送未经许可的信息，主要指邀请注册、邀请成为会员的商业性信息。

不支持内容中含有直接或间接访问应用内测分发平台的行为。

禁止发送涉及：色情、赌博、毒品、党政、法律维权、众筹、慈善募捐、宗教、迷
信、股票、留学移民、面试招聘、博彩、贷款、催款还款、信用卡提额、投资理财、
中奖、抽奖、一元夺宝、一元秒杀、一元云购、二类电商、A货、整形、烟酒、交
友、暴力、恐吓、皮草、返现返利、代开发票、运营商禁止发送的信息、代理注册、
代办证件、加群、加QQ或者加微信、贩卖个人信息、运营商业务、流量营销、违反
广告法用语、殡葬、刷单、做任务、空包网、邀请好评、转店类、拉新、众包业务、
POS机、积分兑换等内容的短信。

禁止在关键字或关键信息中出现错别字、变体字、异体字、各类干扰符号等，例如威
信；禁止出现各类非正常混合字以及非常用的表达法。

注意 注意 如出现违法违规或者损害到相关他人权益的，平台将保留最终追究的
权利！请各会员严格遵守规范要求，加强自身业务安全，发送合规短信。

变量规范变量规范

短信模板可以包含变量，您可以通过变量实现短信内容的定制化。

6.3. 文本短信模板规范6.3. 文本短信模板规范
6.3.1. 短信模板规范6.3.1. 短信模板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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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说明

格式 固定格式如：  ${name} 、  ${content} 等，中间字母应代表变量属性。

长度和命名

针对2018年01月10日之后申请的短信通知模板，变量限制为1～35个字符；验证码模
板，变量限制为4～6个字符。

首字母必须为英文字母，仅支持字母、数字和下划线的组合，不支持纯数字，同时不支
持设置为email、mobile、id、nick、site等。

说明 说明 企业认证用户可通过提交工单解除变量长度限制，阿里云审核专员会
对新提交的短信模板进行评估。

其他规范

模板中的两个变量不能相邻，前后需加文字说明，以体现模板使用者的商业意图，不
支持组合变量或变量相邻，例如  ${code}${name} ，不支持全变量模板。

正确示例：兹定于  ${time} 于  ${place} 召开  ${content} 会议，请准时
参加。

公众号、小程序、App、链接等产品内容需置于变量外。

变量内不支持传入IP地址或链接。若链接无法固定，建议格式为：一级域名+变量，
如www.aliyun.com  ${code} 。

个人和企业用户如果选择模板类型模板类型为短信通知短信通知，且模板内容模板内容中设置了变量时，必须指定变量属性变量属性。变量属
性的设置规范如下：

变量属性 变量名称 规范

电话号码电话号码 自定义，建议设置为phone等。
长度为5~11位。

支持国内标准手机号、固定电话号码。

其他号码（如订单其他号码（如订单
号、密码等）号、密码等）

自定义，建议根据编号类型设置，例如
code、order、order_sn、password等。

主要用于订单号、密码、随机密钥等数字组
成的编号。

不支持手机号、QQ号、微信号、URL等联
系方式。

仅包含大小写字母、数字和字符组合。

时间时间
自定义，建议根据时间类型设置，例如
time、date、day、year、month等。

需要符合时间的表达方式，格式示例如
下：

日期：yyyyMMdd、yyyy-MM-dd、
yyyy/MM/dd、yyyy年mm月dd日

时间：HH:mm:ss、HH:mm、HH点
mm分、HH点mm

日期+时间

说明 说明 不支持下划线等特殊符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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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金额
自定义，建议设置为money等有意义的变量
名称。

仅支持传入能够正常表达金额的数字、小
数点或中文，例如壹、贰、叁、肆等。

注意 注意 ￥$等货币符号需要放在模
板中，不支持变量传入。

其他（如名称、账其他（如名称、账
号、地址等）号、地址等）

自定义，建议根据变量类型设置一个有意义
的变量名称。

可以设置为公司、产品、地址、姓名、内
容、账号、会员名等。

不允许设置为QQ号、微信号（公众号）、
手机号、网址、座机号等联系方式。如果
有特殊需要，请把联系方式放入模板中。

变量属性 变量名称 规范

个人和企业用户如果选择模板类型模板类型为验证码验证码，且模板内容模板内容中设置了变量时，必须指定变量属性变量属性。变量属性
的设置规范如下：

变量属性 变量名称 规范

仅数字仅数字 自定义，建议设置为1234、123456等。 长度为4~6位。

数字+ 字母数字+ 字母 或仅字仅字
母母

自定义，建议设置为ABCDEF、abcdef、
123ABC、123abc等。

长度为4~6位。

特定规范特定规范
除公共规范以外，不同短信类型的模板还有以下特定规范：

类别 变量规范 内容规范

验证码

在模板中仅支持一个变量。

验证码模板变量的实际内容支持4~6位仅
数字、数字+字母组合或仅字母。

说明 说明 验证码变量属性建议选
择仅数字仅数字 。

国内短信模板必须包含“验证码、注册
码、校验码、动态码（动态密码）”中的
任意一个；国际/港澳台短信模板必须包
含“code”。

模板必须体现和说明“使用平台、用途、
失效时间”中的任意一种。

模板无须说明退订方式相关内容。

模板不支持包含与验证码无关的内容，如
电话号码、链接、通知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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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通知

同一个变量在模板中仅可出现一次。不支
持的模板示例：您家宝贝  ${name} 已
经到达  ${name} 现场！

可以添加链接，但不支持设置变量链接，
如：www.  ${site} .cn，也不支持短
链接与变量直接组合的格式，如：ays.cn
 ${code} ，ays.cn为短链接，  ${co
de} 为变量。

允许设置的格式为官网链接与变量拼接，
如：www.aliyun.com  ${code} 。请
注意，对于具体的url，审核专员会进行审
核，审核通过才可以使用。

除公共规范外，另不支持在短信通知中发
送涉及推广短信的内容和验证码。

模板无须说明退订方式相关内容。

推广短信 不支持变量。

模板结尾处必须说明退订方式，仅支持设
置回复“TD”、“T”、“N”中的任意
一种退订短信，回复其他内容无效。

说明说明

申请推广短信模板时，默认
已添加退订方式，无需重复
添加。

退订针对的是签名，用户退
订后便不再接收使用该签名
的推广短信。

除公共规范外，另不支持保险、房地产、
教育、培训、游戏、美容、医疗、会所、
酒吧、足浴、助考、商标注册、装修、建
材、家私、会展、车展、房展、汽车销
售、知识产权、招商加盟等信息的短信。

向会员发送营销内容时，请在模板中添加
会员称谓，确认会员关系或针对特定人群
发送。

说明说明

不支持向非会员用户发送营
销内容。

不支持发送“开业宣传”、
“业务介绍”、“企业介
绍”等不能确认会员关系的
营销内容。

推广短信内容需体现在模板内，禁止发
送“加微信”、“送礼品”等。

类别 变量规范 内容规范

常用模板示例常用模板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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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云短信服务提供了应用场景为验证码和短信通知的模板示例。您可以参考下表示例，并根据实际业务需
求创建符合规范的短信模板。

验证码验证码

应用场景 模板示例

登录/验证

您的验证码  ${code} ，该验证码5分钟内有效，请
勿泄漏于他人！

您的验证码：  ${code} ，您正进行身份验证，打死
不告诉别人！

验证码为：  ${code} ，您正在登录，若非本人操
作，请勿泄露。

注册

您正在申请手机注册，验证码为：  ${code} ，5分
钟内有效！

尊敬的用户，您的注册会员动态密码
为：  ${code} ，请勿泄漏于他人！

您的注册码：  ${code} ，如非本人操作，请忽略本
短信！

您的校验码：  ${code} ，您正在注册成为会员，感
谢您的支持！

验证码为：  ${code} ，您正在注册成为平台会员，
感谢您的支持！

重置密码
您的动态码为：  ${code} ，您正在进行密码重置操
作，如非本人操作，请忽略本短信！

变更信息
验证码为：  ${code} ，您正在尝试变更重要信息，请
妥善保管账户信息。

短信通知短信通知

应用场景 模板示例

重置密码
您好，您的密码已经重置为  ${password} ，请及时
登录并修改密码。

审核
您的  ${mtname} 申请已于  ${submittime} 审批
通过，特此通知。

兑换码/提货码/取件码

您的兑换申请已经通过，兑换码为  ${code} ，请勿
告诉别人！

尊敬的  ${name} 用户，您的提货码是：  ${code}
 ，请不要把提货码泄露给其他人。

您好，请凭取件码：  ${code} ，至  ${address}
 取件，若有问题请咨询  ${pho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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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订单

您有新的订单待处理，当前状态：  ${status} ，
订单摘要：  ${remark} ，请及时处理。

您有新的  ${product} 订单，请注意查收！

尊敬的  ${name} , 门店  ${store} 有新的配送订
单,快去抢单！

您有新订单，收货人：  ${consignee} ，联系方
式：  ${number} ，请您及时查收！

亲爱的会员，您在  ${name} 的订单提交成功。我们
会尽快发货，记得关注我们的商城喔~感谢您的支持！

应用场景 模板示例

本文为您介绍了申请推广短信时，用户授权证明材料的上传规范。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当您申请推广短信时，为避免未经授权的推广短信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请在征得会员同意的情况下发送
推广短信。

用户授权证明材料包括隐私协议截图和会员管理系统截图。

上传规范上传规范

分类 说明 上传示例

6.3.2. 用户授权证明材料上传规范6.3.2. 用户授权证明材料上传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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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协议截图
您的应用、网站与会员客户签订的隐
私授权协议截图，包括但不限于客户
通知、推广短信的退订等相关内容。

会员管理系统截图
请上传您的会员管理系统截图，以确
保您发送推广短信给您的会员客户。

-

分类 说明 上传示例

提交短信签名或短信模板审核后可能会出现被驳回的情况。本文为您介绍了审核驳回原因与处理建议，帮助
您更高效地完成审核。

常见签名驳回原因与处理建议常见签名驳回原因与处理建议

6.4. 审核驳回原因与处理建议6.4. 审核驳回原因与处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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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回原因 驳回明细 处理建议

签名内容中性化
签名内容过于宽泛，无法辨别具有唯
一性

根据用户身份创建符合自身属性的签
名，必须用于标识公司、产品或业
务。建议设置为账号主体所在机构的
全称或简称、真实应用名称、网站名
称等。

示例：

不符合规范的签名：【会议通
知】【会员通知】【个人姓名】

符合规范的签名：【阿里云会议
通知】【阿里云会员通知】

签名格式错误
签名字数超过限制、签名含有符号
（含空格）或签名为全数字签名及首
字母拼成的签名。

签名格式需符合以下规范：

签名字数要求2~12个字。

支持全英文签名、全中文签名、
中英文与数字组成的签名，不支
持全数字签名及首字母拼成的签
名。

不支持符号（含空格）。

未提供实际业务内容

信息无法核实，如：链接无法访问或
无效、未查询到工信部备案的网站域
名、App或公众号或小程序未上线、
未提供电商店铺展示页链接、未查询
到商标等

请确保业务已上线。在申请说明中提
供具体的、可以核实业务场景的信
息，如官网或网站链接、公众号或小
程序名称、App或电商店铺展示页链
接、已备案的网站域名地址等。

若业务未上线或仍在申请中且未注册
成功的商标名，建议您先申请企业简
称作为签名。

如链接是登录界面，无相关业务及产
品内容，请同时备注登录测试账号及
密码。如外网无法访问链接，也可以
提供链接中与您业务相关的页面截
图。

如果是政企单位，在场景说明中提供
政企单位固定电话。

授权委托书问题

授权方填写错误、被授权方填写错
误、风险承担方填写错误、授权书中
授权方与被授权方颠倒、授权书的签
名与实际申请的签名不一致、授权书
有效期短、授权书盖章错误、授权书
未签字、授权书无日期、授权书内容
变更

请根据授权书填写范本填写授权委托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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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场景非法 签名的适用场景与短信类型不匹配

请选择合适的签名和模板进行短信发
送。

适用场景为验证码的签名与验证
码模板类型匹配发送。

适用场景为通用的签名可与验证
码、短信通知、推广短信、国际/
港澳台短信匹配发送。

资质材料错误

证明文件不符合规范 请根据证明文件规范提供证明。

提示与业务主体不一致
请检查是否填错了签名（错别字、同
音字、多字少字等）或提交错证件。

涉及第三方权益，证明文件错误或未
提供授权委托书

若签名用途为他用或涉及第三方权益
的签名，需提供签名归属方的证明文
件和授权委托书。

如果您申请的签名归属于政企类单
位，请一并提供政企单位固定电话以
便进行回访。

如果您的签名归属方无法提供相关证
件，您可提供该签名方的上级单位证
件并在控制台场景说明中注明原因。

业务类型不支持 签名属于不支持的业务
有些业务如金融类暂不支持使用短信
服务。签名内容或授权材料请勿涉及
金融方面，如“融资担保”。

驳回原因 驳回明细 处理建议

常见模板驳回原因与处理建议常见模板驳回原因与处理建议

驳回原因 驳回明细 处理建议

模板含有特殊字符

为避免与签名混淆，在模板内容
任意位置均不能使用【】，在模
板内容首尾不能使用[]。

不支持特殊符号例如# 『』「」
〖〗 m² • 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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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错误
缺少必备关键字或关键信息

验证码：国内短信模板必须包
含“验证码、注册码、校验码、
动态码”中的任意一个；国际/港
澳台短信模板必须包
含“code”。模板还需体现和说
明“使用平台、用途、失效时
间”中的任意一种。

推广短信：模板结尾处必须说明
退订方式，仅支持设置回
复“TD、T、N”中的任意一种退
订短信。

详情请参见特定规范。

模板使用组合变量或全变量

模板中的两个变量不能相邻，前后需
加文字说明，以体现模板使用者的商
业意图，不支持组合变量或变量相
邻，例如  ${code}${name} ，不
支持全变量模板。

模板存在高风险内容，如短信内链接
无效或不合规、将链接作为变量

请将链接作为固定文本。

若链接为无效链接或无法打开，
请您先自行检查是否填错。

若链接内容与模板内容不符，是
不支持发送的。

运营商业务不支持

运营商不支持使用阿里云短信发送涉
及话费、流量充值、带宽办理、续
费、网上营业厅等相关短信。如审核
失败请修改短信模板和签名，重新提
交审核。

变量错误

数量错误

验证码：模板中仅支持一个变
量。

短信通知：同一个变量在模板中
仅可出现一次。

推广短信：不支持变量。

格式错误

固定格式如：  ${name} 、  $
{content} 等，中间字母应代
表变量属性。

首字母必须为英文字母，只支持
字母、数字和下划线组成，不支
持全数字，同时不支持设置为
email、mobile、id、nick、site
等。

不支持设置局部变量，如：
www.  ${site} .cn

驳回原因 驳回明细 处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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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错误

创建变量时，支持设置电话号码、其
他号码（如订单号、密码等）、时
间、金额、其他（如名称、账号、地
址等），详情请参见变量属性规范。

短信类别错误
在短信通知中发送推广、营销或邀约
内容

根据自己的短信内容选择适合的短信
类型。

邀约内容是指含有关键字如“邀请、
邀请注册、邀请成为会员”并主动推
送给用户的内容，如需使用短信通知
类型，请修改文案。

不符合内容规范

发送金融相关的所有内容、内容中含
有直接或间接访问应用内测分发平台
的行为、向非会员用户发送营销内容
等

详情请参见短信模板规范。

业务类型
部分行业暂不支持短信通知或推广短
信

地产、留学、招聘、交友、游戏等行
业仅支持发送验证码。

驳回原因 驳回明细 处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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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什么是多媒体短信。

支持图片、音频、视频等多媒体发送和交互化菜单的短信产品形态，称为多媒体短信。目前多媒体短信支持
发送卡片短信和数字短信。

类别 产品描述 产品优势 应用场景

卡片短信

卡片消息是文本短信的发送能力
和终端厂商的解析能力的结合，
在终端侧给用户呈现出多媒体卡
片+交互的展现效果。支持图
片、视频、卡片等多种展示形
态。

多样式：支持图片、视频、
卡片等多样展示形态。

低拦截：短信到达到率90%
以上。

高曝光：视频或图文形式，
曝光率超过50%。

高转化：平均点击效果高出
文本短信5倍以上。

高上限：最高点击率可达到
20%以上。

支持多样的交互方式。

通知卡片化通知卡片化
提高通知可读性：通知信息
卡片化，简单明了，提高终
端用户体验。

提高通知互动性：通过按钮
方式，引导终端用户直达业
务场景，增强与企业间互
动。

商业化贴片广告：格式化信
息+底部横图，图片可点击，
可进行商业化变现。

支持场景自定义及拓展。

数字短信
品牌营销
类场景

数字短信是将传统的短信赋予多
媒体的形式，通过一套编码技
术，把文本、图片、音频、视频
等文件通过转码后通过短信发送
给用户，让用户可以收到展现形
式更加丰富的富媒体信息。

数字短信兼顾短信强通知、
及时性、低门槛的特点，同
时迎合内容时代多媒体、强
表达、强交互的诉求。

数字短信支持全媒体素材承
载具备更好体验、更强交互
更高到达率、转化率。

品牌营销类、电商直播类、游
戏类、汽车类等场景，注重品
牌元素和品牌调性，需要较强
的视觉表达的行业。

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多媒体短信定价

发送卡片短信

发送数字短信

卡片短信相关API

本文为您介绍卡片短信和数字短信的计费规则。

卡片短信计费规则卡片短信计费规则
卡片短信在发送成功和渲染成功后，才会开始计费。发送失败或渲染失败不计费。产生费用后，进行累计
计费，每5分钟出账一次，月底出账。更多账单信息，请参见账单管理。

7.多媒体短信7.多媒体短信
7.1. 什么是多媒体短信7.1. 什么是多媒体短信

7.2. 多媒体短信定价7.2. 多媒体短信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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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月底（次月1日，一般至中午12点）完成全月出账，正式从余额里扣款。

卡片短信默认官网定价是0.2元/条，目前卡片短信还在测试阶段，如有需要请提交工单联系运营开通使
用。

数字短信计费规则数字短信计费规则
数字短信是按照发送成功才会开始计费，发送失败不计费。产生费用后，进行累计计费，每5分钟出账一
次，月底出账。更多账单信息，请参见账单管理。

说明 说明 月底（次月1日，一般至中午12点）完成全月出账，正式从余额里扣款。

数字短信默认官网定价是0.4元/条，目前数字短信还在测试阶段，如有需要请提交工单联系运营开通使
用。

多媒体短信包括数字短信和卡片短信。本文为您介绍卡片短信模板规范。

卡片短信内容规范卡片短信内容规范

类别 规范

模板用途

试商用

商用

说明 说明 使用测试模板时，请改模板用途为试商用。模板名称、文本内容、正文
中需要加入测试测试 字样。

主体信息
卡片短信的素材（图片、文本或视频）需要包含发送主体的信息（品牌logo、店铺名、品
牌名或签名等）。如原素材中未包含主体信息，请在文本正文最前方添加短信签名，用
【】进行标识。

关于换行

目前图文模板图文模板 不支持换行，仅轮播模板轮播模板 支持换行且最多11行。

说明 说明 如按照换行提交图文模板会导致显示不全，模板审核不通过。

7.3. 卡片短信7.3. 卡片短信
7.3.1. 卡片短信模板规范7.3.1. 卡片短信模板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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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请上传素材OSS时，区别素材命名，同账号下命名相同的图片会导致模板素材出现混乱。

说明说明

注意对应图片模板尺寸：图文模板16:9，横滑和电商模板1:1。

图片大小：单图不超过100 KB，图片不能模糊，看不清文本信息。

图片内容：符合所选模板场景定位及文案，不得使用已过去的节日（时间）
的图片。

若添加Logo需与主体信息相符。

文本

主题必须添加，不支持换行。轮播模板轮播模板 支持换行且最多11行。

说明说明

不支持特殊符号，无错别字、重复标点。

正文、标题应该与其对应的图片或跳转的内容相匹配。

视频

请上传清晰的视频和视频封面。

说明说明

压缩的码率不低于384 KB。

文件大小：单视频不超过10 MB。

音视频内容必须与主体信息相关。

视频声音不可缺失，请使用有声视频。

若为视频图文类模板，视频封面图与模板下方banner图不能使用同一张图
片。

视频内容不能含有其他视频平台、电视台、网站等制作公司的水印标识。

链接

跳转的地址示例可能与实际的发送企业不一致。请在创建模板时备注：阿里云商家模
板，example示例短链在上线时会更新，示例确保可以打开。

不要随意上传链接，兜底地址字段（floor url）oppo必传，否则会直接返回失败。

链接内容需和其跳转的图片、对应的标题内容相匹配。

说明说明

如果活动页面内容与图片文本素材内容不一致，请在提交模板时备注信息：
活动未开始，上线后会更新。

不允许使用PC页面跳转链接时存在死链、恶意网址，或提示有安全风险的情
况。

电商模板价格不一致
如果素材的价格信息和活动页面价格内容不一致，请在提交模板时备注信息：活动未开
始，上线后会更新。

类别 规范

短信服务公共云合集··多媒体短信 短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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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禁止发送涉及：社交类、教育培训类、微商、二类电商、医美行业、医疗、药品、医院
类、枪支、武器类、管制刀具、危险物品、色情、赌博、毒品、党政、法律维权、众筹、
慈善募捐、宗教、迷信、股票、留学移民、面试招聘、博彩、贷款、催款还款、信用卡提
额、投资理财、中奖、抽奖、一元夺宝、一元秒杀、一元云购、A货、烟酒、交友、暴
力、恐吓、皮草、返现返利、非法套现、游戏外挂、代开发票、运营商禁止发送的信息、
代理注册、代办证件、加群、加QQ或者加微信、贩卖个人信息、运营商业务、流量营销、
违反广告法用语、殡葬、刷单、做任务、空包网、邀请好评、转店类、拉新、众包业务、
POS机、积分兑换等内容的短信。

类别 规范

卡片短信模板是发送短信的具体内容，在发送卡片短信之前您需要添加卡片短信模板并通过审核。本文为您
介绍了如何添加卡片短信模板。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完成阿里云账号注册和实名认证。

开通短信服务。具体操作，请参见短信服务。

提交工单开通卡片短信功能。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卡片短信模板审核通过后方可使用。

卡片短信模板仅支持发送国内短信。

如果卡片短信模板中包含手机厂商不支持的事件，模板将不会提交到对应厂商审核。

1. 登录短信服务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国内消息国内消息 >  > 国内卡片消息国内卡片消息。

