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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接口说明  

所有接口必须同时提交公共参数，公共参数见本文档 第 5 部分 (公共参数字段为 : token),特殊接口

除外,参考第 5.2 接口说明 

1.课前接口  

1.1.1 创建小班课房间 

新接口名称 CreateRoom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CreateRoom 

接口功能  创建小班课房间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

基本信息查找  

roomname  房间名  String  20    

必填；如果有中文请使用 UTF8 编

码，特殊字符需使用 urlencode 转

义  

starttime  房间开始时间  Int  10    
必填(时间戳,精确到秒), 例： 

1429242959  

endtime  房间结束时间  Int  10    必填(时间戳), 例：1429261807  

chairmanpwd  老师密码  String     必填，4=<长度<=16  

assistantpwd  助教密码  String      必填，4=<长度<=16  

patrolpwd  巡课密码  String      必填，4=<长度<=16  

passwordrequired  
学生进入房间

是否需要  
Int  1  0  

0:否、1:是  (当小班课开启转播，

同时创建的教室为主教室时，此项

默认为 0) 

confuserpwd  学生密码  String  [4,20]    

passwordrequired = 1 时必填(4 

位以上) (当小班课开启转播，同时

创建的教室为主教室时，不需要学

生密码) 

videotype  视频分辨率  Int  1  0  

选填 

0：200*150(默认)   1：320x240  

2：640x480   3：1280x720  

4：1920x1080   5：320*180 

6：640*360 

设定不能大于企业分辨率 

videoframerate  视频帧率  Int    10  10,15,20,25,30  



autoopenav  
自动开启音视 

频  
Int    0  

0: 不自动开启   

1：自动开启  

sharedesk 
是否开启桌面

共享 
Int 2 0 

选填 0: 不开启 1：开启 

备注 : 企业必须开启此功能,接口

传值有效 

sharemedia 
是否开启媒体

共享 
Int 2 0 

选填 0: 不开启 1：开启 

备注 : 企业必须开启此功能,接口

传值有效 

maxvideo 同时上台人数 Int 2  

选填 , 不传值默认企业配置项 

填写时规则：2:1v1 3:1v2 4: 1v3 

5: 1v4 6: 1v5  7: 1v6  8: 1v7 9: 

1v8 10: 1v9 11: 1v10 12:1v11 

13:1v12 14:1v13 15:1v14 

16:1v15 17:1v16 

备注:  

1)传参  (2,3,4,5,6.....17) 

2)接口设置 grouproom= 1 , 此

字段如果是 1v1,默认变成 1V2  

3)设定不能大于企业配置设置 

thirdroomid 第三方教室号 String   

非必填 

第三方教室号关联所创建的新教

室默认为空 

传值方式备注: 

1、serial 和  thirdroomid 

组合查询 

2、serial 和  thirdroomid 

单独传值 

3、serial 和  thirdroomid 

不能同时为空 

recorder_switch 是否开启录制 Int 1 1 

非必填 

不传值默认开启  1: 开启(默认), 

0:关闭)管理员同时开启小班课录

制功能 

multi_camera 
是否启动多摄

像头 
Int 1 0 

非必填项 

管理员给企业配置启动多摄像头

功能后, 不传值为关闭状态 传值

参数 : 0 关闭 , 1 开启(企业也必

须开启)  



grouproom 

房间分组类型 

0 普通房间，1 

分组主房间，2 

分组子房间 

Int 1 0 
企业小班课开启转播生效，默认 0

普通房间 

fatherroomid 主教室号 String 11  

企业小班课开启转播，同时为子教

室时，此项必填，且教室号必须是

主教室号 

roomlayout 房间布局 Int 1 0 

非必填 

传参备注 

1) 0:综合布局(不传默认)、1:平铺

视频、2:左右布局、3:焦点视频  4:

双师布局 

2) 1 v 1 只能传 0 ,1,4 

3) 1 v N 只能传 0,1,2,3 

4) 注意分组主房间会变成 1vN 房

间  

5) 如果开启分组房间, 分组房间

默认布局为综合布局不可更改 

skinid 主题皮肤 id int 4  

非必填 

房间的主题皮肤 id 

结合 1.4.5 获取主题列表 传参 

如果 grouproom =2 此主题等

于主房间配置 

  

响应示例 

{ 

    "version": 1435020, 

    "serial": 1200356033, 

    "result": 0 

}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serial Int 教室号 



result Int 

code 码.可根据 result 是

否是 0 来判断是否成功 

0：表示成功   -1 表示

失败  若调用失败 ,会返

回错误码,具体看公共错

误码信息。 

53102 创建教室为子教

室时，主教室号不能为空 

53103 主教室号异常，

此主教室号不存在 

version Int 版本号 

 

1.1.2 修改小班课房间  

新接口名称 ModifyRoom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ModifyRoom 

接口功能  修改小班课房间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

基本信息查找  

serial  房间编号  String  11    选填(该字段和 thirdroomid 必须

至少填写一个) 

传值方式备注: 

1、serial 和  thirdroomid 

组合查询 

2、serial 和  thirdroomid 

单独传值 

3、serial 和 thirdroomid 不

能同时为空 



thirdroomid 用户自定义房间

号 

String 32  选填(该字段和 serial 必须至少填

写一个)如果用户创建房间时自定

义了房间号,可使用此字段 

传值方式备注: 

1、serial 和  thirdroomid 

组合查询 

2、serial 和  thirdroomid 

单独传值 

3、serial 和 thirdroomid 不

能同时为空 

roomname  房间名  String  20    非必填 ， 不填写不修改 

如果有中文请使用 UTF8 编码，特

殊字符需使用 urlencode 转义  

starttime  房间开始时间  Int  10    非必填 ， 不填写不修改 

填写时规则：(时间戳,精确到秒), 

例：1429242959 ，开始时间不能

大于结束时间，配合结束时间使用 

endtime  房间结束时间  Int  10    非必填 ， 不填写不修改 

填 写 时 规 则 :( 时 间 戳 ), 例 ：

1429261807 

结束时间不能大于开始时间，配合

开始时间使用 

chairmanpwd  老师密码  String      非必填， 

填写规则 ：4=<长度<=16  

assistantpwd  助教密码  String      非必填， 

填写时规则 ：4=<长度<=16  

patrolpwd  巡课密码  String      非必填， 

填写时规则 ：4=<长度<=16  

passwordrequired  学生进入房间是

否需要  

Int  1  0  非必填 

填写时规则 ：0:否、1:是   

(当小班课开启转播，同时创建的教

室为主教室时，此项默认为 0) 

confuserpwd  学生密码  String  [4,20]    非必填 

填写时规则 ：passwordrequired 

= 1 ，此字段必填，切不能为空，

4=<长度<=16 

(当小班课开启转播，同时创建的教

室为主教室时，不需要学生密码) 



videotype  视频分辨率  Int  1  0  非必填 

填写时规则： 

0：200*150   1：320x240  

2：640x480   3：1280x720  

4：1920x1080  5：320*180 

6：640*360 

设定不能大于企业分辨率 

videoframerate  视频帧率  Int    10  非必填 

填写时规则：10,15,20,25,30  

autoopenav  自动开启音视 

频  

Int    0  非必填 

填写时规则：0:不自动开启  1：

自动开启  

sharedesk 
是否开启桌面共

享 
Int 2 0 

非必填 

填写时规则 ：0: 不开启 1：开启 

备注 : 企业必须开启此功能,接口

传值有效 

sharemedia 
是否开启媒体共

享 
Int 2 0 

非必填 

填写时规则： 0: 不开启 1：开启 

备注 : 企业必须开启此功能,接口

传值有效 

maxvideo 同时上台人数 Int 2 2 

选填  

填写时规则：2:1v1 3:1v2 4: 1v3 

5: 1v4 6: 1v5  7: 1v6  8: 1v7 9: 

1v8 10: 1v9 11: 1v10 12:1v11 

13:1v12 14:1v13 15:1v14 

16:1v15 17:1v16 

备注:  

1)传参  (2,3,4,5,6.....17) 

2)设定不能大于企业配置设置 

recorder_switch 是否开启录制 Int 1 1 

非必填 

不传值默认开启  1: 开启(默认), 

0:关闭)管理员同时开启小班课录

制功能 

multi_camera 
是否启动多摄像

头 
Int 1 0 

非必填项 

管理员给企业配置启动多摄像头

功能后, 不传值为关闭状态 传值

参数 : 0 关闭 , 1 开启(企业也必

须开启)  



roomlayout 房间布局 Int 2 0 

非必填 

传参备注 

1)、0:综合布局(不传默认)、1:平

铺视频、2:左右布局、3:焦点视频  

4:双师布局 

2)、1 v 1 只能传 0 ,1,4 

3）、1 v N 只能传 0,1,2,3 

4）、注意分组主房间会变成 1vN

房间  

5）、如果开启分组房间, 分组房

间默认布局为综合布局不可更改 

skinid 主题皮肤 id int 4  

非必填 

房间的主题皮肤 id 

结合 1.4.5 获取主题列表 传参 

如果 grouproom =2 此主题等

于主房间配置 

  

响应示例 { 

    "serial": "12003560xxx", 

    "result": 0 

}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serial Int 教室号 

result Int code 码.可根据 result 是

否是 0 来判断是否成功 

0：表示成功   -1 表示

失败 若调用失败,会返

回错误码,具体看公共错

误码信息。 

 

