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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局变量
 
 
2. 环境变量
 
 
2.1. 线上测试
 
url:http://www.jisupeixun.com
 
 
2.2. 本地测试
 
url:http://localhost:9081/Fast-Trianing/
 
 
3. 默认文档
 
 
注意：必须在注册账号之后才能进行第三方快捷登录
系统中的错误编号：
| errorcode(返回码) | errormsg(返回信息) | | :------------: | :------------ | | 0 | 操作成功 | | 1 | 操作失败 | | 2 | 账号已存
在 | | 3 | 账号格式不正确 | | 4 | 账号不存在 | | 5 | 连接不上数据库 | | 6 | 系统内部错误 | | 7 | 手机注册成功 | | 8 | 邮箱
注册成功 | | 9 | 手机验证码输入不正确 | | 10 | 验证码输入超时 | | 11 | 账号被锁定 | | 12 | 账户或密码有错误 | | 13 | 该
用户已经登录 | | 14 | 验证码错误 | | 15 | 验证码输入超时 | | 16 | 注册失败 | | 17 | 账号注册成功 | | 18 | token验证失
败 | | 19 | 激活失败 | | 20 | 帐号已激活 | | 21 | 未发送邮件 | | 22 | 该手机号超过限制 | | 24 | 参数错误 | | 25 | 空数据 | |
26 | 排序码已经存在 | | 27 | 登录账号重复 | | 28 | 不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 | | 29 | 名称已经存在 | | 30 | 版本更新 | | 31 |
主版本不能删除 | | 32 | 没有共享文件 | | 33 | 转码失败 | | 34 | 删除的知识架构存在课程 | | 35 | Token 验证失败,不能
为空(项目返回:Token or Login Information can't be empty) | | 36 | Token 中的时间戳已过期(项目返回:Token
Time stamp failure) | | 37 | 系统已过期(项目返回:The system has expired) | | 38 | 企业人数超过最大限制 | | 39 |



企业存储空间超过最大限制 | | 40 | 该模板信息不存在 | | 41 | 企业邮件余额不足 | | 42 | 企业短信余额不足 | | 43 | 企
业套餐已过期，请续费 | | 44 | 此账号已离职/结业，无法登录！ | | 45 | 身份验证失败 | | 46 | 上传文件超过限制 | |
47 | 该分销信息不存在 | | 48 | 该分销商不能发展代理人 | | 49 | 没有权限开启分销 | | 50 | 分销级别为空 | | 51 | 该班
级不存在 | | 52 | 报名人数已达上限 | | 53 | 提现金额大于余额 | | 54 | 该订单已经存在，请尽快付款 | | 55 | 该订单不
允许修改 | | 56 | 该用户没有权限提现 | | 57 | 超管或企业管理员不允许删除 | | 58 | 该用户的提现订单已存在 | | 59 |
审核完成的新闻不允许修改 | | 60 | 该文件在转码 | | 61 | 文件名称重复 | | 62 | 存储空间统计中 | | 63 | 本次报名人数
已达报名上限 | | 64 | data格式不正确 | | 65 | 您已经领取优惠卷了 | | 66 | 请您先登录 | | 67 | 你来晚了，优惠卷已经
领光了 | | 68 | 登录失败，该账号已经其他地方登陆 | | 69 | 参数含有非法字符 | | 70 | 无权限操作 |
 
4. 默认模块
  
4.1. 人员通用接口 
批量添加（编辑）人员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批量添加（编辑）人员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AddPeopl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组织架构、用户组、角色 批量添加人员,通用接口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addPeopleList true array[object] 新增人员集合(添

加和编辑)
    user_ID true string 人员id
    user_Name true string 人员名
delPeopleList true array[object] 删除人员集合(编

辑)
    user_ID true string 人员id
    user_Name true string 人员名
OrgGroupRole_ID false string DALKJLKASDJLF

KDJS
操作的节点id（组
织架构id/用户组
id/角色Id）

userId true string 当前操作人
id——以后方便添
加日志

opType true string 1-组织架构，2-用
户组，3-角色

当前操作的对象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负者人添加(编辑)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负者人添加(编辑)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AddPersonel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4.2. 通用设置 
配置企业钉钉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配置企业钉钉信息
接口地址:organizationInfo/saveOrupdateOrginfo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接口描述:
组织架构、用户组、角色 负者人添加/编辑 的通用性接口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addPersonList true array[object] 添加负责人集合
    userId true string 人员id
delPersonList true array[object] 删除负责人集合
    userId true string 人员id
OrgGroupRole_ID false string 1d321g5fs 当前添加负者人的

节点id（ 企业
id/用户组id/角色
id）

userId true string jfklduais 当前操作人
id——以后方便添
加日志

opType true string 1-组织架构，2-用
户组，3-角色

当前操作的对象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4.3. 课程播放 
获取视频清晰度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获取视频清晰度
接口地址:{url}/course/findDefinitio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配置企业钉钉的企业id和企业密钥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anization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Corpid true string 钉钉的企业id
orgCorpSecret true string 钉钉的企业密钥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pid true string 文件id(主表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返回码： 0 成功  1 失败

5 数据库连接失败 6 服
务器异常

datas true string 文件子表对象
    id false string 文件子表id
    Yuan false string 用户判断该文件是 0本

地 1百度云 2七牛
    fileid false string 文件主表id
    Type false string 是否是主文件 0为主文

件，1为辅助文件
    URL false string 源文件路径



 
示例数据 
 
{
    "errorcode": "0",
    "datas": [
        {
            "id": "074a286d-0a81-4266-86cf-45da2e0e8d43",
            "Yuan": "1",
            "fileid": "5edf0af0-b47a-45e6-8969-e4078c1b5beb",
            "Type": "0",
            "URL": "http://uploadfilebucket.bj.bcebos.com/resources/knowledge/216dca2e-6c17-4db6-af34-
95cc18f9e092/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5edf0af0-b47a-45e6-8969-
e4078c1b5beb/preview/1498c0de-baaf-4c68-b01e-75dfdde78992.docx",
            "filepreview": "http://uploadfilebucket.bj.bcebos.com/resources/knowledge/216dca2e-6c17-4db6-
af34-95cc18f9e092/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5edf0af0-b47a-45e6-8969-
e4078c1b5beb/preview/1498c0de-baaf-4c68-b01e-75dfdde78992.pdf",
            "Name": "1498c0de-baaf-4c68-b01e-75dfdde78992.docx",
            "Size": 40.0009765625,
            "Edition": "1",
            "UploadDate": "2017-10-26 20:42:52",
            "Upuser": "zero",
            "Upuser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frequency": 0,
            "org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user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Extended": "docx",
            "videotime": "4",
            "fileUrlMp4": "http://uploadfilebucket.bj.bcebos.com/resources/knowledge/216dca2e-6c17-4db6-
af34-95cc18f9e092/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5edf0af0-b47a-45e6-8969-
e4078c1b5beb/1498c0de-baaf-4c68-b01e-75dfdde78992.png",
            "fileTxt": ""
        },
        {
            "id": "1498c0de-baaf-4c68-b01e-75dfdde78992",
            "Yuan": "1",
            "fileid": "5edf0af0-b47a-45e6-8969-e4078c1b5beb",
            "Type": "0",
            "URL": "http://192.168.1.148:8085/resources/knowledge/216dca2e-6c17-4db6-af34-

    filepreview true string 预览路径（播放路径
），与源文件路径一致

    Name false string 文件名称
    Size false string 文件大小
    Edition false string 版本号
    UploadDate false string 上传时间
    Upuser false string 上传人名称
    UpuserID false string 上传人id
    frequency false string 下载次数
    fileUrlMp4 false string 封面路径



95cc18f9e092/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5edf0af0-b47a-45e6-8969-
e4078c1b5beb/5edf0af0-b47a-45e6-8969-e4078c1b5beb.docx",
            "filepreview": "http://192.168.1.148:8085/resources/knowledge/216dca2e-6c17-4db6-af34-
95cc18f9e092/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5edf0af0-b47a-45e6-8969-
e4078c1b5beb/preview/5edf0af0-b47a-45e6-8969-e4078c1b5beb.pdf",
            "Name": "《药学专业知识一》模拟试卷1-1",
            "Size": 40.0009765625,
            "Edition": "1",
            "UploadDate": "2017-10-26 20:42:52",
            "Upuser": "zero",
            "Upuser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frequency": 0,
            "org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user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Extended": "docx",
            "videotime": "0",
            "fileUrlMp4": "http://192.168.1.148:8085/resources/knowledge/216dca2e-6c17-4db6-af34-
95cc18f9e092/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5edf0af0-b47a-45e6-8969-
e4078c1b5beb/preview/5edf0af0-b47a-45e6-8969-e4078c1b5beb.png",
            "fileTxt": "5a6222f8084ecdd80db51be1dc9f0e96"
        }
    ]
} 
获取课程相关属性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获取课程相关属性
接口地址:{url}/course/findCourseProperties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头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获取播放课程的相关属性(播放次数 & 收藏状态 ...)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默认值 描述
X-Session-Token true 在用户登录时产生的

Token,用于登录验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ourseId true string 课程 Id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响应 Json
{
    "data": {
        "view_count": 47,
        "collections_id": "4e7cfa1b-962b-4eab-aaaf-37f0ef16a037"
    },
    "errorcode": "0",
    "errormsg": ""
} 
上传课程播放进度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上传课程播放进度
接口地址:{url}/coursedetailed/Uploadprogress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头
 
 

 
请求参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 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错误码 (除0外都是错误)
e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详细信息 (出现错

误时会出现错误信息)
data true string 当前播放课程的相关属

性(播放次数 & 收藏状态
...)

    collections_id true string 课程收藏状态(若收藏过
当前播放课程，则会返
回收藏表的主键 Id)

    view_count true string 课程播放次数
    evaluate true boolean 是否评价过

接口描述:
获取观看的课程中所有播放过的小节的播放进度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默认值 描述
X-Session-Token true 在用户登录时产生的

Token,用于登录验证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arrangeId false string 培训任务 Id，从培

训任务中进入课程
时需要用到

courseId true string 课程 Id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 Id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 Id
studyDetailsId true string 该课程的学习记录

的主键 Id
jsonDetails true object 需要保存的学习情

况
    key true string 该记录所属课程 Id
    playpid true string 播放至那个小节的

小节Id
    order true number 0/1 是否强制学习(0:不

强制,1:强制)
    list true array[object] 所有学过的小节的

学习情况
        pid true string 小节 Id
        ptype true string 1/2/3/4/8 小节类型(1:视频、

2:文档、3:考试、
4:线下、8:图文)

        cstime true string 小节需要学习的时
间(单位为分钟)

        playTime true string 小节播放了多长时
间

        learnTime true string 小节学习了多长时
间

        pstate true number 是否完成该小节
newStudyDetails
Json

true object 记录学习该课程的
用户具体的学习
(开始与结束)时间
的 Json

    id true string 主键 Id
    courseId true string 学习课程 Id
    csid true string 学习小节 Id
    courseType true string 学习课程类型
    userId true string 学习用户 Id
    orgid true string 学习用的的企业 Id
    timeStart true string 开始学习时间
    timeEnd true string 结束学习时间
    timeLearn true string 学习了多长时间

(按秒)
    dateLearn true string 学习日期(yyyy-

MM-dd)
    content false string 内容
dateTime false string 极速培训 1.0 中的

,效果等同上面
Json 格式 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错误码(非 0 即是有错误

),具体参照文档查看
e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详细信息



示例数据 
 
请求 Json
{
    "arrange_id": "",
    "course_id": "c85fc354-d915-4217-993d-2166e5b21eef",
    "date_time": "[]",
    "id": "",
    "json_details": "{"key":"c85fc354-d915-4217-993d-
2166e5b21eef","playpid":"20170821131436420","order":"0","list":[{"pid":"20170821131436420","ptype":"
8","pstate":1}]}",
    "newStudyDetails_Json": [],
    "org_id": "",
    "user_id": "b308f99e-ee96-4b30-8b6d-ab8594600ef1"
}
 
响应 Json
{"errorcode":"0","errormsg":""} 
获取课程播放进度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获取课程播放进度
接口地址:{url}/course/findCourseStudyRecord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头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能够获取当前播放课程的播放进度详细信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默认值 描述
X-Session-Token true 在用户登录时产生的

Token,用于登录验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ourseId true string 课程 Id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 Id



 
示例数据 
 
响应 Json
{
    "errorcode": "0",
    "data": {
        "id": "{\"errorcode\":\"6\",\"errormsg\":\"System Error : null\"}",
        "json_details": "{\"key\":\"c85fc354-d915-4217-993d-
2166e5b21eef\",\"playpid\":\"20170821131436420\",\"order\":\"0\",\"list\":[{\"pid\":\"20170821131436420
\",\"ptype\":\"8\",\"pstate\":1}]}",
        "user_id": "b308f99e-ee96-4b30-8b6d-ab8594600ef1",
        "course_id": "c85fc354-d915-4217-993d-2166e5b21eef",
        "learning_progress": "100.00%",
        "date_time": "2017-09-11 14:05:51",
        "stu_count": ""
    }
} 
课程播放静态页生成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课程播放静态页生成
接口地址:{url}/course/courseGeneratingTemplat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头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错误码(非 0 即是有错误

),具体参照文档中的错
误码

e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详细信息
data true string 当前播放课程的学习记

录对象
    id true string 主键 Id
    json_details true string Json 详细
    user_id true string 学习用户 Id
    course_id true string 课程 Id
    learning_progress true string 学习进度
    date_time true string 当前时间
    date_Json true string 时间 Json
    stu_count true string 学过的时长
    userinfo true string 用户主表对象

接口描述: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errorcode":"0"}  
4.4. 标签功能 
获得个人标签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获得个人标签列表
接口地址:$本地$/kapi/gettaglis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默认值 描述
X-Session-Token true 在用户登录时产生的

Token,用于登录验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ourse_id true string 课程编号 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请求错误码(非 0 则请求

出现错误),具体对比文
档说明

接口描述:
用户通过userid,获得标签列表，企业管理员通过企业ID获得标签列表，已经相关标签关系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orgid false string 企业id(预留)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根据文件ID查询标签，（预留）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根据文件ID查询标签，（预留）
接口地址:$本地$/kapi/getfiletag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设置标签（暂时删除）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设置标签（暂时删除）
接口地址:$本地$/kapi/setfiletag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errorcode true string 返回码： 0 成功  1 失败
5 数据库连接失败 6 服
务器异常

datas true array[object] 对象
    tagid true string 标签ID
    tagname true string 标签名
    tagcolor true string 标签色

接口描述:
可一次查询多个ID，返回值为集合，单文件可能存在多标签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id true string 文件id，如果是多

个文件使用,隔开
xid false string 学员id,用于查询学

员标签,或管理员使
用企业id,查询文件
标签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fileid true string 文件ID
tagid true string 标签iD
tagname true string 标签名
tagcolor true string 标签颜色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删除标签(预留)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标签(预留)
接口地址:$本地$/kapi/remfiletag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标签类删除(保留，不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标签类删除(保留，不用)

接口描述:
设置文件与标签的关系， 信息量不大， 可以一起提交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id false string 文件ID
tagid false string 标签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msg true string 0失败，1成功

接口描述:
删除文件对应的标签关系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id false string 文件ID
tagid false string 标签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msg true string 0失败，1成功



接口地址:$本地$/kapi/remtag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修改标签类（预留）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修改标签类（预留）
接口地址:$本地$/kapi/uptag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新增标签类(保留，不用) 

接口描述:
删除指定的标签类，注意还要阐述本标签对应文件的全部关系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tagid false string 标签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msg true string 0失败，1成功

接口描述:
修改标签类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tagid true string 标签ID
tagname false string 标签名
tagcolor false string 标签色(暂不传）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msg true string 0失败，1成功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新增标签类(保留，不用)
接口地址:$本地$/kapi/addtag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修改标签名称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修改标签名称
接口地址:$本地$/kapi/UpTagNam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新增标签类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tagname true string 标签名
tagcolor false string 标签色，如果为空

则随机一种颜色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msg true string 0失败，1成功

接口描述:
只有修改名称的时候会添加这个用户的标签，如果所有的名字都修改了那就是这个人的所有的标签都添加到数据
库中了。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tagid false string 标签id
tagname false string 标签名称
user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org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tagcolor false string 标签颜色



响应参数
 
 

 
根据文件id获取文件标签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根据文件id获取文件标签列表
接口地址:$本地$/kapi/getfiletag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4.5. 基本文件管理 
查询文件 
 
基本信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返回码：0成功 1 失败

5连接数据库失败 6服务
器异常

接口描述:
根据文件id 获取文件关联的标签列表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id false string 文件id
user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org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返回码： 0成功 1 失败

5连接数据库失败  6 服
务器异常

datas true array[object] 标签对象
    label_id true string 标签主键
    tagid true string 标签id
    tagname true string 标签名称
    tagcolor true string 标签颜色（预留）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接口名称:查询文件
接口地址:$本地$/kapi/getuserfil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条件查询，文件夹查询，标签查询，共享文件查询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查询企业

文件）
searchText false string 搜索内容
searchType false string 筛选类型（1.文件

名称2.文件大小
3.文件上传时间
4.文件修改时间）

pageIndex false string 当前页码
pageSize false string 当前显示条数
fid true string 父目录 的id
tagid false string 标签id
fileType false string folder:文件夹 空

：所有
Shares true string 0，是 是否是共享文件
orderby false string desc倒序 倒序
powerLV false string 用户角色
XID false string 13,45,53jg,hg4,fd

a23
用户组id，部门
id，角色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s true object
    upId true string 文件ID
    fileName true string 文件名
    fid true string 父级节点ID
    filepath true string 文件路径（/xxx/xxx?）
    fileType true string 文件类型
    fileSize true string 文件大小（总文件大小

，单位B）
    filestate true string 文件状态（处理中，转

化中，完成）
    up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upUserId true string 文件创建人ID
    upUserName true string 文件创建人
    uploadTim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文件移动/复制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文件移动/复制
接口地址:$本地$/kapi/mvfil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文件删除 
 

    update true string 最后一次修改时间
    fileversion true string 最终版本编号
    fileUrl true string 唯一文件路径（用于兼

容老版本，如果无文件
属性JSON用这个）

    filecover true string 文件封面(为空时候显示
图标)

    isShare true string 是否是共享文件
    taglist true array[object] 文件对应的标签
        tagid true string 标签ID
        tagname true string 标签名
        tagcolor true string 标签色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条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总页数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条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id true string 文件ID
fid true string 移动到节点的FID
fpath false string 移动后的路径地址
ctype false string 1 复制 2 移动 操作类型
user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org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 true object
    msg true string 错误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文件删除
接口地址:$本地$/kapi/delfil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文件上传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文件上传
接口地址:$本地$/kapi/upfiles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注意删除数据库数据同时，还要删除相关全部文件，如果系统中有使用本文件的地方，需要提示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id true string 文件编号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orgId true string 公司id
confirmdel false string 0,不操作，1删除

关系，2删除全部
操作步骤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 true object
    count true string 返回影响行数,0为失败
    message true string [{type:课程

,id:1,name:课程名字
},{type:培训任务
，id:2,name:培训任务
名字}]

datas true object 已关联对象结合

接口描述:
得到文件后，根据文件后缀名进行解析，如需转码转存等操作，自行进入任务



 
响应参数
 
 

 
文件属性获取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文件属性获取
接口地址:$本地$/kapi/getfileinfo
请求方法:POST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param false file 文件
fid false string 0 文件所在路径

ID，如果没有填0
fpath false string /abc/abc/anc 文件夹路径
org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user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false string 用户名称
status false string 转码状态 0.成功

1.转码中 2.转码失
败

upid false string 文件id
filename false string 文件名称
size false string 文件大小
md5 true string md5值
optype true string 1.文件主页上传

2.文件属性——历
史——更新 3.文件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 true object 返回文件对象（所有具
体看需求）

    upid true string 文件id
    fid true string 父id
    fileName true string 文件名称
    fileSize true string 文件大小
    fileType true string 文件类型
    up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p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up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
    uploadTime true string 上传时间
    status true string 状态（0成功1.失败）
    fileUrl true string 地址
    fileid true string 子表id
    filecover true string 文件封面路径
    filepath true string 文件路径
    filepreview true string 文件预览路径
    fileversion true string 最终版本号
    fileurlonly true string 唯一文件路径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更新文件属性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更新文件属性
接口地址:$本地$/kapi/upfileinfo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id true string 文件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 true object
    attribute true object 主属性JSON(数组，多

文件或多版本组成)，[{
"Yuan":"存储源名称
",//源1,百度云,阿里云
"Type":"0",//0为主文
件，1为辅助文件
"URL":"Http://wwww.
xxx.com/111.mp4",//
文件地址
"Name":"480P",//文件
名 "Size":"500",//文件
大小，单位B
"Edition":"1",//文件版
本号 "Update":"2017-
10-10 11:00:12",//最后
一次修改时间
"Upuser":"小米",//上
传人
"UpuserID":"123",//上
传人ID }]

        fileid true string 存储源名称”,//源1,百
度云,阿里云

        status true string 0为主文件，1为辅助文
件

        filepath true string Http://wwww.xxx.com
/111.mp4”,//文件地
址

        fileType true string 文件类型
        fileversion true string 文件版本号
        fileName true string 文件名称
previewNumber true string 浏览次数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attribute true object 文件属性对象
    upId true string 文件ID
    fileName true string 文件名
    fid true string 父级节点ID
    filepath true string 文件路径

（/xxx/xxx?）
    fileType true string 文件类型
    fileSize true string 文件大小（总文件

大小，单位B）
    up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upUserId true string 文件创建人ID
    upUserName true string 文件创建人
    uploadTim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update true string 最后一次修改时间
    status true string 1未转码完成 0转

码完成
状态

    Share true string 0是,1不是 是否共享
    fileversion true string 最终版本编号
    fileUrl true string 唯一文件路径（用

于兼容老版本，如
果无文件属性
JSON用这个）

    fileurlonly true string 文件下载路径
    filepreview true string 文件预览路径
    filecover true string 文件封面(为空时

候显示图标)
    taglist true string 文件对应的标签
extend false array[object] 标签对象
    label_id true string id
    tagid true string 标签id
    tagname true string 标签名称
    tagcolor true string 标签颜色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label_orgid true string 创建用户id
    label_name true string 存储容量
    label_orgname true string 创建用户名称
addqx true object 添加权限对象
    XID true string 用户ID，组织机构

ID，用户组ID，或
角色ID

    X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组织架构
名，用户组名，或
角色名



 
响应参数
 
 

 
创建文件夹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创建文件夹
接口地址:$本地$/kapi/CreateFolder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XType true string 用户，组织架，用
户组，或角色

    upid true string 文件id
    sharetype true string 权限类型(0只读默

认，1为读写)
    shareid true string 操作人id
    shareName true string 操作人名称
delqx false object 删除权限对象
    XID true string 用户ID，组织机构

ID，用户组ID，或
角色ID

    upid true string 文件id
    shareid true string 操作人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 true object
    fileid true string 错误信息内容

接口描述:
输入文件夹的名称进行创建文件夹，前台当前节点在什么位置就在此节点创建
注意判断文件夹是否存在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Name false string 新建文件夹 文件夹名称
fid false string AJFLJSK 文件父级id如果为

顶级则为0
filepath false string /adfjk/adjafk/akjl 文件父节点路径
upOrgId false string asdjfkll 企业id
upUserId false string asdfjldaj 操作人id
userName false string 系统管理员 操作人姓名



 
修改文件名称（含文件夹）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修改文件名称（含文件夹）
接口地址:$本地$/kapi/UpFileNam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文件历史版本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文件历史版本列表
接口地址:$本地$/kapi/HistoryLis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 true object 文件夹对象（文件对象
）

    obj true string 创建的文件夹对象

接口描述:
修改文件名称包括文件夹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pId false string 文件/文件夹id
fileName false string 修改后的名称
upOrg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upUserId false string 操作用户ID
fid false string 父级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返回码：0 成功1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 true object 返回操作后的对象失败
则没有

    fileid true string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文件版本删除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文件版本删除
接口地址:$本地$/kapi/delcfil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获取文件的所有的版本信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id false string 文件id
org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user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返回码：0成功1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s true array[object] 返回文件子表信息
    fileid true string 文件id
    yuan true string 数据源
    upuser true string 上传人
    upuserid true string 上传人id

接口描述:
删除文件版本，注意有没有关联的数据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cid false string 文件版本id
user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false string 用户姓名
org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设置主版本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设置主版本
接口地址:$本地$/kapi/SetMainVersio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文件日志列表（预留）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文件日志列表（预留）
接口地址:$本地$/kapi/FileLogLis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返回码 0成功 1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服务
器异常

接口描述:
传入要设置的主版本对象 操作主表设置主版本信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cobj false object 子表对象
userid true string 操作人id
username true string 操作人名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返回码：0成功1失败

5数据库连接失败 6 服
务器异常

接口描述:
查询某天的文件操作日志，最多存七天



 
响应参数
 
 

 
添加日志记录（预留）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添加日志记录（预留）
接口地址:$本地$/kapi/AddLog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统一下载接口 
 
基本信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id false string 文件id
currentdate false string 当前日期
pageIndex false string 当前页
pageSize false string 当前行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返回码：0成功1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6服务
器异常

datas true array[object] 返回日志对象列表

接口描述:
点击预览或者有操作文件的日志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id false string 文件id
userid false string 操作人id
username false string 操作人名称
org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返回码 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服务
器异常



接口名称:统一下载接口
接口地址:$本地$/kapi/DownloadFil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更新文件历史版本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更新文件历史版本
接口地址:$本地$/kapi/UpdataFileChild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传入主键，和字典类型，根据字典类型处理要下载的业务进行下载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id false string 各种数据表的主键

id
type false string 1.file主表2.file子

表

接口描述:
上传文件在文件历史版本中添加文件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 false file 文件实体obj
fileobj false string 文件父表对象
userid false string 操作用户id
username false string 操作用户
org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返回码：0成功 1失败

5连接数据库失败  6 服
务器异常

data true object 文件子表对象
    id true string 子表id



 
文件预览*（可删）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文件预览*（可删）
接口地址:$本地$/kapi/FilePreview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fileid true string 主表id
    type true string 文件类型
    url true string 文件路径
    name true string 文件名称
    size true string 文件大小
    edition true string 文件版本
    update true string 文件版本号
    upuser true string 上传人
    upuserid true string 上传人id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ploadate true string 最后一次修改时间
    extended true string 后缀名
    frequency true string 下载次数

接口描述:
获取文件的基本属性返回文件的预览地址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id false string 文件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返回码：0成功 1失败

5连接数据库失败  6服
务器异常

data true object 文件对象
    upId true string 文件id
    fileName true string 文件名
    fid true string 父级节点ID
    filepath true string 文件路径（/xxx/xxx?）
    fileSize true string 文件大小（总文件大小

，单位B）
    state true string 文件状态（处理中，转

化中，完成）
    up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记录浏览次数*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记录浏览次数*
接口地址:$本地$/kapi/PreviewNumber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记录浏览次数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记录浏览次数
接口地址:$本地$/kapi/
请求方法:GET

    upUserId true string 文件创建人ID
    upUserName true string 文件创建人
    uploadTim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update true string 最后一次修改时间
    fileversion true string 最终版本编号
    fileUrl true string 唯一文件路径（用于兼

容老版本，如果无文件
属性JSON用这个）

    filecover true string 文件封面(为空时候显示
图标)

    filepreview true string 预览路径

接口描述:
每次预览的时候记录一次这个文件的访问次数， ！加入缓存，10次一入库。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id false string 文件id
org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userid false string 用户id（日志备用

）
previewNumber false string 加好的浏览次数

+1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返回码  0成功  1失败

5数据库连接异常   6服
务器系统异常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文件转码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文件转码
接口地址:$本地$/kapi/AgainTranscoding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移动端文件上传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移动端文件上传
接口地址:/Kapi/MobileUpload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接口描述:
当上传文件转码失败后，能够将文件再次转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pid false string 文件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接口描述:
当移动端文件上传时用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响应参数
 
 

 
将模板配置发送到文件服务器上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将模板配置发送到文件服务器上
接口地址:Kapi/sendou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file true file 文件
fid true string 父id
fpath true string 知识库中的路径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
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status true string 状态
filename true string 文件名
size true string 大小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e true string 文件对象
    upid true string 文件id
    fid true string 父id
    fileName true string 文件名称
    fileSize true string 文件大小
    fileType true string 文件类型
    up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p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up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
    uploadTime true string 上传时间
    status true string 状态(0成功1.失败)
    fileUrl true string 地址
    fileid true string 子表id
    filecover true string 文件封面路径
    filepath true string 文件路径
    fileversion true string 最终版本号
    fileurlonly true string 唯一文件夹路径
    filepreview true string 文件预览路径

接口描述:
将模板配置发送到文件服务器上



 
响应参数
 
 

 
视频文件转码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视频文件转码
接口地址:Kapi/vedioTranscoding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百度云视频模板创建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百度云视频模板创建
接口地址:$本地$/upfileConfig/SavePresets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pid true string 文件id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接口描述:
视频文件转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pid true string 文件id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接口描述: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
    "errorcode": "0",
    "data": {
        "id": "8d472ac3-9c70-4354-8a56-3b8d3b80a499",
        "userid": "0",
        "orgid": "f206a9b4-b0c5-4fd4-8ab4-8c4a90994987",
        "username": "阿凡达",
        "fileSeting":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path true file 文件地址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watermark true string 默认为0  0未开启

1开启
是否开启水印

rate true string 分辨率名称(源清
：YQ 标清：BQ 高
清:GQ 超清 CQ 蓝
光:LG),以逗号做分
隔，如
：YQ,BQ,LG

marquee true string 默认为0  0未开启
1开启

跑马灯

position true string 默认left,top 水印位置(逗号分
隔)

encry true string 默认为0  0未开启
1开启

加密

presetname true string 模板名称(以逗号
分隔)修改时传

watermarkId true string 水印id（修改时传
）

id true string 主键(当id为空时添
加，不为空时修改
)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41 水印路
径不存在

data true string 主表sh
    id true string 主键id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
    fileSeting true string 模板json



"{\"BQ\":\"mp4_448x336_270k_8c4a90994987\",\"isEncry\":\"1\",\"Watermark\":{\"isShow\":\"1\",\"water
markId\":\"wmk-hjtr52nzdbri4cug\",\"url\":\"resources/knowledge/f206a9b4-b0c5-4fd4-8ab4-
8c4a90994987/证书管理
.png\",\"position\":\"right,top\",\"secretKey\":\"f206a9b4b0c54fd4\"},\"isMarquee\":\"0\"}"
    },
    "pageSize": 20000,
    "pageIndex": 1
} 
查询百度云模板配置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百度云模板配置
接口地址:$本地$/upfileConfig/queryPresets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上传水印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上传水印
接口地址:$本地$/upfileConfig/uploadWatermark

接口描述:
查询到模板信息返回json,如果没有返回40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40查询的模
板配置不存在

data true string 主表
    id true string 主键id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fileSeting true string 模板jso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添加文件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添加文件
接口地址:Kapi/saveUload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 true string 水印文件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24.参数不
能为空 25.请传有效的
值 26.企业id不存在

errorMsg true string 水印路径（返回的路径
不带http和ip+端口）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filename true string 文件名称
fileurlonly true string 文件实际路径（源

文件路径）
filecover false string 文件封面路径（如

果没有不传）



 
响应参数
 
 

  
4.6. 文件权限 
获得共享文件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获得共享文件
接口地址:$本地$/kapi/getSharelis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filepreview false string 文件预览路径，也
就是转码后的路径
（如果没有传文件
实际路径）

filesize true string 文件大小
fid false string 知识库中文件的父

id（根目录就是
0）

fpath false string 知识库中文件的路
径（根目录就是
/）

yuan true string 0.本地 1.百度云 2.
3. 4.第三方服务器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40查询的模
板配置不存在

接口描述:
查询我有权限看到共享文件,别人共享给操作人的文件，智能是这个人所在的组织机构，用户组，角色， 没有子集
关系，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xid false string 用户id,组织架构

ID,用户组id,角色
ID，逗号隔的字符
串

orgid false string jasdfkjld 企业id
searchText false string 查询字符
searchType false string 筛选类型（1.文件

名称2.文件大小
3.文件上传时间
4.文件修改时间）

pageIndex false string 当前页码
pageSize false string 当前条数



 
响应参数
 
 

 
设置文件权限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设置文件权限
接口地址:$本地$/kapi/setfileShar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fid false string 进入企业共享文件
fid=null

父节点id

userid false string 登录用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返回码： 0 成功 1失败

5连接数据库 6服务器连
接异常

datas true array[object] 文件对象集合
    fileid true string 文件id
    filename true string 文件名称
    fid true string 文件父节点id
    ..... true string
    xobjs true array[object] 权限列表
        xid true string 用户ID，组织机构

ID，用户组ID，或角色
ID

        shareid true string 用户名，组织架构名
，用户组名，或角色名

    tagids true string 标签对象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页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当前条数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条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id true string 文件id
xid false string XID（用户ID，组

织机构ID，用户组
ID，或角色ID）

xname false string  (用户名，组织架
构名，用户组名
，或角色名)

sharetype false string 权限类型（0只读
默认，1为读写）



响应参数
 
 

 
获得单个文件权限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获得单个文件权限
接口地址:$本地$/kapi/getfileShar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4.7. 运营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msg true string 0失败，1成功

接口描述:
获得为集合数据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id false string 文件ID
shareid false string 共享人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返回码 0成功 1失败 5连

接数据库失败 6服务器
异常

datas true array[object] 对象数组
    permissionsID true string 权限id
    XID true string 用户ID，组织机构

ID，用户组ID，或角色
ID

    X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组织架构名
，用户组名，或角色名

    XType true string 用户，组织架构，用户
组，或角色

    upid true string 文件id
    shareid true string 共享人id
    sharetype true string 权限类型（0只读默认

，1为读写)
    shareName true string 共享人名称
    addTime true string 添加时间



查询企业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企业列表
接口地址:$本地$/Operate/findOrgList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文件共享情况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文件共享情况
接口地址:$本地$/kapi/FileSharing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分为一级运营和二级运营，一级运营查询所有企业，二级查询自己有权限管理企业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pUserid false string 当前操作人用户id
opOrgid false string 当前操作人企业id
powerLV false string 判断权限、以及是

否是二级运营
userType false string 1.用户注册时间

，2.用户类型
free、vip、svip、

筛选条件

orgName false string 企业名称
pageIndex false string
pageSize false string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1失败

true string

接口描述:
运营管理者查询文件的共享情况



 
响应参数
 
 

 
共享查询企业名称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共享查询企业名称
接口地址:$本地$/kapi/GetOrgNameShar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ids false string 文件id(多个逗号分

开)
pageIndex false string 当前页码
pageSize false string 当前显示条数
powerLV false string 用户角色
user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s true object
    upId true string 文件ID
    fileName true string 文件名
    up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条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总页数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条数
    fileType true string 文件类型

接口描述:
运营管理者共享文件查询企业名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s false string 文件ID（多个逗号

分开）
searchText false string 筛选内容
user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powerLV false string 用户角色



 
查询已共享给企业的文件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已共享给企业的文件
接口地址:$本地$/kapi/AlreaSharOrgfil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选择文件共享给企业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选择文件共享给企业
接口地址:$本地$/kapi/setSharfil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 1失败
 datas true object
    organization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anization_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Share true string 共享情况（0没共享1共

享）

接口描述:
运营管理者查询已共享给企业的文件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anization_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powerLV false string 用户角色
user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 1失败
datas true object
    upId true string 文件ID
    fileName true string 文件名
    fileType true string 文件类型
    up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暂忽略）
    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暂忽略）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删除企业共享文件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企业共享文件
接口地址:$本地$/kapi/delSharfil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运营管理者选择文件共享给企业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anization_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fileids false string 文件id(多个逗号分

开)
powerLV false string 用户角色
user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orgid false string 当前用户企业id(可

忽略)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接口描述:
运营管理者删除企业共享文件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ids false string 文件id(多个逗号分

开)
organization_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fileType false string 文件类型（0文件

1文件夹）*
deltype false string 删除类型（0删除

文件或文件夹 1删
除已选择共享给企
业的文件）*

powerLV false string 用户角色



 
响应参数
 
 

 
查询运营者共享给企业的文件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运营者共享给企业的文件
接口地址:$本地$/kapi/AlreaSharOperatefil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user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 1失败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pageIndex false string 当前页码
pageSize false string 当前显示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s true object 文件对象
    upid true string 文件id
    fileName true string 文件名称
    fid true string 父id
    filepath true string 文件路径（/xxx/xxx?）
    fileType true string 文件类型
    fileSize true string 文件大小
    uploadTim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uploadTime true string 修改时间
    fileversion true string 最终版本号
    fileUrl true string 唯一文件路径（用于兼

容老版本，如果无文件
属性JSON用这个）

    filecover true string 文件封面



4.8. 知识架构  
查询知识架构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知识架构列表
接口地址:$本地$/knowledge/findKnowledgeList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查询知识结构列表，已经子节点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登录人id
orgId true string 登录人企业id
powerLV true string 权限id
startDate fals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Date false string 结束时间
searchName false string 搜索内容、（知识

结构名称）
knowledge_Id false string 查询子节点参数
pageIndex false string 起始下标
pageSize false string 页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1失败
datas true array[object]
    knowledge_Id true string 知识架构id
    knowledge_Name true string 知识架构名称
    knowledge_Type true string 知识架构模板
    course_Sum true string 课程数
    testPaper_Sum true string 试卷数
    title_Sum true string 题目数
    create_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create_Id true string 创建人编号
    create_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姓名
    org_ID true string 组织结构编号
    org_Name true string 组织结构名称
    parentId true string 父节点
    upd_Date true string 修改人编号
    upd_Name true string 修改人姓名



 
查询模板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模板列表
接口地址:$本地$/knowledge/findModelList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sortCode true string 排序
    introduction true string 介绍
    ico true string 图标
    pinyin true string 拼音
    classification true string 父节点分级
    ulist true array[object] 用户集合
        user_ID true string
        user_Account true string
        user_Img true string
        user_Name true string
    haschildren true number 子节点数量

true string

接口描述:
查询当前系统的模板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model_Id false string 0,1,2 父级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1失败
datas true array[object]
    model_Id true string 模板id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日期
    createUserAccount true string 创建人账号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UserImg true string 创建人头像
    createUser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model_Level true string 模板级别
    model_Name true string 模板名称
    parentId true string 父id
    updateDate true string 最后修改日期
    updateUserName true string 最后修改人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查询企业已绑定的模板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企业已绑定的模板
接口地址:$本地$/knowledge/findhasId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errorcode":"0","errormsg":"11,2,15,13,16,1,10,9,9,14,3,12,8"} 
根据知识架构id，查询知识架构负责人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根据知识架构id，查询知识架构负责人
接口地址:$本地$/knowledge/findUserByKnowledg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接口描述:
查询企业已绑定的模板，用于前台回显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Id false string 12fdasghd 企业id
powerLV false string （预留） 权限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1失败
errormsg true string 已绑定的id

接口描述:
传过来一个知识架构ID的集合



 
响应参数
 
 

 
模板添加知识架构节点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模板添加知识架构节点
接口地址:$本地$/knowledge/addModelKnowledg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knowledge false string {"knowledge_Id":

"12ds45-fdsg-
dasgdads"}{"kno
wledge_Id":"123r
5ag24fgd53sag4"
}

知识架构id集合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1失败
datas true array[object]
    knowledge_Id true string 知识架构id
    ulist true array[object] 用户集合
        user_ID true string
        user_Account true string
        user_Img true string
        user_Name true string

true string

接口描述:
模板添加节点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modelObj false object 添加的对象
    modelLV true string 模板节点层级
    modelName true string 模板节点名称
    modelId true string 模板节点id
    parentId true string 模板节点父级id
userId false string
userName false string
OrgId false string
OrgName false string
isEdit true boolean false、添加

，true编辑
判断状态

delmodelObj false string 删除的对象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
"modelLV": "1.1",
"modelName": "培训内容相关",
"modelId":"24febd5ad-ef56-fikef-c1bd9sc5d4r2e",
"parentId":"0",
},
{
"modelLV": "1.1.2",
"modelName": "礼仪培训",
"modelId":"bcf76d2cd-df02-cb90f-o8ucdc5d55c2b",
"parentId":"24febd5ad-ef56-fikef-c1bd9sc5d4r2e"
}] 
添加、移动、修改节点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添加、移动、修改节点
接口地址:$本地$/knowledge/addOrUpKnowledg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1.成功，6异常

接口描述:
添加子节点，移动或修改节点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knowledge_Id true string 0，1,2,3,4 知识架构id
knowledge_Nam
e

false string 12,213,54,6 知识结构名称

knowledge_Type false string 模板类型
create_Id true string 登录人id
create_Name true string 登录人名称
org_ID true string 登录人企业id
org_Name true string 登录人企业名称
parentId true string 父级id
sortCode false string 排序码



 
响应参数
 
 

 
删除知识架构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知识架构
接口地址:$本地$/knowledge/delKnowledg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重新计算

introduction false string 知识结构描述（介
绍）

userIds false array[string] [fd,fds,fd,sfd] 用户id的集合
classification false string 1/2/3/4... 当前选中对象的层
powerLV true string 登录人权限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 1失败

接口描述:
删除知识架构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sortCode false string 1,2,3,4 排序码
knowledge_Id false string 12,213,54,6 知识架构id
userId false string 登录人id
delparentId false string 要删除的节点的

parentId
orgID false string 登录人的企业id
confirmdel false string 0,不操作，1删除

关系，2删除全部
操作步骤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 1失败

，34.删除的知识架构存
在课程试卷任务...

e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消息
datas true array[object] 已关联的课程对象，试

卷对象，任务对象,题对
象

true string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重新计算
接口地址:$本地$/knowledge/calculatio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响应参数
 
 

 
查询当前分类的所有父级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当前分类的所有父级
接口地址:knowledge/findKnowledgeInfo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重新计算课程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 6.失败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knowledgeid true string 知识分类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 6.失败
datas true string 知识分类表
    knowledge_Id true string 知识分类id
    course_Sum true string 课程数
    create_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create_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_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knowledge_Name true string 知识分类名称
    org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示例数据 
 
{
    "errorcode": "0",
    "datas": [
        {
            "knowledge_Id": "41317a4c-2b2f-4d6f-bca9-8067e8f7da20",
            "course_Sum": 1,
            "create_Date": "2017-08-24 00:00:00",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knowledge_Name": "视频",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org_Name": "测试",
            "parentId": "655b52ff-8bc0-4fbf-a39f-687223c257f7",
            "testPaper_Sum": 0,
            "title_Sum": 0,
            "sortCode": "0",
            "introduction": "视频",
            "pinyin": "测试",
            "classification": "1",
            "knowledge_Type": "",
            "haschildren": 1
        },
        {
            "knowledge_Id": "655b52ff-8bc0-4fbf-a39f-687223c257f7",
            "course_Sum": 23,
            "create_Date": "2017-08-24 00:00:00",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knowledge_Name": "课程",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org_Name": "测试",
            "parentId": "0",
            "testPaper_Sum": 28,
            "title_Sum": 6,
            "sortCode": "0",
            "introduction": "课程添加",
            "pinyin": "测试",
            "classification": "0",

    org_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parentId true string 子节点
    testPaper_Sum true string 试卷数量
    title_Sum true string 题目数量
    sortCode true string 排序码
    introduction true string 简介
    classification true string 当前节点的顺序
    haschildren true string 子节点数量



            "knowledge_Type": "",
            "haschildren": 5
        },
        {
            "knowledge_Id": "f7e601de-7f6f-4271-a16e-ad5e3a58ceab",
            "course_Sum": 0,
            "create_Date": "2017-11-03 00:00:00",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knowledge_Name": "前面有两个",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org_Name": "测试",
            "parentId": "41317a4c-2b2f-4d6f-bca9-8067e8f7da20",
            "testPaper_Sum": 0,
            "title_Sum": 0,
            "sortCode": "0",
            "introduction": "阿什顿飞",
            "pinyin": "测试",
            "classification": "2",
            "knowledge_Type": "",
            "haschildren": 0
        }
    ]
}  
4.9. 培训课程 
查询课程关联的知识架构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课程关联的知识架构
接口地址:$本地$/course/findKnowledgeByCours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查询知识结构列表，已经子节点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ourseId true string 课程id



 
查询课程详细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课程详细
接口地址:$本地$/course/findCourseDetailed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1失败
datas true array[object]
    knowledge_Id true string 知识架构id
    knowledge_Name true string 知识架构名称
    knowledge_Type true string 知识架构模板
    course_Sum true string 课程数
    testPaper_Sum true string 试卷数
    title_Sum true string 题目数
    create_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create_Id true string 创建人编号
    create_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姓名
    org_ID true string 组织结构编号
    org_Name true string 组织结构名称
    parentId true string 父节点
    upd_Date true string 修改人编号
    upd_Name true string 修改人姓名
    sortCode true string 排序
    introduction true string 介绍
    ico true string 图标
    pinyin true string 拼音
    classification true string 父节点分级
    haschildren true number 子节点数量

接口描述:
查询单个课程的详细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ourseId true string 课程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 true object 课程对象



添加/修改课程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添加/修改课程
接口地址:$本地$/course/AddNoCourseinfo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ourseId true string 课程id(如果不存在

是添加，否则是修
改)

courseName true string 课程名称
courseDetailed false string 课程介绍
courseSum false string 小节数
sectionNum false string 章节数
knowledgeId true string 知识架构id（如果

有多个以，分隔）
courseImg true string 课程封面路径(如

果是默认图片则传
)

detailedJSON true string 课程章节JOSN
sendFlag false string 0更新课程不通知

1通知(预留)*
filesize false string 统计课程的总大小
lecturer false string 讲师
org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orgname false string 企业名
user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false string 用户名
isOpen false string 是否公开（0不公

开 1 公开）
courseOrder false string 是否强制
coursePrice false string 课程价格
amountJSON false string 各种访问量，点赞

量等等
knowledgeJSON false string 知识结构json
courseinfoRemar
k

false string 课程标签或备注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上传课程封面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上传课程封面
接口地址:$本地$/course/uploadCover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 true object 课程对象
    course_Id true string 课程id
    course_Name true string 课程名称
    course_Detailed true string 课程介绍
    course_Sum true string 小节数
    course_Time true string 课程总时长*
    create_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create_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_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lecturer true string 讲师
    org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_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course_img true string 课程封路路径
    coursePrice true string 课程价格
    amountJSON true string 各种访问量，点赞量
    knowledgeJSON true string 知识结构json
    section_num true string 章节数

接口描述:
上传课程封面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 false string 文件
state true string 1.上传课程封面

2.上传任务封面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errormsg true string 封面路径



查询文档、视频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文档、视频
接口地址:$本地$/course/queryFileTyp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课程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课程
接口地址:$本地$/course/findCourseinfo

接口描述:
根据type判断查询文档、视频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fid false string 父节点
org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searchText false string 筛选内容
searchType false string 筛选类型
pageIndex false string 当前页码
pageSize false string 当前页数
fileType false string folder:文件夹 空

：所有
powerLV false string 用户角色等级
type false string 1.文档、2.视频
orderby false string desc 倒序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s true object 文件主表对象
    upid true string 文件id
pageSize true string 总页数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条数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条数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查询所有课程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powerLV true string 用户等级
searchType false string 筛选类型（1.文件

名称2.文件大小
3.文件上传时间
4.文件修改时间）

pageIndex false string 当前页码
pageSize false string 当前显示条数
startDate fals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Date false string 结束时间
screenText false string 筛选内容(2和3和

4都用此筛选)
screenType false string 筛选类型(1.录入时

间查询 2.教师查询
3.操作人查询 4.课
程名称)

knowledgeId false string 知识机构id(选中某
一节点，查询它下
面所有课程)

orderby false string desc 倒序desc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s true object 课程主表
    course_Id true string 课程id
    course_Name true string 课程名称
    course_Detailed true string 课程介绍
    course_Order true string 课程是否强制
    lecturer true string 讲师
    create_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_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姓名
    isOpen true string 是否公开
    course_img true string 课程封面
    course_Sum true string 章节数
    slist true object 课程详细(课程子表对象

)
        date_time true string 学习时间
        user_id true string 学习人数



 
删除课程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课程
接口地址:$本地$/course/delCours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课程封面合成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课程封面合成
接口地址:$本地$/course/receiveCover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条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总页数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条数

接口描述:
删除课程主表及所有与该课程关联表数据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ourseids false string 课程id(如果是多个

课程id以，分隔)
orgId false string 登录人的企业id
confirmdel false string 0,不操作，1删除

关系，2删除全部
操作步骤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s true object 已关联对象结合

接口描述:



 
响应参数
 
 

 
查询公开课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公开课
接口地址:course/findOpe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imageData false string 文件流
imgName false string 文件名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接口描述:
根据orgid查询属于这个企业并且公开的课程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knowledgeids true string 知识结构id,以逗号

隔开
searchText true string 查询课程名称
searchType true string 1.创建时间 2.观看

数量 3.收藏数量
cstype true string 1.视频 2.文档 3.考

试(测试) 4.线下
5.题库 6.直播,8.图
文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s true string 课程主表的对象
    course_Id true string 课程id
    course_Name true string 课程名称
    course_Sum true string 章节数量
    sectionSum true string 小节数量



 
示例数据 
 
{
    "errorcode": "0",
    "datas": [
        {
            "course_Id": "323116b4-08c3-478a-8820-14a4b991ab28",
            "course_Name": "的萨芬",
            "course_Order": 0,
            "course_Sum": "1",
            "sectionSum": "1",
            "create_Date": "2017-11-03 09:48:06",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isOpen": 0,
            "lecturer": "zero",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org_Name": "测试",
            "course_img": "/images/train/fengmian005.gif",
            "complete": "0",
            "filesize": 0,
            "coures_info": false,
            "amountJSON":
"[{\"order\":\"0\",\"play\":\"0\",\"forward\":\"0\",\"collection\":\"0\",\"download\":\"0\",\"like\":\"0\"}]",
            "likes": 0,
            "forward": 0,
            "downloadCount": 0,
            "viewCount": 0,
            "knowledgeJSON": "[{\"knowledge_Id\":\"0492f936-c3e4-424a-9002-
88a07b727754\",\"course_Sum\":6,\"create_Date\":\"2017-08-29 00:00:00\",\"create_Id\":\"2ef0b0ce-

    create_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create_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_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isOpen true string 是否公开 0.不公开 1.公

开
    lecturer true string 讲师名称
    org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_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likes true string 点赞量
    forward true string 转发量
    downloadCount true string 下载量
    viewCount true string 观看量
    coursedetailed true string 子表对象
        detailed_Id true string 子表id
        detailed_JSON true string 课程的json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条数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条数
    collectionCount true string 收藏量



75bd-452a-9759-618b20cfb1de\",\"create_Name\":\"zero\",\"knowledge_Name\":\"手机
\",\"org_ID\":\"216dca2e-6c17-4db6-af34-
95cc18f9e092\",\"parentId\":\"0\",\"testPaper_Sum\":4,\"title_Sum\":90,\"classification\":\"0\",\"haschild
ren\":0,\"$$hashKey\":\"object:526\"}]",
            "coursedetailed": {
                "detailed_Id": "3297e41c-bc5d-4f51-8456-3cb9da537f58",
                "detailed_JSON": "[{\"chid\":\"2017110394753527\",\"chapter\":\"第一章
\",\"content\":[{\"CSID\":\"2017110394753527\",\"CSNAME\":\"的萨芬
\",\"chshow\":false,\"chid\":\"2017110394753527\",\"CSTYPE\":\"3\",\"stypeicon\":\"#icon-
icon04\",\"stypename\":\"试卷\",\"chapterJson\":\"[{\\\"paperId\\\":\\\"1c5f605e-c7bc-488b-a762-
c1483c7f8635\\\",\\\"answerTime\\\":\\\"12\\\",\\\"examCount\\\":12,\\\"knowledge_Id\\\":\\\"3a92bc9a-
f328-47da-964d-8fbfc88dc549\\\",\\\"knowledge_Name\\\":\\\"数学
\\\",\\\"paperDifficulty\\\":\\\"1\\\",\\\"paperName\\\":\\\"现在才
\\\",\\\"passGrade\\\":12,\\\"totalScore\\\":20,\\\"create_Date\\\":\\\"2017-11-03
09:47:28\\\",\\\"create_Id\\\":\\\"2ef0b0ce-75bd-452a-9759-
618b20cfb1de\\\",\\\"create_Name\\\":\\\"zero\\\",\\\"org_ID\\\":\\\"216dca2e-6c17-4db6-af34-
95cc18f9e092\\\",\\\"org_Name\\\":\\\"测试
\\\",\\\"paper_Random\\\":\\\"1\\\",\\\"question_Count\\\":2,\\\"paperCount\\\":0,\\\"paperState\\\":0,\\\
"zaikaoFlag\\\":\\\"\\\",\\\"url\\\":\\\"/resources/exam/1c5f605e-c7bc-488b-a762-c1483c7f8635/1c5f605e-
c7bc-488b-a762-
c1483c7f8635.html\\\",\\\"$$hashKey\\\":\\\"object:590\\\",\\\"isSel\\\":true}]\",\"CSSCORE\":12,\"CSFULL
SCORE\":20,\"CSPID\":\"1c5f605e-c7bc-488b-a762-
c1483c7f8635\",\"CRANDIM\":\"1\",\"CSPCOUNT\":0,\"CSURL\":\"现在才\"}]}]",
                "detailed_Order": 0,
                "isLookat": 0,
                "course_Id": "323116b4-08c3-478a-8820-14a4b991ab28"
            }
        }
    ],
    "pageCount": 3,
    "numCount": 3,
    "pageSize": 1,
    "pageIndex": 1
} 
收藏课程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收藏课程
接口地址:$url$/course/modifyCollectionCours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接口描述:
收藏课程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4.10. 考试管理 
查询试卷名称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试卷名称
接口地址:$本地$/exampaper/findExamNam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ollectionsId false string 收藏的 Id (取消收

藏时候用)
courseName false string 课程名称
userId true string 登录用户 Id
courseId true string 课程 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响应码
errormsg true string 响应内容
data true string 返回的收藏的 Id(取消时

用)

接口描述:
根据试卷名称筛选出所有相关试卷信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org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powerLV false string 用户角色等级
searchText false string 筛选内容
knowledgeId false string 知识结构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试卷）第三方题库导入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试卷）第三方题库导入
接口地址:$本地$/Fast-Trianing-FileCenter/questionLook/QuestionBydoc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message":"数据导入成功"} 
分页查询试卷列表 
 
基本信息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s true object 试卷主表对象集合
    paperName true string 试卷名称
    knowledge_Name true string 知识结构名称

接口描述:
根据第三方软件导入考试题json到服务器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id false string 无 用户id
json true string 无 提交的json数据
paper_id false string 试卷id
url false string 回调地址
isCreateHtml false string 无 试题导入需要加该

参数  值为 1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 true object 返回数据
    paperUrl true string 静态页面地址
    message true string 错误信息
    url true string 回调地址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接口名称:分页查询试卷列表
接口地址:$本地$/Fast-Trianing-FileCenter/paper/findByPaperPageSelectAndTrim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分页查询试卷列表 并根据筛选分类名称或试卷名称查询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pageIndex false string 1 当前页
pageSize false string 20 显示行数
powerLV false string null 用户等级
startDate fals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Date false string 结束时间
user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org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screenText false string 筛选内容
screenType false string 筛选类型1.录入时

间查询。2.操作人
查询。3。试卷名
称 模糊查询 4 分类
id查询

orderBy false string 排序类型 asc or
desc

orderbyfield false string 排序的字段（1.试
卷名称 2.上传时间
3 通过率 4 题目 数
）

knowledge_Id false string 知识结构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 true object 试卷数据
    paper_id true string 试卷id
    answerTime true string 答题时间
    exam_count true string 考试次数
    knowledge_Name true string 知识分类
    knowledge_Id true string 分类id
    paperDifficulty true string 难度
    paperName true string 试题名称
    paperRemark true string 试题说明
    passGrade true string 及格分数
    totalScore true string 分数
    create_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create_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_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姓名
    upd_Date true string 修改时间
    upd_Id true string 修改人编号



 
新增试卷（固定）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新增试卷（固定）
接口地址:$本地$/Fast-Trianing-FileCenter/paper/savePaper？qids=XXX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upd_Name true string 修改人姓名
    org_ID true string 组织编号
    org_Name true string 组织名称
    paper_Random true string 是否随机试卷 0 是 1 否
    question_Count true string 试卷题目数
    paperCount true string 随机几张 默认为0
    paperState true string 是否生成
    paperPower true string 保密级别   1对企业开放

2完全开放 3保密
    huiguFlag true string 允许错题回顾 1 是 0否
    zaikaoFlag true string 允许再考一次 1 是 0否
    integral true string 考试所得积分
    paperNumber true array[object] 通过率 数据
        admissible_mark true string 及格分数
        paperCount true string 考试总共次数
        paper_markCount true string 通过考试的次数
        
paperThroughput_rat
e

true string 考试通过率

    url true string 静态试卷路径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行数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页
pageSize true string 一页显示行数
pageCount true string 总页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

数据库 6 系统内部错误
request_knowledge_I
d

true string 请求的分类id

request_paper_name true string 请求的试卷名称
e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详细信息

接口描述:
添加试卷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paperName false string 试卷名称
passGrade false string 及格分数
examCount false string 考试次数



 
响应参数
 
 

 
新增试卷（随机试卷）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新增试卷（随机试卷）
接口地址:$本地$/Fast-Trianing-FileCenter/paper/savePaperByRandom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huiguFlag false string 允许错题回顾 1是
0不是

paper_Random false string 是否随机 0是 1否
integral false string 考完所得积分
answerTime false string 答题时间
paperRemark false string 试题说明
create_Id fals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_Name false string 创建人Name
upd_Name false string 修改人姓名
upd_Id false string 修改人Id
user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false string 用户名称
org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orgName false string 企业名称
powerLV false string 用户等级
repetitionRate false string 重复率
paperDifficulty false string 试题难度 1 简单 2

一般 3 困难
knowledge_Id false string 知识结构分类名称
knowledge_Nam
e

false string 知识结构Id

totalScore false string 总分
url false string 需要跳转的页面
questions_list true array[object] 试题数组
    question true object
        questions_Id true string 试题id
        score true string 分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s true object 数据
    examobj true string 试卷对象
    paperId true string 试卷id
    message true string 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添加试卷（按照要求随机生成试卷）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删除试卷 
 
基本信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paperName false string 试卷名称
passGrade false string 及格分数
examCount false string 考试次数
paperPower false string 保密级别 默认2  1

对企业开放 2完全
开放 3保密

huiguFlag false string 允许错题回顾 默认
1  1 是 0不是

paper_Random false string 是否随机生成试卷
0 是 1 否

answerTime false string 答题时间
Rule false array[object] 组卷规则
    
knowledge_Nam
e

true string 知识结构分类名称

    knowledge_Id true string 知识结构Id
    paperDifficulty true string 试题难度
    
Number_of_ques
tions

true string 题的数量

    
questions_Type

true string 题型

    
Score_per_questi
on

true string 每题分数

    RuleId true string
user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false string 用户名称
org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orgName false string 企业名称
number false string 生成第几张试卷