3. 选择模板管理模板管理页签，单击添加模板添加模板。

4. 选择模板类型，根据页面提示填写模板名称、模板用途、使用场景、设置模板内容。

模板内容配置信息及说明，请参见下表：

模板类型 类别 说明

7.3.2. 添加卡片短信模板7.3.2. 添加卡片短信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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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类

图文模板

设置图文模板内容。

参数设置参数设置 ：单击管理参数管理参数 ，根据页面使用帮助使用帮助 提示，设置参数信息。

图片设置图片设置 ：上传图片，选择事件类型。

说明说明

支持jpg、jpeg、png格式，大小不超过100k。图片比例16:9（建
议尺寸：1248*702px）。

当事件类型为跳转H5跳转H5时，访问地址不允许包含下载或打开APP。
如果包含下载或打开APP，推荐事件类型使用跳转浏览器跳转浏览器 。

文字设置文字设置 ：设置标题和内容。

说明 说明 标题不超过17个中文字符；内容不超过69个中文字符。

按钮设置按钮设置 ：设置按钮名称，选择事件类型。

说明 说明 按钮名称不超过15个中文字符。

多图文模板

设置多图文模板内容。

参数设置参数设置 ：单击管理参数管理参数 ，根据页面使用帮助使用帮助 提示，设置参数信息。

在标题标题 调整框，单击加减号调整图文数量。

图片设置图片设置 ：上传图片并选择事件类型。

说明说明

支持jpg、jpeg、png格式，大小不超过100k。图片比例16:9（建
议尺寸：1248*702px）。

当事件类型为跳转H5跳转H5时，访问地址不允许包含下载或打开APP。
如果包含下载或打开APP，推荐事件类型使用跳转浏览器跳转浏览器 。

文字设置文字设置 ：设置标题。

说明 说明 标题不超过30个中文字符。

模板类型 类别 说明

短信服务公共云合集··多媒体短信 短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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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滑类

横滑1模板

设置横滑1模板内容。

参数设置参数设置 ：单击管理参数管理参数 ，根据页面使用帮助使用帮助 提示，设置参数信息。

在标题标题 调整框，单击加减号调整横滑数量。

图片设置图片设置 ：上传图片。

说明 说明 支持jpg、jpeg、png格式，大小不超过100k。图片比例
16:9（建议尺寸：1248*702px）。

文字设置文字设置 ：设置标题和内容。

说明 说明 标题不超过13个中文字符；内容不超过30个中文字符。

按钮设置按钮设置 ：设置按钮名称，选择事件类型。

说明说明

按钮名称不超过9个中文字符。

当事件类型为跳转H5跳转H5时，访问地址不允许包含下载或打开APP。
如果包含下载或打开APP，推荐事件类型使用跳转浏览器跳转浏览器 。

横滑2模板

设置横滑2模板内容。

参数设置参数设置 ：单击管理参数管理参数 ，根据页面使用帮助使用帮助 提示，设置参数信息。

在标题标题 调整框，单击加减号调整横滑数量。

图片设置图片设置 ：上传图片。

说明 说明 支持jpg、jpeg、png格式，大小不超过100k。图片比例
16:9（建议尺寸：1248*702px）。

文字设置文字设置 ：设置标题。

说明 说明 标题不超过26个中文字符。

按钮设置按钮设置 ：设置按钮名称，选择事件类型。

说明说明

按钮名称不超过9个中文字符。

当事件类型为跳转H5跳转H5时，访问地址不允许包含下载或打开APP。
如果包含下载或打开APP，推荐事件类型使用跳转浏览器跳转浏览器 。

模板类型 类别 说明

短信服务 短信服务公共云合集··多媒体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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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类 视频模板

设置视频模板内容。

参数设置参数设置 ：单击管理参数管理参数 ，根据页面使用帮助使用帮助 提示，设置参数信息。

图片设置图片设置 ：上传视频和视频封面。

说明说明

视频支持mp4格式，大小不超过10M，建议1080p。

视频封面支持jpg、jpeg、png格式，大小不超过100k。图片比例
16:9（建议尺寸：1248*702px）。

文字设置文字设置 ：设置标题和内容。

说明 说明 标题不超过17个中文字符；内容不超过69个中文字符。

按钮设置按钮设置 ：设置按钮名称，选择事件类型。

说明说明

按钮名称不超过15个中文字符。

当事件类型为跳转H5跳转H5时，访问地址不允许包含下载或打开APP。
如果包含下载或打开APP，推荐事件类型使用跳转浏览器跳转浏览器 。

红包类 红包模板

设置红包模板内容。

参数设置参数设置 ：单击管理参数管理参数 ，根据页面使用帮助使用帮助 提示，设置参数信息。

图片设置图片设置 ：上传图片，选择事件类型。

说明说明

图片支持jpg、jpeg、png格式，大小不超过100k。图片比例
1:1（建议尺寸：640*640px）。

当事件类型为跳转H5跳转H5时，访问地址不允许包含下载或打开APP。
如果包含下载或打开APP，推荐事件类型使用跳转浏览器跳转浏览器 。

文字设置文字设置 ：设置名称、标题和内容。

说明 说明 名称不超过18个中文字符；标题不超过11个中文字符；内容不
超过54个中文字符。

按钮设置按钮设置 ：设置按钮名称，选择事件类型。

说明 说明 按钮名称不超过9个中文字符。

模板类型 类别 说明

短信服务公共云合集··多媒体短信 短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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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确认无误后，单击提交审核提交审核。
模板添加成功后，进入审核流程。

群发助手是短信服务控制台提供的一种短信发送方式。本文为您介绍如何通过群发助手发送卡片短信。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完成阿里云账号注册和实名认证。

开通短信服务。具体操作，请参见短信服务。

添加签名和卡片短信模板并通过审核。具体操作，请参见添加签名和添加卡片短信模板。

操作流程操作流程
1. 登录短信服务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国内消息国内消息 >  > 国内卡片消息国内卡片消息。

3. 选择群发助手群发助手页签，单击添加发送任务添加发送任务，根据页面提示，填写相关任务信息。

配置信息及说明，请参见下表：

名称 说明

任务名称 任务名称，长度不超过30字符。

短信签名 选择短信发送任务的短信签名。

卡片短信模板
Code

选择卡片短信模板。

回落类型

不支持卡片短信的手机号，可以为其设置回落类型。

不回落

回落文本短信

回落数字短信

说明说明

若选择回落文本短信回落文本短信 ，需要设置回落模板回落模板 ，请选择文本短信模板的类型并在指
定类型中选择模板。

若选择回落数字短信回落数字短信 ，需要设置回落模板回落模板 ，请选择模板。

导入号码

i. 单击下载范例下载范例 ，根据示例填写接收号码。

ii. 单击导入号码导入号码 ，导入接收号码文件。

说明 说明 建议单次导入的手机号码不超过50万个，文件大小不可超过3M。

7.3.3. 发送卡片短信7.3.3. 发送卡片短信

短信服务 短信服务公共云合集··多媒体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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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发送

打开定时发送定时发送 开关，可以设置短信发送的日期和时间。

说明说明

如需撤销短信发送任务，请在发送时间前5分钟以内，在群发助手群发助手 页签，单击撤撤
销销 。

国内短信只能设置每天上午8:00到晚上22:00点的发送任务。

名称 说明

4. 单击提交发送任务提交发送任务。

任务添加成功后，预计十分钟内处理完成。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任务添加后，您可以在群发助手群发助手页签，单击查看详情查看详情，查看发送任务的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发送结果发送结果、接收号码详接收号码详
情情等信息。

多媒体短信包括数字短信和卡片短信。本文为您介绍数字短信模板规范。

数字短信内容规范数字短信内容规范

类别 规范

格式

短信内容不支持纯文字或纯视频或纯图片或纯音频，模板须大于660 KB。

图片+音频+视频+文本须小于1.9 MB，超过后不支持。

模板内（文本、视频、图片）不能提供任何个人手机号码、个人微信二维码等个人联系方式； 视
频内不能出现任何logo，如爱剪辑、VUE、腾讯视频等。

图片支持PNG、GIF、JPG格式；视频支持MP4、AVI格式；编码支持H.264格式；音频支持MP3格
式。

说明 说明 目前支持三网文字动参，三网自动合帧（安卓端平铺展现）。

7.4. 数字短信7.4. 数字短信
7.4.1. 数字短信模板规范7.4.1. 数字短信模板规范

短信服务公共云合集··多媒体短信 短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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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数字短信模板需明确表述短信发送的实际内容。

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支持房产类短信房产类短信 ，中国电信暂不支持。

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支持医药类短信医药类短信 ，中国电信暂不支持。

说明 说明 特殊类药物不支持（如壮阳药等）。

中国移动支持传奇仙侠类游戏传奇仙侠类游戏 、大厂游戏大厂游戏 ，中国联通支持大厂游戏大厂游戏 。

说明 说明 游戏内容报备需要提供版号+营业执照+签名授权函信息。

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支持直播类短信直播类短信 ，中国电信暂不支持。

中国移动支持金融类短信金融类短信 ，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暂不支持。

说明 说明 需提供营业执照+金融机构的授权合作证明资质。

不支持发送电商类短信，如：酒水、奶粉、保健品等敏感类商品。

不支持发送竞品行业（通信）类、讲座类（医药保健讲座等）短信。

不支持发送未经许可的信息，主要指邀请注册、邀请成为会员的商业性信息。

禁止发送涉及：社交类、教育培训类、微商、二类电商、医美行业、色情、赌博、毒品、党政、法
律维权、众筹、慈善募捐、宗教、迷信、股票、留学移民、面试招聘、博彩、贷款、催款还款、信
用卡提额、投资理财、中奖、抽奖、一元夺宝、一元秒杀、一元云购、A货、烟酒、交友、暴力、
恐吓、皮草、返现返利、代开发票、运营商禁止发送的信息、代理注册、代办证件、加群、加QQ
或者加微信、贩卖个人信息、运营商业务、流量营销、违反广告法用语、殡葬、刷单、做任务、空
包网、邀请好评、转店类、拉新、众包业务、POS机、积分兑换等内容的短信。

如短信内容中带有链接，不允许发送链接网站与签名不相关的信息；不允许发送链接网站的内容与
短信内容不相关的信息，不允许发送链接网站内容违法的信息。

注意 注意 如出现违法违规或者损害到相关他人权益的，平台将保留最终追究的权利！请各会
员严格遵守规范要求，加强自身业务安全，发送合规短信。

类别 规范

数字短信发送限制数字短信发送限制
使用不同模板ID，对同一个手机号码发送数字短信，最多支持2条/分钟，8条/小时，10条/天。

使用同一个模板ID，对同一个手机号码发送数字短信，最多支持1条/天。例如2022年6月27日10:25发送
一条数字短信，2022年6月28日10:25后才可以给同一个手机号发送相同模板的数字短信。

数字短信模板是发送短信的具体内容，在发送数字短信之前您需要添加数字短信模板并通过审核。本文为您
介绍了如何添加数字短信模板。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完成阿里云账号注册和实名认证。

开通短信服务。具体操作，请参见短信服务。

提交工单开通数字短信功能。

7.4.2. 添加数字短信模板7.4.2. 添加数字短信模板

短信服务 短信服务公共云合集··多媒体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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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数字短信模板审核通过后方可使用。

数字短信模板仅支持发送国内短信。

1. 登录短信服务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国内消息国内消息 >  > 国内数字短信国内数字短信。

3. 选择模板管理模板管理页签，单击添加模板添加模板。

4. 选择模板类型，根据页面提示填写模板名称、设置模板内容。

配置信息及说明，请参见下表：

参数名称 说明

模板类型 数字短信。

模板名称 请输入名称，不超过15个字符。

模板内容

请选择上传的素材类型。

插入文件

插入图片

插入音频

插入视频

说明 说明 单击添加素材添加素材 ，可继续设置素材类型。

申请说明
请描述模板的使用场景，并提供产品链接、App、公众号、公司标准全称
等信息。

5. 确认无误后，单击提交提交。
模板添加成功后，进入审核流程。

群发助手是短信服务控制台提供的一种短信发送方式。本文为您介绍如何通过群发助手发送数字短信。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完成阿里云账号注册和实名认证。

开通短信服务。具体操作，请参见短信服务。

数字短信模板已通过审核。具体操作，请参见添加卡片短信模板。

操作流程操作流程
1. 登录短信服务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国内消息国内消息 >  > 国内数字短信国内数字短信。

3. 选择群发助手群发助手页签，单击添加发送任务添加发送任务，根据页面提示，填写相关任务信息。

配置信息及说明，请参见下表：

7.4.3. 发送数字短信7.4.3. 发送数字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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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任务名称 任务名称，长度不超过30字符。

短信模板 选择短信模板。

接收号码

接收号码支持导入接收号码文件导入接收号码文件 和手动输入接收号码手动输入接收号码 两种方式，您可以选择任意一种方式设
置接收号码。

导入接收号码文件导入接收号码文件

a. 单击下载范例下载范例 ，根据模板示例填写接收号码。

b. 单击导入号码导入号码 ，导入接收号码文件。

手动输入接收号码手动输入接收号码

您需要手动输入接收手机号。

说明说明

如果短信模板包含变量，请使用导入接收号码文件导入接收号码文件 方式导入接收号码。

手动输入接收号码手动输入接收号码 方式最多支持1000个手机号码；导入接收号码文件导入接收号码文件 方式最
多支持5万个手机号码，大批量接收号码建议通过文件导入方式提交。

定时发送

打开定时发送定时发送 开关，可以设置短信发送的日期和时间。

说明说明

如需撤销短信发送任务，请在发送时间前5分钟以内，在群发助手群发助手 页签，单击撤撤
销销 。

国内短信只能设置每天上午8:00到晚上22:00点的发送任务。

4. 单击提交发送任务提交发送任务。

任务添加成功后，预计十分钟内处理完成。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任务添加后，您可以在群发助手群发助手页签，单击查看详情查看详情，查看发送任务的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发送结果发送结果、接收号码详接收号码详
情情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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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API接口失败时，会返回接口调用错误码。本文档为您提供API接口错误码列表，请根据错误码和对应错
误信息排查问题。

错误码（Code）
错误信息
（Message）

原因及解决方案

OK OK 表示接口调用成功。

isv.SMS_SIGNATURE_SCENE_ILLEGA
L

签名和模板类型不一致

原因原因 ：模板和签名类型不一致，例如用验证码签
名下发了通知短信或短信推广。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签名分为验证码和通用两种类型。模
板分为验证码、短信通知和推广短信三种类型，其
中验证码类签名只能发送验证码模板，通用类签名
可以发送全部类型的模板。建议您把签名更改
为“通用”类型。

isv.EXTEND_CODE_ERROR
扩展码使用错误，相同
的扩展码不可用于多个
签名

原因原因 ：发送短信时，不同签名的短信使用了相同
扩展码。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在调用短信发送接口时，不同的短信
签名使用不同的扩展码。

isv.DOMESTIC_NUMBER_NOT_SUPP
ORTED

国际/港澳台消息模板
不支持发送境内号码

原因原因 ：国际/港澳台消息模板仅支持发送国际、中
国港澳台地区的号码。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如果想发送中国内地（大陆）短信，
请申请国内消息短信模板。

isv.DENY_IP_RANGE
源IP地址所在的地区被
禁用

原因原因 ：被系统检测到源IP属于非中国内地（大陆）
地区。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请将源IP地址修改为中国内地（大陆）
地区的IP地址。国际/港澳台的IP地址禁止发送中国
内地短信业务。

isv.DAY_LIMIT_CONTROL 触发日发送限额

原因原因 ：已经达到您在控制台设置的短信日发送量
限额值。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如需修改限额，请登录短信服务控制
台，在左侧导航栏，选择系统设置系统设置  >   >  国内消息设国内消息设
置置  >   >  安全设置安全设置 ，修改发送总量阈值发送总量阈值 。

isv.SMS_CONTENT_ILLEGAL
短信内容包含禁止发送
内容

原因原因 ：短信内容包含禁止发送内容。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修改短信文案。

8.错误码8.错误码
8.1. API错误码8.1. API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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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v.SMS_SIGN_ILLEGAL 签名禁止使用

原因原因 ：签名禁止使用。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请在短信服务控制台申请符合规定的
签名。

isp.RAM_PERMISSION_DENY RAM权限不足

原因原因 ：RAM权限不足。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请为当前使用的AccessKey对应RAM
用户进行授权：AliyunDysmsFullAccess（管理权
限）。具体操作请参见：为RAM用户授权。

isv.OUT_OF_SERVICE 业务停机

原因原因 ：余额不足。余额不足时，套餐包中即使有
短信额度也无法发送短信。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请及时充值。

说明 说明 如果余额大于零仍报此错误，
请提交工单联系售后工程师处理。

isv.PRODUCT_UN_SUBSCRIPT
未开通云通信产品的阿
里云客户

原因原因 ：该AccessKey所属的账号尚未开通云通信的
服务，包括短信、语音、流量等服务。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当出现此类报错信息时，需要检查当
前AccessKey是否已经开通阿里云短信服务。如已
开通短信服务，则参照短信服务文档调用接口。

isv.PRODUCT_UNSUBSCRIBE 产品未开通

原因原因 ：该AccessKey所属的账号尚未开通当前接口
的产品，例如仅开通了短信服务的用户调用语音服
务接口时会产生此报错信息。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检查AccessKey对应账号是否已开通
调用对应接口的服务。开通短信服务，请参见短信
服务产品介绍。

isv.ACCOUNT_NOT_EXISTS 账户不存在
原因原因 ：使用了错误的账户名称或AccessKey。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请确认账号信息。

isv.ACCOUNT_ABNORMAL 账户异常

原因原因 ：账户异常。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计费服务查询异常，请提交工单联系
人工服务。

isv.SMS_TEMPLATE_ILLEGAL
该账号下找不到对应模
板

原因原因 ：在您的账号下找不到对应模板，可能
AccessKey账号和模板归属于不同账号，或使用了
未审核通过的模板。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请检查您的AccessKey账号和模板是
否属于同一个账号，或登录短信服务控制台，在模模
板管理板管理 页面查此模板是否审核通过。

错误码（Code）
错误信息
（Message）

原因及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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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v.SMS_SIGNATURE_ILLEGAL
该账号下找不到对应签
名

原因原因 ：

在您的账号下找不到对应编号的签名，可能是
AccessKey账号和签名归属于不同账号，或使用
了未审核通过的签名。

您传入的签名有空格、问号、错别字等导致乱
码。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

请检查您的AccessKey和签名是否属于同一个账
号，或登录短信服务控制台，在签名管理签名管理 页面
查看此签名是否审核通过。

请检查您传入的签名格式是否正确，删除签名
中的空格、特殊符号，修改错别字。签名格式
请参见短信签名规范。

isv.INVALID_PARAMETERS 参数格式不正确

原因原因 ：参数格式不正确。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请根据对应的API文档检查参数格式。
例如，短信查询QuerySendDetails接口的参
数SendDate日期格式为yyyyMMdd，正确格式为
20170101，错误格式为2017-01-01。

isp.SYSTEM_ERROR
系统出现错误，请重新
调用

原因原因 ：系统出现错误。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请重新调用接口，如仍存在此情况，
请提交工单联系人工服务。

isv.MOBILE_NUMBER_ILLEGAL 手机号码格式错误

原因原因 ：手机号码格式错误。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参数PhoneNumbers请传入正确的格
式。

国内消息：+/+86/0086/86或无任何前缀的11
位手机号码，例如1595195****。

国际/港澳台消息：国际区号+号码，例如
8520000****。

isv.MOBILE_COUNT_OVER_LIMIT
手机号码数量超过限
制，最多支持1000条

原因原因 ：参数PhoneNumbers中指定的手机号码数
量超出限制。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请将手机号码数量限制在1000个以
内。

isv.TEMPLATE_MISSING_PARAMETE
RS

模板变量中存在未赋值
变量

原因原因 ：参数TemplateParam中，变量未全部赋
值。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请用JSON格式字符串为模板变量赋
值。例如，模板为您好${name}，验证码
${code}，则参数TemplateParam可以指定为
{"name":"Tom","code":"123"}。

错误码（Code）
错误信息
（Message）

原因及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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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v.BUSINESS_LIMIT_CONTROL 触发云通信流控限制

原因原因 ：达到云通信短信发送频率上限。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请将短信发送频率限制在正常的业务
流控范围内，默认流控详情，请参见短信发送规
则。您还可以登录短信服务控制台，在系统设置系统设置
>  >  国内消息设置国内消息设置 页面调整流控阈值。

isv.INVALID_JSON_PARAM
参数格式错误，请修改
为字符串值

原因原因 ：参数格式错误，不是合法的JSON格式，修
改为字符串值。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请在参数TemplateParam中指定正确
的JSON格式字符串，例
如  {"code":"123"} 。

isv.BLACK_KEY_CONTROL_LIMIT
变量中传入疑似违规信
息

原因原因 ：黑名单管控是指变量内容含有限制发送的
内容，例如变量中不允许透传URL。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请检查通过变量是否透传了一些敏感
信息。

isv.PARAM_LENGTH_LIMIT 参数超过长度限制

原因原因 ：参数超过长度限制。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针对2018年01月10日之后申请的短信
通知类模板，变量限制为1~35个字符；验证码类
模板，变量限制为4～6个字符，请修改参数长
度。

isv.PARAM_NOT_SUPPORT_URL 变量不支持传入URL

原因原因 ：黑名单管控是指变量内容含有限制发送的
内容，例如变量中不允许透传URL。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请检查通过变量是否透传了URL或敏感
信息。

isv.AMOUNT_NOT_ENOUGH 账户余额不足

原因原因 ：当前账户余额不足。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请及时充值。调用接口前请确认当前
账户余额是否足以支付预计发送的短信量。

isv.TEMPLATE_PARAMS_ILLEGAL
模板变量里包含非法字
符，如emoji表情等

原因原因 ：模板变量里包含非法字符，如emoji表情
等。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请检查通过变量是否透传了emoji表
情。

SignatureDoesNotMatch
客户端生成的签名与服
务端不匹配

原因原因 ：签名（Signature）加密错误。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

如果使用SDK调用接口，请注意AccessKey ID和
AccessKey Secret字符串赋值正确。

如果自行加密签名（Signature），请参见请求
签名检查加密逻辑。

错误码（Code）
错误信息
（Message）

原因及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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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alidT imeStamp.Expired 时间戳或日期已过期

原因原因 ：一般由于时区差异造成时间戳错误，发出
请求的时间和服务器接收到请求的时间不在15分
钟内。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请使用GMT时间。

说明 说明 阿里云网关使用的时间是GMT时
间。

SignatureNonceUsed 签名随机数已被使用

原因原因 ：唯一随机数重复，SignatureNonce为唯一
随机数，用于防止网络重放攻击。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不同请求请使用不同的随机数值。