1.1.3 删除小班课房间  

新接口名称 DeleteRoom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DeleteRoom 

接口功能  删除小班课房间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

基本信息查找  

serial  房间编号  String  11   选填(该字段和 thirdroomid 必须

至少填写一个) 

传值方式备注: 

1、serial 和  thirdroomid 

组合查询 

2、serial 和  thirdroomid 

单独传值 

3、serial 和 thirdroomid 不

能同时为空 

 thirdroomid 用户自定义房间号 String 32  选填(该字段和 serial 必须至少填

写一个)如果用户创建房间时自定

义了房间号,可使用此字段 

传值方式备注: 

1、serial 和  thirdroomid 

组合查询 

2、serial 和  thirdroomid 

单独传值 

3、serial 和 thirdroomid 不

能同时为空 

响应示例 { 

    "serial": "865772064", 

    "result": 0 

}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serial String 删除的教室号 

result Int code 码.可根据 result 是

否是 0 来判断是否成功 

0：表示成功   -1 表示

失败 若调用失败,会返

回错误码,具体看公共错

误码信息。 

 

1.1.4 按照 过期房间|可用房间|未来房间 获取房间列表 

新接口名称 GetRoomList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GetRoomList 

接口功能  按照 过期房间|可用房间|未来房间 获取房间列表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

基本信息查找  

timetype  时间类型  Int  1  0  选填 

0:表示全部房间 (默认) 

1：表示当前房间    

2：未来房间  

3：历史房间  

page 页码数 Int 1 1 非必填 

接口每页返回 200 条数据 

响应示例 { 

"result": 0, 

"page": 1, 

"pagenumber": 200, 

    "list": [ 

        { 

            "serial": "1048854533", 

            "roomname": "测试用教室", 

            "companyid": "10898", 

            "userid": "103062", 

            "roominfo": null, 

            "roomlayout": "0", 

            "roomsubject": "", 

            "starttime": "1551078303", 

            "endtime": "1551081869", 

            "confusernum": "-1", 

            "sidelineusernum": "-1", 

            "sideuserdelaytime": "0", 

            "phoneusernum": "0", 

            "chairmanpwd": "9051", 

            "confuserpwd": "3105", 

            "assistantpwd": "4619", 



            "sidelineuserpwd": "sys19022550891", 

            "audiomode": "0", 

            "maxaudio": "9", 

            "videoencode": "0", 

            "videotype": "48", 

            "maxvideo": "7", 

            "videoframerate": "10", 

            "savechat": "1", 

            "passwordrequired": "1", 

            "isregisteruser": "0", 

            "allowchild": "0", 

            "networkbandwidth": "0", 

            "ismodifysetting": "1", 

            "chairmanfunc": "00000", 

            "chairmancontrol": "房间配置项", 

            "iscontrol": "0", 

            "saveqa": "0", 

            "roomstate": "0", 

            "istemplate": "0", 

            "notifystatus": "0", 

            "linkname": "", 

            "linkurl": "", 

            "roomtype": "0", 

            "begIntime": "", 

            "duration": "", 

            "roomusertype": "00", 

            "scheduleinfo": "", 

            "speakerinfo": "", 

            "producttype": "0", 

            "visibleroom": "0", 

            "icoaddr": "", 

            "version": "1434481", 

            "thirdroomid": "", 



            "roomlabel": "0", 

            "pullid": "", 

            "patrolpwd": "5599", 

            "robotnum": "0", 

            "createtime": "1551074703", 

            "robotprop": "000", 

            "barrage": "1", 

            "foregroundpic": "", 

            "pushflowaddr": "", 

            "livebypass": "0", 

            "whiteboardcolor": "1", 

            "classteacherpwd": "sys19022551863", 

            "liverecordtype": null, 

            "vcodec": "0", 

            "colourid": "1", 

            "autoopenav": "0" 

        } 

    ] 

}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code 码.可根据 result 是

否是 0 来判断是否成功 

0：表示成功   1 表示无

数据 若调用失败,会返

回错误码,具体看公共错

误码信息。 

page Int 页数 

pagenumber Int 每次查询总条数 

serial String 房间号 

roomname 

 

String 

 

房间名称 

companyid 

 

String 公司 id 

userid 

 

String 管理员用户 id 



roominfo 

 

String 房间描述 

roomlayout 

 

String 房间布局 

roomsubject 

 

String 房间主题 

starttime 

 

Sring 开始时间 

endtime 

 

String 结束时间 

confusernum 

 

String 学员人数 

sidelineusernum 

 

String 旁听用户数 

sideuserdelaytime 

 

String 旁听用户延时时间 

phoneusernum 

 

String 移动终端用户数 

chairmanpwd 

 

String 主席用户密码（老师密码 

confuserpwd 

 

String 学员密码 

assistantpwd 

 

String 助教密码 

sidelineuserpwd 

 

String 旁听用户密码 

audiomode 

 

String 音频模式 42：表示 speex 语音   

37：宽带音频  35：中等质量音频   

33：窄带音频 

maxaudio 

 

String 支持的最大音频数 

videoencode 

 

String 视频编码 0：h.264 编码；1:h.263

编码 

videotype 

 

String 分辨率 

maxvideo 

 

String 最大视频数 



videoframerate 

 

String 视频帧率 

savechat 

 

String 是否保存聊天记录 

passwordrequired 

 

String 是否需要密码 

isregisteruser 

 

String 必须注册用户参会 

allowchild 

 

String 允许子部门参会 

networkbandwidth 

 

String 网络带宽 

ismodifysetting 

 

String 是否修改设置 

chairmanfunc 

 

String 功能项 

chairmancontrol 

 

String 配置项 

iscontrol 

 

String 主席是否控制其他功能 

saveqa 

 

String 保存问答记录 

roomstate 

 

String 会议状态 

0:正常 

1:下课     

9：删除 

istemplate 

 

String 是否是模板 

notifystatus 

 

String 通知状态 

linkname 

 

String 在客户端显示 url 的名字 

linkurl 

 

String 在客户端联接 url 

roomtype 

 

String 房间类型 

begIntime 

 

String 开始时间 



duration 

 

String 房间时长 

roomusertype 

 

String 允许哪种类型用户进入房间 

scheduleinfo 

 

String 议程信息 

speakerinfo 

 

String 主讲人信息 

producttype 

 

String 0 for conference, 1 for liveCast 

visibleroom 

 

String 是否显示房间 

icoaddr 

 

String 此会议播放器的 Logo 图片地址 

version 

 

String 房间版本号 

thirdroomid 

 

String 第三方房间号 传建房间时自定义的

房间号 

roomlabel 

 

String 房间标签 

pullid 

 

String 拉流 id 

patrolpwd 

 

String 巡课密码 

robotnum 

 

String 机器人数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robotprop 

 

String 机器人属性 

barrage 

 

String 开启弹幕 

foregroundpic 

 

String 前景图 

pushflowaddr 

 

String 推流地址 

livebypass 

 

String 是否是旁录直播 



whiteboardcolor 

 

String 白板颜色 

classteacherpwd 

 

String 班主任密码 

liverecordtype 

 

String 0 mp3 1mp4 直播本地录制类型 

vcodec 

 

String h264 硬件编码 

colourid 

 

String 教室皮肤颜色表 id 

autoopenav 

 

String 自动开启音视频 

 

1.1.5 按指定时间区间获取房间列表 

新接口名称  GetRoomByTime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GetRoomByTime 

接口功能  按指定时间区间获取房间列表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

基本信息查找  

starttime  房间开始时间  Int  10  当前时间 选填, 时间戳例：1429767523   

endtime  房间结束时间  Int  10   选填, 时间戳例：1529767523  

 page 分页 Int 1 1 选填  

响应示例 { 

 "result": 0, 

"page": 1, 

"pagenumber": 200, 

 "list": [{ 

  "serial": "10218366081", 

  "roomname": "<课程测试 1217-3>", 

  "starttime": "1546057800", 

  "endtime": "1546059300", 

  "chairmanpwd": "1", 

  "assistantpwd": "2", 

  " confuserpwd ": "3", 



  "sidelineuserpwd": "sys18122986822" 

 }] 

}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code 码.可根据 result 是否是 0

来判断是否成功 0：表示成功 1

表示无数据 若调用失败,会返

回错误码,具体看公共错误码信

息。 

page Int 页数 

pagenumber Int 每次查询总条数 

serial 

 

String 房间号 

roomname String 房间名称 

starttime String 房间开始时间 

endtime String 房间结束时间 

chairmanpwd String 主席用户密码（老师密码） 

assistantpwd String 助教密码 

confuserpwd String 学员密码 

 sidelineuserpwd String 旁听用户密码 

 

1.1.6 获取单个房间详细信息 

新接口名称 GetRoomInfo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GetRoomInfo 

接口功能  获取单个房间详细信息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 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信息

查找  



serial  房间编号  String  11   选填(该字段和 thirdroomid 必须至少填写

一个) 

传值方式备注: 

1、serial 和 thirdroomid 组合查

询 

2、serial 和 thirdroomid 单独传

值 

3、serial 和 thirdroomid 不能同时

为空 

 thirdroomi

d 

用户自定

义房间号 

String 32  选填(该字段和 serial 必须至少填写一个)如

果用户创建房间时自定义了房间号,可使用

此字段 

传值方式备注: 

