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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Top

转移域名

注意

您必须确保域名已经解锁。

参数 Top

名称

数据类型

必填 / 可选

描述

auth-userid

整数

必填

认证参数（代理商 ID）

auth-key

字符串

必填

认证参数（API KEY）

domain-name

字符串

必填

指定你要转移的域名
您要转移的域名的授权码 (也叫 转移密码)
下列域名要求有授权码才能转移(后缀):


.AU



.BIZ


auth-code

字符串

可选



.BZ



.CA



.CO



.COM



.DE



.EU



.IN (including only these Third Level .IN
Domains: .CO.IN, .NET.IN, .ORG.IN, .GEN.IN, .FIRM.IN, .IND.IN)



.INFO



.MN



.MOBI



.NAME



.NET



.NL



.NZ



.ORG



.US



.WS



.XXX


您跟客户索取 auth-code，在转移域名下单过程中需输入。或者，您可以不使用转移密码下订
单发起转移。域名管理联系人在收到转移确认信时输入转移码以确认转移域名。

我们更建议您使用第二种方式，这样下订单时不需要输入密码。客户更愿意最后的确认步骤
中输入转移密码。
以下后缀，域名转移码强制要求在最后一步提供：



.AU




.CA



.DE



.EU



.NZ


customer-id

整数

用于下订单购买产品的客户 ID

必填

The Registrant Contact of the domain name.
域名的注册人

reg-contact-id

整数

必填

在转移过程中，.UK 域名的注册联系人信息不会更改。您可以在
域名成功转移至 ResellerClub 后在修改。请参考流程
http://www.nominet.org.uk/registrants/maintain/transfer/chargeable/

The Administrative Contact of the domain name. 域名的管
理联系人
admin-contact-id

整数

EU, .NZ, .RU 和 .UK 没有域名管理员联系人，您需要

必填

将 admin-contact-id 的值设置为-1

.EU 域名的技术联系人信息不能修改。然而.NZ,.RU 以及.UK 域
tech-contact-id

整数

名没有技术联系人信息。您需要将这些域名的 tech-contact-id

必填

的值设置为-1
.EU 域名的财务联系人信息不能修改。然而 .AT, .BERLIN,
.CA, .NL, .NZ, .RU 和 .UK 域名没有财务联系人信息。您需要将这些域名的
tech-contact-id
billing-contact-id

整数

必填

的值设置为-1

该参数决定了客户的发票（账单）将如何处理
为您的客户设置如下任一发票选项


NoInvoice:该选项将不会在客户账户中生产代支付的账单，订单直接执行，产品立刻激活。
invoice-option

（API 接入建议用此参数）
字符串

必填
PayInvoice:此选项将会在客户账户里创建待账单，

如果客户的账户里有足够的余额，那么

invoice 将会被支付，域名将被转移。



如果客户的账户里余额不足，订单将会保持在“正在处理中”的状态。




KeepInvoice: 将会产生发票让客户付款。付款后，订单将会执行。


域名隐私保护服务不支持如下顶级域名（后缀):


.ASIA



.AU



.CA



.CN



.ORG.CO, .MIL.CO, .GOV.CO, .EDU.CO



.DE



.ES



.EU


purchase-privacy

Boolean

可选



.IN



.NL



.NZ



.PRO



.RU



.SX



.TEL



.UK



.US


protect-privacy

Boolean

可选

开启/关闭域名隐私保护设置

ns

Array of
Strings

可选

与域名所绑定的 dns 服务器列表。最多允许指定 13 条 Name Servers

attr-name

Map[name]

可选

映射任何额外信息值用以转移域名，引用 attr-value 来描述

映射转移域名所需额外信息值。 attr-name 应该包含额外的细节信息。
转移.ASIA 域名：
cedcontactid:对于.ASIA 域名，'Charter Eligibility Declaration Contact ID' 是必须的。这一
参数代表这 CED 联系 ID。您可以选择任一管理联系人，技术联系人，付款人联系或者注册
人作为这一参数的值。
attr-value

Map[value]

可选

attr-name1=cedcontactid&attr-value1=0
To transfer a Premium domain name:
转移优质域名
type:转移优质域名，您必须传递一个附加参数类型 type， 这一值需设置为 premiumft.
attr-name1=type&attr-value1=premiumft

HTTP 方法 Top

POST

测试 URL 请求范例 Top

转移含有隐私保护的域名的测试 URL 请求范例 Top

https://test.httpapi.com/api/domains/transfer.json?auth-userid=0&api-key=key&domain-name=domain.com&auth-code=auth-cod
e&ns=ns1.domain.com&ns=ns2.domain.com&customer-id=0&reg-contact-id=0&admin-contact-id=0&tech-contact-id=0&billing-co
ntact-id=0&invoice-option=KeepInvoice&purchase-privacy=true

转移.ASIA 域名的测试 URL 请求范例

https://test.httpapi.com/api/domains/transfer.json?auth-userid=0&api-key=key&domain-name=domain.asia&auth-code=auth-code
&ns=ns1.domain.com&ns=ns2.domain.com&customer-id=0&reg-contact-id=0&admin-contact-id=0&tech-contact-id=0&billing-con
tact-id=0&invoice-option=KeepInvoice&attr-name1=cedcontactid&attr-value1=0

转移优质域名的测试 URL 请求范例

Top

https://
test.httpapi.com/api/domains/transfer.json?auth-userid=0&api-key=key&domain-name=domain.com&auth-code=auth-code&ns=n
s1.domain.com&ns=ns2.domain.com&customer-id=0®-contact-id=0&admin-contact-id=0&tech-contact-id=0&billing-contact-id=0
&invoice-option=KeepInvoice&purchase-privacy=true& attr-name1=premium&attr-value1=true

接口响应 Top

返回一个 hash map 包含一下信息

域名(description)

域名订单号(entityid)

操作类型(actiontype)

域名转移操作描述(actiontypedesc)

域名转移操作 ID(eaqid)

域名转移操作状态(actionstatus)

域名转移操作状态描述(actionstatusdesc)

域名转移账单的 ID(invoiceid)

代理商销售货币单位(sellingcurrencysymbol)

销售货币交易金额(sellingamount)

与域名订单相关的客户 ID 号(customerid)

隐私保护信息(privacydetails)

域名(description)

域名注册订单的订单 ID(entityid)

操作类型(actiontype)

域名隐私保护购买操作的描述(actiontypedesc)

隐私保护购买操作的操作 ID 号(eaqid)

隐私保护购买操作的状态(actionstatus)

隐私保护购买操作状态的描述(actionstatusdesc)

隐私保护购买发票的发票 ID(invoiceid)

代理商销售货币单位(sellingcurrencysymbol)

销售货币交易金额(sellingamount)

闲散货币交易数量(unutilisedsellingamount)

域名注册订单号相关客户 ID (customerid)

注意

当 invoice-option 设置为 NoInvoice 时是不会返回 invoiceid, sellingcurrencysymbol, sellingamount 和 customerid 这些参数的

当出现任何错误，会返回带有 ERROR 值和错误信息的状态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