InvalidVersion API版本号错误

原因原因 ：版本号（Version）错误。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请确认接口的版本号，短信服务的API
版本号（Version）为2017-05-25。

InvalidAction.NotFound
未找到指定的API，请
检查您的URL和方法

原因原因 ：参数Action中指定的接口名错误。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请在参数Action中使用正确的接口地
址和接口名。

isv.SIGN_COUNT_OVER_LIMIT
超过单自然日签名申请
数量上限

原因原因 ：一个自然日中申请签名数量超过限制。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合理安排每天的签名申请数量，次日
重新申请。

isv.TEMPLATE_COUNT_OVER_LIMIT
超过单自然日模板申请
数量上限

原因原因 ：一个自然日中申请模板数量超过限制。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合理安排每天的模板申请数量，次日
重新申请。

isv.SIGN_NAME_ILLEGAL 签名名称不符合规范

原因原因 ：签名名称不符合规范。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签名名称规范，请参见短信签名规
范重新申请签名。

isv.SIGN_FILE_LIMIT
签名认证材料附件大小
超过限制

原因原因 ：签名认证材料附件大小超过限制。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压缩签名认证材料至2MB以下。

isv.SIGN_OVER_LIMIT 签名字符数量超过限制

原因原因 ：签名的名称或申请说明的字数超过限制。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修改签名名称或申请说明，并重新提
交审核。

错误码（Code）
错误信息
（Message）

原因及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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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v.TEMPLATE_OVER_LIMIT 模板字符数量超过限制

原因原因 ：模板的名称、内容或申请说明的字数超过
限制。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修改模板的名称、内容或申请说明，
并重新提交审核。

SIGNATURE_BLACKLIST 签名内容涉及违规信息

原因原因 ：签名内容涉及违规信息。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重新修改签名内容。更多信息，请参
见短信签名规范。

isv.SHORTURL_OVER_LIMIT
超过单自然日短链申请
数量上限

原因原因 ：一天创建短链数量超过限制。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合理预估一天申请短链数量，次日重
新创建短链。

isv.NO_AVAILABLE_SHORT_URL 该账号无有效短链

原因原因 ：企业客户当前并无有效短链。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企业客户需重新申请有效短链，保证
在短链有效期内调用短参生成接口。

isv.SHORTURL_NAME_ILLEGAL
短链名不能超过24个
字符

原因原因 ：短链名不能超过24个字符。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请根据短链规范重新创建。

isv.SOURCEURL_OVER_LIMIT
原始链接字符数量超过
限制

原因原因 ：原始链接字符数量超过限制。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重新创建判断字符长度是否符合平台
规则。

isv.SHORTURL_TIME_ILLEGAL
短链有效期期限超过限
制

原因原因 ：选择短链有效期限超过30天限制。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请保证短链有效期输入在30天以内。

isv.PHONENUMBERS_OVER_LIMIT
上传手机号个数超过上
限

原因原因 ：单次调用上传手机号个数超过50000个上
限。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分多次调用短参生成接口，单次上传
手机号个数不超过50000个。

isv.SHORTURL_STILL_AVAILABLE
原始链接生成的短链仍
在有效期内

原因原因 ：原始链接生成的短链仍在有效期内，无需
重复创建。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

待原始链接生成的短链失效或删除该短链后，
重新创建。

使用新的原始链接，创建新的短链。

错误码（Code）
错误信息
（Message）

原因及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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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v.ERROR_EMPTY_FILE 签名文件为空

原因原因 ：签名文件为空。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检查签名文件，补充签名资质证明、
授权书等相关文件截图。

isp.GATEWAY_ERROR 调用发送应用模块失败

原因原因 ：调用发送应用模块失败。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调用发送应用模块失败，请尝试重新
发送，或提交工单联系人工服务处理。

isv.ERROR_SIGN_NOT_DELETE
审核中的签名，暂时无
法删除

原因原因 ：签名正在审核中，暂时无法删除。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请签名审核结束后，再删除对应签
名。

isv.ERROR_SIGN_NOT_MODIFY
已通过的签名不支持修
改

原因原因 ：已通过的签名不支持修改。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请按签名规范，重新提交申请签名。
更多信息，请参见短信签名规范。

isv.ERROR_TEMPLATE_NOT_DELETE
审核中的模板，暂时无
法删除

原因原因 ：模板正在审核中，暂时无法删除。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请模板审核结束后，再删除对应模
板。

isv.ERROR_TEMPLATE_NOT_MODIF
Y

已通过的模板不支持修
改

原因原因 ：已通过的模板不支持修改。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请按模板规范，重新提交申请模板。
更多信息，请参见短信模板规范。

isv.SMS_OVER_LIMIT
单日最多申请模板或签
名100条

原因原因 ：您已超过单日最多申请模板或签名100条的
上限。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请您24小时后继续申请，或提交工
单联系人工服务协助解决。

isv.CUSTOMER_REFUSED 用户已退订推广短信

原因原因 ：该手机用户已退订推广短信。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请尊重手机用户意愿，减少对该客户
的推广短信发送。

isv.SMS_TEST_SIGN_TEMPLATE_LI
MIT

测试模板和签名限制

原因原因 ：测试专用签名和模板必须结合使用。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请使用短信服务提供的测试专用签名
和测试专用模板。

错误码（Code）
错误信息
（Message）

原因及解决方案

调用接口成功后，运营商会异步返回短信发送状态码。

8.2. 短信发送状态回执错误码8.2. 短信发送状态回执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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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发送状态回执错误码如下：

供应商供应商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1005 内容含有违禁词 建议修改发送内容

-185 分组手机号每天限制条数 建议24小时后发送

-182 内容中超过空格限制 建议修改发送内容

-181 每天验证码拦截 建议24小时后重新获取

-144 组黑名单 建议24小时后重新获取

-131 验证码30秒拦截 建议间隔30秒后发送

-128 通道手机号拦截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决

-119 不符合本用户任何模板 建议按规定模板发送

-118 找不到用户 建议更换号码

-117 无法区分实时还是批量 建议采用正确方式发送

-116 下发日期格式异常 建议修改日期格式

-115 用户状态为测试用户 建议更改正确手机号码

-114 用户每天条数限制 建议24小时后发送

-113 账号拦截状态 建议使用正常的账号

-112 手机号码格式不正确 建议使用正确的手机号

-111 指定扩展号拦截 建议使用正确的扩展号

-109 扩展号不在白名单中 建议将该扩展号加白

-108 超过手机号条数限制 建议24小时后发送

-107 手机号内容重复 建议修改内容

-106 内容含有黑内容 建议修改内容

-101 拦截指定用户运营商信息出错 建议修改内容

-100 获取运营商出错 建议使用正确的手机号

-99 一分钟拦截 建议1分钟后再发送

-95 空号 建议使用正确的手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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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决

-43 内存满 建议用户清理手机内存后重新发送

-37 关机 建议联系用户开机

-15 签名黑名单 建议重新申请签名

-14 手机号在用户黑名单 建议联系用户进行黑名单解除

-13 手机号在平台黑名单 建议联系平台进行黑名单解除

-24 计费失败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决

-20 msg_id使用错误 建议使用正确的msg_id

-19 密码错误 建议确认账号参数、密码等是否正确

-18 指定访问IP错误 建议绑定通道IP白名单

-17 密码填写错误 建议确认账号参数密码是否正确

-16 用户名不存在 建议排查提交参数是否正确

-14 msg_id超过50个字符 建议减少msg_id字符数

-13
手机号码超过200个或合法的手机号
码为空

建议减少发送号码或者确认手机号是
否合法

-12 短信内容为空或超过500字符 建议一条短信内容不超500字符

-11 账户状态关闭 建议开启账号

-10 余额不足 建议进行账户充值

18 白名单驳回 建议修改发送内容

56 重复发送拦截
建议减少短期内对同一号码发送消息
数

116 个性化短信提交个数超过200条 建议减少个性化短信提交数

117 子账户设置了全部拦截 建议确认取消资账户设置的拦截

124
长短信在审核表中24小时内无法拼
接完整

建议确认是否按照长短信格式发送长
短信

125 群发拦截 建议确认内容是否正规

GL:0000 同一个号码下发频次限制 建议减少对同一号码的下发数量

-1007 针对诈骗信息的空格拦截 建议更改内容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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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每天验证码拦截 建议24小时后重新获取

-180 分组限制拦截 建议24小时后发送

-131 30秒拦截 建议间隔30秒后发送

-128 通道手机号拦截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决

-119 不符合本用户任何模板 建议按规定模板发送

-118 找不到用户 建议更换号码

-117 无法区分实时还是批量 建议采用正确方式发送

-115 用户状态为测试用户 建议更换正常用户

-112 手机号格式不正确 建议更改正确手机号码

-111 指定扩展号拦截 建议更换扩展号码

-109 扩展号不在白名单中 建议将该扩展号加白

-108 超过手机号条数限制 建议24小时后发送

-107 手机号内容重复 建议修改内容

-106 内容含有黑内容 建议修改内容

-105 内容含有违禁词 建议修改内容

-104 手机号在用户黑名单 建议征求用户意见解除黑名单

-103 手机号在平台黑名单 建议征求用户意见解除黑名单

-102 手机号不在白名单 建议将手机号码加白

-101 拦截指定用户运营商信息出错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决

-100
用户手机终端问题或发送内容有屏蔽
词

建议更换终端或者修改内容

-99 一分钟拦截 建议一分钟后发送

-95 空号 建议更换号码

-74 禁止操作 建议用户开机续费后重新获取

-44 0440通道短信无签名 建议短信内容加上签名

-43 用户手机端定制了短信防火墙
建议用户开机续费后重新获取或者解
除防火墙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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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续费后重新获取

-13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更换号码或者续费开机

-1 重试消息过期 建议重新下发

JL:0002 手机号异常 建议确认手机号是否正常

JL:0012 扩展号超长 建议修改扩展号

JL:0013 手机号在账号黑名单中 建议解除手机号黑名单

JL:0014 短信内容中有违禁词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JL:0015 账号余额不足 建议进行账户充值

JL:0016 账号日发送上限 建议24小时后发送

JL:0017 通道未配置 建议反馈进行业务配置

JL:0018 短信提交超速 建议降低短信提交流速

JL:0019 余额查询超速 建议降低余额查询频次

JL:0020 状态报告主动查询超速 建议降低状态报告主动查询频次

JL:0021 群发限制 建议减少群发数量

JL:0022 短信签名未备案 建议进行短信签名备案

JL:0023 短信签名未设置或设置错误 建议设置短信签名

JL:0024 关键字或群发审核未通过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JL:0025 单个号码日发送上限 建议24小时后发送

JL:0026 手机号在平台黑名单中 建议联系平台解除黑名单

DELIVRD 成功 无

BLACK 普通黑名单 建议联系平台解除黑名单

REJECTD 驳回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UNDELIV 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E:CHAN 无通道（不符合规范手机号） 建议联系平台确认原因

E:ODSL 号码超秒限 建议1秒后再发送

E:ODDL 号码超日限 建议24小时后发送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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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DWL 号码超周限 建议7天后发送

E:ODML 号码超月限 建议30天后发送

E:DISPR 屏蔽省份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决

E:SIGN 签名错 建议更换签名

E:EXT 扩展错 建议使用正确的扩展号

E:APP 无账户 建议使用正确的账户

E:CHAN 无通道 建议反馈进行通道业务确认

E:PROD 无产品 建议反馈进行业务配置

DELIVRD 成功 无

UNDELIV 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REJECTD 被SMSC驳回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BLACK 黑名单 建议联系平台进行黑名单解除

KEYWORD 关键字屏蔽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NOPASS 人工驳回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SUBFAIL 提交网关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SIGFAIL 签名未报备 建议进行签名报备

BEYONDN 超过次数控制 建议减少发送次数

tuiding 已退订 建议联系用户取消退订

NOTITLE 无退订 无

W-BLACK 验证码的专属黑名单 建议联系平台解除黑名单

S:111 提交速度过快 建议降低提交速度

SJ:9441 同一个号码发送频次为：2天1次 建议降低发送频次

Z:-7 10658139内容关键词原因拦截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YX:0019 122黑名单 建议联系平台解除黑名单

YX:9403 黑名单 建议联系平台解除黑名单

YX:9413
10秒以内同内容同号码重复发送2次
以上

建议10秒后再发送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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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X:9415
会员营销：因内容有敏感字而拒绝发
送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YX:9430 会员营销：长短信提交不完整 建议检查是否符合长短信格式

YX:9431 会员营销：签名被屏蔽 建议更换发送签名

YX:9501 会员营销：手机号码错误 建议确认发送的手机号码

AP:10 错误的原发号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AP:12 错误的目的号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AP:15 错误的资费代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AP:16 该时间段内禁止下发 注意发送时间

AP:17 签名无效 建议进行签名备案

AP:2 IP鉴权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AP:3 鉴权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AP:4 版本号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确认版本号

AP:5 错误的资费代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AP:6 错误的消息长度 建议修改消息长度

AP:7 错误的服务代码 建议使用正确的服务代码

AP:8 提交超流量 建议降低提交流量

AP:9 错误的MSG_FORMAT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NN:1 错误的消息包 建议使用正确的消息包

CNN:100 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NN:15 错误的资费代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NN:2 IP错误 建议使用正确的IP

CNN:21 连接过多 建议减少连接数

CNN:3 验证错误 建议核对账号密码

CNN:4 版本号错误 建议使用正确的版本号

CNN:5 其他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NN:6 错误的接入点 建议使用正确的接入点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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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7 错误的状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L26:1 关机 建议联系用户开机

CL26:-13 10658139网关黑名单
建议用户回复1111至
1065813911111可直接解除

CL26:-15
同1个号码半个小时内只能下发2条
短信

建议半小时后发送

CL26:-35
同号码30分钟内同时注册两个以上
不同签名

建议30分钟后注册签名

CL26:-36 因网站无图形验证
建议添加图形验证后联系平台解除拦
截

CL26:-37 同一个号码一天10条限制 建议减少发送条数

CL26:-99 10658提交超时 建议减少提交量

CL31RESP:5 142移动运营商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BLACK 黑名单号码 建议联系平台进行黑名单解除

NOROUTE 无通道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ROUTEERR 通道异常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REJECT 审核驳回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DISTURB 手机号码发送次数过多 建议减少发送次数

EMSERR 长短信不完整 建议修改长短信格式

SIGNERR 签名错误 建议使用正确的签名

KEYWORD 敏感词拦截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2_1 空号 建议使用正确的手机号

2_10 用户欠费停机 用户终端问题

2_12 不在服务区 用户终端问题

2_13 用户欠费停机 用户终端问题

2_24 关机 用户终端问题

2_3 关机 用户终端问题

2_5 用户欠费停机 用户终端问题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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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_56 某些字符无法识别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2_59 关机 用户终端问题

2_64 发送的号码有问题 发送的号码有问题

2_67 黑名单 建议联系平台解除黑名单

2_86 黑名单 建议联系平台解除黑名单

S:1 黑名单 建议联系平台解除黑名单

S:3 黑名单 建议联系平台解除黑名单

S:4 网关未分配通道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S:5 号码格式错误 建议使用正确的号码

S:6 签名提交错误 建议重新提交签名

S:7 用户名密码错误 建议提交正确的用户名密码

S:8 超速 建议降低提交速率

S:11 预付费用户欠费 建议进行账户充值

S:13 是发送的包里号码放的太多了 建议减少发送的号码

S:15
超过发送限制，1分钟5条1小时10条
超过会返回S15的错误代码

建议减少单号码发送数量

YX:9402 平台自定义错误代码：非法内容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YX:9403
平台自定义错误代码：手机号码黑名
单

建议联系平台解除黑名单

YX:9413
平台自定义错误代码：10秒以内同
样内容

建议减少单号码发送数量

YX:9415 平台自定义错误代码：人工审核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YX:9416 平台自定义错误代码：系统审核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YX:9417 平台自定义错误代码：夜间模板审核 建议白天进行模板审核

YX:9419
非验证码内容一天超过10次被系统
屏蔽

建议减少发送数量

YX:9420 平台自定义错误代码：夜间 建议白天进行业务发送

YX:9421 平台自定义错误代码：夜间 建议白天进行业务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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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X:9422 平台自定义错误代码：人工二次审核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YX:9423 平台自定义错误代码：高危审核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YX:9424 夜间系统审核因非法字符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YX:9425 系统判断多签名而自动拒绝发送 建议只使用一个签名

YX:9426
平台自定义错误代码：推广系统未报
备

建议报备推广模板

YX:9427 平台自定义错误代码：特级高危内容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YX:9428 短信内容为空系统自动拒绝发送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YX:9429 平台自定义错误代码：签名超过长度 建议修改签名

YX:9430
客户侧长短信提交不完整请客户侧检
查

建议修改长短信格式

YX:9431 签名被临时解决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YX:9432 整个平台验证码1分钟最多发1条 建议1分钟最多发送1条

YX:9433 整个平台验证码1小时最多发3条 建议1小时最多发3条

YX:9434 整个平台验证码1天最多可发6条 建议1天最多发6条验证码

YX:9501 平台自定义错误代码：非法目标地址 建议使用正确的手机号

YX:9909
平台自定义错误代码：本网关提交到
移动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2:0006 短信内容超长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M2:0013 非法号码 建议使用正确的手机号码

M2:0042 关键字拦截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M2:0043 30秒内重发拦截 建议30秒后重新发送

M2:0044 短信内容为空 建议修改内容

M2:0045 黑名单 建议联系平台解除黑名单

YX:1000 超频 建议降低发送频次

YX:1002 CMPP协议应答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1003 SGIP协议应答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1004 SMGP协议应答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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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X:1005 SMPP协议应答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1006 关键字超频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YX:4002 reback处理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5001 IP地址解析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5004 审核模块返回码不为200 建议修改审核模板

YX:5005 超频计费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5006 计费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5007 短信需要审核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5008 发送到audit模块应答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5009 预付费 建议进行账户充值

YX:5010 超频扣费模块返回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7000 审核不通过 建议修改文案

YX:8006 比如账号注册时为cmpp账号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8007 电话号码格式错误 建议修改使用正确的号码

YX:8008 电话号码在系统黑名单内 建议联系平台解除黑名单

YX:8009 重复的号码 建议删除重复号码

YX:8011 账号被锁定 建议联系平台解除账号锁定

YX:8012 短信内容过长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YX:8013 电话号码数量大于100个 建议减少号码数量

YX:8014 长短信的子短信数量过多 建议减少长短信的子短信数量

YX:8015
长短信某个子短信的编号大于子短信
总个数

建议修改长短信格式

YX:8016 长短信的子短信没有收齐 建议确认长短信是否发送完全

YX:8017 长短信拼接超时 建议确认长短信格式

YX:8018 内容为空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YX:8019 包含关键字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YX:9000 hostIP线程返回应答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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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X:9001 电话号码不在配置号段的表中 建议使用争取的号码

YX:9002 clientid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03 t_sms_client_tariff表空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04 选不到合适的通道组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05 选不到通道时将消息重新丢回队列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06 选不到通道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07 t_sms_tariff表空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08 计费模块返回应答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09 超频计费情况下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10 send模块的节点数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11 IP地址解析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13 未知的类型的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14 类对象初始化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15 smsp_c2s组件mq队列配置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1000 超频 建议降低发送频次

YX:1002 CMPP协议应答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1003 SGIP协议应答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1004 SMGP协议应答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1005 SMPP协议应答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1006 关键字超频 建议降低发送频次

YX:4002 reback处理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4015 通道信息表更新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4016 四大直连协议连接异常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4017 通道信息表更新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4018 通道信息表更新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4019 通道信息表更新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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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X:5001 IP地址解析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5002 类对象初始化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5003 类对象初始化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5004 审核模块返回码不为200 建议修改内容后重新提交审核

YX:5005 超频计费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5006 计费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5007 短信需要审核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5008 发送到audit模块应答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5009 预付费 建议进行账户充值

YX:5010 超频扣费模块返回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7000 审核不通过 建议修改内容后重新提交审核

YX:8006 比如账号注册时为cmpp账号 建议使用注册时使用的协议提交

YX:8007 电话号码格式错误 建议使用正确的手机号

YX:8008 电话号码在系统黑名单内 建议联系平台解除黑名单

YX:8009 重复的号码 建议删除重复号码

YX:8011 账号被锁定 建议联系平台解除账号锁定

YX:8012 短信内容过长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YX:8013 电话号码数量大于100 建议减少发送数量

YX:8014 长短信的子短信数量过多 建议减少长短信的子短信数量

YX:8015
长短信某个子短信的编号大于子短信
总个数

建议使用正确的长短信格式

YX:8016 长短信的子短信没有收齐 建议使用正确的长短信格式

YX:8017 长短信拼接超时 建议使用正确的长短信格式

YX:8018 内容为空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YX:8019 包含关键字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YX:8023 用户使用签名端口 建议报备签名

YX:9000 hostIP线程返回应答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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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X:9001 电话号码不在配置号段的表中 建议使用正确的号码

YX:9002 clientID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03 t_sms_client_tariff表空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04 选不到合适的通道组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05 选不到通道时将消息重新丢回队列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06 选不到通道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07 t_sms_tariff表空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08 计费模块返回应答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09 超频计费情况下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10 send模块的节点数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11 IP地址解析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13 未知的类型的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14 类对象初始化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15 smsp_c2s组件mq队列配置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1000 超频 建议降低发送频次

YX:1002 CMPP协议应答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1003 SGIP协议应答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1004 SMGP协议应答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1005 SMPP协议应答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1006 关键字超频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YX:4002 reback处理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5001 IP地址解析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5004 审核模块返回码不为200 建议修改内容后重新提交审核

YX:5005 超频计费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5006 计费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5007 短信需要审核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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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X:5008 发送到audit模块应答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5009 预付费 建议进行账户充值

YX:5010 超频扣费模块返回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7000 审核不通过 建议修改内容后重新提交审核

YX:8006 比如账号注册为cmpp账号 建议使用注册时使用的协议提交

YX:8007 电话号码格式错误 建议使用正确的号码

YX:8008 电话号码在系统黑名单内 建议联系平台解除黑名单

YX:8009 重复的号码 建议删除重复的号码

YX:8011 账号被锁定 建议联系平台解除账号锁定

YX:8012 短信内容过长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YX:8013 电话号码数量大于100 建议减少发送的号码

YX:8014 长短信的子短信数量过多 建议减少长短信的子短信数量

YX:8015
长短信某个子短信的编号大于子短信
总个数

建议使用正确的长短信格式

YX:8016 长短信的子短信没有收齐 建议使用正确的长短信格式

YX:8017 长短信拼接超时 建议使用正确的长短信格式

YX:8018 内容为空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YX:8019 包含关键字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YX:9000 hostIP线程返回应答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01 电话号码不在配置号段的表中 建议使用正确的号码