1、serial 和 thirdroomid 组合查

询 

2、serial 和 thirdroomid 单独传

值 

3、serial 和 thirdroomid 不能同时

为空 

响应示例 { 

"result": 0, 

"list": { 

"serial": "901785607", 

"roomname": "测试", 

"starttime": "1568955455", 

"endtime": "1570856259", 

"chairmanpwd": "6743", 

"assistantpwd": "8587", 

"confuserpwd": "7271", 

"sidelineuserpwd": "sys19091294596", 

"thirdroomid": "", 

"patrolpwd": "8845", 

"autoopenav": "1" 



} 

}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code 码.可根据 result

是否是 0 来判断是否成

功 0：表示成功   1 表

示无数据 若调用失败,

会返回错误码,具体看公

共错误码信息。 

list Array 内部数据如下 

serial 

 

String 房间号 

roomname String 房间名称 

starttim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time String 结束时间 

chairmanpwd String 老师密码 

assistantpwd String 助教密码 

confuserpwd String 学员密码 

sidelineuserpwd String 旁听密码 

thirdroomid String 第三方房间号 

patrolpwd String 巡课密码 

autoopenav String 自动开启音视频 

 

1.2.1 预约直播房间 

新接口名称 CreateLiveRoom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CreateLiveRoom 

接口功能   预约直播房间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 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

本信息查找 

roomname 教室名 String 20  必填 

starttime 开始时间 Int 10  必填 

endtime 结束时间 Int 10  必填 

chairmanpwd 主播密码 String   必填，4=<长度<=16  

assistantpwd 助理密码 String   必填，4=<长度<=16  

confuserpwd 观众密码 String   如果要求密码，必须不能为空 

maxvideo 
最 大 连 麦

数 
Int 1 1 

选填  , 不传值默认不连麦 

1：不连麦，2：1 人，3：2 人，4：

3 人，5：4 人， 大于 5，默认为 5， 

包月直播连麦人数不能大于企业设

置 超出或者传参不在范围之内按照

企业最大值设定，计次直播最大 4 人 

videotype 
视 频 分 辨

率 
Int 1 0 

选填 

0：200*150(默认)   1：320x240  

2：640x480   3：1280x720  

4：1920x1080  5：320*180 

6：640*360 

设定不能大于企业分辨率 

videoframerate 视频帧率 Int   选填 如：10 15 20 25 30 

 sharedesk 
是 否 开 启

桌面共享 
Int 2 0 

选填 0: 不开启 1：开启 

备注 : 企业必须开启此功能,接口

传值有效  

 liveuserpwd 
是 否 需 要

密码 
Int 2 0 

选填 ,是否需要观众密码 0 否 1 是， 

配合 confuserpwd 使用 

 webpageview 
是 否 支 持

小程序 
Int 2 0 

选填 0:不支持小程序 1 支持 

备注: 企业必选开启此功能,接口传

值有效 

 displaynumber 
是 否 显 示

房间人数 
Int 2 0 选填 0 不显示 1 显示  

 interaction 
是 否 课 前

互动 
Int 2 0 选填 0 不是 1 是 

 privatechat 
是 否 禁 止

观众私聊 
Int 2 0 选填 0 不禁止 1 禁止 



 recorder_switch 
是 否 开 启

录制 
Int 1 1 

非必填 

不传值默认开启  1: 开启(默认), 0:

关闭)管理员同时开启直播录制功能 

 
running_lamp_swi

tch 

是 否 开 启

防 盗 录 跑

马灯 

Int 1 0 

非必填 

不传值默认关闭, 1: 开启, 0:关闭

(默认),管理员需要给企业开启此功

能并且企业在后台配置直播防盗录

设置, running_lamp_switch =1 才

可生效 

 
warm_up_frequen

cy 

是 否 开 启

暖场视频 
Int 1 0 

非必填 

不传值默认关闭 

0:关闭 1:单次播放 2:多次播放 

 live_type 直播类型 Int 1 0 
非必填 

0 直播 1 伪直播  2 音视频伪直播 

 
pseudo_live_sourc

e 

是 否 是 伪

直播源 
Int 1 0 

非必填 

默认 0   1 伪直播源(live_type = 

0 时生效)   

 live_source_id 
伪 直 播 源

文件 ID 
String 20 0 

伪直播源 ID，当设置伪直播时，此

项必填 , 设置音视频伪直播此项非

必填, 填写时可调用(1.4.6 获取伪

直播元列表接口 获取直播源文件

recordid ) 

响应示例  

 { 

    "version": 版本号, 

    "serial": 直播号, 

    "result": 0 

} 

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错误码 0:成功 -1:失败 (参考页末

错误码) 

version Int 版本号 

serial Int 直播号 

  

1.2.2 修改直播  

新接口名称 ModifyLiveRoom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ModifyLiveRoom 

接口功能  修改直播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

基本信息查找  

serial  房间号  Int  1    必填  

roomname  直播名  String  20    

非必填 ，不填写不修改 

如果有中文请使用 UTF8 编码，特

殊字符需使用 urlencode 转义  

starttime  房间开始时间  Int  10    

非必填 

填写时规则：(时间戳,精确到秒), 

例：1429242959 ， 开始时间不

能大于结束时间 ，配合结束时间使

用 

endtime  房间结束时间  Int  10    

非必填 不填写不修改 

填 写 时 规 则 ： ( 时 间 戳 ), 例 ：

1429261807 ，结束时间不能大于

开始时间， 配合开始时间使用 

chairmanpwd  主播密码  String      
非必填，不填写不修改 

填写时规则：4=<长度<=16  

assistantpwd  助理密码  String      
非必填，不填写不修改 

填写时规则：4=<长度<=16 

confuserpwd 观众密码 String   

非必填 

Liveuserpwd 等于 1 

此字段必填，切不能为空，4=<长

度<=16 

maxvideo 最大连麦数 Int  1 

非必填 

1：不连麦，2：1 人，3：2 人，4：

3 人，5：4 人， 大于 5，默认为 5， 

包月直播连麦人数不能大于企业设

置，计次直播最大 4 人，超出或者

传参不在范围之内按照企业最大值

设定 

videotype  视频分辨率  Int  1  0  

选填 ，不填写不修改 

 填写时规则：0：176x144   1：

320x240 2 ： 640x480   3 ：

1280x720 4：1920x1080  

videoframerate  视频帧率  Int    10  
非必填 

填写时规则： 10,15,20,25,30  



 sharedesk 
是否开启桌面共

享 
Int 2 0 

选填 0: 不开启 1：开启 

备注 : 企业必须开启此功能,接口

传值有效 

 liveuserpwd 是否需要密码 Int 2 0 
选填 ,是否需要观众密码 0 否 1

是， 配合 confuserpwd 使用 

 webpageview 是否支持小程序 Int 2 0 

选填 0:不支持小程序 1 支持 

备注: 企业必选开启此功能,接口传

值有效 

 displaynumber 
是否显示房间人

数 
Int 2 0 选填 0 不显示 1 显示 

 interaction 是否课前互动 Int 2 0 选填 0 不是 1 是 

 privatechat 
是否禁止观众私

聊 
Int 2 0 选填 0 不禁止 1 禁止 

 recorder_switch 是否开启录制 Int 1 1 

非必填 

不传值默认开启  1: 开启(默认), 

0:关闭)管理员同时开启直播录制

功能 

 
running_lamp_swi

tch 

是否开启防盗录

跑马灯 
Int 1 0 

非必填 

不传值默认关闭, 1: 开启, 0:关闭

(默认),管理员需要给企业开启此

功能并且企业在后台配置直播防

盗录设置, running_lamp_switch 

=1 才可生效 

 
warm_up_frequen

cy 

是否开启暖场视

频 
Int 1 0 

非必填 

不传值默认关闭 

0:关闭 1:单次播放 2:多次播放 

响应示例  

此方法若调用成功则会返回 json 数据： {"result":0,"serial":"房间号"} 可根据 result 是否是 0 来判

断是否成功  0：表示成功   -1 表示失败 若调用失败,会返回错误码, 请查看相应错误码表。  

{ 

    "serial": "直播号", 

    "result": 0 

} 

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错误码 0:成功 -1:失败 

(参考页末错误码) 

serial String 直播号 

1.2.3 删除直播  

新接口名称 DeleteLiveRoom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DeleteLiveRoom 



接口功能  删除直播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

基本信息查找  

serial  房间编号  String  11   必填  

响应示例  

此方法若调用成功则会返回 json 数据：{’result’:0,’serial’:直播号}  可根据 result 是否是 0

来判断是否成功 0：表示成功   -1 表示失败 若调用失败,会返回错误码。  

{ 

    "serial": "直播号", 

    "result": 0 

} 

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错误码 0:成功 -1:失败 

(参考页末错误码) 

serial String  直播号 

  

1.3.1 上传课件  

新接口名称 UploadFile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UploadFile 

接口功能  上传课件 : 本接口不用添加公共参数,可直接使用 post 提交（课件预览域名：

https://rddoccdnws.roadofcloud.net） 

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key 
企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信息

