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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编号 修改说明 发布时间 作者 

V 3.2.0 基于历史版本重构文档；对比历史主要调整如

下： 

1. 补充广告主自测联调工具及操作说明 

2. 修改广告主、投放平台的协作流程说明 

3. 新增 H5 投放通过 API callback 方案说明 

4. 修改后续事件参数校验及对 message 说明 

5. 取消 Android 类下载广告的 Android id

归因支持 

6. 补充 iOS 14 获取 idfa 相关调整代码 

2020-09 产研中心 

V 3.3.0 修改关于文档中时间戳的参数信息 2021-01 产研中心 

V 3.4.0 1. 增加广协 caid 宏参数及归因方式说明 2021-02 产研中心 

V 3.5.0 1. 更新文档结构；内容优化 2021-03 产研中心 

V 3.6.0 1. 移除对 iOS 设备的 CAID 归因支持 

2. 后续事件增加 e=equality_uesr（质量用

户） 

2021-11 产研中心 

V 3.7.0 1. 移除设备参数明文，仅提供 MD5 值传递 2022-01 产研中心 

V3.7.1 1. 增加 imei、oaid 的原值 MD5 宏参数替换 

2. 后续事件中，质量用户回传的参数名称兼容 

e=equality_user 

2022-03 产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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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档说明 

 本文档面向广告主侧技术对接人员，说明转化归因回调（callback）、提供后续事件回调接

口； 

转化归因回调（callback）用于转化回传，直接回调即可； 

后续事件接口用于回传用户后续行为事件，便于 Sigmob 运营团队优化后续质量，需

要根据参数要求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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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化归因回调（callback） 

1.1 流程示意 

 

 

1.2 追踪链接支持的宏参数 

宏名称 定义 举例 

_CLICKID_ 
点击的唯一标识 id，由 Sigmob 生成；格

式为 32 位字符串 

554990e3-a95d-11ec-a5b4-00163e32947f 

_IDFAMD5_ 
iOS 设备的 idfa md5；全部大写（等同于

原值）后 32 位 MD5 

如原值：37E97711-4D33-421D-B5C0-F1C3EF65CF80 

MD5 值：7aaea500abc07a272b7c9840ef5e6fc6 

_IMEIMD5_ 
安卓设备的 imei（对双卡设备优先使用

imei1，imei1 为空，使用 imei2）全部转

小写（CDMA 手机的 imei 含大写字母）后

取 32 位小写 md5 摘要 

如：A000007231F28D 

替换结果：6412cdbdc75dffe7c2cedf9b68132000 

_ORIMEIMD5_ 
安卓设备的 imei （对双卡设备优先使用

imei1，imei1 为空，使用 imei2）原值，

取 32 位小写 md5 摘要 

如：A000007231F28D 

替换结果：ae3ee9c905a35e4597f315d85cf02d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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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GAIDMD5_ 
android 设备的 google advertiser id

的 MD5 值， 

 

_OAIDMD5_ 
安卓设备 oaid 全部转小写后取 32 位小写

md5 摘要 

如：

5F4FD93D43684652B51FD58AA3A922A99803da9

4deb5b400cf138a132a6f734e 

替换结果： 4aa5ec4974fa384a1d4e10f941424572 

_OROAIDMD5_ 
安卓设备 oaid 原值，取 32 位小写 md5

摘要 

如 oaid 原值：

5F4FD93D43684652B51FD58AA3A922A99803da9

4deb5b400cf138a132a6f734e 

替换结果：40de30888b21cf27d390d38296b10c05 

_IP_ 
客户端 ipv4 地址 8.8.8.8 

_UA_ 
user agent 的 urlencode 替换结果  

_TIMESTAMP_ 
unix 时间戳（秒） 1609296499 

如果需要毫秒时间戳，请使用 _TIMESTAMP_000 

_CALLBACK_ 
广告主转化目标达成后的回传通知地址 使用可变长字符串 varchar 存储；归因阶段把 callback

返回值 decode 一下，直接访问即可 

 