YX:9002 clientID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03 t_sms_client_tariff表空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04 选不到合适的通道组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05 选不到通道时将信息重新丢回队列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06 选不到通道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07 t_sms_client_tariff表空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08 计费模块返回应答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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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X:9009 超频计费情况下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10 send模块的节点书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11 IP地址解析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13 未知的类型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14 类对象初始化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YX:9015 smsp_c2s组件mq队列配置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AP:0 提交成功 无

AP:10 错误的原发号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AP:12 错误的目的号码 建议使用正确的号码

AP:15 余额不足 建议进行账户充值

AP:16 该时间段内禁止下发 建议更换发送时间

AP:17 签名无效 建议报备签名

AP:2 IP鉴权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设置IP白名单

AP:3 鉴权错误 建议使用正确的账号密码

AP:4 版本号错误 建议使用正确的版本号

AP:5 错误的资费代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AP:6 错误的消息长度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AP:7 错误的服务代码 建议使用正确的服务代码

AP:8 提交超流量 建议减少提交量

AP:9 错误的MSG_FORMAT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NN:0 登录成功 无

CNN:1 错误的消息包 建议使用正确的消息包

CNN:100 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NN:15 余额不足 建议进行账户充值

CNN:2 IP错误 建议使用正确的IP地址

CNN:21 连接过多 建议降低连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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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3 验证错误 建议使用正确的账号密码

CNN:4 版本号错误 建议使用正确的版本号

CNN:5 其他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NN:6 错误的接入点 建议使用正确的接入点

CNN:7 错误的状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HD:20 无发送通道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HD:21 十分钟重发拦截 建议十分钟后再发送

HD:22 危险短信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HD:23 未报备的签名 建议报备签名

HD:24
此时间段内同一内容的短信数量超出
限制

建议减少相同内容短信发送数量

HD:28 子码屏蔽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HD:31 相同验证码发送超限 建议减少验证码发送数量

SIGFAIL 签名未报备 建议报备签名

BEYONDN 超过次数控制 建议减少发送次数

tuiding 已退订 建议联系用户取消退订

NOTITLE 无退订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W-BLACK 验证码的专属黑名单 建议联系平台解除黑名单

SIGFAIL 签名未报备 建议报备签名

BEYONDN 超过次数控制 建议减少发送次数

tuiding 已退订 建议联系用户取消退订

NOTITLE 无退订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W-BLACK 验证码的专属黑名单 建议联系平台解除黑名单

GL:0000 同一个号码下发频次限制。 建议减少同号码下发频次

td:88 用户主动回复退订 建议终端用户联系平台取消退订

R1:0210 模板未加退订 建议模板增加“回复T退订”

M2:0046 单日给同一号码发送超限 建议减少对同一号码单日发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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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DDL: 单日给同一号码发送超限 建议减少对同一号码单日发送量

JL:0028 黑名单 终端手机号由于投诉等被列入黑名单

MC_T:901 客户未开通国际短信 建议用户开通国际短信

NOWAY 未匹配通道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排查

CHECK 审核不通过 建议修改文案后重新提交

SIGN 签名错误 建议修改签名

LIMIT 超发限制 建议降低发送频率

PHONERR 无归属地 建议检查号码是否正确

SWITCH 通道切出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排查

ERROR 提交异常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排查

PKE:024 签名有前后各1个 建议修改文案内容

PKE:026 被叫长度错误 建议检查号码是否正确

PKE:027 被叫是黑名单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黑名单解除

isv.DOMEST
国际短信业务模板不支持针对国内号
码发送

建议更换国内短信模板进行短信发送

VALVE:MC_T 成本中心条数限制 建议降低发送频率

GX:0003 人工驳回 建议修改文案内容

GX:0004 签名不规范 建议更换签名

GX:0005 验证码超限 建议降低发送频率

GX:0006 低于起发限制 建议增加单文案发送量

GX:0007 黑签名 建议更换签名

GX:0008 黑词 建议修改文案内容

GX:1001 黑名单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黑名单解除

GX:1002 退订组 建议终端用户取消退订

GX:1003 重复号码 建议核查终端号码是否重复

GX:1004 无法识别的号码 建议核查终端号码是否正确

GX:1005 号码无发送通道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排查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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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X:1006 通道异常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排查

GX:1007 运营商发送失败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排查

GX:1009 通道未启动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排查

GX:1100 无报备通道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排查

GX:1101 无移动备用通道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排查

GX:1102 无移动验证码通道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排查

GX:1103 退订组 建议终端用户取消退订

GX:1104 黑名单（投诉号码）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黑名单解除

GX:1105 长短信内容不全 建议核查短信内容

GX:1106 发送失败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排查

-3 超频 建议降低发送频率

-2 超时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排查

-4 余额不足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排查

-6 二进制超长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排查

NR-FAIL 人工审核返回失败 建议修改文案内容

DIGIT_BUSI 业务校验失败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排查

GB:0001 分钟级流控 建议降低发送频率

GB:0002 小时级流控 建议降低发送频率

GB:0003 天级流控 建议降低发送频率

GB:0004 签名不合规 建议更换签名

GB:0005 签名黑名单 建议更换签名

GB:0006 号码无效 建议检查号码是否正确

GB:0007 无通道路由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排查

GB:0008 用户退订 建议终端用户联系平台取消退订

GB:0009 长短信拼接失败 建议检查长短信格式

GB:0010 关键字拦截 建议修改文案后重新提交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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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0011 号码黑名单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黑名单解除

GB:0012 人工驳回 建议修改文案后重新提交

GB:0013 模板错误 建议更换正确的模板

GB:0014 用户欠费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GB:0015 获取运营商出错 建议检查号码是否正确

GB:0016 运营商通道调整导致的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H:0008 人工审核失败 建议修改文案后重新提交

MH:0006 签名不合法 建议更换签名

MH:0007 敏感词拦截 建议修改文案后重新提交

mc:vendor 获取运营商出错 建议检查号码是否正确

MC_ZY:559
发送的号码所在运营商找不到对应通
道

建议检查号码是否正确

M2:0051 关键字拦截 建议修改文案后重新提交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阿里平台阿里平台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isp.RAM_PE RAM权限DENY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sv.OUT_OF 业务停机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sv.PRODUC 未开通云通信产品的阿里云客户 建议开通云通信产品

isv.PRODUC 产品未开通 建议订购产品

isv.ACCOUN 账户不存在 建议开通账户

isv.ACCOUN 账户异常 建议联系平台确认账号

isv.SMS_TE 短信模板不合法 建议重新申请模板

isv.SMS_SI 短信签名不合法 建议重新申请签名

isv.INVALI 参数异常 建议使用正确的参数

isp.SYSTEM 系统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sv.MOBILE 非法手机号 建议使用正确的手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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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v.MOBILE 手机号码数量超过限制 建议减少手机号码

isv.TEMPLA 模板缺少变量 建议修改模板

isv.BUSINE 业务限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sv.INVALI JSON参数不合法，只接受字符串值 建议修改JSON参数

isv.BLACK 黑名单管控 建议联系平台解除黑名单

isv.PARAM 参数超出长度限制 建议修改参数长度

isv.PARAM 不支持URL 建议删除内容中的URL

isv.AMOUNT 账户余额不足 建议进行账户充值

isv.TEMPLA 模板变量里包含非法关键字 建议修改模板

FILTER 关键字拦截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VALVE:M_MC 重复过滤 建议减少每分钟发送数量

VALVE:H_MC 重复过滤 建议减少每小时发送数量

VALVE:D_MC 重复过滤 建议减少每天发送数量

MOBILE_SEND_LIMIT
单个号码日或月发送上限，流控超
限，频繁发送超限

建议降低单位时间内单号码同文案的
发送频率

PARAMS_ILLEGAL 参数错误
建议检查短信签名或者模板中传入的
参数是否正确

MOBILE_IN_BLACK 手机号在黑名单（平台或运营商） 建议联系平台确认原因

MOBLLE_TERMINAL_ERROR
手机终端问题、内存满、SIM卡满、
非法设备等

建议核实终端设备状况，重启或者更
换手机终端后再次尝试

MOBILE_NOT_ON_SERVICE
停机、空号、暂停服务、关机、不在
服务区

建议核实号码是否状态正常

SP_NOT_BY_INTER_SMS 未开通国际短信 如有需要建议开通国际短信服务

USER_REJECT 用户手机退订此业务、产品未开通 建议联系用户取消退订或开通此业务

SP_UNKNOWN_ERROR 运营商未知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确认原因

MOBILE_ACCOUNT_ABNORMAL 用户账户异常、携号转网、欠费等
建议确认用户账户是否正常，如果需
要协助请联系平台

DELIVERED 消息发送成功 无

REQUEST_SUCCESS 请求成功 无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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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_KEYWORD 内容关键字拦截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如果需要协助请
联系平台

SIGNATURE_BLACKLIST 签名黑名单
建议更换签名，如果需要协助请联系
平台

INVALID_NUMBER 号码不合法 建议核实输入的号码是否正确

NO_ROUTE 无路由器 建议联系平台确认原因

CONTENT_ERROR 模板内容无退订 建议模板增加：回T退订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中国移动中国移动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0 正确 无

1 停机、空号 建议确认用户号码为正常状态

2 命令字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3 消息序号重复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4 业务不支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5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确认用户号码为正常状态

6 超过最大信息长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7 漫游到山东 建议降低发送频次

8 流量控制 建议降低发送频次

9 本网关不负责服务此计费号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0 关机 建议确认用户号码为正常状态

11 停机、空号 建议确认用户号码为正常状态

12 运营商黑名单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13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确认用户号码为正常状态

14 禁发时段中 建议更换发送时间

15 手机终端问题 建议重启手机

16 余额不足不能下发 建议用户进行充值

17 停机、空号 建议确认用户号码为正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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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消息类型错误 建议修改消息类型

19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确认用户号码为正常状态

20 因终端故障错误导致下发失败 建议确认用户终端状态

21 网络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22 非法设备 建议确认用户终端状态

23 非法设备 建议确认用户终端状态

24 关机 建议确认用户终端状态

29 关机 建议确认用户终端状态

36 内容有违规词被当地运营商拦截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44 发送内容有屏蔽词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45 屏蔽词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48 漫游到海南 建议确认用户终端状态

51 该代码进入短信黑名单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57 垃圾短信拦截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59 用户手机设置问题 建议用户修改手机设置

61 Valid_time格式不对 建议修改Valid_time格式

62 可能API版本不对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63 Fee_type字段可能有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64 短信内容有违禁词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70 网络闪断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76 敏感词拦截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80 Fee_usertype字段可能不对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82 FeeUserType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00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01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02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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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04 黑名单限制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105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06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07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08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09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10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11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12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13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14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15 因涉及敏感词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116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17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18 发送内容有屏蔽词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119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20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21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22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23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24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25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26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27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28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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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30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31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32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33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34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35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36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37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38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39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40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41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42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43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44
运营商回复称该号码在全局黑名单限
制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145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46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47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48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49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50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51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52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53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54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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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56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57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58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59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60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61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62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63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64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65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66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67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68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69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70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71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72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73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74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75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76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77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78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79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80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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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82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83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84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85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86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87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88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89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90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91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92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93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94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95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96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97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98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199 厂家自定义错误码空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255 发送内容有屏蔽词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500 异常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800 手机超72小时回响应返回的数据 建议重启手机

999 短时间内下发量太大 建议排查手机是否异常

1000 状态未返回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1041 超过最大提交量 建议减少提交量

1042 超流量 建议减少提交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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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7 被叫用户加入了黑名单 建议联系运营商取消黑名单

1243 携号转网 建议联系运营商处理

9002 未知命令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9012 短信消息内容错误 短信消息内容错误

9013 目标地址 建议确认目标号码

9014 短信内容太长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9015 路由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9016 没有下发网关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9017 定时时间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9018 有效时间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9019 无法拆分或者拆分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9020 号码段错误 建议确认目标号码

9021 消息编号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9022 用户不能发长短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9023 ProtocolID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9024 结构错误
请检查短信的长度是否符合运营商要
求

9025 短信编码错误 建议修改短信编码

9026 内容不是长短信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9027 签名不对 建议修改为报备的签名

9028 目标网关不支持长短信 请减少短信字符重新提交

9029 路由拦截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9030 目标地址 请删减手机号提交

9031 目标地址 请增加手机号提交

9032 发送速度太快 提交频率不要过快

9101 验证失败 请核查参数重新提交

9102 没有填写用户名 请填写正确的用户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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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3 名字没找到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9104 IP地址不对 请修改为报备的IP地址

9105 超过最大连接数 建议减少连接数

9931 服务器时间与提交运营商时间不符 建议修改服务器时间

9992 手机内存满 建议删除手机内存

9994 手机当时状态不正确 建议查看终端状态

9997 移动返回9997 建议更换号码或者续费开机

9998 空号 建议确认手机号是否正确

0064 屏蔽词 建议更改内容

BEYONDN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BLACK 黑名单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BWLIST 网关黑名单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CA:0051 尚未建立连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A:0052 尚未成功登录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A:0054 超时未接收到响应消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A:0111 SCP厂家自定义的错误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B:0001 非神州行预付费用户 建议联系运营商处理

CB:0002 数据库操作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B:0005 PPS用户状态异常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B:0007 用户余额不足 建议进行充值

CB:0016 参数错误 建议修改参数

CB:0018 计费请求消息重复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B:0022 SCP互联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B:0047 过期用户或者用户不支持梦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B:0053 梦网用户不存在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B:0054 移动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短信服务公共云合集··错误码 短信服务

83 > 文档版本：20220712



CJ:0006 141发送数量超出限制 建议减少发送数量

CJ:0007 钓鱼内容敏感词拦截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CJ:0008 短信内容进入人工审核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J:007 签名有轰炸危险 建议重新申请签名

CMPP20ERR: 180上行路由失败 建议重新提交测试

CMPP20ERR: 网关暂停服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MPP20ERR: 没有签名导致无法发送 建议增加签名

CMPP20ERR: 敏感词拦截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CMPP20ERR: 非法资费代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MPP20ERR: 签名没有报备 建议报备签名

CMPP20ERR: 签名未用签名符号【】 建议使用【】提交签名

CMPP20ERR: 内容长度不合法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CMPP20ERR: 流量并发超限 建议重新提交测试

CMPP30ERR: 此号码尚未在移动运营商处激活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A:0051 尚未建立连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A:0052 尚未成功登录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A:0053 发送消息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A:0054 超时未接收到响应消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A:0084 移动网关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000 正确 无

DB:0001 消息结构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002 非法源地址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003 认证错 建议使用正确的账号密码

DB:0004 版本太高 建议使用正确的版本

DB:0005 命令字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006 消息序号重复 建议使用正确的消息序号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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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0007 消息长度错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DB:0008 资费代码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009 超过最大信息长 建议修改短信编码

DB:0010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0144 目的号码在全局黑名单被拦截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DB:0100 手机号码不存在 建议确认手机号是否正确

DB:0101 手机号码错误 建议确认手机号是否正确

DB:0102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确认终端状态

DB:0103 用户欠费 建议用户充值

DB:0104 用户没有使用该业务的权限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05 业务代码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06 服务代码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07 业务不存在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08 该业务暂停服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09 该服务种类不存在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10 该服务种类尚未开通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11 该业务尚未开通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12 ECSI代码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13 ECSI不存在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14 ECSI暂停服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15 用户没有订购该业务 建议用户订购业务

DB:0116 用户暂停订购该业务 建议用户重新订购业务

DB:0117 该业务不能对该用户开放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18 用户已经签约了该业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19 用户不能取消该业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20 话单格式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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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0121 没有该类业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22 接收异常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23 业务价格为负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24 业务价格格式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25 业务价格超出范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26 该用户不是神州行用户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27 该用户没有足够的余额 建议用户充值

DB:0128 补款，冲正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29 用户已经是梦网用户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30 用户在BOSS中没有相关用户数据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31 BOSS系统数据同步出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32 相关信息不存在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33 用户数据同步出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34 SP数据同步出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35 业务数据同步出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36 用户密码错误 建议使用正确的账号密码

DB:0137 伪码信息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38 用户相关信息不存在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39 下发时间段违法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40 用户不在白名单中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41 曾多次投诉移动或者工信部的黑名单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DB:0142 超过日最大发送MT数量 建议次日再发送

DB:0143 超过月最大发送MT数量 建议次月再发送

DB:0144 用户在全局黑名单中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DB:0145 用户在EC黑名单中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DB:0146 用户在SI黑名单中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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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0147 用户未点播该业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50 等M模块应答消息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51 正文签名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52 BOSS同步鉴权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53 信用度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54 MServer是断开状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55 不支持的承载模式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56 WAPPush消息格式检查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64 运营商黑名单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DB:0171 无通道支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82 用户梦网业务关闭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309 内容拦截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DB:0318 手机号码不存在 建议使用正确的手机号

DB:0500 磁盘读写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501 网络链接异常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502 网络故障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503 LICENSE不合法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504 已超过LICENSE限定数量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505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506 数据库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1150 移动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9001 网络异常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9007 业务网关超过限制的流量 建议减少发送数量

DB:Black 恶意投诉黑名单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DBBLACK 黑名单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DELIVRD 消息发送成功用户成功接收到短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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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0008 提交运营商超速了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I:0029 107频繁发送超限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I:0145 提交超速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I:9402
非法内容，因触发过滤规则而自动拒
绝发送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DI:9403 黑名单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DI:9413
10秒以内同样内容同号码重复发送2
次以上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I:9414 验证码异常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I:9415 内容不合规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DI:9416 内容不合规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DI:9422 内容不合规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DI:9423 内容不合规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DI:9427 内容不合规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DI:9428 短信内容为空系统自动拒绝发送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DI:9429 签名问题而拒绝发送 建议核对签名

DI:9430 长短信提交不完整 建议自行检查提交的内容

DI:9431
因投诉或轰炸导致网关签名屏蔽而拒
绝发送

建议重新申请签名

DI:9432 1分钟最多发1条 建议1分钟后发送

DI:9433 1小时最多发3条 建议1小时后发送

DI:9434 1天最多发6条 建议1天后发送

DI:9501 非法目标地址，即手机号码错误 建议自行检查提交的手机号码

DI:9909 流量并发超限 建议重新提交测试

DISTURB 发送条数超限制 建议减少发送数量

E:ODDL 138：针对号码50条限制 建议减少验证码发送数量

E:ODML 138：推广短信月限制50条上限； 建议减少推广销短信发送数量

E:RPTSD 同一号码发送同一内容 建议减少发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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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_NUM 被叫号码不正确或被限制 建议核对被叫号码

ERR_NUM_00 被叫号码不正确或被限制 建议核对被叫号码

ERRTIME 超时间范围发送 建议修改发送时间

ETOS:402 142黑名单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EXPIRED 短消息超过有效期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Faild 异常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GG:1000 移动内部调整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HAVBEEN 已退订 建议联系用户取消退订

HD:0001 黑名单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HD:19 141黑名单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HD:29
号码超过单个号码获取的验证码次数
限制

建议增加验证码安全管控

HIGRISK 运营商黑名单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HTTPERROR 异常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HTTPExcept 异常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A:0051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A:0052 尚未成功登录 建议核对账号

IA:0053 发送消息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A:0054 超时未接收到响应消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A:0057 超流速 建议减少发送频次

IA:0073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B:0001 消息结构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B:0002 命令字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B:0003 消息序列号重复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B:0004 消息长度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B:0005 资费代码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B:0006 超过最大信息长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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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0007 业务代码错 建议使用正确的业务代码

IB:0008 省份超流量 建议减少发送数量

IB:0009 空号 建议核对被叫号码

IB:0010 Src_ID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B:0011 用户没有注册该项服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B:0012 计费地址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B:0013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B:0064 关机 建议核对终端状态

IB:0070 网络断连或者目的设备关闭端口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B:0079 业务代码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B:0100 移动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B:0113 移动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B:0169 空号 建议核对被叫号码

IB:0194 业务代码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B:0225 移动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B:0255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C:0001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C:0015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C:0055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核对终端状态

IC:0151 移动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C:0154 移动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00 正确 无

ID:0001 消息结构错误 建议修改发送内容

ID:0002 命令字错误 建议修改发送内容

ID:0003 消息序列号重复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04 消息长度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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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0005 资费代码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06 超过最大信息长度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ID:0007 业务代码错误 查看业务代码是否为空。

ID:0008 流量控制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09 infoX-SMSGW不负责此计费号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10 Src_ID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11 Msg_src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12 计费地址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13 空号 建议核对被叫号码

ID:0014 禁止发送WAP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20 MDSP用户鉴权模块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21 MDSP用户鉴权模块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43 禁止向异网发送消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44 消息发送不在有效时间段内 建议修改发送时间

ID:0045 超出每月最大发送量 建议次月再发送

ID:0046 超出每日最大发送量 建议1天后发送

ID:0047 超出每月最大群发次数 建议次月再发送

ID:0048 超出每日最大群发次数 建议1天后发送

ID:0049 超出单次最大群发量 建议分两次发送

ID:0051 尚未建立连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52 尚未成功登录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53 发送消息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54 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55 等待状态报告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56 用户鉴权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61 有效时间已经过期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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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0062 定时发送时间已经过期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63 不能识别的FeeType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64 发送服务源地址鉴权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65 发送服务目的地址鉴权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66 接收服务源地址鉴权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67 接收服务目的地址鉴权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68 用户鉴权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69 此用户为黑名单用户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70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71 超过最大节点数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72 找不到路由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73 等待应答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74 送SCP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75 送SCP鉴权等待应答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76 信息安全鉴权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77 超过最大Submit提交数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78 SPID为空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79 业务类型为空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80 CPCode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81 发送接收接口重复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82 循环路由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83 短消息内容超过了接收侧的最大长度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84 网关向MDSP重发鉴权消息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85 因MDSP系统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86 因MDSP系统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87 因MDSP流控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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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0088 等MDSP应答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89 到MDSP鉴权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96 此用户为发送者黑名单用户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97 此用户为接收者黑名单用户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00 手机号码不存在 建议核对被叫号码

ID:0101 手机号码错误 建议核对被叫号码

ID:0102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核对终端状态

ID:0103 用户欠费 建议用户充值

ID:0104 用户没有使用该业务的权限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05 业务代码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06 服务代码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07 业务不存在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08 该业务暂停服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09 该服务种类不存在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10 该服务种类尚未开通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11 该业务尚未开通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12 ECSI代码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13 ECSI不存在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14 ECSI暂停服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15 用户没有签约该业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16 用户暂停签约该业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17 该业务不能对该用户开放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18 用户已经签约了该业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19 用户不能取消该业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20 话单格式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21 没有该类业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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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0122 接收异常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23 业务价格为负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24 业务价格格式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25 业务价格超出范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26 该用户不是神州行用户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27 该用户没有足够的余额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28 补款，冲正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29 用户已经是梦网用户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31 BOSS系统数据同步出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32 相关信息不存在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33 用户数据同步出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34 ECSI数据同步出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35 业务数据同步出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36 用户密码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37 伪码信息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38 用户相关信息不存在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39 下发时间段违法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40 用户不在白名单中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41 用户处在黑名单中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42 超过日最大发送MT数量 建议次日发送