查找  

serial  房间号  string  11    非必填 

conversion  是否转换  int  1    必填 

1：转换(默认)  2:动态 ppt 转换 3:h5 课件 

4:媒体文件 



isopen  是否是公开

文档  

int  1  0  0：表示非公开文档 1：表示公开文档 公

开文档表示公司的其他房间都可以关联此

文档，非公开文档表示只对本房间  

isopen=1 也可以放到文档柜中   

dynamicppt  是否是动 

态 ppt  

int  1  0  0: 非动态 ppt  

1: 动态 ppt  

isdefault  是否是缺省

显示文 

件  

int  1  0  0:不是  1：是  

只有上传到房间的文件才需要设置。  

 

isconversion 

课件是否转

高清 

Int 1  非必填 , 

0：不转 1：转 2：按企业配置项转换（默

认） 

isvideoconver

sion 

课件视频是

否转换高清 

Int 1  非必填 , 

0：不转 1：转 2：按企业配置项转换（默

认） 

isvideoalone 媒体课件是

否转高清 

Int 1  非必填 , 

0：不转 1：转 2：按企业配置项转换（默

认） 

要求 type="file" 的文件名是 filedata  

备注：  1：动态 ppt      参数设置是 conversion =2 ，dynamicppt =1  

2：普通文档     参数设置是 conversion =1 ，dynamicppt =0  

返回值  { 

    "result": 0, 

    "swfpath": "swfpath 路径", 

    "pagenum": 页数, 

    "fileid": 34166, 



    "downloadpath": "下载地址", 

    "size": 大小, 

    "status": 转换状态:0 排队中,1 成功,2 转换失

败,3 转换中, 

    "filename": "上传文件名称", 

    "dynamicppt": 是否是动态 ppt0: 非动态

ppt 1: 动态 ppt, 

    "fileprop": 0:默认,2:动态 ppt,3:h5 课件, 

    "file_address": ‘课件拼接访问地址’, 

} 

此方法若调用成功则会返回 json 数据： 文件名|

文件页数|文件 id| 若调用失败,会转换失败。    

0：表示成功   -1：表示调用失败    -2: 文件上传失败   -3：文件移动失败    -4:非法文件类型        

-5:未指定房间号或 key  -6:非公开文件，但未指定房间  -7:房间不存在或已删除 -8：该房间不是本企

业  

-10:上传文件大于 100（）文件页数超限  3:云存储失败   

1.3.2 上传 URL 形式的外部 H5 课件 

接口名称  UploadFileUrl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UploadFileUrl 

接口功能  上传 URL 形式的外部 H5 课件 

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 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

基本信息查找  

serial 房间号 String   必填 

 fileurl 文件地址 String   必填 

 name 文件名称 String   必填 

返回值  此方法若调用成功则会返回 json 数据：   

可根据 result 是否是 0 来判断是否成功  0：表示成功 -1:表示失败 若调用失败,会返回错误码。 



{ 

    "result": "0", 

    "fileid": "文件 id" 

} 

1.3.3 给 PDF 文件添加注释 

新接口名称 SetFileRemark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SetFileRemark 

接口功能  给 PDF 文件添加注释 

请求请求参数 参数名 请求参数说

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 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

本信息查找  

 remarkdata[0][fi

leid] 

文件 id Int   必填 

 remarkdata[0][p

ageid] 

PDF 页数 Array   必填 

 remarkdata[0][r

emark] 

注释内容 String   选填 

响应示例 此方法若调用成功则会返回 json 数据：   

{"result":"0"} 

响应参数 参数 类型  备注  

result String 是否成功 

0:成功 

1:失败 

 errorlist Array 错误的文件 id，若找不到 fileldid 对应的文件，该响应

示例会返回，否则，不会返回 

1.3.4 查询课件是否为动态 ppt 

新接口名称 GetFileConvertStatus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GetFileConvertStatus 

接口功能  查询课件是否为动态 ppt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 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信息

查找  



fileid 

 

文件 id  Int  10   必填  

响应示例 { 

 "result": 0, 

 "convertstatus": 0 

}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code 码.可根据 result

是否是 0 来判断是否

成功 0：表示成功   1

表示无数据 若调用失

败,会返回错误码,具体

看公共错误码信息。 

convertstatus String 0 是 1 否 

1.3.5 获取动态 ppt 文件备注 

新接口名称 GetFileRemark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 GetFileRemark 

接口功能  获取动态 ppt 文件备注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 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

信息查找  

fileid 文件 id Int    

响应示例 { 

    "result": 0, 

    "list": [ 

        { 

            "pageid": "页数", 

            "remark": "备注说明" 

        } 

    ], 

} 

响应参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数 result Int code 码.可根据

result 是否是 0 来

判断是否成功 

0：表示成功 

-1 表示没有数据。 

4202：参数 fileid

为空。 

4203：参数 fileid

类型错误。 

4001：该公司不存

在。 

4101：参数 key

为空。 

如调用失败,会返

回错误码,具体看

公共错误码信息。 

 pageid string 页码 当 result 为

0 的时候返回此参

数。 

 remark string 内容标注 当

result 为 0 的时候

返回此参数。 

1.3.6 按指定时间段和转换状态查询上传的课件 

新接口名称 GetConversionFile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GetConversionFile 

接口功能  按指定时间段和转换状态查询上传的课件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 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信息

查找  

starttime 开始时间 String 16  例 2018-05-23 11:53:34 



endtime 结束时间 String 16  例 2018-05-23 11:53:34 

status 转换状态 Int 2  0 排队中 1 成功 2 失败 3 转换中 

page 分页页码 Int 2 1 必填 

响应示例 { 

"result": 0, 

"page": 1, 

"pagenumber": 200, 

    "list": [ 

        { 

            "fileid": "4762x", 

            "filename": "课时 17 FAF3U3L2 带音视频.pptx", 

            "newfilename": "20190107_145105_tqweusrx.pptx", 

            "status": "3", 

            "downloadpath": "/cospath/20190107_145105_tqweusrx", 

            "uploadtime": "2019-01-07 14:51:07", 

            "swfpath": "/cospath/20190107_145105_tqweusrx", 

            "size": "44044544", 

            "filetype": "pptx" 

        } 

    ] 

}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code 码.可根据 result

是否是 0 来判断是否成

功 0：表示成功   1 表

示无数据 若调用失败,

会返回错误码,具体看公

共错误码信息。 

page Int 页数 

pagenumber Int 每次查询总条数 

fileid String 文件 ID 

filename String 文件名 

newfilename String 新文件名 

uploadtime String 开始上传时间 



status String 0 排队中 1 成功 2 失败 3 转换中 

swfpath String swf 文件路径 

downloadpath String 下载路径 

size String 文件大小 kb 

filetype String 文件类型 

1.3.7 删除课件   

新接口名称 DeleteFile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DeleteFile 

接口功能  删除课件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 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信息

查找  

fileidarr  文件 id 树

组  

Array     必填，文件 id 数组   

例:fileidarr[0]=id , fileidarr[1]=id 

响应示例  {"result":0}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code 码.可根据 result

是否是 0 来判断是否成

功 0：表示成功   1 表

示失败 若调用失败,会

返回错误码,具体看公共

错误码信息。 

1.3.8 批量删除课件 

新接口名称 BatchDeleteFile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 WebAPI/BatchDeleteFile 

接口功能 批量删除课件(慎重使用,存储空间一起删除) 

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 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信

息查找  

fileid[0] 课件 id int 11  必填 

fileid[1] 课件 id Int 11   

      

返回值 此方法若调用成功则会返回 json 数据：  

{"result":0} 

可根据 result 是否是 0 来判断是否成功  

 0：表示成功 

 1：表示课件不存在或失败 

 4202 课件 id 不能为空   

返回数据  

1.3.9 获取企业课件列表  

新接口名称 GetCompanyFileList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GetCompanyFileList 

接口功能 获取企业的上传文档列表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 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信

息查找  

type 类型 Int 1  选填，不填查全部文件类型    0：课堂文

件   1：公有文件 

page 页码  Int  1  1 必填  

响应示例  { 

       "result": 0 

"page": 1, 

"pagenumber": 200, 

 "list": [{ 

  "fileid": "48782", 

  "companyid": "10898", 



  "filename": "丁香花.jpg", 

  "newfilename": "20190127_112503_yvidhuhi.jpg", 

  "size": "9696", 

  "uploaduserid": "0", 

  "uploadusername": "", 

  "uploadtime": "2019-01-27 11:25:03", 

  "filepath": "/upload0/20190127_112503_yvidhuhi.jpg", 

  "downloadpath": "/cospath/20190127_112503_yvidhuhi.jpg", 

  "swfpath": "/cospath/20190127_112503_yvidhuhi.jpg", 

  "pdfpath": "", 

  "cospdfpath": "", 

  "filetype": "jpg", 

  "pagenum": "1", 

  "active": "1", 

  "fileserverid": "0", 

  "status": "1", 

  "isconvert": "1", 

  "dynamicppt": "0", 

  "filecategory": "1", 

  "catalogid": "0", 

  "notifyurl": "", 

  "isContentDocument": "0", 

  "convertor": null, 

  "isFullPath": "0", 

  "converttime": null, 

  "redisvalue": "", 

  "ordernum": "0" 

 }], 

 } 

如果 roomfile 对象为空,返回空字符串. 