（默认1）
repetitionRate false string 重复率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s true object 数据
    examobj true string 试卷对象
    paperId true string 试卷Id
    paperUrl true string 试卷静态页面地址
    message true string 错误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试卷
接口地址:$本地$/Fast-Trianing-FileCenter/paper/delPaper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根据知识结构id题型id难度查询题目数量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根据知识结构id题型id难度查询题目数量
接口地址:$本地$/Fast-Trianing-FileCenter/questionLook/findNumberByWher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删除试卷 并删除与试卷相关的信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paper_id false string null 试卷id 如果是多个

以 （，）分隔
confirmdel false string 0,不操作，1删除

关系，2删除全部
操作步骤

org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

数据库 6 系统内部错误
e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信息
datas true object 已关联对象结合

接口描述:
根据知识结构id题型id难度查询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questions_Type false string 题型（1 单选题

2多选 3   判断 4 问
答 5填空 6 B型题
7综合题）

knowledge_Id false string 分类id



 
响应参数
 
 

 
根据试卷id查询试卷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根据试卷id查询试卷信息
接口地址:$本地$/Fast-Trianing-FileCenter/paper/findPaperByid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difficulty false string 难度 1 简单 2 一般
3  困难 4 非常困难

user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org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errmesage true string 错误信息
number true string 数量

接口描述:
根据试卷id查询试卷信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org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powerLV false string 用户等级
paper_id false string 试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 true object 数据
    paperId true string 试题编号
    answerTime true string 答题时间
    examCount true string 考试次数
    knowledge_Id true string 知识结构编号
    knowledge_Name true string 知识结构名称
    paperDifficulty true string 难度
    paperName true string 试题名称
    paperRemark true string 试题说明
    passGrade true string 及格分数



 
查询试卷是否已考试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试卷是否已考试
接口地址:http://192.168.1.238:8081/Fast-Trianing-FileCenter/score/selectNotScor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totalScore true string 总分
    create_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create_Id true string 创建人编号
    create_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姓名
    upd_Date true string 更新时间
    upd_Id true string 修改人编号
    upd_Name true string 修改人姓名
    org_ID true string 组织编号
    org_Name true string 组织名称
    paper_Random true string 是否随机卷
    question_Count true string 题目数
    paperCount true string 随机几张
    paperState true string 是否生成
    paperPower true string  保密级别   1对企业开放

2完全开放 3保密
    huiguFlag true string 是否允许错题回顾   1是

0不是
    zaikaoFlag true string 是否允许再考一次   1是

0不是
    integral true string 考完所得积分
    Rule true array[object] 组卷规则
        knowledge_Name true string 知识结构名称
        knowledge_Id true string 知识结构编号
        paperDifficulty true string 试题难度
        
Number_of_questions

true string 题数

        totalScore true string 总分
        
Score_per_question

true string 每题分数

        questions_Type true string 题型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0 无错误 1 错误
errmesage true string 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查询该试卷是否已经考试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paper_id false string 试卷的名称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message":"0"} 
（题库管理）题库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题库管理）题库列表
接口地址:$本地$/Fast-Trianing-FileCenter/questionLook/findQuestionBySelectAndTrim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message true string 返回的结果  1 已考过  0

未考

接口描述:
分页展示题库列表 根据题目名称、结构、类型、出题人 筛选题  题库的排序（题目名称、上传时间）（Time:
203ms）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pageIndex false string 1 当前页
paperSize false string 20 每页显示条数
powerLV false string 用户等级
org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screenText false string 筛选内容
screenType false string 筛选类型（1 题目

名称  2 知识结构 3
题型 4 出题人 5 难
度）

orderbyfield false string 排序的内容（1 题
目名称 2 上传时间
）

orderBy false string 排序的类型 asc or
desc

knowledge_Id false string 2 知识结构id
paper_id false string 试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示例数据 
 
{
    "data": null,
    "datas": [
        {
            "answer": null,
            "create_Date": null,
            "create_Id": null,
            "create_Name": null,
            "difficulty": "1",
            "knowledge_Id": null,
            "knowledge_Name": "aaa",
            "label": "123",
            "org_ID": "4e4f9eaf-d9bd-45b0-8ff7-30a9e9faa7a7",
            "org_Name": null,
            "position_type": null,
            "question_name": null,
            "questions_Id": "01dfd2a7-3131-4100-9342-f5319e35e6ef",
            "questions_Json": "{\"answer\":\"题目答案\",\"answerAnalysis\":\"答案注释\",\"options\":[\"选 项
1\",\"选项2\",\"选项3\",\"选项4\"],\"title\":\"题目名称\"}",
            "questions_Type": "1",
            "score": null,

datas true array[object] 返回的试题数据集合
    questions_Id true string 题目编号id
    knowledge_Id true string 分类id
    knowledge_Name true string 分类名称
    create_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create_Id true string 创建人编号
    create_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姓名
    difficulty true string 试题难度
    label true string 标签
    org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_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questions_Json true string 题目、答案、选项和答

案解析的JSon
    questions_Type true string 题目类型
    upd_Date true string 更新时间
    upd_Id true string 修改人id
    upd_Name true string 修改人名称
    position_type true string 0:私有题库  1：共有题

库
    question_name true string 题目名称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行数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页
pageSize true string 每页显示行数
pageCount true string 总页数
errorcode true string 错误状态码 0 成功 1 失

败
e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信息



            "upd_Date": "2017-08-01 14:28:43",
            "upd_Id": "4e4f9eaf-d9bd-45b0-8ff7-30a9e9faa7a7",
            "upd_Name": null
        },
        {
            "answer": null,
            "create_Date": null,
            "create_Id": null,
            "create_Name": null,
            "difficulty": "1",
            "knowledge_Id": null,
            "knowledge_Name": "aaa",
            "label": "123",
            "org_ID": "4e4f9eaf-d9bd-45b0-8ff7-30a9e9faa7a7",
            "org_Name": null,
            "position_type": null,
            "question_name": null,
            "questions_Id": "61fef034-a6ad-4372-91e6-d686f01963be",
            "questions_Json": "{\"answer\":\"题目答案\",\"answerAnalysis\":\"答案注释\",\"options\":[\"选 项
1\",\"选项2\",\"选项3\",\"选项4\"],\"title\":\"题目名称\"}",
            "questions_Type": "1",
            "score": null,
            "upd_Date": "2017-08-01 14:20:25",
            "upd_Id": "4e4f9eaf-d9bd-45b0-8ff7-30a9e9faa7a7",
            "upd_Name": null
        },
        {
            "answer": null,
            "create_Date": "2015-09-30 00:00:00",
            "create_Id": "05cf49c6-b412-4ccd-9375-0205a580c401",
            "create_Name": "哈哈镜有限公司",
            "difficulty": "这是难度",
            "knowledge_Id": "88ad6ad3-d6df-4535-a40d-722b000411ea",
            "knowledge_Name": "其他",
            "label": "这是标签",
            "org_ID": "86cd829f-aa93-4f08-8c93-b8fd4b13df4b",
            "org_Name": "哈哈镜有限公司",
            "position_type": "0",
            "question_name": null,
            "questions_Id": "ae2a30d2-58f1-4ac4-979a-bad08f9d6eae",
            "questions_Json": "{\"answer\":\"A\",\"answerAnalysis\":\"这是答案注释\",\"options\":[\"选项\",\"选
项\",\"选项\",\"选项\"],\"title\":\"这是一道单选题的题目 。\"}",
            "questions_Type": "1",
            "score": null,
            "upd_Date": null,
            "upd_Id": null,
            "upd_Name": null
        }



    ],
    "errorcode": "0",
    "errormsg": null,
    "numCount": 17124,
    "pageCount": 5709,
    "pageIndex": 1,
    "pageSize": 3,
    "userinfo": null
} 
（题库管理）试题新增 编辑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题库管理）试题新增 编辑
接口地址:$本地$/Fast-Trianing-FileCenter/questionLook/questionSaveOrUpdat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添加或修改试题（Time: 292ms）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question_name false string 题目名称
questions_Id false string 题目id（有id为修

改 没有则新增）
knowledge_Id false string 知识结构id
knowledge_Nam
e

false string 知识结构name

questions_Type false string 题目类型（1 单选
2 多选 3 判断 4 问
答 5 填空 6 B型题
7 综合题）

difficulty false string 试题难度（1 简单
2 一般 3 困难）

user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org_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label false string 标签
upd_Name false string 修改人名称
upd_Id false string 修改人id
questions_Json false string 试题的内容 例

：{"answer":"题
目答案
","answerAnalysi
s":"答案注释
","options":["选
项1","选项2","选
项3","选项
4"],"title":"题目名
称"}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
    "datas": {
        "exmaobj": {
            "create_Date": 1450851985000,
            "create_Id": "1",
            "create_Name": "管理员",
            "difficulty": "2",
            "knowledge_Id": "222",
            "knowledge_Name": "12321",
            "label": "23",
            "org_ID": "123",
            "position_type": "1",
            "question_name": "123",
            "questions_Id": "00049f56-3655-4c3a-9ea4-562ed56b7208",

org_Name false string 企业名称
position_type false string  0：私有题库

1：公共题库
powerLV false string 用户等级
paper_id false string 试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0 成功 1 失败
datas true object
    message true string 错误信息
    examobj true object 试题对象
        questions_Id true string 题目编号
        knowledge_Id true string 分类id
        knowledge_Name true string 分类名称
        create_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YYYY-MM-

DD）
        create_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_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difficulty true string 难度
        label true string 标签
        org_ID true string 组织编号
        org_Name true string 组织名称
        questions_Json true string 题目、答案、选项和答

案解析的JSon
        questions_Type true string 题目类型
        upd_Date true string 更新时间
        upd_Name true string 更新人名称
        position_type true string  0：私有题库 1：公共

题库
        question_name true string 题目名称
        upd_Id true string 修改人id



            "questions_Json": "{\"answer\":\"题目答案\",\"answerAnalysis\":\"答案注释\",\"options\":[\"选 项
1\",\"选项2\",\"选项3\",\"选项4\"],\"title\":\"题目名称\"}",
            "questions_Type": "1",
            "score": "0",
            "upd_Date": 1502095506749,
            "upd_Id": "123",
            "upd_Name": "123"
        },
        "message": "修改成功"
    },
    "errorcode": "0"
} 
（题库管理）题目删除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题库管理）题目删除
接口地址:$本地$/Fast-Trianing-FileCenter/questionLook/questionDel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errorcode":"0","message":"删除成功"} 
（题库管理）根据试题id查询试题信息 
 

接口描述:
删除试题（Time: 402ms）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questions_Id true string 试题id
user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org_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paper_id false string 试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0 成功 1 失败
message true string 错误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题库管理）根据试题id查询试题信息
接口地址:$本地$/Fast-Trianing-FileCenter/questionLook/questionFindByid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
    "datas": {

接口描述:
根据试卷id查询题目  （Time: 453ms）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questions_Id true string 试题id
user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org_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paper_id false string 试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 true object
    examobj true object
        questions_Id true string 试题id
        knowledge_Id true string 该试卷所属知识分类id
        knowledge_Name true string 分类名称
        create_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create_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_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difficulty true string 试题难度
        label true string 标签
        org_ID true string 组织编号
        org_Name true string 组织名称
        questions_Json true string 题目、答案、选项和答

案解析的JSon
        questions_Type true string 题目类型
        upd_Date true string 更新时间
        upd_Id true string 更新id
        upd_Name true string 更新人名称
        position_type true string 0:私有题库  1：共有题

库
    message true string 错误信息
er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0 成功  1失败



        "examobj": {
            "answer": null,
            "create_Date": "2016-03-27 18:38:23",
            "create_Id": "d7c72142-1e32-4d4d-87cd-6a47108a326c",
            "create_Name": "测试总公司",
            "difficulty": "非常简单",
            "knowledge_Id": "fe8f88a2-004d-48e1-ba09-7f4fe0ff425f",
            "knowledge_Name": "数学",
            "label": "数学",
            "org_ID": "a1e5d001-bfed-4346-83bb-4755a450ac59",
            "org_Name": "保定航信",
            "position_type": "0",
            "question_name": null,
            "questions_Id": "58736dc7-f947-4020-acbd-312e65862653",
            "questions_Json":
"{\"answer\":\"B\",\"answerAnalysis\":\"1+1=2\",\"options\":[\"1\",\"2\",\"3\",\"4\"],\"title\":\"请问，一加
一等于多少？\"}",
            "questions_Type": "1",
            "score": null,
            "upd_Date": null,
            "upd_Id": null,
            "upd_Name": null
        }
    },
    "errorcode": "0"
} 
试卷生成静态页面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试卷生成静态页面
接口地址:$本地$/Fast-Trianing-FileCenter/paper/IcreateHtml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试卷生成静态页面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paper_id false string 试卷id
user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org_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响应参数
 
 

 
（知识选择器） 查询试题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知识选择器） 查询试题
接口地址:$本地$/questionLook/findQuestionBySelectAndTrimToKnowledg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 true object 数据
    examobj true object 试卷对象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0 成功  1失败

接口描述:
分页展示试题 查询条件是并行的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pageIndex false string 1 当前页
paperSize false string 1000 每页显示条数
powerLV false string 用户等级
org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user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orderbyfield false string 排序的内容（1 题

目名称 2 上传时间
）

orderBy false string 排序类型  asc or
desc

knowledge_Id false string 知识结构id
paper_id false string 试卷id
difficulty false string 试题难度（1 简单

2 一般 3 困难 4 非
常困难）

questions_Type false string 题目类型（1 单选
2 多选 3 判断 4 问
答 5 填空 6 B型题
7 综合题）

create_Name false string 出题人
question_name false string 题目名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0 成功 1 失败



 
示例数据 
 
{
    "data": null,
    "datas": [
        {
            "answer": null,
            "create_Date": "2017-08-24 18:08:43",
            "create_Id": "1",
            "create_Name": "系统管理员",
            "difficulty": "1",
            "knowledge_Id": "ca4df812-7498-478e-8d0f-dfa8867956f8",
            "knowledge_Name": "手机",
            "label": "手机 ",
            "org_ID": "0",
            "org_Name": null,
            "position_type": null,
            "question_name": "请问一加一等于多少？（）（）",
            "questions_Id": "afaf2f8a-b217-453d-b9f9-ac0fc09fb6de",
            "questions_Json": "{\"answer\":\"2///2 \",\"answerAnalysis\":\"\",\"title\":\"请问一加一等于多少
？（）（）\"}",
            "questions_Type": "5",
            "score": null,
            "upd_Date": "2017-08-24 18:08:38",
            "upd_Id": "0",
            "upd_Name": null
        },

datas true object 响应数据
    message true string 错误信息
    examobj true array[object] 试题对象
        questions_Id true string 题目编号
        knowledge_Id true string 知识结构id
        knowledge_Name true string 分类名称
        create_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YYYY-MM-

DD）
        create_Id true string 创建人
        create_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name
        difficulty true string 题目难度
        label true string 标签
        org_ID true string 试题所在企业id
        org_Name true string 组织名称
        questions_Json true string 题目 答案 选项 答案解

析的json字符串
        questions_Type true string 题目类型
        upd_Date true string 更新时间
        upd_Name true string 修改人名称
        upd_Id true string 修改人id
        position_type true string 0：私有题库 1：公共题

库
        question_name true string 题目名称



        {
            "answer": null,
            "create_Date": "2017-08-24 18:08:43",
            "create_Id": "1",
            "create_Name": "系统管理员",
            "difficulty": "1",
            "knowledge_Id": "8ff24c19-bcf6-49ca-b50c-4e10bcafcfa9",
            "knowledge_Name": "数学",
            "label": "数学",
            "org_ID": "0",
            "org_Name": null,
            "position_type": null,
            "question_name": "请问，一加一等于多少？",
            "questions_Id": "b5d3ba21-eed7-4c89-b44f-3648ad83c073",
            "questions_Json": "{\"answer\":\"B\",\"answerAnalysis\":\"1
1=2\",\"options\":[\"1\",\"2\",\"3\",\"4\"],\"title\":\"请问，一加一等于多少？\"}",
            "questions_Type": "1",
            "score": null,
            "upd_Date": "2017-08-24 18:08:38",
            "upd_Id": "0",
            "upd_Name": null
        }
    ],
    "datasJson": null,
    "errorcode": "0",
    "errormsg": null,
    "id": null,
    "numCount": 2,
    "pageCount": 1,
    "pageIndex": 1,
    "pageSize": 10
} 
试卷考试的详细报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试卷考试的详细报表
接口地址:score/findFrequency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
    "errorcode": "0",
    "datas": [
        {
            "ispass": "41",
            "score": 43,
            "userinfoId": "98553cc8-6577-4713-86df-b0a6cf25a61f",
            "userinfoName": "宇",
            "userinfo": {
                "user_ID": "98553cc8-6577-4713-86df-b0a6cf25a61f",
                "user_No": "2017082493625905",
                "user_Account": "y",
                "user_Pwd": "123654",
                "user_Img": "http://192.168.1.148:8080/resources/knowledge/userAvatar/98553cc8-6577-4713-
86df-b0a6cf25a61f.jpg?t=Tue Oct 31 14:04:08 CST 2017",
                "user_Name": "宇",
                "email": "2291259250@qq.com",
                "phone": "",
                "createDate": "2017-08-24 09:38:39",
                "createUser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UserName": "zero",
                "modifyDate": "2017-10-31 14:04:07",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paperid true string 试卷id
type true string 1.查询列表 2.导出

excel
searchText true string 查询用户名（模糊

）
searchType true string 1.按考试次数排序

2.按通过次数排序
orderby true string 默认desc 排序，当不传值时

，正序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0 成功 1 失败
datas true string 主表
    ispass true string 通过次数
    score true string 考试次数
    userinfo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
    userinfo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info true string 用户主表对象
        user_Account true string 用户登录账号
        user_Img true string 用户头像



                "powerLV": "99",
                "organization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organization_Name": "测试",
                "state": 0,
                "filesize": 0,
                "lasttime": "2017-11-02 10:44:31",
                "startTime": "",
                "endTime": "",
                "endDate": "",
                "startDate": "",
                "identifyCard": ""
            },
            "count": 0
        }
    ],
    "pageCount": 1,
    "numCount": 1,
    "pageSize": 20,
    "pageIndex": 1
}  
4.11. 课程统计 
查询课程的相关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课程的相关信息
接口地址:$本地$/course/courseRelevan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查询课程的相关信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ourseid false string 课程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30天内课程观看人数的统计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30天内课程观看人数的统计
接口地址:$本地$/course/courseStatistics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datas true object 课程主表
    course_Name true string 课程名称
    lecturer true string 讲师
    likes true string 点赞量
    forward true string 转发量
    download true string 下载量
    nstudydetails true object 新课程详细表
        id true string 播放量（播放次数）
        userId true string 学习人数
        timeLearn true string 学习时长
    collections true object 收藏表
        userid true string 收藏量

接口描述:
30天内课程观看人数的统计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ourseid true string 课程id
startDate tru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Date true string 结束时间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s true object 新课程详细表
    userId true string 某日访问人数记录
    dateLearn true string 日期
    style true string 1.课程观看人数 2.课程

完成人数 3.课程收藏人
数



{
    "errorcode": "0",
    "datas": [
        {
            "userId": "8",
            "dateLearn": "2017-11-09 00:00:00",
            "style": "1"
        },
        {
            "user_id": "3",
            "date_time": "2017-11-09 00:00:00",
            "style": "2"
        },
        {
            "userid": "6",
            "dateTime": "2017-11-07 00:00:00",
            "style": "3"
        }
    ]
} 
课程章节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课程章节列表
接口地址:$本地$/course/chapterLis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根据课程id查询课程的名称和类型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ourseid true string 课程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 true object 课程详细表对象
    detailed_JSON true object JSON数据



 
查询人员对应的课程的小节学习记录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人员对应的课程的小节学习记录
接口地址:$本地$/course/findSectionByCidUid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CSNAME true string 章节名称
        stypename true string 章节类型

接口描述:
默认倒序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ourseId true string 课程id
userId true string 登录用户id
startDate tru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Date true string 结束时间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页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当前显示条数
stuId true string 学员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s true object 课程学习记录表对象
    id true string 主键id
    course_id true string 课程id
    course_type true string 课程类型
    date_learn true string 学习时间
    org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time_end true string 结束时间
    time_start true string 开始时间
    user_id true string 用户id
    csid true string 课程章节id
    userinfo true string 用户对象
    sectionName true string 章节名称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条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总页数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条数



查询人员学习记录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人员学习记录
接口地址:$本地$/course/peopleLear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考试信息统计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考试信息统计
接口地址:$本地$/course/paperStatistics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接口描述:
默认查询该课程的所有人员学习记录，可以根据：组织架构id，用户组id，职位id进行筛选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ourseid true string 课程id
organizationID true string 组织机构id
userGroupID true string 用户组id
userRoleID true string 角色id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页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当前显示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s true object 课程学习记录表对象
    date_time true string 学习时间
    userinfo true object 人员对象
        user_Img true string 人员头像
        user_Name true string 人员名称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条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总页数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条数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线下信息统计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线下信息统计
接口地址:$本地$/course/lineStatistics

接口描述:
考试信息统计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paperid true string 试卷id
type true string 是否合格,1合格

2.不合格
organizationID true string 组织机构id
userGroupID true string 用户组id
userRoleID true string 角色id
orderby true string 默认desc 倒序
searchText false string 筛选内容（考试人

名称）
correct false string 默认为1 批改（传空查询全

部）
sort false string 排序（1.根据考试

成绩排序 2.根据考
试是否通过排序）

export false string 是否导出（1.查询
2.导出）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页码
pageSize true string 当前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s true object 考试成绩表
    scoreId true string id
    ispass true string 考试是否通过 0通过

1未通过
    score true string 考试分数
    scoreTime true string 交卷时间
    count true string 待批改
    paperName true string 试卷名称
    userinfo true object 人员主表
        user_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
        user_Img true string 用户头像
        user_Account true string 用户登录账号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视频、文档信息统计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视频、文档信息统计
接口地址:$本地$/course/videoStatistics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线下信息统计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sid true string 章节id
type true string 1.已报名 2.已到场

3.未到场
organizationID true string 组织架构id
userGroupID true string 用户组id
userRoleID true string 角色id
orderby true string 默认desc 倒序（根据报名时

间排序）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页码
pageSize true string 当前页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s true object 报名表
    enrolUserImg true string 用户头像
    enrol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
    enrolDate true string 报名时间
    enrol_status true string 报名状态(0.未到场 1.实

际到场)

接口描述:
视频、文档信息统计，根据传过来的章节id做判断，当id为视频时，查看视频，否则查看文档



 
响应参数
 
 

 
查询每个章节结果数量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每个章节结果数量
接口地址:$本地$/course/chapterQuantity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sid true string 章节id
type true string 1.合格  2.未合格
time true string 要求学习时间
organizationID true string 组织架构id
userGroupID true string 用户组id
userRoleID true string 角色id
orderby true string 默认desc 倒序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页码
pageSize true string 当前页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s true object 学习记录新表
    timeLearn true string 学习时长(分钟)
    userinfo true object 用户主表对象
        user_Img true string 用户头像路径
        user_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接口描述:
查询每个章节结果数量（异步加载）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sid true string 章节id
cstype true string 章节类型(1.视频

2.文档 3.考试(测试
)id 4.题库 5.线下
6.直播)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课程统计导出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课程统计导出
接口地址:$本地$/course/courseExport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4.12. 培训任务 
查询学员的任务进度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学员的任务进度
接口地址:$本地$/stage/findArrangeProgress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numCount true string 每个章节的学习人数或
报名人数

接口描述:
根据传过来的课程id，查询数据库，写入Excel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ourseid true string 课程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接口描述:
查询单个任务的所有学员培训进度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
    "errorcode": "0",
    "datas": [
        {
            "progressId": "1",
            "user_Id": "567bab18-67e5-4f5c-a26c-a67c0873227d",
            "user_Name": "003",
            "user_Account": "fh003",
            "telephone": "13716824962",
            "last_Date": "2017-07-19 11:36:23",
            "test_state": "未考核",
            "course_count": "5",
            "org_Id": "a7fac448-e63b-4596-add7-796fae990502",
            "arrange_Id": "1",
            "user_Img": "http://192.168.1.102:8999/userAvatar/567bab18-67e5-4f5c-a26c-
a67c0873227d.jpg?t=Wed Jul 12 11:36:17 CST 2017"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arrange_Id false string 任务id
org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course_count false string 任务的总课时
state false string //0.全部 1未开始

，2进行中，3已完
成

筛选状态

searchId true string 部门id，用户组
id，角色id

收搜id

searchType false string 1部门，2用户组
，3角色

收搜类型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
pageIndex false string 起始下标
pageSize false string 页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1失败
datas true array[object]
    progressId true string 培训进度id
    user_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_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
    user_Account true string 用户账号
    telephone true string 联系电话
    last_Date true string 最后学习时间
    test_state true string 考核状态
    course_count true string 课程数
    org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arrange_Id true string 任务进度id
    user_Img true string 用户头像



        },
        {
            "progressId": "2",
            "user_Id": "17bffba7-4cc3-4948-a952-efbad96c2973",
            "user_Name": "004",
            "user_Account": "fh004",
            "telephone": "18215792365",
            "last_Date": "2017-06-08 11:36:31",
            "test_state": "已考核",
            "course_count": "5",
            "org_Id": "a7fac448-e63b-4596-add7-796fae990502",
            "arrange_Id": "1",
            "user_Img": "http://www.jisupeixun.com:80/userAvatar/17bffba7-4cc3-4948-a952-
efbad96c2973.jpg?t=Fri Jun 09 11:35:12 CST 2017"
        },
        {
            "progressId": "3",
            "user_Id": "fde56913-050e-4f72-9ef5-b4e5fb3b24a3",
            "user_Name": "005",
            "user_Account": "fh005",
            "telephone": "13752102633",
            "last_Date": "2017-07-20 11:36:34",
            "test_state": "未考核",
            "course_count": "5",
            "org_Id": "a7fac448-e63b-4596-add7-796fae990502",
            "arrange_Id": "1",
            "user_Img": "http://www.jisupeixun.com:80/userAvatar/fde56913-050e-4f72-9ef5-
b4e5fb3b24a3.jpg?t=Fri Jun 09 11:35:39 CST 2017"
        },
        {
            "progressId": "4",
            "user_Id": "a2556ac9-8e61-47b4-a598-7e87dde6c269",
            "user_Name": "xueyuan",
            "user_Account": "xueyuan",
            "telephone": "18286454385",
            "last_Date": "2017-07-03 11:36:37",
            "test_state": "已考核",
            "course_count": "3",
            "org_Id": "07c28854-ae91-4247-8ced-101a98139163",
            "arrange_Id": "1",
            "user_Img": "http://192.168.1.223:8080/userAvatar/a2556ac9-8e61-47b4-a598-
7e87dde6c269.jpg?t=Tue Jul 04 11:53:46 CST 2017"
        },
        {
            "progressId": "5",
            "user_Id": "a358b9c3-adc6-4fa1-9781-d8772315118f",
            "user_Name": "002",
            "user_Account": "fh002",



            "telephone": "12525425596",
            "last_Date": "2017-06-06 11:36:41",
            "test_state": "未考核",
            "course_count": "3",
            "org_Id": "a7fac448-e63b-4596-add7-796fae990502",
            "arrange_Id": "1",
            "user_Img": "http://www.jisupeixun.com:80/userAvatar/a358b9c3-adc6-4fa1-9781-
d8772315118f.jpg?t=Fri Jun 09 11:33:57 CST 2017"
        },
        {
            "progressId": "6",
            "user_Id": "d066525b-2d39-4cc3-9157-2ea5a2643433",
            "user_Name": "001",
            "user_Account": "fh001",
            "telephone": "13765654435",
            "last_Date": "2017-06-25 11:36:45",
            "test_state": "已考核",
            "course_count": "3",
            "org_Id": "a7fac448-e63b-4596-add7-796fae990502",
            "arrange_Id": "1",
            "user_Img": "http://www.jisupeixun.com:80/userAvatar/d066525b-2d39-4cc3-9157-
2ea5a2643433.jpg?t=Fri Jun 09 11:43:04 CST 2017"
        }
    ],
    "pageCount": 1,
    "numCount": 6,
    "pageSize": 20000,
    "pageIndex": 1
} 
查询企业的任务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企业的任务列表
接口地址:$本地$/stage/findstag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查询单个任务的所有学员培训进度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name true string 任务名



 
响应参数
 
 

create_id true string 创建用户id
org_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powerLV false string 权限id
searchUserId false string （预留）
start_Date fals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_Date false string 结束时间
pageIndex false string 起始下标
pageSize false string 页数
state false string //0.全部 1未开始

，2进行中，3已完
成

状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1失败
datas true array[object]
    id true string 培训任务id
    name true string 任务名称
    start_Date tru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_Date true string 结束时间
    img true string 封面
    arrage true string ？
    arragetype true string json
    arrage_Description true string 任务描述
    org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_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create_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paper_id true string 试卷id
    complete true string 完成度
    send_flag true string 是否发送邮箱
    create_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日期
    courseInfo_Remark true string ？
    user_count true string 总用户数
    user_complete true string 已完成用户数
    is_public true boolean 是否为公共任务
    state true string //状态     分配的任务

0，自主报名的任务1
    qualified true boolean 合格（通过合格条件才

能进入下一阶段）
    qualified_condition true string 合格条件  1.学满学时

，2.考核通过
    qualified_pass true string 通过考核分数、时间

（分钟
    date_formate true string 日期格式（0.不限制

，1.固定日期，2.固定
天数）

    date_formate_time true string 限定日期（限定日期
30天，或固定日期
2017-02-01）

    courser_count true string 课程数
    fine_time true boolean 是否需要精细时间
    start_time true string 开始时间 点
    end_time true string 结束时间 点



学员端任务查询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学员端任务查询
接口地址:$本地$/stage/findStudentStage$本地$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查询学员的任务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ID false string 登录人的企业id
name false string 任务名称
user_id false string 15d5,dg523，fdgf

4d23
用户ID、

org_Id false string fds,45g3d,f 企业id
role_Id false string g54,5fds,pju24 角色id
user_groupId false string f1d51g，4fd53s,4

fdsa
用户组id

pageSize false string
pageIndex false string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datas true array[object]
    id true string 任务id
    name true string 任务名称
    start_Date tru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_Date true string 结束时间
    img true string 头像
    arrage true string ？
    arragetype true string json
    arrage_Description true string 任务描述
    org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_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create_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paper_id true string 试卷id
    complete true string 完成度
    send_flag true string 是否发送邮件
    create_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日期
    courseInfo_Remark true string ？



 
删除任务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任务
接口地址:$本地$/stage/deleteArrang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添加、修改任务 

    user_count true string 任务总人数
    user_complete true string 任务已完成的数量
    is_public true string 是否为共有任务（全员

可参与）
    state true string 状态     分配的任务

0，自主报名的任务1
    qualified true string 是否为合格才能进入下

一阶段
    date_formate true string 日期类型 0.不限 1.日期

段 2.天数
    courser_count true string 课程数
    fine_time true string 是否有精细时间
    qualified_condition true string 合格条件  1.学满学时

，2.考核通过
    qualified_pass true string 通过考核分数、时间

（分钟）
    start_time true string 开始时间 点
    end_time true string 结束时间点
    date_formate_time true string 限定日期（限定日期

30天，或固定日期
2017-02-01）

接口描述:
删除知识架构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arrangeIds false string 12,213,54,6 任务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 1失败

，34.删除的知识架构存
在课程

e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消息
numCount true string 受影响的行数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添加、修改任务
接口地址:$本地$/stage/addUpdateArrang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添加或修改任务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id false string 任务id
name false string 任务名称
org_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org_Name false string 企业名称
create_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is_public false boolean true,是

，false，不是
是否公开 全部人员
可参与

start_Date false number Date 开始时间
end_Date false string Date 结束时间
userList false string userIds
userGroup false string
userOrganization false string
userRole false string
arragetype false string 任务json
date_formate_ti
me

false string 时间

qualified false boolean true,是
，false，不是

合格才能进入下一
阶段

date_formate false string 0，不限时间
，1.固定周期
，2，固定日期
，3.固定天数

时间类型

courser_count false string 课程数 课程数
start_time false string 开始时间 点
end_time false string 结束时间 点
fine_time false string true,是，false 否 是否需要精细时间
state false string （预留，是分配

0还是自主报名1）
qualified_conditi
on

false string  1.学满学时，2.考
核通过

合格条件

qualified_pass false number 通过考核分数、时
间（分钟）

knowledgeIds false string f42dg3,4gf32d,45
hg6f

已选择的知识架构

courseKnowIds true string fdasfag,hrfgsfd,fd
satgar

勾选课程的知识架
构

examKnowIds true string f15d,fdsa36g,fsg,
g45ds

勾选试卷的知识架
构

quesKnowsCount true number 勾选题库的知识架
构数量



响应参数
 
 

 
查询学员的任务阶段内容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学员的任务阶段内容
接口地址:$本地$/stage/findArrangeStag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 1失败

，34.删除的知识架构存
在课程

e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消息

接口描述:
根据课程id，试卷id,文件id,知识结构id,查询任务阶段的具体内容，根据style来判断是什么类型，style为1代表课
程，style为2代表试卷，style为3代表文件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ourseids true string 课程id，以，做分

隔
paperids true string 试卷id,以，做分隔
upids true string 文件id,以，做分隔
knowledgeids true string 知识结构id,以，做

分隔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页码
pageSize true string 当前显示条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s true object 返回object
    course_info true object 课程（名称并不存在）
        courseId true string 课程id
        courseName true string 课程名称
        courseImg true string 课程封面
        courseDetailed true string 课程简介
        courseOrder true string 是否强制



 
示例数据 

        courseSum true string 章节数
        isOpen true string 是否公开
        lecturer true string 讲师
        coursePrice true string 课程价格
        detailedJSON true string 课程JSON数据
        sendFlag true string 是否发送邮件  0否  1是
        knowledgeJSON true string 知识结构json
        style true string 1.代表课程
    exam_paper true object 试卷（名称并不存在）
        paperId true string 试题id
        answerTime true string 答题时间
        examCount true string 考试次数
        knowledge_Id true string 知识结构id
        knowledge_Name true string 知识结构名称
        paperName true string 试卷名称
        passGrade true string 及格分数
        totalScore true string 总分
        create_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create_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_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org_ID true string 组织机构id
        org_Name true string 组织机构名称
        paper_Random true string 是否是随机卷（0是,1否

）
        question_Count true string 这套试卷的题目数
        paperState true string 是否生成
        paperPower true string  保密级别   1对企业开放

2完全开放 3保密
        style true string 2.代表试卷
    upload_info true object 文件（名称并不存在）
        upId true string 文件id
        up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p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1
        upUser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fileName true string 文件名称
        uploadTime true string 上传时间
        fileSize true string 文件大小
        fileType true string 文件类型
        status true string 状态
        fid true string 父id
        fileTxt true string 问答json
        fileversion true string 最终版本号
        frequency true string 下载次数
        filecover true string 文件封面
        filepreview true string 文件预览路径
        style true string 3 代表文件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页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当前条数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条数



[
    {
        "courseId": "d7c9f415-8664-4696-89c6-523672397f72",
        "courseName": "12313",
        "courseImg": "/resources/images/af18774c-6e23-4d70-9a09-c1fc66f0a8e4.png",
        "courseDetailed": "",
        "courseOrder": "0",
        "courseSum": "1",
        "isOpen": "1",
        "lecturer": "123213",
        "coursePrice": "0",
        "detailedJSON": "[{\"chapter\":\"章节名12121222\",\"content\":\"[{\\\"CSID\\\":\\\"004cbec1-18ac-
5434-08bf-
c04093502829\\\",\\\"CSNAME\\\":\\\"11213\\\",\\\"CSTYPE\\\":\\\"1\\\",\\\"CSURL\\\":\\\"/upload/ed7951
74-f92d-75be-d031-fb7270428d89.flv\\\",\\\"CSTIME\\\":\\\"1\\\",\\\"size\\\":\\\"499745\\\"}]\"}]",
        "sendFlag": "0",
        "knowledgeJSON": "",
        "style": "1"
    },
    {
        "paperId": "07006008-a605-418b-94fb-de8ddce1647b",
        "answerTime": "60",
        "examCount": 0,
        "knowledge_Id": "a3719a6b-8753-4d05-be57-c7b186ae408b",
        "knowledge_Name": "j2EE",
        "paperName": "新启",
        "passGrade": 60,
        "totalScore": 100,
        "create_Date": "2016-02-24 10:41:28",
        "create_Id": "1",
        "create_Name": "系统管理员",
        "org_ID": "0",
        "org_Name": "管理员",
        "paper_Random": "0",
        "question_Count": 20,
        "paperCount": 1,
        "paperState": 0,
        "paperPower": "",
        "style": "2"
    },
    {
        "paperId": "0766a8e2-5892-43c5-a25d-1fa2c5d8a57f",
        "answerTime": "10",
        "examCount": 2,
        "knowledge_Id": "096b8854-6775-423d-b01a-5e202231b6c3",
        "knowledge_Name": "贷记卡发卡系统",
        "paperDifficulty": "2",
        "paperName": "贷记卡发卡系统基础知识考试",



        "passGrade": 60,
        "totalScore": 100,
        "create_Date": "2016-01-21 14:26:55",
        "create_Id": "b39e7790-f8a3-4200-91e9-df3a9d2b9012",
        "create_Name": "银联数据",
        "upd_Date": "2016-01-21 14:27:23",
        "upd_Id": "b39e7790-f8a3-4200-91e9-df3a9d2b9012",
        "upd_Name": "银联数据",
        "org_ID": "01ad1fc7-39dc-42ab-9169-c83abacc2884",
        "org_Name": "银联数据",
        "paper_Random": "0",
        "question_Count": 5,
        "paperCount": 2,
        "paperState": 0,
        "paperPower": "2",
        "style": "2"
    },
    {
        "paperId": "07c6c114-69c0-4417-a863-1f48730f164e",
        "answerTime": "60",
        "examCount": 1,
        "knowledge_Id": "241ec428-6304-42fb-aebb-5c5c419c7edd",
        "knowledge_Name": "市场营销",
        "paperDifficulty": "1",
        "paperName": "11",
        "passGrade": 60,
        "totalScore": 100,
        "create_Date": "2016-03-28 14:58:24",
        "create_Id": "a3f4922c-af82-4903-9451-0809ad2e64f1",
        "create_Name": "xcc",
        "org_ID": "8baf0acc-19f1-4953-81dd-4957497486f0",
        "org_Name": "sped",
        "paper_Random": "0",
        "question_Count": 1,
        "paperCount": 2,
        "paperState": 0,
        "paperPower": "1",
        "huiguFlag": "",
        "zaikaoFlag": "",
        "style": "2"
    },
    {
        "paperId": "3a3328f9-85ea-41bf-9264-f7810d654dd1",
        "answerTime": "10",
        "examCount": 1,
        "knowledge_Id": "059eaf63-794f-4b96-a27d-b6a7954f5fc4",
        "knowledge_Name": "公共知识",
        "paperDifficulty": "1",



        "paperName": "CNY路演测试",
        "passGrade": 80,
        "totalScore": 100,
        "create_Date": "2015-12-21 12:31:02",
        "create_Id": "a72ce9b7-fd5c-4bed-87a0-c5a674340a75",
        "create_Name": "新秀丽考试测试网",
        "org_ID": "83a4e33a-2be1-4fc5-b024-49e921b8108a",
        "org_Name": "新秀丽2",
        "paper_Random": "1",
        "question_Count": 15,
        "paperCount": 0,
        "paperState": 0,
        "paperPower": "1",
        "style": "2"
    },
    {
        "upId": "cb60262e7133c7cd12309bfaeb61660e",
        "upUserId": "d299de6e-a920-4e3d-bce1-4d4f74fa1276",
        "upOrgId": "4e4f9eaf-d9bd-45b0-8ff7-30a9e9faa7a7",
        "upUserName": "踩踩踩",
        "fileName": "我就是一个小仙女",
        "uploadTime": "2017-07-03 19:12:18",
        "fileSize": 1.34,
        "fileType": "ques",
        "status": "0",
        "fid": "0",
        "fileTxt": "{\"fileTxts\":\"我就是一个小仙女
\",\"userImg\":\"http://www.jisupeixun.com:80/userAvatar/d299de6e-a920-4e3d-bce1-
4d4f74fa1276.jpg?t=Tue Jun 06 13:25:41 CST
2017\",\"answer\":3,\"asCourse\":\"\",\"close_reply\":false,\"attribute\":[{\"answer\":\"你就是
\",\"anName\":\"踩踩踩\",\"anImg\":\"http://www.jisupeixun.com:80/userAvatar/d299de6e-a920-4e3d-
bce1-4d4f74fa1276.jpg?t=Tue Jun 06 13:25:41 CST 2017\",\"anTime\":\"2017-6-3
19:08:10\",\"adopt\":\"1\",\"showThis\":true,\"orgid\":\"4e4f9eaf-d9bd-45b0-8ff7-
30a9e9faa7a7\",\"userid\":\"d299de6e-a920-4e3d-bce1-
4d4f74fa1276\",\"buttonshow\":true,\"showbottonall\":false,\"buttonshow2\":false},{\"answer\":\"没毛病
\",\"anName\":\"踩踩踩\",\"anImg\":\"http://www.jisupeixun.com:80/userAvatar/d299de6e-a920-4e3d-
bce1-4d4f74fa1276.jpg?t=Tue Jun 06 13:25:41 CST 2017\",\"anTime\":\"2017-6-3
19:08:24\",\"adopt\":\"0\",\"showThis\":true,\"orgid\":\"4e4f9eaf-d9bd-45b0-8ff7-
30a9e9faa7a7\",\"userid\":\"d299de6e-a920-4e3d-bce1-
4d4f74fa1276\",\"buttonshow\":true,\"showbottonall\":true,\"buttonshow2\":false},{\"answer\":\"相信自
己[face_1]\",\"anName\":\"踩踩踩\",\"anImg\":\"http://www.jisupeixun.com:80/userAvatar/d299de6e-
a920-4e3d-bce1-4d4f74fa1276.jpg?t=Tue Jun 06 13:25:41 CST 2017\",\"anTime\":\"2017-6-3
19:08:34\",\"adopt\":\"0\",\"showThis\":true,\"orgid\":\"4e4f9eaf-d9bd-45b0-8ff7-
30a9e9faa7a7\",\"userid\":\"d299de6e-a920-4e3d-bce1-
4d4f74fa1276\",\"buttonshow\":true,\"showbottonall\":false,\"buttonshow2\":false}]}",
        "fileversion": "1",
        "frequency": 0,
        "style": "3"



    }
] 
培训统计导出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培训统计导出
接口地址:$本地$/stage/taskExpor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4.13. 网址收藏 
网址收藏的添加/编辑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网址收藏的添加/编辑
接口地址:$本地$/kapi/AddEditURLCollectio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根据传过来的培训id，查询数据库，写入Excel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arrangeid true string 培训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接口描述:
1.通过网址的名称和网址的地址进行添加网址生成（？快捷方式文件） 或者是excel 文件
2. 通过“网址+/favicon.ico” 下载网站的图标如果获取不到 （跳过此步骤 存默认的图标文件？）
3. 通过文件id 判断是添加还是修改



 
响应参数
 
 

 
网址收藏查询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网址收藏查询
接口地址:$本地$/kapi/GetURLCollectio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Name false string 极速培训 文件名称（网址名

称）
filepath false string http://www.jisup

eixun.com
网站地址

fid false string LDKAFJLAS 父节点的id
fpath false string /JISU 文件路径
upOrgId false string ASDFJASDLFK 企业id
upUserId false string ADFADSF 操作人id
userName false string 管理员 操作人姓名
upId false string DALFJLDAFJ 文件id
source true string 当存在时，将其作

为后缀
key true string 当存在时，将其作

为主键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1失败  5连接数据

库失败 6服务器访问异
常

data true object 文件对象
    fileid true string 文件id
    ... true string 请补全对象信息

接口描述:
通过文件的id获取 地址和名称 主要是快捷方式文件的获取 或者下载接口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pId false string 文件id
upUserId false string 操作人id
upOrg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4.14. 记事本管理 
记事本添加/编辑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记事本添加/编辑
接口地址:$本地$/kapi/AddNotepad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 成功  1失败  5数据库

连接异常 6服务器
data true string

接口描述:
利用富文本编辑器编辑内容，生成文件的 首先创建一个文件夹 其中文件夹中存取文件的资源信息(图片、文本、附
件等)
自动生成名字（提取问题内容的前7个字） 将内容生成文件保存本地   
删除需要把删除的时候需要吧删除的资源文件删除
---查看前端插件的接口进行单独写接口

---如果是新创建的记事本没有保存那么把本次书写的内容缓存到本地一份，如果有保存那边这的数据清空 （注意
仅限于新增）

---富文本编辑器支持的格式 ？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Txt false string 文件内容
fid false string 文件所在路径

ID，如果没有填0
fpath false string 文件夹路径
upOrg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upUser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false string 用户名称
upId false string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 true object 返回文件对象（所有具
体看需求）



 
富文本编辑器-上传接口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富文本编辑器-上传接口
接口地址:$本地$/Kapi/EditorUpload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fileid true string 文件id
    fileName true string 文件名称
    fileTxt true string 文件内容
    fid true string 文件所在路径ID，如果

没有填0
    fpath true string 文件夹路径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fileversion true string 最终版本号
    status true string 1未转码完成 0转码完成

（默认为0）

接口描述:
通过此接口实现富文本编辑器中的图片，视频，附件等上传接口
实例：http://www.kancloud.cn/wangfupeng/wangeditor2/156630 
在这个地址中有两个选择一个适合的
此文件应存入此用户的文件夹下 目前先不计算在此记事本、问答中
----------------
例： 记事本 
注意： 每次在编辑过程中上传文件， 在记事本最后保存的时候计算一下记事本对应的文件夹大小作为记事本的大
小
1.上传文件时首先在文件表中创建记事本文件
2.返回创建的文件对象
3.前台收到文件对象后赋值给文件id
4.前台保存记事本的时候更新文件对象
5.如果没有保存记事本直接点击的取消那么前端判断id不为空则后台删除记事本对应的文件夹
6.如果记事本上传文件后保存，那么后台判断一下文件id不为空则修改文件属性，并计算文件大小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id false string DLKJALDSJFLK 文件id(可能为空)
userid false string LKAJFDKLJLDJ 操作人id
username false string 张三 操作人姓名
orgid false string ASSLDFKJLASD 企业id



  
4.15. 问答 
问答添加(知识库)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问答添加(知识库)
接口地址:$本地$/kapi/AddAsk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 成功 1失败 5 连接数

据库失败  6服务器异常
data true string 返回上传文件的完全地

址

接口描述:
文件首先存入的是json 文件
下载的时候通过json文件遍历出实际的文件
文件前端遍历的时候先按照时间排序然后再按照采纳的进行排序
需要用户填写的字段只有问题内容一个，但是问题包含提问/回答时间、提问人/创建人、回答数量、是否关联课程
提问、是否关闭此问题回答权、采纳答案等字段信息。 
需要用户填写的字段只有问题/回答内容一个，但是问题包含提问/回答时间、提问人/创建人、回答数量、是否关
联课程提问、是否关闭此问题回答权、采纳答案等字段信息。
提问还包含回答属性、回答人、回答时间、是否采纳答案
需要注意答案可以【采纳】多个，因为答案可以由多个人在不同的时间贡献出来，而有些职场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却有很多正确答案，知识库更需要的恰恰是更多更全面的正确答案，而不是唯一答案。
【关闭问题回复权】后所有人都不能回复此问题，回复权可开启。
【隐藏回答】只对创建人以外的人隐藏回答，隐藏回答与显示回答可切换，已经采纳的答案不能隐藏。
问题/回答【编辑】只能创建者自己编辑自己的，不能编辑他人的，已经采纳的答案不能编辑。
【删除】问题创建人可以删除问题、答案回复人可以删除答案，已采纳的答案不能删除。
此接口只是添加 一个问答的题干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Txt false string 提问的内容
strName true string 文件名
fid false string 父级id
fpath false string 父级路径
upOrg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upUserId false string 操作人id（创建人

id）
userName false string 操作人（创建人）
asCourse false string 关联课程
userImg false string 提问人头像空则不

传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问题] 1+1=？[提问人]张三 [时间]2017-05-09
[回答]2[回答人]李四[时间]2017-05-10[采纳]1[隐藏回答]0
[回答]2[回答人]李四[时间]2017-05-10[采纳]1[隐藏回答]0
 
[回答]4  [回答人]李四[时间]2017-05-10[采纳]1[隐藏回答]0
 
[回答]2[回答人]李四[时间]2017-05-10[采纳]1[隐藏回答]0
[回答]2[回答人]李四[时间]2017-05-10[采纳]1[隐藏回答]0
 
{问题:1+1=?,
 提问人:张三,
 提问人头像：img，
 提问时间:2017-05-09,
 回答数量:5，
 关联的课程：（可以为空）
 是否关闭问题回答：0不关闭1关闭
 回答数组：[{
   索引：0，
   回答:2666,
   回答人:张三,
   回答人头像：img，
   回答时间:2017-05-09,
   是否被采纳：0 不采纳  1 采纳
   关联的课程：（可以为空）
   是否隐藏回答： 0不隐藏 1隐藏
   是否关闭问题回答：0不关闭1关闭
}
 
 ]
}
 
 
  
提交回答(知识库) 
 
基本信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1失败 5数据库连

接失败  6服务器异常
data true object 文件对象



接口名称:提交回答(知识库)
接口地址:$本地$/kapi/UpdateAsk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获取所有问答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获取所有问答
接口地址:interlocution/findProblemPag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提交回答的内容插入到响应的   文件中？ 数据库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Txt false string 回答的内容
upId false string 文件id
upUser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upOrg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1失败 5数据库链

接失败 6服务器异常
data true object 回答者的对象（请补全

创建的对象）

接口描述:
获取登录人员的全部问答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pageSize false string 个数
pageIndex false string 页码
searchText false string 查询的标题名称
userId true string 当前登录人id



 
获取所有回复的问答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获取所有回复的问答
接口地址:interlocution/findReplayPag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1失败 5数据库连

接失败  6服务器异常
datas true array[array] 学员问答集合
    qaid true string 主键id
    qa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title true string 标题(课程名称/试题名

称/新闻名称)
    content true string 内容
    label true string 标签
    questionerId true string 提问人id
    questionerName true string 提问人名称
    questionerAvatar true string 提问人头像
    questionerIdentity true number 提问人身份(0学员1专家

)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提问时间)
    modifyDate true string 修改时间(当数据发生修

改时)
    likesNum true number 点赞数量
    replyNum true number 回复数量
    browseNum true number 浏览数量
    followNum true number 关注数量
    isTop true boolean 是否置顶(0否1是)
    topTime true string 置顶时间
    state true number 审核状态（0审核中1未

通过2已通过）
    isRemind true boolean 是否开启提醒通知(0否

1是)
    isAnonymous true boolean 是否匿名(0否1是)
    qaUrl true string 提问界面url
    xtype true number 问答类型(1.课程、2.试

题、3.新闻、4.专栏)
    xid true string 课程id/试题id/新闻id
    xname true string 课程名/试题名/新闻名
    remark true string 备注
    spare true string 预留备用
    qrList true string 回复集合
    isCollection true boolean 是否收藏

接口描述:
获取用户的所有回复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问答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问答列表
接口地址:interlocution/findQuestionLis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pageSize false string 10 页数
searchText false string 查询回复的内容
pageIndex false string 1 页码
userId true string 当前登录人id 人员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 true array[object] 回复对象的集合
    areplayId true string 主键id(回复id)
    qaId true string 问答id
    areplayFid true string 回复的父id
    areplayContent true string 回复的内容
    replyUserId true string 回复人id
    replyUserName true string 回复人名称
    replyAvatar true string 回复人头像
    replyOrgId true string 回复企业id
    pointNum true number 点赞数量
    isSolve true boolean 是否采纳
    reportNum true number 举报数量
    isReport true boolean 是否举报
    solveTime true string 采纳时间
    spare true string 预留字段
    remark true string 备注
    isPoint true string 是否显示
    replyTime true string 回复时间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1失败 5数据库连

接失败  6服务器异常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响应参数
 
 

 
添加及修改问答 
 
基本信息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columnid false string 栏目id
searchTxt false string 查询内容
user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powerLV false string 用户权限等级
type false string 1 根据专栏id查询

2后端查询 3收藏
的 4最热

xtype false string 问答所属(1.课程、
2.试题、3.新闻、
4.专栏)

pageIndex false string 页数
pageSize false string 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缺失

企业id
datas true string 问答集合
    qaid true string 问答id
    org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_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title true string 标题
    content true string 内容
    label true string 标签
    questioner_id true string 提问人id
    questioner_name true string 提问人名称
    questioner_avatar true string 提问人头像
    questioner_identity true string 提问人身份(0学员1专家

)
    create_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modify_date true string 修改时间
    likes_num true string 点赞量
    reply_num true string 回复量
    browse_num true string 浏览量
    follow_num true string 关注量
    is_top true string 是否置顶
    top_time true string 置顶时间
    state true string 审核状态（0审核中1未

通过2已通过）
    is_remind true string 是否开启提醒通知(0否

1是)
    is_anonymous true string 是否匿名
    qa_url true string 提问界面url
    xtype true string 问答类型(1.课程、2.试

题、3.新闻、4.专栏)
    xid true string 类型id
    xname true string 类型名称



接口名称:添加及修改问答
接口地址:interlocution/saveEditQA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添加收藏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添加收藏
接口地址:collection/saveCollectio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data true string 问答对象
colid true string 专栏id
beboodId true object 知识分类与问答的

数组
    qaid true string 问答id
    knowledgeId true string 知识分类id
beboodat true string 自定义分类，逗号

隔开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ollection true object 收藏对象
    collectionid true string 收藏id
    xid true string 文件、问答id
    xname true string 收藏名称
    xtype true string 1.文件 2.问答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删除收藏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收藏
接口地址:collection/delCollectio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新增附件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新增附件
接口地址:interlocution/uploadEnclosur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
缺失 25.json转换失败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qaid true string 问答id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6.失败 24.参数缺

失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enclosure true object 附件表
    xtype true string 类型 1.问答 2.回复
    xid true string 类型 问答id 回复id
    fileName true string 文件名称



 
响应参数
 
 

  
4.16. 学员端 
分页查询历史考试记录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分页查询历史考试记录列表
接口地址:$本地$/Fast-Trianing-FileCenter/exampaper/historyPaper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uploadPath true string 上传路径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uploadTime true string 上传时间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76.用户

id不能为空 77.路径不
能为空

接口描述:
分页查询历史考试记录列表 并根据筛选分类名称或试卷名称查询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pageIndex false string 1 当前页
pageSize false string 20 显示行数
user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 true object 试卷数据
    score_id true string 分数id
    course_id true string 所属课程id
    course_name true string 课程名称
    exam_record_json true string 答题记录
    ispass true string
    knowledge_id true string 知识架构id
    knowledge_name true string 知识架构名称
    org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_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查询收藏课程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收藏课程
接口地址:$本地$/exampaper/courseCollectio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paperId true string 试卷id
    paperName true string 试卷名称
    random_count true string
    score true string 分数
    scoreTime true string 答题时间
    userinfo_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info_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random_num true string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页
pageSize true string 一页显示行数
pageCount true string 总页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

数据库 6 系统内部错误
e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详细信息

接口描述:
查询自己收藏课程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pageIndex false string 当前页码
pageSize false string 当前显示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s true object 课程主表
    course_Id true string 课程id
    course_Name true string 课程名称
    course_Detailed true string 课程介绍
    course_Order true string 课程是否强制
    lecturer true string 讲师
    create_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查询最近学习的前三个课程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最近学习的前三个课程
接口地址:$本地$/exampaper/studyCourseTopThre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create_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姓名
    isOpen true string 是否公开
    course_img true string 课程封面
    courseSum true string 章节数
    sectionSum true string 小节数
    complete true string 课程进度
    course_img true string 课程封面
    upd_Date true string 课程修改日期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条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总页数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条数

接口描述:
查询自己收藏课程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s true object 课程主表
    course_Id true string 课程id
    course_Name true string 课程名称
    course_Detailed true string 课程介绍
    course_Order true string 课程是否强制
    lecturer true string 讲师
    create_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_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姓名
    isOpen true string 是否公开
    course_img true string 课程封面
    course_Sum true string 章节数
    section_sum true string 小节数
    complete true string 课程进度



 
学员个人信息统计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学员个人信息统计
接口地址:$本地$/exampaper/stuTotleInfo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修改学员信息 
 
基本信息
 

    course_img true string 课程封面
    upd_Date true string 课程修改日期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条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总页数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条数

接口描述:
查询自己收藏课程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faga 用户id
orgid true string gdasgfa 企业id
org_Id true string 1fa,f3a,ga4 学员的部门id，多

个逗号拼接
role_Id true string gdas,g23a,ag,ga 学员的角色id，多

个逗号拼接
user_groupId true string 142g,a15agg 学员的用户组

id，多个逗号拼接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 true object 课程主表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totleStudyTime true string 总学时
    totleStudyCourse true string 总学习课程数
    totleExam true string 总考试次数
    totleStage true string 总任务数
    totleCollection true string 总课程收藏数



接口名称:修改学员信息
接口地址:$本地$/exampaper/updateStuInfo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学员端7天内过期的任务  或线下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学员端7天内过期的任务  或线下
接口地址:$本地$/exampaper/getSevenArrang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接口描述:
查询自己收藏课程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254jhgf 用户id
usersex true string  1：男、0：女 性别
email true string 邮箱 学员的部门id，多

个逗号拼接
identifyCard true string 身份证号
phone true string 电话
duties true string 职务
education true string 学历
birthDate true string 出身日期
servants true string 0.否1.是2.参公

，fdhsjhfkd
是否公务员

nation true string 民族
levelid true string 职级id
levelName true string 职级名称
political true string politicalList=[{na

me:"中共党员
",value:"1"},{nam
e:"共青团员
",value:"2"},{nam
e:"民主党派
",value:"3"},{nam
e:"群众
",value:"4"}]

政治面貌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4.17. 培训基地管理 
添加修改培训基地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添加修改培训基地信息
接口地址:trainbase/addOrEditTrainbas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接口描述:
查询自己收藏课程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faga 用户id
orgid true string gdasgfa 企业id
org_Id true string 1fa,f3a,ga4 学员的部门id，多

个逗号拼接
role_Id true string gdas,g23a,ag,ga 学员的角色id，多

个逗号拼接
user_groupId true string 142g,a15agg 学员的用户组

id，多个逗号拼接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s true object 课程主表
    messageId true string 主键id
    organizationId true string 企业id
    renationId true string 关系id  /用户id  /部门id

/角色id  /用户组id
    remark true string 备注
    typeId true string //任务id/线下小节id
    typeName true string //任务名称/线下小节名

称
    isPublic true boolean 是否全员参与
    messageType true number 类型 ，1任务    2线下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条数