ID:0143 超过月最大发送MT数量 建议次月发送

ID:0310 消息过期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311 流量控制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312 优先级设置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313 业务验证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314 实名替换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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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0315 费率设置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317 操作验证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318 关键字过滤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1240 SMMC校验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1241 SMMC校验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1242 SMMC校验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1243 SMWC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1244 SMWC 建议核对被叫号码

ID:1245 SMWC 建议核对终端状态

ID:1246 SMWC 建议核对被叫号码

ID:1247 SMWC 建议核对被叫号码

ID:1248 SMWC 建议核对被叫号码

ID:1249 SMWC 建议核对被叫号码

ID:1250 SMWC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1251 SMWC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6150 在发送队列中过期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6151 等待应答过期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6152 发送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6153 发送无应答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01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02 BADCONT，内容非法 建议修改发送内容

MA:0003 NOROUTE，无法找到下级路由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04 UNKNOWN，未知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05 ERRISDN，错误的号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06 REJECTD驳回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09 UNDEFND，未定义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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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0010 DEDUCT，系统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11 INTERNALERR，系统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12 DEDISHING，触发防钓鱼限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13 BADSEQUENCE，错误的包时序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14 错误的接出点号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21 INVALIDISDN，手机号码格式错误 建议核对被叫号码

MA:0022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23 CLIENTBLACK黑名单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MA:0051 尚未建立连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52 尚未成功登录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53 发送消息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54 超时未接收到响应消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72 移动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73 请提供具体号码给smshelper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191 SMSC厂家自定义的错误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194 移动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00 成功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01 消息长度错误 建议修改发送内容

MB:0002 命令长度错误 建议修改发送内容

MB:0003 CommandID非法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04 命令与bind状态不一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05 ESME已经绑定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06 无效的优先标识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07 经查询短信中心报告用户设备不支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08 系统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10 短消息的源地址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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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0011 短消息的目的地址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12 短消息ID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13 绑定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14 密码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15 系统ID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17 Cancel短消息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18 Replace短消息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19 短消息队列已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20 无效的SYSTEMID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22 黑名单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MB:0051 目标地址个数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52 分配列表名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64 无效的目的地址列表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65 目的地址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66 无效的定时时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67 ESM_CLASS的值无效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68 无法提交到分配表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69 submit_multi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70 移动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72 无效的源地址TON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73 无效的源地址NPI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77 移动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80 无效的目的地址TON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81 无效的目的地址NPI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83 System_type字段无效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84 字段无效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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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0085 消息序号无效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88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97 短消息中指定的定时时间无效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98 短消息中指定的超时时间无效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99 预定义短消息无效或不存在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100 接收端暂时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101 接收端永久性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102 ESME接收端拒绝消息出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103 query_sm操作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145 SMSC厂家自定义的错误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147 SMSC厂家自定义的错误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192 SMSC厂家自定义的错误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193 SMSC厂家自定义的错误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194 可选参数的长度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195 必需的可选参数丢失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196 无效的可选参数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241 SMSC厂家自定义的错误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244 SMSC厂家自定义的错误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250 SMSC厂家自定义的错误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254 下发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255 不明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1024
为此条短消息分配内存或其它资源失
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1025 无效的短消息中心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1026 License限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1031 内存满 建议用户清理终端内存后重新尝试

MB:1034 PPS鉴权失败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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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1035 主叫用户状态不正确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MB:1036 被叫用户状态不正确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MB:1037 主叫用户不支持增值业务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MB:1038 被叫用户不支持增值业务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MB:1039 主叫用户金额不足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MB:1040 被叫用户金额不足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MB:1041 多数为发往广东地区的号码
建议用户上行回复11111到对应的接
入号解除

MB:1042 超流量 建议用户减少短信发送次数

MB:1043 用户不存在或无效的用户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MB:1044 自定义的找不到路由错误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MB:1045 计费用户状态不正确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MB:1046 计费用户金额不足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MB:1047 计费用户不支持增值业务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MB:1048 主叫用户为NP_OUT用户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MB:1049 被叫用户为NP_OUT用户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MB:1050 计费用户为NP_OUT用户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MB:1051 计费用户不存在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MB:1052 PPS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1056 无效的数据格式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MB:1057 SMSC不支持的DCS或错误的DCS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MB:1058 分包消息不能再次分包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MB:1060 sars的值不满足约束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MB:1061 端口IE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MB:1062 某个或者两个ports都非法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MB:1063 message_payload参数太长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MB:1064 UDL错误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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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1065 UDH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MB:1069 接口版本不匹配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MB:1070 流控错误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MB:1072
对短消息的主叫号码进行账号鉴权失
败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MB:1073
对短消息的被叫号码进行账号鉴权失
败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MB:1074 虚拟短消息中心鉴权失败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9024 结构错误
请检查短信的长度是否符合运营商要
求

9025 短信编码错误 建议修改短信编码

9026 内容不是长短信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9027 签名不对 建议修改为报备的签名

9028 目标网关不支持长短信 请减少短信字符重新提交

9029 路由拦截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9030 目标地址 请删减手机号提交

9031 目标地址 请增加手机号提交

9032 发送速度太快 提交频率不要过快

9101 验证失败 请核查参数重新提交

9102 没有填写用户名 请填写正确的用户名提交

9103 名字没找到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9104 IP地址不对 请修改为报备的IP地址

9105 超过最大连接数 建议减少连接数

9931 服务器时间与提交运营商时间不符 建议修改服务器时间

9992 手机内存满 建议删除手机内存

9994 手机当时状态不正确 建议查看终端状态

9997 移动返回9997 建议更换号码或者续费开机

9998 空号 建议确认手机号是否正确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短信服务 短信服务公共云合集··错误码

> 文档版本：20220712 100



0064 屏蔽词 建议更改内容

BEYONDN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BLACK 黑名单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BWLIST 网关黑名单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CA:0051 尚未建立连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A:0052 尚未成功登录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A:0054 超时未接收到响应消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A:0111 SCP厂家自定义的错误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B:0001 非神州行预付费用户 建议联系运营商处理

CB:0002 数据库操作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B:0005 PPS用户状态异常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B:0007 用户余额不足 建议进行充值

CB:0016 参数错误 建议修改参数

CB:0018 计费请求消息重复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B:0022 SCP互联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B:0047 过期用户或者用户不支持梦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B:0053 梦网用户不存在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B:0054 移动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J:0006 141发送数量超出限制 建议减少发送数量

CJ:0007 钓鱼内容敏感词拦截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CJ:0008 短信内容进入人工审核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J:007 签名有轰炸危险 建议重新申请签名

CMPP20ERR: 180上行路由失败 建议重新提交测试

CMPP20ERR: 网关暂停服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MPP20ERR: 没有签名导致无法发送 建议增加签名

CMPP20ERR: 敏感词拦截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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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PP20ERR: 非法资费代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CMPP20ERR: 签名没有报备 建议报备签名

CMPP20ERR: 签名未用签名符号【】 建议使用【】提交签名

CMPP20ERR: 内容长度不合法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CMPP20ERR: 流量并发超限 建议重新提交测试

CMPP30ERR: 此号码尚未在移动运营商处激活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A:0051 尚未建立连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A:0052 尚未成功登录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A:0053 发送消息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A:0054 超时未接收到响应消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A:0084 移动网关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000 正确 无

DB:0001 消息结构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002 非法源地址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003 认证错 建议使用正确的账号密码

DB:0004 版本太高 建议使用正确的版本

DB:0005 命令字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006 消息序号重复 建议使用正确的消息序号

DB:0007 消息长度错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DB:0008 资费代码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009 超过最大信息长 建议修改短信编码

DB:0010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0144 目的号码在全局黑名单被拦截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DB:0100 手机号码不存在 建议确认手机号是否正确

DB:0101 手机号码错误 建议确认手机号是否正确

DB:0102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确认终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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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0103 用户欠费 建议用户充值

DB:0104 用户没有使用该业务的权限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05 业务代码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06 服务代码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07 业务不存在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08 该业务暂停服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09 该服务种类不存在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10 该服务种类尚未开通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11 该业务尚未开通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12 ECSI代码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13 ECSI不存在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14 ECSI暂停服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15 用户没有订购该业务 建议用户订购业务

DB:0116 用户暂停订购该业务 建议用户重新订购业务

DB:0117 该业务不能对该用户开放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18 用户已经签约了该业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19 用户不能取消该业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20 话单格式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21 没有该类业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22 接收异常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23 业务价格为负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24 业务价格格式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25 业务价格超出范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26 该用户不是神州行用户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27 该用户没有足够的余额 建议用户充值

DB:0128 补款，冲正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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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0129 用户已经是梦网用户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30 用户在BOSS中没有相关用户数据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31 BOSS系统数据同步出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32 相关信息不存在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33 用户数据同步出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34 SP数据同步出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35 业务数据同步出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36 用户密码错误 建议使用正确的账号密码

DB:0137 伪码信息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38 用户相关信息不存在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39 下发时间段违法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40 用户不在白名单中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41 曾多次投诉移动或者工信部的黑名单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DB:0142 超过日最大发送MT数量 建议次日再发送

DB:0143 超过月最大发送MT数量 建议次月再发送

DB:0144 用户在全局黑名单中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DB:0145 用户在EC黑名单中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DB:0146 用户在SI黑名单中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DB:0147 用户未点播该业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50 等M模块应答消息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51 正文签名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52 BOSS同步鉴权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53 信用度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54 MServer是断开状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55 不支持的承载模式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56 WAPPush消息格式检查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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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0164 运营商黑名单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DB:0171 无通道支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182 用户梦网业务关闭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309 内容拦截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DB:0318 手机号码不存在 建议使用正确的手机号

DB:0500 磁盘读写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501 网络链接异常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502 网络故障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503 LICENSE不合法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504 已超过LICENSE限定数量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505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0506 数据库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1150 移动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9001 网络异常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B:9007 业务网关超过限制的流量 建议减少发送数量

DB:Black 恶意投诉黑名单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DBBLACK 黑名单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DELIVRD 消息发送成功用户成功接收到短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I:0008 提交运营商超速了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I:0029 107频繁发送超限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I:0145 提交超速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I:9402
非法内容，因触发过滤规则而自动拒
绝发送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DI:9403 黑名单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DI:9413
10秒以内同样内容同号码重复发送2
次以上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DI:9414 验证码异常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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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9415 内容不合规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DI:9416 内容不合规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DI:9422 内容不合规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DI:9423 内容不合规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DI:9427 内容不合规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DI:9428 短信内容为空系统自动拒绝发送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DI:9429 签名问题而拒绝发送 建议核对签名

DI:9430 长短信提交不完整 建议自行检查提交的内容

DI:9431
因投诉或轰炸导致网关签名屏蔽而拒
绝发送

建议重新申请签名

DI:9432 1分钟最多发1条 建议1分钟后发送

DI:9433 1小时最多发3条 建议1小时后发送

DI:9434 1天最多发6条 建议1天后发送

DI:9501 非法目标地址，即手机号码错误 建议自行检查提交的手机号码

DI:9909 流量并发超限 建议重新提交测试

DISTURB 发送条数超限制 建议减少发送数量

E:ODDL 138：针对号码50条限制 建议减少验证码发送数量

E:ODML 138：推广短信月限制50条上限； 建议减少推广短信发送数量

E:RPTSD 同一号码发送同一内容 建议减少发送数量

ERR_NUM 被叫号码不正确或被限制 建议核对被叫号码

ERR_NUM_00 被叫号码不正确或被限制 建议核对被叫号码

ERRTIME 超时间范围发送 建议修改发送时间

ETOS:402 142黑名单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EXPIRED 短消息超过有效期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Faild 异常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GG:1000 移动内部调整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HAVBEEN 已退订 建议联系用户取消退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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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0001 黑名单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HD:19 141黑名单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HD:29
号码超过单个号码获取的验证码次数
限制

建议增加验证码安全管控

HIGRISK 运营商黑名单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HTTPERROR 异常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HTTPExcept 异常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A:0051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A:0052 尚未成功登录 建议核对账号

IA:0053 发送消息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A:0054 超时未接收到响应消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A:0057 超流速 建议减少发送频次

IA:0073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B:0001 消息结构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B:0002 命令字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B:0003 消息序列号重复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B:0004 消息长度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B:0005 资费代码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B:0006 超过最大信息长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IB:0007 业务代码错 建议使用正确的业务代码

IB:0008 省份超流量 建议减少发送数量

IB:0009 空号 建议核对被叫号码

IB:0010 Src_ID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B:0011 用户没有注册该项服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B:0012 计费地址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B:0013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B:0064 关机 建议核对终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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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0070 网络断连或者目的设备关闭端口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B:0079 业务代码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B:0100 移动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B:0113 移动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B:0169 空号 建议核对被叫号码

IB:0194 业务代码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B:0225 移动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B:0255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C:0001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C:0015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C:0055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核对终端状态

IC:0151 移动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C:0154 移动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00 正确 无

ID:0001 消息结构错误 建议修改发送内容

ID:0002 命令字错误 建议修改发送内容

ID:0003 消息序列号重复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04 消息长度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05 资费代码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06 超过最大信息长度 建议修改短信内容

ID:0007 业务代码错误 查看业务代码是否为空。

ID:0008 流量控制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09 infoX-SMSGW不负责此计费号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10 Src_ID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11 Msg_src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12 计费地址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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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0013 空号 建议核对被叫号码

ID:0014 禁止发送WAP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20 MDSP用户鉴权模块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21 MDSP用户鉴权模块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43 禁止向异网发送消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44 消息发送不在有效时间段内 建议修改发送时间

ID:0045 超出每月最大发送量 建议次月再发送

ID:0046 超出每日最大发送量 建议1天后发送

ID:0047 超出每月最大群发次数 建议次月再发送

ID:0048 超出每日最大群发次数 建议1天后发送

ID:0049 超出单次最大群发量 建议分两次发送

ID:0051 尚未建立连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52 尚未成功登录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53 发送消息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54 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55 等待状态报告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56 用户鉴权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61 有效时间已经过期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62 定时发送时间已经过期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63 不能识别的FeeType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64 发送服务源地址鉴权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65 发送服务目的地址鉴权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66 接收服务源地址鉴权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67 接收服务目的地址鉴权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68 用户鉴权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69 此用户为黑名单用户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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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0070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71 超过最大节点数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72 找不到路由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73 等待应答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74 送SCP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75 送SCP鉴权等待应答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76 信息安全鉴权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77 超过最大Submit提交数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78 SPID为空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79 业务类型为空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80 CPCode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81 发送接收接口重复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82 循环路由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83 短消息内容超过了接收侧的最大长度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84 网关向MDSP重发鉴权消息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85 因MDSP系统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86 因MDSP系统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87 因MDSP流控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88 等MDSP应答超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89 到MDSP鉴权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96 此用户为发送者黑名单用户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097 此用户为接收者黑名单用户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00 手机号码不存在 建议核对被叫号码

ID:0101 手机号码错误 建议核对被叫号码

ID:0102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核对终端状态

ID:0103 用户欠费 建议用户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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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0104 用户没有使用该业务的权限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05 业务代码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06 服务代码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07 业务不存在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08 该业务暂停服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09 该服务种类不存在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10 该服务种类尚未开通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11 该业务尚未开通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12 ECSI代码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13 ECSI不存在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14 ECSI暂停服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15 用户没有签约该业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16 用户暂停签约该业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17 该业务不能对该用户开放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18 用户已经签约了该业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19 用户不能取消该业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20 话单格式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21 没有该类业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22 接收异常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23 业务价格为负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24 业务价格格式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25 业务价格超出范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26 该用户不是神州行用户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27 该用户没有足够的余额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28 补款，冲正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29 用户已经是梦网用户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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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0131 BOSS系统数据同步出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32 相关信息不存在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33 用户数据同步出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34 ECSI数据同步出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35 业务数据同步出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36 用户密码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37 伪码信息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38 用户相关信息不存在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39 下发时间段违法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40 用户不在白名单中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41 用户处在黑名单中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142 超过日最大发送MT数量 建议次日发送

ID:0143 超过月最大发送MT数量 建议次月发送

ID:0310 消息过期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311 流量控制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312 优先级设置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313 业务验证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314 实名替换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315 费率设置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317 操作验证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0318 关键字过滤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1240 SMMC校验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1241 SMMC校验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1242 SMMC校验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1243 SMWC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1244 SMWC 建议核对被叫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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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1245 SMWC 建议核对终端状态

ID:1246 SMWC 建议核对被叫号码

ID:1247 SMWC 建议核对被叫号码

ID:1248 SMWC 建议核对被叫号码

ID:1249 SMWC 建议核对被叫号码

ID:1250 SMWC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1251 SMWC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6150 在发送队列中过期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6151 等待应答过期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6152 发送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ID:6153 发送无应答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01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02 BADCONT，内容非法 建议修改发送内容

MA:0003 NOROUTE，无法找到下级路由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04 UNKNOWN，未知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05 ERRISDN，错误的号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06 REJECTD驳回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09 UNDEFND，未定义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10 DEDUCT，系统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11 INTERNALERR，系统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12 DEDISHING，触发防钓鱼限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13 BADSEQUENCE，错误的包时序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14 错误的接出点号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21 INVALIDISDN，手机号码格式错误 建议核对被叫号码

MA:0022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23 CLIENTBLACK，黑名单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短信服务公共云合集··错误码 短信服务

113 > 文档版本：20220712



MA:0051 尚未建立连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52 尚未成功登录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53 发送消息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54 超时未接收到响应消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72 移动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073 请提供具体号码给smshelper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191 SMSC厂家自定义的错误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A:0194 移动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00 成功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01 消息长度错误 建议修改发送内容

MB:0002 命令长度错误 建议修改发送内容

MB:0003 CommandID非法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04 命令与bind状态不一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05 ESME已经绑定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06 无效的优先标识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07 经查询短信中心报告用户设备不支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08 系统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10 短消息的源地址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11 短消息的目的地址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12 短消息ID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13 绑定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14 密码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15 系统ID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17 Cancel短消息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18 Replace短消息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19 短消息队列已满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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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0020 无效的SYSTEMID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22 黑名单 建议联系运营商解除黑名单

MB:0051 目标地址个数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52 分配列表名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64 无效的目的地址列表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65 目的地址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66 无效的定时时间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67 ESM_CLASS的值无效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68 无法提交到分配表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69 submit_multi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70 移动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72 无效的源地址TON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73 无效的源地址NPI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77 移动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80 无效的目的地址TON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81 无效的目的地址NPI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83 System_type字段无效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84 字段无效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85 消息序号无效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88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97 短消息中指定的定时时间无效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98 短消息中指定的超时时间无效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099 预定义短消息无效或不存在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100 接收端暂时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101 接收端永久性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102 ESME接收端拒绝消息出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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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0103 query_sm操作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145 SMSC厂家自定义的错误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147 SMSC厂家自定义的错误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192 SMSC厂家自定义的错误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193 SMSC厂家自定义的错误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194 可选参数的长度错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195 必需的可选参数丢失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196 无效的可选参数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241 SMSC厂家自定义的错误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244 SMSC厂家自定义的错误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250 SMSC厂家自定义的错误码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254 下发失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0255 不明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1024
为此条短消息分配内存或其它资源失
败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1025 无效的短消息中心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1026 License限制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1031 内存满 建议用户清理终端内存后重新尝试

MB:1034 PPS鉴权失败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MB:1035 主叫用户状态不正确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MB:1036 被叫用户状态不正确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MB:1037 主叫用户不支持增值业务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MB:1038 被叫用户不支持增值业务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MB:1039 主叫用户金额不足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MB:1040 被叫用户金额不足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MB:1041 多数为发往广东地区的号码
建议用户上行回复11111到对应的接
入号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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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1042 超流量 建议用户减少短信发送次数

MB:1043 用户不存在或无效的用户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MB:1044 自定义的找不到路由错误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MB:1045 计费用户状态不正确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MB:1046 计费用户金额不足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MB:1047 计费用户不支持增值业务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MB:1048 主叫用户为NP_OUT用户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MB:1049 被叫用户为NP_OUT用户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MB:1050 计费用户为NP_OUT用户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MB:1051 计费用户不存在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MB:1052 PPS错误 建议联系平台核查原因

MB:1056 无效的数据格式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MB:1057 SMSC不支持的DCS或错误的DCS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MB:1058 分包消息不能再次分包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MB:1060 sars的值不满足约束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MB:1061 端口IE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MB:1062 某个或者两个ports都非法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MB:1063 message_payload参数太长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MB:1064 UDL错误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MB:1065 UDH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MB:1069 接口版本不匹配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MB:1070 流控错误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MB:1072
对短消息的主叫号码进行账号鉴权失
败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MB:1073
对短消息的被叫号码进行账号鉴权失
败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MB:1074 虚拟短消息中心鉴权失败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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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通中国联通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SGIP:81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SGIP:82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SGIP:83 发送超限 建议客户减少短信发送次数

SGIP:84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SGIP:85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SGIP:86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SGIP:87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SGIP:88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SGIP:89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SGIP:9 非法序列号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SGIP:90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SGIP:91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SGIP:92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SGIP:93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SGIP:94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SGIP:98 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SGIP:-37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UNDELIV 发送失败
建议用户重新发送或联系客服人员进
行解决

W-BLACK 黑名单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黑名单解除

200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254 内容违规 建议用户修改短信内容重新尝试

900 黑名单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黑名单解除

221 黑名单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黑名单解除

R:00090 终端原因 建议用户更换终端重新尝试

R:00242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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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0616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R:00640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R:00701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R:00702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707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760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765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801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R:00815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999 发送超限 建议用户减少短信发送次数

R:00002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03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R:00004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R:00009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14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R:00017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18 终端原因 建议用户更换终端重新尝试

R:00019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20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22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27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29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R:00033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R:00035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36 流量控制 建议用户减少短信发送次数

R:00041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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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0044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45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48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50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51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53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54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55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57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58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59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64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67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68 无法接通 建议用户信号正常后重新尝试