{"roomfile":"","result":-1}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code 码.可根据 result

是否是 0 来判断是否成

功 0：表示成功   1 表

示无数据  若调用失败,

会返回错误码,具体看公

共错误码信息。 

page Int 页数 



pagenumber Int 每次查询总条数 

fileid String 文件 id 

companyid String 企业 id 

filename String 文件名 

newfilename String 文件名称 

size String 文件大小 

uploaduserid String 上传用户 id 

uploadusername String 上传用户名称 

uploadtime String 上传时间 

filepath String 文件路径 

downloadpath String 下载路径 

swfpath String swf 文件路径 

pdfpath String pdf 文件路径 

filetype String 文件类型 

pagenum String 页数 

active String 文件是否可用 

0：不公开文档 

1 公开文档 

fileserverid String 文件所在服务器 id 

status String 状态   

0 排队中 

1 成功 

2 失败 

3 转换中 

9:删除 



isconvert String 是否转换 

0 不转换 

1：转换(默认)   

2:动态 ppt 转换  

3:h5 课件转换 

4:媒体文件转换 

dynamicppt String 是否动画 ppt 

0 否 

1 动态 ppt 

filecategory String 全部文件类型    

0：课堂文件    

1：公有文件 

catalogid String 文件夹 id 

notifyurl String 转换完成通知地址 

isContentDocument String 0 代表正常课件  

1 代表 h5ol 文件 

convertor String 由哪台服务器转换 

isFullPath String 是否是完整路径 

默认 0 否 1 是 

 

converttime String 开始转换时间 

ordernum String redis 执行顺序 

redisvalue String redis 里存的相应 value

值 

1.3.10 房间关联课件 

新接口名称 RoomBindFile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RoomBindFile 

接口功能  房间关联课件 

请求参数  参数名 请 求 参 数

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 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信息

查找  

serial  房间号  String  11   必填  



fileid  缺省显示 

文件 id  

Int    0  选填，指定缺省显示文件的 id .如果以前指

定过，那么会重新指定为这个 fileid.  

fileidarr  文件 id 组  Array     必填，文件 id 数组   

例:fileidarr[0]=**** fileidarr[1]=***  ...... 

sortarr  文件 id 对

应排序数

组 

 Array     选填，排序值和文件 id 数组对应 

例:sortarr[0]=**** sortarr[1]=***  ...... 

 thirdroomi

d 

用户自定

义房间号 

String 32  选填，如果填写就表示获取某个房间的在线

人数，如果不填就表示获取全部房间的在线

人数 

响应示例  此方法若调用成功则会返回 json 数据：   

{"result":0}  

可根据 result 是否是 0 来判断是否成功  0：表示成功   4007 表示没有该房间 4105 没有符合的数据 若调

用失败,会返回错误码。  

响应参数 请求参数名 类型 备注 

result Int 0：成功 

1.3.11 房间取消关联课件 

新接口名称 RoomUnbindFile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RoomUnbindFile 

接口功能  房间取消关联课件  

请求参数  参数名 请 求 参 数

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 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信息

查找  

serial  房间号  String  11   必填  

fileidarr  文件 id 组  Array     必填，文件 id 数组   

例:fileidarr[0]=id , fileidarr[1]=id 

thirdroomi

d 

用户自定

义房间号 

String 32  选填，第三方房间号 

响应示例  此方法若调用成功则会返回 json 数据：   

{"result":0}  

响应示例 请求参数名 类型 备注 

result Int 0：成功 



 

1.3.12 获取房间关联课件列表 

新接口名称 GetRoomFile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GetRoomFile 

接口功能  获取房间关联课件列表    

请求参数  参数名 请 求 参 数

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 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信

息查找  

serial  房间号  String  11    必填  

thirdroomi

d 

用户自定

义房间号 

String 32  选填(该字段和 serial 必须至少填写一个)

如果用户创建房间时自定义了房间号,可使

用此字段 

传值方式备注: 

1、serial 和 thirdroomid 组合查

询 

2、serial 和 thirdroomid 单独传

值 

3、serial 和 thirdroomid 不能同时

为空 

page 页码 Int 1 1 选填  

响应示例 { 

"result":0, 

"page": 1, 

"pagenumber": 200, 

    "list":[ 

                { 

                    " fileid ":"文件 id", 

                    "companyid":"企业 id", 

                    "filename":"文件名", 

                    "newfilename":"文件名称", 

                    "size":"文件大小", 

                    " uploaduserid ":"上传用户 id", 

                    "uploadusername":"上传用户名称", 



                    "uploadtime":"上传时间", 

                    " filepath ":"文件路径", 

                    "downloadpath":"下载路径", 

                    "swfpath":"swf 文件路径", 

                    "pdfpath":"pdf 文件路径", 

                    "cospdfpath": "cos 路径", 

                    "filetype":"文件类型", 

                    "pagenum":"页数", 

                    "active":"文件是否可用 0：不公开文档，1 公开文档", 

                    "fileserverid":"文件所在服务器 id", 

                    "status":"状态  1:可见 0:不可见  9:删除", 

                    "isconvert":"是否转换", 

                    "dynamicppt":"是否动画 ppt", 

                    "filecategory":"转换完成通知地址", 

                    "notifyurl":"文件分类    0：课堂文件 1：公有文件", 

                    "isContentDocument":"0 代表正常课件 1 代表 h5ol 文件", 

                    "convertor":"由哪台服务器转换", 

                    "type":"0: 不是缺省   1：缺省显示文件", 

                    "fileprop":"是否动画 ppt", 

                    "isFullPath": "0", 

                    "converttime": "开始转换时间", 

                    "redisvalue": "redis 里存的相应 value 值", 

                    "ordernum": "redis 执行顺序", 

                    "sort": "课件排序值", 

                    "warmvideo": "0:不是暖场视频 1：是暖场视频"                }, 

                ... 

        ] 

}  

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备注  

result Int 0：成功 

page Int 页数 

pagenumber Int 每次查询总条数 

fileid String 文件 id 

companyid String 企业 id 



filename String 文件名 

newfilename String 文件名称 

size String 文件大小 

uploaduserid String 上传用户 id 

uploadusername String 上传用户名称 

uploadtime String 上传时间 

filepath String 文件路径 

downloadpath String 下载路径 

swfpath String swf 文件路径 

pdfpath String pdf 文件路径 

cospdfpath String cos 路径 

filetype String 文件类型 

pagenum String 页数 

active String 文件是否可用 0：不公开文档，1

公开文档 

fileserverid String 文件所在服务器 id 

status String 状态  1:可见 0:不可见  9:删除 

isconvert String 是否转换 

dynamicppt String 是否动画 ppt 

fileprop String 是否动画 ppt 

filecategory String 转换完成通知地址 

notifyurl String 文件分类    0：课堂文件 1：公

有文件 

isContentDocument String 0 代表正常课件 1 代表 h5ol 文件 

convertor String 由哪台服务器转换 

type String 0: 不是缺省   1：缺省显示文件 

converttime String 开始转换时间 

redisvalue String redis 里存的相应 value 值 

ordernum String redis 执行顺序 

sort String 课件排序值 

warmvideo String 0:不是暖场视频 1：是暖场视频 

1.4.1 直接进入房间 (URL 地址拼接) 

新接口名称  Entry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Entry 

entry：在 iframe 中使用，比较简单，容易对接  

接口功能  

用户可以通过此接口从第三方系统跳转到房间系统，加入房间的动作 

注意：如果需要在 iframe 中嵌入，则您的父窗口 url 需要是 https 协议的，否则会导致视频设备无法开启。 

地址拼接方式参考接口文档 :  5.2 WebAPI 特殊接口说明 , 此接口不需要传公共参数 token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domain  公司域名  String  20    必填  

serial  房间编号  String  11   
必填，房间号，非 0 开始的数字串， 请

保证房间号唯一  

username  用户名  String  20    

必填，用户在房间中显示的名称；使

用 UTF8 编码，特殊字符需使用 

urlencode 转义  

usertype  用户类型  Int  1    

必填 

小班课用户类型 0：老师  1：助教  

2: 学员   4：巡课 5 班主任（子教

室老师） 

直播用户类型   0：主播  1：助理  

2:观众   

会议用户类型   0：主持人 1：助理  

2:参会者 4:巡视  

pid  用户 id  Int      
选填, 第三方系统的用户 id；默认值

为 0  

ts  时间戳  Int  10    必填，当前 GMT 时间戳，精确到秒  

auth  校验码  String  32    

必填，auth 值为 MD5(key + ts +  

serial + usertype)  

其中 key 为双方协商的接口密钥：默 

认值为：5NIWjlgmvqwbt494  

userpasswor

d  
用户密码  String  32    

选填 密码格式为：128 位 AES 加密

串  

加 密 密 钥 默 认 为

5NIWjlgmvqwbt494 注：参见附件 

4.1 AES 加密  

servername  
服务器名 

字  
String      选填 选择服务器的名字  

extradata  扩展数据  String      用户扩展数据，建议使用 urlencode  



jumpurl  跳转 url  String  

举例说明格式：  

http:// 或 https:// 

http://console.roadofclou

d.com/jhhj 

/jjj/jjj/?param1=aaa&par 

am2=8888&param3=iii  

选填：课程结束课程后，自动跳转到

通过参数传入的指定 URL（进入时指

定、不同角色不同） 请在参数的最后

面传递这个参数！  

响应参数  无  

1.4.2 控制上下课方法 

接口名称  roomControl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roomControl 

接口功能  控制房间上下课 

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 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

基本信息查找  

serial 房间号 String 32  必填 

 state 控制状态 Int 11  必填  1:上课 , 0 下课 

返回值格

式 

{ 

    "result": "0", 

    "msg": "返回描述" 

} 

返回码说

明 

10020=>'房间号和房间状态参数必须存在' 

