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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映服务介绍：

展映，多年网络视频服务技术背景团队，专注客户长远需求，用科技推动市场效率。展

映智慧内容分发系统经历数年的迭代和优化调整，现对外推出一系列产品及服务。展映在积

极探索最新信息行业科技前沿进展的同时，也不断将吸收的成果融合到现有服务中。

二、API 总体框图

三、API 模块

以下所有接口前需加上域名 如 http://v.zyinfo.pro。

1、登录授权

流程：

a.获取验证码：

API： /api/v1?do=gen_code&phonenumber=&nonce=

其中 phonenumber 可以是手机或邮箱

nonce 为随机数

返回 “ok” 或者 错误说明

b.验证并获取 openid 与 token

API:/api/v1?do=create_phone_account&openid=&openid0=ad_

invite_new&token0=&token=&code=&invite_uid=

其中 openid 以 字母 o 开头 ，如 o84e1e4263c81ce62c401d0470585

11ce ，一般采用 "o"+md5("gen_md5_openid"+md5("m"+phonenum)) 方

式进行生成。code 为验证码。invite_uid 为发出邀请的用户账号 id 可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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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en 可自己随机生成。

返回： token 字符串。存储到客户端即可，openid 使用上方提交的 open

id。目前没有过期时间。重新登录后，原有 token 过期。

2、内容拉取

 请下载 APP ，使用 wireshark 等抓包工具查看相应 API 接口。

或者使用 网页调试功能查看相应接口（如：https://v.zyinfo.pro/userpage.php?tok

en=&watch_uid=12085&openid=helper）

 其中 watch_list 一般为需要查看的视频 list，可为用户的 openid。vi

ew_list 类似。

 一般情况下均需附带 openid 和 token 信息。请在 openid=后填入 open

id。d 为 设备（web/android/ios）。

1) 推荐视频列表拉取（略）

API: /api/v1?do=get_next_list&d=web&openid=1&vid=&watch_co

unt=&order=&cmd=&view_list=&fav_index=&view=&shareid=&q=

如拉取关注的用户视频列表：/api/v1?d=android&app=zhanying&do=

get_next_list&get=favuser&locale=zh&country=CN&openid=ad166

3118900386&token=-1604819983132613210&nonce=1666407323351

2) 用户个人数据拉取

API: /api/v1?do=get_fav&d=web&next_id=0&openid=&token=&w

atch_list=&fav_index=0&view=user&q=

3) 用户作品数据拉取

API: /api/v1?do=get_fav&d=web&next_id=0&openid=&token=&w

atch_list=&fav_index=0&view=user&q=

其中 q 为搜索用户作品的关键词

4) 用户收藏信息拉取

API: /api/v1?do=get_fav&d=web&next_id=0&openid=&token=&w

atch_list=&fav_index=0&view=like&q=

其中 q 为搜索用户作品的关键词

5) 关注列表拉取

API: /api/v1?do=get_follow&d=android&watch_list=&openid=

https://v.zyinfo.pro/userpage.php?token=&watch_uid=12085&openid=helper
https://v.zyinfo.pro/userpage.php?token=&watch_uid=12085&openid=hel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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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en=&offset=0

offset 为 偏移量。

6) 粉丝列表拉取

API: /api/v1?do=get_follower&d=android&watch_list=&openi

d=&token=&offset=0

offset 为 偏移量。

7) 内容搜索

API:/api/v1?d=&do=get_fav&openid=&token=&watch_list=&vi

ew_list=&fav_index=0&view=search&q=

其中 watch_list = view_list = 被搜索的用户 openid

8) 用户作品/收藏内容搜索

API:/api/v1?d=&do=get_fav&openid=&token=&watch_list=&vi

ew_list=&fav_index=0&view=fav&q=

其中 watch_list = view_list = 被搜索的用户 openid

view=fav 为搜索收藏，view=posts 为搜索用户发布的作品

3、数据交互

1) 点赞（略）

API： /api/v1?do=like&openid=&token=&vid=

2) 发表评论（略）

API：/api/v1?do=commnet_set&openid=&token=&vid=

3) 获取评论

API：/api/v1?do=commnet_get&d=android&openid=&vid=&page=

0&token=

4) 分享，获取分享字符串：

API：/api/v1?do=sharetext&d=android&openid=&vid=&locale=

zh&country=CN

5) 不喜欢：

API：/api/v1?do=dislike&action=dislike&vid=&openid=&t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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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6) 关注：