接口描述: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删除基地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基地信息
接口地址:trainbase/deleteTrainbas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trainbase_info true object 基地信息json
  trainbase_name true string 基地名称
  trainbase_city true string 所在城市
  
trainbase_addres
s

true string 基地地址

  
trainbase_introd
uce

true string 基地介绍

  
trainbase_charge
r

true string 基地负责人

  
trainbase_presen
t_cell

true string 负责人电话

  
trainbase_presen
t_phone

true string 负责人手机

  
trainbase_recepti
on_cell

true string 总服务台电话

  
trainbase_busine
ss_cell

true string 商务中心电话

  
trainbase_house
_cell

true string 房务中心电话

  
trainbase_wifi_p
wd

true string WIFI密码

userid true string 添加人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接口描述: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基地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基地信息
接口地址:trainbase/findTrainbas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trainbase_ids true string 基地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接口描述:
查询基地列表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searchText false string 基地名
pageSize true string 页数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码
trainbase_id false string 基地id
state true string 1不导出 2导出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 true array[object] 基地信息集合
    trainbase_id true string 基地id
    trainbase_name true string 基地名称
    trainbase_city true string 基地城市
    trainbase_address true string 基地地址
    trainbase_introduce true string 基地介绍
    trainbase_charger true string 基地负责人



 
新增修改基地接站点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新增修改基地接站点信息
接口地址:trainbase/addOrEditJunction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trainbase_present_cel
l

true string 基地负责人电话

    
trainbase_present_ph
one

true string 基地负责人手机

    
trainbase_reception_
cell

true string 总服务台电话

    
trainbase_business_c
ell

true string 商务中心电话

    
trainbase_house_cell

true string 房务中心电话

    trainbase_wifi_pwd true string WIFI密码
    creattim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creatuser true string 创建人
    creat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updatetime true string 更新时间
    updateuser true string 更新人
    updateuserid true string 更新人id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页
pageSize true string 一页显示行数
pageCount true string 总页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

数据库 6 系统内部错误
e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详细信息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junction_info true string 基地接站点对象

json
  trainbase_id true string 基地id
  
junctionid_addre
ss

true string 接站地地点

  
junctionid_charg
er

true string 接站地负责人



 
响应参数
 
 

 
修改基地接站点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修改基地接站点信息
接口地址:trainbase/updateJunction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删除接站点 
 
基本信息
 

  
junctionid_charg
er_phone

true string 接站地负责人电话

  junction_id true string 接站点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trainbase_id false string 基地id
junctionid_addre
ss

false string 接站地地点

junctionid_charg
er

false string 接站地负责人

junctionid_charg
er_phone

false string 接站地负责人电话

junction_id true string 接站地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接口名称:删除接站点
接口地址:trainbase/deleteJunction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基地接站点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基地接站点列表
接口地址:trainbase/findJunction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junction_id true string 接站点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trainbase_id true string 基地id
pageIndex true string 1 当前页
pageSize true string 20 显示行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 true array[object] 接站点集合
    junction_id true string 接站点id
    trainbase_id true string 基地ID



 
 
5. 极速培训
  
5.1. 跨域验证 
验证返回用户登录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验证返回用户登录信息
接口地址:$url$/dispatcher/validatio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junctionid_address true string 地点
    junctionid_charger true string 负责联系人
    
junctionid_charger_p
hone

true string 负责人联系电话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页
pageSize true string 一页显示行数
pageCount true string 总页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

数据库 6 系统内部错误
e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详细信息

接口描述:
验证返回用户登录信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bs true string Url 唯一标识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响应码
errormsg true string 响应内容
data true object 用户登录信息,是一个登

录用户的 Json
    user_ID true string 用户 ID
    user_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user_Account true string 用户账号
    user_Img true string 用户头像地址
    powerLV true string 系统角色
    state true string 用户状态 0 正常 1 锁定



 
重定向到指定页面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重定向到指定页面
接口地址:$url$/dispatcher/redirec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5.2. 评论模块 
展示评论列表（分页）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展示评论列表（分页）
接口地址:$本地$/comment/TabbedCommentDisplay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phone true string 联系电话

接口描述:
重定向到指定页面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rl true string 要跳转的 Url 地址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bs true string Url 唯一标识

接口描述:
分页展示评论内容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pageIndex true string 1 当前页
pageSize true string 1000 每页显示条数



 
响应参数
 
 

 
发表评论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发表评论
接口地址:$本地$/comment/saveCommen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org_id true string 企业id（会查询该
组织子节点数据）

url true string 所属评论区
XID true string
knowledgeId true string 知识分类id
title true string 主题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 true object 响应数据
    datas true array[object] 数组
        comment_id true string 评论id
        org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answerCount true string 回复人数
        create_Time true string 评论时间
        fabulousCount true string 点赞人数
        
questionWhetherSolv
e

true string 问题是否已解决 0 未解
决 1 已解决

        title true string 主题
        
askingQuestions_Nei

true string 提问内容

        url true string 所属评论区
        commentUserId true string 评论人id
        
commentUserName

true string 评论人名称

        knowledgeId true string 知识分类id
    pageSize true string 每页显示条数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页
    pageCount true string 总页数
    nowCount true string 总条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0 成功 1 失败
    e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对内容进行评论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响应数据示例
{
    "data": {
        "answerCount": 0,
        "askingQuestions_Nei": "这个课程好不好学？",
        "commentUserId": "527afa47-313a-4d8e-8fad-7a23faf824c2",
        "commentUserName": "帅帅",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rl true string 评论区
knowledgeId true string 所属分类
title true string 主题
org_id true string 所属企业id
questionWhether
Solve

true string 问题是否已解决 0
未解决 1 已解决

askingQuestions_
Nei

true string 提问内容

commentUserId true string 评论人id
commentUserNa
me

true string 评论人名称

comment_id true string 评论id（修改使用
）

fabulousCount true number 点赞人数（修改使
用）

answerCount true number 提问人数（修改使
用）

create_Time true string 评论时间（修改使
用）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 true object 添加后的数据
    comment_id true string 评论id
    org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answerCount true string 回复人数
    create_Time true string 评论时间（YYYY-MM-

DD HH:mm:SS）
    fabulousCount true string 点赞人数
    
questionWhetherSolv
e

true string 问题是否已解决 0 未解
决 1 已解决

    title true string 主题
    
askingQuestions_Nei

true string 提问内容

    url true string 所属评论区
    commentUserId true string 评论人id
    commentUserName true string 评论人名称
    knowledgeId true string 所属分类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e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信息



        "comment_id": "302ec58f-60b1-4975-8c07-5fe011a39353",
        "create_Time": "2017-09-20 09:25:55",
        "fabulousCount": 0,
        "knowledgeId": "046ddad5-3248-433f-87ca-6354644108de",
        "org_id": "ee2a98c2-5fd0-4a62-b058-db222b2c9830",
        "questionWhetherSolve": "0",
        "title": "课程",
        "url": "www.baidu.com"
    },
    "errorcode": "0"
} 
评论回复列表（分页）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评论回复列表（分页）
接口地址:$本地$/comment_back/TabbedCommentBackDisplay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根据某条评论展示回复内容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pageSize false string 1 每页显示条数
pageIndex false string 1000 当前页
comment_id true string 评论id（需要查看

评论的回复 请使用
）

org_id true string 所属企业id
comment_backId true string 回复id（需要查看

回复的回复 请使用
）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 true string
    datas true array[object]
        comment_backId true string 回复id
        org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back_UserId true string 回复人id
        back_UserName true string 回复人名称
        back_Time true string 回复时间（YYYY-MM-

DD HH:mm:SS）



 
示例数据 
 
响应数据示例
{
    "data": {
        "data": null,
        "datas": [
            {
                "answerCount": 0,
                "backContent": "挺好的+1",
                "back_Time": null,
                "back_UserId": "527afa47-313a-4d8e-8fad-7a23faf824c2",
                "back_UserName": "帅帅",
                "comment_backId": "1914e208-e2be-4756-8bc3-252c40a03587",
                "comment_id": null,
                "fabulousCount": 0,
                "isFabulous": "0",
                "org_id": "ee2a98c2-5fd0-4a62-b058-db222b2c9830",
                "parentId": "527afa47-313a-4d8e-8fad-7a23faf824c2"
            },
            {
                "answerCount": 0,
                "backContent": "挺好的+1",
                "back_Time": null,
                "back_UserId": "527afa47-313a-4d8e-8fad-7a23faf824c2",
                "back_UserName": "帅帅",
                "comment_backId": "21082fee-312b-4d8a-92e0-fe9f5fe50fa4",
                "comment_id": null,
                "fabulousCount": 0,
                "isFabulous": "0",
                "org_id": "ee2a98c2-5fd0-4a62-b058-db222b2c9830",
                "parentId": "527afa47-313a-4d8e-8fad-7a23faf824c2"
            }
        ],

        comment_id true string 评论id 标识对哪条评论
进行回复

        parentId true string 对某条回复进行评论 默
认为 0

        isFabulous true string 是否点赞 0 未点赞 1 已
点赞

        backContent true string 回复内容
        answerCount true string 回复人数
        fabulousCount true string 点赞人数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页
    pageSize true string 每页显示数量
    pageCount true string 总页数
    nowCount true string 总条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0 成功 1 失败
    e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详细



        "datasJson": null,
        "errorcode": "0",
        "errormsg": null,
        "id": null,
        "numCount": 2,
        "pageCount": 1,
        "pageIndex": 1,
        "pageSize": 3
    }
} 
进行回复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进行回复
接口地址:$本地$/comment_back/comment_backSav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对发布的评论进行回复 也可以对回复的内容进行回复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back_UserId true string 回复人id
back_UserName true string 回复人名称
comment_id true string 如果是对评论进行

回复 则填写评论内
容的id

parentId true string 如果是对回复内容
进行回复 则填写回
复内容的id

backContent true string 回复内容
isFabulous true string 是否点赞 0 未点赞

1 已点赞
comment_backId true string 回复id（如果该用

户已点赞或者已评
论需要点赞或评论
时 请携带该id）

answerCount true string 回复人数（修改使
用）

fabulousCount true string 点赞人数（修改使
用）



 
示例数据 
 
对回复进行回复后返回的示例数据
{
    "data": {
        "answerCount": 0,
        "backContent": "挺好的+1",
        "back_Time": null,
        "back_UserId": "527afa47-313a-4d8e-8fad-7a23faf824c2",
        "back_UserName": "帅帅",
        "comment_backId": "b8a471f3-520b-4ef5-a560-05004d02a66a",
        "comment_id": "097f185c-b38a-4aa2-8404-bae3d9e6b864",
        "fabulousCount": 0,
        "isFabulous": "0",
        "org_id": "ee2a98c2-5fd0-4a62-b058-db222b2c9830",
        "parentId": "0"
    },
    "errorcode": "0"
} 
评论删除Or回复删除or取消点赞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评论删除Or回复删除or取消点赞
接口地址:$本地$/comment_back/delCommentOrCommentBack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 true object
    comment_backId true string 回复id
    org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back_UserId true string 回复人id
    back_UserName true string 回复人名称
    back_Time true string 回复时间（YYYY-MM-

DD HH:mm:SS)
    comment_id true string 评论id 标识对哪条评论

进行回复
    parentId true string 对某条回复进行回复默

认为 0
    isFabulous true string 是否点赞 0 未点赞 1 已

点赞
    backContent true string 回复内容
    answerCount true string 回复人数
    fabulousCount true string 点赞人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0 成功 1 失败
er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详细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errorcode":"0"} 
查看对我点赞的人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看对我点赞的人
接口地址:$本地$/comment_back/selectIFabulous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删除某条评论或某条回复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type true string 删除的类型 0 删除

评论 1 删除回复 2
取消点赞

id true string 要删除的id（或要
取消点赞的评论
id）

userId true string 操作人id
powerLV true string 用户等级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0 成功 1 失败
e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详细

接口描述:
可查看所有对我点赞的人员和该评论或回复点赞的人员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omment_id true string 评论id（评论id和

回复id和用户id只
能选择一个）

parentId true string 回复id
back_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查询所有

）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页
pageSize true string 每页显示数量



响应参数
 
 

  
5.3. 人员离职管理 
人员复职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人员复职
接口地址:$url$/dimissionRecord/conductRestoratio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人员离职/结业列表查询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人员离职/结业列表查询
接口地址:$url$/dimissionRecord/findDimissionRecordInfo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 true object 数据
    datas true array[object] 人员数据 数组
        参数详见人员展示
接口

true string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e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详细

接口描述:
执行复职操作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dimissionUserIds true array[string] 离职用户 Id
userId true string 登录用户 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响应代码
errormsg true string 响应详细信息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接口描述:
人员离职列表查询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登录用户 Id
pageIndex true number 1 显示第几页数据
pageSize true number 20 或其它 每页显示行数
dimissionUserNa
me

false string 离职用户名称

dimissionUserPh
one

false string 离职用户手机号

dimissionUserEm
ail

false string 离职用户邮箱

dimissionUserFro
mOrgId

false string 离职用户所属企业
Id (传登录用户的
orgId 即可)

startDate false string 离职日期范围 - 开
始日期

endDate false string 离职日期范围 - 结
束日期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返回响应码 若不为0 请

根据文档中的错误码对
比

datas false array[object] 返回的离职人员数据集
合

    dimissionId false string 离职 Id
    dimissionDate false string 离职日期
    dimissionUserId false string 离职用户 Id
    dimissionUserName false string 离职用户名称
    
dimissionUserAvatarU
rl

false string 离职用户头像路径

    
dimissionUserFromOr
gId

false string 离职用户所属企业 Id

    
dimissionUserPhone

false string 离职用户手机号

    dimissionUserEmail false string 离职用户邮箱
pageCount true number 总页数
numCount true number 总行数
pageSize true number 每页显示行数
pageIndex true number 显示第几页数据
errormsg false string 返回响应信息



响应数据
{
    "errorcode": "0",
    "datas": [
        {
            "dimissionId":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dimissionDate": "2017-10-13 18:02:32",
            "dimissionUserId":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dimissionUserName": "xxxx",
            "dimissionUserAvatarUrl": "http://180.76.156.234:8189/userAvatar/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jpg?t=Thu Sep 14 17:12:04 CST 2017",
            "dimissionUserFromOrgId":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dimissionUserPhone": "xxxxxxxxxxx",
            "dimissionUserEmail": "xxxxxxxxxxx@xx.xxx"
        }
    ],
    "pageCount": 4,
    "numCount": 4,
    "pageSize": 1,
    "pageIndex": 4
} 
获取离职/结业人员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获取离职/结业人员信息
接口地址:$url$/dimissionRecord/getDimissionUserInfo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获取离职人员信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dimissionId true string 离职/结业主键 Id
loginUserId true string 登录用户 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响应码
errormsg true string 响应内容



 
保存离职/结业人员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保存离职/结业人员信息
接口地址:$url$/dimissionRecord/modifyDimissionUserInfo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人员离职/结业列表查询 
 

data true object 离职人员的单个对象
    dimissionId true string 离职/结业主键 Id
    dimissionDate true string 离职/结业日期
    dimissionUserId true string 离职/结业用户 Id
    dimissionUserName true string 离职/结业用户名称
    
dimissionUserAccount

true string 离职/结业用户账号

    
dimissionUserAvatarU
rl

true string 离职/结业用户头像

    
dimissionUserPhone

true string 离职/结业用户手机号

    dimissionUserEmail true string 离职/结业用户邮箱
    
dimissionUserFromOr
gId

true string 离职/结业用户所属企业
Id

    dimissionUserJson true string 离职/结业用户的
Json(来自
base_userinfo表,回显
用户基本信息用这个)

接口描述:
保存离职/结业人员信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dimissionUserJso
n

true string 修改过的离职/结
业用户的 Json

dimissionId true string 离职/结业主键 Id
loginUserId true string 登录用户 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响应码
errormsg true string 响应内容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人员离职/结业列表查询
接口地址:$url$/dimissionRecord/findDimissionRecordInfo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人员离职列表查询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登录用户 Id
pageIndex true number 1 显示第几页数据
pageSize true number 20 或其它 每页显示行数
dimissionUserNa
me

false string 离职用户名称

dimissionUserPh
one

false string 离职用户手机号

dimissionUserEm
ail

false string 离职用户邮箱

dimissionUserFro
mOrgId

false string 离职用户所属企业
Id (传登录用户的
orgId 即可)

startDate false string 离职日期范围 - 开
始日期

endDate false string 离职日期范围 - 结
束日期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返回响应码 若不为0 请

根据文档中的错误码对
比

datas false array[object] 返回的离职人员数据集
合

    dimissionId false string 离职 Id
    dimissionDate false string 离职日期
    dimissionUserId false string 离职用户 Id
    dimissionUserName false string 离职用户名称
    
dimissionUserAvatarU
rl

false string 离职用户头像路径

    
dimissionUserFromOr
gId

false string 离职用户所属企业 Id

    
dimissionUserPhone

false string 离职用户手机号

    dimissionUserEmail false string 离职用户邮箱
pageCount true number 总页数



 
示例数据 
 
响应数据
{
    "errorcode": "0",
    "datas": [
        {
            "dimissionId":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dimissionDate": "2017-10-13 18:02:32",
            "dimissionUserId":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dimissionUserName": "xxxx",
            "dimissionUserAvatarUrl": "http://180.76.156.234:8189/userAvatar/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jpg?t=Thu Sep 14 17:12:04 CST 2017",
            "dimissionUserFromOrgId":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dimissionUserPhone": "xxxxxxxxxxx",
            "dimissionUserEmail": "xxxxxxxxxxx@xx.xxx"
        }
    ],
    "pageCount": 4,
    "numCount": 4,
    "pageSize": 1,
    "pageIndex": 4
} 
删除离职/结业用户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离职/结业用户
接口地址:$url$/dimissionRecord/deleteDimissionUser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numCount true number 总行数
pageSize true number 每页显示行数
pageIndex true number 显示第几页数据
errormsg false string 返回响应信息

接口描述:
删除离职/结业用户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dimissionIds true string 删除的离职用户Id

(删除多个示例
:xxx,xxx,xxx)



 
响应参数
 
 

  
5.4. 人数、流量、存储相关 
超管用升级套餐服务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超管用升级套餐服务
接口地址:$url$/limit/upgradeOrg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超管用续费服务 
 
基本信息
 

loginUserId true string 登录用户 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响应码
errormsg true string 响应内容

接口描述:
超管用升级套餐服务w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anizationId true string 要升级套餐的企业

Id
userId true string 登录用户 Id
tradeReceiptAmo
unt

true number 实收金额

tradeBody true string 订单描述内容
limitState true number 1/2/3 升级的套餐类型

(1:基础套餐 2:企业
套餐 3:集团套餐)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响应码
errormsg true string 响应信息



接口名称:超管用续费服务
接口地址:$url$/limit/rechargeOrg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超管用延期服务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超管用延期服务
接口地址:$url$/limit/delayOrg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超管用续费业务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登录用户Id
organizationId true string 续费用户的企业Id
limitState true string 续费类型(1:基础套

餐 2:企业套餐 3:集
团套餐)

tradeReceiptAmo
unt

true number 实收金额

tradeBody true string 订单描述
buyServiceCycle true string 续费年限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响应码
errormsg true string 响应信息

接口描述:
超管用延期服务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anizationId true string 延期企业 Id
userId true string 登录用户 Id
expiredDate true string 延期截止时间



 
响应参数
 
 

 
超管用注册企业接口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超管用注册企业接口
接口地址:$url$/companys/register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统计存储使用情况 

limitId true string 延期 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响应码
errormsg true string 响应内容

接口描述:
超管用注册企业接口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loginUserId true string 登录用户的 Id
organization_Na
me

true string 注册用户的企业名
称

user_Name true string 注册用户的名称
user_Account true string 注册用户的账号
user_Pwd true string 注册用户密码
limitState true number 购买套餐类型(0:试

用套餐,1:基础套餐
,2:企业套餐 3:集团
套餐)

buyServiceCycle true number 购买年限
tradeReceiptAmo
unt

true number 实收金额

tradeBody true string 订单描述内容
authoritys true string 权限字符串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响应码
errormsg true string 响应内容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统计存储使用情况
接口地址:/Kapi/StatisticsSpaceSiz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统计流量使用情况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统计流量使用情况
接口地址:/bos/fileurl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响应参数
 
 

 
查询单个文件的流量使用情况 
 

接口描述:
统计知识库中所有文件的大小，并统计到企业中，计算出企业的存储使用情况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orgid false string 企业id(如果不传

，将默认查询统计
所有企业的存储情
况)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6系统错误 24缺少用户

id 62统计中

接口描述:
统计流量使用情况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系统错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单个文件的流量使用情况
接口地址:/findFileFlow/findFileFlow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企业查询文件的流量使用详情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企业查询文件的流量使用详情
接口地址:/flowlog/findFileFlowDetailedPag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查询单个文件的流量使用情况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id true string 文件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系统错误 24缺

少文件id
data true number 流量大小(KB)

接口描述:
企业查询文件的流量使用详情(只是针对企业)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startDate fals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Date false string 结束时间
pageIndex true string 默认1 当前页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当前条数



 
查询企业的流量使用情况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企业的流量使用情况
接口地址:/flowlog/findFileFlowPag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系统错误 24用

户id为空
datas true string 统计对象
    flowlog_Id true string 流量id
    flowlog_Ip true string 流量ip
    flowlog_Date true string 流量消耗时间
    flowlog_State true string 访问状态
    flowlog_file true string 访问文件
    flowlog_log true string 访问的流量
    flowlog_url true string 访问的地址
    flowlog_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flowlog_user_id true string 访问的用户id
    flowlog_user_name true string 访问的用户名称
    flowlog_org_id true string 访问的企业id
    flowlog_org_name true string 访问的企业名称
    flowlog_upid true string 访问的文件id
    flowlog_file_name true string 访问的文件名称
    connection_id true string 请求的唯一id(百度云返

回，用做唯一标示)

接口描述:
查询企业的流量使用情况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org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页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当前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系统异常 24缺

少用户id
datas true string 流量表



企业使用流量、存储、空间、邮件、短信查询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企业使用流量、存储、空间、邮件、短信查询
接口地址:$url$/limit/getOrgUsedDetails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响应:
{
    "data": {
        "usedFlowSize": 0,
        "usedStorageSize": 0,
        "usedUserSize": 0
        "usedEmailSize": 0,
        "usedSmsSize": 0,

接口描述:
查询企业的流量、存储、空间、邮件、短信使用情况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登录用户 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 true object 返回的数据的对象
    usedFlowSize true number 企业已使用的流量
    usedStorageSize true number 企业已使用的存储空间
    usedUserSize true number 企业已使用的容纳人员

数量
    maxUserSize true number 企业最大容纳人员数量
    maxFlowSize true number 企业最大流量
    maxStorageSize true number 企业最大存储空间
    usedEmailSize true number 企业已使用的邮件数量
    usedSmsSize true number 企业已使用的短信数量
    maxEmailSize true number 企业最大邮件数量
    maxSmsSize true number 企业最大短信数量
    unlimitedDate true string 是否开启企业限制(未开

启:-1,开启:0)
errorcode true string 响应码(除 0 外请结合文

档查看)



        "maxUserSize": 0,
        "maxFlowSize": 0,
        "maxStorageSize": 0,
        "maxEmailSize": 0,
        "maxSmsSize": 0
    },
    "errorcode": "0"
} 
购买套餐服务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购买套餐服务
接口地址:$url$/payment/buyPackages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HTML
状态:

 
请求参数
 
 

 
购买扩容服务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购买扩容服务
接口地址:$url$/payment/buyExtendServic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HTML
状态: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购买套餐服务,请求完毕之后直接跳转,故没有返回值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token true string

接口描述:
购买流量、存储、空间、邮件、短信的扩容服务,请求完毕之后直接跳转,故没有返回值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token true string 用户登录的 Token
purchaseMode true string alipay/..... 支付方式



 
获取企业到期时间以及套餐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获取企业到期时间以及套餐信息
接口地址:$url$/limit/listOrgBuyPackageServic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buyExtendType true string user(用户)/sms(短
信)/storage(存储
)/email(邮件
)/flow(流量)

扩容服务类型

buyServiceQuant
ity

true string 购买大小(例如:存
储/G、邮件/封、
短信/条、流量
/G、用户/人)

buyServiceCycle false string 没有则按企业最后
一天开始算

购买期限(若用户
想手动选择购买期
限),目前仅限于用
户和存储

接口描述:
获取企业到期时间以及套餐信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登录用户Id
organizationId true string 登录用户Org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 true object 返回数据
    limitList true string
        limitCreateDate true string 企业购买时的时间
        limitEndDate true string 企业购买的服务结束时

间(类似到期时间)
        limitFlowSize true number 企业最大流量
        limitId true string id 主键
        limitStartDate true string 企业购买的服务开始时

间
        limitState true number 购买服务的用户等级

(0:测试用户、1:基础用
户、2:企业用户、3:集
团用户)

        limitStorageSize true number 企业开通的服务最大存
储容量

        limitUserId true string 购买服务的用户 id
        limitUserOrgId true string 购买服务的用户所属企

业id



 
示例数据 
 
响应仅供参考
{
    "data": {
        "limitList": "[
            {
                "limitCreateDate": 1509359884000,
                "limitEndDate": 1509705484000,
                "limitFlowSize": 5242880,
                "limitId": "12341",
                "limitStartDate": 1509359884000,
                "limitState": 1,
                "limitStorageSize": 5242880,
                "limitUserId": "b308f99e-ee96-4b30-8b6d-ab8594600ef1",
                "limitUserOrgId": "d667ebf6-49ee-43bb-9569-02271dac957b",
                "limitUserSize": 3000
            },
            {
                "limitCreateDate": 1509359884000,
                "limitEndDate": 1509532684000,
                "limitFlowSize": 5242880,
                "limitId": "12",
                "limitStartDate": 1509359884000,
                "limitState": 1,
                "limitStorageSize": 5242880,
                "limitUserId": "b308f99e-ee96-4b30-8b6d-ab8594600ef1",
                "limitUserOrgId": "d667ebf6-49ee-43bb-9569-02271dac957b",
                "limitUserSize": 3000
            }
        ]",
        "serverDate": "2017-11-01 14:47:15"
    },
    "errorcode": "0"
} 
获取所有套餐、扩容购买价格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获取所有套餐、扩容购买价格
接口地址:$url$/payment/getPaymentDetails
请求方法:POST

        limitUserSize true number 用户最大数量
    serverDate true string 服务器当前时间
errorcode true string 响应码
errormsg true string 响应内容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获取所有套餐、扩容购买价格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payment.domain true string 极速标签
payment.sms_amoun
t

true string 扩容短信所需费用/条

payment.email_amou
nt

true string 扩容邮件所需费用/封

payment.storage_am
ount

true string 扩容存储所需费用/月

payment.flow_amoun
t

true string 扩容流量所需费用/月

payment.user_amoun
t

true string 扩容单人所需费用/月

payment.test.user_siz
e

true string 测试用户容纳最大用户
数量

payment.test.storage
_size

true string 测试用户容纳最大存储
大小(KB)

payment.test.flow_siz
e

true string 测试用户容纳最大流量
大小(KB)

payment.test.email_si
ze

true string 测试用户容纳最大邮件
数量

payment.test.sms_siz
e

true string 测试用户容纳最大短信
数量

payment.base.balanc
e

true string 基础套餐价格

payment.base.title true string 基础套餐标题(极速培训
系统企业套餐)

payment.base.user_si
ze

true string 基础套餐容纳最大用户
数量

payment.base.storage
_size

true string 基础套餐最大存储大小
(KB)

payment.base.flow_si
ze

true string 基础套餐最大流量大小
(KB)

payment.base.email_
size

true string 基础套餐最大邮件数量

payment.base.sms_si
ze

true string 基础套餐最大短信数量

payment.org.balance true string 企业套餐价格
payment.org.title true string 企业套餐标题(极速培训

系统企业套餐)
payment.org.user_siz
e

true string 企业套餐容纳最大用户
数量

payment.org.storage_
size

true string 企业套餐最大存储大小
(KB)

payment.org.flow_siz
e

true string 企业套餐最大流量大小
(KB)

payment.org.email_si
ze

true string 企业套餐最大邮件数量

payment.org.sms_size true string 企业套餐最大短信数量



  
5.5. 题库练习 
获取知识架构下人员题库统计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获取知识架构下人员题库统计
接口地址:$url$/answerRecord/getQuesTotleInfo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payment.company.ba
lance

true string 集团套餐价格

payment.company.titl
e

true string 集团套餐标题(极速培训
系统企业套餐)

payment.company.us
er_size

true string 集团套餐容纳最大用户
数量

payment.company.st
orage_size

true string 集团套餐最大存储大小
(KB)

payment.company.flo
w_size

true string 集团套餐最大流量大小
(KB)

payment.company.e
mail_size

true string 集团套餐最大邮件数量

payment.company.sm
s_size

true string 集团套餐最大短信数量

接口描述:
根据知识架构id 任务id  企业id  查询改人员对应的改知识架构下  的做题统计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knowledgeId true string jhgfd 知识架构id
userId true string jhgfds 登录人用户id
organizationId true string hgfds 登录人企业id
opType true string 4 1,任务 2,课程 3,试

卷 4,题库
searchId true string fkgkjhgfd 任务id、课程id、

试卷id、题库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 6 失败
data false object 返回对象
    totleQuestion true number 总题数
    doCount true number 已答题数
    dontCount true number 未答题数



 
题库分页查询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题库分页查询
接口地址:answerRecord/findQuestionsPag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correctRate true number 当前知识分类答题正确
率

    totleTime true number 总答题用时
    allcorrectRate true string 总答题正确率
    knowledge true object 知识架构对象
        knowledge_Id true string 知识架构id
        knowledge_Name true string 知识架构名称
    alltotleCount true string 总做题次数
    allcorrotCount true string 总答对次数
    
allcorrotQuestionCou
nt

true string 总答对题数

    isOpen true boolean 是否允许多次答题
errormsg false string 错误消息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knowledgeId true string fd5as4fd65 知识结构id
organizationId true string f15dsa4gd56s 企业id
userId true string fdsa4gds2 用户id
pageSize true string 10 条数
pageIndex true string 1 页数
xid true string hfdg4s53fd 任务id/课程id/试

卷id
typeId false string 0 0，null,题库查询

1错题 2收藏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 6 失败
datas true string 题目集合
    questions_Id true string 题目id
    knowledge_Id true string 知识结构id
    knowledge_Name true string 知识结构名称
    create_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create_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示例数据 
 
{
    "errorcode": "0",
    "datas": [
        {
            "questions_Id": "008f8b26-6feb-4487-8108-012c7a559e01",
            "knowledge_Id": "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
            "knowledge_Name": "鎵嬫満",
            "create_Date": "2017-11-06 16:05:10",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difficulty": "1",
            "label": "鎵嬫満",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s_Json": "{\"answer\":\"ABC\",\"answerAnalysis\":\"鍓嶉潰涓変釜鏄畨鍗撶郴缁
\",\"options\":[\"涓夋槦\",\"VIVO\",\"鍗庝负\",\"鑻规灉\"],\"title\":\"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
満锛焅"
        }","questions_Type":"2","upd_Date":"2017-11-0616: 04: 02","upd_Id":"216dca2e-6c17-4db6-af34-
95cc18f9e092","question_name":"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満锛
"},{"questions_Id":"014c12ae-7e78-4f23-9447-7c82e0ff053a","knowledge_Id":"0492f936-c3e4-424a-9002-
88a07b727754","knowledge_Name":"鎵嬫満","create_Date":"2017-08-3016: 18: 27","create_Id":"2ef0b0ce-
75bd-452a-9759-618b20cfb1de","create_Name":"zero","difficulty":"1","label":"鎵嬫満
","org_ID":"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questions_Json":"{
            \"answer\": \"ABC\",
            \"answerAnalysis\": \"鍓嶉潰涓変釜鏄畨鍗撶郴缁\",
            \"options\": [
                \"涓夋槦\",
                \"VIVO\",
                \"鍗庝负\",
                \"鑻规灉\"
            ],
            \"title\": \"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満锛焅"}",
            "questions_Type": "2",
            "upd_Date": "2017-10-12 17:26:17",
            "upd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_name": "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満锛"
        },
        {

    create_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difficulty true string 难度
    label true string 标签
    org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questions_Json true string 题目json
    questions_Type true string 题目类型
    upd_Date true string 修改日期
    upd_Id true string 修改人
    question_name true string 题目名



            "questions_Id": "05e78f7b-3443-47bf-9080-0c71e1690c5f",
            "knowledge_Id": "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
            "knowledge_Name": "鎵嬫満",
            "create_Date": "2017-08-30 16:18:27",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difficulty": "1",
            "label": "鎵嬫満 ",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s_Json": "{\"answerAnalysis\":\"\",\"title\":\"浣犺寰楄嫻鏋滄墜鏈鸿窡瀹夊崜鎵嬫満鐩告瘮鎬
庝箞鏍凤紵 \"}",
            "questions_Type": "4",
            "upd_Date": "2017-10-12 17:26:17",
            "upd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_name": "浣犺寰楄嫻鏋滄墜鏈鸿窡瀹夊崜鎵嬫満鐩告瘮鎬庝箞鏍凤紵 "
        },
        {
            "questions_Id": "09b97658-d462-48fd-8c34-5a95d41ba793",
            "knowledge_Id": "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
            "knowledge_Name": "鎵嬫満",
            "create_Date": "2017-09-21 09:24:10",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difficulty": "1",
            "label": "鎵嬫満",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s_Json": "{\"answer\":\"瀵 \",\"answerAnalysis\":\"鑻规灉鎵嬫満 \",\"title\":\"鑻规灉闆嗗洟
鏄湪缇庡浗涓婂競鐨勩€俓"
        }","questions_Type":"3","upd_Date":"2017-10-1217: 26: 17","upd_Id":"216dca2e-6c17-4db6-af34-
95cc18f9e092","question_name":"鑻规灉闆嗗洟鏄湪缇庡浗涓婂競鐨勩€"},{"questions_Id":"0bb25d69-f196-
4b0b-b496-567dd03bf691","knowledge_Id":"0492f936-c3e4-424a-9002-
88a07b727754","knowledge_Name":"鎵嬫満","create_Date":"2017-09-0510: 03: 30","create_Id":"2ef0b0ce-
75bd-452a-9759-618b20cfb1de","create_Name":"zero","difficulty":"1","label":"鎵嬫満
","org_ID":"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questions_Json":"{
            \"answer\": \"2///2\",
            \"answerAnalysis\": \"\",
            \"title\": \"璇烽棶涓€鍔犱竴绛変簬澶氬皯锛燂紙锛夛紙锛塡"}",
            "questions_Type": "5",
            "upd_Date": "2017-10-12 17:26:17",
            "upd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_name": "璇烽棶涓€鍔犱竴绛変簬澶氬皯锛燂紙锛夛紙锛"
        },
        {
            "questions_Id": "0f516b3f-49b7-4985-aa82-6726bd5c6a84",
            "knowledge_Id": "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
            "knowledge_Name": "鎵嬫満",
            "create_Date": "2017-10-21 19:08:57",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difficulty": "1",
            "label": "鎵嬫満",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s_Json": "{\"answer\":\"ABC\",\"answerAnalysis\":\"鍓嶉潰涓変釜鏄畨鍗撶郴缁
\",\"options\":[\"涓夋槦\",\"VIVO\",\"鍗庝负\",\"鑻规灉\"],\"title\":\"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
満锛焅"
        }","questions_Type":"2","upd_Date":"2017-10-2119: 48: 14","upd_Id":"216dca2e-6c17-4db6-af34-
95cc18f9e092","question_name":"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満锛"},{"questions_Id":"0fb657fc-
d9f5-4188-b7d2-bbdb1cd44ecb","knowledge_Id":"0492f936-c3e4-424a-9002-
88a07b727754","knowledge_Name":"鎵嬫満","create_Date":"2017-11-0616: 48: 00","create_Id":"2ef0b0ce-
75bd-452a-9759-618b20cfb1de","create_Name":"zero","difficulty":"1","label":"鎵嬫満
","org_ID":"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questions_Json":"{
            \"answer\": \"ABC\",
            \"answerAnalysis\": \"鍓嶉潰涓変釜鏄畨鍗撶郴缁\",
            \"options\": [
                \"涓夋槦\",
                \"VIVO\",
                \"鍗庝负\",
                \"鑻规灉\"
            ],
            \"title\": \"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満锛焅"}",
            "questions_Type": "2",
            "upd_Date": "2017-11-06 16:47:05",
            "upd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_name": "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満锛"
        },
        {
            "questions_Id": "0fd26f4c-6415-4561-8f4e-8f271a55d606",
            "knowledge_Id": "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
            "knowledge_Name": "鎵嬫満",
            "create_Date": "2017-10-30 11:41:13",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difficulty": "1",
            "label": "鎵嬫満 ",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s_Json": "{\"answerAnalysis\":\"\",\"title\":\"浣犺寰楄嫻鏋滄墜鏈鸿窡瀹夊崜鎵嬫満鐩告瘮鎬
庝箞鏍凤紵 \"}",
            "questions_Type": "4",
            "upd_Date": "2017-10-30 11:40:16",
            "upd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_name": "浣犺寰楄嫻鏋滄墜鏈鸿窡瀹夊崜鎵嬫満鐩告瘮鎬庝箞鏍凤紵 "
        },
        {
            "questions_Id": "124b4b64-7f7e-48d3-9e55-a5744f3e7f22",
            "knowledge_Id": "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
            "knowledge_Name": "鎵嬫満",



            "create_Date": "2017-10-21 17:46:20",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difficulty": "1",
            "label": "鎵嬫満",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s_Json": "{\"answer\":\"ABC\",\"answerAnalysis\":\"鍓嶉潰涓変釜鏄畨鍗撶郴缁
\",\"options\":[\"涓夋槦\",\"VIVO\",\"鍗庝负\",\"鑻规灉\"],\"title\":\"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
満锛焅"
        }","questions_Type":"2","upd_Date":"2017-10-2117: 45: 36","upd_Id":"216dca2e-6c17-4db6-af34-
95cc18f9e092","question_name":"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満锛
"},{"questions_Id":"147f0666-7f0a-428d-aa5c-19dd21235cc1","knowledge_Id":"0492f936-c3e4-424a-9002-
88a07b727754","knowledge_Name":"鎵嬫満","create_Date":"2017-09-2109: 28: 23","create_Id":"2ef0b0ce-
75bd-452a-9759-618b20cfb1de","create_Name":"zero","difficulty":"1","label":"鎵嬫満
","org_ID":"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questions_Json":"{
            \"answer\": \"瀵\",
            \"answerAnalysis\": \"鑻规灉鎵嬫満\",
            \"title\": \"鑻规灉闆嗗洟鏄湪缇庡浗涓婂競鐨勩€俓"}",
            "questions_Type": "3",
            "upd_Date": "2017-09-21 09:28:24",
            "upd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_name": "鑻规灉闆嗗洟鏄湪缇庡浗涓婂競鐨勩€"
        },
        {
            "questions_Id": "15f85efb-1eb1-43f2-ae33-f9794eae8665",
            "knowledge_Id": "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
            "knowledge_Name": "鎵嬫満",
            "create_Date": "2017-10-21 09:14:59",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difficulty": "1",
            "label": "鎵嬫満",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s_Json": "{\"answer\":\"瀵 \",\"answerAnalysis\":\"鑻规灉鎵嬫満 \",\"title\":\"鑻规灉闆嗗洟
鏄湪缇庡浗涓婂競鐨勩€俓"
        }","questions_Type":"3","upd_Date":"2017-10-2109: 14: 16","upd_Id":"216dca2e-6c17-4db6-af34-
95cc18f9e092","question_name":"鑻规灉闆嗗洟鏄湪缇庡浗涓婂競鐨勩€"},{"questions_Id":"18b0c21e-2e4c-
4b37-b51a-f26401896f18","knowledge_Id":"0492f936-c3e4-424a-9002-
88a07b727754","knowledge_Name":"鎵嬫満","create_Date":"2017-11-0913: 02: 44","create_Id":"2ef0b0ce-
75bd-452a-9759-618b20cfb1de","create_Name":"zero","difficulty":"1","label":"鎵嬫満
","org_ID":"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questions_Json":"{
            \"answer\": \"ABC\",
            \"answerAnalysis\": \"鍓嶉潰涓変釜鏄畨鍗撶郴缁\",
            \"options\": [
                \"涓夋槦\",
                \"VIVO\",
                \"鍗庝负\",
                \"鑻规灉\"



            ],
            \"title\": \"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満锛焅",\"score\":\"20\"}",
            "questions_Type": "2",
            "upd_Date": "2017-11-09 13:02:20",
            "upd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_name": "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満锛"
        },
        {
            "questions_Id": "1c562d20-1d4e-4275-bf1d-535ab6b75675",
            "knowledge_Id": "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
            "knowledge_Name": "鎵嬫満",
            "create_Date": "2017-11-09 10:17:41",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difficulty": "1",
            "label": "鎵嬫満",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s_Json": "{\"answer\":\"瀵筡",
            \"answerAnalysis\": \"鑻规灉鎵嬫満\",
            \"title\": \"鑻规灉闆嗗洟鏄湪缇庡浗涓婂競鐨勩€俓",\"score\":\"10\",\"options\":[]}",
            "questions_Type": "3",
            "upd_Date": "2017-11-09 10:17:32",
            "upd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_name": "鑻规灉闆嗗洟鏄湪缇庡浗涓婂競鐨勩€"
        },
        {
            "questions_Id": "21ce69c4-0171-4059-b1df-1dc31a9f5ab6",
            "knowledge_Id": "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
            "knowledge_Name": "鎵嬫満",
            "create_Date": "2017-09-05 10:03:30",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difficulty": "1",
            "label": "鎵嬫満",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s_Json": "{\"answer\":\"瀵 \",\"answerAnalysis\":\"鑻规灉鎵嬫満 \",\"title\":\"鑻规灉闆嗗洟
鏄湪缇庡浗涓婂競鐨勩€俓"
        }","questions_Type":"3","upd_Date":"2017-09-0510: 03: 31","upd_Id":"216dca2e-6c17-4db6-af34-
95cc18f9e092","question_name":"鑻规灉闆嗗洟鏄湪缇庡浗涓婂競鐨勩€"},{"questions_Id":"21ff3f86-6852-
463a-9e6f-357cdf63b7ea","knowledge_Id":"0492f936-c3e4-424a-9002-
88a07b727754","knowledge_Name":"鎵嬫満","create_Date":"2017-09-2109: 33: 27","create_Id":"2ef0b0ce-
75bd-452a-9759-618b20cfb1de","create_Name":"zero","difficulty":"1","label":"鎵嬫満
","org_ID":"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questions_Json":"{
            \"answer\": \"瀵\",
            \"answerAnalysis\": \"鑻规灉鎵嬫満\",
            \"title\": \"鑻规灉闆嗗洟鏄湪缇庡浗涓婂競鐨勩€俓"}",
            "questions_Type": "3",
            "upd_Date": "2017-09-21 09:33:28",



            "upd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_name": "鑻规灉闆嗗洟鏄湪缇庡浗涓婂競鐨勩€"
        },
        {
            "questions_Id": "22ad84af-656d-4e65-8935-dca18fc7ef8e",
            "knowledge_Id": "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
            "knowledge_Name": "鎵嬫満",
            "create_Date": "2017-09-05 10:28:50",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difficulty": "1",
            "label": "鎵嬫満",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s_Json": "{\"answer\":\"瀵 \",\"answerAnalysis\":\"鑻规灉鎵嬫満 \",\"title\":\"鑻规灉闆嗗洟
鏄湪缇庡浗涓婂競鐨勩€俓"
        }","questions_Type":"3","upd_Date":"2017-09-0510: 28: 51","upd_Id":"216dca2e-6c17-4db6-af34-
95cc18f9e092","question_name":"鑻规灉闆嗗洟鏄湪缇庡浗涓婂競鐨勩€"},{"questions_Id":"2ea7f5f5-d475-
4ada-aded-5cd9034d1a65","knowledge_Id":"0492f936-c3e4-424a-9002-
88a07b727754","knowledge_Name":"鎵嬫満","create_Date":"2017-11-0911: 43: 23","create_Id":"2ef0b0ce-
75bd-452a-9759-618b20cfb1de","create_Name":"zero","difficulty":"1","label":"鎵嬫満
","org_ID":"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questions_Json":"{
            \"answer\": \"ABC\",
            \"answerAnalysis\": \"鍓嶉潰涓変釜鏄畨鍗撶郴缁\",
            \"options\": [
                \"涓夋槦\",
                \"VIVO\",
                \"鍗庝负\",
                \"鑻规灉\"
            ],
            \"title\": \"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満锛焅",\"score\":\"20\"}",
            "questions_Type": "2",
            "upd_Date": "2017-11-09 11:48:04",
            "upd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_name": "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満锛"
        },
        {
            "questions_Id": "30686e34-0be1-4340-96e7-7df0a90cac50",
            "knowledge_Id": "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
            "knowledge_Name": "鎵嬫満",
            "create_Date": "2017-09-21 09:59:36",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difficulty": "1",
            "label": "鎵嬫満 ",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s_Json": "{\"answer\":\"2///2 \",\"answerAnalysis\":\"\",\"title\":\"璇烽棶涓€鍔犱竴绛変簬澶
氬皯锛燂紙锛夛紙锛塡"
        }","questions_Type":"5","upd_Date":"2017-09-2109: 59: 38","upd_Id":"216dca2e-6c17-4db6-af34-



95cc18f9e092","question_name":"璇烽棶涓€鍔犱竴绛変簬澶氬皯锛燂紙锛夛紙锛
"},{"questions_Id":"309ab1f4-aca6-4415-84f9-be7b91b653b9","knowledge_Id":"0492f936-c3e4-424a-9002-
88a07b727754","knowledge_Name":"鎵嬫満","create_Date":"2017-11-0913: 14: 05","create_Id":"2ef0b0ce-
75bd-452a-9759-618b20cfb1de","create_Name":"zero","difficulty":"1","label":"鎵嬫満
","org_ID":"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questions_Json":"{
            \"answer\": \"ABC\",
            \"answerAnalysis\": \"鍓嶉潰涓変釜鏄畨鍗撶郴缁\",
            \"options\": [
                \"涓夋槦\",
                \"VIVO\",
                \"鍗庝负\",
                \"鑻规灉\"
            ],
            \"title\": \"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満锛焅"}",
            "questions_Type": "2",
            "upd_Date": "2017-11-09 13:20:15",
            "upd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_name": "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満锛"
        },
        {
            "questions_Id": "31531d50-3a10-49e5-95d0-3b225e8a0238",
            "knowledge_Id": "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
            "knowledge_Name": "鎵嬫満",
            "create_Date": "2017-09-25 21:09:20",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difficulty": "1",
            "label": "鎵嬫満",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s_Json": "{\"answer\":\"ABC\",\"answerAnalysis\":\"鍓嶉潰涓変釜鏄畨鍗撶郴缁
\",\"options\":[\"涓夋槦\",\"VIVO\",\"鍗庝负\",\"鑻规灉\"],\"title\":\"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
満锛焅"
        }","questions_Type":"2","upd_Date":"2017-09-2521: 09: 22","upd_Id":"216dca2e-6c17-4db6-af34-
95cc18f9e092","question_name":"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満锛
"}],"pageCount":6,"numCount":109,"pageSize":20,"pageIndex":1} 
添加题目内容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添加题目内容
接口地址:answerRecord/saveQuestio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接口描述: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收藏题目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收藏题目
接口地址:answerRecord/collectionQuestio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questionJSON true object 题目json
    questionId true string 题目id
    questionType true string 题目类型
    userAnswer true string 用户答案
    correctAnswer true string 正确答案
    finalAnswer true string 最后回答选项
    
recordCostTime

true string 花费时间  (秒)

    finalIscorrect true string 最后回答是否正确
0正确    1  错误

groupRecord true string 答题组
answerCostTime true string 答题组时长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knowledgeId true string 知识结构id
knowledgeName true string 知识结构名称
answerXid true string 知识结构id/题库

id、任务、课程、
试卷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 6 失败

接口描述:
收藏题目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kjhgfd45gf5ds 登录人用户id
knowledgeId true string g5d4sa5fd4s 知识结构id
questionType true string 题目类型
questionId true string fasgafds56f4d2s 题目id



响应参数
 
 

 
取消收藏题目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取消收藏题目
接口地址:answerRecord/deleteCollectio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错题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错题
接口地址:answerRecord/findReviewError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 6 失败

接口描述:
取消收藏题目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kjhgfd45gf5ds 登录人用户id
knowledgeId true string g5d4sa5fd4s 知识结构id
questionId true string fasgafds56f4d2s 题目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 6 失败

接口描述: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
    "errorcode": "0",
    "datas": [
        {
            "questions_Id": "008f8b26-6feb-4487-8108-012c7a559e01",
            "knowledge_Id": "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
            "knowledge_Name": "手机",
            "create_Date": "2017-11-06 16:05:10",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difficulty": "1",
            "label": "手机",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s_Json": "{\"answer\":\"ABC\",\"answerAnalysis\":\"前面三个是安卓系统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knowledgeId true string 知识结构id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type true string 0.查询当前用户知

识架构下所有错题
1.查询当前用户知
识架构下最后一次
错题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 6 失败
datas true string 题目集合
    questions_Id true string 题目id
    knowledge_Id true string 知识结构id
    knowledge_Name true string 知识结构名称
    create_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create_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_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difficulty true string 难度
    label true string 标签
    org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questions_Json true string 题目json
    questions_Type true string 题目类型
    upd_Date true string 修改时间
    upd_Id true string 修改人id
    question_name true string 题目名称
pageCount true string 当前页条数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条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条数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数



\",\"options\":[\"三星\",\"VIVO\",\"华为\",\"苹果\"],\"title\":\"下面哪些手机是安卓系统的手机？\"}",
            "questions_Type": "2",
            "upd_Date": "2017-11-06 16:04:02",
            "upd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_name": "下面哪些手机是安卓系统的手机？"
        },
        {
            "questions_Id": "014c12ae-7e78-4f23-9447-7c82e0ff053a",
            "knowledge_Id": "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
            "knowledge_Name": "手机",
            "create_Date": "2017-08-30 16:18:27",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difficulty": "1",
            "label": "手机",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s_Json": "{\"answer\":\"ABC\",\"answerAnalysis\":\"前面三个是安卓系统
\",\"options\":[\"三星\",\"VIVO\",\"华为\",\"苹果\"],\"title\":\"下面哪些手机是安卓系统的手机？\"}",
            "questions_Type": "2",
            "upd_Date": "2017-10-12 17:26:17",
            "upd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_name": "下面哪些手机是安卓系统的手机？"
        },
        {
            "questions_Id": "000cfcad-50c0-42e7-8215-176c31d5e35c",
            "knowledge_Id": "e28d11fd-fefb-4c21-884e-cdfbee973db2",
            "knowledge_Name": "职场培训",
            "create_Date": "2017-10-11 09:14:54",
            "create_Id": "1c5a770d-84d7-4c52-9c3c-89fe04902df3",
            "create_Name": "zer",
            "difficulty": "",
            "label": "",
            "org_ID": "0e23c3b1-35f3-43c4-9bc1-9dfb17dac239",
            "questions_Json":
"{\"answer\":\"B\",\"answerAnalysis\":\"\",\"options\":[\"30\",\"50\",\"70\",\"90\"],\"title\":\"延迟经营时间
的商户噪声需控制在多少分贝以内？\"}",
            "questions_Type": "1",
            "question_name": "延迟经营时间的商户噪声需控制在多少分贝以内？"
        }
    ],
    "pageCount": 1,
    "numCount": 3,
    "pageSize": 10,
    "pageIndex": 1
} 
错题的知识分类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错题的知识分类
接口地址:answerRecord/findKnowledgeQuestio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
    "errorcode": "0",
    "datas": [
        {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organizationId true string 企业id
knowledgeId true string 知识架构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 6 失败
datas true string 集合
    knowledgeid true string 知识结构id
    knowledgeName true string 知识结构名称
    accuracy true string 正确率
    knowledgeInfo true string 知识结构对象
        knowledge_Id true string 知识结构id
        course_Sum true string 课程数
        create_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create_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_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knowledge_Name true string 知识结构名称
        org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parentId true string 父节点id
        testPaper_Sum true string 试卷数
        title_Sum true string 题目数
        classification true string 级别（最大父节点为

0，其子节点为1，以此
类推）

        haschildren true string 子节点数量
    collection true string 收藏数



            "knowledgeid": "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
            "knowledgeName": "zxc",
            "accuracy": 0.33,
            "knowledgeInfo": {
                "knowledge_Id": "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
                "course_Sum": 15,
                "create_Date": "2017-08-29 00:00:00",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knowledge_Name": "手机",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parentId": "0",
                "testPaper_Sum": 4,
                "title_Sum": 109,
                "classification": "0",
                "haschildren": 0
            }
        },
        {
            "knowledgeid": "1",
            "knowledgeName": "zxc",
            "accuracy": 0.17
        }
    ],
    "pageSize": 20000,
    "pageIndex": 1
} 
收藏知识分类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收藏知识分类
接口地址:answerRecord/findCollectionLis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knowledgeId true string 知识结构id
organizationId true string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响应参数
 
 

 
查询任务/课程/题库下已答的题组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任务/课程/题库下已答的题组
接口地址:$url$/answerRecord/findGroupNumber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true string

接口描述:
用户前端回显已答的题组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knowledgeId true string 知识结构id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xid true string 任务/课程/题库 id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 6 失败
datas true array 题目集合
    
answer_knowledge_r
ecord_id

true string 主键

    
an_knowledge_user_i
d

true string 答题用户id

    knowledge_id true string 答题所在知识架构
    group_record true string 答题组号
    an_knowledge_xid true string 任务/课程/题库 id
    final_date true string 最后答题时间
    
an_knowledge_organi
zation_id

true string 答题人企业id

    an_cost_time true string 话费时间
    remark true string 备注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条数
e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题库练习
接口地址: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5.6. 人员选择器 
人员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人员列表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PersonnelUser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接口描述:
获取人员列表。可根据用户部门 角色 用户组进行模糊查找。可根据姓名、拼音缩写、手机号、邮箱、加入系统时
间段进行模糊查询。根据操作该功能的用户权限不同。显示的人员数据不同。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searchText false string 搜索的内容
searchTexts false string 只有searchType

8、9的时候使用
powerLV false string 角色等级 1:超级管

理员 2:普通管理员
3:教师/负责人
99:学生

organization_ID false string
searchType true array 1:姓名搜索或拼音

简写模糊搜索,2:邮
箱搜索,3:手机号搜
索,4:按时间段搜索
,5:按用户部门搜索
,6:按角色搜索、
7:按用户组搜索
8:按用户状态搜索
、9:按系统角色搜
索

startTime tru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Time true string 结束时间
orgList true array[object] 筛选的部门列表集

合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organization_ID

true string 部门id

    
organization_Na
me

true string 部门名 预留

roleList true array[object] 筛选的角色列表集
合

    roles_ID true string 角色id
    roles_Name true string 角色名 预留
groupList true array[object] 筛选的用户组列表

集合
    userGroup_ID true string 用户组id
    
userGroup_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 预留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页面
pageSize true string 当前页码
userId true string 操作人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datas true array[object] 用户列表集合
    user_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_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
    email true string 用户邮箱
    phone true string 用户联系电话
    remark true string 用户描述
    createDate true string 用户注册时间 YYYY-

MM-DD格式
    user_Img true string 用户头像
    sysRole true string 系统角色：学生、教师
    userOrgList true array[object] 用户所属部门集合
        organization_ID true string 部门ID
        
organization_Name

true string 部门名

        isBoss true string 是否为负责人
    userRoleList true array[object] 用户所属角色集合
        roles_ID true string 角色id
        roles_Name true string 角色名
        isBoss true string 是否为负责人
    userGroupList true array[object] 用户所属用户组列表
        userGroup_ID true string 用户组id
        userGroup_Name true string 用户组名
        isBoss true string 是否为负责人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页面
pageSize true string 当前页码
pageCount true string 总页数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行数



[
{
"errorcode":"101",
"UserList":[
    {
        "UserId": "123fwz",
        "UserName": "张三",
        "UserEmail": "111@qq.com",
        "UserPhone": "18778444006",
        "UserDis": "用户描述",
        "UserDate": "YY-MM-DD",
        "SysRole": "系统角色",
        "UserRoleList": [
            {
                "RoleId": "13r4",
                "RoleName": "wer",
                "IsBoss": "0"
            },
            {
                "RoleId": "13r4",
                "RoleName": "wer",
                "IsBoss": "1"
            }
        ],
        "UserOrgList": [
            {
                "OrgId": "13r4",
                "OrgName": "wer",
                "IsBoss": "1"
            },
            {
                "OrgId": "13r4",
                "OrgName": "wer",
                "IsBoss": "0"
            }
        ],
        "UserGroupList": [
            {
                "GroupId": "13r4",
                "GroupName": "wer",
                "IsBoss": "0"
            },
            {
                "GroupId": "13r4",
                "GroupName": "wer",
                "IsBoss": "1"
            }
        ]



    }
]
}
] 
部门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部门列表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PersonnelOrg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获取部门列表。操作该功能的用户、只能看到自己名下的部门以及子集。可通过名称、拼音缩写进行查找。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searchText false string 部门名或拼音缩写

模糊查询
orgList true array[object] 部门列表集合
    
organization_ID

true string 部门id

    
organization_Na
me

true string 部门名 预留

    parentId true string 部门父集id 预留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organization_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forWhat false string DFAKJHDKJ,ASD

LFJLKSDF
负责的部门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 1失败
datas true array[object] 部门集合列表
    organization_ID true string 部门id
    organization_Name true string 部门名
    organization_Sort true string 部门排序
    parentId true string 部门父集id
    parentName true string 部门父集名称
    organization_Num true string 用户数量
    haschildren true number 0不包含 1包含
    children true string 子集(后台用不到)



示例数据 
 
[
    {
        "errorcode": "101",
        "base_OrganizationList": [
            {
                "organization_ID": "13r411",
                "organization_Name": "wer",
                "organization_Sort": "1",
                "parentId": "1"
            },
            {
                "organization_ID": "13r4",
                "organization_Name": "wer",
                "organization_Sort": "1",
                "parentId": "13r411"
            }
        ]
    }
] 
角色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角色列表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PersonnelRol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获取角色列表。操作该功能的用户、只能看到自己名下的角色以及子集。可通过名称、拼音缩写进行查找。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searchText false string 部门名或拼音缩写

模糊查询
roleList true array[object] 角色列表
    roles_ID true string 角色id
    roles_Name true string 角色名 预留
    parentId true string 父集id 预留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organization_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forWhat false string DAHFKJD,DALAS

DJKLF
负责的角色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
    {
        "errorcode": "101",
        "RoleList": [
            {
                "RoleId": "13r4",
                "RoleName": "11",
                "RoleFid": "11",
                "RoleSort": "1"
            },
            {
                "RoleId": "fffff",
                "RoleName": "11",
                "RoleFid": "13r4",
                "RoleSort": "1"
            }
        ]
    }
] 
用户组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用户组列表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PersonnelGroup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0成功 1失败
datas true array[object] 角色列表集合
    roles_ID true string 角色id
    roles_Name true string 角色名
    swort true string 角色排序码
    parentId true string 角色父集id
    haschildren true number 是否包含子集 0 不包含