10021=>'房间需要至少一个人存在' 

10022=>'房间上下课状态只能选 0 或 1' 

0=>'消息成功发送' 

 

1.4.3 获取主教室列表 

接口名称  getMainClassroom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getMainClassroom 

接口功能  获取主教室列表 

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 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

基本信息查找  



serial 房间号 String 32  选填 

 page 页码 Int 1  必填 默认为 1 

返回值格

式 

{ 

    "result": "0", 

"data": [ 

                 { 

                        "serial": "教室号", 

                        "roomname": "教室名称", 

                        "starttime": "1596556800",// 开始时间 

                        "endtime": "1598803260",//结束时间 

                            "videotype": "36",//视频分辨率 0：200*150(默认)   1：320x240  2：

640x480   3：1280x720 4：1920x1080   5：320*180 6：640*360 

                            "maxvideo": "5",//同时上台人数 2:1v1 3:1v2 4: 1v3 5: 1v4 6: 1v5  7: 1v6  

8: 1v7 9: 1v8 10: 1v9 11: 1v10 12:1v11 13:1v12 14:1v13 15:1v14 

16:1v15 17:1v16 

                        "videoframerate": "10"//视频帧率 10,15,20,25,30 

                }, 

] 

} 

返回码说

明 

result : 0 返回成功 

result：1 暂无数据|暂无更多数据 

 

1.4.4 教室添加暖场视频 

接口名称  SetWarmVideo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SetWarmVideo 

接口功能  教室添加暖场视频 

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 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

基本信息查找  

serial 房间号 String 32  选填 

 fileid 课件 id Int   必填 媒体课件 id  

返回值格

式 

此方法若调用成功则会返回 json 数据：   

{ 



"result": 0, 

}可根据 result 是否是 0 来判断是否成功  0：表示成功 1:表示无数据 ,会返回错误码 。 

1.4.5 获取主题列表 

新接口名称 getThemeList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getThemeList 

接口功能  获取主题列表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 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信

息查找  

theme_typ

e 
主题类型 Int 2 0 

非必填 

主题类型 : 0 默认(平台主题 + 企业自定

义主题) , 1 (企业自定义主题) 

 

page 页码 Int 1 1 
非必填 

默认从第一个页开始 : 1 , 2, 3...... 传值 

响应示例 { 

    "result": 0, 

    "list": [ 

        { 

            "skinid": "****", 

            "theme_type": "0", 

            "theme_name": "经典黑" 

        }, 

        { 

            "skinid": "***", 

            "theme_type": "0", 

            "theme_name": "典雅绿" 

        }, 

        { 

            "skinid": "***", 

            "theme_type": "0", 

            "theme_name": "清新蓝" 

        } 

    ], 

    "page": 0, 

    "pagenumber": "200" 



}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code 码.可根据 result

是否是 0 来判断是否成

功 0：表示成功   -1

表示失败 若调用失败,

会返回错误码,具体看公

共错误码信息。 

list Array 无主题返回空数组 

skinid String 皮肤 id 

theme_type String 0 :平台主题, 1 : 企业自定义主题 

 theme_name String 主题名称 

 page Int 页数 

 pagenumber Int 每次查询总条数 , 默认 20 条 

 

1.4.6 获取伪直播源列表 

接口名称  getLiveSourceRecord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getLiveSourceRecord 

接口功能  获取伪直播源列表 

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 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

基本信息查找  

serial 房间号 String 32  非必填 

 page 页码 Int  1 
非必填 默认从 1 开始 

返回值格

式 

此方法若调用成功则会返回 json 数据：   

{ 

        "result": 0, 

        "list": [ 



                { 

                        "serial": "1073598227", 

                        "recordid": "1000210735982271589193246eihcdefp", // 直播源录制件 id 

                        "starttime": "1589193246", 

                        "duration": "4123", // 时长(毫秒) 

                        "companyid": "10002", 

                        "roomname": "releaseroom121202" 

                } 

        ], 

        "page": 1, 

        "pagenumber": 20 

}可根据 result 是否是 0 来判断是否成功  0：表示成功 1:表示无数据 ,会返回错误码 。 

 

 

2.课中资源  

2.1 获取房间在线用户数  

新接口名称 GetRoomOnlinenum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GetRoomOnlinenum 

接口功能  获取房间在线用户数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 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信

息查找  

serial  房间编号  String 11    选填，如果填写就表示获取某个房间的在

线人数，如果不填就表示获取全部房间的

在线人数 

thirdroomi

d 

用户自定

义房间号 

String 32  选填，如果填写就表示获取某个房间的在

线人数，如果不填就表示获取全部房间的

在线人数 



page 页码数 Int 1 1 非必填 

接口每页返回 200 条数据 

响应示例 { 

"result": 0, 

"page": 1, 

"pagenumber": 200, 

    "room": [ 

        { 

            "serial": "996131866", 

            "num": "9" 

        } 

    ] 

}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code 码.可根据 result

是否是 0 来判断是否成

功 0：表示成功   -1

表示失败 若调用失败,

会返回错误码,具体看公

共错误码信息。 

page Int 页数 

pagenumber Int 每次查询总条数 

serial String 房间号 

num String 房间人数 

2.1.2 通过房间号获取在线用户数  

新接口名称 getOnlineNumBySerial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getOnlineNumBySerial 

接口功能  通过房间号获取在线用户数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 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信

息查找  

serial  房间编号  String 11    必填 



响应示例 { 

        "num": 1, 

        "result": 0, 

        "msg": "ok" 

}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code 码.可根据 result

是否是 0 来判断是否成

功 0：表示成功   -1

表示失败 若调用失败,

会返回错误码,具体看公

共错误码信息。 

msg String 简要说明 

num String 房间人数 

 

2.2 获取房间在线用户信息 

新接口名称 GetOnlineUserInfo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GetOnlineUserInfo 

接口功能  获取房间在线用户信息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 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信息

查找  

serial  房间编号  String  11   选填(该字段和 thirdroomid 必须至少填写

一个) 

传值方式备注: 

1、serial 和 thirdroomid 组合查

询 

2、serial 和 thirdroomid 单独传

值 

3、serial 和 thirdroomid 不能同时

为空 



thirdroomi

d 

用户自定

义房间号 

String 32  选填(该字段和 serial 必须至少填写一个)

如果用户创建房间时自定义了房间号,可使

用此字段 

传值方式备注: 

3、serial 和 thirdroomid 组合查

询 

4、serial 和 thirdroomid 单独传

值 

3、serial 和 thirdroomid 不能同时

为空 

page 页码 Int 1 1 选填  

响应示例  { 

 "result": 0, 

"page": 1, 

"pagenumber": 200, 

 "list": [{ 

  "buddyid": "fa55034a-a98d-372e-1c6f-1a28da3e1a03", 

  "serial": "966501978", 

  "username": "dasd", 

  "userrole": "2", 

  "logintime": "1551089194", 

  "isrobot": "0" 

 }] 

}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code 码.可根据 result

是否是 0 来判断是否成

功 0：表示成功   -1

表示失败 若调用失败,

会返回错误码,具体看公

共错误码信息。 

page Int 页数 

pagenumber Int 每次查询总条数 

buddyid String id 

serial String 房间号 

username String 用户名 



userrole String 课堂中的角色 0：主讲  1：助教    

2: 学员   3：直播用户 4: 巡检员 

logintime String 登录时间 10 位时间戳 

 isrobot String 是否是机器人 0 否 1 机器人 

  

2.3 获取用户的礼物  

新接口名称 GetUserGift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GetUserGift 

接口功能  获取用户的礼物(课后仍可获取) 

请求参数  

  

参数名 请 求 参 数

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 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

信息查找  

serial  教室号  String   11   必填  

userid  用户 id  Int 20    选填  

thirdroomid 第三方教

室 id 

String   选填 

page 页码 Int 1 1 选填  

响应示例  此方法若调用成功则会返回 json 数据：   

可根据 result 是否是 0 来判断是否成功  0：表示成功 1:表示无数据 若调用失败,会返回错误码。  

{ 

    "result": 0, 

 "page": 1, 

"pagenumber": 200, 

 "list": [ 

        { 

            "serial": "教室号", 

            "sendid": "发送人 id", 

            "sendname": "发送人姓名", 

            "receiveid": "接收人 id", 

            "receivename": "接收人姓名", 

            "giftid": "礼物 id", 

            " giftnumber ": "礼物数", 

            "sendflag": "0：给所有人 1：表示给某个人" 

        } 



    ] 

} 

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备注  

result String 0：成功 1：无数据 

page Int 页数 

pagenumber Int 每次查询总条数 

serial String 教室号 

sendid String 发送人 id 

sendname String 发送人姓名 

receiveid String 接收人 id 

receivename String 接收人姓名 

giftid String 礼物 id 

giftnumber String 礼物数 

sendflag String 0：给所有人 1：表示给某个人 

2.4 获取房间聊天记录 

新接口名称 GetChatList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GetChatList 

接口功能  获取房间聊天记录（课后仍可获取） 

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 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

信息查找  

serial 房间 id string  11  必填 

starttime 开始时间 Int 11  选填 

(时间戳,精确到秒), 例：1580572800  

默认今天开始时间戳。开始时间小于结

束时间，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配合使

用，时间自定义 



endtime 结束时间 Int 11  选填  

(时间戳,精确到秒), 例：1580705885

默认当前时间戳。结束时间大于开始时

间，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配合使用，时

间自定义 

page 分页页数 Int  0 选填，默认为 0 

传参 ： 0、1、2、3.... 