R:00069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70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72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73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75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79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83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85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86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88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89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90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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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0092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93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96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98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099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106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124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181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182 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R:00210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230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245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253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254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605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612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613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614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615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617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619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627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634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636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640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650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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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0680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701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702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704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705 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R:00706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708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711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713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714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718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721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726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760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761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762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763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764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765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771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779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801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802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814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815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817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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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0827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869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R:00875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899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980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999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4300 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R:04414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R:04442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R:04701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R1:0013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R1:0043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R1:1011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R2:0010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R2:0011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CJ:0005 黑名单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黑名单解除

MX:0001 签名错误 建议用户修改签名或进行签名报备

MX:0004 黑名单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黑名单解除

MX:0005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MX:0006 内容违规 建议用户修改短息内容

MX:0007 黑名单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黑名单解除

MX:0008 通道不支持
建议用户稍后尝试或联系客服人员解
决

MX:0009 黑名单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黑名单解除

MX:0010 手机号格式错误 建议用户更换手机号码重新尝试

MX:0013 黑名单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黑名单解除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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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0 成功提交 发送成功

1 网关系统忙 建议用户稍后尝试

2 超过最大连接数 建议用户减少短信发送次数

3 系统超时
建议用户重新发送或联系客服人员进
行解

4 发送失败 发送失败

6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9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10 短消息超过有效期
建议用户重新发送或联系客服人员进
行解

11 命令字错 建议用户重启或更换终端重新尝试

12 序列号重复 建议用户重启或更换终端重新尝试

20 IP地址错 建议用户重启或更换终端重新尝试

21 认证错 建议用户重启或更换终端重新尝试

22 版本太高 建议用户重启或更换终端重新尝试

30 非法消息类型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31 非法优先级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32 非法资费类型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33 非法资费代码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34 非法短消息格式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35 非法时间格式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36 非法短消息长度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37 有效期已过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38 非法查询类别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39 路由错误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40 非法包月费封顶费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41 非法更新类型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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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非法路由编号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43 非法服务代码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44 发送内容有屏蔽词 建议用户更换短信内容重新尝试

45 非法定时发送时间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46 非法发送用户号码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47 非法接收用户号码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48 非法计费用户号码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49 非法SP服务代码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50 其它用途 建议联系平台处理

51 其它用途 建议联系平台处理

52 其它用途 建议联系平台处理

53 其它用途 建议联系平台处理

54 其它用途 建议联系平台处理

55 其它用途 建议联系平台处理

56 非法源网关代码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57 非法查询号码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58 没有匹配路由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59 非法SP类型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60 非法上一条路由编号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61 非法路由类型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62 非法目标网关代码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63 非法目标网关IP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64 非法目标网关端口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65 非法路由号码段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66 非法终端所属省代码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67 非法用户类型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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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本节点不支持路由更新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69 非法SP企业代码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70 非法SP接入类型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71 路由信息更新失败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72 非法时间戳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73 非法业务代码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74 SP禁止下发时段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75 SP发送超过日流量 建议用户减少短信发送次数

76 SP账号过有效期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100 被叫用户呼叫无响应 被叫用户呼叫无响应

101 VMSC：被叫用户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102 MS漫游限制 建议用户开通漫游权限重新尝试

103 用户被清除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104 未标识短信用户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105 业务代码错误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106
MS响应超时无响应，目的用户寻呼
无响应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107
HLR返回：用户注销，HLR已注销该
用户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108 该业务暂停服务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109 该服务种类不存在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110 该服务种类尚未开通 建议用户开通业务后重新尝试

111 该业务尚未开通 建议用户开通业务后重新尝试

112 终端存储部件不存在 建议用户更换终端重新尝试

113 终端存储部件满 建议用户更换终端重新尝试

114 终端不支持的加密模式 建议用户更换终端重新尝试

115 非法交互信息类型（IIType）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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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非法交互码（ICode）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117 该业务不能对该用户开放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118 用户已经订购了该业务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119 用户不能取消该业务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120 话单格式错误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121 没有该类业务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122 接收异常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123 业务价格为负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124 由于手机关机或不在服务区导致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125 业务价格超出范围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126 保留，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127 响应超时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128 网关处理系统错误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129 预付费鉴权失败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130 用户在BOSS中没有相关用户数据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131 BOSS 系统数据同步出错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132 相关信息不存在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133 用户数据同步出错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134 电信停机或关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后尝试

135 业务数据同步出错 建议用户重启或更换终端重新尝试

136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137 伪码信息错误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138 用户相关信息不存在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139 没有状态报告返回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140 serviceid不匹配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141
扣月租失败，业务处于试用期或已经
扣除月租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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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系统不支持该类计费方式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143 SP处于测试中，不能访问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144
与SP没有订购关系或最近没有访问
该SP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145 linkId填写错误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146 网关下发失败，超时错误记录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147 SP下发参数错误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148 找不到计费数据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149 目前不支持此种计费模式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150 下发次数超出业务限制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151
扣款确认时没有对应上行或下行的纪
录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152 用户消费达到限额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153 目的用户不在上行的内容中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154 不能通过Web订购定位业务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155
反向退订时有正常订阅关系但退订失
败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156 反向退订时订购关系不存在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157 反向退订时订购关系不存在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158 反向退订无权限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159 反向订购无权限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160 反向订购时无订购关系但订购失败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161 反向订购时有正常订购关系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162 业务没有直接扣费权限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163 用户为黑名单用户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黑名单解除

164 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165 全国SPMS群发请求格式错误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重新尝试

166 全国SPMS号码错误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重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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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未知原因错误 建议用户重启或更换终端重新尝试

181 禁止业务执行，禁止业务执行 建议用户重启或更换终端重新尝试

182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215 MS漫游限制 建议用户开通漫游权限重新尝试

217 HLR错误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重新尝试

218 非法用户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重新尝试

219 缺席用户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重新尝试

220 HLR返回：被叫用户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255 号码所属地短信网关繁忙 建议用户稍后尝试

301 用户不能通信，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用户终端信号状态正常后重试

302 用户忙，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用户终端空闲后重新尝试

303
终端无此部件号，电信网关的内部错
误

建议用户更换终端重新尝试

304 非法用户，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305
用户在黑名单内（短信中心的黑名
单）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黑名单解除

306 系统错误，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307 用户内存满，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用户清理终端内存后重新尝试

308 非信息终端，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用户更换终端重新尝试

309 数据错误，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310 数据丢失，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601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602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605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606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607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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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609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610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612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613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614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615 短消息因为某种原因被拒绝 建议用户更换手机号码重新尝试

616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617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618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619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620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622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624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625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627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629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630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631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634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636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640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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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646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650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660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680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701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702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704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705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706 短消息因为某种原因被拒绝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重新尝试

707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708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709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711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712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713 手机拦截 建议用户取消拦截或更换手机后重试

714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715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716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717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718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719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721 呼叫不成功 建议用户重启或更换终端重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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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730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731 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信号正常后重新尝试

760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761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762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763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764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765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766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769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771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779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801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802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803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806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808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809 空号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810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812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813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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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815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816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817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818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819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820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822 网络忙 建议用户稍后尝试

825 用户已暂停服务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827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834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836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869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870 运营商内部错误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871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872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873 限制外局转发主叫号码属于本局错误 建议用户更换手机号码重新尝试

874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875 未匹配到状态报告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876 未匹配到状态报告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877 未匹配到状态报告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878 未匹配到状态报告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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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9 未匹配到状态报告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880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898 未匹配到状态报告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899 停机或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机或信号正常后重
新尝

998 用户已暂停服务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999 下发频率过高 建议用户减少发送短信次数

1007 关键字屏蔽 建议用户修改短信内容重新尝试

9997 网关连接问题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问题解决

10004 计费号码填写有问题 建议用户更换手机号码重新尝试

10005 目的号码不在号段中 建议用户更换手机号码重新尝试

50004 目的号码不存在号段 建议用户更换手机号码重新尝试

51401 用户是黑名单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黑名单解除

51702 关键字鉴权不允许 建议用户修改短信内容重新尝试

99920 信息发送速度过快 建议用户减少发送短信次数

99940 用户在短时间内下发的短信太多 建议用户减少发送短信次数

660650 信息发送速度过快 建议用户减少发送短信次数

000 部分电信运营商下发成功会返回000 发送成功

001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006 运营商黑名单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黑名单解除

112-116 其它用途 其它用途

128-255 厂家自定义 厂家自定义

13-19 保留 保留

23-29 保留 保留

3-9 保留 保留

650(660\99 信息发送速度过快 建议用户减少发送短信次数

ACCEPTD 短消息已经被最终用户接收 发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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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MB 黑名单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黑名单解除

BwList 黑名单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黑名单解除

Deliver 空号或无效号码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DELIVRD 消息发送成功 发送成功

EXPIRED 超时 建议用户重启或更换终端重新尝试

EXPIRED_76 暂停服务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EXPIREO 消息过期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F000039 发送失败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IA:0053
下一级ISMG不返回响应消息时的状
态报告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IB:0008
下一级ISMG返回错误响应时的状态
报告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IC:0015 数据下发时已正常下发给用户端 建议用户重启或更换终端重新尝试

IC:0055 ISMG无返回错误响应消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ID:0013 移动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ID:0076 信息内容涉及安全信息 建议用户修改短信内容重新尝试

MA:0054 SMSC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MB:1041
SMSC返回错误响应消息时的状态报
告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MBBLACK 网关黑名单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黑名单解除

MC:0001 关机或停机 建议用户开机或充值后重新尝试

MI:0000 SMSC返回EXPIREO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MK:0000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MK:0001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MK:0004 手机暂停使用 建议用户充值后重新尝试

MK:0005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后重新尝试

MM:0000 SMSC返回为UNKNOWN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MN:0001 SMSC返回状态报告为REJECT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短信服务公共云合集··错误码 短信服务

135 > 文档版本：20220712



MOBILEBLAC 号码为全局黑名单 建议联系客户人员进行黑名单解除

MX:0003 单个号码每天发送次数限制十条 建议用户减少发送次数

NOPASS 拦截 建议用户取消拦截或更换手机后重试

R:00000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R:00001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R:00005 暂停服务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R:00006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08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R:00011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重试

R:00012 空号、暂停使用、呼入限制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R:00013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重试

R:00023 无法接通 建议用户终端信号状态正常后重试

R:00056 停机、空号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通服务

R:00061 不在使用中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开通服务、充值
后重新尝试

R:00102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重试

R:00104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R:00168 空号、停机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充值后尝试

R:00601 暂停服务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R:00602 空号或关机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开机后重新尝试

R:00660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REFUSED 超限制；同一个号码发送相同内容 建议用户稍后尝试或更改发送内容

REJECT 被SMSC驳回 建议用户更换短信内容重新尝试

REJECTD 被网关拒绝 建议用户更换短信内容重新尝试

ROUTEERR 网络超时 建议用户网络正常后重试

SMGP601 用户非法、空号、停机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开通服务、充值
后重新尝试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短信服务 短信服务公共云合集··错误码

> 文档版本：20220712 136



SMGP602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重试

SMGP603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重试

SMGP609 无效服务标识 建议用户更换终端重新尝试

SMGP614 被叫终端返回无证实的响应 建议用户更换终端重新尝试

SMGP615 被叫终端资源短缺 建议用户更换终端重新尝试

SMGP624 短信中心限流控制 建议用户稍后重新尝试

SMGP627 目标拒绝 建议用户更换终端重新尝试

SMGP628 被叫终端不支持特殊业务短消息 建议用户更换终端重新尝试

SMGP634 被叫终端不能解析短消息 建议用户更换终端重新尝试

SMGP640 被叫为空号 建议用户更换手机号码重新尝试

SMGP660
12660是短信中心内部处理失败导致
的错误

建议用户更换手机号码重新尝试

SMGP701 HLR返回用户非法 建议用户更换手机号码重新尝试

SMGP702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重试

SMGP703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重试

SMGP704 HLR认为数据错误 建议用户更换手机号码重新尝试

SMGP705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重试

SMGP713 终端未回确认信息 建议用户终端回复建议信息

SMGP714 终端原因：手机存储空间满 建议用户整理存储空间重试

SMGP726 目标拒绝 建议用户关闭拦截软件重试

SMGP728 终端不支持这种特殊短信 建议用户修改短信内容

SMGP730 被叫终端不能解析短消息
建议用户修改短信内容或更换手机重
试

SMGP801 用户非法、空号、停机 建议用户更换手机卡或充值

SMGP802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重试

SMGP815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重试

SMGP840 被叫为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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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GPERR:1 系统忙 建议用户空闲时重试

SMGPERR:10 消息结构错，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11 命令字错，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11 终端存储部件不存在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11 终端存储部件满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11 终端不支持的加密模式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11 非法交互信息类型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11 非法交互码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11 未知原因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12 序列号错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13 保留，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13 电信停机或关机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14 保留，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15 保留，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16 保留，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17 保留，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18 保留，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19 保留，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2 超过最大连接数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20 IP地址错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21 认证错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22 版本号不匹配，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23 保留，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24 保留，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25 保留，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26 保留，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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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GPERR:27 保留，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28 保留，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29 保留，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3 系统超时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30 非法消息类型 建议用户修改短信内容重新尝试

SMGPERR:31 非法优先级 建议用户修改短信内容重新尝试

SMGPERR:32 非法资费类型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SMGPERR:33 非法资费代码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SMGPERR:34 非法短消息编码格式 建议更换短消息编码格式重新尝试

SMGPERR:35 非法时间格式 建议更换时间格式重新尝试

SMGPERR:36 非法短消息长度 建议更换短信内容重新尝试

SMGPERR:37 有效期已过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38 非法查询类别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39 路由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4 发送失败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40 非法包月费封顶费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SMGPERR:43 非法业务代码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SMGPERR:44 非法短消息有效时间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SMGPERR:45 非法定时发送时间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SMGPERR:46 非法发送用户号码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SMGPERR:47 非法接收用户号码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SMGPERR:48 非法计费用户号码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SMGPERR:49 非法SP代码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终端重新尝试

SMGPERR:50 非预付费用户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51 错误的资费代码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52
属于预付费用户，但该号码还未被注
册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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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GPERR:53 非注册SP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54 账号处于不可用状态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55 扣费失败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MGPERR:56 未知原因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0 手机号码不存在 建议用户更换手机号码重新尝试

SPMSERR:10 手机号码错误 建议用户更换手机号码重新尝试

SPMSERR:10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重试

SPMSERR:10 用户欠费 建议用户充值重试

SPMSERR:10 用户没有使用该业务的权限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0 业务代码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0 服务代码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0 业务不存在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0 该业务暂停服务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0 该服务种类不存在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1 该服务种类尚未开通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1 该业务尚未开通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1 SP代码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1 SP不存在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1 SP暂停服务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1 用户没有定购该业务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1 用户暂停定购该业务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1 该业务不能对该用户开放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1 用户已经订购了该业务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1 用户不能取消该业务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2 话单格式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2 没有该类业务 建议用户开通该类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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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MSERR:12 接收异常 建议用户终端状态正常时重新尝试

SPMSERR:12 业务价格为负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2 业务价格格式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2 业务价格超出范围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2 保留，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2 响应超时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2 网关处理系统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2 预付费鉴权失败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3 用户在BOSS中没有相关用户数据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3 BOSS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3 相关信息不存在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3 用户数据同步出错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3 SP数据同步出错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3 业务数据同步出错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3 空号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开通服务重试

SPMSERR:13 伪码信息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3 用户相关信息不存在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3 没有状态报告返回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4 erviceid不匹配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4
扣月租失败，业务处于试用期或已经
扣除月租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4 系统不支持该类计费方式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4 SP处于测试中，不能访问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4
与SP没有订购关系或最近没有访问
该SP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4 linkId填写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4 网关下发失败，超时错误记录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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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MSERR:14 SP下发参数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4 找不到计费数据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4 目前不支持此种计费模式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5 下发次数超出业务限制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5
扣款确认时没有对应上行或下行的纪
录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5 用户消费达到限额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5 目的用户不在上行的内容中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5 不能通过Web订购定位业务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5
反向退订时有正常订阅关系但退订失
败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5 反向退订时订购关系不存在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5 反向退订时订购关系不存在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5 反向退订无权限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5 反向订购无权限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6 反向订购时无订购关系但订购失败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6 反向订购时有正常订购关系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6 业务没有直接扣费权限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6 用户为黑名单用户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黑名单解除

SPMSERR:16 不支持反向定购定位业务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6 全国SPMS群发请求格式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16
全国SPMS号码错误，电信网关的内
部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25
鉴权批价系统错误，电信网关的内部
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30 用户不能通信，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用户终端信号状态正常时重新尝
试

SPMSERR:30 用户忙，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用户空闲时重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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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MSERR:30
终端无此部件号，电信网关的内部错
误

建议用户更换终端或号码重新尝试

SPMSERR:30 非法用户，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用户更换终端或号码重新尝试

SPMSERR:30 用户在黑名单内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黑名单解除

SPMSERR:30 系统错误，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30 用户内存满，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用户清理终端内存后重新尝试

SPMSERR:30 非信息终端，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用户更换终端重新尝试

SPMSERR:30 数据错误，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31 数据丢失，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PMSERR:99 未知错误，电信网关的内部错误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SUBFAIL 提交到网关失败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UNDELIV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重试

UNDELIV_60 暂停服务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开通服务重试

UNDELIV_64 空号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开通服务重试

UNDELIV_70 暂停服务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开通服务重试

UNDELIV_80 暂停服务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开通服务重试

WZ:9413 同样内容 建议更换发送内容重新尝试

200 表示无状态报告返回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254 网关回复：此错误码是互通网关回的 建议反馈客服人员进行问题核查

900 黑名单限制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黑名单解除

221 黑名单用户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黑名单解除

R:00090 手机终端故障 建议用户更换手机重新尝试

R:00242 空号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616 无法接通 建议用户终端信号状态正常后重试

R:00640 空号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701 空号、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702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重试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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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0707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重试

R:00760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重试

R:00765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重试

R:00801 暂停服务、空号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815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重试

R:00999 地区性电信限速导致发送失败 建议用户稍后重新尝试

R:00002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03 号码空号或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04 号码空号或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09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14 空号、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17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18 手机响应超时
建议用户检测终端是否正常，重新开
机尝试

R:00019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20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22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27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29 空号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开通服务

R:00033 空号 建议用户更换号码或开通服务

R:00035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36 地区流控拦截 建议用户稍后重新尝试

R:00041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44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45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48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50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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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0051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53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54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55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57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58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59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64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67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68 无法接通 建议用户终端信号状态正常后重试

R:00069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70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72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73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75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79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83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85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86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88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89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92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93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重试

R:00096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98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099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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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0106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124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重试

R:00181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182 用户欠费停机 建议用户充值重试

R:00210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230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245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253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254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605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612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613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614
一般为电信号码停机或空号导致停机
手机返回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615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617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619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627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634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636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650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680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704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705 暂停服务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R:00706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708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711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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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0713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714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718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721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726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761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762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763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764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771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779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802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814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817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827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869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R:00875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899 关机、停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充值或开通服务重试

R:00980 关机 建议用户开机重试

R:04300 暂停服务或空号 建议用户充值或开通服务

R:04414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R:04442 关机或空号 建议用户开机或开通服务

R:04701 空号 建议用户开通服务或更换手机卡

R1:0013 号码空号或停机 建议用户开通手机卡服务或充值重试

R1:0043 号码空号或停机 建议用户开通手机卡服务或充值重试

R1:1011 号码空号或停机 建议用户开通手机卡服务或充值重试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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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0010 端口错误 建议修改端口信息

R2:0011 端口错误 建议修改端口信息

CJ:0005 黑名单号码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黑名单解除

MX:0001 签名匹配规则不成功 建议用户修改签名或进行签名报备

MX:0004 短信内容中包含敏感词 建议用户修改短信内容重新尝试

MX:0005 模板过滤失败 建议修改模板内容

MX:0006 通道敏感词 建议用户修改短信内容重新尝试

MX:0007 目标号码在客户黑名单中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黑名单解除

MX:0008 根据签名无法匹配到通道 建议用户修改签名或进行签名报备

MX:0009 目标号码在网关黑名单中 建议联系客服人员进行黑名单解除

MX:0010 目标号码不符合手机号码规范 建议用户更换手机号码重新尝试

MX:0013 目标号码在网关黑名单中 建议联系客户人员进行黑名单解除

650 信息发送速度过快 建议用户降低发送速度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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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执消息是在使用API接口发送短信之后，通过配置MNS消息队列消费模式或HTTP批量推送模式，接收短信
发送状态的结果和用户回复的短信内容，帮助您掌握短信的发送成功率和其他业务提供支持。

说明说明

如果出现网络异常、响应超时等情况，可能会导致回执消息推送重复、回执消息获取失败等问
题。如果回执消息获取失败，您可以通过QuerySendDetails接口进行查询。目前支持查询24小时
内的发送数据、30天内的发送记录。

HTTP批量推送模式的响应超时时间为700 ms。

使用SDK拉取MNS消息，详情请参见消息回执API。

为优化短信服务底层性能，减少队列调用对您业务的压力，超过3个月无发送量时，MNS消息队
列将进入休眠状态，重新发送短信后，MNS队列将自动取消休眠。

由于系统存在缓存，开启回执消息后不会立即全量推送，建议等待15分钟确认是否已生效。

回执消息模式回执消息模式
接收回执消息的模式有MNS消息队列消费模式和HTTP批量推送模式两种，您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模
式接收回执消息。

MNS消息队列消费模式MNS消息队列消费模式

MNS消息队列消费模式表示通过MNS的Queue模型来接收指定地域的短信回执消息和上行短信内容。云通
信的所有业务消息都支持MNS消息服务向外发送。用户在短信服务控制台启用MNS消息服务订阅指定的消
息类型（MessageType）时，系统会自动生成该类型的独立消息队列及名称（QueueName）。您可使用
此消息队列名称（QueueName）和消息类型（MessageType），通过调用SDK从后台来获取队列中的短
信状态报告。

HT T P批量推送模式HT T P批量推送模式

HTTP批量推送模式表示通过HTTP POST方式发送消息到指定的Web URL。在短信服务控制台设置HTTP回
调URL（callback_url）后，当业务消息产生时，系统会使用HTTP请求以POST方式将业务消息（即上行短
信消息或短信状态报告）发送到指定的回调URL上，用户可直接接收此消息。

回执消息类型回执消息类型
选择回执消息模式之后，您还需要选择消息类型，接收不同场景下的回执消息。根据短信发送状态、用户回
复的消息内容等不同场景，我们提供了如下消息类型，您可根据业务需要进行选择。

名称 描述 MNS消息队列消费模式
HTTP批量推送模
式

SmsUp（上行短
信消息）

上行短信指用户发送给通信服务提供商
的短信，用于定制某种服务、完成某种
查询、或是办理某种业务等。通过订阅
SmsUp上行短信消息，可以获知终端用
户回复短信的内容。