1包含
    roles_Num true string 用户数量
    parentName true string 部门父集名称

接口描述:
获取用户组列表。操作该功能的用户、只能看到自己名下的用户组以及子集。可通过名称、拼音缩写进行查找。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
    {
        "errorcode": "101",
        "GroupList": [
            {
                "GroupId": "13r4",
                "GroupName": "11",
                "GroupFid": "11",
                "GroupSort": "1"
            },
            {
                "GroupId": "fsdfw",
                "GroupName": "11",
                "GroupFid": "13r4",
                "GroupSort": "1"
            }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searchText true string 部门名或拼音缩写

模糊查询
groupList true array[object] 用户组集合
    userGroup_ID true string 用户组id
    
userGroup_Name

true string 用户组名 预留(可
传入)

    parentId true string 父集id 预留(可传
入)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organization_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forWhat false string DKAJFKLD,ADJFK

LJA
负责的用户组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 1 失败
datas true array[object] 用户组列表
    userGroup_ID true string 用户组id
    userGroup_Name true string 用户组名
    parentId true string 用户组 父节点id
    parentName true string 用户组 父节点名称
    wSort true string 用户组排序码
    userGroup_Num true string 用户数量
    haschildren true string 是否包含子集 0 包含

1不包含
    children true string 子集(后台用不到)



        ]
    }
] 
获取组织机构,角色，用户组人数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获取组织机构,角色，用户组人数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GetCoun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修改子节点数量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修改子节点数量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SetChildNod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接口描述:
获取总人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id true string hgnjutkdjtg 组织机构id
optype true string 1部门,2角色,3用户

组
通用参数

powerLV true string 1超管 权限id
orgId true string olkjhgvf 当前用户的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1失败 5数据

库链接失败 6服务器异
常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人数

接口描述:
修改子节点的数量，传入对应id 对应的类型（1部门,2角色,3用户组）。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根据部门ids获取部门对象集合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根据部门ids获取部门对象集合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GetListByIds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id true string JALKDJFL 通用id
optype true string 1部门,2角色,3用户

组
类型

newnum true string 153827 传过来的数值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 成功 1失败  5数据库

链接失败 6服务器异常

接口描述:
需要写三个方法（组织机构，用户组，角色）分别返回不同的对象集合
需求：根据传入的ids 查询集合返回
传入的值不能用sql拼接的方式去写 如： in("+sqlids+");
in(?1,?2)
传入的值遍历好后放入一个字符串集合中作为参数进行查询
ids in (:ids)
List<String> ids = new ArrayList<String>();
add.....
query.setParameterList("ids", ids);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Ids false array [asjfkasd,jkasdflk

das,ajdskfl]
id集合

type false string 0组织机构 1角色
2用户组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 1失败



  
5.7. 数据操作日志管理 
操作日志查询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操作日志查询
接口地址:$url$/CommitLog/findLog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头
 
 

 
请求参数
 
 

datas true array[object] 部门集合列表
    organization_ID true string 部门id
    organization_Name true string 部门名
    organization_Sort true string 部门排序
    parentId true string 部门父集id
    parentName true string 部门父集名称
    organization_Num true string 用户数量
    haschildren true string 0不包含 1包含
    children true string 子集(后台用不到)

接口描述:
操作日志查询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默认值 描述
X-Session-Token true 用户登录时获取到的

Token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data true object
    id true string 日志表主键 Id , 多

个可用 "," 间隔
    userId true string 操作人Id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
    handlerMethod true string 更新/新增/删除 操作类型(更新/新

增/删除)
    handlerUserId true string 1 操作人 Id , 做个可

用 "," 间隔
    executeSql true string 执行的 sql 语句
    entityJson true string 删除或者更新操作

用到的实体类,如果
是删除,则是删除之
前的数据内容(可
用来恢复)

    userOrgId true string 操作人所属企业 Id



 
响应参数
 
 

 
恢复数据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恢复数据
接口地址:$url$/CommitLog/recoverData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tableComment true string 表别名
    tableName true string 表真实名称(数据

库里的表名)
    startDate true string 操作日志查询 - 开

始时间
    endDate true string 操作日志查询 - 结

束时间
    pageSize true string 20 或其它 每页显示数据量
    pageIndex true string 1 查询第几页数据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响应码
errormsg true string 响应内容
datas true array[object] 查询返回的集合
    id true string 主键 Id
    userId true string 操作用户 Id
    userOrgId true string 操作用户所属企业
    tableName true string 表真实名称(数据库里的

表名)
    tableComment true string 表别名
    handlerMethod true string 操作方法
    handlerDate true string 操作时间
pageCount true number 总页数
numCount true number 总行数
pageSize true number 每页显示行数
pageIndex true number 显示当前查询第几页数

据

接口描述:
恢复被删除的数据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登录用户 Id
id true string 要恢复的日志id,可

以传多个例如
(xxx,xxx,xxx,xxx)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请求:
http://www.jisupeixun.com/CommitLog/recoverData?userId=登录用户Id&id=要恢复的日志id,可以传多个例
如 asdfasdfasdf,adsfasdfasdf,asdfasdfasd,fasdfasdf)
示例(恢复多个被删除的数据)
http://www.jisupeixun.com/CommitLog/recoverData?userId=123456&id=asdfasdfasdf,adsfasdfasdf,asdfas
dfasd,fasdfasdf
 
响应
{
"errorcode":"响应码",
"errormsg":"响应内容"
}  
5.8. 菜单按钮权限 
新增编辑按钮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新增编辑按钮
接口地址:$url$/MenuPermissions/AddEditButto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JSON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响应码
errormsg true string 响应内容

接口描述:
新增编辑按钮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ButtonId false string 按钮id
ButtonName true string 按钮名
ButtonFunction true string 按钮事件:例如

add()
ButtonCode true string 按钮样式。系统使

用的为矢量图标 图
标样式为code。

ButtonDis true string 按钮描述



响应参数
 
 

 
删除按钮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按钮
接口地址:$url$/MenuPermissions/DelButto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JSON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按钮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按钮列表
接口地址:$url$/MenuPermissions/ButtonLis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JSON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 1失败

接口描述:
删除按钮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ButtonList true array[object] 删除按钮集合
    ButtonId true string 按钮id
    ButtonName true string 按钮名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Msg true string 如果失败 返回 某按钮

1、某按钮2删除失败
error true string 状态码 0 成功 1失败

接口描述:
按钮列表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
    {
        "PageIndex": 1,
        "PageSize": 15,
        "PageCount": 20,
        "NumCount": 20,
        "ButtonList": [
            {
                "ButtonId": "按钮id",
                "ButtonName": "按钮名",
                "ButtonFunction": "按钮事件",
                "ButtonCode": "按钮样式",
                "ButtonDis": "按钮描述"
            }
        ]
    }
] 
新增编辑菜单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新增编辑菜单
接口地址:$url$/MenuPermissions/AddEditMenu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PageIndex true number 页码
PageSize true number 页面显示数量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PageIndex true number 当前页码
PageSize true number 页面显示数量
PageCount true number 总页数
NumCount true number 数据总数量
ButtonList true array[object] 按钮集合
    ButtonId true string 按钮id
    ButtonName true string 按钮名
    ButtonFunction true string 按钮事件
    ButtonCode true string 按钮样式
    ButtonDis true string 按钮描述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JSON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新增编辑菜单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MenuId false string 0 菜单id
MenuName true string 菜单名
MenuFid true string 菜单父集id
MenuFrame true string 菜单打开方式(1

iframe、2 open、
3 href)

MenuSort true number 1 菜单排序码
MenuUrl true string /role 菜单地址
MenuRoute true string index.Personnel

management.rol
e

路由名称

MenuQuote false string ["/framework/an
gular-
tree/prettify.1.0.1
.js",{"type":"css",
"path":("/framew
ork/angular-
tree/prettify-
style.css","/frame
work/angular-
tree/angular-ui-
tree.css")},"/fram
ework/checklist-
model/checklist-
model.js"]

路由引用的css和
脚本地址

Menuicon false string &#xe77e; 菜单图标
MenuRouteView false string [{"view":"main@i

ndex","controller
":"","templateUR
L":"views/Person
nel/Personnelma
nagement.html"}
,{"view":"PmMain
@index.Personne
lmanagement","c
ontroller":"","te
mplateURL":"vie
ws/Personnel/Pe
rsonnelM.html"}]

路由视图地址

MenuBtnList false array[object] 菜单按钮集合
    ButtonId true string 按钮id
    ButtonName true string 按钮名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 true string 状态码 0 成功 1失败



删除菜单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菜单
接口地址:$url$/MenuPermissions/DelMenu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JSON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菜单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菜单列表
接口地址:$url$/MenuPermissions/MenuLis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JSON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删除菜单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MenuList true array[object] 要删除的菜单列表
    MenuId true string 菜单id
    MenuName true string 菜单名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 true string 状态码 0 成功 1失败

接口描述:
菜单列表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MenuList true array[object]
    MenuId true string 菜单id
    MenuName true string
    MenuCode true string



 
获取用户的权限菜单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获取用户的权限菜单列表
接口地址: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MenuFid true string
    MenuFrame true string
    MenuSort true number
    MenuUrl true string

接口描述:
获取用户的权限菜单列表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编号ID 用户编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MenuId true string 菜单id
MenuFid true string 菜单父级ID（0是顶级

）
MenuName true string 菜单/按钮名称
MenuRoute true string 路由名称
MenuUrl true string 路由地址或者按钮事件
MenuQuote true string 路由引用的css和脚本地

址(json格式)
MenuSort true number 排序码
Menu_Type true number 类型（导航、按钮）
MenuFrame true string 操作方式（iframe、

onclick、href、）
MenuCode true string 菜单图标样式
MenuRouteView true string 路由视图地址(json格式

)
true string
true string

id true string 菜单id
index true number 排序码
title true string 菜单名称
url true string 路由名称
btnlist true array[string] 按钮集合（btnAdd:增

加，btnUpd：修改
,btnDel：删除）



 
示例数据 
 
{
    "index": "0",
    "id": "1",
    "title": "人员",
"icon":"",
    "url": "/Personnelmanagement",
    "btnlist": [
        "btnAdd",
        "btnUpd",
        "btnDel"
    ],
    "name": "index.Personnelmanagement",
    "views":
"[{\"view\":\"main@index\",\"controller\":\"\",\"templateURL\":\"views/Personnel/Personnelmanagemen
t.html\"},{\"view\":\"PmMain@index.Personnelmanagement\",\"controller\":\"\",\"templateURL\":\"views
/Personnel/PersonnelM.html\"}]",
    "files":
"[\"/system/controller/PersonnelmanagementController.js\",{type:'css',path:'/framework/Angularlayer/v-
modal.min.css'},\"/framework/Angularlayer/v-modal.min.js\",\"/system/directive/xuanzeqitk.js\"]",
    "childroute": [
        {
            "index": "0",
            "id": "1",
            "title": "人员",
"icon":"",
            "btnlist": [
                "btnAdd",
                "btnUpd",
                "btnDel"
            ],
            "url": "/Personnelmanagement",
            "name": "index.Personnelmanagement",
            "views":
"[{\"view\":\"main@index\",\"controller\":\"\",\"templateURL\":\"views/Personnel/Personnelmanagemen
t.html\"},{\"view\":\"PmMain@index.Personnelmanagement\",\"controller\":\"\",\"templateURL\":\"views
/Personnel/PersonnelM.html\"}]",
            "files": "[]"
        }
    ]

name true string 路由地址
views true string 路由视图地址
files true string 路由引用的css和脚本地

址
icon true string 菜单图标
childroute true object 子菜单集合
    object true string 同上



} 
获取权限接口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获取权限接口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GetAuthority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5.9. 人员管理-组织机构 
组织机构删除 *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组织机构删除 *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DelOrg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接口描述:
通过传id 可以是多个以逗号相隔的id 返回单个对象，其中的权限字符串 是单个或拼接去重后的字符串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bqx_xid false string id 或id,id（用户组

id、角色id、人员
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1 失败 6 系统内

部错误 24参数为空
data true object
    bqx_id true string 按钮主键
    bqx_xid true string 组织架构ID,用户组

ID,角色ID，用户ID
    bqx_xtype true string 0为组织架构，1为角色

，2为用户组，3为用户
    bqx_quanxian true string 数组类型字符串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errorcode":"1","errormsg":"anc存在数据"} 
获取组织机构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获取组织机构信息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GetOrgPerso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删除组织机构（单个删除） 删除时注意关联的人员、子集、负责人，确定删除时全部删除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anization_ID false string DSKLFJALASDJF

KL
组织机构ID

management_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 1失败
errormsg true string 组织机构1存在数据删

除失败

接口描述:
获取组织机构信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anization_ID true string ADFJLAKFJL 组织机构ID
user_Organizatio
n_ID

false string 登录用户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示例数据 
 
{
    "orgObj":{
 
    "organization_Id": "DSAFLJDFADSF",
    "organization_Name": "技术部",
    "organization_Fid": "ADFJLASJFKL",
    "organization_Fname":"技术",
    "organization_Sort":"1",
    "orgHousePhone": "010-45678912",
    "orgOutsidePhone": "010-44562181",
    "orgPhone": "13610014566",
    "organization_No":"2017-02-02",
    "organization_Num":"100"
    },
    "personList":[{"user_Id":"DAFKJLADF","user_Name":"战三","user_ImgPath":"/DAFJLADJF.PNG"}]
} 
获取排序码是否存在 
 

datas true object 组织机构对象(不会返回
)

    organization_ID true string 组织机构主键
    organization_No true string 组织机构编号
    organization_Name true string 组织机构名称
    parentId true string 组织机构父级ID
    parentName true string 组织机构父级名称
    wSort true string 顺序
    wSortLayer false string 排序码 （暂不需要）
    
organization_InnerPh
one

true string 外线电话

    
organization_OuterPh
one

true string 内线电话

    organization_Phone true string 联系电话
    organization_Num true string 组织机构人数
    personList true array[object] 负责人集合
        user_ID true string 负责人ID
        user_Name true string 负责人名称
        user_Img true string 负责人头像
    userList true array[object] 用户列表（可能字段返

回服务端的）(暂时不用
)

        user_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_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
datas true array[object] 负责人对象(最终返回)
    user_ID true string 负责人ID
    user_Name true string 负责人名称
    user_Img true string 负责人头像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获取排序码是否存在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GetSor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组织机构添加/编辑 *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组织机构添加/编辑 *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AddEditOrg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获取同级中排序码是否存在 可以在排序码后加按扭进行效验  传入当前的顺序然后后台处理排序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type true string 1:组织机构,2:角色

,3:用户组
parentId true string 组织机构的父级ID
wSort true string 顺序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26 排序码已经

存在请重新输入 1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接口描述:
组织机构添加 人员选择器中选择人员的时候要判断集合中有没有的业务.

wSortLayer 存库的时候需要在后台进行wSortLayer + wSort  进行拼接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data true object 组织机构对象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请求：
{
    "orgObj":{"organization_ID": "DSAFLJDFADSF",
    "organization_Name": "技术部",

    
organization_ID

true string DASKFJLDJASF 组织机构ID（空为
添加）

    
organization_No

true string 组织机构编号

    
organization_Na
me

true string 管理员 组织机构名称

    parentId true string DASFLKJASDLJF 组织机构父级ID
    parentName true string 组织机构父级名称
    wSort true string 组织机构排序
    
organization_Inn
erPhone

true string 010-45678912 外线电话

    
organization_Out
erPhone

true string 010-78945612 内线电话

    
organization_Pho
ne

true string 13045678914 手机号

    
organization_Nu
m

true string 组织机构人数

    createUserId fals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UserName

fals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wSortLayer true string 排序码提供服务器
端使用

addPeopleList true array[object] 新增组织机构人员
集合(添加和编辑)

    user_ID true string 人员id
    user_Name true string 人员名
delPeopleList true array[object] 删除组织机构人员

集合(编辑)
    user_ID true string 人员id
    user_Name true string 人员名
addPersonList true array[object] 新增负责人集合
    userId true string 负责人id
delPersonList true array[object] 删除负责人集合
    userId true string 负责人id
organization_ID false string DALKJLKASDJLF

KDJS
操作人所在的企业
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26 排序码
已经存在



    "organization_Fid": "ADFJLASJFKL",
    "organization_Fname": "技术",
    "organization_Sort":"1",
    "orgHousePhone": "010-45678912",
    "orgOutsidePhone": "010-44562181",
    "orgPhone": "13610014566",
"organization_No":"2017-02-02",
"organization_Num":"100"},
    "addPeopleList": [
        {
            "user_Id": "ADFJKLDJF",
            "user_Name": "张三"
        }
    ],
    "delPeopleList": [
        {
            "user_Id": "DAFKJKLJL",
            "user_Name": "王五"
        }
    ],
    "addPersonList": [
        {
            "user_Id": "ADFJKLDJF",
            "user_Name": "张三"
        }
    ],
    "delPersonList": [
        {
            "user_Id": "DAFKJKLJL",
            "user_Name": "王五"
        }
    ]
}  
5.10. 人员管理-人员列表 
人员添加/编辑 *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人员添加/编辑 *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Management/PersonnelAddEdi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接口描述:
手动添加人员的接口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data false object 人员对象
    user_ID true string 201702101455 (可不传)人员ID
    
organization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anization_Na
me

true string

    user_No true string ADKFJLADFKJAD
SF

人员编号

    user_Account true string 111登录账号（邮
箱或者手机号
）111.com或
13511111111

登录账号（邮箱或
者手机号）

    user_Pwd true string 111111 登录密码
    state true string 0 0正常 1锁定
    powerLV true string 教师 1超级管理员、2普

通管理员、3教师
、99学员

    user_Name true string 张大 人员姓名
    email true string 111@111.com 联系邮箱
    phone true string 13511111111 联系电话
    user_Img true string File[object] 用户头像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操作人ID
    
createUserName

true string 操作人名称

    updateUserId true string 最后操作人ID
    
updateUserName

true string 最后操作人名称

    startTime true string 2017-2-10
16:00:00

开始时间

    endTime true string 2017-2-10
16:00:00

结束时间

    startDate true string 开始日期
    endDate true string 结束日期
    identifyCard true string 用户的身份证号
userOrgList true array[object] 组织机构列表
    
organization_ID

true string AJDKFLJADKLJF 组织机构ID

    
organization_Na
me

true string 董事 组织机构名称

    boss true string 是否是负责人 0不
是  1 是负责人

userRoleList true array[object] 角色列表
    roles_ID true string AJDKFDSADKLJF 角色ID
    roles_Name true string 董事长 角色名称
    boss true string 是否是负责人
userGroupList true array[object] 用户组列表
    userGroup_ID true string AJDKFASADKLJF 用户组ID
    
userGroup_Name

true string 董事 用户组名称

    boss true string 是否是负责人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传入六个参数分别为：
userObj = {"user_Account":"","user_pwd":"" }
userOrgList = [{"organization_ID":"","organization_Name",""},{}]
userRoleList = [{},{}]
userGroupList = [{},{}]
userAuthorityList =[{},{}]
userLogList = [{},{}] 
人员编辑-日志添加 *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人员编辑-日志添加 *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Management/PersonnelLogAdd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userAuthorityList
N

false array[object] 权限列表(暂无)

    
userAuthority_ID

true string AJDKFDSKJKJJF 权限ID(暂无)

    
userAuthority_Na
me

true string 人员管理-新增 权限名称(暂无)

userLogList false array[object] 人员备注集合(有
可能没值)

    logText true string 备注信息
authority_ID false string 权限id
authority false string 权限数组
sendFlag false string true 是否发送短信邮件

通知学员
loginUserId true string 当前登录人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2账

号已存在3账号格式不
正确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统内部错误 24 参数
有误

接口描述:
手动添加人员日志接口添加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 errorcode:0}
 
请求：
logObj = {"user_ID":""}; 
人员添加-人员备注（日志）查询列表 *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人员添加-人员备注（日志）查询列表 *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Management/PersonnelLogGetLis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data false object 日志对象
    userId true string ADKFJLADFKJAD

SF
人员ID

    logText true string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备

备注信息

    updateUserId true string ADKFJLADFKASD
SD

最后创建人ID

    
updateUserName

true string 管理员 最后创建人姓名

    logCreateTime true string 2017-02-12 创建日期（默认按
这个排序显示最新
的,服务器自己定义
）

    logUpdateTime true string 2017-02-12 修改日期（服务器
自己定义）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接口描述:
人员日志查询 
     两种查询方式  一种是鼠标向下滚动的时候自动出下页内容，另一种是点击加载更多的时候加载下页内容
     建议每页显示条数5条
     排序： 修改时间倒序（或者创建时间倒序）    修改时间倒序会出现修改完后当前记录放在第一条的情况， 创建
时间倒序不会出来这种情况

一定要注意显示的时候是按照时间正常顺序显示出来的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logList":[{"log_Text":"备注","log_Date":"2017-02-13 09:00:00","cteate_UserName":"管理员"}]}
 
请求：
user_ID = ""
pageIndex = ""
pageSize = "" 
人员删除 *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人员删除 *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Management/PersonnelDel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111@111.com 用户ID
pageIndex true string 0 当前页码
pageSize true string 5 当前显示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s true array[object] 日志列表
    logId true string 日志ID
    userId true string 人员编号
    logText true string 日志内容
    updateUserId true string 最后创建人编号
    updateUserName true string 最后创建人
    logCreateTime true string 日志发布日期
    logUpdateTime true string 修改日期

接口描述:
删除人员的时候删除人员关联的日志、角色、用户组、部门关联数据、预留培训和考试、学分等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DJAKFLDASFA 用户ID(单独、多选

)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errorcode":"0"} 
人员查询列表接口 *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人员查询列表接口 *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Management/PersonnelGetLis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接口描述:
人员查询列表 日志是最新的一条信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false string 登录用户ID
powerLV false string (1超管2普通管理

3负责人老师)权限
等级

organization_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searchText false string 搜索内容
searchType true array 1 1:姓名搜索或拼音

简写模糊搜索,2:邮
箱搜索,3:手机号搜
索,4:按时间段搜索
,5:按用户部门搜索
,6:按角色搜索、
7:按用户组搜索、
8:按用户状态搜索
、9:按系统角色搜
索

startTime false string serchType:4 开始
时间

endTime false string serchType:4 结束
时间

userRoleList false array[object] 用户角色集合
    roles_ID true string ADJKLASJDLKKK 角色ID
    roles_Name true string 管理员 角色名称
userOrgList false array[object] 用户组织机构集合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请求：{
"searchText":"guanliyuan",
"searchType":"0",
"startTime":"2017-02-13",
"endTime":"2017-02-13: 12:00:00",
"portFolioType":"0",
"userRoleList":[{"roles_ID":"DKJFKASDADF","roles_Name":"角色"},{}],
"userOrgList":[{"organization_ID ":"DKJFKASDADF","organization_Name":"组织机构"},{}],
"userGroupList":[{"userGroup_ID":"DKJFKASDADF","userGroup_Name":"用户组"},{}],
"pageIndex":"0",
"pageSize":"10"

    
organization_ID

true string DASFJKLASDJFK
L

组织机构ID

    
organization_Na
me

true string 管理 组织机构名称

userGroupList false array[object] 用户组集合
    userGroup_ID true string ASDFASDFASDFA

S
用户组ID

    
userGroup_Name

true string 管理 用户组名称

pageIndex true number 0 当前页码
pageSize true number 10 当前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 1 失败 5

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统
内部错误 24 参数错误

datas true array[object] 用户列表
    user_ID true string 用户 ID
    user_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user_Account true string 用户账号
    user_Img true string 用户头像地址
    powerLV true string 系统角色
    state true string 系统状态 0 正常 1 锁定
    phone true string 联系电话
    log_text true string 日志内容
    log_create_time true string 日志创建时间 按最新的

来
    personList true array[object] 负责人列表(预留可能去

掉)
        user_ID true string 负责人 ID
        user_Img true string 负责人头像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页面
pageSize true string 当前条数
pageCount true string 总页数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条数



}
响应：
 
{
"errorcode":"0",
"portFolioType":"0",
"userList":[{"user_ID":"DKJFKASDADF","user_Name":"张三
","user_Account":"111@111.com","user_ImgPath":"/ASDKJKLAJD.PNG","sysRole":"学员
","sysState":"0","phone":"13600010002","log_Text":"即可拦截垃圾","log_CreateTime":"2017-02-13"},{}],
"personList":[{"user_ID ":"DKJFKASDADF","user_ImgPath":"/DASKJKLJ.PNG"},{}],
"pageIndex":"0",
"pageSize":"10"
"pageCount":"8",
"numCount":"81"
} 
人员添加-人员备注（日志）修改 *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人员添加-人员备注（日志）修改 *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Management/PersonnelLogUpdat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人员日志编辑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data false object 日志对象
    logId true string JDKAFJKLDAJF 日志ID
    logText true string 备注 备注内容
    userId true string ADFKLJADKLFJ 人员id
    updateUserId true string ADFJKLDASJFL 创建人ID(最后操作

的人是谁)
    
updateUserName

true string 管理员 创建人姓名(最后
操作的人是谁)

    logUpdateTime true string 2017-02-13
12:00:00

修改时间（服务器
获取）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人员添加-人员备注（日志）删除 *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人员添加-人员备注（日志）删除 *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Management/PersonnelLogDel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人员编辑-查询接口 *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人员编辑-查询接口 *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Management/PersonnelGetKey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接口描述:
人员日志删除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logId false string AJFDKASJKLDF 日志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接口描述:
人员列表编辑按扭查询人员接口与添加接口相似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_ID true string ADKFJLADFKJ 人员ID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
    "user_Account": "",
    "user_Pwd": "",
    "sysState": "",
    "sysRole": "",
    "user_No": "",
    "user_Name": "",
    "email": "",
    "phone": "",
    "userOrgList": [
        {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 true object
    user_ID true string
    user_No true string 人员编号
    user_Account true string 登录账号（邮箱或者手

机号）
    user_Pwd true string 登录密码
    state true string 0正常 1锁定
    powerLV true string 教师、学员
    user_Name true string 人员姓名
    email true string 联系邮箱
    phone true string 联系电话
    user_ImgPath true string 用户头像
    startTime N/X true string (无)开始时间
    endTime N/X true string (无)结束时间
    userOrgList true array[object] 组织机构列表
        organization_ID true string 组织机构列表
        
organization_Name

true string 组织机构名称

        boss true string 是否是负责人
    userRoleList true array[object] 角色列表
        roles_ID true string 角色ID
        roles_Name true string 角色名称
        boss true string 是否是负责人
    userGroupList true array[object] 用户组列表
        userGroup_ID true string 用户组ID
        userGroup_Name true string 用户组名称
        boss true string 是否是负责人
    userAuthorityList true array[object] 权限列表(暂无)
        userAuthority_ID true string 权限ID(暂无)
        
userAuthority_Name

true string 权限名称(暂无)



            "organization_ID": "",
            "organization_Name": ""
        }
    ],
    "userRoleList": [
        {
            "roles_ID": "",
            "roles_Name": ""
        }
    ],
    "userGroupList": [
        {
            "userGroup_ID": "",
            "userGroup_Name": ""
        }
    ],
    "userAuthorityList": [
        {
            "userAuthority_ID": "",
            "userAuthority_Name": ""
        }
    ],
    "startTime": "",
    "endTime": "",
"user_ImgPath":"/userImg/ADKJLKLJKLJKL.png"
} 
人员列表-悬停框查询*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人员列表-悬停框查询*
接口地址:$url$http://www.jisupeixun.com/PersonnelManagement/PersonnelGetIframeInfo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通过传入用户ID查询出人员相关信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_ID false string DFKLJADJDDFA 用户ID



 
人员列表-负责人更多返回（预留）*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人员列表-负责人更多返回（预留）*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Management/PersonnelGetPersonLis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 true object 用户对象
    state true string 用户状态0正常 1锁定
    powerLV true string 用户系统角色
    user_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email true string 邮箱
    phone true string 联系电话
    user_Img true string 人员头像
    createDate true string 用户注册时间
    startTime N/X true string (无)开始时间
    endTime N/X true string (无)结束时间
    userOrgList true array[object] 组织机构集合
        organization_ID true string 组织机构ID
        
organization_Name

true string 组织机构名称

        boss true string 是否为负责人
    userRoleList true array[object] 角色集合
        roles_ID true string 角色ID
        roles_Name true string 角色名称
        boss true string 是否为负责人
    userGroupList true array[object] 用户组集合
        userGroup_ID true string 用户组ID
        userGroup_Name true string 用户组名称
        boss true string 是否为负责人
    userAuthorityList true array[object] 权限集合（预留）
        userAuthority_ID true string 权限ID
        
userAuthority_Name

true string 权限名称

    honorList true array[object] 荣誉集合（预留）
        honor_ID true string 荣誉ID
        honor_Name true string 荣誉名称
        honor_Img true string 荣誉图片地址
    logObj true array[object] 日志对象
        logText true string 日志内容（只查最新的

一条）
        logCreateTime true string 创建日期

接口描述:
获取全部的负责人接口 这个接口是为了如果业务上面实现的是子级的负责人需要把父级的负责人全部展现出来会
出现很多的负责人，通过这个接口实现人员分批次加载的业务。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人员编辑-添加/删除负责人(预留)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人员编辑-添加/删除负责人(预留)
接口地址:http://www.jisupeixun.com/PersonnelManagement/PersonnelAdddelPerso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searchType true string (只传一个)1、角色

，2、组织架构
，3、用户组

userRoleList true array[object]
    roles_ID true string
    roles_Name true string
userOrgList true array[object]
    
organization_ID

true string

    
organization_Na
me

true string

userGroupList true array[object]
    userGroup_ID true string
    
userGroup_Name

true string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 成功 1 失败
datas true array[object] 负责人集合
    user_ID true string
    user_Img true string

接口描述:
手动添加删除负责人  鼠标点击一次如果是负责人则消失，反之刚显示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searchType false string 1 组织机构 2 角色

3用户组
user_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obj_Id false string 对应的id



 
响应参数
 
 

 
解锁账号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解锁账号
接口地址:$url$/ApiUser/clearlock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响应参数
 
 

 
客服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客服列表
接口地址:/PersonnelManagement/CustomerLis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searchad false number 0为增加，1为删除
操作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接口描述:
用于输入密码超过10次被封的账号（参数‘用户账号’统一由后台请求获得，可批量操作，返回成功的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 true string 受影响的行数（成功条

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id true string 当前登录人的企业

id



响应参数
 
 

 
获取客服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获取客服列表
接口地址:/PersonnelManagement/CustomerLis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5.11. 用户邀请接口 
邮箱邀请用户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邮箱邀请用户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EmailInvitatio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s true string 客服表集合
    id true string id
    operate_userid true string 运营人员id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telephone true string 电话
    account_QQ true string qq
    account_weChat true string 微信
    education true string 学历
    birthDate true string 出生年月
    nation true string 名族
    graduate_school true string 毕业学校
    spare true string 备用字段

接口描述:

接口描述:
邮件邀请用户进入系统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
    {
        "errorcode": "101",
        "InvitationId": "本次邀请任务id",
        "SuccessCount": "1",
        "ErrorEmailList": [
            {
                "Email": "111@qq.com",
                "Uname": "张三"
            },
            {
                "Email": "121@qq.com",
                "Uname": "张历史"
            }
        ]
    }
]  
5.12. 人员管理-用户组 
用户组删除 *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用户组删除 *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DelGroup
请求方法:POST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taskId false string 任务id
emailList true array[object] 邀请邮箱集合
    email true string 邮箱地址
    user_Name true string 设置用户名
    user_Pwd true string 设置用户密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 1 失败
datas true array[object] 数据集合
    user_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_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
"errorcode":1,
"errorMsg":"用户组1、用户组2、删除失败"
}] 
用户组添加/编辑 *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用户组添加/编辑 *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AddEditGroup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删除用户组 注意关联的数据删除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Group_ID false string ADFKLJLAFJL 用户组ID
management_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0成功 1失败
errormsg true string 如果失败。显示 某用户

组删除失败

接口描述:
用户组新增编辑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data true object 用户组对象
    userGroup_ID true string 用户组ID
    userGroup_No true string 用户组编号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userGroupObj":{
 
    "userGroup_Id": "DSAFLJDFADSF",
    "userGroup_Name": "技术部",
    "userGroup_Fid": "ADFJLASJFKL",
    "userGroup_Fname":"技术",
    "userGroup_Sort":"1",
    "userGroupHousePhone": "010-45678912",
    "userGroupOutsidePhone": "010-44562181",

    
userGroup_Name

true string 用户组名称

    parentId true string 用户组父级ID
    parentName true string 用户组父级名称
    wSort true string 用户组顺序
    
userGroup_Num

true string 用户组人数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User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updateUserId true string 修改人ID
    
updateUserName

true string 修改人名称

addPeopleList true array[object] 添加用户组的人员
    user_ID true string 人员id
    user_Name true string 人员名称
delPeopleList true array[object] 删除用户组的人员
    user_ID true string 人员id
    user_Name true string 人员名称
addPersonList true array[object] 添加用户组负责人
    userId true string 人员id
delPersonList true array[object] 删除用户组负责人
    userId true string 人员id
addAuthorityList true array[object]
    authority_Id true string
    
authority_Name

true string

delAuthorityList true array[object]
    authority_Id true string
    
authority_Name

true string

organization_ID false string LJADLJL 操作人所在的企业
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26 排序码
已存在



    "userGroupPhone": "13610014566",
    "userGroup_No":"2017-02-02",
    "userGroup_Num":"100"
    } 
获取用户组信息接口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获取用户组信息接口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GetGroupPerso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获取用户组信息接口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Group_ID false string ADFKJDASFADE 用户组ID
user_Organizatio
n_ID

false string 登录用户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s true object 用户组对象
    userGroup_Name true string 用户组名称
    parentId true string 用户组父级ID
    parentName true string 用户组父级名称
    wSort true string 用户组顺序
    
userGroupHousePhon
e

true string 外线电话

    
userGroupOutsidePho
ne

true string 内线电话

    userGroupPhone true string 联系手机
    userGroup_No true string 用户组编号
    userGroup_Num true string 用户组人数
    personList true array[object] 负责人列表
        user_Id true string 负责人ID
        user_Name true string 负责人名称
        user_ImgPath true string 负责人头像
    userList true array[object] 用户列表（暂时不用）



  
5.13. 人员管理-角色 
角色添加/编辑 *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角色添加/编辑 *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AddEditRol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user_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_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

接口描述:
角色添加/编辑 权限预留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data true object 角色对象
    roles_ID true string 角色ID
    roles_No true string 角色编号
    roles_Name true string 角色名称
    parentId true string 角色父级ID
    parentName true string 角色父级名称
    roles_Num true string 角色人数
    wSort true string 角色顺序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User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updateUserId true string 修改人ID
    
updateUserName

true string 修改人名称

    
organization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addPeopleList true array[object] 角色添加人员
    user_ID true string 人员ID
delPeopleList true array[object] 角色删除人员
    user_ID true string 人员ID
addPersonList true array[object] 角色添加负责人
    userId true string 人员ID
delPersonList true array[object] 角色删除负责人
    userId true string 人员ID
addAuthorityList false array[object] 角色添加权限（预

留）
    bqx_quanxian true string 权限字符串
delAuthorityList ? false array[object] 角色删除权限（预

留）
    authority_ID true string 权限ID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
"rolesObj":{"roles_Id":"DSAFLJDFADSF",
"roles_Name":"技术部",
"roles_Fid":"ADFJLASJFKL",
"roles_Fname":"技术",
        "roles_Num":"100",
        "roles_Sort":"1"},
"addPeopleList":[{"user_Id":"ADFJKLDJF","user_Name":"张三"}]，
"delPeopleList":[{"user_Id":"DAFKJKLJL","user_Name":"王五"}]，
"addPersonList":[{"user_Id":"ADFJKLDJF","user_Name":"张三"}]，
"delPersonList":[{"user_Id":"DAFKJKLJL","user_Name":"王五"}],
"addAuthorityList":[{"authority_Id":"ADFJKLDJF","authority_Name":"添加"}]，
"delAuthorityList":[{"authority_Id":"DAFKJKLJL","authority_Name":"删除"}]
} 
角色删除 *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角色删除 *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DelRol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authority_Name
?

true string (可不要)权限名称

authority false string 权限数组
authority_ID false string 权限ID
organization_ID false string ADKJLADFKJLK 操作人所在的企业

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26 排序码已
存在

接口描述:
角色删除



 
响应参数
 
 

 
获取角色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获取角色信息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GetRolePerso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roles_ID false string AFKJDLFJKLJLKJ 角色ID
management_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 1失败
errormsg true string 角色1存在数据删除失

败

接口描述:
获取角色信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roles_ID false string DAFADSFADFDFF

D
角色ID

user_Organizatio
n_ID

false string 登录用户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s true object 角色对象
    roles_Name true string 角色名称
    parentId true string 角色父级ID
    parentName true string 角色父级名称
    roles_Num true string 角色人数
    wSort true string 角色顺序
    personList true array[object] 负责人集合
        user_ID true string 负责人ID
        user_Name true string 负责人名称
        user_Img true string 负责人头像



 
示例数据 
 
{
    "rolesObj":{"roles_Id": "DSAFLJDFADSF",
    "roles_Name": "技术部",
    "roles_Fid": "ADFJLASJFKL",
    "roles_Fname":"技术"，
    "roles_Num": "100",
    "roles_Sort":"1"},
    "personList":[{"user_Id":"ADFADFADFA","user_Name":"李斯特"}],
    "authorityList":[{"authority_Id":"ADFADFADFA","authority_Name":"添加"}]
}  
5.14. 人员导入 
excel导入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excel导入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ExcelImpor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authorityList true array[object] 角色权限集合（预留）
        authority_ID true string 权限ID
        authority_Name true string 权限名称
    userList true array[object] 用户列表（暂时不用）
        user_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_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

接口描述:
通过excel导入人员并创建一个任务的hashtable（这个是所有导入共同的表，实现只存近两天的数据）存redis中
，主要的字段有：编号（唯一ID）、文件名称、导入方式（此接口为excel导入）、操作时间、处理状态（成功失
败越详细越好）、操作人、日志地址（导入同时生成日志的文件只存两天显示单条数据导入的情况，完整地址
）。
为了便于区分最好加上企业id 方便读取。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 false file 文件
user_ID false string 操作人ID
user_Name false string 操作人姓名
powerLV false string 系统角色
import_Type false string excel导入 导入方式（预留可

不要）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超管     hashtable key[improtexcel]   子 key [orgainization_id][user_id] val[{file_id,...},{file_id,...}]
或
reids字段 hashtable  key[organization_id]   子 key[user_id]  val[{file_id,...},{file_id,...}]
 
唯一id   字段编号   日志地址     导入时间       文件状态      数量       操作用户  操作name    导入方式              企业id
 
log_ID   log_Name   log_Path     import_Time    import_State  import_Num user_ID   user_Name
import_Type           organization_ID  
DAHADKS  147021457  http....txt  2017-...00:00  失败 完成     1/1        DFJKLL    管理员     1 excel导入 2api导入
ADJFKLDASJKLJ 
api导入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api导入
接口地址:$本地$/axis/employ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organization_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send_flag false boolean true 是否通知发送邮件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 成功 1失败  5连接不

上数据库 6系统内部错
误

data true object
    log_path true string 日志地址

接口描述:
批量人员导入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_ID true string 操作人id
user_Name true string 操作人名称
powerLV true string 用户等级
organization_ID true string 操作人组织id
organization_Na
me

true string 操作人组织名称



send_flag true string 是否给录入的用户
发送邮件 true：发
送 fasle：不发送

persionJson true array[object] 录入的用户数据
    userGroup true string 用户组名称 多个用

户组以“，”区分
层级使用“-”区
分

    persionLog true string 备注
    roles true string 用户角色 多个角色

以“”，“号区分
层级使用”-“区
分

    orgString true string 组织架构 多个部门
以”，“号区分 层
级使用”-“区分

    user_Code true string 用户编号
    user_No true string 用户编号（新）
    user_Account true string 用户账号（不可重

复）
    user_Pwd true string 用户密码
    user_Img true string 用户图片路径
    user_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user_NameAb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拼音缩写
    user_Sex true string 性别 1：男 0：女
    title true string 职称
    email true string 电子邮件
    phone true string 电话
    question true string 密码提示问题
    
answerQuestion

true string 密码提示答案

    deleteMark true string 删除标记 1：正常
2:锁定 0：删除: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YYYY-
MM-DD
HH:mm:SS）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User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updateUserId true string 操作人id
    
updateUserName

true string 操作人名称

    modifyDate true string 修改时间（YYYY-
MM-DD
HH:mm:SS）

    modifyUserId true string 修改人id
    
modifyUser_Nam
e

true string 修改人名称

    powerLV true string 用户等级 1 超级管
理员 2 企业管理员
3 教师 99 学员

    address true string 地区
    remark true string 评论
    
organization_ID

true string 组织id

    
organization_Na
me

true string 组织名称

    state true string 状态 0 正常 1锁定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user_ID":"1",
"user_Name":"zhangsan",
"powerLV":"1",
"organization_ID":"0",
"organization_Name":"it",
"send_flag":"false",
"persionJson":[
    {
        "userGroup": "it-java，开发",
        "persionLog": "导入一位",
        "roles": "it-java，开发",
        "orgString": "开发组，测试组",
        "user_ID": "",

    filesize true string 文件大小
    lasttime true string 最后一次登录时间

（YYYY-MM-DD
HH:mm:SS）

    ip true string 用户ip
    
account_money

true string 用户账号money

    consumption true string 消费
    
consumption_co
unt

true string 消费

    xuefen true string 学分
    logText true string 日志内容
    startTime true string 开始时间（YYYY-

MM-DD
HH:mm:SS）

    endTime true string 结束时间（YYYY-
MM-DD
HH:mm:SS）

    loginCount true string 登录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0 成功 1失败
data true object 返回数据
    import_Num true string 导入数量
    import_State true string 导入状态
    import_Time true string 导入时间 （时间搓）
    log_ID true string 日志id
    log_Name true string 日志名称
    log_Path true string 日志路径
    organization_ID true string 操作人组织id
    user_ID true string 操作人id
    user_Name true string 操作人名称



        "user_Code": "123",
        "user_No": "123",
        "user_Account": "zhangsan5",
        "user_Pwd": "123",
        "user_Img": "http://localhost:8083/resource/image/1.jpg",
        "user_Name": "张三",
        "user_NameAb": "zhangsan",
        "user_Sex": "1",
        "title": "测试",
        "email": "17600711810@163.com",
        "phone": "17600711810",
        "question": "你爱我吗",
        "answerQuestion": "思密达",
        "deleteMarl": "1",
        "createDate": "1982-02-29 12:20:22",
        "createUserId": "1",
        "createUserName": "管理员",
        "updateUserId": "",
        "updateUserName": "",
        "modifyDate": "",
        "modifyUserId": "",
        "modifyUser_Name": "",
        "powerLV": "2",
        "address": "山西武汉",
        "remark": "",
        "organization_ID": "0",
        "organization_Name": "管理员",
        "state": "0",
        "filesize": "10",
        "lasttime": "2017-09-07 16:17:20",
        "ip": "192.168.191.1",
        "account_money": "20000",
        "consumption": "10",
        "consumption_count": "10",
        "xuefen": "2000",
        "logCreateTime": "2017-09-07 16:17:20",
        "logText": "ceshi",
        "startTime": "2017-09-07 16:17:20",
        "endTime": "2017-09-07 16:17:21",
        "endDate": "2017-09-07 16:17:21",
        "startDate": "2017-09-07 16:17:20",
        "loginCount": "10"
    }
]
  
获取导入详细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获取导入详细列表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GetImportLis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5.15. 企业用户注册 
企业账号是否存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企业账号是否存在
接口地址:$url$/ApiUser/isAccoun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接口描述:
通过企业ID获取导入的详细信息
前台要根据时间判断返回数据要显示的是那一天的数据（默认今天、昨天）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anization_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user_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powerLV false string 用户系统权限
time false string 要获取那天的
state false string 默认为空(查询导

入) 如果传 2 查询
统计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1失败
Errormsg true array[object] 导入信息列表
    log_Name true string 文件名
    import_Type true string 导入方式
    import_Time true string 导入时间
    import_state true string 处理状态
    user_Name true string 操作人姓名
    log_Path true string 日志路径
    import_Num true string 导入数量  （成功数量 /

总数量）
true string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企业注册接口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企业注册接口
接口地址:$url$/ApiUser/register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验证企业账号是否存在，注册第一个页面用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account true string 1@1.com或

13911111111
邮箱或者手机号
（不可编辑状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代码： 4账号不存

在（成功） 1账号已存
在 3账号格式不正确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系统
内部错误

接口描述:
企业注册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account true string 1@1.com或

13611111111
邮箱或者手机号
（不可编辑状态）

usercode true string Za135a 手机短信验证码随
机（字母数字6位
） useraccount为
手机号时候有此参
数

enterprisename true string 极速培训 企业名称 至少4个
字符

username true string 张三 联系人姓名
userpwd true string a012345 登录密码 包括数字

、字母至少6位到
16位

authoritys false string dafsfasdf,adsfads
f,dasfdfsaf

权限数组字符串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手机注册成功
{
"errorcode":"0",
"data":{
  "userid": "ASDFLADJSFLKJDFJLJKLDJASLFJ",
  "username":"张三",
  "useraccount":"1391111111",
  "userpwd":"a012345",
  "userrole":"3"
}
} 
发送短信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发送短信
接口地址:$url$/ApiUser/sendSMS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imgpath false string 用户头像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number 状态编码 7手机注册成

功｜8邮箱注册成功
(3账号输入有误 2账号
存在)[防止恶意修改]
9手机验证码输入不正
确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系统内部有误  10验证
码输入超时 16注册失败
17账号注册成功 14 验
证码错误

data true object 用户对象
（statecode为0时有数
据）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联系人姓名
    useraccount true string 用户登录账号
    userpwd true string 用户登录密码
    userrole true string 用户角色（或者默认企

业管理员）

接口描述:

企业注册中发送给账号的6位验证码    option操作参数定值update（找回密码） 、insert（注册帐号）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发送邮件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发送邮件
接口地址:$url$/ApiUser/sendEmail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account true string 1@1.com或

13611111111
邮箱或者手机号
（不可编辑状态）

option true string update（找回密
码） 、insert（注
册帐号）

操作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返回信息： 0发送成功

（2账号已存在 3账号信
息有误）【防止恶意修
改】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系统内部错误

接口描述:
企业提交数据成功后以邮件的形式发送给用户进行激活    生成对应的调用地址   option操作参数定值update 、
insert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account false string 1@1.com或

13611111111
邮箱或者手机号
（不可编辑状态）

option false string updateActive 、
updatapwd

操作参数
,updateActive重
新激活邮件
updatapwd发送
修改密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邮箱生成激活链接后激活接口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邮箱生成激活链接后激活接口
接口地址:$url$/ApiUser/activ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
"errorcode":"0",
"data":{
  "userid": "ASDFLADJSFLKJDFJLJKLDJASLFJ",
  "username":"张三",

errorcode true string 返回信息： 0发送成功
（2账号已存在 3账号信
息有误） 【防止恶意修
改】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系统内部错误 20帐号
已激活 21、未发送邮件

接口描述:
先访问激活页面（链接待定｛id｝） 发送给用户邮箱后激活链接   userid：用户id  code：签名 （可不用）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ADHFKJADHSKF4

54711
用户id

code false string DDSAFASDFASDF
ASFDQREWCVCD
ADSFDSF

签名 （可不用）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返回代码： 0激活成功

4、帐号不存在 5链接不
上数据库 6系统内部错
误

data true object 用户对象 模拟登录用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联系人姓名
    useraccount true string 用户登录账号
    userpwd true string 用户登录密码
    userrole true string 用户登录角色



  "useraccount":"1391111111",
  "userpwd":"a012345",
  "userrole":"3"
}
} 
企业是否有账号存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企业是否有账号存在
接口地址:$url$/ApiUser/isqy_nam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第三方登录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第三方登录
接口地址:$url$/ApiUser/loginByThirdParty/{loginMod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接口描述:

验证企业名称在系统里是否有账号存在，注册第一个页面用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qy_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注册的企业名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代码： 4企业名称

不存在（成功） 1企业
名称已存在 5连接不上
数据库 6系统内部错误

data true object 用户对象 模拟登录用
    useraccount true string 用户帐号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接口描述:
第三方登录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学员注册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学员注册
接口地址:ApiUser/studentRegister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JSON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loginMode true string wechat(微信登录) 第三方登录方式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false string 响应码 如果没有此内容

，则证明跳转至第三方
登录的二维码扫描网站
中了

errormsg false string 响应内容 如果没有此内
容，则证明跳转至第三
方登录的二维码扫描网
站中了

接口描述:
学员注册，此注册是网校中链接进入，平台可更具域名获取当前注册页所属企业，学员直接归属当前企业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useraccount true string 登录账号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userpwd true string 用户密码
phone true string 手机号
email true string 邮箱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代码： 4企业名称

不存在（成功） 1企业
名称已存在 5连接不上
数据库 6系统内部错误

data true string 用户对象



  
5.16. 企业用户找回密码 
修改密码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修改密码
接口地址:$url$/ApiUser/updatePwd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短信验证手机验证码 
 
基本信息
 

    user_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_Account true string 登录账号
    user_Img true string 用户头像
    user_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email true string 邮件
    phone true string 手机号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organization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anization_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powerLV true string 权限等级
    state true string 0正常 1锁定 2冻结 3身

份信息不完善

接口描述:
先进入修改密码的页面（链接待定｛id｝必须带一个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pwd true string 新密码
oldpwd true string 旧密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返回代码： 0修改成功

1修改失败 5链接不上服
务器 6系统内部错误
12。旧密码错



接口名称:短信验证手机验证码
接口地址:$url$/ApiUser/verifySMS?useraccount={useraccount}&code={cod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errorcode":"0","userid":"DKJADJFLASD445445514"}  
5.17. 考试管理 
题库题目查找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题库题目查找
接口地址:${url}/Exam/FindLightQuestionBank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验证手机验证码返回userid,进入修改密码页面。useraccount账号 code手机验证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account false string 1@1.com或

13911111111
邮箱或者手机号
（不可编辑状态）

code false string Za135a 验证码6位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返回代码： 0验证成功

10验证码超时 14验证码
输入错误 3账号信息有
误 4不在此账号 5连接
不上数据库 6系统内部
错误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接口描述:
根据分类按照分页查找题目 ID 数组



  
5.18. 通讯中心 
通讯任务列表查询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通讯任务列表查询
接口地址:http://www.jisupeixun.com/CommunCenter/ComTaskGetLis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alse string
false string
false string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anization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comtask_name false string 通讯任务名称
comtask_begtim
e

false string 通讯任务开始时间

comtask_endtim
e

false string 通讯任务结束时间

oper_id false string 操作人ID
pageSize false string 每页显示数据数量
pageIndex false string 当前页数

false string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number
pageSize true string 每页显示数据数量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页数
totalPages true string 总页数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数据量
datas true object
    organization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comtask_name true string 通讯任务名称
    comtask_time true string 通讯任务时间
    oper_id true string 操作人ID
    oper_name true string 操作人名称
    comtask_porper true string 通信人数



 
通讯任务添加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通讯任务添加
接口地址:http://www.jisupeixun.com/CommunCenter/ComTaskAdd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通讯详细列表查询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通讯详细列表查询
接口地址:http://www.jisupeixun.com/CommunCenter/CominfoGetList
请求方法:POST

    comtask_id true string 通讯任务ID
    comtask_emailnum true string 邮箱记录数
    
comtask_phonenum

true string 手机短信记录数

    
comtask_inemailnum

true string 站内信记录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omtask_id false string 通讯任务ID
organization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comtask_name true string 通讯任务名称
comtask_time false string 通讯任务时间
oper_id false string 操作人ID
oper_name false string 操作人名称
comtask_porper false string  通信人数
comtask_emailn
um

false string 邮箱记录数

comtask_phonen
um

false string 手机短信记录数

comtask_inemail
num

false string 站内信记录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pageSize true number 每页显示数据数量
currentPage true number 当前页数
service_status false string 发送状态
status_remark false string 发送状态备注

(200:发送成功
,500:服务器发生问
题)

sender_id false string 发送人编号
sender_name false string 发送人姓名
sender_mail false string 发送人邮箱
sender_phone false string 发送人电话
recipient_id false string 接收人编号(必须

填写)
recipient_name false string 接收人姓名
recipient_mail false string 接收人邮箱
recipient_phone false string 接收人电话
send_title false string 发送标题
send_mode true number 1:默认邮箱/2:手机

短信/3:站内信
/4:用户的SMTP

read false true number -1:非站内信/0:未
阅读/1:已阅读

del false true number 0:未删除/1:已删除
start_date fals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_date false string 结束时间
comtask_id false string 通讯任务ID
id false string 发送消息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pageSize true string 每页显示数据数量
currentPage true string 当前页数
totalPages true string 总页数
totalRows true string 总数据量
comtask_id true string 通信任务ID
result true object 日志对象的集合
    MailLog true object 日志对象 存储发送的日

志信息
        id true string 编号
        service_status true string 发送状态
        status_remark true string 发送状态备注
        send_date true string 发送日期 格式:yyyy-

MM-dd HH:mm:ss



 
通讯详细添加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通讯详细添加
接口地址:http://www.jisupeixun.com/CommunCenter/AddEditCominfo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sender_id true string 发送人编号
        sender_name true string 发送人姓名
        sender_mail true string 发送人邮箱
        sender_phone true string 发送人电话
        recipient_id true string 接收人编号
        recipient_name true string 接收人姓名
        recipient_mail true string 接收人邮箱
        recipient_phone true string 接收人电话
        send_title true string 发送标题
        send_content true string 发送内容
        send_mode true number 1:默认邮箱/2:手机短信

/3:站内信/4:用户的
SMTP

        read true number -1:非站内信/0:未阅读
/1:已阅读

        del true string 0:未删除/1:已删除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i_id false string 通讯详细编号
service_status false string 发送状态
status_remark false string 发送状态备注
send_date false string 发送日期 格式

:yyyy-MM-dd
HH:mm:ss

sender_id false string 发送人编号
sender_name false string 发送人姓名
sender_mail false string 发送人邮箱
sender_phone false string 发送人电话
recipient_id false string 接收人编号
recipient_name false string 接收人姓名
recipient_mail false string 接收人邮箱
recipient_phone false string 接收人电话
send_title false string 发送标题
send_content false string 发送内容
send_mode false number 1:默认邮箱/2:手机

短信/3:站内信
/4:用户的SMTP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data=
{"status_remark":"","sender_id":"",sender_name:"",sender_mail:"",sender_phone:"",recipient_name:"" } 
通讯基本信息添加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通讯基本信息添加
接口地址:http://www.jisupeixun.com/CommunCenter/ComConfigAddorEdi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read false number -1:非站内信/0:未
阅读/1:已阅读

del false number 0:未删除/1:已删除
comtask_id false string 通讯任务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2账

号已存在3账号格式不
正确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统内部错误 24 参数
有误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onfig_Id true string 配置ID
config_EduAccon
t

false string EDU帐号

config_EduPwd false string EDU密码
config_MailUser false string 扩展邮箱帐号
config_MailPwd false string 扩展邮箱密码
config_MailName false string 发送人姓名
config_MailHost false string 扩展邮箱smtp
config_MailPort false string 扩展邮箱端口号
config_ComPriori
tylevel

false string 通信优先级别

config_EmailNu
m

false string 邮件数量

config_MsgNum false string 短信数量
organization_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响应参数
 
 

 
通讯基本信息查询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通讯基本信息查询
接口地址:http://www.jisupeixun.com/CommunCenter/ComConfigInfo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2账

号已存在3账号格式不
正确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统内部错误 24 参数
有误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anization_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data true object
    config_Id true string 配置ID
    config_EduAccont true string EDU帐号
    config_EduPwd true string EDU密码
    config_MailUser true string 扩展邮箱帐号
    config_MailPwd true string 扩展邮箱密码
    config_MailName true string 发送人姓名
    config_MailHost true string 扩展邮箱smtp
    config_MailPort true string 扩展邮箱端口号
    
config_ComPrioritylev
el

true string 通信优先级别

    config_EmailNum true string 邮件数量
    config_MsgNum true string 短信数量



{errorcode:102,
data:{
  config_Id:jdlsjflks,
 
 
 
}
datas:[{},{},{}]
} 
重新生成所有的新闻页面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重新生成所有的新闻页面
接口地址:$url$/news/reAdd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5.19. 第三方登录 
初次登录账号绑定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初次登录账号绑定
接口地址:$url$/ApiUser/bindThirdLogi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重新根据模板生成所有的新闻页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thirdid true string 第三方的唯一标识
mark true string 登录类型（微信、

QQ等）
useraccount true string 注册时的账号
userpwd true string 注册时的密码
code true string 验证码可空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
"errorcode":"0",
"data":{
  "userid": "ASDFLADJSFLKJDFJLJKLDJASLFJ",
  "username":"张三",
  "useraccount":"1391111111",
  "userpwd":"a012345",
  "userrole":"3"
}
} 
钉钉sso登录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钉钉sso登录
接口地址:ApiUser/DDSSO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返回代码：0绑定成功

1绑定失败 12用户名密
码错误 14验证码错误
5连接不上数据库

data true object 用户对象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联系人姓名
    useraccount true string 登录账号
    userpwd true string 登录密码
    userrole true string 角色

接口描述:
钉钉sso登录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ode true string 验证用户信息（有

效期5分钟，且只
可以使用一次）

orgid true string 如果可以加就传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配置文件在：common.properties
 
corpid=dingc03f2253f082d413   //公司id
corpSecret=QeX8hibbDAQuPwNpOm-PesTDuL2T_iY_3a6DEnbwxV-VAImVbw8P5J2xGPpGAGUr  //公司密钥
dd_get_token=https://oapi.dingtalk.com/gettoken?corpid=$corpid$&corpsecret=$corpSecret$//钉钉获取
token
dd_get_ticket=https://oapi.dingtalk.com/get_jsapi_ticket?access_token=$access_token$//这个暂时没有用
到
dd_get_user=https://oapi.dingtalk.com/user/getuserinfo?access_token=$access_token$&code=$code$//
钉钉获取用户id
dd_get_userinfo=https://oapi.dingtalk.com/user/get?access_token=$access_token$&userid=$userid$//钉
钉获取用户信息
 
 
 
 
    "errcode": 0,
    "errmsg": "ok",
    "userid": "zhangsan",
    "name": "张三",
    "tel" : "010-123333",
    "workPlace" :"",
    "remark" : "",
    "mobile" : "13800000000",
    "email" : "dingding@aliyun.com",
    "active" : true,
    "orderInDepts" : "{1:10, 2:20}",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返回代码：0绑定成功

1绑定失败 5连接不上数
据库

data true string 用户对象
    user_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_Account true string 用户账号
    user_Pwd true string 用户密码
    user_Img true string 用户头像
    user_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phone true string 手机号
    email true string 邮件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powerLV true string 权限等级
    organization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anization_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state true string 状态