返回值  此方法若调用成功则会返回 json 数据：   

可根据 result 是否是 0 来判断是否成功  0：表示成功  1:表示无数据 若调用失败,会返回错

误码。  

  { 

        "result": 0, 

        "page": 0, //当前第几页 

        "pagenumber": 100, //每页返回最大条数 

        "list": [ 

                { 

                        "companyid": "10002",  // 企业 id  

                        "fromID": "af4a1114-bd9d-77c8-9ed5-e0c2b3370bf8", // 

用户 id  

                        "msg": "你好", //聊天内容 

                        "nickname": "老师", //当前用户名 

                        "role": "0", // 用户角色 0：老师 2:学生, 

                        "serial": "*******", //房间号 

                        "ts": "2020-02-18 17:07:54", // 时间 

                        "type": "0", //聊天类型 0：公聊 1：私聊 

                        "msg_type": "0" // 聊天内容类型 ： 0 文字内容， 1 图片路径

（msg 为图片路径） 



                } 

        ] 

} 

  

  

2.5 获取学生课堂答题次数 

新接口名称  GetAnswerRecord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getAnswerRecord 

接口功能  获取学生课堂答题次数（课后仍可获取） 

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 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信息

查找  

serial  房间号  string  11   必填  

starttime 开始时间 Int 10  非必填,精确到秒 

endtime 结束时间 Int 10  非必填,精确到秒 

返回值  此方法若调用成功则会返回 json 数据：  

{ 

    "result": 0, 

    "list": [ 

        { 

            "serial": "教室 id", 

            "userid": "学生 id", 

"name": "学生名称", 

"numbers": 教室启动答题次数, 

            "count": 学生答题次数, 

            "list": [ 

                { 



                    "userid": "学生 id", 

                     "rightkey": [ 

                        0, 

                        3(老师发布答案,数字从 0 开始,例如: 0=A,1=B ....  ) 

                    ], 

                    "isright": 是否答对 : 0 错误 1 正确, 

                    "ts": 选择答案时间(10 位时间戳) 

                     "options": [ 

                        1(答案,数字从 0 开始,例如: 0=A,1=B ....  ) 

                    ] 

 

                } 

            ] 

        }, 

        { 

            "serial": "教室 id", 

            "userid": "学生 id", 

"name": "学生名称", 

"numbers": 教室启动答题次数, 

            "count": 学生答题次数, 

            "list": [ 

                { 

                    "userid": "学生 id", 

                    "rightkey": [ 

                        0, 

                        3(老师发布答案,数字从 0 开始,例如: 0=A,1=B ....  ) 

                    ], 

                    "isright": 是否答对 : 0 错误 1 正确, 

                    "ts": 选择答案时间(10 位时间戳) 

                     "options": [ 

                        1(学生答案,数字从 0 开始,例如: 0=A,1=B ....  ) 

                    ] 



 

                }, 

                { 

                    "userid": "学生 id", 

                    "rightkey": [ 

                        0, 

                        3(老师发布答案,数字从 0 开始,例如: 0=A,1=B ....  ) 

                    ], 

                    "isright": 是否答对 : 0 错误 1 正确, 

                    "ts": 选择答案时间(10 位时间戳) 

                    "options": [ 

                        1(学生答案,数字从 0 开始,例如: 0=A,1=B ....  ) 

                    ] 

                } 

            ] 

        } 

    ] 

}  

}可根据 result 是否是 0 来判断是否成功  0：表示成功   4007 表示没有该房间 若调用失败,会返回错误

码。  

  

2.6 获取学生课堂举手次数 

新接口名称  GetRaiseHands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getRaiseHands 

接口功能  获取学生课堂举手次数 

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 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信息

查找  



serial  房间号  string  11   必填  

recordtitle 录制件名称 String   必填 

返回值  此方法若调用成功则会返回 json 数据：   

{ 

    "result": 0, 

    "list": [ 

        { 

            "userid": "用户 id", 

            "name": "用户昵称", 

            "count": 举手次数, 

            "list": [ 

                { 

                    "userid": "用户 id", 

                    "ts": (举手时间,13 位时间戳,精确到毫秒)1546066337455 

                }, 

                { 

                    "userid": "用户 id", 

                    "ts": (举手时间,13 位时间戳,精确到毫秒) 

                }, 

                { 

                    "userid": "用户 id", 

                    "ts": (举手时间,13 位时间戳,精确到毫秒) 

                } 

            ] 

        }, 



        { 

            "userid": "用户 id", 

            "name": "用户昵称", 

            "count": 举手次数, 

            "list": [ 

                { 

                    "userid": "用户 id", 

                    "ts": (举手时间,13 位时间戳,精确到毫秒) 

                } 

            ] 

        } 

    ] 

}可根据 result 是否是 0 来判断是否成功  0：表示成功 -1:表示失败  4007 表示没有该房间 若调用失败,

会返回错误码。  

  

2.7 获取直播当前在线用户数  

新接口名称  GetChannelOnlineUser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GetChannelOnlineUser 

接口功能  获取直播当前在线用户数 ,  请使用 2.1 获取房间在线用户数接口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 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信

息查找  

serial  直播号  String  9    必填  

 starttime  开始时间  Int  10  0 选填, 时间戳例：1429767523   

 endtime  结束时间  Int  10  0 选填, 时间戳例：1529767523  



响应示例  

此方法若调用成功则会返回 json 数据：   

{ 

    "result": 0, 

    "list": { 

        "onlineNumberList": [ 

            { 

                "serial": "房间号", 

                "onlineNumber": 在线人数 

            } 

        ] 

    } 

} 

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错 误 码 0: 成 功  -1: 失 败 

(参考页末错误码) 

serial String 房间号 

onlineNumber Int 在线人数 

2.8 查询房间网络信息 

新接口名称 GetNetworkEquipment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GetNetworkEquipment 

接口功能  查询房间网络信息 

请求参数  参数名 请 求 参 数

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 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

信息查找  

 serial 房间 id String  11  必填 

 thirdroomid 第三方教

室 id 

String   选填 

响应示例  此方法若调用成功则会返回 json 数据：   

{ 

    "result": 0, 

    "list": [ 

        { 

            "_id": { 

                "$id": "唯一 id" 

            }, 



            "companyid": "企业 id", 

            "serial": "房间号", 

            "myPeerId": "用户 id", 

            "ts": 时间戳, 

            "routename": "路由名称", 

            "time": "格式化时间", 

            "statistical": { 

                "0": { 

                    "timestamp": 时间戳 单位毫秒, 

                    "video": { 

                        "bitsPerSecond": 带宽 Int, 

                        "fractionLost": 0, 

                        "googPlisCount": 1, 

                        "jitter": 抖动 Int, 

                        "keyFrames": 2, 

                        "lossRate": 损耗率 Int, 

                        "packetsLost": 音视频链路建立成功后累计丢包数, 

                        "sourceSsrc": 2438148879, 

                        "totalBytes": 音视频链路建立成功后累计发送/接收的字节数, 

                        "totalPackets": 音视频链路建立成功后累计发送/接收的总包数, 

                        "timestamp": 时间戳（单位毫秒）, 

                        "currentDelay": 发送或接收延时, 

                        "netquality": 网络质量  

                    }, 

                    "audio": { 

                        "bitsPerSecond": 带宽, 

                        "fractionLost": 0, 

                        "jitter": 抖动, 

                        "lossRate": 损耗率, 

                        "packetsLost": 音视频链路建立成功后累计丢包数, 

                        "sourceSsrc": 3579913752, 

                        "totalBytes": 音视频链路建立成功后累计发送/接收的字节数, 

                        "totalPackets": 音视频链路建立成功后累计发送/接收的总包数 Int, 

                        "timestamp": 时间戳（单位毫秒） bigInt , 

                        "currentDelay": 发送或接收延时, 

                        "netquality": 网络质量  

                    }, 

                    "peerId": "流对应的用户 id", 

                    "peerName": "流对应的用户昵称", 

                    "streamId": "流 id" 



                }, 

                "time": 时间戳 

            }, 

            "role": 角色 id 

        } 

    ] 

}  

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备注  

result Int 0：成功 

companyid String 企业 id 

serial String 房间号 

myPeerId String 用户 id 

ts Int 时间戳 

routename String 路由名称 

time String 格式化时间 

statistical.timestamp BigInt 时间戳单位毫秒 

statistical.video.bitsPerSecond Int 带宽 

statistical.video.fractionLost   

statistical.video.googPlisCount   

statistical.video.jitter Int 抖动 

statistical.video.keyFrames   

statistical.video.lossRate Int 损耗率 

statistical.video.packetsLost Int 音视频链路建立成功后累计丢包数 

statistical.video.sourceSsrc   

statistical.video.totalBytes Int 音视频链路建立成功后累计发送/

接收的字节数 

statistical.video.totalPackets Int 音视频链路建立成功后累计发送/

接收的总包数 

statistical.video.timestamp BigInt 时间戳 

statistical.video. currentDelay Int 发送或接收延时 

statistical.video.netquality Int 网络质量 

statistical.audio.bitsPerSecond Int 带宽 

statistical.audio.fractionLost   

statistical.audio.jitter Int 抖动 

statistical.audio.lossRate Int 损耗率 



statistical.audio.packetsLost Int 音视频链路建立成功后累计丢包数 

statistical.audio.sourceSsrc   

statistical.audio.totalBytes Int 音视频链路建立成功后累计发送/

接收的字节数 

statistical.audio.totalPackets Int 音视频链路建立成功后累计发送/

接收的总包数 

 statistical.audio.timestamp BigInt 时间戳（单位毫秒） 

 statistical.audio.currentDelay Int 发送或接收延时 

 statistical.audio.netquality Int 网络质量 

 statistical.peerId String 流对应的用户 id 

 statistical.peerName String 流对应的用户昵称 

 statistical.streamId String 流 id 

 Role Int 角色 id 

 