SmsUp SmsUp

9.回执消息9.回执消息
9.1. 回执消息简介与配置流程9.1. 回执消息简介与配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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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sReport（短
信下行回执报告
消息）

与上行短信相对应的是下行短信。下行
是指用户收到的短信，例如运营商发送
的消息通知、业务提醒等短信。通过订
阅SmsReport短信下行状态报告，可以
获知每条短信的发送情况，了解短信是
否达到终端用户的状态与相关信息。

SmsReport

说明 说明 如果您发送
短信到国际地区，可以
通
过GlobeSmsReport获
取短信状态报告。 SmsReport

SignSmsReport
（签名审核状态
消息）

签名审核状态消息是指通过API接口
AddSmsSign申请短信签名后，可以通
过SignSmsReport接口获取签名的审核
状态消息。

- SignSmsReport

TemplateSmsRe
port（文本短信
模板审核状态消
息）

文本模板审核状态消息是指通过API接口
AddSmsTemplate申请短信模板后，可
以通过TemplateSmsReport接口获取
模板的审核状态消息。

-
TemplateSmsRe
port

MnsCardVender
（卡片短信渲染
消息）

卡片短信渲染消息是指在创建卡片模板
时，可以通过MnsCardVender接口获取
短信渲染消息。

MnsCardVender MnsCardVender

MnsCardTempla
te（卡片短信模
板审核状态）

卡片短信模板审核状态消息是指通过API
接口CreateCardSmsTemplate申请模
板后，可以通过MnsCardTemplate接口
获取模板的审核状态消息。

MnsCardTemplate
MnsCardTempla
te

名称 描述 MNS消息队列消费模式
HTTP批量推送模
式

配置回执消息接收模式配置回执消息接收模式
如果您需要接收回执消息，必须先在短信服务控制台上开启消息接收。以下示例为短信下行回执消息报告的
配置流程。

1. 登录短信服务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系统设置系统设置 >  > 通用设置通用设置。

3. 在状态报告接收状态报告接收和上行消息接收上行消息接收中，开启指定模式。

MNS消息队列消费模式MNS消息队列消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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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开启MNS消息队列消费模式右侧的功能开关。

b. 设置地域。

c. 单击确定确定。

HT T P批量推送模式HT T P批量推送模式。

a. 开启HTTP批量推送模式右侧的功能开关。

b. 填写接收地址，地址示例：http://push.example.com/contextpath/receive.do。

c. 单击确定确定。

您可以通过MNS消息队列拉取短信上行消息（SmsUp）。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9.2. MNS消息队列消费模式9.2. MNS消息队列消费模式
9.2.1. SmsUp9.2.1. Sm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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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已经注册阿里云账号并生成访问密钥（AccessKey），详情请参见获取AccessKey。

确保您可以在本地成功Ping以下三个地址：dysmsapi.aliyuncs.com或mns.cn-hangzhou.aliyuncs.com或
dybaseapi.aliyuncs.com。

您已创建RAM用户（子用户），并已为RAM用户授权。具体操作，请参见为RAM用户授权。

您已仔细阅读回执消息简介与配置流程，了解回执消息模式、类型和配置流程。

上行短信消息SmsUp消息体格式上行短信消息SmsUp消息体格式

名称 类型 示例 描述

dest_code String 123456

短信扩展号码，系统后台
自动生成，不支持自定义
传入。

说明 说明 若您的
业务逻辑有特殊需
要，请提工单联系技
术人员为您处理。

send_time String 2021-09-06 15:53:20 短信发送时间。

sequence_id Double 123456 消息序列ID。

phone_number String 159****0532 短信接收号码。

content String 123456 短信内容。

Demo下载Demo下载

说明说明

Demo下载成功后，部分jar包在lib目录下，您需要单击  Add as Library 完成引入，具体如下
图所示。

可在pom.xml文件中查找Maven依赖并安装阿里云Java 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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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代码示例代码
使用该示例时，您需要注意如下信息。

将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换成您的AccessKey信息。

        String accessKeyId="accessKeyId";
        String accessKeySecret="accessKeySecret";

 messageType 换成您需要的消息类型，如短信上行（SmsUp）。短信服务支持的回执消息类型，请参
见回执消息简介与配置流程。

String messageType="messageType";

 queueName 是MNS消息队列名称，您可以在短信服务控制台，系统设置系统设置 >  > 通用设置通用设置 >  > 上行消息接上行消息接
收收页面查看。

String queueName="queu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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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文示例代码为例，您获取到的上行信息内容由  dealMessage 方法处理，您可以将需要的上行信息内
容的业务逻辑写在该方法中。

// 根据⽂档中具体的消息格式进⾏消息体的解析
String arg = (String) contentMap.get("arg");
// 编写您的业务代码
 arg 代表回执消息体中的参数，可填写的值为：dest_code、send_time、sequence_id、

phone_number、content。

package com.alicom.mns.sample;
import java.text.ParseException;
import java.text.SimpleDateFormat;
import java.util.Date;
import java.util.HashMap;
import java.util.Map;
import org.apache.commons.logging.Log;
import org.apache.commons.logging.LogFactory;
import com.alicom.mns.tools.DefaultAlicomMessagePuller;
import com.alicom.mns.tools.MessageListener;
import com.aliyun.mns.model.Message;
import com.google.gson.Gson;
/**
 * 只能⽤于接收云通信的消息，不能⽤于接收其他业务的消息
 * 短信上⾏消息接收demo
 */
public class ReceiveDemo {
    private static Log logger=LogFactory.getLog(ReceiveDemo.class);
    static class MyMessageListener implements MessageListener{
        private Gson gson=new Gson();
        @Override
        public boolean dealMessage(Message message) {
            SimpleDateFormat format = new SimpleDateFormat("yyyy-MM-dd HH:mm:ss");
            //消息的⼏个关键值
            System.out.println("message receiver time from mns:" + format.format(new Date()
));
            System.out.println("message handle: " + message.getReceiptHandle());
            System.out.println("message body: " + message.getMessageBodyAsString());
            System.out.println("message id: " + message.getMessageId());
            System.out.println("message dequeue count:" + message.getDequeueCount());
            System.out.println("Thread:" + Thread.currentThread().ge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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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tem.out.println("Thread:" + Thread.currentThread().getName());
            try{
                Map<String,Object> contentMap=gson.fromJson(message.getMessageBodyAsString(
), HashMap.class);
                // 根据⽂档中具体的消息格式进⾏消息体的解析
                String arg = (String) contentMap.get("arg");
                // 这⾥开始编写您的业务代码
            }catch(com.google.gson.JsonSyntaxException e){
                logger.error("error_json_format:"+message.getMessageBodyAsString(),e);
                //理论上不会出现格式错误的情况，所以遇⻅格式错误的消息，只能先delete，否则重新推送也
会⼀直报错
                return true;
            } catch (Throwable e) {
                //您⾃⼰的代码部分导致的异常，应该return false，这样消息不会被delete掉，⽽会根据策
略进⾏重推
                return false;
            }
            //消息处理成功，返回true, SDK将调⽤MNS的delete⽅法将消息从队列中删除掉
            return true;
        }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Exception, ParseException {
        DefaultAlicomMessagePuller puller=new DefaultAlicomMessagePuller();
        //设置异步线程池⼤⼩及任务队列的⼤⼩，还有⽆数据线程休眠时间
        puller.setConsumeMinThreadSize(6);
        puller.setConsumeMaxThreadSize(16);
        puller.setThreadQueueSize(200);
        puller.setPullMsgThreadSize(1);
        //和服务端联调问题时开启，平时⽆需开启，消耗性能
        puller.openDebugLog(false);
        // 此处需要替换成开发者⾃⼰的AK信息
        String accessKeyId="accessKeyId";
        String accessKeySecret="accessKeySecret";
        /*
        *  将messageType和queueName替换成您需要的消息类型名称和对应的队列名称
        *云通信产品下所有的回执消息类型:
        *1:短信回执：SmsReport，
        *2:短信上⾏：SmsUp       
        *3:国际短信回执：GlobeSmsReport
        *4:语⾳呼叫：VoiceReport
        *5:流量直冲：FlowReport
        */
        String messageType="messageType";//此处应该替换成相应产品的消息类型
        String queueName="queueName";//在云通信⻚⾯开通相应业务消息后，就能在⻚⾯上获得对应的queue
Name，格式类似Alicom-Queue-******-SmsUp
        puller.startReceiveMsg(accessKeyId,accessKeySecret,messageType,queueName,new MyMess
ageListener());
    }
}

9.2.2. SmsReport9.2.2. Sms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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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MNS消息队列接收短信发送状态报告（SmsReport）。此接口针对SendSms发送接口设置回执接
收。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您已经注册阿里云账号并生成访问密钥（AccessKey），详情请参见获取AccessKey。

确保您可以在本地成功Ping以下三个地址：dysmsapi.aliyuncs.com或mns.cn-hangzhou.aliyuncs.com或
dybaseapi.aliyuncs.com。

您已创建RAM用户（子用户），并已为RAM用户授权。具体操作，请参见为RAM用户授权。

您已仔细阅读回执消息简介与配置流程，了解回执消息模式、类型和配置流程。

短信回执消息SmsReport消息体格式短信回执消息SmsReport消息体格式

名称 类型 示例 描述

send_time String 2021-09-06 15:49:55 转发给运营商的时间。

report_time String 2021-09-06 15:49:58 收到运营商回执的时间。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发送成功。取值：

t ruet rue：发送成功。

f alsef alse：发送失败。

err_msg String 用户接收成功 错误码信息描述。

err_code String DELIVERED 错误码。

phone_number String 159****6532 短信接收号码。

sms_size String 1
短信长度。短信内容长度
计算规则，请参见短信发
送规则。

biz_id String 12345

发送回执ID，即发送流水
号。

调用发送接
口SendSms或SendBatch
Sms发送短信时，返回值
中的BizId字段。若批量发
送短信时会有同一个BizId
字段，可以查看批量发送
记录。同一个阿里云账号
下不同请求批次的BizId不
同。

根据发送回执ID在接
口QuerySendDetails中
查询具体的发送状态。

登录短信服务控制台，
在业务统计业务统计  >   >  发送记发送记
录查询录查询 页面查看发送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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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_id String 123456
调用发送短信SendSms接
口时传的  outId 。

名称 类型 示例 描述

Demo下载Demo下载

说明说明

Demo下载成功后，部分jar包在lib目录下，您需要单击  Add as Library 完成引入，具体如下
图所示。

可在pom.xml文件中查找Maven依赖并安装阿里云Java SDK。

示例代码示例代码
使用该示例时，您需要注意如下信息。

将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换成您的AccessKey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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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accessKeyId="accessKeyId";
        String accessKeySecret="accessKeySecret";

 messageType 换成您需要的消息类型，如短信回执（SmsReport）。短信服务支持的回执消息类型，请
参见回执消息简介与配置流程。

String messageType="messageType";

 queueName 是MNS消息队列的名称，您可以登录短信服务控制台，在系统设置系统设置 >  > 通用设置通用设置 >  > 状态报状态报
告接收告接收页面查看。

String queueName="queueName";

以本文示例代码为例，您获取到的上行信息内容由  dealMessage 方法处理，您可以将需要的上行信息内
容的业务逻辑写在该方法中。

// 根据⽂档中具体的消息格式进⾏消息体的解析
String arg = (String) contentMap.get("arg");
// 这⾥开始编写您的业务代码

 arg 代表回执消息体中的参数，可填写的值为：send_time、report_t ime、success、err_msg、
err_code、phone_number、sms_size、biz_id、out_id。

package com.alicom.mns.sample;
import java.text.ParseException;
import java.text.SimpleDateFormat;
import java.util.Date;
import java.util.HashMap;
import java.util.Map;
import org.apache.commons.logging.Log;
import org.apache.commons.logging.LogFactory;
import com.alicom.mns.tools.DefaultAlicomMessagePuller;
import com.alicom.mns.tools.MessageListener;
import com.aliyun.mns.model.Message;
import com.google.gson.Gson;
/**
 * 只能⽤于接收云通信的消息，不能⽤于接收其他业务的消息
 * 短信上⾏消息接收demo
 */
public class ReceiveDemo {
    private static Log logger=LogFactory.getLog(ReceiveDemo.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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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ic class MyMessageListener implements MessageListener{
        private Gson gson=new Gson();
        @Override
        public boolean dealMessage(Message message) {
            SimpleDateFormat format = new SimpleDateFormat("yyyy-MM-dd HH:mm:ss");
            //消息的⼏个关键值
            System.out.println("message receiver time from mns:" + format.format(new Date()
));
            System.out.println("message handle: " + message.getReceiptHandle());
            System.out.println("message body: " + message.getMessageBodyAsString());
            System.out.println("message id: " + message.getMessageId());
            System.out.println("message dequeue count:" + message.getDequeueCount());
            System.out.println("Thread:" + Thread.currentThread().getName());
            try{
                Map<String,Object> contentMap=gson.fromJson(message.getMessageBodyAsString(
), HashMap.class);
                // 根据⽂档中具体的消息格式进⾏消息体的解析
                String arg = (String) contentMap.get("arg");
                // 这⾥开始编写您的业务代码
            }catch(com.google.gson.JsonSyntaxException e){
                logger.error("error_json_format:"+message.getMessageBodyAsString(),e);
                //理论上不会出现格式错误的情况，所以遇⻅格式错误的消息，只能先delete，否则重新推送也
会⼀直报错
                return true;
            } catch (Throwable e) {
                //您⾃⼰的代码部分导致的异常，应该return false，这样消息不会被delete掉，⽽会根据策
略进⾏重推
                return false;
            }
            //消息处理成功，返回true, SDK将调⽤MNS的delete⽅法将消息从队列中删除掉
            return true;
        }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Exception, ParseException {
        DefaultAlicomMessagePuller puller=new DefaultAlicomMessagePuller();
        //设置异步线程池⼤⼩及任务队列的⼤⼩，还有⽆数据线程休眠时间
        puller.setConsumeMinThreadSize(6);
        puller.setConsumeMaxThreadSize(16);
        puller.setThreadQueueSize(200);
        puller.setPullMsgThreadSize(1);
        //和服务端联调问题时开启，平时⽆需开启，消耗性能
        puller.openDebugLog(false);
        // 此处需要替换成开发者⾃⼰的AK信息
        String accessKeyId="accessKeyId";
        String accessKeySecret="accessKeySecret";
        /*
        *  将messageType和queueName替换成您需要的消息类型名称和对应的队列名称
        *云通信产品下所有的回执消息类型:
        *1:短信回执：SmsReport，
        *2:短信上⾏：SmsUp       
        *3:国际短信回执：GlobeSmsReport
        *4:语⾳呼叫：VoiceReport
        *5:流量直冲：FlowReport
        */
        String messageType="messageType";//此处应该替换成相应产品的消息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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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messageType="messageType";//此处应该替换成相应产品的消息类型
        String queueName="queueName";//在云通信⻚⾯开通相应业务消息后，就能在⻚⾯上获得对应的queue
Name，格式类似Alicom-Queue-******-SmsReport
        puller.startReceiveMsg(accessKeyId,accessKeySecret,messageType,queueName,new MyMess
ageListener());
    }
}

您可以通过MNS消息队列拉取卡片短信渲染消息（MnsCardVender）。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您已经注册阿里云账号并生成访问密钥（AccessKey），详情请参见获取AccessKey。

确保您可以在本地成功Ping以下三个地址：dysmsapi.aliyuncs.com或mns.cn-hangzhou.aliyuncs.com或
dybaseapi.aliyuncs.com。

您已创建RAM用户（子用户），并已为RAM用户授权。具体操作，请参见为RAM用户授权。

您已仔细阅读回执消息简介与配置流程，了解回执消息模式、类型和配置流程。

卡片短信渲染消息MnsCardVender消息体格式卡片短信渲染消息MnsCardVender消息体格式

名称 类型 描述

mobile String 手机号。

outId Integer 卡片短信发送时客户传入的outId。

render_status String 当前只推送成功回执，值为0。

desc String 回执描述。

您可以通过MNS消息队列拉取卡片短信模板审核状态（MnsCardTemplate）。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您已经注册阿里云账号并生成访问密钥（AccessKey），详情请参见获取AccessKey。

确保您可以在本地成功Ping以下三个地址：dysmsapi.aliyuncs.com或mns.cn-hangzhou.aliyuncs.com或
dybaseapi.aliyuncs.com。

您已创建RAM用户（子用户），并已为RAM用户授权。具体操作，请参见为RAM用户授权。

您已仔细阅读回执消息简介与配置流程，了解回执消息模式、类型和配置流程。

卡片短信模板审核状态消息体格式卡片短信模板审核状态消息体格式

名称 类型 描述

approval_status Integer 模板审核总状态，手机厂商审核通过，总状态为1。

9.2.3. MnsCardVender9.2.3. MnsCardVender

9.2.4. MnsCardTemplate9.2.4. MnsCard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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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Data Struct 模板提交时用户传入的自定义参数。

tmpOps List 手机厂商审核状态。更多字段详情，请参见tmpOps字段说明。

template_code String 卡片短信模板Code。

desc String 总状态描述。

名称 类型 描述

tmpOps字段说明tmpOps字段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tate Integer

手机厂商审核状态。

00：审核中

11：审核通过

22：审核未通过

desc String 手机厂商审核意见。

vendorCode String 手机厂商信息。

您可以通过HTTP批量推送方式可以拉取上行短信消息（SmsUp）。

协议说明协议说明

参数 说明

协议 HTTP + JSON

编码 UTF-8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内容为JSON Array格式，单次请求可能会包含多个上行短信内容。

请求样例

9.3. HTTP批量推送模式9.3. HTTP批量推送模式
9.3.1. SmsUp9.3.1. Sm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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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hone_number" : "1381111****",
    "send_time" : "2017-09-01 00:00:00",
    "content" : "内容",
    "sign_name" : "签名",
    "dest_code" : "1234",
    "sequence_id" : 1234567890
  }
]

字段说明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phone_number String 是 1381111**** 手机号码。

send_time String 是
2017-09-01
00:00:00

发送时间。

content String 是 内容 发送内容。

sign_name String 是 签名 签名信息。

dest_code String 是 1234

上行短信扩展号
码，系统后台自动
生成，不支持自定
义传入。

说明说明
若您的业务逻
辑有特殊需
要，请提工
单联系技术人
员为您处理。

sequence_id Number 是 1234567890 序列号。

响应说明响应说明
响应样例

{
  "code" : 0,
  "msg" : "接收成功"
}

字段说明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code Number 是 0 应答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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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g String 否 接收成功 描述信息。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说明 说明 httpStatus必须是200。

重新推送重新推送
第一次推送失败后，间隔1分钟、5分钟、10分钟、30分钟、60分钟、60分钟、60分钟、60分钟、60分钟后
会进行重推，直至推送成功为止。如果推送10次后仍失败，不再重试。

您可以指定HTTP URL来接收由短信服务推送的短信发送状态报告，然后SmsReport使用HTTP服务接收消息
传递报告。

协议说明协议说明

参数 说明

协议 HTTP + JSON

编码 UTF-8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内容为JSON Array格式，回执消息不区分群发或单发，单次请求可能会包含多个状态报告结果。

请求样例

[
  {
    "phone_number" : "1381111****",
    "send_time" : "2017-01-01 00:00:00",
    "report_time" : "2017-01-01 00:00:00",
    "success" : true,
    "err_code" : "DELIVERED",
    "err_msg" : "⽤⼾接收成功",
    "sms_size" : "1",
    "biz_id" : "12345",
    "out_id" : "67890"
  }
]

字段说明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phone_number String 是 1381111**** 手机号码

send_time String 是
2017-01-01
00:00:00

发送时间。

9.3.2. SmsReport9.3.2. Sms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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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_time String 是
2017-01-01
00:00:00

状态报告时间。

success Boolean 是 true

是否接收成功。取
值：

t ruet rue：接收成功

f alsef alse：接收失
败

err_code String 是 DELIVERED 状态报告编码。

err_msg String 是 用户接收成功 状态报告说明。

sms_size String 是 1

短信长度。短信内
容长度计算规则，
请参见短信发送规
则。

biz_id String 是 12345

发送回执ID，即发
送流水号。

调用发送接
口SendSms或Sen
dBatchSms发送短
信时，返回值中的
BizId字段。若批量
发送短信时会有同
一个BizId字段，可
以查看批量发送记
录。同一个阿里云
账号下不同请求批
次的BizId不同。

根据发送回执ID
在接
口QuerySendDe
tails中查询具体
的发送状态。

登录短信服务控
制台，在业务统业务统
计计  >   >  发送记录发送记录
查询查询 页面查看发
送状态。

out_id String 是 67890 用户序列号。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响应说明响应说明
响应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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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 : 0,
  "msg" : "接收成功"
}

字段说明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code Number 是 0 应答编码。

msg String 否 接收成功 描述信息。

说明 说明 httpStatus必须是200。

重新推送重新推送
第一次推送失败后，间隔1分钟、5分钟、10分钟、30分钟、60分钟、60分钟、60分钟、60分钟、60分钟后
会进行重推，直至推送成功为止。如果推送10次后仍失败，不再重试。

通过HTTP批量推送方式可以拉取签名审核状态消息（SignSmsReport）。

协议说明协议说明

参数 说明

协议 HTTP + JSON

编码 UTF-8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内容为JSON Array格式，单次请求仅包含一条审核状态报告。

请求样例

[
  {
    "sign_source":"公众号",
    "reason":"test",
    "sign_name":"短信签名模版1957",
    "order_id":"205100",
    "sign_status":"approved",
    "remark":"test",
    "sign_scene":"SMS_123123242",
    "create_date":"2019-05-30 19:58:25"
  }
]

字段说明

9.3.3. SignSmsReport9.3.3. SignSms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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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sign_status string 是 approved

签名审核状态，包括：

approving：审核中。

approved：审核通
过。

rejected：审核未通
过。

reason string 是 test 审核未通过原因。

sign_source string 是 公众号 签名来源。

sign_name string 是 短信签名模版1957 签名名称。

remark string 否 test 申请说明。

create_date string 是
2019-05-30
19:58:25

短信签名创建日期和时
间。

order_id string 是 205100 短信签名审核工单号。

sign_scene string 是 SMS_123123242 适用场景。

响应说明响应说明
响应样例

{
  "code" : 0,
  "msg" : "接收成功"
}

字段说明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code Number 是 0 应答编码。

msg String 否 接收成功 描述信息。

说明 说明 httpStatus必须是200。

重新推送重新推送
第一次推送失败后，间隔1分钟、5分钟、10分钟、30分钟、60分钟、60分钟、60分钟、60分钟、60分钟后
会进行重推，直至推送成功为止。如果推送10次后仍失败，不再重试。

