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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币 API 接口变更通知 
 

 

公告主题：关于在现有账户流水查询接口中增加返回字段”next-id”的通知 

 

公告内容： 

 

尊敬的用户， 

 

当前，现有账户流水查询接口”GET /v1/account/history”返回消息中未包含”next-id”字段，用户无法获知是否所有的账户流水记录已

全部包含在返回消息中。 

 

自本通知生效之日起，火币 Global 将该接口的返回消息中增加非强制字段”next-id”。 

 

生效日期：2020 年 8 月 4 日（GMT+8） 

具体变更细节及参数要求，请参考 API 文档：https://huobiapi.github.io/docs/spot/v1/cn/ 

火币全球站 

2020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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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明细： 

 

当前，现有账户流水查询接口”GET /v1/account/history”返回消息中未包含 next-id 字段，用户无法获知是否所有的账户流水记录已全

部包含在返回消息中。 

 

自本通知生效之日起，火币 Global 将该接口的返回消息中增加非强制字段”next-id”。如返回消息中包含”next-id”，意味着尚有其余

账户流水记录未在本次返回中包含，用户须将此”next-id”作为”from-id”，继续进行下次查询，以获取其余账户流水记录。 

 

账户流水 

 

API Key 权限：读取 

限频值（NEW）：5 次/2s 

该节点基于用户账户 ID 返回账户流水。 

 

HTTP Request 

 GET /v1/account/history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

必需 

数据

类型 

描述 缺省值 取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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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

id 

true string 账户编号,取值参考 GET 

/v1/account/accounts 

  

currency false string 币种,即 btc, ltc, bch, eth, etc ...(取值

参考 GET /v1/common/currencys) 

  

transact-

types 

false string 变动类型，可多选，以逗号分隔 all trade (交易),etf（ETF 申购）, transact-fee（交易手

续费）, deduction（手续费抵扣）, transfer（划

转）, credit（借币）, liquidation（清仓）, interest

（币息）, deposit（充币），withdraw（提币）, 

withdraw-fee（提币手续费）, exchange（兑换）, 

other-types（其他）,rebate（交易返佣） 

start-

time 

false long 远点时间 unix time in millisecond. 

以 transact-time 为 key 进行检索. 查

询窗口最大为 1 小时. 窗口平移范围

为最近 30 天. 

((end-

time) – 

1hour) 

[((end-time) – 1hour), (end-time)] 

end-time false long 近点时间 unix time in millisecond. 

以 transact-time 为 key 进行检索. 查

询窗口最大为 1 小时. 窗口平移范围

为最近 30 天. 

current-

time 

[(current-time) – 29days,(current-time)] 

sort false string 检索方向 asc asc or desc 

size false int 最大条目数量 1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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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id false long 起始编号（仅在下页查询时有效，见

注 2） 

  

Response: 

json 

{ 

    "status": "ok", 

    "data": [ 

        { 

            "account-id": 5260185, 

            "currency": "btc", 

            "transact-amt": "0.002393000000000000", 

            "transact-type": "transfer", 

            "record-id": 89373333576, 

            "avail-balance": "0.002393000000000000", 

            "acct-balance": "0.002393000000000000", 

            "transact-time": 1571393524526 

        }, 

        { 

            "account-id": 5260185, 

            "currency": "btc", 

            "transact-amt": "-0.002393000000000000", 

            "transact-type": "transfer", 



 5 

            "record-id": 89373382631, 

            "avail-balance": "0E-18", 

            "acct-balance": "0E-18", 

            "transact-time": 1571393578496 

        } 

    ] 

} 

响应数据 

字段名称 数据类型 描述 是否强制字段 

status string 状态码 TRUE 

data object 
 

TRUE 

{ account-id long 账户编号 TRUE 

currency string 币种 TRUE 

transact-amt string 变动金额（入账为正 or 出账为负） TRUE 

transact-type string 变动类型 TRUE 

avail-balance string 可用余额 TRUE 

acct-balance string 账户余额 TRUE 

transact-time long 交易时间（数据库记录时间） TRUE 

record-id } long 数据库记录编号（全局唯一）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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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id long 下页起始编号（仅在查询结果需要分页返回时包含此字段，见注 2） FALSE 

注 1： 

账户流水中返回的交易返佣金额为到账金额，多笔成交产生的多笔返佣可能会合并到帐，成为一笔流水。 

 

注 2： 

仅当用户请求查询的时间范围内的数据条目超出单页限制（由“size“字段设定）时，服务器才返回”next-id“字段。用户收到服务器返

回的”next-id“后 – 

1） 须知晓后续仍有数据未能在本页返回； 

2） 如需继续查询下页数据，应再次请求查询并将服务器返回的“next-id”作为“from-id“，其它请求参数不变。 

3） 作为数据库记录 ID，“next-id”和“from-id”除了用来翻页查询外，无其它业务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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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用户的影响： 

 

API 用户需自行评估以上新增字段对用户自身业务的适配，必要时更新相关应用。 

 

所有变更将自本通知生效之日起更新至 Huobi API Docs。 

https://huobiapi.github.io/docs/spot/v1/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