    "isAdmin" : false,
    "isBoss" : false,
    "dingId" : "WsUDaq7DCVIHc6z1GAsYDSA",
    "unionid" : "cdInjDaq78sHYHc6z1gsz",
    "isLeaderInDepts" : "{1:true, 2:false}",
    "isHide" : false,
    "department": [1, 2],
    "position": "工程师",
    "avatar": "dingtalk.com/abc.jpg",
    "jobnumber": "111111",
    "extattr": {
                "爱好":"旅游",
                "年龄":"24"
                },
    "roles":[
        {
             "id":123,
             "name":"总监",
             "groupName":"职务"
        }
    ]
}
  
app登录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app登录
接口地址:/ApiUser/appLogi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首先通过flag判断是否为系统对接过来的请求，在通过账号和用户token,这两个参数去获取用户信息，判断返回值
，如果r登录0则代表可以登录，在获取用户id，判断这个用户在系统中是否存在，不存在则返回账号不存在,存在
则直接登录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token true string 用户标识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账号
flag true string jiabao 系统唯一标识



  
5.20. 企业用户登录 
用户登录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用户登录
接口地址:$url$/ApiUser/logi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4.登录账号不存

在 6.失败

接口描述:
useraccount账号(非空) userpwd密码(非空) code验证码(空)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account true string 1@1.com或

13911111111
邮箱或者手机号
（不可编辑状态）

userpwd true string a012345 登录密码 包括数字
、字母至少6位到
16位

code false string Za135a 验证码6位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返回代码： 0登录成功

11账号被锁定1小时
12账户或密码有错误
13该用户已经登录 5连
接不上数据库 14验证码
错误 6系统错误

e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提示内容
errnum true number 登录错误次数
token true string 校验key
data true object 用户对象 模拟登录用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powerLV true string 等级 (超级管理员 普通

管理员 教师 学员)
    organization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username true string 联系人姓名
    useraccount true string 用户登录账号
    userpwd true string 用户登录密码
    user_Img true string 用户图片



 
示例数据 
 
{
"errorcode":"0",
"errnum":"0",
"data":{
  "userid": "ASDFLADJSFLKJDFJLJKLDJASLFJ",
  "username":"张三",
  "useraccount":"1391111111",
  "userpwd":"a012345",
  "userrole":"3"
}
} 
获取验证码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获取验证码
接口地址:$url$/ApiUser/verifyCod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新系统打开老系统 
 
基本信息

userstate true string 用户状态（0正常、1未
激活、2帐号锁定）

接口描述:
获取用户名或密码超过指定次数后显示出来的验证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account false string 用户邮箱、手机、

登录帐号
生成验证码和用户
绑定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返回代码：0获取成功

1获取失败
imgsrc false string png图片地址

http://***.png



接口名称:新系统打开老系统
接口地址:/api/v2tov1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查询用户信息和token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用户信息和token
接口地址:ApiUser/toke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管理员免密登录 

接口描述:
新系统通过这个接口开发老系统的功能模块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name true string 373107717@qq.c

om
用户名

passwd true string 123 密码
gn true string 需要开发的功能模

块
（peixun,kaoshi,t
ongji）

接口描述:
查询用户信息和token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token true string 用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返回代码：0获取成功

1获取失败
mrrormsg true string token
data true string 用户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管理员免密登录
接口地址:/ApiUser/adminLogi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头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用户注销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用户注销
接口地址:$url$/ApiUser/exi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头
 

接口描述:
暂时只支持超管和企业管理员使用(管理员只能用于自己企业的人员)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默认值 描述
X-Session-Token true 当前登录人的token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Account true string 登录账号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系统异常

80.token不能为空
81.token无效 82.无权
操作 83.登录账号不存
在

token true string token
data true array[object] 用户信息

接口描述:
用户注销



 
响应参数
 
 

  
5.21. 企业运营统计 
获取优秀教师统计排名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获取优秀教师统计排名信息
接口地址:$url$/EnterpriseStatistics/findStatisticsRankByExTeacher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默认值 描述
X-Session-Token true 用户登录处获得的

Token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响应状态吗(可对比文档

)
errormsg true string 响应状态内容

接口描述:
分一级运营和二级，一级运营查询所有的企业，二级查询自己有管理权限的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pageSize false string 5 查看的优秀教师排

名数量
powerLV false string 用户权限
user_ID false string 用户编号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错误码，详情参照文档

说明
datas true array[object]
    user_ID true string
    user_Account true string
    user_Pwd true string
    user_Img true string
    user_Name true string
    email true string
    phone true string



 
示例数据 
 
前端可能需要的参数
user_ID=用户Id
user_Name=用户名称
user_Img=用户头像路径
createCourseNum=该用户创建的课程的总数量
createCourseAccessNum=该用户创建的所有课程的观看次数
 
{
    "errorcode": "0",
    "datas": [
        {
            "user_ID": "c27a29f6-9c56-4d27-bbc1-5031c7c54a40",
            "user_Account": "1329788779@qq.com",
            "user_Pwd": "123",
            "user_Img": "/resources/images/avatar.png",
            "user_Name": "李四",
            "email": "1329788779@qq.com",
            "phone": "17000000000",
            "deleteMark": 0,
            "createDate": "2016/04/15",
            "powerLV": "2",
            "organization_ID": "aa07c18e-cf6b-4cc6-923c-6feea7fe8ee1",
            "organization_Name": "张三",
            "state": 0,
            "filesize": 4.53,
            "lasttime": "2017/03/27",
            "xuefen": "552",
            "createCourseAccessNum": 5,
            "createCourseNum": 54
        }
    ]
} 
获取课程观看量统计排名信息

    deleteMark true string
    createDate true string
    powerLV true string
    organization_ID true string
    organization_Name true string
    state true string
    filesize true string
    lasttime true string
    xuefen true string
    
createCourseAccessN
um

true string

    createCourseNum true string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获取课程观看量统计排名信息
接口地址:$url$/EnterpriseStatistics/findStatisticsRankByCours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

接口描述:
分一级运营和二级，一级运营查询所有的企业，二级查询自己有管理权限的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pageSize false string 10 查看的课程排名数

量
powerLV false string 用户权限
user_ID false string 用户编号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datas true array[object]
    course_Id true string
    course_Name true string
    course_Order true number
    course_Sum true string
    create_Date true string
    create_Id true string
    create_Name true string
    isOpen true number
    lecturer true string
    org_ID true string
    org_Name true string
    course_img true string
    complete true string
    filesize true number
    send_flag true number
    coures_info true boolean
    integral true string
    access_num true number
    accessLearningTime true number



    "errorcode": "0",
    "datas": [
        {
            "course_Id": "bc2dd7f7-bd97-42ac-8245-2278da6080a3",
            "course_Name": "要学的课程1",
            "course_Order": 0,
            "course_Sum": "2",
            "create_Date": "2016/11/29",
            "create_Id": "c27a29f6-9c56-4d27-bbc1-5031c7c54a40",
            "create_Name": "李四",
            "isOpen": 1,
            "lecturer": "要学的讲师01",
            "org_ID": "aa07c18e-cf6b-4cc6-923c-6feea7fe8ee1",
            "org_Name": "张三",
            "course_img": "/resources/images/nullpic.gif",
            "complete": "0",
            "filesize": 0,
            "send_flag": 0,
            "coures_info": false,
            "integral": "10",
            "access_num": 5,
            "accessLearningTime": 1.123456
        }
    ]
} 
获取企业活跃度统计排名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获取企业活跃度统计排名信息
接口地址:$url$/EnterpriseStatistics/findStatisticsRankByCompanyActivity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分一级运营和二级，一级运营查询所有的企业，二级查询自己有管理权限的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pageSize false string 查看的企业活跃度

的企业数量
powerLV false string 用户权限
user_ID false string 用户编号



 
示例数据 
 
前端可能需要的参数
accessNum=活跃数量
activityDate=活跃日期
companyName=公司名称
 
[
    {
        "id": "企业活跃度表编号",
        "companyId": "公司编号",
        "companyName": "公司名称",
        "activityDate": "2017/06/22",
        "accessNum": -1,
        "accessUserIds": "用户编号1,用户编号2...."
    }
] 
获取项目访问活跃度趋势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获取项目访问活跃度趋势
接口地址:$url$/EnterpriseStatistics/findStatisticsRankByProActivity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id true string 企业活跃度表主键
companyId true string 企业主键id
company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activityDate true string 活跃日期
accessNum true number 活跃度数值
accessUserIds true string 访问的用户id内容 (忽略

此处)

接口描述:
分一级运营和二级，一级运营查询所有的企业，二级查询自己有管理权限的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powerLV false string 用户权限
user_ID false string 用户编号



 
示例数据 
 
前端可能需要的参数
accessNum=活跃数量
activityDate=活跃日期
 
[
    {
        "id": "-1",
        "companyId": "-1",
        "companyName": "极速培训",
        "activityDate": "2017/06/22",
        "accessNum": 每月活跃数量,
        "accessUserIds": "用户编号1,用户编号2...."
    }
] 
获取部门活跃度统计排名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获取部门活跃度统计排名
接口地址:/EnterpriseStatistics/findBaseDepartmentActivity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id true string
companyId true string
companyName true string
activityDate true string
accessNum true number
accessUserIds true string

接口描述:
查询企业部门活跃度top5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条数



  
5.22. 运营 
二级运维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二级运维
接口地址:$url$/Operate/findOrgPerson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系统异常 24参

数缺失
datas true string 部门列表
    id true string 主键id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departmentId true string 部门id
    departmentName true string 部门名称
    activityDate true string 活跃度日期
    accessNum true string 访问量

接口描述:
查询负责企业的人员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pUserid false string 当前操作人用户id
powerLV false string 判断权限、以及是

否是二级运营
searchName false string 账号或企业名
pageIndex false string 起始
pageSize false string 每页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1.失败
e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消息
datas true object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主键）
    user_Account true string 用户账号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姓名
    remark true string 备注
    orgCount true string 负者企业数
    has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查询运营企业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运营企业列表
接口地址:$url$/Operate/findOrgList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user_img true string 用户图片
    isflag true string
    has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页面
pageSize true string 当前页码
pageCount true string 总页数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行数

接口描述:
分一级运营和二级，一级运营查询所有的企业，二级查询自己有管理权限的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pUserid true string 当前操作人用户id
powerLV true string 判断权限、以及是

否是二级运营
startDate fals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Date false string 结束时间
orgName false string 企业名称
pageIndex true string 起始
pageSize true string 每页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1.失败
e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消息
datas true object organization对象
    organization_ID true string 主键id
    organization_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createUserDate true string 注册时间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企业注册人id
    courseCount true string 课程数量
    user_Account true string 用户账号
    user_img true string 用户头像
    studentCount true string 学员数量
    activeCount true string 活跃度



 
查询公告（后台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公告（后台列表）
接口地址:$url$/Operate/findNotic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页面
pageSize true string 当前页码
pageCount true string 总页数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行数

接口描述:
查询后台发布的公告，超管——查看所有，管理员——查看自己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pubCritical false string true，紧急

，false不
是否紧急

powerLV false string 超管——查看所有
，管理员——查看
自己

权限id

pubSearch false string 发布标题/发布人
/内容

pageIndex false string 起始位置
pageSize false string 每页条数
user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1.失败
e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消息
datas true object organization对象
    noticeId true string 公告id
    user_Img true string 发布人头像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pubTitle true string 发布标题
    pubContent true string 发布内容
    pubCritical true string 是否紧急
    pubType true string 发布类型
    pubDate true string 发布日期
    pubLevel true string 超管发布1/2管理员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页面



 
查询公告（管理端首页）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公告（管理端首页）
接口地址:$url$/Operate/findComeList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公告（学员端） 
 
基本信息

pageSize true string 当前页码
pageCount true string 总页数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行数

接口描述:
查询前台发布的公告，超管——查看所有，其他，查询管理员发布给自己公司的公告（按发布时间倒序，默认前五
条）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1.失败
e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消息
datas true object organization对象
    noticeId true string 公告id
    user_Img true string 发布人头像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pubTitle true string 发布标题
    pubContent true string 发布内容
    pubCritical true string 是否紧急
    pubType true string 发布类型
    pubDate true string 发布日期
    pubLevel true string 超管发布1/2管理员
    isflag true string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页面
pageSize true string 当前页码
pageCount true string 总页数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行数



接口名称:查询公告（学员端）
接口地址:$url$/Operate/findStudentNotic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企业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企业列表
接口地址:$url$/Operate/searchOrgList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接口描述:
查询企业发给学员端的公告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pageSize true string 查询数量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

缺失
e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消息
datas true object organization对象
    noticeId true string 公告id
    user_img true string 发布人头像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pubTitle true string 发布标题
    pubContent true string 发布内容
    pubCritical true string 是否紧急
    pubType true string 公告类型  默认是发送给

管理端，1，发送给学
员

    pubDate true string 发布日期
    pubLevel true string 超管发布1/2管理员
    isflag true string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页面
pageSize true string 当前页码
pageCount true string 总页数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行数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删除企业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企业 
接口地址:$url$/Operate/delOrg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更具用户id，查询当前用户所管理的企业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dfsfd21dasg32d d用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1.失败
e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消息
datas true object organization对象
    organization_ID true string 主键id
    organization_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createUserDate true string 注册时间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企业注册人id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行数

接口描述:

 删除该企业，——删除用户表，该企业下企业表，任务表，角色表，用户组表，标签吧，权限表，文件表，课程

，试卷，分数，进度，七牛，百度云，本地文件，各种中间表，数据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pUserid true string 当前操作人用户id
orgid true string 要删除的企业id
orgname true string 要删除的企业名称



 
分配企业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分配企业
接口地址:$url$/Operate/addPower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删除二级管理权限 
 
基本信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 true object
    count true string 返回影响行数,0为失败
    message true string 消息

接口描述:

 给人员分配管理企业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pUserid true string 当前操作人用户id
hasOrgid true string 多个用‘，’隔开 要分配的企业id
hasOrgname true string 多个用‘，’隔开 要分配的企业名称
userid true string 要分配的人
remark false string 备注
user_img false string 用户头像
user_Account false string 用户账号
username false string 用户名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 true object
    count true string 返回影响行数,0为失败
    message true string 消息



接口名称:删除二级管理权限
接口地址:$url$/Operate/delManagerOrg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管理企业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管理企业
接口地址:$url$/Operate/opManager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删除管理员管理企业的权限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pUserid false string 当前操作人用户id
userid false string 多个‘，’隔开 要删除管理员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 true object
    count true string 返回影响行数,0为失败
    message true string 消息

接口描述:

运营者登录企业进行管理，拥有超管权限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pUserid false string 当前操作人id
opPowerlv false string 操作人权限
orgSupperid false string 企业注册人员的ID



 
查询未绑定企业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未绑定企业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findOrg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返回代码： 0登录成功

11账号被锁定1小时
12账户或密码有错误
13该用户已经登录 5连
接不上数据库 14验证码
错误 6系统错误

e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提示内容
data true object 用户对象 模拟登录用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powerLV true string 等级 (超级管理员 普通

管理员 教师 学员)
    organization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username true string 联系人姓名
    useraccount true string 用户登录账号
    userpwd true string 用户登录密码
    user_Img true string 用户图片
userstate true string 用户状态（0正常、1未

激活、2帐号锁定）

接口描述:
查询未绑定的企业（默认查询前五条）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Name false string 搜索企业名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s true object 组织机构对象(不会返回
)

    organization_ID true string 组织机构主键
    organization_No true string 组织机构编号
    organization_Name true string 组织机构名称
    parentId true string 组织机构父级ID
    parentName true string 组织机构父级名称



 
示例数据 
 
{
    "orgObj":{
 
    "organization_Id": "DSAFLJDFADSF",
    "organization_Name": "技术部",
    "organization_Fid": "ADFJLASJFKL",
    "organization_Fname":"技术",
    "organization_Sort":"1",
    "orgHousePhone": "010-45678912",
    "orgOutsidePhone": "010-44562181",
    "orgPhone": "13610014566",
    "organization_No":"2017-02-02",
    "organization_Num":"100"
    },
    "personList":[{"user_Id":"DAFKJLADF","user_Name":"战三","user_ImgPath":"/DAFJLADJF.PNG"}]
} 
人员查询列表接口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人员查询列表接口
接口地址:$url$/Operate/getPersonnel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wSort true string 顺序
    wSortLayer false string 排序码 （暂不需要）
    
organization_InnerPh
one

true string 外线电话

    
organization_OuterPh
one

true string 内线电话

    organization_Phone true string 联系电话
    organization_Num true string 组织机构人数

接口描述:
人员查询列表 （默认查询前五条）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searchtext false string 搜索内容



 
示例数据 
 
请求：{
"searchText":"guanliyuan",
"searchType":"0",
"startTime":"2017-02-13",
"endTime":"2017-02-13: 12:00:00",
"portFolioType":"0",
 
}
响应：
 
{
"errorcode":"0",
"portFolioType":"0",
"userList":[{"user_ID":"DKJFKASDADF","user_Name":"张三
","user_Account":"111@111.com","user_ImgPath":"/ASDKJKLAJD.PNG","sysRole":"学员
","sysState":"0","phone":"13600010002","log_Text":"即可拦截垃圾","log_CreateTime":"2017-02-13"},{}],
"personList":[{"user_ID ":"DKJFKASDADF","user_ImgPath":"/DASKJKLJ.PNG"},{}],
"pageIndex":"0",
"pageSize":"10"
"pageCount":"8",
"numCount":"81"
} 
添加公告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添加公告
接口地址:$url$/Operate/addNotice
请求方法:GET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24 参数错
误

datas true array[object] 用户列表
    user_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_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user_Account true string 用户账号
    user_Img true string 用户头像地址
    powerLV true string 系统角色
    state true string 系统状态0正常 1锁定
    phone true string 联系电话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页面
pageSize true string 当前条数
pageCount true string 总页数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条数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修改公告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修改公告
接口地址:$url$/Operate/updateNotic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添加公告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_Img false string 用户头像
user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false string 用户名称
pubTitle false string 发布标题
pubContent false string 发布内容
pubCritical false string false不，true是 是否紧急
pubLevel false string 超管发布1/2管理

员？超管发布
1/2管理员？

等级

user_Account false string 用户账号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1失败
errorMsg true string 消息

接口描述:

修改公告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noticeId true string 公告id
pubTitle false string 发布标题
pubContent false string 发布内容
pubCritical false string true紧急，false不 是否紧急



响应参数
 
 

 
删除公告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公告
接口地址:$url$/Operate/delNotic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5.23. 后台首页 
图表接口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图表接口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GetLoginDateLog
请求方法:POST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1.失败
e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消息

接口描述:

 删除该公告,以及公告内容对应的图片文件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noticeId false string 公告id
user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org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 成功1 失败

5连接不上数据库 6 系
统内部错误

data true object
    count true string 返回影响行数,0为失败
    message true string 消息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有效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5.24. 用户第三方免登相关 
根据 Flag 获取用户对象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根据 Flag 获取用户对象
接口地址:$url$/ApiUser/getUserByFlag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调用此方法获取此企业的七天内所有用户的登录情况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anization_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1 失败
datas true array[object] 七天的数组对象
    date_time true string 日期
    login_size true string 登录次数

true string

接口描述:
根据 Flag 获取用户对象, Flag 用完即作废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lag true string 免登用户的基本信

息的临时唯一标识
符，用完即作废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设置用户权限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设置用户权限
接口地址:$url$/ApiUser/setUserAuth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5.25. 在线报名 
添加或修改班级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添加或修改班级信息
接口地址:grade/saveGradeInfo

errorcode true string 响应码
errormsg true string 响应内容
data true string 用户对象
    user_ID true string 用户主键
    user_Code true string 编号
    user_No true string 用户编号(新)
    user_Account true string 用户账户
    user_Pwd true string 用户密码
    user_Name true string 用户姓名
    powerLV true string 权限级别
    state true string 3:身份信息不完善
    hasAuth true number 0:该用户没有权限数据

,1:该用户有权限数据

接口描述:
设置用户权限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 Id
authority true string 权限字符串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响应码
errormsg true string 响应内容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单个信息(1.班级 2.分类 3.模板)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gradeName true string 班级名称
gradeCover true string 班级封面
coverType true string 封面类型 0 图片

（默认）  1视频
gradeTotal true string 班级总价
unit true string 单位
isDistribution true string 是否开启分销
commissionMone
y

true string 分销佣金金额

commissionProp
ortion

true string 分销佣金比例

gradeDuration true string 班级时长
gradeUnit true string 线下单位
gradeType true string 班级类型
signupCity true string 报名城市
enrolment true number 报名人数
gradeOrder true number 班级顺序
gradePlays true string 班级播放次数(虚

拟)
isRecommend true string 是否推荐
gradeIntroduce true string 班级介绍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membershipRole true string 会员角色
gradeDetailedList true string 课程详细json
address true string 地址
knowledgeId true array[array] 知识分类数组
modelId true array[array] 模板分组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26排序码已存在
47该班级不存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单个信息(1.班级 2.分类 3.模板)
接口地址:grade/findGradeInfo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班级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班级列表
接口地址:grade/findGradeInfoAll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state true string 1.查询单个班级信

息 2.查询知识分类
信息 3.查询模板信
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 成功 1失败  5连接不

上数据库 6系统内部错
误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powerLV true string 权限
searchText true string 查询名称
searchType true string 查询类型1.时间筛

选 2.班级名称 3.班
级类型



 
响应参数
 
 

 
删除班级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班级信息
接口地址:grade/delGrad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班级模板生成 

screenType true string 排序类型  1.根据班
级名称 2.创建时间
3.修改时间

startDate tru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Date true string 结束时间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条数
knowledgeId true string 知识结构id
type true string 类型
orderby true string 默认desc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 成功 1失败  5连接不

上数据库 6系统内部错
误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gradeids true string 班级id 以逗号分隔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type true string 1 类型 1.如果没有人

学习默认删除相关
所有信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 成功 1失败  5连接不

上数据库 6系统内部错
误

numCount true string 删除数量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班级模板生成
接口地址:grade/GradeTemplat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跳转静态页面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跳转静态页面
接口地址:grade/staticFileJump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修改分享次数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修改分享次数
接口地址:grade/updateShares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系统内部错误

24缺少班级id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randomcode true string 随机码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班级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班级信息
接口地址:grade/findGradeInformatio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网校班级购买列表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numCount true string 分享次数

接口描述:
查询班级信息(浏览次数，报名人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系统内部错误

24缺少班级id
data true string 对象
    enrolment true string 报名次数
    participants true string 浏览次数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网校班级购买列表
接口地址:grade/findPurchaseGrad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查询网校班级购买列表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isRecommend true string 是否推荐 0.不推荐

1.推荐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系统内部错误

24缺少班级id
datas true string 班级集合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gradeName true string 班级名称
    gradeCover true string 班级封面
    videoCover true string 视频封面
    coverType true string 封面类型 0 图片（默认

） 1视频
    gradeTotal true string 班级总价
    gradeUnit true string 班级单位
    unit true string 单位 1.元 2.月/元 3.季

（3月） 4.年
    gradeType true string 班级类型 0线上 1线下

2混合（线上、线下）
3会员（预留）

    signupCity true string 班级报名城市
    address true string 地址
    enrolment true string 报名人数上限
    hadEnrolment true string 已报名人数
    gradeIntroduce true string 班级介绍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User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gradeUrl true string 班级静态文件路径
    participants true string 参与人数(真实)



 
查询网校班级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网校班级列表
接口地址:grade/findWxGradePag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5.26. 分销商 
分销商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分销商列表
接口地址:distribution/findDistributionList
请求方法:POST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条数
pageCount true string 总页数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条数

接口描述:
查询网校班级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screenType true string 排序类型  1最新

2最热  4价格
gradeType true string 班级类型   0线上

1线下 2混合
knowledgeId true string 知识分类id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searchText true string 查询内容
orderby true string 1.正序 2.倒序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页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当前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系统内部错误

24缺少用户id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添加分销人员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添加分销人员
接口地址:distribution/saveDistributio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分销商列表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searchText true string 1.根据时间筛选

2.根据分销人员名
称筛选

searchType true string 筛选名称
powerLV true string 权限
distributionRole true string 1.企业内部 2.平台

直销
type true string 1.分销商列表 2.分

销报表
startDate tru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Date true string 结束时间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条数

接口描述:
添加分销人员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distributionId true string 分销id
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user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orgid true string 创建人企业id
org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企业名称
fuserid true string 领导id(上级)
fusername true string 领导名称(上级)



 
统计分销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统计分销信息
接口地址:distribution/findStatistics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查询佣金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佣金列表
接口地址:commission/findCommissionPag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distributionUserI
d

true string 分销人员id

distributionUser
Name

true string 分销人员名称

distributionOrgId true string 分销人员企业id
distributionOrgN
ame

true string 分销人员企业名称

powerLV true string 父级权限
distributionRole true string 分销角色
proportionate true string 抽成比例

接口描述:
统计分销信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searchText true string 查询内容
powerLV true string 权限等级
distributionRole true string 1.企业内部 2.平台

直销

接口描述:
查询佣金列表



 
响应参数
 
 

 
删除分销商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分销商
接口地址:distribution/delDistribution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分销商城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searchText true string 查询内容
searchType true string 查询类型
startDate tru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Date true string 结束时间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datas true string 佣金集合

接口描述:
删除分销商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distributionUserI
d

true string 分销用户id

distributionRole true string 1.企业内部 2.平台
直销

type true string 预留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numCount true string 删除条数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分销商城
接口地址:distribution/findDistributionBusinessCity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分销报表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描述:
分销商城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distributionRole true string 分销角色 1.企业内

部 2.平台分销
distributionLevel true string 分销级别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gradeType true string 班级类型 0线上

1线下 2混合（线
上、线下） 3会员
（预留）

modelid true string 模板id
price true string 价格
screenType true string 排序类型 1.最新

2.最热 3.推荐 4.价
格 5.佣金

searchText true string 查询内容
searchType true string 查询类型 1.根据名

称筛选 2.根据创建
时间筛选

startDate tru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Date true string 结束时间
minPrice true string 最低价格
maxPrice true string 最高价格
orderby true string desc 默认desc
powerLV true string 权限等级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接口名称:查询分销报表信息
接口地址:distribution/findDistributionInfo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分销人员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分销人员信息
接口地址:commission/findDistributionInfo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查询分销报表信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data true string 分销表
    commissionAmount true string 佣金总金额
    enrollmentNum true string 招生人数

接口描述:
查询分销人员信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5.27. 企业收款 
更新企业收款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更新企业收款信息
接口地址:$url$/chequesInfo/saveOrgChequesInfo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看企业收款配置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看企业收款配置信息
接口地址:$url$/chequesInfo/getOrgChequesInfo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接口描述:
更新企业收款信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anizationId true string 完善支付信息的企

业 Id
alipayPublicKey true string 阿里云的公钥
alipaySecretKey true string 阿里云的私钥
wechatPublicKey true string 微信的公钥
wechatSecretKey true string 微信的私钥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响应码
errormsg true string 响应内容

接口描述:
查看企业收款配置信息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前往选择支付类型的页面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前往选择支付类型的页面
接口地址:$url$/payment/toPay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anizationId true string 企业 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响应码
errormsg true string 响应内容
data true string 返回的企业收款配置信

息对象，可能为空
    id true string 主键 Id
    organizationId true string 企业 Id
    alipayPublicKey true string 配置的阿里云公钥 Key
    alipaySecretKey true string 配置的阿里云私钥 Key
    wechatPublicKey true string 配置的微信公钥 Key
    wechatSecretKey true string 配置的微信私钥 Key

接口描述:
前往选择支付类型的页面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derId true string (只适用于班级和

直转)订单 Id
buyType true string 2 网校支付状态,默认

为2
token true string 登录用户的 token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响应码
errormsg true string 响应内容



5.28. 班级评论 
添加评论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添加评论
接口地址:gradeComment/saveCommen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所有评论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所有评论

接口描述:
添加评论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commentContent true string 评论内容
rating true string 评论等级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data true string 评论表
    commentid true string 评论id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commentContent true string 评论内容
    rating true string 评论等级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接口地址:gradeComment/findCommentPag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班级评级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班级评级
接口地址:gradeComment/findGradeRating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查询所有评论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datas true string 评论集合
    commentid true string 评论id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commentContent true string 评论内容
    rating true string 评论等级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接口描述:
查询班级评级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响应参数
 
 

  
5.29. 订单模块 
立即支付接口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立即支付接口
接口地址:order/promptlyPay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学员班级订单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学员班级订单
接口地址:order/findUserOrder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numCount true string 班级评级

接口描述:
立即支付接口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derId true string 订单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1.操作失败,订单无效

24参数缺失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添加或修改订单表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添加或修改订单表信息
接口地址:order/saveOrUpdateOrder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查询学员已经购买的班级订单，并且该班级的截止日期未到（只查询已经完成支付的）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data true string 订单表(当有数据时说明

该班级已经购买)

接口描述:
添加或修改订单表信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derid true string 订单id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purchaseType true string 购买类型(1.单个项

目 2.单个模块)
projectType true string 项目类型（1.班级

、2.续费、3.提成
、4.提现、企业内
直接转）

rangomcode true string 分销人员的随机码



 
微信sdk支付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微信sdk支付
接口地址:payment/weChatSDKPlay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微信sdk支付回调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微信sdk支付回调
接口地址:payment/weChatSDKCallBack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52 报名人数已达上
限 54 该订单已经存在
68 该优惠劵已经使用
69该劵不满足使用条件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token true string token
orderId true string 订单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1.订单已失效 6失

败 24参数缺失 37
token失效

data true string 微信支付的回调页面的
url

接口描述:
用于前端微信支付完成后的回调



 
响应参数
 
 

 
提现佣金(个人)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提现佣金(个人)
接口地址:order/saveWithdrawals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企业提现佣金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企业提现佣金
接口地址:order/saveOrgWithdrawals
请求方法:POST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derId true string 订单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1.订单已失效 6失

败 24参数缺失

接口描述:
提现佣金(个人)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account true string 账户
phone true string 电话
money true string 提现金额
Remarks true string 备注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53提现金额大于余额
58您还有一笔提现订单
没有完成，请完成后再
试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订单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订单列表
接口地址:/order/findOrderInfoPag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account true string 账户
phone true string 手机号
money true string 提现金额
Remarks true string 备注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53提现金额大于余额
58您还有一笔提现订单
没有完成，请完成后再
试

接口描述:
查询订单列表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searchText false string 查询内容
startDate fals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Date false string 结束时间



 
响应参数
 
 

 
添加订单信息(挂账)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添加订单信息(挂账)
接口地址:order/saveOrUpdateBills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orderStatus true string 订单状态（1.未支
付、2.进行中、
3.已完成、4.已取
消,5.挂账 6.挂账已
完成 7.未付款交易
超时关闭，或支付
完成后全额退款）

receivableType true string 收款类型（1.企业
直收 2.平台收入
3.挂账）

projectType true string 项目类型（1.班级
、2.续费、3.提成
、4.提现、5.企业
内直接转）

order_ascription true string 订单归属 1.网校
2.分销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系统异常 24缺

少用户id
datas true string

接口描述:
添加订单信息(挂账)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derid false string 订单id
gradeid false string 项目id
collection false string 实收金额
userid true string 分销人员id
username false string 分销人员名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paymentUserId false string 支付人id
paymentUserNa
me

false string 支付人名称



 
响应参数
 
 

 
示例数据 
 
http://180.76.156.234:9187/order/saveOrUpdateBills?collection=0.2&gradeid=cfc1714d-e6cf-414c-a4b8-
7da49cd0efd8&orderid=&orgid=0f806199-05e3-4f5b-b786-9dde219d3b11&orgname=测试企业
&paymentImg=http://180.76.156.234:8085/resources/knowledge/userAvatar/2139740f-84da-4e34-b593-
84ddc8664a29.jpg&paymentOrgId=0f806199-05e3-4f5b-b786-9dde219d3b11&paymentOrgName=测试企业
&paymentUserId=2139740f-84da-4e34-b593-84ddc8664a29&paymentUserName=管理员
&receivablesImg=http://180.76.156.234:9187/userAvatar/45ad173f-c910-4e65-9089-
22297fc05897.jpg?t=Thu Dec 07 20:12:45 CST 2017&receivablesOrgId=0f806199-05e3-4f5b-b786-
9dde219d3b11&receivablesOrgName=测试企业&receivablesUserId=45ad173f-c910-4e65-9089-
22297fc05897&receivablesUserName=测试&userid=84d07ad3-cca9-4955-bc5b-
b919825ce126&username=王齐飞&data=[{"paymentUserId":"2139740f-84da-4e34-b593-
84ddc8664a29","paymentUserName":"管理员","paymentOrgId":"0f806199-05e3-4f5b-b786-
9dde219d3b11","paymentOrgName":"测试企业","totalCollection":"0.2"}] 
查询已经存在的订单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已经存在的订单
接口地址:order/findExistingOrders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paymentOrgId false string 支付人企业id
paymentOrgNam
e

false string 支付人企业名称

state false string 状态1.挂账取消
2.挂账完成

receivablesUserI
d

false string 收款人id

upuserid false string 修改人id
receivablesUserN
ame

false string 收款人名称

remarks false string 备注
receivablesOrgId false string 收款人企业id
receivablesOrgNa
me

false string 收款人企业名称

data true string 当添加多人时(会
传多人的信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52.报名人数已达上限

63.本次报名人数已达报
名上限

接口描述: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学员端的班级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学员端的班级列表
接口地址:/order/findStudentGradePag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已经存在的订单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系统异常

接口描述:
查询学员端的班级列表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state true string 状态 1.全部(未过

期) 2.已过期
searchText true string 查询内容(班级名

称)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系统异常 24缺

少用户id
datas true array[object]
    gradeId true string 主键
    gradeName true string 班级名称
    gradeCover true string 班级封面
    videoCover true string 视频封面



    coverType true string 封面类型 0 图片（默认
） 1视频

    gradeTotal true string 班级总价
    isDistribution true string 是否开启分销
    commissionMoney true string 分销佣金金额
    
commissionProportio
n

true string 分销佣金比例

    gradeDuration true string 班级时长
    gradeUnit true string 班级单位
    unit true string 单位 1.元 2.月/元 3.季

（3月） 4.年
    gradeType true string 班级类型 0线上 1线下

2混合（线上、线下）
3会员（预留）

    signupCity true string 班级报名城市
    address true string 线下地址
    enrolment true number 报名人数
    hadEnrolment true number 已报名人数
    gradeOrder true number 排序码
    gradePlays true string 班级播放次数(虚拟)
    isRecommend true string 是否推荐  0.不推荐 1.推

荐
    gradeIntroduce true string 班级介绍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User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modifyUserId true string 修改人id
    modifyUserName true string  修改人名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modifyDate true string 修改时间
    participants true number 参与人数(真实)
    fabulous true number 点赞人数
    collections true string 收藏人数
    shares true string 分享人数
    membershipRole true string 会员角色
    gradeUrl true string 班级静态页面路径
    spare true string 模板id
    expand true string expand=1，已结业

，0或者null或者没有
，就是未结业

    enrollStartDate true string 报名开始时间
    enrollEndDate true string  报名结束时间
    lineStartDate true string 线上课开始时间
    lineEndDate true string 线上课结束时间
    isExamine true string 是否审核(默认为false)
    codeNumber true string 发文号
    isPrice true string 是否需要价格(默认为

false，为企业内部班)
    isPublic true string 是否全员参与(默认为

true)
    departmentId true string 主办方id(部门id)
    department_name true string 主办方名称 (部门名称)
    trainbaseId true string 培训基地id
    average true string  平均分



  
5.30. 网校新闻管理 
添加或修改新闻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添加或修改新闻
接口地址:journalism/saveJournalismInfo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gradeSwitch true string 班级开关
    userJson true string userJson
    reportTime true string 报道时间
    trainType true string  培训计划类型
    trainMode true string 培训方式及渠道
    null true string
    null true string
    null true string
    null true string
    null true string
    null true string
    null true string
    null true string
    null true string
    null true string
    null true string
    null true string
    null true string
    null true string
    null true string
    null true string
    null true string
    null true string

接口描述:
添加或修改新闻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journalismId true string 新闻id(当id存在时

修改)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添加时为创

建人id,修改为修改
人id)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添加时
为创建人名称,修改
为修改人名称)



 
响应参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添加时为创
建人企业id,修改为
修改人企业id)

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添加时
为创建人企业名称
,修改为修改人企业
名称)

title true string 标题
content true string 内容
author true string 作者
journalismCover true string 新闻封面（如果有

多个以，隔开）
knowledgeId true string 知识分类id
knowledgeName true string 知识分类名称
knowledgeState true string 知识分类状态（0

选择分类  1自定义
分类  2根据id实时
查分类）

templateId true string 模板id
templateName true string 模板名称
templateUrl true string 模板url
isRecommend true string 是否推荐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25该新闻不存在
data true string 新闻对象
    journalismId true number 新闻id
    title true string 标题
    content true string 内容
    author true string 作者
    journalismCover true string 新闻封面 （如果有多个

会以，隔开）
    releaseUserId true string 发布人
    releaseUserName true string 发布人名称
    releaseOrgId true string 发布人企业id
    releaseOrgName true string 发布人企业名称
    releaseState true string 发布状态（1.未审核、

2.审核中 3.驳回、4.审
核完毕）

    modifyUserId true string 修改人id
    modifyUserName true string 修改人名称
    modifyOrgId true string 修改人企业id
    modifyOrgName true string 修改人企业名称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modifyDate true string 修改时间
    knowledgeId true string 知识分类id
    knowledgeName true string 知识分类名称
    knowledgeState true string 知识分类状态（0 选择

分类  1自定义分类  2根
据id实时查分类）

    templateId true string 模板id
    templateName true string 模板名称



 
删除新闻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新闻
接口地址:journalism/delJournalism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新闻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新闻列表
接口地址:journalism/findJournalismInfo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templateUrl true string 模板url
    isRecommend true string 是否推荐

接口描述:
删除新闻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journalismid true string 新闻id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numCount true string 删除数量

接口描述:
查询新闻列表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响应参数
 
 

 
修改新闻状态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修改新闻状态
接口地址:journalism/updateJournalism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searchText true string 查询内容
searchType true string 查询类型 1.根据时

间筛选 2.根据标题
筛选

screenType true string 筛选类型 1.未审核
、2.审核中 3.驳回
、4.审核完毕

type true string 状态（1.新闻
，2.栏目）

startDate tru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Date true string 结束时间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data true string 新闻集合

接口描述:
修改新闻状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journalismid true string 新闻id
state true string 新闻状态 1.未审核

、2.审核中 3.驳回
、4.审核完毕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查询最热新闻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最热新闻
接口地址:journalism/findHotNews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查询最热新闻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knowledgeid true string 知识分类id
isRecommend true string 是否推荐 0.不推荐

1.推荐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datas true string 新闻集合
    journalismId true string 新闻id
    journalismCover true string 新闻封面
    title true string 标题
    content true string 内容
    author true string 作者
    edition true string 版本
    releaseUserId true string 发布人id
    releaseUserName true string 发布人名称
    releaseOrgId true string 发布人企业id
    releaseOrgName true string 发布人企业名称
    releaseState true string 发布状态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knowledgeId true string 知识分类id
    knowledgeName true string 知识分类名称
    knowledgeState true string 知识分类状态
    isRecommend true string 是否推荐  0.不推荐 1.推

荐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页码
pageSize true string 当前条数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条数



 
查询新闻知识分类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新闻知识分类
接口地址:journalism/findKnowledg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5.31. 网校客服管理 
添加或修改网校客服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添加或修改网校客服信息
接口地址:customer/saveOrUpCustomer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pageCount true string 总页数

接口描述:
查询网校新闻知识分类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页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当前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datas true string 知识分类集合

接口描述:
添加网校客服信息



 
响应参数
 
 

 
查询网校客服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网校客服列表
接口地址:customer/findCustomerPag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usId true string 客服id
cusName true string 客服呢称
cusQQ true string 客服账号(QQ 电话

微信)
cusType true string 客服类型(0/空 QQ

1电话  2 微信)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当前登录人

id)
cusPath true string 客服图片路径(二

维码)   5
isShow true string 0不显示  1显示 是否显示
displayPostition true string 展示位置  0.学员端

1.网校(默认网校1)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25该新闻不存在
data true string 客服表
    cusId true string 客服id
    cusName true string 客服名称
    cusQQ true string 客服账号（QQ 电话 微

信）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modifyUserId true string 修改人id
    modifyDate true string 修改时间
    cusPath true string 客服图片路径(二维码)
    cusType true string 客服类型（0/空 QQ 1电

话  2 微信）
    displayPostition true string 展示位置  0.学员端 1.网

校
    isShow true string 是否显示

接口描述:
查询网校客服列表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删除客服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客服信息
接口地址:customer/delCustomer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searchText false string 查询内容
searchType false string 查询类型
startDate fals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Date false string 结束时间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条数
displayPostition false string 展示位置  0.学员端

1.网校
isShow false string 是否显示 0.不显示

1.显示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51 该用户不存在
data true string 客服表
    cusId true string 客服id
    cusName true string 客服昵称
    cusQQ true string 客服账号(QQ 电话 微信

)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modifyUserId true string 修改人id
    modifyDate true string 修改时间
    cusPath true string 客服图片路径(二维码)
    displayPostition true string 展示位置  0.学员端 1.网

校
    isShow true string 是否显示

接口描述:
删除客服信息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5.32. 网校栏目管理 
添加或修改栏目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添加或修改栏目
接口地址:columns/saveColumnsInfo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usId true string 客服id(如果有多个

以，隔开)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numCount true string 删除数量

接口描述:
添加或修改栏目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olumnsId true string 栏目id
columnsCover true string 栏目封面(如果有

多个以，分隔)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title true string 标题
content true string 内容
author true string 作者
knowledgeId true string 知识分类id
knowledgeName true string 知识分类名称
knowledgeState true string 知识分类状态（0

选择分类  1自定义
分类  2根据id实时
查分类）



 
响应参数
 
 

 
删除栏目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栏目
接口地址:columns/delColumns
请求方法:POST

templateId true string 模板id
templateName true string 模板名称
templateUrl true string 模板url
isRecommend true string 是否推荐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25该栏目不存在
data true string 栏目表
    columnsId true string 栏目id
    columnsName true string 栏目名称
    columnsCover true string 栏目封面(如果有多个以

，分隔)
    title true string 标题
    content true string 内容
    author true string 作者
    edition true string 版本
    releaseUserId true string 发布人
    releaseUserName true string 发布人名称
    releaseOrgId true string 发布人企业id
    releaseOrgName true string 发布人企业名称
    releaseState true string 发布状态（1.未审核、

2.审核中 3.驳回、4.审
核完毕）

    modifyUserId true string 修改人id
    modifyUserName true string 修改人名称
    modifyOrgId true string 修改人企业id
    modifyOrgName true string 修改人企业名称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modifyDate true string 修改时间
    auditingUserId true string 审核人id
    auditingUserName true string 审核人名称
    knowledgeId true string 知识分类id
    knowledgeName true string 知识分类名称
    knowledgeState true string 知识分类状态（0 选择

分类  1自定义分类  2根
据id实时查分类）

    templateId true string 模板id
    templateName true string 模板名称
    templateUrl true string 模板url
    isRecommend true string 是否推荐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栏目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栏目列表
接口地址:columns/findColumnsPag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删除栏目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olumnsid true string 栏目id(如果是多个

以逗号隔开)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numCount true string 删除数量

接口描述:
查询栏目列表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searchText true string 查询内容
searchType true string 查询类型
screenType true string 筛选类型
startDate tru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Date true string 结束时间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条数



 
修改新闻状态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修改新闻状态
接口地址:columns/updateColumns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5.33. 网校导航管理 
添加或修改接口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添加或修改接口
接口地址:navigation/saveOrUpdateNavigatio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51 该用户不存在

接口描述:
修改新闻状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columnsid true string
state true string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51 该用户不存在

接口描述:
添加或修改接口



 
响应参数
 
 

 
查询导航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导航列表
接口地址:navigation/findNavigationPag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navigationId true string 导航id(修改时传)
navigationName true string 导航名称
navigationPhoto true string 导航图片
navigationLink true string 导航链接
navigationOrder true string 导航顺序
navigationType true string 导航类型 1.头部

2.底部
templateId true string 模板id
templateName true string 模板名称
navigationTitle true string 导航标题
navigationDescri
be

true string 导航内容

navigationKeywo
rd

true string 导航关键词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25该导航不存在
51该用户不存在

data true string 导航表
    navigationId true string 导航id
    navigationName true string 导航名称
    navigationPhoto true string 导航图片
    navigationLink true string 导航链接
    navigationOrder true string 导航顺序
    navigationType true string 导航类型  1.头部 2.底部
    templateId true string 模板id
    templateName true string 模板名称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User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createOrgId true string 创建人企业id
    createOrg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企业名称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modifyDate true string 修改时间

接口描述:
查询导航列表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删除导航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导航
接口地址:删除导航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searchText true string 查询内容
searchType true string 查询类型 1.根据时

间筛选 2.根据名称
筛选

screenType true string 筛选类型 1.头部
2.底部

startDate tru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Date true string 结束时间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data true string 导航表
    navigationId true string 导航id
    navigationName true string 导航名称
    navigationPhoto true string 导航图片
    navigationLink true string 导航链接
    navigationOrder true string 导航顺序
    navigationType true string 导航类型
    templateId true string 模板id
    templateName true string 模板名称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User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createOrgId true string 创建人企业id
    createOrg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企业名称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modifyDate true string 修改时间

接口描述:
delNavigation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5.34. 网校模板管理 
查询模板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模板列表
接口地址:template/findTemplatePag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navigationId true string 导航id(如果是多个

以逗号隔开)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numCount true string 删除数量

接口描述:
查询模板列表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searchText true string 查询内容
searchType true string 查询类型 1.根据时

间筛选 2.根据名称
筛选

startDate tru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Date true string 结束时间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删除模板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模板
接口地址:template/delTemplat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51该用户不存在

data true string 模板表
    templateId true string 模板id
    templateName true string 模板名称
    templateActualPath true string 模板路径
    
templateThumbnailP
ath

true string 模板缩略图路径

    templateColumn true string 模板所属栏目（头部
，底部，新闻，栏目
，首页，？app）

    templateParameter true string 模板参数
    IsSystemTemplate true string 是否为系统模板 0.系统

模板 1.自定义模板
    
templateClassificatio
n

true string 模板分类

    templateLabel true string 模板标签
    templateDescribe true string 模版描述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User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createOrgId true string 创建人企业id
    createOrg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企业名称
    modifyUserId true string 修改人id
    modifyUserName true string 修改人名称
    modifyOrgId true string 修改人企业id
    modifyOrgName true string 修改人企业名称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modifyDate true string 修改时间
    isOpen true string 是否公开
    originalPrice true string 原价
    presentPrice true string 现价
    discount true string 折扣

接口描述:
删除模板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响应参数
 
 

 
添加模板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添加模板
接口地址:/template/saveOrUpdateTemplat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templateid true string 模板id(如果是多个
以逗号隔开)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51该用户不存在
numCount true string 删除条数

接口描述:
添加模板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templateInfo true string 模板的json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系统异常

24.缺少模板的json
data true string 模板表
    templateId true number 模板id
    templateName true string 模板名称
    templateFileName true string 模板文件名称
    templateActualPath true string 模板实际路径(不包含模

板文件名)
    
templateThumbnailP
ath

true string 模板缩略图路径

    templateColumn true string 模板所属栏目 1.首页
2.公开课 3.班级列表
4.班级详细 5.栏目列表
6.栏目(关于我们) 7.新
闻列表 8.新闻详细 9.头
部 10.底部

    templateParameter true string 模板参数



 
上传ftl文件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上传ftl文件
接口地址:template/uploadFtl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IsSystemTemplate true number 是否为系统模板 0.自定
义模板 1.系统模板(系统
模板默认为公开)

    
templateClassificatio
n

true string 模板分类

    templateLabel true string 模版标签
    templateDescribe true string 模版描述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User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createOrgId true string 创建人企业id
    createOrg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企业名称
    modifyUserId true string 修改人用户id
    modifyUserName true string 修改人用户名称
    modifyOrgId true string 修改人企业id
    modifyOrgName true string 修改人企业名称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modifyDate true string 修改时间
    isOpen true number 是否公开
    originalPrice true number 原价
    presentPrice true number 现价
    discount true number 折扣

接口描述:
上传ftl文件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 true string 上传的ftl文件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jo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系统异常

24.缺少用户id
data true string 模板表
    templateFileName true string 模板文件名



  
5.35. 网校广告管理 
添加或修改广告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添加或修改广告
接口地址:advertisement/addOrUploadAdvertisemen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templateActualPath true string 模板实际路径(不包含模
板文件名)

    
templateDownloadPa
th

true string 模板下载路径

接口描述:
添加或修改广告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advertisementId true string 广告id
advertisementNa
me

true string 广告名称

advertisementPo
sition

true string 广告位置 (0.图片
轮番 1.欢迎页)

advertisementOr
der

true number 广告顺序

advertisementPa
th

true string 广告路径

advertisementDe
scribe

true string 广告描述

advertisementLin
k

true string 广告链接

advertisementSiz
e

true string 广告尺寸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25该导航不存在
51该用户不存在

data true string 广告表
    advertisementId true string 广告id
    advertisementName true string 广告名称



 
删除广告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广告
接口地址:advertisement/delAdvertisemen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广告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广告列表

    
advertisementPositio
n

true string 广告位置 (0.图片轮番
1.欢迎页)

    advertisementOrder true string 广告顺序
    advertisementPath true string 广告路径
    
advertisementDescrib
e

true string 广告描述

    advertisementLink true string 广告链接
    advertisementSize true string 广告尺寸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User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createOrgId true string 创建人企业id
    createOrg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企业名称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modifyDate true string 修改时间

接口描述:
删除广告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advertisementid true string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51该用户不存在
numCount true string 删除条数



接口地址:advertisement/findAdvertisemen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app广告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app广告
接口地址:advertisement/findAppAdver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查询广告列表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searchText true string 查询内容
searchType true string 查询列表 1.根据时

间筛选 2.根据名称
筛选

startDate tru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Date true string 结束时间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51该用户不存在

接口描述:
查询app广告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number true string 默认为0 查询数量



  
5.36. 卡片设置 
添加或修改卡片设置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添加或修改卡片设置
接口地址:$url$/orgEnrollSet/saveOrUpSetInfo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datas true string 广告列表
    advertisementId true string 广告id
    advertisementName true string 广告名称
    
advertisementPositio
n

true string 广告位置 (0.图片轮番
1.欢迎页)

    advertisementOrder true string 广告顺序
    advertisementPath true string 广告图片路径
    
advertisementDescrib
e

true string 广告描述

    advertisementLink true string 广告链接
    advertisementSize true string 广告尺寸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User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createOrgId true string 创建人企业id
    createOrg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企业名称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modifyDate true string 修改时间

接口描述:
添加或修改广告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ardId true string 卡片id
cardName true string 卡片名称
form false string 设置json
state true number 状态 0启用 1 停用
createUserid true number 创建人id
createUser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createOrgid true string 创建人企业id
createOrg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企业名称



 
查询卡片设置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卡片设置
接口地址:$url$/orgEnrollSet/findSetInfoById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删除卡片设置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data true string 新增或修改后的对象
    cardId true string 卡片id
    cardName true string 卡片名称
    form false string 表单设置json
    state true string 状态 0启用 1 停用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日期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User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createOrgId true string 创建企业id
    createOrgName true string 创建企业名称

接口描述:
更具卡片id，查询该卡片的表单设置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ardId true string 卡片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data true string 查询的对象
    cardId true string 卡片id
    cardName true string 卡片名称
    form false string 表单设置json
    state true string 状态 0启用 1 停用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日期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User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createOrgId true string 创建企业id
    createOrgName true string 创建企业名称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卡片设置
接口地址:$url$/orgEnrollSet/delSetInfo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5.37. 移动端菜单设置 
添加或修改菜单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添加或修改菜单
接口地址:$url$/appMenu/addOrUpMenu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ardIds true string 要删除卡片id，多

个以英文逗号隔开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numCount true string 删除受影响的行数

接口描述:
添加或修改广告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data true string 前端写好的json



 
查询企业的移动端菜单配置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企业的移动端菜单配置
接口地址:$url$/appMenu/findAppMenu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data true string 新增或修改后的对象
    menuId true string 主键
    menuName true string 菜单名称
    menuType false string 菜单类型   1,图标菜单

，2，知识分类菜单
    iconType true string 图标类型   1,系统图标

，2，自定义图标
    menuIcon true string 菜单图标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User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createOrgId true string 创建企业id
    createOrgName true string 创建企业名称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日期
    modifyDate true string 修改日期
    remark true string 备注

接口描述:
查询企业的移动端菜单配置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datas true string 查询到的菜单集合
    menuId true string 主键
    menuName true string 菜单名称
    menuType false string 菜单类型   1,超链接菜

单，2，知识分类菜单
    menuUrl true string 超链接地址
    knowledgeId true string 知识架构id
    knowledgeName true string 知识架构名称



 
删除菜单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菜单
接口地址:$url$/appMenu/delAppMenu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5.38. 班级文件 
班级相册上传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班级相册上传
接口地址:/Kapi/uploadGradeAlbum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iconType true string 图标类型   1,系统图标
，2，自定义图标

    menuIcon true string 菜单图标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User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createOrgId true string 创建企业id
    createOrgName true string 创建企业名称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日期
    modifyDate true string 修改日期
    remark true string 备注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menuIds true string 要删除的菜单

id，多个以英文逗
号隔开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numCount true string 删除受影响的行数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班级相册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班级相册
接口地址:/Kapi/findGradeAlbum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班级文件上传接口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filePath true string 文件路径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24,上传文件不能为空

46,上传文件超过限制
39,企业存储空间超过最
大限制

接口描述:
班级文件查询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码
pageSize true string 页数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startTime false string 长传开始时间
endTime false string 长传结束时间
userid true string 登录人id
isMy false string 是否只看自己上传

的 yes是 no 不



 
删除班级相册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班级相册
接口地址:/Kapi/deletGradeAlbum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问答文件上传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问答文件上传
接口地址:/Kapi/uploadQuestio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0成功 6内部错

误
datas true array[object]
    relationId true string 关系id
    gradeType true string 班级文件类型 1.作业

2.资料 3.相册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userId true string 上传人id
    filePath true string 文件路径
    uploadTime true string 上传时间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relationId true string 关系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0 成功 14 用户

没有权限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问答文件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问答文件
接口地址:/Kapi/findGradeQuestion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班级文件上传接口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file true file 上传文件
questionId true string 问答id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xtype true string 问答回复类型 1.问

答 2.回复
title true string 问答标题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24,上传文件不能为空

46,上传文件超过限制
39,企业存储空间超过最
大限制

接口描述:
班级文件查询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Id true string
xtype true string
pageIndex true string
pageSize true string
gradeId true string
questionId true string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 true array[object] 文件集合
    upId true string 文件id
    index_up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persistentId true string 暂时无用
    index_up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up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up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fileName true string 文件名称
    uploadTime true string 上传时间
    fileSize true string 文件大小
    fileType true string 文件类型
    status true string 状态
    fileUrl true string 地址
    fileUrlMp4 true string 暂时无用
    fileUrlDownload true string 暂时无用
    
fileUrlMp4Download

true string 暂时无用

    fileUrl1 true string 暂时无用
    fileUrl2 true string 暂时无用
    fileUrl3 true string 暂时无用
    fileUrl1Download true string 暂时无用
    fileUrl2Download true string 暂时无用
    fileUrl3Download true string 暂存文本内容
    label_Id true string 标签ID
    label_name true string 标签名字
    fileid true string 文件ID
    filenameonly true string  文件上传的实际路径
    Type true string 0为主文件，1为辅助文

件
    fid true string 父级节点ID【索引】
    filepath true string 文件预览路径

（/xxx/xxx?）
    filepreview true string 文件预览路径

（/xxx/xxx?）
    fileTxt true string 文件内容
    updateUserId true string 修改人id
    updateUser true string 修改人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updatetime true string 最后一次修改时间
    fileversion true string 最终版本编号
    frequency true string 下载次数
    fileurlonly true string 唯一文件路径（用于兼

容老版本，如果无文件
属性JSON用这个）

    filecover true string 文件封面(为空时候显示
图标)

    videotime true string 视频文件，视频时长,单
位秒

    pagecount true string 百度云回调的错误信息
    Shares true string 是否是共享文件
    tagids true string 文档文件，页数
    Yuan true string 存储源名称”,// 0.本地

1,百度云,阿里云
    previewNumber true string 浏览次数



 
删除问答文件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问答文件
接口地址:/Kapi/deletGradeQuestion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5.39. 问卷 
添加或编辑问卷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添加或编辑问卷
接口地址:/questionnaire/saveOrEditQuestionnair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0成功 6内部错
误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xtype true string 用户id
questionId true string 班级id
fileId true string 文件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0 成功 14 用户

没有权限

接口描述:
添加或编辑问卷



 
响应参数
 
 

 
获取问答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获取问答列表
接口地址:/questionnaire/findQuestionnairePag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question true string 问卷json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data true string 问卷对象
    questionnaireId true string 问卷id
    title true string 标题
    content true string 内容
    peroration true string 结束语
    backgroundPath true string 背景图片
    questionnaireType true string 问卷类型  0普通调查

，查看用户选择比重
；1为评估，为看调研
用户得分，2为测评
，需要显示测评结果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User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createOrgId true string 创建人企业id
    modifyUserId true string 修改人id
    startTime tru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Time true string 结束时间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modifyDate true string 修改时间
    isAnonymous true string 是否匿名
    isResult true string 是否显示结果
    questions true string 问题列表
    qualified true string 合格条件json
    taglist true string 维度列表
    result true string 专为测评类内容预留

，根据得分，给出结果

接口描述:
获取问答列表



 
响应参数
 
 

 
删除问卷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问卷
接口地址:/questionnaire/delQuestionnair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添加用户做题记录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添加用户做题记录
接口地址:/questionnaire/saveTopicUser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searchText true string 查询内容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datas true string 问卷列表

接口描述:
删除问卷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qid true string 问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1.失败 24参数缺

失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获取单个问卷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获取单个问卷信息
接口地址:/questionnaire/findTopicDetails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添加用户做题记录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questionnaireId true string 问卷id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dati true string 答题记录json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1.失败 24.参数

缺失
datas true string 用户答题记录表
    relationId true string 关系id
    questionnaireId true string 问卷id
    groupId true string 组id
    topicId true string 题id
    topicType true string 选项id
    optionId true string 选项类型
    tagid true string 维度id
    answer true string 问答题答案
    score true number 分数
    createDate true object 创建时间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接口描述:
获取单个问卷信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响应参数
 
 

 
查询答案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答案列表
接口地址:/questionnaire/findAnswerPag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qid true string 问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1.失败 24.参数

缺失
data true string 问卷对象
    id true string 问卷id
    title true string 标题
    hi true string 内容
    end true string 结束语
    bg true string 背景图片路径
    type true string 问卷类型  0普通调查