API：/api/v1?do=follow_user&openid=&token=&follow_user=h

otvideo

7) 取消关注：

API：/api/v1?do=unfollow_user&openid=&token=&follow_user=h

otvideo

8) 更新头像

9) 修改账号名称

API：/api/v1?do=change_nickname&openid=&token=&nickname=

10) 修改个人简介

API：/api/v1?do=change_signature&openid=&token=&signatu

re=

11) 设置城市

API：/api/v1?do=change_city&openid=&token=&city=

4、消息管理

参考网页版管理链接

使用网页进行调试获取 API

openid 必须为管理员

1) 发送推送通知：

API：/api/v1?do=push_user_invite_list&industry_ids=&title=te

st&content=test&vid=&url=&openid=&token=

2) 获取推送行业分类：

API：/api/kaoqin/kaoqinapi.php?do=list_kaoqin_company&openid

=&token=&companyname=&machineID=moying_industry&name=&userID=&

companyID=

https://v.zyinfo.pro/module/channel_manage.php?openid=o72500a1ee68534c53c5f081b5eb84637&token=98869030047830850&view=message&page=1&orderby=time&v=27547692&days=1&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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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视频管理

参考网页版管理链接

openid 必须为管理员。

1) 静默视频

API：/api/v1?vid=17796129&do=filt_video&states=1&openid=&tok

en=&openid1=

openid1 为发布者的 openid

2) 移除视频

API：/api/v1?do=deletevideo&states=&vid=&msgid=&openid=&toke

n=

其中 msgid 为视频长 id，必须。

3) 审核视频

API：/api/v1?do=pass_video&states=2&msgid=&openid=&token=

其中 msgid 为视频长 id，必须。

6、评论管理

1) 删除评论

API：/api/v1?do=delete_comment&openid=&cid=&vid=&token=

cid 为评论 id ，vid 为视频 id。

2) 审核评论通过

API：/api/v1?do=pass_comment&openid=&states=2&cid=&vid=&

token=

7、广告管理

AD_n 为广告 id。

用户或频道管理员均有权限交互。

1) 启动广告：

API：/api/v1?do=startAD&openid=&token=&AD_n=

2) 暂停广告：

API：/api/v1?do=pauseAD&openid=&token=&AD_n=

3) 注销投放广告：

API：/api/v1?do=stopAD&openid=&token=&AD_n=

4) 更新广告预算：

API：/api/v1?do=updateAD&max_cost_day=&openid=&token=&AD

https://v.zyinfo.pro/module/channel_manage.php?openid=o72500a1ee68534c53c5f081b5eb84637&token=98869030047830850&view=message&page=1&orderby=time&v=27547692&days=1&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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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

max_cost_day 为 当日广告消费限额。

8、内容发布

1) 获取上传 token

2) API ：/api/get_qiniu_token.php?openid=&token=&filetype=v

ideo&size=

3) 使用七牛云上传

参考：https://developer.qiniu.com/kodo

网页版参考：

4) 更新数据

API ：/api/user_upfiles.php?msgid=&class=upfile&title=&size

=&uid=&filetype=video&locate_x=&locate_y=&locale=zhcn&open

id=&token=

其中 msgid 自己生成 如 1666412851004.

title 视频内容标题 ，需 URL 编码

uid 上传者用户 id ，可不填

更多请联系技术人员：

微信 youkpan

Email：pyq@zyinfo.pro

https://developer.qiniu.com/kodo
mailto:pyq@zyinfo.p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