Android 设备信息匹配优先级：gaidmd5>（imeimd5 或者 orimeimd5）>（oaidmd5 或者 

oroaidmd5）>IP 归因 

由于 Android 双卡设备，有两个不同的 imei 号，建议对 imei 做遍历归因，且 imei1 优先 

IP 归因建议使用 IP 优先，ua 辅助归因：如果同 IP 下有多条上报，建议使用 IP+ua 中的操作系统版本

作为归因判断标识 

iOS 设备信息匹配优先级：idfamd5>IP 归因 

 IP 归因建议使用 IP 优先，ua 辅助归因：如果同 IP 下有多条上报，建议使用 IP+ua 中的操作系统版本

作为归因判断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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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联调 

在开始做投放测试前，我们建议广告主进行一定的自助联调开发，保证整个自动归因流程走通。

Sigmob 开放了自助测试工具，说明如下： 

工具地址：https://attrtools.sigmob.cn/catools.html 

用户名：mocker_tools 

密码：1qazXSW@3edFGH%^&gH 

 操作步骤： 

1. 访问工具地址，选择要联调的操作系统（第一行） 

2. 在 tracking url 输入点击监测地址，并根据操作系统选择结果在对应的单元格输入设备号 

该设备信息一定要是真实的，第 6 步的时候需要在这个设备上安装广告主 APP 

3. 点击【提交】按钮，点击弹窗中的【确定】按钮 

 

4. 工具将在下方 url 单元格生成一条点击上报 

5. 广告主手动访问点击监测链接，检查参数上报入库 

请注意，_CALLBACK_的替换结果需要使用可变长字符串（varchar）存储 

6. 使用第 4 填写的设备安装广告主 APP 并使用 

7. 确定是否触发 callback 归因回调（回调成功标志：http code= 200）；如果未发生 callback

回调，请广告主排查，参见 Q&A 部分 

https://attrtools.sigmob.cn/catoo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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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Q&A 

1. Android 设备归因失败，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a) 检查 APP 上报（第 7 步）是否获取到了设备号（imei、oaid） 

b) 检查双卡设备的 imei 有没有遍历归因——如 联调的时候填写的是 imei1，APP 上报的时候

收到的是 ime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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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后续事件回传 

后续事件回传与 callback 回调属于不同的优化诉求，callback 回调参见这里 

2.1 业务含义 

callback 回传外的其他事件，统称为后续事件。回传后续事件有助于 Sigmob 运营团队优化后续

质量 

2.2 接口说明 

请求方式：GET 

请求域名：https://dc.sigmob.cn/log? 

后续事件回传：http 的状态码 = 204，即表示成功 

参数列表： 

参数 是否必填 定义 

_uniq_key 是 固定值：sig_active 

_ac_type 是 固定值：80 

_user_id 是 【广告主自定义】：广告主 APP 侧的用户 ID；如果广告主侧没

有用户账号体系，传 0 即可 

platform 是 
【广告主自定义】：广告主侧自定义的标识；完全由广告

主侧自定义，Sigmob 只做非空校验 

e 是 
回传事件类型 

应用安装后打开事件：active 

注册事件：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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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事件（用于计算留存）：login 

付费事件：pay 

价值用户：quality_user 

clickid 是 点击监测链接中，_CLICKID_的值 

event_time 是 
事件发生时间，单位为秒的 Unix 时间戳 

最多距离当天时间 7 天 

currency_type 否 货币类型，例：CNY；e= pay 时必选 

currency_amount 否 货币金额，单位：分；e= pay 时必选 

示例链接（以付费事件为例）： 

https://dc.sigmob.cn/log?_uniq_key=sig_active&_ac_type=80&_user_id=0&platform=xxx&e=pay&ev

ent_time=1640159289&clickid= f2f13f48-62fc-11ec&currency_type=CNY&currency_amount=100 

响应内容： 

http 状态码 业务含义 说明 

204 回传成功  

400 回传信息格式错误，需要

根据 error 及 msg 信息

判断 

_uniq_key!=sig_active：_uniq_key 参取值错误 

no parameter platform：平台名称不符合要求 

no parameter e：没有回传参数 e 

no parameter clickid：clickid 为空 

no parameter event_time：时间戳为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