，查看用户选择比重
；1为评估，为看调研
用户得分，2为测评
，需要显示测评结果

    enddate true string 结束时间
    login true string 是否匿名
    jieguo true string 是否显示结果
    question true string 问题列表
    qualified true string 合格条件json
    taglist true string 维度列表
    result true string 专为测评类内容预留

，根据得分，给出结果

接口描述:
查询答案列表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qid true string 问卷id
tid true string 题目id
pageIndex true string 1 页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10 条数



 
查询关系表中数据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关系表中数据
接口地址:questionnaire/findBinding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1.失败 24.参数

缺失
datas true string 回答的对象
    questionnaireId true string 问卷id
    groupId true string 组id
    topicId true string 题id
    topicType true string 题目类型0为单选，1为

多选，2为问答，3为打
分题

    optionId true string 选项id
    tagid true string 维度id
    answer true string 答案
    score true string 分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xid true string 类型id
xtype true string 类型 1.班级 2.课程

3.班级线下课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 true string
    questionnaireId true string 问卷id
    title true string 问卷标题
    content true string 问卷内容
    peroration true string 结束语
    backgroundPath true string 背景图片路径



 
查询课程问卷是否答过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课程问卷是否答过
接口地址:questionnaire/findIsaAnser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questionnaireType true string 问卷类型  0普通调查
，查看用户选择比重
；1为评估，为看调研
用户得分，2为测评
，需要显示测评结果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User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createOrgId true string 创建人企业名称
    modifyUserId true string 修改人id
    startTime true string 修改时间
    endTime true string 结束时间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modifyDate true string 修改时间
    isAnonymous true string 是否匿名
    isResult true string 是否显示结果
    questions true string 问题列表
    qualified true string 合格条件json
    taglist true string 维度列表
    result true string 专为测评类内容预留

，根据得分，给出结果
    questionnaireScene true string 问卷的使用场景 0.普通

问卷，通过分配选择范
围 1.课程 2.班级

    isPublic true string 是否全员参与
    dateFormate true string 日期格式(0.不限制

，1.固定日期，2.固定
天数)

    userJson true string 前端用来回显的json字
符串，设不限长度

    remarks true string 备注
er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0成功 6内部错

误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courseid true string 课程id
xtype true string 类型



响应参数
 
 

 
班级课程问卷统计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班级课程问卷统计
接口地址:questionnaire/CourseSour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关系表中的数据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关系表中的数据
接口地址:questionnaire/findBinding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 true object
    questionnaireId true string 问卷id
    isAnswer true string 是否答过 true 是 false

否
null true string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 true array[object]
    courseName true string 课程名称
    coursedId true string 课程id
    lecturer true string 讲师信息
    group true array[object] 平均数据
        org_name true string 名称
        student_number true string 平均分
er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成功 6内部错误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xid true string 类型id
xtype true string 类型 1.班级 2.课程

3.班级线下课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 true string
    questionnaireId true string 问卷id
    title true string 问卷标题
    content true string 问卷内容
    peroration true string 结束语
    backgroundPath true string 背景图片路径
    questionnaireType true string 问卷类型  0普通调查

，查看用户选择比重
；1为评估，为看调研
用户得分，2为测评
，需要显示测评结果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User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createOrgId true string 创建人企业id
    startTime true string 开始时间
    modifyUserId true string 修改人id
    endTime true string 结束时间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modifyDate true string 修改时间
    isAnonymous true string 是否匿名
    isResult true string 是否显示结果
    questions true string 问题列表
    qualified true string 合格条件json
    taglist true string 维度列表
    result true string 专为测评类内容预留

，根据得分，给出结果
    questionnaireScene true string 问卷的使用场景 0.普通

问卷，通过分配选择范
围 1.课程 2.班级

    isPublic true string 是否全员参与
    dateFormate true string 日期格式(0.不限制

，1.固定日期，2.固定
天数)

    userJson true string 前端用来回显的json字
符串，设不限长度

    remarks true string 备注
er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成功6内部错误



查询班级课程问卷答题人数和得分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班级课程问卷答题人数和得分
接口地址:questionnaire/findGradeNumber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5.40. 拼团 
查询该拼团下的人员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该拼团下的人员
接口地址:$url$/coupon/findGradeCouponLis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qid true string 问卷id
xtype true string 类型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 true object
    org_id true string 总分
    org_name true string 问卷名称
    student_number true string 答题人数
er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0成功 6内部错

误

接口描述:
查询摸个拼团下已拼的用户



 
响应参数
 
 

 
查询拼团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拼团列表
接口地址:$url$/coupon/findCollageLis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ollageId true string 拼团id
searchText false string 用户名称
pageIndex true string 起始页
pageSize true string 每页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datas true string 新增或修改后的对象
    couponId true number 主键
    collageId true string 拼团id
    userId false number 加入用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加入用户名称
    userImg true string 加入用户头像
    collageState true string 拼团状态
    collageXtype true string 拼团类型（1.班级

，2.课程）
    collageXid true number 班级id/课程id
    collageXname true number 班级名称，课程名称
    createCollageUserId true number 发起拼团用户id
    
createCollageUserNa
me

true string 发起拼团用户名称

    
createCollageUserImg

true string 发起拼团用户头像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日期
pageCount true string 总页数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行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每页条数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期页数
e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消息

接口描述:
更具课程id，班级id查询其下的拼团列表
xid,为空则更具用户权限进行查询



 
响应参数
 
 

 
添加或修改拼团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添加或修改拼团信息
接口地址:$url$/coupon/addEditCollageInfo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xid false string 课程、班级id
searchText false string 报团的标题，课程

名称，班级名称
pageIndex true string 起始页
pageSize true string 每页条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powerLV true string 权限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datas true string 查询的对象
    collageId true string 主键
    collageTitile true string 拼团标题
    collageXtype false string 拼团类型（1.班级

，2.课程）
    collageXid true string 班级id/课程id
    collageXname true string 班级名称，课程名称
    introduce true string 活动介绍
    collageBanner true string 拼团广告图
    collageCount true string 拼团人数
    purchaseUnitPrice true string 单买单价
    collageUnitPrice true string 拼团单价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startDate true string 发放开始时间
    endDate true string 发放结束时间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User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createOrgId true string 创建人企业id
    createOrg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企业名称
pageCount true string 总页数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行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每页条数
pageIndex true string 当前页数
e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消息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加入拼团

接口描述:
添加或修改拼团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ollageId true string 主键
collageTitile true string 报团标题
collageXtype true number 拼团类型（1.班级

，2.课程）
collageXid true number 班级id/课程id
collageXname true number 班级名称，课程名

称
introduce true string 活动介绍
collageBanner true string 拼团广告图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User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createOrgId true string 创建人企业id
createOrg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企业名称
startDate true string 开始日期
endDate true string 结束日期
collageCount true number 拼团人数
purchaseUnitPric
e

true string 单买单价

collageUnitPrice true string 拼团单价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data true string 新增或修改后的对象
    collageId true number 拼团主键
    collageTitile true string 拼团标题
    collageXtype false number 拼团类型（1.班级

，2.课程）
    collageXid true string 班级id/课程id
    collageXname true string 班级名称，课程名称
    introduce true string 活动介绍
    collageBanner true string 拼团广告图
    collageCount true number 拼团人数
    purchaseUnitPrice true number 单买单价
    collageUnitPrice true number 拼团单价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startDate true string 发放开始时间
    endDate true string 发放结束时间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User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createOrgId true string 创建人企业id
    createOrg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企业名称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加入拼团
接口地址:$url$/coupon/AddEditCoupo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加入拼团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ouponId true string 主键
collageId true string 拼团id
userId true number 加入用户id
userName true number 加入用户名称
userImg true number 加入用户头像
collageXtype true string 拼团类型（1.班级

，2.课程）
collageXid true string 班级id/课程id
collageXname true string 班级名称，课程名

称
createCollageUse
rId

true string 发起拼团用户id

createCollageUse
rName

true string 发起拼团用户名称

createCollageUse
rImg

true string 发起拼团用户头像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95人数已满
data true string 新增或修改后的对象
    couponId true number 主键
    collageId true string 拼团id
    userId false number 加入用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加入用户名称
    userImg true string 加入用户头像
    collageState true string 拼团状态
    collageXtype true string 拼团类型（1.班级

，2.课程）
    collageXid true number 班级id/课程id
    collageXname true number 班级名称，课程名称
    createCollageUserId true number 发起拼团用户id
    
createCollageUserNa
me

true string 发起拼团用户名称



 
取消拼团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取消拼团
接口地址:$url$/coupon/delGradeCoupon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5.41. 学员注册 
添加注册项目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添加注册项目
接口地址:/project/addProject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createCollageUserImg

true string 发起拼团用户头像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日期

接口描述:
分为发起者取消拼团（这个拼团全部取消） 和 加入者取消拼团（只取消这个人的）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ouponIds true string 主键,多个逗号隔开

（单人取消拼团）
collageId true string 拼团主键（发起人

取消拼团）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参数缺

失
numCount true string 删除受影响的行数

接口描述:
对注册时的项目添加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项目及选项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项目及选项
接口地址:project/findProject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头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projectname true string
projecttype true string 0为文本 1为选择
projectclume false string 绑定字段
belong false string 1为主表2为附表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validate true string 表单验证
weight true string 宽度
length true string 长度
sequen true string 顺序
datasouse true string 数据源
coalition true string 合并列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code true string 0为成功 6为失败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_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描述
projectid true 项目id
projectname true 项目名称
projecttype true 项目分类
projectclume true 项目绑定字段
createtime true 创建时间



 
响应参数
 
 

 
删除项目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项目
接口地址:project/deletProject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createUser true 创建人
org_id true 企业id
deletetime true 删除时间
deletename true 删除人
createUserId true 创建人id
deletename true 删除人
createUserId true 创建人id
delectUserId true 删除人id
optid true 选项id
projectid true 项目id
optname true 选项名
creattime true 创建时间
creatuser true 创建人
creatuserid true 创建人id
delecttime true 删除时间
delectuser true 删除人
delectuserid true 删除人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Base_RegisterProject true array[object] 注册项目集合
    projectid true string 注册项目id
    projectname true string 项目名称
    projecttype true string 项目类型
 projectclume true string 绑定字段
 creat_etim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create_user true string 创建人
 create_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org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update_time true string 更新时间
update_user true string 更新人
update_userId true string 更新人id
validate true string 表单验证
weight true string 宽度
length true string 长度
sequen true string 顺序
datasouse true string 数据源
coalition true string 合并列
belong true string 绑定字段所属学员表

1主表 2附表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学员注册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学员注册
接口地址:ApiUser/studentReg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删除项目及选项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projectid true string 项目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code true string 0为成功 1为失败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
userpwd true string 密码
reProinfo true array[object] 注册项目id与内容

的集合
    projectid true string 注册项目id
    info true string 注册内容
project_info true string 注册学员信息
grade_id true string 班级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code true string 0为成功 6内部错误

24缺少用户名称 4企业
名称不存在 38超过企业
最大容纳人数限制



学员审核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学员审核列表
接口地址:ApiUser/studentAuditingList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修改注册项目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修改注册项目
接口地址:project/updateProject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_id false string 当前登录人企业id 企业id
pageIndex false string 1 页码
pageSize true string 10 页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findProuser true array[object] 学员注册信息集合
    id true string 主键id
    userid true string 学员id
    projectinfo true string 学员注册信息
    creat_tim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creat_user true string 创建人
    creat_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updata_time true string 更新时间
    update_user true string 更新人
    update_userid true string 更新人id
    org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reg_status true string 注册状态1审核中 2审核

通过 3审核未通过

接口描述: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学员审核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学员审核
接口地址:ApiUser/studentAuditing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5.42. 班级排课 
新增或编辑排课和课程资料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新增或编辑排课和课程资料
接口地址:makecourse/addOrEditMakecourse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pro true string 注册项目对象的字

符串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code true string 0为成功6为失败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reuserid true string 审核人id
isok true string 是否通过 yes 通过

no不通过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内部错误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班级排课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班级排课
接口地址:makecourse/findMakecours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start_course_tea
cher

true string 开课讲师json字符
串 用于回显

course_id true string 课程id
course_starttime true string 课程开始时间

15:20
start_course_tim
e

true string 开课日期
2018:02:10

marke true string 备注
creat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fileid true array[string] 文件id 多个id用逗

号连起来
grade_id true string 班级id
start_course_add
ress

true string 开课地址

course_endtime true string 课程结束时间
16:20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成功6内部错误

16对象转换失败 24用户
不存在！

接口描述:



 
响应参数
 
 

 
删除班级排课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班级排课
接口地址:makecourse/deleteMakecours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grade_id true string 班级id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码
pageSize true string 页数
org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state true string 1不导出 2导出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 true array[object] 排课集合
    course_id true string 课程id
    start_course_time true string 开课日期
    
start_course_teacher

true string 开课讲师

    course_starttime true string 课程开始时间
    course_endtime true string 课程结束时间
    
start_course_address

true string 开课地址

    marke true string 备注
    creattim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creatuser true string 创建人
    creat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grade_id true string 班级id
errcoe true string 状态码 0成功 6内部错

误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码
pageSize true string 页数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条数
pageCount true string 总页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ourse_id true string 排课id



 
查询班级排课或班级资料文件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班级排课或班级资料文件
接口地址:makecourse/findGradefil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成功6内部错误

24课程不存在

接口描述:
班级文件查询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_type true string 文件类型1班级资

料2课程资料
grade_id false string 班级id 查询班级资

料时传
course_id false string 课程id 查询课程资

料时传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 true array[object] 文件集合
    upId true string 文件id
    index_up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persistentId true string 暂时无用
    index_up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up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up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fileName true string 文件名称
    uploadTime true string 上传时间
    fileSize true string 文件大小
    fileType true string 文件类型
    status true string 状态
    fileUrl true string 地址
    fileUrlMp4 true string 暂时无用
    fileUrlDownload true string 暂时无用
    
fileUrlMp4Download

true string 暂时无用

    fileUrl1 true string 暂时无用
    fileUrl2 true string 暂时无用
    fileUrl3 true string 暂时无用



 
新增编辑开班资料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新增编辑开班资料
接口地址:makecourse/addOrEditGradeFil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fileUrl1Download true string 暂时无用
    fileUrl2Download true string 暂时无用
    fileUrl3Download true string 暂存文本内容
    label_Id true string 标签ID
    label_name true string 标签名字
    fileid true string 文件ID
    filenameonly true string  文件上传的实际路径
    Type true string 0为主文件，1为辅助文

件
    fid true string 父级节点ID【索引】
    filepath true string 文件预览路径

（/xxx/xxx?）
    filepreview true string 文件预览路径

（/xxx/xxx?）
    fileTxt true string 文件内容
    updateUserId true string 修改人id
    updateUser true string 修改人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updatetime true string 最后一次修改时间
    fileversion true string 最终版本编号
    frequency true string 下载次数
    fileurlonly true string 唯一文件路径（用于兼

容老版本，如果无文件
属性JSON用这个）

    filecover true string 文件封面(为空时候显示
图标)

    videotime true string 视频文件，视频时长,单
位秒

    pagecount true string 百度云回调的错误信息
    Shares true string 是否是共享文件
    tagids true string 文档文件，页数
    Yuan true string 存储源名称”,// 0.本地

1,百度云,阿里云
    previewNumber true string 浏览次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0成功 6内部错

误
pageCount true string 总页数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条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页数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码

接口描述:



 
响应参数
 
 

 
删除班级开班资料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班级开班资料
接口地址:makecourse/deleteGradeFil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课程笔记  
新增或编辑课程笔记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新增或编辑课程笔记
接口地址:/notebook/addOrEditNotebook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登录人 id
grade_id true string 班级id
file true array[string] 文件id数组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成功6内部错误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_id true string 文件id
grade_id true string 班级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成功 6内部错误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删除笔记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笔记
接口地址:/notebook/deleteNotebook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notebookInfo true object 笔记信息
    notebookId true string 笔记id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courseId true string 课程id
    studentId true string 学员id
    studentMame true string 学员姓名
    notebookMarke true string 笔记内容
    creattim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fileId true string 文件id
    filePageSize true string 文件对应页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内部错误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notebookId true string 笔记id
userid true string 学员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内部错误 24 没

有该笔记



查询笔记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笔记
接口地址:/notebook/findNotebook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5.43. 班级考勤 
新增或修改考勤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notebookId true string 笔记id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courseId true string 课程id
pageSize true string 页数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码
filePageSize true string 文件对应页数
fileId true string 文件id
userId true string 学员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 true array[object] 笔记集合
    notebookId true string 笔记id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courseId true string 课程id
    studentId true string 学员id
    studentName true string 学员姓名
    notebookMarke true string 笔记内容
    createtim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fileId true string 文件id
    filePageSize true string 对应文件页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0成功 6 内部错

误



接口名称:新增或修改考勤信息
接口地址:attence/addOrEditAttenc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考勤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考勤列表
接口地址:/attence/findAttenc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attence_info true object 考勤信息对象

json字符转对象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courseId true string 课程id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signTime true string 签到时间
    signAddress true string 签到地点
    signoutTime true string 签退时间
    remake true string 备注
    signoutAddress true string 签退地点
    supplementId true string 补签人id
    
supplementNam
e

true string 补签人姓名

    
supplementStage

true string 签到状态0正常1补
签

    studentId true string 学员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成功 6内部错误

接口描述:



 
响应参数
 
 

  
5.44. 学员积分查询 
查询积分前十名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积分前十名
接口地址:integral/findGoodStudent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码
pageSize true string 页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export true string 1不导出2导出 是否导出
courseId false string 课程id 不传查询班

级考勤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 true array[object]
    attenceId true string 签到id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courseId true string 课程id
    studentId true string 学员id
    signTime true string 签到时间
    signAddress true string 签到地点
    signoutTime true string 签退时间
    remake true string 备注
    signoutAddress true string 签退地点
    supplementId true string 补签人id
    supplementName true string 补签人姓名
    supplementStage true string 签到状态0正常1补签
data true array[string] 班级学员列表一个只存

学生名的数组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userid true string 登录人id



响应参数
 
 

 
查询问答前十条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问答前十条
接口地址:interlocution/findNewPass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5.45. 讲师审核 
讲师审核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讲师审核
接口地址:lecturer/ReviewedLecturer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 true string 学员集合表
erro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0成功 6内部错

误 24 用户不存在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_id true string 登录人id
org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 true string 问答对象集合
er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0成功 6内部错

误 24 用户不存在

接口描述: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添加或修改讲师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添加或修改讲师信息
接口地址:lecturer/saveOrEdirtLecturer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_id true string 学员id
org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reviewed_stage true string 审核状态1通过2不

通过
lecturerId true string 讲师id
bqx_quanxian true string 修改权限字符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cor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成功6内部错误

24用户不存在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lecturerInfo true object 讲师对象
    rankingId true string 排行id
    lecturerId true string 讲师id
    lecturerName true string 讲师姓名
    lecturerAvatar true string 讲师头像
    lecturerJson true string 讲师信息
    isInLecturer true string 是否是内部员工

1是 2不是
    LecturerLV true string 讲师等级
    LecturerRmake true string 讲师积分
    Likes true string 点赞数
    treadNum true string 踩数
user_id true string 登录人id
powerLV true string 修改的权限级别
str true string 权限字符



响应参数
 
 

 
讲师积分和级别修改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讲师积分和级别修改
接口地址:lecturer/updateLecturerLV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讲师积分规则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讲师积分规则列表
接口地址:lecurer/findLecurerRul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成功 6内部错误

24用户不存在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lecturerId true string 讲师id
org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LecturerLV true string 讲师级别
LecturerRmake true string 讲师积分
user_id true string 登录人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0成功 6内部错

误 24用户不存在

接口描述: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修改积分规则的积分和开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修改积分规则的积分和开启
接口地址:lecurer/updateLecurerRul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_id true string 登录人id
org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pageSize true string 页数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 true array[object]
    rule_id true string 规则id
    rule_name true string 规则名
    rule_content true string 规则内容
    isopen true string 是否开启
    ruleScore true string 规则积分
er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成功 6内部错误

24用户不存在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_id true string 用户id
rule_id true string 规则id
rule_score true string 规则积分
org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isopen true string 是否开启规则0关

闭1开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查询讲师审核状态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讲师审核状态
接口地址:lecturer/findLecturerStag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5.46. 消息管理 
修改登录人app标识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修改登录人app标识
接口地址:/ApiUser/modifyAppIdentity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er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0成功 6内部错
误 24没有权限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_id true string
orgid true string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 true string 0审核中1审核通过2审

核不通过
er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6内部错误24讲师

榜不存在

接口描述:



 
响应参数
 
 

 
消息发送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消息发送
接口地址:/ApiUser/messageSend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5.47. 学员学习课时统计报表 
学员课时统计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学员课时统计
接口地址:coursetime/findUserTable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token true string 用户的token
appid true string 新的app标识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5.用户不存在

6.失败 35.token无效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content true string 内容
title true string 标题
xtype true string 类型
xid true string id
priority true string 优先级 1.app发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4.用户不存在

6.失败 70.无权限操作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5.48. 班级统计 
培训统计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培训统计
接口地址:grade/gradeCount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_id true string 登录人id
pageSize true string 页数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码
export true string 1查看 2导出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 true array[object]
    user_Code true string 学员编号
    user_Account true string 学员账户
    user_Name true string 学员姓名
    loginCount true string 登陆次数
    remark true string 学分
    endcourse true string 完成课时数
    noendcourse true string 未完成课时数
    sumtime true string 学习总时长
    learntime true string 课程总时长
er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成功 6内部错误

24缺少用户id

接口描述:



 
响应参数
 
 

 
学员活跃度统计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学员活跃度统计
接口地址:coursedetailed/studentVitality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trainbaseId true string 基地id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gradeName true string 计划标题
date true string 月年季1月2季3自

定义
starTime tru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Time true string 结束时间
pageSize true string 页数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码
export true string 是否导出1不 2导

出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 true object
    openGrade true string 开班数
    planOpenGrade true string 计划开班数
    planTrueGrade true string 计划实际开班数
    completion true string 完成度
    trainNumber true string 培训人数
    trainDay true string 培训天数
    gradeList true array[object] 班级信息集合
er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成功 6内部错误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 true string map对象



 
查询登录人数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登录人数
接口地址:ApiUser/findLoginNum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5.49. 班级名册 
查询班级的企业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班级的企业列表
接口地址:grade/findOrgByGrad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inlineNunber true string 实时在线人数
    trainNumber true string 培训人员数量
    learnCount true string 组织学习次数
    learnTime true string 学习总时长
    gradeNumber true string 组织开班
    hotCourse true string 热门课程 第一个课程名

第二个课程观看人数
    courseType true string 课程类型 第一个类型名

称 第二个数量
    address true string 登录地址 第一个地址名

第二个数量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id false string 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6.失败

接口描述: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某个班级企业下的学员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某个班级企业下的学员
接口地址:grade/findStudentList2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pageSize true string 页数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 true array[object]
    org_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_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student_number true string 学员数量
errcode true string 状态吗0成功 6内部错误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低
orgid false string 部门id 不传查询全

部
pageSize true string 页码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数
state true string 是否导出1不2导出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 true array[object] map集合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
    userSex true string 性别
    age true string 年龄



 
查询接站地和日期及人数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接站地和日期及人数
接口地址:grade/findListByJuint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按接站地点和时间查询学员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按接站地点和时间查询学员列表
接口地址:grade/findStudentListByJuint

    nation true string 名族
    political true string 政治面貌
    organizationName true string 工作单位
    duties true string 职务
    levelnName true string 级别
    telephone true string 电话
    phone true string 手机
    usertype true string 单位性质
    servants true string 是否是公务员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er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内部错误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pageSize true string 页数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码
goOrOut true string 接站还是送站 1接

站2送站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 true string
    org_id true string 接站时间
    org_name true string 接站点名
    student_number true string 学员数量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名册上面的数量统计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名册上面的数量统计
接口地址:grade/findStudentNumber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reception_time true string 时间
pageSize true string 页数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码
export true string 是否导出1不2是
address true string 地点
goOrOut true string 1接站信息2送站信

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 true array[object]
    enrollId true string 报名id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userName true string 姓名
    phone true string 电话
    telePhone true string 手机
    userSex true string 性别
    receptionTime true string 接站时间
    receptionRemark true string 接站备注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avatar true string 用户头像

接口描述:



 
响应参数
 
 

  
5.50. 通讯管理 
发送消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发送消息
接口地址:communication/sendMessag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 true object
    org_id true string 报名人数
    org_name true string 部门数量
    student_number true string 接送人员数量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ommunication true object 通讯对象
    title true string 标题
    content true string 内容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sendUserId true string 发送人id
    sendUserName true string 发送人姓名
    sendMode true string 发送模式(1.app标

识 2.微信发送
3.:默认邮箱,4:手机
短信,5:站内信)

    xid true string 类型id 班级id、任
务id、问答id

    xtype true string 发送的类型  1.班级
2.任务 3.问答

    souceType true string 类型的来源 1.开班
提示 2.内容变更
3.班级动态

    
communicationId

false number 编辑传 通讯id

priority false string 后端默认为1 1.app标识 2.微信
发送 3.:默认邮箱
,4:手机短信,5:站内
信



响应参数
 
 

 
查询消息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消息列表
接口地址:communication/findMessgaePag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70.无权

限操作 75.转换失败！
76.发送人id不能为空！

data true string 通讯对象
    communicationId true number 通讯id
    title true string 标题
    content true string 内容
    dateTime true string 发送时间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sendUserId true string 发送人id
    sendUserName true string 发送人名称
    sendUserEmail false string 发送人邮箱
    sendUserPhone false string 发送人手机号
    isPublic true string 发送模式 1.app标识

2.微信发送 3.:默认邮箱
,4:手机短信,5:站内信

    isPublic false string 是否全员发送
    xid true string 类型id 班级id、任务

id、问答id
    xtype true string 发送的类型  1.班级

2.任务 3.问答
    souceType true string 类型的来源 1.开班提示

2.内容变更 3.班级动态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sendMode false string 发送模式(1.app标

识 2.微信发送
3.:默认邮箱,4:手机
短信,5:站内信)

xtype false string 发送的类型  1.班级
2.任务 3.问答



 
响应参数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通讯管理
接口地址: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5.51. 系统设置 
获取企业配置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获取企业配置
接口地址:/validate/getOrgConfigur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souceType false string 类型的来源 1.开班
提示 2.内容变更
3.班级动态

pageIndex false string 1 页数
pageSize false string 10 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4.用户不存在

6.失败
datas true object 通讯集合
    communicationId true string 通讯id
    title true string 标题
    content true string 内容
    dateTime true string 发送时间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sendUserId true string 发送人id
    sendUserName true string 发送人名称
    sendUserEmail true string 发送
    sendUserPhone true string
    sendMode true string
    isPublic true string
    xid true string
    xtype true string
    souceType true string

接口描述:



请求头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修改企业配置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修改企业配置
接口地址:validate/modifyOrgConfigur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基本信息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默认值 描述
X-Session-Token true 用户token，用于验证

登录状态是否失效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缺少

用户对象
data true string 配置对象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configureJson true string 配置json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validateId true string 判断为编辑还是新

增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configureJson true string 配置json



接口名称:系统设置
接口地址:face/savefac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头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5.52. 通讯录 
通讯录查询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通讯录查询
接口地址:contacts/findContactsPag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默认值 描述
X-Session-Token true token，用于验证用户

的登录状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id_core true string 标识
file true file 上传的文件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用户

不存在 102.文件类型不
支持

data true string 返回对象
    faceId true string 人脸id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createTim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facePhoto true string 人脸图片
    idCore true string 标识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添加通讯录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userType true string 用户类型 0.查询除

学员以外的所有人
1.教师 2.班级管理
员 3.工作人员 4.基
地保障人员 5.学员

groupType true string 小组序号
searchText true string 查询内容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数
pageSize true string 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datas true string 用户表
    user_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_No true string 小组序号
    user_Account true string 登录账号
    user_Pwd true string 是否为组长 1.是 0.否
    user_Img true string 头像
    user_Name true string 名称
    user_Sex true string 性别
    email true string 邮箱
    phone true string 手机号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通讯id
    powerLV true string 用户类型 1.教师 2.班级

管理员 3.工作人员 4.基
地保障人员 5.学员

    remark true string 积分
    state true string 状态
    lasttime true string 最后登录时间
    logText true string 简介(讲师/工作人员/基

地保障人员 擅长领域
/技能 )

    loginCount true string 登录次数
    organization_ID true string 所属部门id(多个以逗号

隔开)
    organization_Name true string 所属部门名称(同上)
    question true string 擅长领域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添加通讯录
接口地址:contacts/saveContacts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删除通讯录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通讯录
接口地址:contacts/delContacts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false string 用户id
contactsId false number 通讯id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synopsis false string 简介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field false string 擅长领域
userType false string 用户类型 1.教师

2.班级管理员 3.工
作人员 4.基地保障
人员 5.学员

phone false string 手机号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true string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contactsid true string 通讯id



学员结业   
5.53. 班级报名 
班级人员导入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班级人员导入
接口地址:grade/GradePersonnelImport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班级报名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班级报名
接口地址:grade/gradeEnroll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file true file 上传的文件
uid true string 用户id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76.用户

不存在！73.班级未到开
始时间 74.报名时间已
经结束 77.用户无权限
78.班级不存在 79.模版
格式有误，请下载模版
查询错误原因！

接口描述:



 
响应参数
 
 

 
查询班级报名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班级报名列表
接口地址:grade/findGradeEnrollPag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71.班级

不存在 72.用户不存在
73.未到报名时间 74.请
等待管理员审核 75.请
勿重复报名 76.审核失
败，请联系管理员

data true object 报名表
    enrollId true number 报名id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
    avatar true string 头像
    enrollTime true string 报名时间
    reviewed true number  审核状态 1.审核中 2.审

核成功 3.审核失败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reviewed false string 默认查询全部 审核状态 1.审核中

2.审核成功 3.审核
失败

searchText false string 查询用户名
pageIndex false string 1 页数
pageSize false string 10 条数



 
编辑班级报名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编辑班级报名信息
接口地址:grade/editGradeEnroll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4.用户不存在

6.失败 70.用户无权限操
作

datas true object 报名表
    enrollId true number 报名id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assignorId true string 分配人id
    assignorName true string 分配人名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名称
    avatar true string 头像
    phone true string 手机号
    telePhone true string 电话
    userSex true number 性别：0.女 1.男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reviewed true number 审核状态 1.审核中 2.审

核成功 3.审核失败
    enrollTime true string 报名时间
    
belongsDepartmentId

true string 所属部门id

    belongsDepartment true string 所属部门
    isRelay true boolean 是否需要接送
    receptionTime true string 接人时间(接机时间)
    receptionRemark true string 接人备注
    receptionAddress true string 接站点名称
    receptionId true string 接站点id
    deliveryTime true string 送人时间(送机时间)
    deliveryAddress true string 送站点名称
    deliveryId true string 送站点id
    deliveryRemark true string 送人备注(送机备注)
    isAccommodation true boolean 是否需要食宿
    remarks true string 学员备注
    address true string 地址
    signInTime true string 签到时间（date）
    signToPlace true string 签到地点
    isGraduation false boolean 是否结业

接口描述:



 
响应参数
 
 

 
修改报名到达信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enroll true object 报名表json
    enrollId true string 报名id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assignorId false string 分配人id
    assignorName false string 分配人名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false string 用户名称
    avatar false string 头像
    phone false string 手机号
    telePhone false string 电话
    userSex false number 性别：0.女 1.男
    orgId true number 企业id
    reviewed false string 审核状态 1.审核中

2.审核成功 3.审核
失败

    enrollTime false string 报名时间
    
belongsDepartm
ent

false string 如果有多个以逗号
隔开

所属部门

    isRelay false boolean 是否需要接送
    receptionTime false string 接人时间(接机时

间)
    
receptionRemark

false string 接人备注

    
receptionAddress

false string 接站点名称

    receptionId false string 接站点id
    deliveryTime false string 送人时间(送机时

间)
    
deliveryAddress

false string 送站点名称

    deliveryId false string 送站点id
    deliveryRemark false string 送人备注(送机备

注)
    
isAccommodatio
n

false boolean 是否需要食宿

    remarks false string 学员备注
    address false string 住址
    signInTime false string 签到时间
    signToPlace false string 签到地点
    
belongsDepartm
entId

true string 如果有多个以逗号
隔开

所属部门id

    isGraduation true string 是否结业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75.转换

失败 76.请审核成功修
改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修改报名到达信息
接口地址:grade/arriveSignI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用户班级报名详细(是否报名)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用户班级报名详细(是否报名)
接口地址:grade/findGradeEnroll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具体返回值可参考  编辑班级报名信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signToPlace true string 报名地点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71.请先

报名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删除报名人员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报名人员
接口地址:grade/cancelPerso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5.54. 荣誉管理 
荣誉列表查询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荣誉列表查询
接口地址:/honor/findHonorPag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头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errormsg true string 问卷 1.未做 2.已做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numCount true string 删除总条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默认值 描述
X-Session-Token true token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searchText false string 查询荣誉名称
startDate fals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Date false string 结束时间
sort false string 1 排序1.根据时间排

序 2.根据获得人数
排序

order true string 默认为1.倒序 ，为
空为正序

type false string 1.学员端
pageIndex false string 1 页数
pageSize false string 10 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datas true string 荣誉集合
    honorId true string 荣誉id
    honorName true string 荣誉名称
    honorParentId true string 荣誉父id
    honorIcon true string 荣誉徽章
    honorRank true string 荣誉等级
    effectiveDays true string 有效期(天),当为-1时

，不限制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modifyDate true string 修改时间
    totalNumber true string 总人数
    existingNumbers true string 现有人数
    sort true string 排序码
    isExamine true string 是否审核
    certificateId true string 证书id
    certificateName true string 证书名称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User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createOrgId true string 创建人企业id
    createOrg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企业名称
    HonorCondition false string 接收条件json
    hcList false string 荣誉条件集合
        conditionId true string 条件id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createOrgId true string 创建企业id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User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detailJson true string 详细json
        honorId true string 荣誉id
        honorName true string 荣誉名称



 
查询当前荣誉的完成度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当前荣誉的完成度
接口地址:/honor/findHonorCompletio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judge true string 判断1.大于 2.等于 3.小
于

        learnType true string 1.登录次数 2.学习总时
长 3.考试次数 4.任务完
成数 5.收藏课程数 6.积
分 7.提问数 8.回答数
9.回答采纳率

        xid true string 课程id/任务id/班级id
        xnum true string 数量
        xtype true string 类型 1.学习记录 2.任务

id 3.课程id 4.班级id
    levelList false string 存储除了1级以外的数

据

接口描述:
更具荣誉的子集id，荣誉的等级，查询当前子荣誉的条件完成情况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honorRank true string 荣誉等级
honorid true string 荣誉id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datas true string 荣誉晋级表集合
    rankId true string 晋级id
    honorId true string 荣誉id
    honorName true string 荣誉名称
    honorRank true string 荣誉等级
    honorFid true string 荣誉父id
    conditionId true string 条件id
    isHighest true string 是否为最高级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查询某任务/课程/班级可获得的荣誉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某任务/课程/班级可获得的荣誉
接口地址:/honor/findHonorByX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头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xtype true string 类型 1.学习记录 2.任务
3.课程

    xid true string 学习记录/任务id /课程
id

    xname true string 学习记录 任务名称 / 课
程名称

    complete true string 已完成的id
    learnType true string 1.登录次数 2.学习总时

长 3.考试次数 4.任务完
成数 5.收藏课程数 6.积
分 7.提问数 8.回答数
9.回答采纳率

    isComplete true string 是否完成
    learnTime true string 要求学习时长
    learn true string 学习时长
    judge true string 判断1.大于 2.等于 3.小

于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modifyDate true string 修改时间

接口描述:
传入任务id或者课程id或者班级id，可查询出当前任务、课程、班级、关联的荣誉（父级荣誉）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默认值 描述
X-Session-Token true token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xid true string 任务/课程/班级 id
xtype true string 2任务/3课程/4班

级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获得单个荣誉的详情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获得单个荣誉的详情信息
接口地址:/honor/findHonorById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头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datas true string 荣誉集合
    honorId true string 荣誉id
    honorName true string 荣誉名称
    honorParentId true string 荣誉父id
    honorIcon true string 荣誉徽章
    honorRank true string 荣誉等级
    effectiveDays true string 有效期(天),当为-1时

，不限制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modifyDate true string 修改时间
    totalNumber true string 总人数
    existingNumbers true string 现有人数
    sort true string 排序码
    isExamine true string 是否审核
    certificateId true string 证书id
    certificateName true string 证书名称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User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createOrgId true string 创建人企业id
    createOrg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企业名称

接口描述:
更具荣誉父级id，查询这个荣誉的所有子集荣誉，以及，每个子集荣誉的完成条件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默认值 描述
X-Session-Token true token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honorfid true string 荣誉父级id



 
查询登录人获取当前父级荣誉的最高级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登录人获取当前父级荣誉的最高级
接口地址:/honor/findHonorDetails
请求方法:POST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data true string 荣誉集合
    honorId true string 荣誉id
    honorName true string 荣誉名称
    honorParentId true string 荣誉父id
    honorIcon true string 荣誉徽章
    honorRank true string 荣誉等级
    effectiveDays true string 有效期(天),当为-1时

，不限制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modifyDate true string 修改时间
    totalNumber true string 总人数
    existingNumbers true string 现有人数
    sort true string 排序码
    isExamine true string 是否审核
    certificateId true string 证书id
    certificateName true string 证书名称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User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createOrgId true string 创建人企业id
    createOrg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企业名称
    HonorCondition false string 接收条件json
    levelList false array[object] 荣誉子集（返回内容参

照当前父级荣誉）
    hcList false array[object] 荣誉条件集合（只有子

集才有）
        conditionId true string 条件id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createOrgId true string 创建企业id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User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detailJson true string 详细json
        honorId true string 荣誉id
        honorName true string 荣誉名称
        judge true string 判断1.大于 2.等于 3.小

于
        learnType true string 1.登录次数 2.学习总时

长 3.考试次数 4.任务完
成数 5.收藏课程数 6.积
分 7.提问数 8.回答数
9.回答采纳率

        xid true string 课程id/任务id/班级id
        xnum true string 数量
        xtype true string 类型 1.学习记录 2.任务

id 3.课程id 4班级id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登录人获取的荣誉的最高级形态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登录人获取的荣誉的最高级形态
接口地址:/honor/getHonorTop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接口描述:
获取单个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honorid true string 荣誉父级id
userid true string 登录人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datas true string 荣誉晋级表集合
    honorUserId true string 主键
    honorFid true string 荣誉父级id
    honorId true string 荣誉id
    honorName true string 荣誉名称
    honorRank true string 荣誉等级
    honorIcon true string 荣誉徽章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avatar true string 用户头像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certificateId true string 证书id
    startTime true string 开始日期
    endTime true string 结束日期
    states true number 状态 0.等待审核 1.审核

通过 2.审核失败
    auditorId true string 审核的人id
    auditorName true string 审核的人名称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modifyDate true string 修改时间
    remark true string 备注
    spare true string 备用字段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当前荣誉的获取人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当前荣誉的获取人
接口地址:/honor/findHonorUser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接口描述:
更具登录人id，获取登录人拥有的荣誉的最高级形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登录人id
top false number 10 查询数量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datas true string 荣誉晋级表集合
    honorUserId true string 主键
    honorFid true string 荣誉父级id
    honorId true string 荣誉id
    honorName true string 荣誉名称
    honorRank true string 荣誉等级
    honorIcon true string 荣誉徽章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avatar true string 用户头像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certificateId true string 证书id
    startTime true string 开始日期
    endTime true string 结束日期
    states true number 状态 0.等待审核 1.审核

通过 2.审核失败
    auditorId true string 审核的人id
    auditorName true string 审核的人名称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modifyDate true string 修改时间
    remark true string 备注
    spare true string 备用字段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当前荣誉列表，已获得的荣誉详情 
 
基本信息
 

接口描述:
根据荣誉id（父级），查询当前荣誉已获得的人的列表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honorid true string 荣誉子集id
honorfid true string 荣誉父级id
pageIndex false string 起始页
pageSize false string 每页条数
states false string 审核状态0.等待审

核 1.审核通过 2.审
核失败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datas true string 荣誉晋级表集合
    honorUserId true string 主键
    honorFid true string 荣誉父级id
    honorId true string 荣誉id
    honorName true string 荣誉名称
    honorRank true string 荣誉等级
    honorIcon true string 荣誉徽章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avatar true string 用户头像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certificateId true string 证书id
    startTime true string 开始日期
    endTime true string 结束日期
    states true number 状态 0.等待审核 1.审核

通过 2.审核失败
    auditorId true string 审核的人id
    auditorName true string 审核的人名称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modifyDate true string 修改时间
    remark true string 备注
    spare true string 备用字段
numCount true string 总行数
pageCount true string 总页数
e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当前荣誉列表，已获得的荣誉详情
接口地址:/honor/findCompleteHonorById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5.55. 班级分组 
新增小组 
 
基本信息

接口描述:
更具荣誉列表的父级id字符串，查询登录人，每个荣誉是否拥有，拥有的最高等级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honorfid true string fdsf,fdsfds,fds 荣誉父级id，多个

逗号（英文）拼接
userid true string 登录人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datas true string 荣誉晋级表集合
    honorUserId true string 主键
    honorFid true string 荣誉父级id
    honorId true string 荣誉id
    honorName true string 荣誉名称
    honorRank true string 荣誉等级
    honorIcon true string 荣誉徽章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avatar true string 用户头像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certificateId true string 证书id
    startTime true string 开始日期
    endTime true string 结束日期
    states true number 状态 0.等待审核 1.审核

通过 2.审核失败
    auditorId true string 审核的人id
    auditorName true string 审核的人名称
    createDat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modifyDate true string 修改时间
    remark true string 备注
    spare true string 备用字段



接口名称:新增小组
接口地址:groups/addOrEditGroup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新增小组人员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新增小组人员
接口地址:groups/addGroupRelation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group false object 小组json
    groupId true number 小组id
    groupNum true number 小组序号
    groupName true string 小组名称
    issues true string 议题
    groupTime true string 分组时间
    address true string 讨论地址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_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User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modifyUserId true string 修改人id
    
modifyUserName

true string 修改人名称

    modifyTime true string 修改时间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75.小组

json转换失败 77.用户
不存在 78.用户无权操
作

接口描述:
响应参数与请求参与relation的json一致,人员允许同时添加多个,参数传递时不要带[ ]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删除小组关系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小组关系表
接口地址:groups/delGroupRelation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relation true object 小组人员json
    relationId true number 关系id
    groupId true number 小组id
    groupNum true number 小组序号
    contactsId true number 通讯录id
    isLeader true boolean 是否为组长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75.小组

json转换失败 77.用户
不存在 78.用户无权操
作

接口描述:
支持同时删除多个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contactsId true string 通讯录id 如有多个

以逗号隔开
groupid true number 小组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77.用户

不存在 78.用户无权操
作



删除小组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小组表
接口地址:groups/delGroupInfo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分组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分组列表
接口地址:groups/findGroupPag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删除小组 会将所有与小组有关系的删除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groupid true string 如有多个以逗号分

隔
小组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77.用户

不存在 78.用户无权操
作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pageIndex false string 1 页数
pageSize false string 10 条数
state true string 1不导出 2导出



响应参数
 
 

 
查询未分组的人员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未分组的人员
接口地址:groups/findNonGroupPag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datas true object 小组表
    groupId true number 小组id
    groupNum true number 小组序号
    groupName true string 小组名称
    issues true string 议题
    groupTime true string 分组时间
    address true string 讨论地址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User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modifyUserId true string 修改人id
    modifyUserName true string 修改人名称
    modifyTime true string 修改时间
    groupNumber true number 小组人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searchText false string 查询内容
pageIndex false string 页数
pageSize false string 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datas true string 用户表
    user_ID true string 用户id



 
查询我所在小组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我所在小组
接口地址:groups/findMyGroup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5.56. 帮助 
新增或编辑帮助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新增或编辑帮助信息
接口地址:HelpMeanu/addOreEdirtHelp

    user_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createUserId true string 通讯录id
    powerLV true string 用户类型 1.教师 2.班级

管理员 3.工作人员 4.基
地保障人员 5.学员

    logText true string 简介(讲师/工作人员/基
地保障人员 擅长领域
/技能 )

    user_Img true string 头像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gradeid true number 班级id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data true string 小组关系对象
    groupId true number 小组id
    groupNum true number 小组序号
    contactsId true number 通讯id
    isLeader true boolean 是否为组长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单个帮助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单个帮助
接口地址:HelpMeanu/findHelp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id false string 帮助id 不传我新增

传为修改
helpTitle true string 帮助标题
keyword true string 关键字
helpText true string 内容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 true string
    id true string id
    helpTitle true string 标题
    keyword true string 关键字
    helpText true string 内容
    creatTim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erro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成功6内部错误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id true string 帮助id



 
查询帮助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帮助列表
接口地址:HelpMeanu/findHelpList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删除帮助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帮助
接口地址:HelpMeanu/deletHelp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 true object
    id true string id
    helpTitle true string 标题
    keyword true string 关键字
    helpText true string 内容
    creatTime true string 时间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码
pageSize true string 页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 true object
    id true string id
    helpTitle true string 标题
    keyword true string 关键字
    creatTime true string 时间
    helpText true string 内容
er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成功6内部错误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5.57. 应用效果评估 
添加或修改班级效果评估内容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添加或修改班级效果评估内容
接口地址:questionnaire/addOrEdirtEvaluation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每天定时查询班级的效果评估是否到期 
 
基本信息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idList true string idz字符串多个用

逗号链接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0成功 6 内部错

误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studentNumber true string 随机分配人数
graduationTime true string 结业多少天后发布

问卷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内部错误



接口名称:每天定时查询班级的效果评估是否到期
接口地址:questionnaire/sendEvaluation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查询企业的应用效果评估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企业的应用效果评估
接口地址:questionnaire/findEvaluation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5.58. 人员级别 
新增或编辑人员级别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新增或编辑人员级别
接口地址:Level/saveOrEdirtLevel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接口描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 true object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graduationTime true string 结业多少天发布问卷
    studentNumber true string 发布人数
errcode true string 状态吗 0成功 6内部错

误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删除级别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级别
接口地址:Level/deleteLevel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级别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levelName true string 级别名称
levelNumber true string 级别
levelId false string 级别id不传添加 传

修改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0成功 6内部错

误 16用户不存在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levelId true string 级别id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成功 6内部错误

16用户不存在 17 级别
不存在



接口名称:查询级别列表
接口地址:Level/findLevel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5.59. 培训开班统计导出 
班级地点变更统计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班级地点变更统计
接口地址:grade/trainPalceChang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 true string 级别对象集合
    levelId true string 级别id
    levelName true string 级别名
    levelNumber true string 级别数
    creatUser true string 创建人
    creat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Tim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er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0成功 6内部错

误 16 用户不存在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year true string 年份



响应参数
 
 

 
未开班级统计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未开班级统计
接口地址:grade/noOpenGrad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新增开班级统计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新增开班级统计
接口地址:grade/newOpenGrad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rrcode true string 0 统计成功 73正在统计
Errormsg true string  0 下载路径 73 正在统

计 请稍后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year true string 年份
month true string 月份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rrcode true string 0 统计成功 73正在统计
Errormsg true string 0 下载路径 73 正在统计

请稍后

接口描述: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各处室举办培训班统计报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各处室举办培训班统计报表
接口地址:train/trainingOffic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year true string 年份
month true string 月份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rrcode true string 0 统计成功 73正在统计
Errormsg true string 0 下载路径 73 正在统计

请稍后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month true string 月份
year true string 年份
state true string 1查询 2导出
pageSize true string 页数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 true string list map的集合
    name true string 单位名称
    planyearnum true string 全年计划举办培训班
    planmonthnum true string 1-xx月计划举办培训班
    truemonthnum true string 1-xx月实际举办培训班
    plantruemonthnum true string 1-xx月计划实际举办培

训班



 
企业申办单位完成培训计划数量统计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企业申办单位完成培训计划数量统计
接口地址:train/biddingUnitTabl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某个申办企业的开班统计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某个申办企业的开班统计
接口地址:train/biddingUnitList
请求方法:GET

    trueyearnum true string 一年实际开班
errcode true string 0c成功 6内部错误 73正

在统计中
errorMsg true string 0 返回下载路径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month true string 月份
year true string 年份
pageSize false string 10 页数
pageIndex false string 1 页码
state true string 是否导出 1不 2导

出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 true string map集合
    name true string 部门名称
    bidding_unit_id true string 部门id
    planNum true string 计划开班数
    truenum true string 实际开班数
    reson true string 未开班原因
errcode true string 导出时 0 统计完成 73

正在统计 6内部错误
errorMsg true string 导出成功时 为下载路径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5.60. 企业人员报表 
查询企业下的所有学员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企业下的所有学员
接口地址:grade/studentListByOrgid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month true string 月份
year true string 年份
pageSize true string 页数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码
state true string 是否导出 1不 2导

出
biddingUnitNam
e

true string 申办部门名称

biddingUnitId true string 申办部门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 true string
    name true string 办班单位
    gradeName true string 班级名称
    train_time true string 计划时间
    line_start_date true string 开始时间
    line_end_date true string 结束时间
    train_peoples true string 计划培训人数
    participants true string 实际培训人数
    train_days true string 计划培训天数
    grade_duration true string 实际培训天数
    train_place true string 培训地点
    train_object true string 培训对象
    train_content true string 培训内容
errcode true string 导出时 0成功 6内部错

误 73正在统计
errorMsg true string 导出成功时 返回下载地

址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部门下的学员报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部门下的学员报表
接口地址: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财政部职工培训教育情况统计表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state true string 导出传2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成功 6内部错误

73 正在统计
errorMsg true string 成功时返回下载地址

接口描述:
grade/studentListByDepatment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departmentid true string 部门id
state true string 是否导出 1不 2 导

出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成功 6内部错误

73 正在统计
errorMsg true string c成功时返回下载地址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财政部职工培训教育情况统计表
接口地址:grade/staffTrainingTabl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公务员参加培训情况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公务员参加培训情况
接口地址:grade/servantsTrainList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返回下载地址

6内部错误 73正在统计
errormsge true string 成功时下载地址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isservants true string 1公务员 2参公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内部错误 73正

在统计



  
5.61. 云视频对接 
创建云会议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创建云会议
接口地址:live/CreateLiveApi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删除云会议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云会议
接口地址:live/DeleteLiveApi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erromsge true string 成功返回下载地址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livename true string 云会议间名称
livepwd true string 云会议间密码
livestatetime true string 开始时间
liveendtime true string 结束时间
pnumber true string 人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 true object
    meetingNumber true string 会议号
    controlPassword true string 会控密码
    password true string 房间密码
    shareUrl true string 分享链接
    null true string

接口描述: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云视频会议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云视频会议列表
接口地址:live/findLiveApi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响应参数
 
 

 
查询某个云视频会议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某个云视频会议
接口地址:live/findoneLiveApi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meetingRoomNu
mber

true string 会议号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内部错误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page true string 页数
size true string 页码
type true string sdk云会议室,

ENTERPRISE_CONFER
ENCE：企业云会议室

接口描述:



 
响应参数
 
 

 
预约直播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预约直播
接口地址:live/subscribeLiveApi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meetingRoomNu
mber

true string 会议号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 true object
    
meettingRoomName

true string 会议室名字

    meetingRoomState true string
    autoMute true string 0/1/2", //0: 智能静音

（默认第5个人以后自
动静音）1: 全部静音 2:
不静音

    smartMutePerson true string 智能静音人数
    autoRecord true string 自动录制(true/false)
    expireTime true string 过期时间
    password true string 入会密码
    meetingControlPwd true string 会控密码
    
onlyRecordMainImag
e

true string 只录制主会场或发言者
画面(true/false)

    
recordAddDeviceNam
e

true string 录制视频中叠加终端名
称(true/false)

er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0成功 6内部错误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title true string 标题
startTime tru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Time true string 结束时间
location true string 直播地点
detail true string 直播详情
meetingNumber true string 会议号
password true string 会议密码



响应参数
 
 

 
启动或结束直播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启动或结束直播
接口地址:live/openOrCloseLiveApi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 true object
    liveId true string 直播Id
    enterpriseId true string 企业Id
    confNo true string 云会议号
    status true string 直播状态

(WAIT，LIVING，PAUS
E，END)

    title true string 直播标题 （长度不超过
32个字符)

    startTime true string 直播开始时间
    endTime true string 直播结束时间
    detail true string 直播详情 （长度不超过

128个字符）
    autoRecording true string 是否自动录制

（true/false）
    
autoPublishRecording

true string 是否自动发布录制
（true/false）

    location true string 直播地点（可选，长度
不超过64个字符）

    flv true string 播流url（可选）
    hls true string 播流url（可选）
    rtmp true string 播流url（可选）
    viewUrl true string 直接观看直播的页面url
    thirdpartyPushURL true string 第三方推流地址（可选

）
er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内部错误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liveid true string 直播id
status true string 状态 start/end
meetingNumber true string 会议号
password true string 会议密码



响应参数
 
 

 
获取直播的视频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获取直播的视频列表
接口地址:live/findLiveList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删除直播   
5.62. 自定义报表 
添加或修改报表 
 
基本信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0成功 6内部错

误 9启动直播失败
e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信息
data true string 成功时为空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liveid true string 直播id
password true string 会议密码
meetingNumber true string 会议号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 true object
    durationMs true string 视频时长
    startTimestamp tru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Timestamp true string 结束时间
    url true string 视频地址
er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内部错误



接口名称:添加或修改报表
接口地址:statistics/addOrEditStatistics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看统计报表的数据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看统计报表的数据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statisticsId false string 任务id 编辑的时候

传 添加不用传
tableName true string 表名
headjson true string 显示项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jsonusercodepar
am

true string 筛选项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
powerLV false string 用户级别 1超管

2管理员 3负责人
departID false string 级别为3是传该用

户负责的部门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 true object
    statisticsId true string 任务id
    tableName true string 表名
    datetableName true string 数据库表名
    headjson true string 显示项
    jsonusercodeparam true string 筛选项
    creatUser true string 创建人
    creat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creatDate true string 统计时间
    state true string 状态
    count true string 数据库字段
errorcode true string 0统计成功 6 内部错误

73 正在统计
ermessage true string 错误信息



接口地址:statistics/findStatisticsTabl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查询企业自定义报表集合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企业自定义报表集合
接口地址:statistics/findTabl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datetableName true string 数据库表名
count true string 查询的字段
statisticsId true string 表id
pageSize true string 页数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码
andOr true string 条件之间的关系

and 或者 or
selectString true object 选项的json数组
    colName true string 列名
    opType true string 条件
    colValue true string 值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 true string list<Map<String,Sgrin

g>> 集合 一人一条记录
er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内部错误
pageSize true string 页数
pageIndex true string 总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响应参数
 
 

 
删除自定义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自定义表
接口地址:statistics/deleteStatistics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自定义报表导出 

pageSize false string 页数
pageIndex false string 页码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 true object
    statisticsId true string 任务id
    tableName true string 表名
    datetableName true string 数据库表名
    headjson true string 显示项
    jsonusercodeparam true string 筛选项
    creatUser true string 创建人
    creat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creatDate true string 统计时间
    state true string 状态
    count true string 数据库字段
errorcode true string 0统计成功 6 内部错误
ermessage true string 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statisticsId true string 自定义表id
powerLv true string 权限级别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code true string 0 成功 20 没权限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自定义报表导出
接口地址:statistics/exportStatistics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5.63. 错题统计 
查看试卷是否统计和统计时间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看试卷是否统计和统计时间
接口地址:score/findErrorExamList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datatableName true string 数据库表名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返回报表下载地

址  6 内部错误 73  正在
统计

e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paperid true string 试卷id



 
查看试卷错题统计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看试卷错题统计
接口地址:/score/findErrorExam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统计和重新统计错题 
 
基本信息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 true string
    realationId true string 试卷名称
    scoreId true string 成绩id
    paperId true string 试卷id
    creatDate true string 最新统计时间
    creatUserid true string 统计人id
    creatUsername true string 统计人
er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内部错误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paperid true string 试卷id
state true string 1 查看 2导出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 true string
    id true string 主键id
    examId true string 试卷id
    examName true string 试卷名称
    titleId true string 题目id
    titleName true string 题目名
    errorNumber true string 错误数
    amswerNumber true string 答题数
errcode true string 0 成功 6 内部错误 73 正

在统计
e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信息



接口名称:统计和重新统计错题
接口地址:score/errorExam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5.64. 学员结业 
新增或编辑班级结业设置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新增或编辑班级结业设置
接口地址:graduation/addOrEditGraduation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paperid true string 试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code true string 0 成功 6 内部错误 73 正

在统计
errorMsg true string 错误信息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graduation_info true array[object] 班级结业设置的

json数组
    xtype true string 条件类型 1考试 2

考勤 3学时 4问卷
    xid true string xtype等于1和4是

传id 多个用逗号隔
开



 
响应参数
 
 

 
根据企业id查询班级结业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根据企业id查询班级结业信息
接口地址:graduation/findGraduation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xNumber true string xtype等于2和3是
传数字

    remake true string 备注 可传可不传
userId true string 操作人id
userName true string 操作人名称
orgId true string 操作人企业id
orgName true string 操作人企业名称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gradeName true string 班级名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 true string 添加或修改完成后的对

象集合
    graduationId true string 结业条件id
    xtype true string 条件类型
    xid true string 条件id
    xNumber true string 条件数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gradeName true string 班级名
    creat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user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updateuserId true string 更新人id
    updateuserName true string 更新人名称
    orgId true string 创建人企业id
    org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企业名称
    creatTim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updateTime true string 更新时间
    remake true string 备注
er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0成功 6内部错

误 16 对象转换失败
17结业条件不存在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响应参数
 
 

 
学员申请结业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学员申请结业
接口地址:graduation/studentApplyGradua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不传查询企

业下所有设置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 true string 结业条件对象集合
    graduationId true string 结业条件id
    xtype true string 条件类型 1考试 2 考勤

3学时 4问卷
    xid true string 条件对应id
    xNumber true string 条件对应数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gradeName true string 班级名称
    creatuser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user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updateuserId true string 更新人id
    updateuserName true string 更新人名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creatTim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updateTime true string 更新时间
    remake true string 备注
errcode true string 错误码 0成功 6内部错

误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studentId true string 学员id
studentName true string 学员名称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gradeName true string 班级名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响应参数
 
 

 
学员申请结业列表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学员申请结业列表
接口地址:graduation/studentApplyList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manual true string 手动结业1不是
2是

remake true string 备注
create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create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eImg true string 学员头像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 true string
    stugraduationId true string 学员申请结业id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gradeName true string 班级名称
    studentId true string 学员id
    studentName true string 学员姓名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state true string 审核状态 0申请中 1 审

核通过 2审核未通过
    stateId true string 审核人id
    stateName true string 审核人名称
    stateTime true string 审核时间
    manual true string 手动结业1不是 2是
    creatTime true string 申请时间
    remake true string 备注
    createName tru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createId true string 创建人id
    creatdImg true string 学员人头像
er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内部错误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pageIndex true string 页码
pageSize true string 页数