通过HTTP批量推送方式可以拉取短信模板审核状态消息（TemplateSmsReport）。

9.3.4. TemplateSmsReport9.3.4. TemplateSms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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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说明协议说明

参数 说明

协议 HTTP + JSON

编码 UTF-8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内容为JSON Array格式，单次请求仅包含一条审核状态报告。

请求样例

[
  {
    "template_type":"验证码",
    "reason":"test",
    "template_name":"短信测试模版1957",
    "order_id":"205101",
    "template_content":"签名测试",
    "template_status":"approved",
    "remark":"test",
    "template_code":"SMS_123123242",
    "create_date":"2019-05-30 19:58:25"
  }
]

字段说明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template_statu
s

string 是 approved

模板审核状态：

approvingapproving：审核
中。

approvedapproved：审核通
过。

reject edreject ed：审核未通
过。

reason string 否 test 审核未通过原因。

template_code string 是 SMS_123123242 短信模板CODE。

template_nam
e

string 是 短信测试模板1957 模板名称。

remark string 否 test 申请说明。

create_date string 是
2019-05-30
19:58:25

短信模板创建日期和时
间。

order_id string 是 205101 短信模板审核工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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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late_type string 是 验证码 模板类型。

template_cont
ent

string 是 签名测试 模板内容。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响应说明响应说明
响应样例

{
  "code" : 0,
  "msg" : "接收成功"
}

字段说明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code Number 是 0 应答编码。

msg String 否 接收成功 描述信息。

说明 说明 httpStatus必须是200。

重新推送重新推送
第一次推送失败后，间隔1分钟、5分钟、10分钟、30分钟、60分钟、60分钟、60分钟、60分钟、60分钟后
会进行重推，直至推送成功为止。如果推送10次后仍失败，不再重试。

通过HTTP批量推送方式可以拉取卡片短信渲染消息（MnsCardVender）。

协议说明协议说明

参数 说明

协议 HTTP + JSON

编码 UTF-8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内容为JSON Array格式，单次请求仅包含一条审核状态报告。

请求样例请求样例

9.3.5. MnsCardVender9.3.5. MnsCardV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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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obile":"1368745****",
    "outId":"205101",
    "render_status":"0",
    "desc":"审核通过",
  }
]

字段说明字段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mobile String 手机号。

outId Integer 卡片短信发送时客户传入的outId。

render_status String 当前只推送成功回执，值为0。

desc String 回执描述。

响应说明响应说明

响应样例响应样例

{
  "code" : 0,
  "msg" : "接收成功"
}

字段说明字段说明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code Number 是 0 应答编码。

msg String 否 接收成功 描述信息。

说明 说明 httpStatus必须是200。

重新推送重新推送
第一次推送失败后，间隔1分钟、5分钟、10分钟、30分钟、60分钟、60分钟、60分钟、60分钟、60分钟后
会进行重推，直至推送成功为止。如果推送10次后仍失败，不再重试。

通过HTTP批量推送方式可以拉取片短信模板审核状态（MnsCardTemplate）。

协议说明协议说明

9.3.6. MnsCardTemplate9.3.6. MnsCard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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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说明协议说明

参数 说明

协议 HTTP + JSON

编码 UTF-8

请求说明请求说明
请求内容为JSON Array格式，单次请求仅包含一条审核状态报告。

请求样例请求样例

[
   {
   "approval_status":2,
   "extData":{},
   "tmpOps":[{"state":2,"desc":"驳回","vendorCode":"MEIZU"},{"state":2,"desc":"驳回","vendor
Code":"OPPO"},{"state":2,"desc":"驳回","vendorCode":"XIAOMI"},{"state":2,"desc":"驳回","vend
orCode":"HUAWEI"}],
   "template_code":"CARD_SMS_****",
   "desc":"**不通过：驳回\r\n**不通过：驳回\r\n**不通过：驳回\r\n**不通过：驳回"
   }
]

字段说明字段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approval_status Integer 模板审核总状态，手机厂商审核通过，总状态为1。

extData Struct 模板提交时用户传入的自定义参数。

tmpOps List 手机厂商审核状态。

template_code String 卡片短信模板Code。

desc String 总状态描述。

tmpOps字段说明tmpOps字段说明

名称 类型 描述

state Integer

手机厂商审核状态。

00：审核中

11：审核通过

22：审核未通过

desc String 手机厂商审核意见。

vendorCode String 手机厂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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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说明响应说明

响应样例响应样例

{
  "code" : 0,
  "msg" : "接收成功"
}

字段说明字段说明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code Number 是 0 应答编码。

msg String 否 接收成功 描述信息。

说明 说明 httpStatus必须是200。

重新推送重新推送
第一次推送失败后，间隔1分钟、5分钟、10分钟、30分钟、60分钟、60分钟、60分钟、60分钟、60分钟后
会进行重推，直至推送成功为止。如果推送10次后仍失败，不再重试。

通过本文，您可以下载Java SDK安装包拉取MNS消息。

SDK下载：Java MNS SDK

通过本文，您可以下载Node.js SDK安装包拉取MNS消息。

下载地址：原Node.js MNS SDK

依赖.NET语言的阿里云SDK核心库及dybaseapi，其中dybaseapi包用于拉取MNS消息。

阿里云SDK核心库

dybaseapi

Demo如下：

using System;
using Aliyun.Acs.Core;
using Aliyun.Acs.Core.Profile;
using Aliyun.Acs.Core.Exceptions;
using Aliyun.Acs.Dybaseapi.Model.V20170525;

9.4. 消息回执API Demo9.4. 消息回执API Demo
9.4.1. Java Demo9.4.1. Java Demo

9.4.2. Node.js Demo9.4.2. Node.js Demo

9.4.3. .NET/C# Demo9.4.3. .NET/C# 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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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Aliyun.Acs.Dybaseapi.MNS;
using Aliyun.Acs.Dybaseapi.MNS.Model;
using System.Threading;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Text;
using QueryTokenForMnsQueue_MessageTokenDTO = Aliyun.Acs.Dybaseapi.Model.V20170525.QueryTok
enForMnsQueueResponse.QueryTokenForMnsQueue_MessageTokenDTO;
namespace CommonRpc
{
    class Program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IClientProfile profile = DefaultProfile.GetProfile("cn-hangzhou", "<AccessKeyId
>", "<AccessKeySecret>"); // todo: 补充AK信息
            DefaultProfile.AddEndpoint("cn-hangzhou", "cn-hangzhou", "Dybaseapi", "dybaseap
i.aliyuncs.com");
            DefaultAcsClient client = new DefaultAcsClient(profile);
            String queueName = "<QueueName>"; // todo: 补充队列名称
            String messageType = "<MessageType>"; // todo: 补充消息类型
            int maxThread = 2;
            for (int i = 0; i < maxThread; i++)
            {
                TestTask testTask = new TestTask("PullMessageTask-thread-" + i, messageType
, queueName, client);
                Thread t = new Thread(new ThreadStart(testTask.Handle));
                //启动线程
                t.Start();
            }
            Console.ReadKey();
            try
            {
                QueryTokenForMnsQueueRequest request = new QueryTokenForMnsQueueRequest
                {
                    MessageType = messageType,
                    QueueName = queueName
                };
                QueryTokenForMnsQueueResponse response = client.GetAcsResponse(request);
                Console.WriteLine(response.MessageTokenDTO.SecurityToken);
            }
            catch (ServerException ex)
            {
                Console.WriteLine(ex.ToString());
            }
            catch (ClientException ex)
            {
                Console.WriteLine(ex.ToString());
            }
        }
    }
    class TestTask
    {
        object o = new object();
        const int sleepTime = 50;
        const long bufferTime = 60 * 2; // 过期时间⼩于2分钟则重新获取，防⽌服务器时间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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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t long bufferTime = 60 * 2; // 过期时间⼩于2分钟则重新获取，防⽌服务器时间误差
        const String mnsAccountEndpoint = "https://1943695596114318.mns.cn-hangzhou.aliyunc
s.com/"; // 阿⾥通信消息的endpoint,固定
        public String name { get; private set; }
        public String messageType { get; private set; }
        public String QueueName { get; private set; }
        public int TaskID { get; private set; }
        public IAcsClient AcsClient { get; private set; }
        public TestTask(String name, String messageType, String queueName, IAcsClient acsCl
ient)
        {
            this.name = name;
            this.messageType = messageType;
            this.QueueName = queueName;
            this.AcsClient = acsClient;
        }
        readonly Dictionary<string, QueryTokenForMnsQueue_MessageTokenDTO> tokenMap = new D
ictionary<string, QueryTokenForMnsQueue_MessageTokenDTO>();
        readonly Dictionary<string, Queue> queueMap = new Dictionary<string, Queue>();
        public QueryTokenForMnsQueue_MessageTokenDTO GetTokenByMessageType(IAcsClient acsCl
ient, String messageType)
        {
            QueryTokenForMnsQueueRequest request = new QueryTokenForMnsQueueRequest
            {
                MessageType = messageType
            };
            QueryTokenForMnsQueueResponse queryTokenForMnsQueueResponse = acsClient.GetAcsR
esponse(request);
            QueryTokenForMnsQueue_MessageTokenDTO token = queryTokenForMnsQueueResponse.Mes
sageTokenDTO;
            return token;
        }
        /// 处理消息
        public void Handle()
        {
            while (true)
            {
                try
                {
                    QueryTokenForMnsQueue_MessageTokenDTO token = null;
                    Queue queue = null;
                    lock (o)
                    {
                        if (tokenMap.ContainsKey(messageType))
                        {
                            token = tokenMap[messageType];
                        }
                        if (queueMap.ContainsKey(QueueName))
                        {
                            queue = queueMap[QueueName];
                        }
                        TimeSpan ts = new TimeSpan(0);
                        if (token != null)
                        {
                            DateTime b = Convert.ToDateTime(token.Expir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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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eTime b = Convert.ToDateTime(token.ExpireTime);
                            DateTime c = Convert.ToDateTime(DateTime.Now);
                            ts = b - c;
                        }
                        if (token == null || ts.TotalSeconds < bufferTime || queue == null)
                        {
                            token = GetTokenByMessageType(AcsClient, messageType);
                            IMNS client = new MNSClient(token.AccessKeyId, token.AccessKeyS
ecret, mnsAccountEndpoint, token.SecurityToken);
                            queue = client.GetNativeQueue(QueueName);
                            if (tokenMap.ContainsKey(messageType))
                            {
                                tokenMap.Remove(messageType);
                            }
                            if (queueMap.ContainsKey(QueueName))
                            {
                                queueMap.Remove(QueueName);
                            }
                            tokenMap.Add(messageType, token);
                            queueMap.Add(QueueName, queue);
                        }
                    }
                    BatchReceiveMessageResponse batchReceiveMessageResponse = queue.BatchRe
ceiveMessage(16);
                    List<Message> messages = batchReceiveMessageResponse.Messages;
                    for (int i = 0; i <= messages.Count - 1; i++)
                    {
                        try
                        {
                            byte[] outputb = Convert.FromBase64String(messages[i].Body);
                            string orgStr = Encoding.UTF8.GetString(outputb);
                            Console.WriteLine(orgStr);
                            // TODO 具体消费逻辑,待客⼾⾃⼰实现.
                            // 消费成功的前提下删除消息
                            // queue.DeleteMessage(messages[i].ReceiptHandle);
                        }
                        catch (Exception e)
                        {
                            Console.WriteLine(e.ToString());
                        }
                    }
                }
                catch (Exception e)
                {
                    Console.WriteLine(e.ToString());
                }
                Thread.Sleep(sleepTim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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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OpenAPI PHP Client包和OpenAPI PHP SDK包拉取MNS消息。

下载地址：

OpenAPI PHP Client：openapi-sdk-php-client

OpenAPI PHP SDK：openapi-sdk-php

Demo如下：

<?php
use AlibabaCloud\Client\AlibabaCloud;
use AlibabaCloud\Client\Exception\ClientException;
use AlibabaCloud\Client\Exception\ServerException;
use AlibabaCloud\Dybaseapi\MNS\Requests\BatchReceiveMessage;
use AlibabaCloud\Dybaseapi\MNS\Requests\BatchDeleteMessage;
AlibabaCloud::accessKeyClient('<AccessKeyId>', '<AccessSecret>')
    ->regionId('cn-hangzhou')
    ->asGlobalClient();
$queueName = '<QueueName>'; // 队列名称
$messageType = '<MessageType>'; // 需要接收的消息类型
$response = null;
$token = null;
$i = 0;
do {
    try {
        if (null == $token || strtotime($token['ExpireTime']) - time() > 2 * 60) {
            $response = AlibabaCloud::rpcRequest()
                ->product('Dybaseapi')
                ->version('2017-05-25')
                ->action('QueryTokenForMnsQueue')
                ->method('POST')
                ->host("dybaseapi.aliyuncs.com")
                ->options([
                    'query' => [
                        'MessageType' => $messageType,
                        'QueueName' => $queueName,
                    ],
                ])
                ->request()
                ->toArray();
        }
        $token = $response['MessageTokenDTO'];
        $mnsClient = new \AlibabaCloud\Dybaseapi\MNS\MnsClient(
            "http://1943695596114318.mns.cn-hangzhou.aliyuncs.com",
            $token['AccessKeyId'],
            $token['AccessKeySecret'],
            $token['SecurityToken']
        );
        $mnsRequest = new BatchReceiveMessage(10, 5);
        $mnsRequest->setQueueName($queueName);
        $mnsResponse = $mnsClient->sendRequest($mnsRequest);
        $receiptHandles = Array();
        foreach ($mnsResponse->Message as $mess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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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ach ($mnsResponse->Message as $message) {
            // ⽤⼾逻辑：
            // $receiptHandles[] = $message->ReceiptHandle; // 加⼊$receiptHandles数组中的记
录将会被删除
            $messageBody = base64_decode($message->MessageBody); // base64解码后的JSON字符串
            print_r($messageBody . "\n");
        }
        if (count($receiptHandles) > 0) {
            $deleteRequest = new BatchDeleteMessage($queueName, $receiptHandles);
            $mnsClient->sendRequest($deleteRequest);
        }
    } catch (ClientException $e) {
        echo $e->getErrorMessage() . PHP_EOL;
    } catch (ServerException $e) {
        if ($e->getCode() == 404) {
            $i++;
        }
        echo $e->getErrorMessage() . PHP_EOL;
    }
} while ($i < 3);

依赖Python语言的阿里云SDK核心库及dybaseapi，其中dybaseapi包用于拉取MNS消息。

阿里云SDK核心库（Python）

dybaseapi（Python）

Demo如下：

#!/usr/bin/env python
# coding=utf8
import time
from aliyunsdkcore.acs_exception.exceptions import ServerException
from aliyunsdkcore.client import AcsClient
from aliyunsdkdybaseapi.request.v20170525.QueryTokenForMnsQueueRequest import QueryTokenFor
MnsQueueRequest
from aliyunsdkcore.profile import region_provider
from datetime import datetime
from aliyunsdkdybaseapi.mns.account import Account
from aliyunsdkdybaseapi.mns.queue import *
from aliyunsdkdybaseapi.mns.mns_exception import *
try:
    import json
except ImportError:
    import simplejson as json
# TODO 需要替换成您需要接收的消息类型
message_type = "<MessageType>"
# TODO 需要替换成您的队列名称。在云通信⻚⾯开通相应业务消息后，就能在⻚⾯上获得对应的queueName
queue_name = "<QueueName>"
# 云通信固定的endpoint地址
endpoint = "http://1943695596114318.mns.cn-hangzhou.aliyuncs.com"
# TODO 需要分别替换成您的AccessKey ID、AccessKey Secret和可⽤区ID
acs_client = AcsClient("<AccessKeyId>", "<AccessKeySecret>", "cn-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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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_provider.add_endpoint("Dybaseapi", "dybaseapi.aliyuncs.com", "cn-hangzhou")
# 云通信业务token存在失效时间，需动态更新。
class Token():
    def __init__(self):
        self.token = None
        self.tmp_access_id = None
        self.tmp_access_key = None
        self.expire_time = None
    def is_refresh(self):
        if self.expire_time is None:
            return 1
        # 失效时间与当前系统时间⽐较，提前2分钟刷新token
        now = datetime.now()
        expire = datetime.strptime(self.expire_time, "%Y-%m-%d %H:%M:%S")
        if expire <= now or (expire - now).seconds < 120:
            return 1
        return 0
    def refresh(self):
        print("start refresh token...")
        request = QueryTokenForMnsQueueRequest()
        request.set_MessageType(message_type)
        request.set_QueueName(queue_name)
        response = acs_client.do_action_with_exception(request)
        # print response
        if response is None:
            raise ServerException("GET_TOKEN_FAIL", "获取token时⽆响应")
        response_body = json.loads(response)
        if response_body.get("Code") != "OK":
            raise ServerException("GET_TOKEN_FAIL", "获取token失败")
        sts_token = response_body.get("MessageTokenDTO")
        self.tmp_access_key = sts_token.get("AccessKeySecret")
        self.tmp_access_id = sts_token.get("AccessKeyId")
        self.expire_time = sts_token.get("ExpireTime")
        self.token = sts_token.get("SecurityToken")
        print("finish refresh token...")
# 初始化 token, my_account, my_queue
token, my_account, my_queue = Token(), None, None
# 循环读取删除消息直到队列空
# receive message请求使⽤long polling⽅式，通过wait_seconds指定⻓轮询时间为3秒
## long polling 解析：
### 当队列中有消息时，请求⽴即返回；
### 当队列中没有消息时，请求在MNS服务器端挂3秒钟，在这期间，有消息写⼊队列，请求会⽴即返回消息，3秒后，
请求返回队列没有消息；
wait_seconds = 3
print("%sReceive And Delete Message From Queue%s\nQueueName:%s\nWaitSeconds:%s\n" % (
    10 * "=", 10 * "=", queue_name, wait_seconds))
while True:
    receipt_handles = []
    # 读取消息
    try:
        # token过期是否需要刷新
        if token.is_refresh() == 1:
            # 刷新token
            token.refresh()
            if my_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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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my_account:
                my_account.mns_client.close_connection()
                my_account = None
        if not my_account:
            my_account = Account(endpoint, token.tmp_access_id, token.tmp_access_key, token
.token)
            my_queue = my_account.get_queue(queue_name)
        # 接收消息
        recv_msgs = my_queue.batch_receive_message(10, wait_seconds)
        for recv_msg in recv_msgs:
            # TODO 业务处理
            # receipt_handles.append(recv_msg.receipt_handle)
            print("Receive Message Succeed! ReceiptHandle:%s MessageBody:%s MessageID:%s" %
(
                recv_msg.receipt_handle, recv_msg.message_body, recv_msg.message_id))
    except MNSExceptionBase as e:
        if e.type == "QueueNotExist":
            print("Queue not exist, please create queue before receive message.")
            break
        elif e.type == "MessageNotExist":
            print("Queue is empty! sleep 10s")
            time.sleep(10)
            continue
        print("Receive Message Fail! Exception:%s\n" % e)
        break
    # 删除消息
    try:
        if len(receipt_handles) > 0:
            # my_queue.batch_delete_message(receipt_handles)
            print("Delete Message Succeed!  ReceiptHandles:%s" % receipt_handles)
    except MNSExceptionBase as e:
        print("Delete Message Fail! Exception:%s\n" % e)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短信服务Go语言的消息回执示例，同时下载相应的SDK安装包拉取MNS消息。

下载地址：Go SDK。

Demo如下：

package main
import (
    "encoding/base64"
    "fmt"
    "github.com/aliyun/alibaba-cloud-sdk-go/sdk/endpoints"
    "github.com/aliyun/alibaba-cloud-sdk-go/services/dybaseapi"
    "github.com/aliyun/alibaba-cloud-sdk-go/services/dybaseapi/mns"
    "time"
)
const (
    mnsDomain = "1943695596114318.mns.cn-hangzhou.aliyuncs.com"
)
func ma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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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points.AddEndpointMapping("cn-hangzhou", "Dybaseapi", "dybaseapi.aliyuncs.com")
    // 创建client实例
    client, err := dybaseapi.NewClientWithAccessKey(
        "cn-hangzhou",           // 您的可⽤区ID
        "<AccessKeyId>",         // 您的Access Key ID
        "<AccessKeySecret>")     // 您的Access Key Secret
    if err != nil {
        // 异常处理
        panic(err)
    }
    queueName := "<QueueName>"
    messageType := "<MessageType>"
    var token *dybaseapi.MessageTokenDTO
    for {
        if token == nil || expireTime.Unix()-time.Now().Unix() < 2*60 {
            // 创建 API 请求并设置参数
            request := dybaseapi.CreateQueryTokenForMnsQueueRequest()
            request.MessageType = messageType
            request.QueueName = queueName
            // 发起请求并处理异常
            response, err := client.QueryTokenForMnsQueue(request)
            if err != nil {
                panic(err)
            }
            token = &response.MessageTokenDTO
        }
        expireTime, err = time.ParseInLocation("2006-01-02 15:04:05", token.ExpireTime, tim
e.Local)
        if err != nil {
            panic(err)
        }
        mnsClient, err := mns.NewClientWithStsToken(
            "cn-hangzhou",
            token.AccessKeyId,
            token.AccessKeySecret,
            token.SecurityToken,
        )
        if err != nil {
            panic(err)
        }
        mnsRequest := mns.CreateBatchReceiveMessageRequest()
        mnsRequest.Domain = mnsDomain
        mnsRequest.QueueName = queueName
        mnsRequest.NumOfMessages = "10"
        mnsRequest.WaitSeconds = "5"
        mnsResponse, err := mnsClient.BatchReceiveMessage(mnsRequest)
        if err != nil {
            panic(err)
        }
        // fmt.Println(mnsResponse)
        receiptHandles := make([]string, len(mnsResponse.Message))
        for i, message := range mnsResponse.Message {
            messageBody, decodeErr := base64.StdEncoding.DecodeString(message.MessageBody)
            if decodeErr != nil {
                panic(decode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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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ic(decodeErr)
            }
            fmt.Println(string(messageBody))
            receiptHandles[i] = message.ReceiptHandle
        }
        if len(receiptHandles) > 0 {
            mnsDeleteRequest := mns.CreateBatchDeleteMessageRequest()
            mnsDeleteRequest.Domain = mnsDomain
            mnsDeleteRequest.QueueName = queueName
            mnsDeleteRequest.SetReceiptHandles(receiptHandles)
            //_, err = mnsClient.BatchDeleteMessage(mnsDeleteRequest) // 取消注释将删除队列中
的消息
            if err != nil {
                panic(err)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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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汇总了使用短信服务时的常见问题。

短信服务使用FAQ

购买及计费FAQ

短信产品合并FAQ

短信签名FAQ

短信模板FAQ

短信发送FAQ

10.常见问题10.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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