响应参数
 
 

 
学员结业审核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学员结业审核
接口地址:graduation/studentExamine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 true string
    stugraduationId true string 学员申请结业id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gradeName true string 班级名称
    studentId true string 学员id
    studentName true string 学员姓名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state true string 审核状态 0申请中 1 审

核通过 2审核未通过
    stateId true string 审核人id
    stateName true string 审核人名称
    stateTime true string 审核时间
    manual true string 手动结业1不是 2是
    creatTime true string 申请时间
    remake true string 备注
er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内部错误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state true string 审核结果 1 审核通

过 2审核未通过
userId true string 审核人id
userName true string 审核人姓名
remake true string 备注
stugraduationId true string 学员申请结业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 true string



 
查询学员结业情况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学员结业情况
接口地址:graduation/findstugradu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删除学员结业审核信息 
 

    stugraduationId true string 学员申请结业id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gradeName true string 班级名称
    studentId true string 学员id
    studentName true string 学员姓名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state true string 审核状态 0申请中 1 审

核通过 2审核未通过
    stateId true string 审核人id
    stateName true string 审核人名称
    stateTime true string 审核时间
    manual true string 手动结业1不是 2是
    creatTime true string 申请时间
    remake true string 备注
err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0成功 6内部错

误 17 该结业人员不存
在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studentid true string
gradeid true string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datas true string
    ispass true string 是否满足结业条件 0 满

足 1不满足
    xname true string 条件对应的名称
    xtype true string 条件名称（考试，考勤

，问卷，学时）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删除学员结业审核信息
接口地址:graduation/deleteStudentApply
请求方法:GE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5.65. 人脸识别 
人脸头像回调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人脸头像回调
接口地址:face/savefac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studentId true string 学员id
gradeId true string 班级i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code true string 状态码 0成功 6内部错

误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id_core true string 标识
file true string 上传的文件
faceId true string 用户id



 
查询人脸信息 
 
基本信息
 
 
接口名称:查询人脸信息
接口地址:/face/findFaceInfoPage
请求方法:POST
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
响应类型:JSON
状态:

 
请求头
 
 

 
请求参数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4.用户

不存在 102.文件类型不
支持

data true string 返回对象
    faceId true string 人脸id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createTim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facePhoto true string 人脸图片
    idCore true string 标识

接口描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默认值 描述
X-Session-Token true token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默认值 描述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startTime fals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Time false string 结束时间
pageIndex false number 1 页数
pageSize false number 10 条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须 数据类型 描述
errorcode true string 0.成功 6.失败 25.请登

录后再试 26.时间格式
有误

datas true string 人脸列表
    userId true string 用户id



 

    userName true string 用户名称
    orgId true string 企业id
    orgName true string 企业名称
    createTime true string 创建时间
    facePhoto true string 人脸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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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
        "view_count": 47,
        "collections_id": "4e7cfa1b-962b-4eab-aaaf-37f0ef16a037"
    },
    "errorcode": "0",
    "errorms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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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_id": "b308f99e-ee96-4b30-8b6d-ab8594600ef1"
}

响应 Json
{"errorcode":"0","errormsg":""}获取课程播放进度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获取课程播放进度接口地址:{url}/course/findCourseStudyRecord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头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响应 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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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_id": "b308f99e-ee96-4b30-8b6d-ab8594600ef1",
        "course_id": "c85fc354-d915-4217-993d-2166e5b21eef",
        "learning_progress": "100.00%",
        "date_time": "2017-09-11 14:05:51",
        "stu_coun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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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基本文件管理查询文件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文件接口地址:$本地$/kapi/getuserfil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文件移动/复制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文件移动/复制接口地址:$本地$/kapi/mvfil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文件删除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文件删除接口地址:$本地$/kapi/delfil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文件上传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文件上传接口地址:$本地$/kapi/upfiles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文件属性获取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文件属性获取接口地址:$本地$/kapi/getfileinfo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更新文件属性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更新文件属性接口地址:$本地$/kapi/upfileinfo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创建文件夹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创建文件夹接口地址:$本地$/kapi/CreateFolder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修改文件名称（含文件夹）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修改文件名称（含文件夹）接口地址:$本地$/kapi/UpFileNam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文件历史版本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文件历史版本列表接口地址:$本地$/kapi/HistoryLis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文件版本删除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文件版本删除接口地址:$本地$/kapi/delcfil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设置主版本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设置主版本接口地址:$本地$/kapi/SetMainVersio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文件日志列表（预留）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文件日志列表（预留）接口地址:$本地$/kapi/FileLogLis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添加日志记录（预留）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添加日志记录（预留）接口地址:$本地$/kapi/AddLog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统一下载接口基本信息接口名称:统一下载接口接口地址:$本地$/kapi/DownloadFil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更新文件历史版本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更新文件历史版本接口地址:$本地$/kapi/UpdataFileChild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文件预览*（可删）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文件预览*（可删）接口地址:$本地$/kapi/FilePreview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记录浏览次数*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记录浏览次数*接口地址:$本地$/kapi/PreviewNumber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记录浏览次数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记录浏览次数接口地址:$本地$/kapi/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文件转码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文件转码接口地址:$本地$/kapi/AgainTranscoding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移动端文件上传基本信息接口名称:移动端文件上传接口地址:/Kapi/MobileUpload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将模板配置发送到文件服务器上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将模板配置发送到文件服务器上接口地址:Kapi/sendou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视频文件转码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视频文件转码接口地址:Kapi/vedioTranscoding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百度云视频模板创建基本信息接口名称:百度云视频模板创建接口地址:$本地$/upfileConfig/SavePresets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errorcode": "0",
    "data": {
        "id": "8d472ac3-9c70-4354-8a56-3b8d3b80a499",
        "userid": "0",
        "orgid": "f206a9b4-b0c5-4fd4-8ab4-8c4a90994987",
        "username": "阿凡达",
        "fileSeting": "{\"BQ\":\"mp4_448x336_270k_8c4a90994987\",\"isEncry\":\"1\",\"Watermark\":{\"isShow\":\"1\",\"watermarkId\":\"wmk-hjtr52nzdbri4cug\",\"url\":\"resources/knowledge/f206a9b4-b0c5-4fd4-8ab4-8c4a90994987/证书管理.png\",\"position\":\"right,top\",\"secretKey\":\"f206a9b4b0c54fd4\"},\"isMarquee\":\"0\"}"
    },
    "pageSize": 20000,
    "pageIndex": 1
}查询百度云模板配置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百度云模板配置接口地址:$本地$/upfileConfig/queryPresets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上传水印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上传水印接口地址:$本地$/upfileConfig/uploadWatermark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添加文件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添加文件接口地址:Kapi/saveUload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4.6. 文件权限获得共享文件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获得共享文件接口地址:$本地$/kapi/getSharelis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设置文件权限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设置文件权限接口地址:$本地$/kapi/setfileShar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获得单个文件权限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获得单个文件权限接口地址:$本地$/kapi/getfileShar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4.7. 运营查询企业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企业列表接口地址:$本地$/Operate/findOrgList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文件共享情况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文件共享情况接口地址:$本地$/kapi/FileSharing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共享查询企业名称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共享查询企业名称接口地址:$本地$/kapi/GetOrgNameShar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已共享给企业的文件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已共享给企业的文件接口地址:$本地$/kapi/AlreaSharOrgfil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选择文件共享给企业基本信息接口名称:选择文件共享给企业接口地址:$本地$/kapi/setSharfil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企业共享文件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企业共享文件接口地址:$本地$/kapi/delSharfil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运营者共享给企业的文件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运营者共享给企业的文件接口地址:$本地$/kapi/AlreaSharOperatefil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4.8. 知识架构 查询知识架构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知识架构列表接口地址:$本地$/knowledge/findKnowledgeList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模板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模板列表接口地址:$本地$/knowledge/findModelList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企业已绑定的模板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企业已绑定的模板接口地址:$本地$/knowledge/findhasId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errorcode":"0","errormsg":"11,2,15,13,16,1,10,9,9,14,3,12,8"}根据知识架构id，查询知识架构负责人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根据知识架构id，查询知识架构负责人接口地址:$本地$/knowledge/findUserByKnowledg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模板添加知识架构节点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模板添加知识架构节点接口地址:$本地$/knowledge/addModelKnowledg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
"modelLV": "1.1",
"modelName": "培训内容相关",
"modelId":"24febd5ad-ef56-fikef-c1bd9sc5d4r2e",
"parentId":"0",
},
{
"modelLV": "1.1.2",
"modelName": "礼仪培训",
"modelId":"bcf76d2cd-df02-cb90f-o8ucdc5d55c2b",
"parentId":"24febd5ad-ef56-fikef-c1bd9sc5d4r2e"
}]添加、移动、修改节点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添加、移动、修改节点接口地址:$本地$/knowledge/addOrUpKnowledg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知识架构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知识架构接口地址:$本地$/knowledge/delKnowledg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重新计算基本信息接口名称:重新计算接口地址:$本地$/knowledge/calculatio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响应参数查询当前分类的所有父级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当前分类的所有父级接口地址:knowledge/findKnowledgeInfo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errorcode": "0",
    "datas": [
        {
            "knowledge_Id": "41317a4c-2b2f-4d6f-bca9-8067e8f7da20",
            "course_Sum": 1,
            "create_Date": "2017-08-24 00:00:00",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knowledge_Name": "视频",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org_Name": "测试",
            "parentId": "655b52ff-8bc0-4fbf-a39f-687223c257f7",
            "testPaper_Sum": 0,
            "title_Sum": 0,
            "sortCode": "0",
            "introduction": "视频",
            "pinyin": "测试",
            "classification": "1",
            "knowledge_Type": "",
            "haschildren": 1
        },
        {
            "knowledge_Id": "655b52ff-8bc0-4fbf-a39f-687223c257f7",
            "course_Sum": 23,
            "create_Date": "2017-08-24 00:00:00",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knowledge_Name": "课程",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org_Name": "测试",
            "parentId": "0",
            "testPaper_Sum": 28,
            "title_Sum": 6,
            "sortCode": "0",
            "introduction": "课程添加",
            "pinyin": "测试",
            "classification": "0",
            "knowledge_Type": "",
            "haschildren": 5
        },
        {
            "knowledge_Id": "f7e601de-7f6f-4271-a16e-ad5e3a58ceab",
            "course_Sum": 0,
            "create_Date": "2017-11-03 00:00:00",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knowledge_Name": "前面有两个",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org_Name": "测试",
            "parentId": "41317a4c-2b2f-4d6f-bca9-8067e8f7da20",
            "testPaper_Sum": 0,
            "title_Sum": 0,
            "sortCode": "0",
            "introduction": "阿什顿飞",
            "pinyin": "测试",
            "classification": "2",
            "knowledge_Type": "",
            "haschildren": 0
        }
    ]
}
	4.9. 培训课程查询课程关联的知识架构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课程关联的知识架构接口地址:$本地$/course/findKnowledgeByCours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课程详细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课程详细接口地址:$本地$/course/findCourseDetailed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添加/修改课程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添加/修改课程接口地址:$本地$/course/AddNoCourseinfo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上传课程封面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上传课程封面接口地址:$本地$/course/uploadCover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文档、视频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文档、视频接口地址:$本地$/course/queryFileTyp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课程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课程接口地址:$本地$/course/findCourseinfo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课程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课程接口地址:$本地$/course/delCours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课程封面合成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课程封面合成接口地址:$本地$/course/receiveCover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公开课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公开课接口地址:course/findOpe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errorcode": "0",
    "datas": [
        {
            "course_Id": "323116b4-08c3-478a-8820-14a4b991ab28",
            "course_Name": "的萨芬",
            "course_Order": 0,
            "course_Sum": "1",
            "sectionSum": "1",
            "create_Date": "2017-11-03 09:48:06",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isOpen": 0,
            "lecturer": "zero",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org_Name": "测试",
            "course_img": "/images/train/fengmian005.gif",
            "complete": "0",
            "filesize": 0,
            "coures_info": false,
            "amountJSON": "[{\"order\":\"0\",\"play\":\"0\",\"forward\":\"0\",\"collection\":\"0\",\"download\":\"0\",\"like\":\"0\"}]",
            "likes": 0,
            "forward": 0,
            "downloadCount": 0,
            "viewCount": 0,
            "knowledgeJSON": "[{\"knowledge_Id\":\"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course_Sum\":6,\"create_Date\":\"2017-08-29 00:00:00\",\"create_Id\":\"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create_Name\":\"zero\",\"knowledge_Name\":\"手机\",\"org_ID\":\"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parentId\":\"0\",\"testPaper_Sum\":4,\"title_Sum\":90,\"classification\":\"0\",\"haschildren\":0,\"$$hashKey\":\"object:526\"}]",
            "coursedetailed": {
                "detailed_Id": "3297e41c-bc5d-4f51-8456-3cb9da537f58",
                "detailed_JSON": "[{\"chid\":\"2017110394753527\",\"chapter\":\"第一章\",\"content\":[{\"CSID\":\"2017110394753527\",\"CSNAME\":\"的萨芬\",\"chshow\":false,\"chid\":\"2017110394753527\",\"CSTYPE\":\"3\",\"stypeicon\":\"#icon-icon04\",\"stypename\":\"试卷\",\"chapterJson\":\"[{\\\"paperId\\\":\\\"1c5f605e-c7bc-488b-a762-c1483c7f8635\\\",\\\"answerTime\\\":\\\"12\\\",\\\"examCount\\\":12,\\\"knowledge_Id\\\":\\\"3a92bc9a-f328-47da-964d-8fbfc88dc549\\\",\\\"knowledge_Name\\\":\\\"数学\\\",\\\"paperDifficulty\\\":\\\"1\\\",\\\"paperName\\\":\\\"现在才\\\",\\\"passGrade\\\":12,\\\"totalScore\\\":20,\\\"create_Date\\\":\\\"2017-11-03 09:47:28\\\",\\\"create_Id\\\":\\\"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create_Name\\\":\\\"zero\\\",\\\"org_ID\\\":\\\"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org_Name\\\":\\\"测试\\\",\\\"paper_Random\\\":\\\"1\\\",\\\"question_Count\\\":2,\\\"paperCount\\\":0,\\\"paperState\\\":0,\\\"zaikaoFlag\\\":\\\"\\\",\\\"url\\\":\\\"/resources/exam/1c5f605e-c7bc-488b-a762-c1483c7f8635/1c5f605e-c7bc-488b-a762-c1483c7f8635.html\\\",\\\"$$hashKey\\\":\\\"object:590\\\",\\\"isSel\\\":true}]\",\"CSSCORE\":12,\"CSFULLSCORE\":20,\"CSPID\":\"1c5f605e-c7bc-488b-a762-c1483c7f8635\",\"CRANDIM\":\"1\",\"CSPCOUNT\":0,\"CSURL\":\"现在才\"}]}]",
                "detailed_Order": 0,
                "isLookat": 0,
                "course_Id": "323116b4-08c3-478a-8820-14a4b991ab28"
            }
        }
    ],
    "pageCount": 3,
    "numCount": 3,
    "pageSize": 1,
    "pageIndex": 1
}收藏课程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收藏课程接口地址:$url$/course/modifyCollectionCours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4.10. 考试管理查询试卷名称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试卷名称接口地址:$本地$/exampaper/findExamNam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试卷）第三方题库导入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试卷）第三方题库导入接口地址:$本地$/Fast-Trianing-FileCenter/questionLook/QuestionBydoc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message":"数据导入成功"}
分页查询试卷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分页查询试卷列表接口地址:$本地$/Fast-Trianing-FileCenter/paper/findByPaperPageSelectAndTrim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新增试卷（固定）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新增试卷（固定）接口地址:$本地$/Fast-Trianing-FileCenter/paper/savePaper？qids=XXX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新增试卷（随机试卷）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新增试卷（随机试卷）接口地址:$本地$/Fast-Trianing-FileCenter/paper/savePaperByRandom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试卷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试卷接口地址:$本地$/Fast-Trianing-FileCenter/paper/delPaper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根据知识结构id题型id难度查询题目数量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根据知识结构id题型id难度查询题目数量接口地址:$本地$/Fast-Trianing-FileCenter/questionLook/findNumberByWher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根据试卷id查询试卷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根据试卷id查询试卷信息接口地址:$本地$/Fast-Trianing-FileCenter/paper/findPaperByid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试卷是否已考试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试卷是否已考试接口地址:http://192.168.1.238:8081/Fast-Trianing-FileCenter/score/selectNotScor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message":"0"}（题库管理）题库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题库管理）题库列表接口地址:$本地$/Fast-Trianing-FileCenter/questionLook/findQuestionBySelectAndTrim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data": null,
    "datas": [
        {
            "answer": null,
            "create_Date": null,
            "create_Id": null,
            "create_Name": null,
            "difficulty": "1",
            "knowledge_Id": null,
            "knowledge_Name": "aaa",
            "label": "123",
            "org_ID": "4e4f9eaf-d9bd-45b0-8ff7-30a9e9faa7a7",
            "org_Name": null,
            "position_type": null,
            "question_name": null,
            "questions_Id": "01dfd2a7-3131-4100-9342-f5319e35e6ef",
            "questions_Json": "{\"answer\":\"题目答案\",\"answerAnalysis\":\"答案注释\",\"options\":[\"选 项1\",\"选项2\",\"选项3\",\"选项4\"],\"title\":\"题目名称\"}",
            "questions_Type": "1",
            "score": null,
            "upd_Date": "2017-08-01 14:28:43",
            "upd_Id": "4e4f9eaf-d9bd-45b0-8ff7-30a9e9faa7a7",
            "upd_Name": null
        },
        {
            "answer": null,
            "create_Date": null,
            "create_Id": null,
            "create_Name": null,
            "difficulty": "1",
            "knowledge_Id": null,
            "knowledge_Name": "aaa",
            "label": "123",
            "org_ID": "4e4f9eaf-d9bd-45b0-8ff7-30a9e9faa7a7",
            "org_Name": null,
            "position_type": null,
            "question_name": null,
            "questions_Id": "61fef034-a6ad-4372-91e6-d686f01963be",
            "questions_Json": "{\"answer\":\"题目答案\",\"answerAnalysis\":\"答案注释\",\"options\":[\"选 项1\",\"选项2\",\"选项3\",\"选项4\"],\"title\":\"题目名称\"}",
            "questions_Type": "1",
            "score": null,
            "upd_Date": "2017-08-01 14:20:25",
            "upd_Id": "4e4f9eaf-d9bd-45b0-8ff7-30a9e9faa7a7",
            "upd_Name": null
        },
        {
            "answer": null,
            "create_Date": "2015-09-30 00:00:00",
            "create_Id": "05cf49c6-b412-4ccd-9375-0205a580c401",
            "create_Name": "哈哈镜有限公司",
            "difficulty": "这是难度",
            "knowledge_Id": "88ad6ad3-d6df-4535-a40d-722b000411ea",
            "knowledge_Name": "其他",
            "label": "这是标签",
            "org_ID": "86cd829f-aa93-4f08-8c93-b8fd4b13df4b",
            "org_Name": "哈哈镜有限公司",
            "position_type": "0",
            "question_name": null,
            "questions_Id": "ae2a30d2-58f1-4ac4-979a-bad08f9d6eae",
            "questions_Json": "{\"answer\":\"A\",\"answerAnalysis\":\"这是答案注释\",\"options\":[\"选项\",\"选项\",\"选项\",\"选项\"],\"title\":\"这是一道单选题的题目 。\"}",
            "questions_Type": "1",
            "score": null,
            "upd_Date": null,
            "upd_Id": null,
            "upd_Name": null
        }
    ],
    "errorcode": "0",
    "errormsg": null,
    "numCount": 17124,
    "pageCount": 5709,
    "pageIndex": 1,
    "pageSize": 3,
    "userinfo": null
}（题库管理）试题新增 编辑基本信息接口名称:（题库管理）试题新增 编辑接口地址:$本地$/Fast-Trianing-FileCenter/questionLook/questionSaveOrUpdat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datas": {
        "exmaobj": {
            "create_Date": 1450851985000,
            "create_Id": "1",
            "create_Name": "管理员",
            "difficulty": "2",
            "knowledge_Id": "222",
            "knowledge_Name": "12321",
            "label": "23",
            "org_ID": "123",
            "position_type": "1",
            "question_name": "123",
            "questions_Id": "00049f56-3655-4c3a-9ea4-562ed56b7208",
            "questions_Json": "{\"answer\":\"题目答案\",\"answerAnalysis\":\"答案注释\",\"options\":[\"选 项1\",\"选项2\",\"选项3\",\"选项4\"],\"title\":\"题目名称\"}",
            "questions_Type": "1",
            "score": "0",
            "upd_Date": 1502095506749,
            "upd_Id": "123",
            "upd_Name": "123"
        },
        "message": "修改成功"
    },
    "errorcode": "0"
}（题库管理）题目删除基本信息接口名称:（题库管理）题目删除接口地址:$本地$/Fast-Trianing-FileCenter/questionLook/questionDel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errorcode":"0","message":"删除成功"}（题库管理）根据试题id查询试题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题库管理）根据试题id查询试题信息接口地址:$本地$/Fast-Trianing-FileCenter/questionLook/questionFindByid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datas": {
        "examobj": {
            "answer": null,
            "create_Date": "2016-03-27 18:38:23",
            "create_Id": "d7c72142-1e32-4d4d-87cd-6a47108a326c",
            "create_Name": "测试总公司",
            "difficulty": "非常简单",
            "knowledge_Id": "fe8f88a2-004d-48e1-ba09-7f4fe0ff425f",
            "knowledge_Name": "数学",
            "label": "数学",
            "org_ID": "a1e5d001-bfed-4346-83bb-4755a450ac59",
            "org_Name": "保定航信",
            "position_type": "0",
            "question_name": null,
            "questions_Id": "58736dc7-f947-4020-acbd-312e65862653",
            "questions_Json": "{\"answer\":\"B\",\"answerAnalysis\":\"1+1=2\",\"options\":[\"1\",\"2\",\"3\",\"4\"],\"title\":\"请问，一加一等于多少？\"}",
            "questions_Type": "1",
            "score": null,
            "upd_Date": null,
            "upd_Id": null,
            "upd_Name": null
        }
    },
    "errorcode": "0"
}试卷生成静态页面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试卷生成静态页面接口地址:$本地$/Fast-Trianing-FileCenter/paper/IcreateHtml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知识选择器） 查询试题基本信息接口名称:（知识选择器） 查询试题接口地址:$本地$/questionLook/findQuestionBySelectAndTrimToKnowledg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data": null,
    "datas": [
        {
            "answer": null,
            "create_Date": "2017-08-24 18:08:43",
            "create_Id": "1",
            "create_Name": "系统管理员",
            "difficulty": "1",
            "knowledge_Id": "ca4df812-7498-478e-8d0f-dfa8867956f8",
            "knowledge_Name": "手机",
            "label": "手机 ",
            "org_ID": "0",
            "org_Name": null,
            "position_type": null,
            "question_name": "请问一加一等于多少？（）（）",
            "questions_Id": "afaf2f8a-b217-453d-b9f9-ac0fc09fb6de",
            "questions_Json": "{\"answer\":\"2///2 \",\"answerAnalysis\":\"\",\"title\":\"请问一加一等于多少？（）（）\"}",
            "questions_Type": "5",
            "score": null,
            "upd_Date": "2017-08-24 18:08:38",
            "upd_Id": "0",
            "upd_Name": null
        },
        {
            "answer": null,
            "create_Date": "2017-08-24 18:08:43",
            "create_Id": "1",
            "create_Name": "系统管理员",
            "difficulty": "1",
            "knowledge_Id": "8ff24c19-bcf6-49ca-b50c-4e10bcafcfa9",
            "knowledge_Name": "数学",
            "label": "数学",
            "org_ID": "0",
            "org_Name": null,
            "position_type": null,
            "question_name": "请问，一加一等于多少？",
            "questions_Id": "b5d3ba21-eed7-4c89-b44f-3648ad83c073",
            "questions_Json": "{\"answer\":\"B\",\"answerAnalysis\":\"1 1=2\",\"options\":[\"1\",\"2\",\"3\",\"4\"],\"title\":\"请问，一加一等于多少？\"}",
            "questions_Type": "1",
            "score": null,
            "upd_Date": "2017-08-24 18:08:38",
            "upd_Id": "0",
            "upd_Name": null
        }
    ],
    "datasJson": null,
    "errorcode": "0",
    "errormsg": null,
    "id": null,
    "numCount": 2,
    "pageCount": 1,
    "pageIndex": 1,
    "pageSize": 10
}试卷考试的详细报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试卷考试的详细报表接口地址:score/findFrequency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errorcode": "0",
    "datas": [
        {
            "ispass": "41",
            "score": 43,
            "userinfoId": "98553cc8-6577-4713-86df-b0a6cf25a61f",
            "userinfoName": "宇",
            "userinfo": {
                "user_ID": "98553cc8-6577-4713-86df-b0a6cf25a61f",
                "user_No": "2017082493625905",
                "user_Account": "y",
                "user_Pwd": "123654",
                "user_Img": "http://192.168.1.148:8080/resources/knowledge/userAvatar/98553cc8-6577-4713-86df-b0a6cf25a61f.jpg?t=Tue Oct 31 14:04:08 CST 2017",
                "user_Name": "宇",
                "email": "2291259250@qq.com",
                "phone": "",
                "createDate": "2017-08-24 09:38:39",
                "createUser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UserName": "zero",
                "modifyDate": "2017-10-31 14:04:07",
                "powerLV": "99",
                "organization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organization_Name": "测试",
                "state": 0,
                "filesize": 0,
                "lasttime": "2017-11-02 10:44:31",
                "startTime": "",
                "endTime": "",
                "endDate": "",
                "startDate": "",
                "identifyCard": ""
            },
            "count": 0
        }
    ],
    "pageCount": 1,
    "numCount": 1,
    "pageSize": 20,
    "pageIndex": 1
}
	4.11. 课程统计查询课程的相关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课程的相关信息接口地址:$本地$/course/courseRelevan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30天内课程观看人数的统计基本信息接口名称:30天内课程观看人数的统计接口地址:$本地$/course/courseStatistics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errorcode": "0",
    "datas": [
        {
            "userId": "8",
            "dateLearn": "2017-11-09 00:00:00",
            "style": "1"
        },
        {
            "user_id": "3",
            "date_time": "2017-11-09 00:00:00",
            "style": "2"
        },
        {
            "userid": "6",
            "dateTime": "2017-11-07 00:00:00",
            "style": "3"
        }
    ]
}课程章节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课程章节列表接口地址:$本地$/course/chapterLis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人员对应的课程的小节学习记录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人员对应的课程的小节学习记录接口地址:$本地$/course/findSectionByCidUid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人员学习记录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人员学习记录接口地址:$本地$/course/peopleLear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考试信息统计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考试信息统计接口地址:$本地$/course/paperStatistics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线下信息统计基本信息接口名称:线下信息统计接口地址:$本地$/course/lineStatistics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视频、文档信息统计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视频、文档信息统计接口地址:$本地$/course/videoStatistics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每个章节结果数量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每个章节结果数量接口地址:$本地$/course/chapterQuantity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课程统计导出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课程统计导出接口地址:$本地$/course/courseExport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4.12. 培训任务查询学员的任务进度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学员的任务进度接口地址:$本地$/stage/findArrangeProgress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errorcode": "0",
    "datas": [
        {
            "progressId": "1",
            "user_Id": "567bab18-67e5-4f5c-a26c-a67c0873227d",
            "user_Name": "003",
            "user_Account": "fh003",
            "telephone": "13716824962",
            "last_Date": "2017-07-19 11:36:23",
            "test_state": "未考核",
            "course_count": "5",
            "org_Id": "a7fac448-e63b-4596-add7-796fae990502",
            "arrange_Id": "1",
            "user_Img": "http://192.168.1.102:8999/userAvatar/567bab18-67e5-4f5c-a26c-a67c0873227d.jpg?t=Wed Jul 12 11:36:17 CST 2017"
        },
        {
            "progressId": "2",
            "user_Id": "17bffba7-4cc3-4948-a952-efbad96c2973",
            "user_Name": "004",
            "user_Account": "fh004",
            "telephone": "18215792365",
            "last_Date": "2017-06-08 11:36:31",
            "test_state": "已考核",
            "course_count": "5",
            "org_Id": "a7fac448-e63b-4596-add7-796fae990502",
            "arrange_Id": "1",
            "user_Img": "http://www.jisupeixun.com:80/userAvatar/17bffba7-4cc3-4948-a952-efbad96c2973.jpg?t=Fri Jun 09 11:35:12 CST 2017"
        },
        {
            "progressId": "3",
            "user_Id": "fde56913-050e-4f72-9ef5-b4e5fb3b24a3",
            "user_Name": "005",
            "user_Account": "fh005",
            "telephone": "13752102633",
            "last_Date": "2017-07-20 11:36:34",
            "test_state": "未考核",
            "course_count": "5",
            "org_Id": "a7fac448-e63b-4596-add7-796fae990502",
            "arrange_Id": "1",
            "user_Img": "http://www.jisupeixun.com:80/userAvatar/fde56913-050e-4f72-9ef5-b4e5fb3b24a3.jpg?t=Fri Jun 09 11:35:39 CST 2017"
        },
        {
            "progressId": "4",
            "user_Id": "a2556ac9-8e61-47b4-a598-7e87dde6c269",
            "user_Name": "xueyuan",
            "user_Account": "xueyuan",
            "telephone": "18286454385",
            "last_Date": "2017-07-03 11:36:37",
            "test_state": "已考核",
            "course_count": "3",
            "org_Id": "07c28854-ae91-4247-8ced-101a98139163",
            "arrange_Id": "1",
            "user_Img": "http://192.168.1.223:8080/userAvatar/a2556ac9-8e61-47b4-a598-7e87dde6c269.jpg?t=Tue Jul 04 11:53:46 CST 2017"
        },
        {
            "progressId": "5",
            "user_Id": "a358b9c3-adc6-4fa1-9781-d8772315118f",
            "user_Name": "002",
            "user_Account": "fh002",
            "telephone": "12525425596",
            "last_Date": "2017-06-06 11:36:41",
            "test_state": "未考核",
            "course_count": "3",
            "org_Id": "a7fac448-e63b-4596-add7-796fae990502",
            "arrange_Id": "1",
            "user_Img": "http://www.jisupeixun.com:80/userAvatar/a358b9c3-adc6-4fa1-9781-d8772315118f.jpg?t=Fri Jun 09 11:33:57 CST 2017"
        },
        {
            "progressId": "6",
            "user_Id": "d066525b-2d39-4cc3-9157-2ea5a2643433",
            "user_Name": "001",
            "user_Account": "fh001",
            "telephone": "13765654435",
            "last_Date": "2017-06-25 11:36:45",
            "test_state": "已考核",
            "course_count": "3",
            "org_Id": "a7fac448-e63b-4596-add7-796fae990502",
            "arrange_Id": "1",
            "user_Img": "http://www.jisupeixun.com:80/userAvatar/d066525b-2d39-4cc3-9157-2ea5a2643433.jpg?t=Fri Jun 09 11:43:04 CST 2017"
        }
    ],
    "pageCount": 1,
    "numCount": 6,
    "pageSize": 20000,
    "pageIndex": 1
}查询企业的任务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企业的任务列表接口地址:$本地$/stage/findstag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学员端任务查询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学员端任务查询接口地址:$本地$/stage/findStudentStage$本地$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任务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任务接口地址:$本地$/stage/deleteArrang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添加、修改任务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添加、修改任务接口地址:$本地$/stage/addUpdateArrang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学员的任务阶段内容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学员的任务阶段内容接口地址:$本地$/stage/findArrangeStag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
        "courseId": "d7c9f415-8664-4696-89c6-523672397f72",
        "courseName": "12313",
        "courseImg": "/resources/images/af18774c-6e23-4d70-9a09-c1fc66f0a8e4.png",
        "courseDetailed": "",
        "courseOrder": "0",
        "courseSum": "1",
        "isOpen": "1",
        "lecturer": "123213",
        "coursePrice": "0",
        "detailedJSON": "[{\"chapter\":\"章节名12121222\",\"content\":\"[{\\\"CSID\\\":\\\"004cbec1-18ac-5434-08bf-c04093502829\\\",\\\"CSNAME\\\":\\\"11213\\\",\\\"CSTYPE\\\":\\\"1\\\",\\\"CSURL\\\":\\\"/upload/ed795174-f92d-75be-d031-fb7270428d89.flv\\\",\\\"CSTIME\\\":\\\"1\\\",\\\"size\\\":\\\"499745\\\"}]\"}]",
        "sendFlag": "0",
        "knowledgeJSON": "",
        "style": "1"
    },
    {
        "paperId": "07006008-a605-418b-94fb-de8ddce1647b",
        "answerTime": "60",
        "examCount": 0,
        "knowledge_Id": "a3719a6b-8753-4d05-be57-c7b186ae408b",
        "knowledge_Name": "j2EE",
        "paperName": "新启",
        "passGrade": 60,
        "totalScore": 100,
        "create_Date": "2016-02-24 10:41:28",
        "create_Id": "1",
        "create_Name": "系统管理员",
        "org_ID": "0",
        "org_Name": "管理员",
        "paper_Random": "0",
        "question_Count": 20,
        "paperCount": 1,
        "paperState": 0,
        "paperPower": "",
        "style": "2"
    },
    {
        "paperId": "0766a8e2-5892-43c5-a25d-1fa2c5d8a57f",
        "answerTime": "10",
        "examCount": 2,
        "knowledge_Id": "096b8854-6775-423d-b01a-5e202231b6c3",
        "knowledge_Name": "贷记卡发卡系统",
        "paperDifficulty": "2",
        "paperName": "贷记卡发卡系统基础知识考试",
        "passGrade": 60,
        "totalScore": 100,
        "create_Date": "2016-01-21 14:26:55",
        "create_Id": "b39e7790-f8a3-4200-91e9-df3a9d2b9012",
        "create_Name": "银联数据",
        "upd_Date": "2016-01-21 14:27:23",
        "upd_Id": "b39e7790-f8a3-4200-91e9-df3a9d2b9012",
        "upd_Name": "银联数据",
        "org_ID": "01ad1fc7-39dc-42ab-9169-c83abacc2884",
        "org_Name": "银联数据",
        "paper_Random": "0",
        "question_Count": 5,
        "paperCount": 2,
        "paperState": 0,
        "paperPower": "2",
        "style": "2"
    },
    {
        "paperId": "07c6c114-69c0-4417-a863-1f48730f164e",
        "answerTime": "60",
        "examCount": 1,
        "knowledge_Id": "241ec428-6304-42fb-aebb-5c5c419c7edd",
        "knowledge_Name": "市场营销",
        "paperDifficulty": "1",
        "paperName": "11",
        "passGrade": 60,
        "totalScore": 100,
        "create_Date": "2016-03-28 14:58:24",
        "create_Id": "a3f4922c-af82-4903-9451-0809ad2e64f1",
        "create_Name": "xcc",
        "org_ID": "8baf0acc-19f1-4953-81dd-4957497486f0",
        "org_Name": "sped",
        "paper_Random": "0",
        "question_Count": 1,
        "paperCount": 2,
        "paperState": 0,
        "paperPower": "1",
        "huiguFlag": "",
        "zaikaoFlag": "",
        "style": "2"
    },
    {
        "paperId": "3a3328f9-85ea-41bf-9264-f7810d654dd1",
        "answerTime": "10",
        "examCount": 1,
        "knowledge_Id": "059eaf63-794f-4b96-a27d-b6a7954f5fc4",
        "knowledge_Name": "公共知识",
        "paperDifficulty": "1",
        "paperName": "CNY路演测试",
        "passGrade": 80,
        "totalScore": 100,
        "create_Date": "2015-12-21 12:31:02",
        "create_Id": "a72ce9b7-fd5c-4bed-87a0-c5a674340a75",
        "create_Name": "新秀丽考试测试网",
        "org_ID": "83a4e33a-2be1-4fc5-b024-49e921b8108a",
        "org_Name": "新秀丽2",
        "paper_Random": "1",
        "question_Count": 15,
        "paperCount": 0,
        "paperState": 0,
        "paperPower": "1",
        "style": "2"
    },
    {
        "upId": "cb60262e7133c7cd12309bfaeb61660e",
        "upUserId": "d299de6e-a920-4e3d-bce1-4d4f74fa1276",
        "upOrgId": "4e4f9eaf-d9bd-45b0-8ff7-30a9e9faa7a7",
        "upUserName": "踩踩踩",
        "fileName": "我就是一个小仙女",
        "uploadTime": "2017-07-03 19:12:18",
        "fileSize": 1.34,
        "fileType": "ques",
        "status": "0",
        "fid": "0",
        "fileTxt": "{\"fileTxts\":\"我就是一个小仙女\",\"userImg\":\"http://www.jisupeixun.com:80/userAvatar/d299de6e-a920-4e3d-bce1-4d4f74fa1276.jpg?t=Tue Jun 06 13:25:41 CST 2017\",\"answer\":3,\"asCourse\":\"\",\"close_reply\":false,\"attribute\":[{\"answer\":\"你就是\",\"anName\":\"踩踩踩\",\"anImg\":\"http://www.jisupeixun.com:80/userAvatar/d299de6e-a920-4e3d-bce1-4d4f74fa1276.jpg?t=Tue Jun 06 13:25:41 CST 2017\",\"anTime\":\"2017-6-3 19:08:10\",\"adopt\":\"1\",\"showThis\":true,\"orgid\":\"4e4f9eaf-d9bd-45b0-8ff7-30a9e9faa7a7\",\"userid\":\"d299de6e-a920-4e3d-bce1-4d4f74fa1276\",\"buttonshow\":true,\"showbottonall\":false,\"buttonshow2\":false},{\"answer\":\"没毛病\",\"anName\":\"踩踩踩\",\"anImg\":\"http://www.jisupeixun.com:80/userAvatar/d299de6e-a920-4e3d-bce1-4d4f74fa1276.jpg?t=Tue Jun 06 13:25:41 CST 2017\",\"anTime\":\"2017-6-3 19:08:24\",\"adopt\":\"0\",\"showThis\":true,\"orgid\":\"4e4f9eaf-d9bd-45b0-8ff7-30a9e9faa7a7\",\"userid\":\"d299de6e-a920-4e3d-bce1-4d4f74fa1276\",\"buttonshow\":true,\"showbottonall\":true,\"buttonshow2\":false},{\"answer\":\"相信自己[face_1]\",\"anName\":\"踩踩踩\",\"anImg\":\"http://www.jisupeixun.com:80/userAvatar/d299de6e-a920-4e3d-bce1-4d4f74fa1276.jpg?t=Tue Jun 06 13:25:41 CST 2017\",\"anTime\":\"2017-6-3 19:08:34\",\"adopt\":\"0\",\"showThis\":true,\"orgid\":\"4e4f9eaf-d9bd-45b0-8ff7-30a9e9faa7a7\",\"userid\":\"d299de6e-a920-4e3d-bce1-4d4f74fa1276\",\"buttonshow\":true,\"showbottonall\":false,\"buttonshow2\":false}]}",
        "fileversion": "1",
        "frequency": 0,
        "style": "3"
    }
]培训统计导出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培训统计导出接口地址:$本地$/stage/taskExpor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4.13. 网址收藏网址收藏的添加/编辑基本信息接口名称:网址收藏的添加/编辑接口地址:$本地$/kapi/AddEditURLCollectio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网址收藏查询基本信息接口名称:网址收藏查询接口地址:$本地$/kapi/GetURLCollectio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4.14. 记事本管理记事本添加/编辑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记事本添加/编辑接口地址:$本地$/kapi/AddNotepad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富文本编辑器-上传接口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富文本编辑器-上传接口接口地址:$本地$/Kapi/EditorUpload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4.15. 问答问答添加(知识库)基本信息接口名称:问答添加(知识库)接口地址:$本地$/kapi/AddAsk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问题] 1+1=？[提问人]张三 [时间]2017-05-09
[回答]2[回答人]李四[时间]2017-05-10[采纳]1[隐藏回答]0
[回答]2[回答人]李四[时间]2017-05-10[采纳]1[隐藏回答]0

[回答]4  [回答人]李四[时间]2017-05-10[采纳]1[隐藏回答]0

[回答]2[回答人]李四[时间]2017-05-10[采纳]1[隐藏回答]0
[回答]2[回答人]李四[时间]2017-05-10[采纳]1[隐藏回答]0

{问题:1+1=?,
 提问人:张三,
 提问人头像：img，
 提问时间:2017-05-09,
 回答数量:5，
 关联的课程：（可以为空）
 是否关闭问题回答：0不关闭1关闭
 回答数组：[{
   索引：0，
   回答:2666,
   回答人:张三,
   回答人头像：img，
   回答时间:2017-05-09,
   是否被采纳：0 不采纳  1 采纳
   关联的课程：（可以为空）
   是否隐藏回答： 0不隐藏 1隐藏
   是否关闭问题回答：0不关闭1关闭
}

 ]
}



提交回答(知识库)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提交回答(知识库)接口地址:$本地$/kapi/UpdateAsk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获取所有问答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获取所有问答接口地址:interlocution/findProblemPag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获取所有回复的问答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获取所有回复的问答接口地址:interlocution/findReplayPag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问答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问答列表接口地址:interlocution/findQuestionLis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添加及修改问答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添加及修改问答接口地址:interlocution/saveEditQA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添加收藏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添加收藏接口地址:collection/saveCollectio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收藏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收藏接口地址:collection/delCollectio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新增附件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新增附件接口地址:interlocution/uploadEnclosur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4.16. 学员端分页查询历史考试记录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分页查询历史考试记录列表接口地址:$本地$/Fast-Trianing-FileCenter/exampaper/historyPaper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收藏课程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收藏课程接口地址:$本地$/exampaper/courseCollectio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最近学习的前三个课程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最近学习的前三个课程接口地址:$本地$/exampaper/studyCourseTopThre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学员个人信息统计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学员个人信息统计接口地址:$本地$/exampaper/stuTotleInfo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修改学员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修改学员信息接口地址:$本地$/exampaper/updateStuInfo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学员端7天内过期的任务  或线下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学员端7天内过期的任务  或线下接口地址:$本地$/exampaper/getSevenArrang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4.17. 培训基地管理添加修改培训基地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添加修改培训基地信息接口地址:trainbase/addOrEditTrainbas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基地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基地信息接口地址:trainbase/deleteTrainbas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基地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基地信息接口地址:trainbase/findTrainbas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新增修改基地接站点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新增修改基地接站点信息接口地址:trainbase/addOrEditJunction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修改基地接站点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修改基地接站点信息接口地址:trainbase/updateJunction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接站点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接站点接口地址:trainbase/deleteJunction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基地接站点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基地接站点列表接口地址:trainbase/findJunction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 极速培训
	5.1. 跨域验证验证返回用户登录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验证返回用户登录信息接口地址:$url$/dispatcher/validatio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重定向到指定页面基本信息接口名称:重定向到指定页面接口地址:$url$/dispatcher/redirec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2. 评论模块展示评论列表（分页）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展示评论列表（分页）接口地址:$本地$/comment/TabbedCommentDisplay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发表评论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发表评论接口地址:$本地$/comment/saveCommen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响应数据示例
{
    "data": {
        "answerCount": 0,
        "askingQuestions_Nei": "这个课程好不好学？",
        "commentUserId": "527afa47-313a-4d8e-8fad-7a23faf824c2",
        "commentUserName": "帅帅",
        "comment_id": "302ec58f-60b1-4975-8c07-5fe011a39353",
        "create_Time": "2017-09-20 09:25:55",
        "fabulousCount": 0,
        "knowledgeId": "046ddad5-3248-433f-87ca-6354644108de",
        "org_id": "ee2a98c2-5fd0-4a62-b058-db222b2c9830",
        "questionWhetherSolve": "0",
        "title": "课程",
        "url": "www.baidu.com"
    },
    "errorcode": "0"
}评论回复列表（分页）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评论回复列表（分页）接口地址:$本地$/comment_back/TabbedCommentBackDisplay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响应数据示例
{
    "data": {
        "data": null,
        "datas": [
            {
                "answerCount": 0,
                "backContent": "挺好的+1",
                "back_Time": null,
                "back_UserId": "527afa47-313a-4d8e-8fad-7a23faf824c2",
                "back_UserName": "帅帅",
                "comment_backId": "1914e208-e2be-4756-8bc3-252c40a03587",
                "comment_id": null,
                "fabulousCount": 0,
                "isFabulous": "0",
                "org_id": "ee2a98c2-5fd0-4a62-b058-db222b2c9830",
                "parentId": "527afa47-313a-4d8e-8fad-7a23faf824c2"
            },
            {
                "answerCount": 0,
                "backContent": "挺好的+1",
                "back_Time": null,
                "back_UserId": "527afa47-313a-4d8e-8fad-7a23faf824c2",
                "back_UserName": "帅帅",
                "comment_backId": "21082fee-312b-4d8a-92e0-fe9f5fe50fa4",
                "comment_id": null,
                "fabulousCount": 0,
                "isFabulous": "0",
                "org_id": "ee2a98c2-5fd0-4a62-b058-db222b2c9830",
                "parentId": "527afa47-313a-4d8e-8fad-7a23faf824c2"
            }
        ],
        "datasJson": null,
        "errorcode": "0",
        "errormsg": null,
        "id": null,
        "numCount": 2,
        "pageCount": 1,
        "pageIndex": 1,
        "pageSize": 3
    }
}进行回复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进行回复接口地址:$本地$/comment_back/comment_backSav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对回复进行回复后返回的示例数据
{
    "data": {
        "answerCount": 0,
        "backContent": "挺好的+1",
        "back_Time": null,
        "back_UserId": "527afa47-313a-4d8e-8fad-7a23faf824c2",
        "back_UserName": "帅帅",
        "comment_backId": "b8a471f3-520b-4ef5-a560-05004d02a66a",
        "comment_id": "097f185c-b38a-4aa2-8404-bae3d9e6b864",
        "fabulousCount": 0,
        "isFabulous": "0",
        "org_id": "ee2a98c2-5fd0-4a62-b058-db222b2c9830",
        "parentId": "0"
    },
    "errorcode": "0"
}评论删除Or回复删除or取消点赞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评论删除Or回复删除or取消点赞接口地址:$本地$/comment_back/delCommentOrCommentBack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errorcode":"0"}查看对我点赞的人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看对我点赞的人接口地址:$本地$/comment_back/selectIFabulous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3. 人员离职管理人员复职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人员复职接口地址:$url$/dimissionRecord/conductRestoratio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人员离职/结业列表查询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人员离职/结业列表查询接口地址:$url$/dimissionRecord/findDimissionRecordInfo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响应数据
{
    "errorcode": "0",
    "datas": [
        {
            "dimissionId":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dimissionDate": "2017-10-13 18:02:32",
            "dimissionUserId":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dimissionUserName": "xxxx",
            "dimissionUserAvatarUrl": "http://180.76.156.234:8189/userAvatar/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jpg?t=Thu Sep 14 17:12:04 CST 2017",
            "dimissionUserFromOrgId":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dimissionUserPhone": "xxxxxxxxxxx",
            "dimissionUserEmail": "xxxxxxxxxxx@xx.xxx"
        }
    ],
    "pageCount": 4,
    "numCount": 4,
    "pageSize": 1,
    "pageIndex": 4
}获取离职/结业人员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获取离职/结业人员信息接口地址:$url$/dimissionRecord/getDimissionUserInfo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保存离职/结业人员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保存离职/结业人员信息接口地址:$url$/dimissionRecord/modifyDimissionUserInfo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人员离职/结业列表查询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人员离职/结业列表查询接口地址:$url$/dimissionRecord/findDimissionRecordInfo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响应数据
{
    "errorcode": "0",
    "datas": [
        {
            "dimissionId":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dimissionDate": "2017-10-13 18:02:32",
            "dimissionUserId":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dimissionUserName": "xxxx",
            "dimissionUserAvatarUrl": "http://180.76.156.234:8189/userAvatar/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jpg?t=Thu Sep 14 17:12:04 CST 2017",
            "dimissionUserFromOrgId":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dimissionUserPhone": "xxxxxxxxxxx",
            "dimissionUserEmail": "xxxxxxxxxxx@xx.xxx"
        }
    ],
    "pageCount": 4,
    "numCount": 4,
    "pageSize": 1,
    "pageIndex": 4
}删除离职/结业用户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离职/结业用户接口地址:$url$/dimissionRecord/deleteDimissionUser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4. 人数、流量、存储相关超管用升级套餐服务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超管用升级套餐服务接口地址:$url$/limit/upgradeOrg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超管用续费服务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超管用续费服务接口地址:$url$/limit/rechargeOrg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超管用延期服务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超管用延期服务接口地址:$url$/limit/delayOrg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超管用注册企业接口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超管用注册企业接口接口地址:$url$/companys/register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统计存储使用情况基本信息接口名称:统计存储使用情况接口地址:/Kapi/StatisticsSpaceSiz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统计流量使用情况基本信息接口名称:统计流量使用情况接口地址:/bos/fileurl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响应参数查询单个文件的流量使用情况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单个文件的流量使用情况接口地址:/findFileFlow/findFileFlow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企业查询文件的流量使用详情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企业查询文件的流量使用详情接口地址:/flowlog/findFileFlowDetailedPag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企业的流量使用情况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企业的流量使用情况接口地址:/flowlog/findFileFlowPag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企业使用流量、存储、空间、邮件、短信查询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企业使用流量、存储、空间、邮件、短信查询接口地址:$url$/limit/getOrgUsedDetails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响应:
{
    "data": {
        "usedFlowSize": 0,
        "usedStorageSize": 0,
        "usedUserSize": 0
        "usedEmailSize": 0,
        "usedSmsSize": 0,
        "maxUserSize": 0,
        "maxFlowSize": 0,
        "maxStorageSize": 0,
        "maxEmailSize": 0,
        "maxSmsSize": 0
    },
    "errorcode": "0"
}购买套餐服务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购买套餐服务接口地址:$url$/payment/buyPackages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HTML状态:请求参数购买扩容服务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购买扩容服务接口地址:$url$/payment/buyExtendServic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HTML状态:请求参数获取企业到期时间以及套餐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获取企业到期时间以及套餐信息接口地址:$url$/limit/listOrgBuyPackageServic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响应仅供参考
{
    "data": {
        "limitList": "[
            {
                "limitCreateDate": 1509359884000,
                "limitEndDate": 1509705484000,
                "limitFlowSize": 5242880,
                "limitId": "12341",
                "limitStartDate": 1509359884000,
                "limitState": 1,
                "limitStorageSize": 5242880,
                "limitUserId": "b308f99e-ee96-4b30-8b6d-ab8594600ef1",
                "limitUserOrgId": "d667ebf6-49ee-43bb-9569-02271dac957b",
                "limitUserSize": 3000
            },
            {
                "limitCreateDate": 1509359884000,
                "limitEndDate": 1509532684000,
                "limitFlowSize": 5242880,
                "limitId": "12",
                "limitStartDate": 1509359884000,
                "limitState": 1,
                "limitStorageSize": 5242880,
                "limitUserId": "b308f99e-ee96-4b30-8b6d-ab8594600ef1",
                "limitUserOrgId": "d667ebf6-49ee-43bb-9569-02271dac957b",
                "limitUserSize": 3000
            }
        ]",
        "serverDate": "2017-11-01 14:47:15"
    },
    "errorcode": "0"
}获取所有套餐、扩容购买价格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获取所有套餐、扩容购买价格接口地址:$url$/payment/getPaymentDetails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响应参数
	5.5. 题库练习获取知识架构下人员题库统计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获取知识架构下人员题库统计接口地址:$url$/answerRecord/getQuesTotleInfo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题库分页查询基本信息接口名称:题库分页查询接口地址:answerRecord/findQuestionsPag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errorcode": "0",
    "datas": [
        {
            "questions_Id": "008f8b26-6feb-4487-8108-012c7a559e01",
            "knowledge_Id": "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
            "knowledge_Name": "鎵嬫満",
            "create_Date": "2017-11-06 16:05:10",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difficulty": "1",
            "label": "鎵嬫満",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s_Json": "{\"answer\":\"ABC\",\"answerAnalysis\":\"鍓嶉潰涓変釜鏄畨鍗撶郴缁� \",\"options\":[\"涓夋槦\",\"VIVO\",\"鍗庝负\",\"鑻规灉\"],\"title\":\"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満锛焅"
        }","questions_Type":"2","upd_Date":"2017-11-0616: 04: 02","upd_Id":"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question_name":"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満锛�"},{"questions_Id":"014c12ae-7e78-4f23-9447-7c82e0ff053a","knowledge_Id":"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knowledge_Name":"鎵嬫満","create_Date":"2017-08-3016: 18: 27","create_Id":"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create_Name":"zero","difficulty":"1","label":"鎵嬫満","org_ID":"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questions_Json":"{
            \"answer\": \"ABC\",
            \"answerAnalysis\": \"鍓嶉潰涓変釜鏄畨鍗撶郴缁�\",
            \"options\": [
                \"涓夋槦\",
                \"VIVO\",
                \"鍗庝负\",
                \"鑻规灉\"
            ],
            \"title\": \"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満锛焅"}",
            "questions_Type": "2",
            "upd_Date": "2017-10-12 17:26:17",
            "upd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_name": "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満锛�"
        },
        {
            "questions_Id": "05e78f7b-3443-47bf-9080-0c71e1690c5f",
            "knowledge_Id": "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
            "knowledge_Name": "鎵嬫満",
            "create_Date": "2017-08-30 16:18:27",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difficulty": "1",
            "label": "鎵嬫満 ",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s_Json": "{\"answerAnalysis\":\"\",\"title\":\"浣犺寰楄嫻鏋滄墜鏈鸿窡瀹夊崜鎵嬫満鐩告瘮鎬庝箞鏍凤紵 \"}",
            "questions_Type": "4",
            "upd_Date": "2017-10-12 17:26:17",
            "upd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_name": "浣犺寰楄嫻鏋滄墜鏈鸿窡瀹夊崜鎵嬫満鐩告瘮鎬庝箞鏍凤紵 "
        },
        {
            "questions_Id": "09b97658-d462-48fd-8c34-5a95d41ba793",
            "knowledge_Id": "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
            "knowledge_Name": "鎵嬫満",
            "create_Date": "2017-09-21 09:24:10",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difficulty": "1",
            "label": "鎵嬫満",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s_Json": "{\"answer\":\"瀵� \",\"answerAnalysis\":\"鑻规灉鎵嬫満 \",\"title\":\"鑻规灉闆嗗洟鏄湪缇庡浗涓婂競鐨勩€俓"
        }","questions_Type":"3","upd_Date":"2017-10-1217: 26: 17","upd_Id":"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question_name":"鑻规灉闆嗗洟鏄湪缇庡浗涓婂競鐨勩€�"},{"questions_Id":"0bb25d69-f196-4b0b-b496-567dd03bf691","knowledge_Id":"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knowledge_Name":"鎵嬫満","create_Date":"2017-09-0510: 03: 30","create_Id":"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create_Name":"zero","difficulty":"1","label":"鎵嬫満","org_ID":"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questions_Json":"{
            \"answer\": \"2///2\",
            \"answerAnalysis\": \"\",
            \"title\": \"璇烽棶涓€鍔犱竴绛変簬澶氬皯锛燂紙锛夛紙锛塡"}",
            "questions_Type": "5",
            "upd_Date": "2017-10-12 17:26:17",
            "upd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_name": "璇烽棶涓€鍔犱竴绛変簬澶氬皯锛燂紙锛夛紙锛�"
        },
        {
            "questions_Id": "0f516b3f-49b7-4985-aa82-6726bd5c6a84",
            "knowledge_Id": "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
            "knowledge_Name": "鎵嬫満",
            "create_Date": "2017-10-21 19:08:57",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difficulty": "1",
            "label": "鎵嬫満",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s_Json": "{\"answer\":\"ABC\",\"answerAnalysis\":\"鍓嶉潰涓変釜鏄畨鍗撶郴缁� \",\"options\":[\"涓夋槦\",\"VIVO\",\"鍗庝负\",\"鑻规灉\"],\"title\":\"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満锛焅"
        }","questions_Type":"2","upd_Date":"2017-10-2119: 48: 14","upd_Id":"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question_name":"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満锛�"},{"questions_Id":"0fb657fc-d9f5-4188-b7d2-bbdb1cd44ecb","knowledge_Id":"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knowledge_Name":"鎵嬫満","create_Date":"2017-11-0616: 48: 00","create_Id":"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create_Name":"zero","difficulty":"1","label":"鎵嬫満","org_ID":"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questions_Json":"{
            \"answer\": \"ABC\",
            \"answerAnalysis\": \"鍓嶉潰涓変釜鏄畨鍗撶郴缁�\",
            \"options\": [
                \"涓夋槦\",
                \"VIVO\",
                \"鍗庝负\",
                \"鑻规灉\"
            ],
            \"title\": \"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満锛焅"}",
            "questions_Type": "2",
            "upd_Date": "2017-11-06 16:47:05",
            "upd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_name": "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満锛�"
        },
        {
            "questions_Id": "0fd26f4c-6415-4561-8f4e-8f271a55d606",
            "knowledge_Id": "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
            "knowledge_Name": "鎵嬫満",
            "create_Date": "2017-10-30 11:41:13",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difficulty": "1",
            "label": "鎵嬫満 ",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s_Json": "{\"answerAnalysis\":\"\",\"title\":\"浣犺寰楄嫻鏋滄墜鏈鸿窡瀹夊崜鎵嬫満鐩告瘮鎬庝箞鏍凤紵 \"}",
            "questions_Type": "4",
            "upd_Date": "2017-10-30 11:40:16",
            "upd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_name": "浣犺寰楄嫻鏋滄墜鏈鸿窡瀹夊崜鎵嬫満鐩告瘮鎬庝箞鏍凤紵 "
        },
        {
            "questions_Id": "124b4b64-7f7e-48d3-9e55-a5744f3e7f22",
            "knowledge_Id": "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
            "knowledge_Name": "鎵嬫満",
            "create_Date": "2017-10-21 17:46:20",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difficulty": "1",
            "label": "鎵嬫満",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s_Json": "{\"answer\":\"ABC\",\"answerAnalysis\":\"鍓嶉潰涓変釜鏄畨鍗撶郴缁� \",\"options\":[\"涓夋槦\",\"VIVO\",\"鍗庝负\",\"鑻规灉\"],\"title\":\"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満锛焅"
        }","questions_Type":"2","upd_Date":"2017-10-2117: 45: 36","upd_Id":"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question_name":"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満锛�"},{"questions_Id":"147f0666-7f0a-428d-aa5c-19dd21235cc1","knowledge_Id":"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knowledge_Name":"鎵嬫満","create_Date":"2017-09-2109: 28: 23","create_Id":"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create_Name":"zero","difficulty":"1","label":"鎵嬫満","org_ID":"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questions_Json":"{
            \"answer\": \"瀵�\",
            \"answerAnalysis\": \"鑻规灉鎵嬫満\",
            \"title\": \"鑻规灉闆嗗洟鏄湪缇庡浗涓婂競鐨勩€俓"}",
            "questions_Type": "3",
            "upd_Date": "2017-09-21 09:28:24",
            "upd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_name": "鑻规灉闆嗗洟鏄湪缇庡浗涓婂競鐨勩€�"
        },
        {
            "questions_Id": "15f85efb-1eb1-43f2-ae33-f9794eae8665",
            "knowledge_Id": "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
            "knowledge_Name": "鎵嬫満",
            "create_Date": "2017-10-21 09:14:59",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difficulty": "1",
            "label": "鎵嬫満",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s_Json": "{\"answer\":\"瀵� \",\"answerAnalysis\":\"鑻规灉鎵嬫満 \",\"title\":\"鑻规灉闆嗗洟鏄湪缇庡浗涓婂競鐨勩€俓"
        }","questions_Type":"3","upd_Date":"2017-10-2109: 14: 16","upd_Id":"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question_name":"鑻规灉闆嗗洟鏄湪缇庡浗涓婂競鐨勩€�"},{"questions_Id":"18b0c21e-2e4c-4b37-b51a-f26401896f18","knowledge_Id":"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knowledge_Name":"鎵嬫満","create_Date":"2017-11-0913: 02: 44","create_Id":"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create_Name":"zero","difficulty":"1","label":"鎵嬫満","org_ID":"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questions_Json":"{
            \"answer\": \"ABC\",
            \"answerAnalysis\": \"鍓嶉潰涓変釜鏄畨鍗撶郴缁�\",
            \"options\": [
                \"涓夋槦\",
                \"VIVO\",
                \"鍗庝负\",
                \"鑻规灉\"
            ],
            \"title\": \"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満锛焅",\"score\":\"20\"}",
            "questions_Type": "2",
            "upd_Date": "2017-11-09 13:02:20",
            "upd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_name": "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満锛�"
        },
        {
            "questions_Id": "1c562d20-1d4e-4275-bf1d-535ab6b75675",
            "knowledge_Id": "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
            "knowledge_Name": "鎵嬫満",
            "create_Date": "2017-11-09 10:17:41",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difficulty": "1",
            "label": "鎵嬫満",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s_Json": "{\"answer\":\"瀵筡",
            \"answerAnalysis\": \"鑻规灉鎵嬫満\",
            \"title\": \"鑻规灉闆嗗洟鏄湪缇庡浗涓婂競鐨勩€俓",\"score\":\"10\",\"options\":[]}",
            "questions_Type": "3",
            "upd_Date": "2017-11-09 10:17:32",
            "upd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_name": "鑻规灉闆嗗洟鏄湪缇庡浗涓婂競鐨勩€�"
        },
        {
            "questions_Id": "21ce69c4-0171-4059-b1df-1dc31a9f5ab6",
            "knowledge_Id": "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
            "knowledge_Name": "鎵嬫満",
            "create_Date": "2017-09-05 10:03:30",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difficulty": "1",
            "label": "鎵嬫満",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s_Json": "{\"answer\":\"瀵� \",\"answerAnalysis\":\"鑻规灉鎵嬫満 \",\"title\":\"鑻规灉闆嗗洟鏄湪缇庡浗涓婂競鐨勩€俓"
        }","questions_Type":"3","upd_Date":"2017-09-0510: 03: 31","upd_Id":"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question_name":"鑻规灉闆嗗洟鏄湪缇庡浗涓婂競鐨勩€�"},{"questions_Id":"21ff3f86-6852-463a-9e6f-357cdf63b7ea","knowledge_Id":"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knowledge_Name":"鎵嬫満","create_Date":"2017-09-2109: 33: 27","create_Id":"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create_Name":"zero","difficulty":"1","label":"鎵嬫満","org_ID":"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questions_Json":"{
            \"answer\": \"瀵�\",
            \"answerAnalysis\": \"鑻规灉鎵嬫満\",
            \"title\": \"鑻规灉闆嗗洟鏄湪缇庡浗涓婂競鐨勩€俓"}",
            "questions_Type": "3",
            "upd_Date": "2017-09-21 09:33:28",
            "upd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_name": "鑻规灉闆嗗洟鏄湪缇庡浗涓婂競鐨勩€�"
        },
        {
            "questions_Id": "22ad84af-656d-4e65-8935-dca18fc7ef8e",
            "knowledge_Id": "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
            "knowledge_Name": "鎵嬫満",
            "create_Date": "2017-09-05 10:28:50",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difficulty": "1",
            "label": "鎵嬫満",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s_Json": "{\"answer\":\"瀵� \",\"answerAnalysis\":\"鑻规灉鎵嬫満 \",\"title\":\"鑻规灉闆嗗洟鏄湪缇庡浗涓婂競鐨勩€俓"
        }","questions_Type":"3","upd_Date":"2017-09-0510: 28: 51","upd_Id":"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question_name":"鑻规灉闆嗗洟鏄湪缇庡浗涓婂競鐨勩€�"},{"questions_Id":"2ea7f5f5-d475-4ada-aded-5cd9034d1a65","knowledge_Id":"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knowledge_Name":"鎵嬫満","create_Date":"2017-11-0911: 43: 23","create_Id":"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create_Name":"zero","difficulty":"1","label":"鎵嬫満","org_ID":"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questions_Json":"{
            \"answer\": \"ABC\",
            \"answerAnalysis\": \"鍓嶉潰涓変釜鏄畨鍗撶郴缁�\",
            \"options\": [
                \"涓夋槦\",
                \"VIVO\",
                \"鍗庝负\",
                \"鑻规灉\"
            ],
            \"title\": \"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満锛焅",\"score\":\"20\"}",
            "questions_Type": "2",
            "upd_Date": "2017-11-09 11:48:04",
            "upd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_name": "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満锛�"
        },
        {
            "questions_Id": "30686e34-0be1-4340-96e7-7df0a90cac50",
            "knowledge_Id": "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
            "knowledge_Name": "鎵嬫満",
            "create_Date": "2017-09-21 09:59:36",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difficulty": "1",
            "label": "鎵嬫満 ",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s_Json": "{\"answer\":\"2///2 \",\"answerAnalysis\":\"\",\"title\":\"璇烽棶涓€鍔犱竴绛変簬澶氬皯锛燂紙锛夛紙锛塡"
        }","questions_Type":"5","upd_Date":"2017-09-2109: 59: 38","upd_Id":"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question_name":"璇烽棶涓€鍔犱竴绛変簬澶氬皯锛燂紙锛夛紙锛�"},{"questions_Id":"309ab1f4-aca6-4415-84f9-be7b91b653b9","knowledge_Id":"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knowledge_Name":"鎵嬫満","create_Date":"2017-11-0913: 14: 05","create_Id":"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create_Name":"zero","difficulty":"1","label":"鎵嬫満","org_ID":"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questions_Json":"{
            \"answer\": \"ABC\",
            \"answerAnalysis\": \"鍓嶉潰涓変釜鏄畨鍗撶郴缁�\",
            \"options\": [
                \"涓夋槦\",
                \"VIVO\",
                \"鍗庝负\",
                \"鑻规灉\"
            ],
            \"title\": \"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満锛焅"}",
            "questions_Type": "2",
            "upd_Date": "2017-11-09 13:20:15",
            "upd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_name": "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満锛�"
        },
        {
            "questions_Id": "31531d50-3a10-49e5-95d0-3b225e8a0238",
            "knowledge_Id": "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
            "knowledge_Name": "鎵嬫満",
            "create_Date": "2017-09-25 21:09:20",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difficulty": "1",
            "label": "鎵嬫満",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s_Json": "{\"answer\":\"ABC\",\"answerAnalysis\":\"鍓嶉潰涓変釜鏄畨鍗撶郴缁� \",\"options\":[\"涓夋槦\",\"VIVO\",\"鍗庝负\",\"鑻规灉\"],\"title\":\"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満锛焅"
        }","questions_Type":"2","upd_Date":"2017-09-2521: 09: 22","upd_Id":"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question_name":"涓嬮潰鍝簺鎵嬫満鏄畨鍗撶郴缁熺殑鎵嬫満锛�"}],"pageCount":6,"numCount":109,"pageSize":20,"pageIndex":1}添加题目内容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添加题目内容接口地址:answerRecord/saveQuestio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收藏题目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收藏题目接口地址:answerRecord/collectionQuestio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取消收藏题目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取消收藏题目接口地址:answerRecord/deleteCollectio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错题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错题接口地址:answerRecord/findReviewError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errorcode": "0",
    "datas": [
        {
            "questions_Id": "008f8b26-6feb-4487-8108-012c7a559e01",
            "knowledge_Id": "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
            "knowledge_Name": "手机",
            "create_Date": "2017-11-06 16:05:10",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difficulty": "1",
            "label": "手机",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s_Json": "{\"answer\":\"ABC\",\"answerAnalysis\":\"前面三个是安卓系统 \",\"options\":[\"三星\",\"VIVO\",\"华为\",\"苹果\"],\"title\":\"下面哪些手机是安卓系统的手机？\"}",
            "questions_Type": "2",
            "upd_Date": "2017-11-06 16:04:02",
            "upd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_name": "下面哪些手机是安卓系统的手机？"
        },
        {
            "questions_Id": "014c12ae-7e78-4f23-9447-7c82e0ff053a",
            "knowledge_Id": "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
            "knowledge_Name": "手机",
            "create_Date": "2017-08-30 16:18:27",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difficulty": "1",
            "label": "手机",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s_Json": "{\"answer\":\"ABC\",\"answerAnalysis\":\"前面三个是安卓系统 \",\"options\":[\"三星\",\"VIVO\",\"华为\",\"苹果\"],\"title\":\"下面哪些手机是安卓系统的手机？\"}",
            "questions_Type": "2",
            "upd_Date": "2017-10-12 17:26:17",
            "upd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question_name": "下面哪些手机是安卓系统的手机？"
        },
        {
            "questions_Id": "000cfcad-50c0-42e7-8215-176c31d5e35c",
            "knowledge_Id": "e28d11fd-fefb-4c21-884e-cdfbee973db2",
            "knowledge_Name": "职场培训",
            "create_Date": "2017-10-11 09:14:54",
            "create_Id": "1c5a770d-84d7-4c52-9c3c-89fe04902df3",
            "create_Name": "zer",
            "difficulty": "",
            "label": "",
            "org_ID": "0e23c3b1-35f3-43c4-9bc1-9dfb17dac239",
            "questions_Json": "{\"answer\":\"B\",\"answerAnalysis\":\"\",\"options\":[\"30\",\"50\",\"70\",\"90\"],\"title\":\"延迟经营时间的商户噪声需控制在多少分贝以内？\"}",
            "questions_Type": "1",
            "question_name": "延迟经营时间的商户噪声需控制在多少分贝以内？"
        }
    ],
    "pageCount": 1,
    "numCount": 3,
    "pageSize": 10,
    "pageIndex": 1
}错题的知识分类基本信息接口名称:错题的知识分类接口地址:answerRecord/findKnowledgeQuestio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errorcode": "0",
    "datas": [
        {
            "knowledgeid": "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
            "knowledgeName": "zxc",
            "accuracy": 0.33,
            "knowledgeInfo": {
                "knowledge_Id": "0492f936-c3e4-424a-9002-88a07b727754",
                "course_Sum": 15,
                "create_Date": "2017-08-29 00:00:00",
                "create_Id": "2ef0b0ce-75bd-452a-9759-618b20cfb1de",
                "create_Name": "zero",
                "knowledge_Name": "手机",
                "org_ID": "216dca2e-6c17-4db6-af34-95cc18f9e092",
                "parentId": "0",
                "testPaper_Sum": 4,
                "title_Sum": 109,
                "classification": "0",
                "haschildren": 0
            }
        },
        {
            "knowledgeid": "1",
            "knowledgeName": "zxc",
            "accuracy": 0.17
        }
    ],
    "pageSize": 20000,
    "pageIndex": 1
}收藏知识分类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收藏知识分类接口地址:answerRecord/findCollectionLis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任务/课程/题库下已答的题组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任务/课程/题库下已答的题组接口地址:$url$/answerRecord/findGroupNumber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基本信息接口名称:题库练习接口地址: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
	5.6. 人员选择器人员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人员列表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PersonnelUser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
"errorcode":"101",
"UserList":[
    {
        "UserId": "123fwz",
        "UserName": "张三",
        "UserEmail": "111@qq.com",
        "UserPhone": "18778444006",
        "UserDis": "用户描述",
        "UserDate": "YY-MM-DD",
        "SysRole": "系统角色",
        "UserRoleList": [
            {
                "RoleId": "13r4",
                "RoleName": "wer",
                "IsBoss": "0"
            },
            {
                "RoleId": "13r4",
                "RoleName": "wer",
                "IsBoss": "1"
            }
        ],
        "UserOrgList": [
            {
                "OrgId": "13r4",
                "OrgName": "wer",
                "IsBoss": "1"
            },
            {
                "OrgId": "13r4",
                "OrgName": "wer",
                "IsBoss": "0"
            }
        ],
        "UserGroupList": [
            {
                "GroupId": "13r4",
                "GroupName": "wer",
                "IsBoss": "0"
            },
            {
                "GroupId": "13r4",
                "GroupName": "wer",
                "IsBoss": "1"
            }
        ]
    }
]
}
]部门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部门列表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PersonnelOrg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
        "errorcode": "101",
        "base_OrganizationList": [
            {
                "organization_ID": "13r411",
                "organization_Name": "wer",
                "organization_Sort": "1",
                "parentId": "1"
            },
            {
                "organization_ID": "13r4",
                "organization_Name": "wer",
                "organization_Sort": "1",
                "parentId": "13r411"
            }
        ]
    }
]角色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角色列表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PersonnelRol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
        "errorcode": "101",
        "RoleList": [
            {
                "RoleId": "13r4",
                "RoleName": "11",
                "RoleFid": "11",
                "RoleSort": "1"
            },
            {
                "RoleId": "fffff",
                "RoleName": "11",
                "RoleFid": "13r4",
                "RoleSort": "1"
            }
        ]
    }
]用户组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用户组列表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PersonnelGroup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
        "errorcode": "101",
        "GroupList": [
            {
                "GroupId": "13r4",
                "GroupName": "11",
                "GroupFid": "11",
                "GroupSort": "1"
            },
            {
                "GroupId": "fsdfw",
                "GroupName": "11",
                "GroupFid": "13r4",
                "GroupSort": "1"
            }
        ]
    }
]获取组织机构,角色，用户组人数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获取组织机构,角色，用户组人数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GetCoun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修改子节点数量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修改子节点数量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SetChildNod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根据部门ids获取部门对象集合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根据部门ids获取部门对象集合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GetListByIds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7. 数据操作日志管理操作日志查询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操作日志查询接口地址:$url$/CommitLog/findLog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头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恢复数据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恢复数据接口地址:$url$/CommitLog/recoverData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请求:
http://www.jisupeixun.com/CommitLog/recoverData?userId=登录用户Id&id=要恢复的日志id,可以传多个例如 asdfasdfasdf,adsfasdfasdf,asdfasdfasd,fasdfasdf)
示例(恢复多个被删除的数据)
http://www.jisupeixun.com/CommitLog/recoverData?userId=123456&id=asdfasdfasdf,adsfasdfasdf,asdfasdfasd,fasdfasdf

响应
{
"errorcode":"响应码",
"errormsg":"响应内容"
}
	5.8. 菜单按钮权限新增编辑按钮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新增编辑按钮接口地址:$url$/MenuPermissions/AddEditButto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JSON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按钮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按钮接口地址:$url$/MenuPermissions/DelButto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JSON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按钮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按钮列表接口地址:$url$/MenuPermissions/ButtonLis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JSON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
        "PageIndex": 1,
        "PageSize": 15,
        "PageCount": 20,
        "NumCount": 20,
        "ButtonList": [
            {
                "ButtonId": "按钮id",
                "ButtonName": "按钮名",
                "ButtonFunction": "按钮事件",
                "ButtonCode": "按钮样式",
                "ButtonDis": "按钮描述"
            }
        ]
    }
]新增编辑菜单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新增编辑菜单接口地址:$url$/MenuPermissions/AddEditMenu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JSON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菜单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菜单接口地址:$url$/MenuPermissions/DelMenu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JSON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菜单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菜单列表接口地址:$url$/MenuPermissions/MenuLis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JSON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响应参数获取用户的权限菜单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获取用户的权限菜单列表接口地址: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index": "0",
    "id": "1",
    "title": "人员",
"icon":"",
    "url": "/Personnelmanagement",
    "btnlist": [
        "btnAdd",
        "btnUpd",
        "btnDel"
    ],
    "name": "index.Personnelmanagement",
    "views": "[{\"view\":\"main@index\",\"controller\":\"\",\"templateURL\":\"views/Personnel/Personnelmanagement.html\"},{\"view\":\"PmMain@index.Personnelmanagement\",\"controller\":\"\",\"templateURL\":\"views/Personnel/PersonnelM.html\"}]",
    "files": "[\"/system/controller/PersonnelmanagementController.js\",{type:'css',path:'/framework/Angularlayer/v-modal.min.css'},\"/framework/Angularlayer/v-modal.min.js\",\"/system/directive/xuanzeqitk.js\"]",
    "childroute": [
        {
            "index": "0",
            "id": "1",
            "title": "人员",
"icon":"",
            "btnlist": [
                "btnAdd",
                "btnUpd",
                "btnDel"
            ],
            "url": "/Personnelmanagement",
            "name": "index.Personnelmanagement",
            "views": "[{\"view\":\"main@index\",\"controller\":\"\",\"templateURL\":\"views/Personnel/Personnelmanagement.html\"},{\"view\":\"PmMain@index.Personnelmanagement\",\"controller\":\"\",\"templateURL\":\"views/Personnel/PersonnelM.html\"}]",
            "files": "[]"
        }
    ]
}获取权限接口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获取权限接口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GetAuthority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9. 人员管理-组织机构组织机构删除 *基本信息接口名称:组织机构删除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DelOrg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errorcode":"1","errormsg":"anc存在数据"}获取组织机构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获取组织机构信息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GetOrgPerso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orgObj":{

    "organization_Id": "DSAFLJDFADSF",
    "organization_Name": "技术部",
    "organization_Fid": "ADFJLASJFKL",
    "organization_Fname":"技术",
    "organization_Sort":"1",
    "orgHousePhone": "010-45678912",
    "orgOutsidePhone": "010-44562181",
    "orgPhone": "13610014566",
    "organization_No":"2017-02-02",
    "organization_Num":"100"
    },
    "personList":[{"user_Id":"DAFKJLADF","user_Name":"战三","user_ImgPath":"/DAFJLADJF.PNG"}]
}获取排序码是否存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获取排序码是否存在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GetSor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组织机构添加/编辑 *基本信息接口名称:组织机构添加/编辑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AddEditOrg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请求：
{
    "orgObj":{"organization_ID": "DSAFLJDFADSF",
    "organization_Name": "技术部",
    "organization_Fid": "ADFJLASJFKL",
    "organization_Fname": "技术",
    "organization_Sort":"1",
    "orgHousePhone": "010-45678912",
    "orgOutsidePhone": "010-44562181",
    "orgPhone": "13610014566",
"organization_No":"2017-02-02",
"organization_Num":"100"},
    "addPeopleList": [
        {
            "user_Id": "ADFJKLDJF",
            "user_Name": "张三"
        }
    ],
    "delPeopleList": [
        {
            "user_Id": "DAFKJKLJL",
            "user_Name": "王五"
        }
    ],
    "addPersonList": [
        {
            "user_Id": "ADFJKLDJF",
            "user_Name": "张三"
        }
    ],
    "delPersonList": [
        {
            "user_Id": "DAFKJKLJL",
            "user_Name": "王五"
        }
    ]
}
	5.10. 人员管理-人员列表人员添加/编辑 *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人员添加/编辑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Management/PersonnelAddEdi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传入六个参数分别为： 
userObj = {"user_Account":"","user_pwd":"" }
userOrgList = [{"organization_ID":"","organization_Name",""},{}]
userRoleList = [{},{}]
userGroupList = [{},{}]
userAuthorityList =[{},{}] 
userLogList = [{},{}]人员编辑-日志添加 *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人员编辑-日志添加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Management/PersonnelLogAdd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errorcode:0}

请求：
logObj = {"user_ID":""};人员添加-人员备注（日志）查询列表 *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人员添加-人员备注（日志）查询列表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Management/PersonnelLogGetLis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logList":[{"log_Text":"备注","log_Date":"2017-02-13 09:00:00","cteate_UserName":"管理员"}]}

请求：
user_ID = ""
pageIndex = ""
pageSize = ""
人员删除 *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人员删除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Management/PersonnelDel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errorcode":"0"}人员查询列表接口 *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人员查询列表接口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Management/PersonnelGetLis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请求：{ 
"searchText":"guanliyuan",
"searchType":"0",
"startTime":"2017-02-13",
"endTime":"2017-02-13: 12:00:00",
"portFolioType":"0",
"userRoleList":[{"roles_ID":"DKJFKASDADF","roles_Name":"角色"},{}],
"userOrgList":[{"organization_ID ":"DKJFKASDADF","organization_Name":"组织机构"},{}],
"userGroupList":[{"userGroup_ID":"DKJFKASDADF","userGroup_Name":"用户组"},{}],
"pageIndex":"0",
"pageSize":"10"
}
响应：

{ 
"errorcode":"0",
"portFolioType":"0",
"userList":[{"user_ID":"DKJFKASDADF","user_Name":"张三","user_Account":"111@111.com","user_ImgPath":"/ASDKJKLAJD.PNG","sysRole":"学员","sysState":"0","phone":"13600010002","log_Text":"即可拦截垃圾","log_CreateTime":"2017-02-13"},{}],
"personList":[{"user_ID ":"DKJFKASDADF","user_ImgPath":"/DASKJKLJ.PNG"},{}],
"pageIndex":"0",
"pageSize":"10"
"pageCount":"8",
"numCount":"81"
}人员添加-人员备注（日志）修改 *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人员添加-人员备注（日志）修改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Management/PersonnelLogUpdat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人员添加-人员备注（日志）删除 *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人员添加-人员备注（日志）删除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Management/PersonnelLogDel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人员编辑-查询接口 *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人员编辑-查询接口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Management/PersonnelGetKey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user_Account": "",
    "user_Pwd": "",
    "sysState": "",
    "sysRole": "",
    "user_No": "",
    "user_Name": "",
    "email": "",
    "phone": "",
    "userOrgList": [
        {
            "organization_ID": "",
            "organization_Name": ""
        }
    ],
    "userRoleList": [
        {
            "roles_ID": "",
            "roles_Name": ""
        }
    ],
    "userGroupList": [
        {
            "userGroup_ID": "",
            "userGroup_Name": ""
        }
    ],
    "userAuthorityList": [
        {
            "userAuthority_ID": "",
            "userAuthority_Name": ""
        }
    ],
    "startTime": "",
    "endTime": "",
"user_ImgPath":"/userImg/ADKJLKLJKLJKL.png"
}人员列表-悬停框查询*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人员列表-悬停框查询*接口地址:$url$http://www.jisupeixun.com/PersonnelManagement/PersonnelGetIframeInfo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人员列表-负责人更多返回（预留）*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人员列表-负责人更多返回（预留）*接口地址:$url$/PersonnelManagement/PersonnelGetPersonLis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人员编辑-添加/删除负责人(预留)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人员编辑-添加/删除负责人(预留)接口地址:http://www.jisupeixun.com/PersonnelManagement/PersonnelAdddelPerso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解锁账号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解锁账号接口地址:$url$/ApiUser/clearlock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响应参数客服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客服列表接口地址:/PersonnelManagement/CustomerLis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获取客服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获取客服列表接口地址:/PersonnelManagement/CustomerLis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
	5.11. 用户邀请接口邮箱邀请用户基本信息接口名称:邮箱邀请用户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EmailInvitatio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
        "errorcode": "101",
        "InvitationId": "本次邀请任务id",
        "SuccessCount": "1",
        "ErrorEmailList": [
            {
                "Email": "111@qq.com",
                "Uname": "张三"
            },
            {
                "Email": "121@qq.com",
                "Uname": "张历史"
            }
        ]
    }
]
	5.12. 人员管理-用户组用户组删除 *基本信息接口名称:用户组删除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DelGroup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errorcode":1,
"errorMsg":"用户组1、用户组2、删除失败"
}]用户组添加/编辑 *基本信息接口名称:用户组添加/编辑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AddEditGroup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userGroupObj":{

    "userGroup_Id": "DSAFLJDFADSF",
    "userGroup_Name": "技术部",
    "userGroup_Fid": "ADFJLASJFKL",
    "userGroup_Fname":"技术",
    "userGroup_Sort":"1",
    "userGroupHousePhone": "010-45678912",
    "userGroupOutsidePhone": "010-44562181",
    "userGroupPhone": "13610014566",
    "userGroup_No":"2017-02-02",
    "userGroup_Num":"100"
    }获取用户组信息接口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获取用户组信息接口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GetGroupPerso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13. 人员管理-角色角色添加/编辑 *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角色添加/编辑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AddEditRol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rolesObj":{"roles_Id":"DSAFLJDFADSF",
"roles_Name":"技术部",
"roles_Fid":"ADFJLASJFKL",
"roles_Fname":"技术",
        "roles_Num":"100",
        "roles_Sort":"1"},
"addPeopleList":[{"user_Id":"ADFJKLDJF","user_Name":"张三"}]，
"delPeopleList":[{"user_Id":"DAFKJKLJL","user_Name":"王五"}]，
"addPersonList":[{"user_Id":"ADFJKLDJF","user_Name":"张三"}]，
"delPersonList":[{"user_Id":"DAFKJKLJL","user_Name":"王五"}],
"addAuthorityList":[{"authority_Id":"ADFJKLDJF","authority_Name":"添加"}]，
"delAuthorityList":[{"authority_Id":"DAFKJKLJL","authority_Name":"删除"}]
}角色删除 *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角色删除 *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DelRol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获取角色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获取角色信息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GetRolePerso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rolesObj":{"roles_Id": "DSAFLJDFADSF",
    "roles_Name": "技术部",
    "roles_Fid": "ADFJLASJFKL",
    "roles_Fname":"技术"，
    "roles_Num": "100",
    "roles_Sort":"1"},
    "personList":[{"user_Id":"ADFADFADFA","user_Name":"李斯特"}],
    "authorityList":[{"authority_Id":"ADFADFADFA","authority_Name":"添加"}]
}
	5.14. 人员导入excel导入基本信息接口名称:excel导入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ExcelImpor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超管     hashtable key[improtexcel]   子 key [orgainization_id][user_id] val[{file_id,...},{file_id,...}]
或
reids字段 hashtable  key[organization_id]   子 key[user_id]  val[{file_id,...},{file_id,...}]

唯一id   字段编号   日志地址     导入时间       文件状态      数量       操作用户  操作name    导入方式              企业id            
log_ID   log_Name   log_Path     import_Time    import_State  import_Num user_ID   user_Name   import_Type           organization_ID   
DAHADKS  147021457  http....txt  2017-...00:00  失败 完成     1/1        DFJKLL    管理员     1 excel导入 2api导入  ADJFKLDASJKLJapi导入基本信息接口名称:api导入接口地址:$本地$/axis/employ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user_ID":"1",
"user_Name":"zhangsan",
"powerLV":"1",
"organization_ID":"0",
"organization_Name":"it",
"send_flag":"false",
"persionJson":[
    {
        "userGroup": "it-java，开发",
        "persionLog": "导入一位",
        "roles": "it-java，开发",
        "orgString": "开发组，测试组",
        "user_ID": "",
        "user_Code": "123",
        "user_No": "123",
        "user_Account": "zhangsan5",
        "user_Pwd": "123",
        "user_Img": "http://localhost:8083/resource/image/1.jpg",
        "user_Name": "张三",
        "user_NameAb": "zhangsan",
        "user_Sex": "1",
        "title": "测试",
        "email": "17600711810@163.com",
        "phone": "17600711810",
        "question": "你爱我吗",
        "answerQuestion": "思密达",
        "deleteMarl": "1",
        "createDate": "1982-02-29 12:20:22",
        "createUserId": "1",
        "createUserName": "管理员",
        "updateUserId": "",
        "updateUserName": "",
        "modifyDate": "",
        "modifyUserId": "",
        "modifyUser_Name": "",
        "powerLV": "2",
        "address": "山西武汉",
        "remark": "",
        "organization_ID": "0",
        "organization_Name": "管理员",
        "state": "0",
        "filesize": "10",
        "lasttime": "2017-09-07 16:17:20",
        "ip": "192.168.191.1",
        "account_money": "20000",
        "consumption": "10",
        "consumption_count": "10",
        "xuefen": "2000",
        "logCreateTime": "2017-09-07 16:17:20",
        "logText": "ceshi",
        "startTime": "2017-09-07 16:17:20",
        "endTime": "2017-09-07 16:17:21",
        "endDate": "2017-09-07 16:17:21",
        "startDate": "2017-09-07 16:17:20",
        "loginCount": "10"
    }
]

获取导入详细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获取导入详细列表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GetImportLis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15. 企业用户注册企业账号是否存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企业账号是否存在接口地址:$url$/ApiUser/isAccoun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企业注册接口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企业注册接口接口地址:$url$/ApiUser/register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手机注册成功
{
"errorcode":"0",
"data":{
  "userid": "ASDFLADJSFLKJDFJLJKLDJASLFJ",
  "username":"张三",
  "useraccount":"1391111111",
  "userpwd":"a012345",
  "userrole":"3"
}
}发送短信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发送短信接口地址:$url$/ApiUser/sendSMS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发送邮件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发送邮件接口地址:$url$/ApiUser/sendEmail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邮箱生成激活链接后激活接口基本信息接口名称:邮箱生成激活链接后激活接口接口地址:$url$/ApiUser/activ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errorcode":"0",
"data":{
  "userid": "ASDFLADJSFLKJDFJLJKLDJASLFJ",
  "username":"张三",
  "useraccount":"1391111111",
  "userpwd":"a012345",
  "userrole":"3"
}
}企业是否有账号存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企业是否有账号存在接口地址:$url$/ApiUser/isqy_nam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第三方登录基本信息接口名称:第三方登录接口地址:$url$/ApiUser/loginByThirdParty/{loginMod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学员注册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学员注册接口地址:ApiUser/studentRegister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JSON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16. 企业用户找回密码修改密码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修改密码接口地址:$url$/ApiUser/updatePwd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短信验证手机验证码基本信息接口名称:短信验证手机验证码接口地址:$url$/ApiUser/verifySMS?useraccount={useraccount}&code={cod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errorcode":"0","userid":"DKJADJFLASD445445514"}
	5.17. 考试管理题库题目查找基本信息接口名称:题库题目查找接口地址:${url}/Exam/FindLightQuestionBank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
	5.18. 通讯中心通讯任务列表查询基本信息接口名称:通讯任务列表查询接口地址:http://www.jisupeixun.com/CommunCenter/ComTaskGetLis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通讯任务添加基本信息接口名称:通讯任务添加接口地址:http://www.jisupeixun.com/CommunCenter/ComTaskAdd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通讯详细列表查询基本信息接口名称:通讯详细列表查询接口地址:http://www.jisupeixun.com/CommunCenter/CominfoGetLis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通讯详细添加基本信息接口名称:通讯详细添加接口地址:http://www.jisupeixun.com/CommunCenter/AddEditCominfo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data= {"status_remark":"","sender_id":"",sender_name:"",sender_mail:"",sender_phone:"",recipient_name:"" }
通讯基本信息添加基本信息接口名称:通讯基本信息添加接口地址:http://www.jisupeixun.com/CommunCenter/ComConfigAddorEdi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通讯基本信息查询基本信息接口名称:通讯基本信息查询接口地址:http://www.jisupeixun.com/CommunCenter/ComConfigInfo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errorcode:102,
data:{
  config_Id:jdlsjflks,
  


}
datas:[{},{},{}]
}重新生成所有的新闻页面基本信息接口名称:重新生成所有的新闻页面接口地址:$url$/news/reAdd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
	5.19. 第三方登录初次登录账号绑定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初次登录账号绑定接口地址:$url$/ApiUser/bindThirdLogin 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errorcode":"0",
"data":{
  "userid": "ASDFLADJSFLKJDFJLJKLDJASLFJ",
  "username":"张三",
  "useraccount":"1391111111",
  "userpwd":"a012345",
  "userrole":"3"
}
}钉钉sso登录基本信息接口名称:钉钉sso登录接口地址:ApiUser/DDSSO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配置文件在：common.properties

corpid=dingc03f2253f082d413   //公司id
corpSecret=QeX8hibbDAQuPwNpOm-PesTDuL2T_iY_3a6DEnbwxV-VAImVbw8P5J2xGPpGAGUr  //公司密钥
dd_get_token=https://oapi.dingtalk.com/gettoken?corpid=$corpid$&corpsecret=$corpSecret$//钉钉获取token
dd_get_ticket=https://oapi.dingtalk.com/get_jsapi_ticket?access_token=$access_token$//这个暂时没有用到
dd_get_user=https://oapi.dingtalk.com/user/getuserinfo?access_token=$access_token$&code=$code$//钉钉获取用户id
dd_get_userinfo=https://oapi.dingtalk.com/user/get?access_token=$access_token$&userid=$userid$//钉钉获取用户信息




    "errcode": 0,
    "errmsg": "ok",
    "userid": "zhangsan",
    "name": "张三",
    "tel" : "010-123333",
    "workPlace" :"",
    "remark" : "",
    "mobile" : "13800000000",
    "email" : "dingding@aliyun.com",
    "active" : true,
    "orderInDepts" : "{1:10, 2:20}",
    "isAdmin" : false,
    "isBoss" : false,
    "dingId" : "WsUDaq7DCVIHc6z1GAsYDSA",
    "unionid" : "cdInjDaq78sHYHc6z1gsz",
    "isLeaderInDepts" : "{1:true, 2:false}",
    "isHide" : false,
    "department": [1, 2],
    "position": "工程师",
    "avatar": "dingtalk.com/abc.jpg",
    "jobnumber": "111111",
    "extattr": {
                "爱好":"旅游",
                "年龄":"24"
                },
    "roles":[
        {
             "id":123,
             "name":"总监",
             "groupName":"职务"
        }
    ]
}

app登录基本信息接口名称:app登录接口地址:/ApiUser/appLogi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20. 企业用户登录用户登录基本信息接口名称:用户登录接口地址:$url$/ApiUser/logi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errorcode":"0",
"errnum":"0",
"data":{
  "userid": "ASDFLADJSFLKJDFJLJKLDJASLFJ",
  "username":"张三",
  "useraccount":"1391111111",
  "userpwd":"a012345",
  "userrole":"3"
}
}获取验证码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获取验证码接口地址:$url$/ApiUser/verifyCod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新系统打开老系统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新系统打开老系统接口地址:/api/v2tov1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查询用户信息和token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用户信息和token接口地址:ApiUser/toke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管理员免密登录基本信息接口名称:管理员免密登录接口地址:/ApiUser/adminLogi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头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用户注销基本信息接口名称:用户注销接口地址:$url$/ApiUser/exi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头响应参数
	5.21. 企业运营统计获取优秀教师统计排名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获取优秀教师统计排名信息接口地址:$url$/EnterpriseStatistics/findStatisticsRankByExTeacher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前端可能需要的参数
user_ID=用户Id
user_Name=用户名称
user_Img=用户头像路径
createCourseNum=该用户创建的课程的总数量
createCourseAccessNum=该用户创建的所有课程的观看次数

{
    "errorcode": "0",
    "datas": [
        {
            "user_ID": "c27a29f6-9c56-4d27-bbc1-5031c7c54a40",
            "user_Account": "1329788779@qq.com",
            "user_Pwd": "123",
            "user_Img": "/resources/images/avatar.png",
            "user_Name": "李四",
            "email": "1329788779@qq.com",
            "phone": "17000000000",
            "deleteMark": 0,
            "createDate": "2016/04/15",
            "powerLV": "2",
            "organization_ID": "aa07c18e-cf6b-4cc6-923c-6feea7fe8ee1",
            "organization_Name": "张三",
            "state": 0,
            "filesize": 4.53,
            "lasttime": "2017/03/27",
            "xuefen": "552",
            "createCourseAccessNum": 5,
            "createCourseNum": 54
        }
    ]
}获取课程观看量统计排名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获取课程观看量统计排名信息接口地址:$url$/EnterpriseStatistics/findStatisticsRankByCours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
    "errorcode": "0",
    "datas": [
        {
            "course_Id": "bc2dd7f7-bd97-42ac-8245-2278da6080a3",
            "course_Name": "要学的课程1",
            "course_Order": 0,
            "course_Sum": "2",
            "create_Date": "2016/11/29",
            "create_Id": "c27a29f6-9c56-4d27-bbc1-5031c7c54a40",
            "create_Name": "李四",
            "isOpen": 1,
            "lecturer": "要学的讲师01",
            "org_ID": "aa07c18e-cf6b-4cc6-923c-6feea7fe8ee1",
            "org_Name": "张三",
            "course_img": "/resources/images/nullpic.gif",
            "complete": "0",
            "filesize": 0,
            "send_flag": 0,
            "coures_info": false,
            "integral": "10",
            "access_num": 5,
            "accessLearningTime": 1.123456
        }
    ]
}获取企业活跃度统计排名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获取企业活跃度统计排名信息接口地址:$url$/EnterpriseStatistics/findStatisticsRankByCompanyActivity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前端可能需要的参数
accessNum=活跃数量
activityDate=活跃日期
companyName=公司名称

[
    {
        "id": "企业活跃度表编号",
        "companyId": "公司编号",
        "companyName": "公司名称",
        "activityDate": "2017/06/22",
        "accessNum": -1,
        "accessUserIds": "用户编号1,用户编号2...."
    }
]获取项目访问活跃度趋势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获取项目访问活跃度趋势接口地址:$url$/EnterpriseStatistics/findStatisticsRankByProActivity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前端可能需要的参数
accessNum=活跃数量
activityDate=活跃日期

[
    {
        "id": "-1",
        "companyId": "-1",
        "companyName": "极速培训",
        "activityDate": "2017/06/22",
        "accessNum": 每月活跃数量,
        "accessUserIds": "用户编号1,用户编号2...."
    }
]获取部门活跃度统计排名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获取部门活跃度统计排名接口地址:/EnterpriseStatistics/findBaseDepartmentActivity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22. 运营二级运维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二级运维接口地址:$url$/Operate/findOrgPerson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运营企业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运营企业列表接口地址:$url$/Operate/findOrgList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公告（后台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公告（后台列表）接口地址:$url$/Operate/findNotic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公告（管理端首页）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公告（管理端首页）接口地址:$url$/Operate/findComeList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公告（学员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公告（学员端）接口地址:$url$/Operate/findStudentNotic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企业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企业列表接口地址:$url$/Operate/searchOrgList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企业 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企业 接口地址:$url$/Operate/delOrg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分配企业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分配企业接口地址:$url$/Operate/addPower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二级管理权限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二级管理权限接口地址:$url$/Operate/delManagerOrg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管理企业基本信息接口名称:管理企业接口地址:$url$/Operate/opManager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未绑定企业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未绑定企业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findOrg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
    "orgObj":{

    "organization_Id": "DSAFLJDFADSF",
    "organization_Name": "技术部",
    "organization_Fid": "ADFJLASJFKL",
    "organization_Fname":"技术",
    "organization_Sort":"1",
    "orgHousePhone": "010-45678912",
    "orgOutsidePhone": "010-44562181",
    "orgPhone": "13610014566",
    "organization_No":"2017-02-02",
    "organization_Num":"100"
    },
    "personList":[{"user_Id":"DAFKJLADF","user_Name":"战三","user_ImgPath":"/DAFJLADJF.PNG"}]
}人员查询列表接口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人员查询列表接口接口地址:$url$/Operate/getPersonnel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请求：{ 
"searchText":"guanliyuan",
"searchType":"0",
"startTime":"2017-02-13",
"endTime":"2017-02-13: 12:00:00",
"portFolioType":"0",

}
响应：

{ 
"errorcode":"0",
"portFolioType":"0",
"userList":[{"user_ID":"DKJFKASDADF","user_Name":"张三","user_Account":"111@111.com","user_ImgPath":"/ASDKJKLAJD.PNG","sysRole":"学员","sysState":"0","phone":"13600010002","log_Text":"即可拦截垃圾","log_CreateTime":"2017-02-13"},{}],
"personList":[{"user_ID ":"DKJFKASDADF","user_ImgPath":"/DASKJKLJ.PNG"},{}],
"pageIndex":"0",
"pageSize":"10"
"pageCount":"8",
"numCount":"81"
}添加公告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添加公告接口地址:$url$/Operate/addNotic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修改公告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修改公告接口地址:$url$/Operate/updateNotic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公告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公告接口地址:$url$/Operate/delNotic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23. 后台首页图表接口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图表接口接口地址:$url$/PersonnelSelector/GetLoginDateLog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有效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24. 用户第三方免登相关根据 Flag 获取用户对象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根据 Flag 获取用户对象接口地址:$url$/ApiUser/getUserByFlag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设置用户权限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设置用户权限接口地址:$url$/ApiUser/setUserAuth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25. 在线报名添加或修改班级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添加或修改班级信息接口地址:grade/saveGradeInfo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单个信息(1.班级 2.分类 3.模板)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单个信息(1.班级 2.分类 3.模板)接口地址:grade/findGradeInfo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班级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班级列表接口地址:grade/findGradeInfoAll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班级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班级信息接口地址:grade/delGrad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班级模板生成基本信息接口名称:班级模板生成接口地址:grade/GradeTemplat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跳转静态页面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跳转静态页面接口地址:grade/staticFileJump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修改分享次数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修改分享次数接口地址:grade/updateShares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班级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班级信息接口地址:grade/findGradeInformatio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网校班级购买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网校班级购买列表接口地址:grade/findPurchaseGrad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网校班级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网校班级列表接口地址:grade/findWxGradePag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26. 分销商分销商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分销商列表接口地址:distribution/findDistributionLis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添加分销人员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添加分销人员接口地址:distribution/saveDistributio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统计分销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统计分销信息接口地址:distribution/findStatistics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查询佣金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佣金列表接口地址:commission/findCommissionPag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分销商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分销商接口地址:distribution/delDistribution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分销商城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分销商城接口地址:distribution/findDistributionBusinessCity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分销报表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分销报表信息接口地址:distribution/findDistributionInfo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分销人员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分销人员信息接口地址:commission/findDistributionInfo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27. 企业收款更新企业收款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更新企业收款信息接口地址:$url$/chequesInfo/saveOrgChequesInfo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看企业收款配置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看企业收款配置信息接口地址:$url$/chequesInfo/getOrgChequesInfo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前往选择支付类型的页面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前往选择支付类型的页面接口地址:$url$/payment/toPay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28. 班级评论添加评论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添加评论接口地址:gradeComment/saveCommen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所有评论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所有评论接口地址:gradeComment/findCommentPag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班级评级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班级评级接口地址:gradeComment/findGradeRating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29. 订单模块立即支付接口基本信息接口名称:立即支付接口接口地址:order/promptlyPay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学员班级订单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学员班级订单接口地址:order/findUserOrder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添加或修改订单表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添加或修改订单表信息接口地址:order/saveOrUpdateOrder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微信sdk支付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微信sdk支付接口地址:payment/weChatSDKPlay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微信sdk支付回调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微信sdk支付回调接口地址:payment/weChatSDKCallBack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提现佣金(个人)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提现佣金(个人)接口地址:order/saveWithdrawals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企业提现佣金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企业提现佣金接口地址:order/saveOrgWithdrawals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订单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订单列表接口地址:/order/findOrderInfoPag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添加订单信息(挂账)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添加订单信息(挂账)接口地址:order/saveOrUpdateBills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示例数据http://180.76.156.234:9187/order/saveOrUpdateBills?collection=0.2&gradeid=cfc1714d-e6cf-414c-a4b8-7da49cd0efd8&orderid=&orgid=0f806199-05e3-4f5b-b786-9dde219d3b11&orgname=测试企业&paymentImg=http://180.76.156.234:8085/resources/knowledge/userAvatar/2139740f-84da-4e34-b593-84ddc8664a29.jpg&paymentOrgId=0f806199-05e3-4f5b-b786-9dde219d3b11&paymentOrgName=测试企业&paymentUserId=2139740f-84da-4e34-b593-84ddc8664a29&paymentUserName=管理员&receivablesImg=http://180.76.156.234:9187/userAvatar/45ad173f-c910-4e65-9089-22297fc05897.jpg?t=Thu Dec 07 20:12:45 CST 2017&receivablesOrgId=0f806199-05e3-4f5b-b786-9dde219d3b11&receivablesOrgName=测试企业&receivablesUserId=45ad173f-c910-4e65-9089-22297fc05897&receivablesUserName=测试&userid=84d07ad3-cca9-4955-bc5b-b919825ce126&username=王齐飞&data=[{"paymentUserId":"2139740f-84da-4e34-b593-84ddc8664a29","paymentUserName":"管理员","paymentOrgId":"0f806199-05e3-4f5b-b786-9dde219d3b11","paymentOrgName":"测试企业","totalCollection":"0.2"}]查询已经存在的订单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已经存在的订单接口地址:order/findExistingOrders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学员端的班级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学员端的班级列表接口地址:/order/findStudentGradePag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30. 网校新闻管理添加或修改新闻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添加或修改新闻接口地址:journalism/saveJournalismInfo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新闻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新闻接口地址:journalism/delJournalism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新闻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新闻列表接口地址:journalism/findJournalismInfo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修改新闻状态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修改新闻状态接口地址:journalism/updateJournalism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最热新闻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最热新闻接口地址:journalism/findHotNews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新闻知识分类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新闻知识分类接口地址:journalism/findKnowledg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31. 网校客服管理添加或修改网校客服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添加或修改网校客服信息接口地址:customer/saveOrUpCustomer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网校客服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网校客服列表接口地址:customer/findCustomerPag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客服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客服信息接口地址:customer/delCustomer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32. 网校栏目管理添加或修改栏目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添加或修改栏目接口地址:columns/saveColumnsInfo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栏目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栏目接口地址:columns/delColumns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栏目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栏目列表接口地址:columns/findColumnsPag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修改新闻状态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修改新闻状态接口地址:columns/updateColumns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33. 网校导航管理添加或修改接口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添加或修改接口接口地址:navigation/saveOrUpdateNavigatio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导航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导航列表接口地址:navigation/findNavigationPag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导航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导航接口地址:删除导航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34. 网校模板管理查询模板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模板列表接口地址:template/findTemplatePag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模板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模板接口地址:template/delTemplat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添加模板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添加模板接口地址:/template/saveOrUpdateTemplat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上传ftl文件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上传ftl文件接口地址:template/uploadFtl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35. 网校广告管理添加或修改广告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添加或修改广告接口地址:advertisement/addOrUploadAdvertisemen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广告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广告接口地址:advertisement/delAdvertisemen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广告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广告列表接口地址:advertisement/findAdvertisemen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app广告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app广告接口地址:advertisement/findAppAdver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36. 卡片设置添加或修改卡片设置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添加或修改卡片设置接口地址:$url$/orgEnrollSet/saveOrUpSetInfo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卡片设置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卡片设置接口地址:$url$/orgEnrollSet/findSetInfoById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卡片设置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卡片设置接口地址:$url$/orgEnrollSet/delSetInfo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37. 移动端菜单设置添加或修改菜单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添加或修改菜单接口地址:$url$/appMenu/addOrUpMenu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企业的移动端菜单配置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企业的移动端菜单配置接口地址:$url$/appMenu/findAppMenu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菜单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菜单接口地址:$url$/appMenu/delAppMenu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38. 班级文件班级相册上传基本信息接口名称:班级相册上传接口地址:/Kapi/uploadGradeAlbum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班级相册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班级相册接口地址:/Kapi/findGradeAlbum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班级相册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班级相册接口地址:/Kapi/deletGradeAlbum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问答文件上传基本信息接口名称:问答文件上传接口地址:/Kapi/uploadQuestio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问答文件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问答文件接口地址:/Kapi/findGradeQuestion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问答文件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问答文件接口地址:/Kapi/deletGradeQuestion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39. 问卷添加或编辑问卷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添加或编辑问卷接口地址:/questionnaire/saveOrEditQuestionnair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获取问答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获取问答列表接口地址:/questionnaire/findQuestionnairePag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问卷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问卷接口地址:/questionnaire/delQuestionnair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添加用户做题记录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添加用户做题记录接口地址:/questionnaire/saveTopicUser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获取单个问卷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获取单个问卷信息接口地址:/questionnaire/findTopicDetails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答案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答案列表接口地址:/questionnaire/findAnswerPag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关系表中数据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关系表中数据接口地址:questionnaire/findBinding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课程问卷是否答过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课程问卷是否答过接口地址:questionnaire/findIsaAnser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班级课程问卷统计基本信息接口名称:班级课程问卷统计接口地址:questionnaire/CourseSour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关系表中的数据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关系表中的数据接口地址:questionnaire/findBinding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班级课程问卷答题人数和得分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班级课程问卷答题人数和得分接口地址:questionnaire/findGradeNumber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40. 拼团查询该拼团下的人员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该拼团下的人员接口地址:$url$/coupon/findGradeCouponLis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拼团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拼团列表接口地址:$url$/coupon/findCollageLis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添加或修改拼团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添加或修改拼团信息接口地址:$url$/coupon/addEditCollageInfo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加入拼团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加入拼团接口地址:$url$/coupon/AddEditCoupo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取消拼团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取消拼团接口地址:$url$/coupon/delGradeCoupon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41. 学员注册添加注册项目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添加注册项目接口地址:/project/addProject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项目及选项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项目及选项接口地址:project/findProject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头响应参数删除项目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项目接口地址:project/deletProject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学员注册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学员注册接口地址:ApiUser/studentReg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学员审核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学员审核列表接口地址:ApiUser/studentAuditingList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修改注册项目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修改注册项目接口地址:project/updateProject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学员审核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学员审核接口地址:ApiUser/studentAuditing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42. 班级排课新增或编辑排课和课程资料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新增或编辑排课和课程资料接口地址:makecourse/addOrEditMakecours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班级排课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班级排课接口地址:makecourse/findMakecours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班级排课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班级排课接口地址:makecourse/deleteMakecours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班级排课或班级资料文件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班级排课或班级资料文件接口地址:makecourse/findGradefil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新增编辑开班资料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新增编辑开班资料接口地址:makecourse/addOrEditGradeFil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班级开班资料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班级开班资料接口地址:makecourse/deleteGradeFil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课程笔记新增或编辑课程笔记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新增或编辑课程笔记接口地址:/notebook/addOrEditNotebook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笔记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笔记接口地址:/notebook/deleteNotebook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笔记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笔记接口地址:/notebook/findNotebook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43. 班级考勤新增或修改考勤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新增或修改考勤信息接口地址:attence/addOrEditAttenc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考勤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考勤列表接口地址:/attence/findAttenc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44. 学员积分查询查询积分前十名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积分前十名接口地址:integral/findGoodStudent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问答前十条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问答前十条接口地址:interlocution/findNewPass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45. 讲师审核讲师审核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讲师审核接口地址:lecturer/ReviewedLecturer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添加或修改讲师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添加或修改讲师信息接口地址:lecturer/saveOrEdirtLecturer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讲师积分和级别修改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讲师积分和级别修改接口地址:lecturer/updateLecturerLV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讲师积分规则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讲师积分规则列表接口地址:lecurer/findLecurerRul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修改积分规则的积分和开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修改积分规则的积分和开启接口地址:lecurer/updateLecurerRul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讲师审核状态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讲师审核状态接口地址:lecturer/findLecturerStag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46. 消息管理修改登录人app标识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修改登录人app标识接口地址:/ApiUser/modifyAppIdentity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消息发送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消息发送接口地址:/ApiUser/messageSend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47. 学员学习课时统计报表学员课时统计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学员课时统计接口地址:coursetime/findUserTabl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48. 班级统计培训统计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培训统计接口地址:grade/gradeCount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学员活跃度统计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学员活跃度统计接口地址:coursedetailed/studentVitality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登录人数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登录人数接口地址:ApiUser/findLoginNum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49. 班级名册查询班级的企业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班级的企业列表接口地址:grade/findOrgByGrad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某个班级企业下的学员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某个班级企业下的学员接口地址:grade/findStudentList2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接站地和日期及人数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接站地和日期及人数接口地址:grade/findListByJuint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按接站地点和时间查询学员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按接站地点和时间查询学员列表接口地址:grade/findStudentListByJuint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名册上面的数量统计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名册上面的数量统计接口地址:grade/findStudentNumber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50. 通讯管理发送消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发送消息接口地址:communication/sendMessag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消息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消息列表接口地址:communication/findMessgaePag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基本信息接口名称:通讯管理接口地址: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
	5.51. 系统设置获取企业配置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获取企业配置接口地址:/validate/getOrgConfigur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头请求参数响应参数修改企业配置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修改企业配置接口地址:validate/modifyOrgConfigur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基本信息接口名称:系统设置接口地址:face/savefac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头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52. 通讯录通讯录查询基本信息接口名称:通讯录查询接口地址:contacts/findContactsPag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添加通讯录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添加通讯录接口地址:contacts/saveContacts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通讯录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通讯录接口地址:contacts/delContacts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学员结业
	5.53. 班级报名班级人员导入基本信息接口名称:班级人员导入接口地址:grade/GradePersonnelImport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班级报名基本信息接口名称:班级报名接口地址:grade/gradeEnroll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班级报名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班级报名列表接口地址:grade/findGradeEnrollPag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编辑班级报名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编辑班级报名信息接口地址:grade/editGradeEnroll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修改报名到达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修改报名到达信息接口地址:grade/arriveSignI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用户班级报名详细(是否报名)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用户班级报名详细(是否报名)接口地址:grade/findGradeEnroll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报名人员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报名人员接口地址:grade/cancelPerso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54. 荣誉管理荣誉列表查询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荣誉列表查询接口地址:/honor/findHonorPag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头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当前荣誉的完成度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当前荣誉的完成度接口地址:/honor/findHonorCompletio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某任务/课程/班级可获得的荣誉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某任务/课程/班级可获得的荣誉接口地址:/honor/findHonorByX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头请求参数响应参数获得单个荣誉的详情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获得单个荣誉的详情信息接口地址:/honor/findHonorById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头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登录人获取当前父级荣誉的最高级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登录人获取当前父级荣誉的最高级接口地址:/honor/findHonorDetails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登录人获取的荣誉的最高级形态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登录人获取的荣誉的最高级形态接口地址:/honor/getHonorTop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当前荣誉的获取人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当前荣誉的获取人接口地址:/honor/findHonorUser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当前荣誉列表，已获得的荣誉详情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当前荣誉列表，已获得的荣誉详情接口地址:/honor/findCompleteHonorById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55. 班级分组新增小组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新增小组接口地址:groups/addOrEditGroup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新增小组人员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新增小组人员接口地址:groups/addGroupRelation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小组关系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小组关系表接口地址:groups/delGroupRelation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小组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小组表接口地址:groups/delGroupInfo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分组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分组列表接口地址:groups/findGroupPag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未分组的人员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未分组的人员接口地址:groups/findNonGroupPag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我所在小组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我所在小组接口地址:groups/findMyGroup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56. 帮助新增或编辑帮助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新增或编辑帮助信息接口地址:HelpMeanu/addOreEdirtHelp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单个帮助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单个帮助接口地址:HelpMeanu/findHelp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帮助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帮助列表接口地址:HelpMeanu/findHelpList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帮助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帮助接口地址:HelpMeanu/deletHelp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57. 应用效果评估添加或修改班级效果评估内容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添加或修改班级效果评估内容接口地址:questionnaire/addOrEdirtEvaluation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每天定时查询班级的效果评估是否到期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每天定时查询班级的效果评估是否到期接口地址:questionnaire/sendEvaluation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查询企业的应用效果评估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企业的应用效果评估接口地址:questionnaire/findEvaluation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58. 人员级别新增或编辑人员级别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新增或编辑人员级别接口地址:Level/saveOrEdirtLevel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级别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级别接口地址:Level/deleteLevel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级别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级别列表接口地址:Level/findLevel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59. 培训开班统计导出班级地点变更统计基本信息接口名称:班级地点变更统计接口地址:grade/trainPalceChang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未开班级统计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未开班级统计接口地址:grade/noOpenGrad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新增开班级统计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新增开班级统计接口地址:grade/newOpenGrad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各处室举办培训班统计报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各处室举办培训班统计报表接口地址:train/trainingOffic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企业申办单位完成培训计划数量统计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企业申办单位完成培训计划数量统计接口地址:train/biddingUnitTabl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某个申办企业的开班统计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某个申办企业的开班统计接口地址:train/biddingUnitList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60. 企业人员报表查询企业下的所有学员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企业下的所有学员接口地址:grade/studentListByOrgid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部门下的学员报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部门下的学员报表接口地址: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财政部职工培训教育情况统计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财政部职工培训教育情况统计表接口地址:grade/staffTrainingTabl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公务员参加培训情况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公务员参加培训情况接口地址:grade/servantsTrainList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61. 云视频对接创建云会议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创建云会议接口地址:live/CreateLiveApi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云会议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云会议接口地址:live/DeleteLiveApi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云视频会议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云视频会议列表接口地址:live/findLiveApi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响应参数查询某个云视频会议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某个云视频会议接口地址:live/findoneLiveApi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预约直播基本信息接口名称:预约直播接口地址:live/subscribeLiveApi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启动或结束直播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启动或结束直播接口地址:live/openOrCloseLiveApi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获取直播的视频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获取直播的视频列表接口地址:live/findLiveList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直播
	5.62. 自定义报表添加或修改报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添加或修改报表接口地址:statistics/addOrEditStatistics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看统计报表的数据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看统计报表的数据接口地址:statistics/findStatisticsTabl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企业自定义报表集合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企业自定义报表集合接口地址:statistics/findTabl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自定义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自定义表接口地址:statistics/deleteStatistics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自定义报表导出基本信息接口名称:自定义报表导出接口地址:statistics/exportStatistics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63. 错题统计查看试卷是否统计和统计时间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看试卷是否统计和统计时间接口地址:score/findErrorExamList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看试卷错题统计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看试卷错题统计接口地址:/score/findErrorExam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统计和重新统计错题基本信息接口名称:统计和重新统计错题接口地址:score/errorExam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64. 学员结业新增或编辑班级结业设置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新增或编辑班级结业设置接口地址:graduation/addOrEditGraduation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根据企业id查询班级结业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根据企业id查询班级结业信息接口地址:graduation/findGraduation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学员申请结业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学员申请结业接口地址:graduation/studentApplyGradua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学员申请结业列表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学员申请结业列表接口地址:graduation/studentApplyList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学员结业审核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学员结业审核接口地址:graduation/studentExamine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学员结业情况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学员结业情况接口地址:graduation/findstugradu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删除学员结业审核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删除学员结业审核信息接口地址:graduation/deleteStudentApply请求方法:GE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5.65. 人脸识别人脸头像回调基本信息接口名称:人脸头像回调接口地址:face/savefac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参数响应参数查询人脸信息基本信息接口名称:查询人脸信息接口地址:/face/findFaceInfoPage请求方法:POST请求数据类型:X-WWW-FORM-URLENCODED响应类型:JSON状态:请求头请求参数响应参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