2.9 查询房间设备信息 

新接口名称 GetEquipment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GetEquipment 

接口功能  查询房间设备信息 

请求参数  参数名 请 求 参 数

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 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

信息查找  

 serial 房间 id String  11  必填 

 thirdroomid 第三方教

室 id 

String   选填 

响应示例  此方法若调用成功则会返回 json 数据：   

可根据 result 是否是 0 来判断是否成功  0：表示成功 -1:表示失败，1 无数据  若调用失败,会返

回错误码。  

 

{ 

    "result": 0, 

    "list": [ 

        { 

            "_id": { 



                "$id": "唯一标识" 

            }, 

            "serial": "房间号", 

            "companyid": "企业 id", 

            "peerid": "当前用户 ID ", 

            "peername": "当前用户在房间中的昵称", 

            "peerrole": "当前用户在房间中的角色", 

            " ip ": "当前用户局域网出口 IP ", 

            "country": "当前用户所在国家", 

            "region": "当前用户所在地区", 

            "city": "当前用户所在城市", 

            "osversion": "操作系统版本", 

            "devicemodel": "设备型号", 

            "cpuarchitecture": " CPU 架构", 

            "sdkversion": " SDK 版本号", 

            "sdkdate": " SDK 发布日期", 

            "connecttime": "主连接建立花费时间", 

            "reconnectcount": "离开房间前主连接重连次数", 

            "isp": "网络服务提供者", 

            "redirectcount": "重定向次数", 

            "routename": "路由名称", 

            "statistical": { 

                "time": 时间戳 

            } 

        }, 

    ] 

} 

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备注  

result String 0：成功 -1：暂无数据 

serial String 房间号 

companyid String 企业 id 

peerid String 当前用户 ID 

peername String 当前用户在房间中的昵称 

peerrole String 当前用户在房间中的角色 

ip String 当前用户局域网出口 IP 

country String 当前用户所在国家 

region String 当前用户所在地区 

city String 当前用户所在城市 



osversion String 操作系统版本 

devicemodel String 设备型号 

cpuarchitecture String CPU 架构 

sdkversion String SDK 版本号 

sdkdate String SDK 发布日期 

connecttime String 主连接建立花费时间 

reconnectcount String 离开房间前主连接重连次数 

routename String 路由名称 

statistical.time Int 时间戳 

3.0 查看房间状态 

新接口名称  RoomStatus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RoomStatus 

接口功能  POST 查看房间状态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信息

查找  

serial  房间编号  String 11    必填 

 start_time 开始时间 Int 10  非必填 

不填写为房间开始时间前一天存在提前上

课情况,  例：1580572800 

 end_time 结束时间 Int 10  非必填 

不填写为设置的房间结束时间 例：

1580705885 

响应示例 {"result":0,"status":0} 

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备注  

result Int 0：成功 

4001 : 企业不存在 

4005 :  时间设置错误(格式不正确, 

开始时间大于结束时间) 

4007 : 房间不存在已删除或者已过

期 



 status string result = 0 返回 status  

0 未开始(房间从未上过课) 

1 空闲(已经上过课,现在空闲) 

2 上课中 

3 已结束(当前查询已经超出房间设

置结束时间和企业设置的拖堂时间

总时间) 

 

  

3.课后资源 

3.1 获取用户登入登出记录 

新接口名称 GetLoginInfo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GetLoginInfo 

接口功能   获取用户登入登出记录（收到下课回调后拉取数据）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 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信息

查找  

serial  房间编号  String  11   选填(该字段和 thirdroomid 必须至少填写

一个) 

传值方式备注: 

1、serial 和 thirdroomid 组合查

询 

2、serial 和 thirdroomid 单独传

值 

3、serial 和 thirdroomid 不能同时

为空 



thirdroomi

d 

用户自定

义房间号 

String 32  选填(该字段和 serial 必须至少填写一个)如

果用户创建房间时自定义了房间号,可使用

此字段 

传值方式备注: 

1、serial 和 thirdroomid 组合查

询 

2、serial 和 thirdroomid 单独传 

值 

3、serial 和 thirdroomid 不能同时

为空 

page 页码数 Int 1 1 非必填 

传参 ： 1,2,3,4... 

 starttime 开始时间

戳 

Int 10  非必填 

(时间戳,精确到秒), 例：1580572800  

默认今天开始时间戳。开始时间小于结束时

间，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配合使用，时间自

定义 

 endtime 结束时间

戳 

Int 10  非必填 

(时间戳,精确到秒), 例：1580705885  

默认当前时间戳。结束时间大于开始时间，

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配合使用，时间自定义 

响应示例  { 

"result": 0, 

"page": 1, 

"pagenumber": 100, 

    "list": [ 

        { 

            "serial": "1258610249", 

"action_id": "1735412872_1613975325245", 

"class_begin_time": "1613975492", 

"class_end_time": "1613975566", 

            "userid": "C5742633-3306-474F-9556-3DD1E2B0B66F", 

            "username": "chenxi", 

            "entertime": "2019-01-14 16:31:35", 

            "outtime": "2019-01-14 16:31:38", 

            "duration": "3 秒", 

            "ipaddress": "", 



            "devicetype": null, 

            "durationms": 3, 

            "area": "中国.北京.北京", 

            "serviceprovider": "电信", 

            "userroleid": "2" 

        } 

    ] 

}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code 码.可根据 result

是否是 0 来判断是否成

功 0：表示成功   -1 表

示失败 若调用失败,会

返回错误码,具体看公共

错误码信息。 

page Int 页数 

pagenumber Int 每次查询总条数 

seria String 房间号 

action_id String 本节课唯一标识 

class_begin_time String 房间开始上课时间 

class_end_time String 房间下课时间 

userid String 用户 id 

username String 用户名 

entertime String 进入时间 

outtime String 退出时间 

duration String 时长格式： 时 分 秒 

durationms String 时长 毫秒数 

ipaddress String ip 地址 

area String 登陆地 eg: 中国.北京.北京 

serviceprovider string 网络运营商 

devicetype String 设备类型  

WindowPC , MacPC..... 

userroleid Int 课堂中的角色 0：主讲  1：助教    

2: 学员   3：直播用户 4: 巡检员 



3.2 获取房间及学生信息 

新接口名称 GetRoomUserInfo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GetRoomUserInfo 

接口功能  获取房间及学生信息( 数据在下课回调后生成 )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 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信息

查找  

serial 房间号 String 11  必填 

响应示例 { 

       "result": 0, 

 "list":{ 

 "serial": "1734016x", 

 "roomname": "测试网络设备信息", 

 "roomtype": "0", 

 "showroomtype": "小班 1 对 1", 

 "starttime": "1551252592", 

 "endtime": "1551256152", 

 "roomstate": "0", 

 "videotype": "48", 

 "showvideotype": "320*240", 

 "videoframerate": "10", 

 "showroomstate": "上课中", 

 "usenum": 1, 

 "userdata": [{ 

  "userid": "f8cfe46d-54fb-0001-1aba-c12a3b0c2869", 

  "identification": "QIXglZ5EuB1xFTGdAAcE", 

  "entertime": "2019-02-27 15:30:48", 

  "outtime": null, 

  "userroleid": "0", 

  "username": "测试", 

  "outtimenull": "1", 

  "rolename": "老师", 



  "devicetype": "WindowPC", 

  "deviceName": "chrome", 

  "version": "customer", 

  "ip": "123.115.79.69", 

  "systemversion": "chrome 72.0.3626.119", 

  "OSVersion": "Win10", 

  "country": "", 

  "region": "", 

  "city": "", 

  "audioinput": "", 

  "audiooutput": "", 

  "videoinput": "", 

  "time": 1551252648, 

  "network": { 

   "_id": { 

    "myPeerId": "f8cfe46d-54fb-0001-1aba-c12a3b0c2869" 

   }, 

   "audiobitspersecond": 39672.5, 

   "audiopacketsLost": 0, 

   "audiocurrentDelay": 0, 

   "audiominbitspersecond": 39578, 

   "audiomaxpacketsLost": 0, 

   "audiomaxcurrentDelay": "26", 

   "cpuOccupancy": 0, 

   "maxcpuOccupancy": "0", 

   "videobitspersecond": 261494, 

   "videopacketsLost": 0.5, 

   "videocurrentDelay": 0, 

   "videominbitspersecond": 247691, 

   "videomaxpacketsLost": 1, 

   "videomaxcurrentDelay": "26" 

  } 

 }] 

} 



} 

如果没有人上课, userdata 对象会返回 null 

{ 

       "result": 0, 

 "list":{ 

    "serial": "98120809x", 

    "roomname": "测试", 

    "roomtype": "0", 

    "showroomtype": "小班 1 对 1", 

    "starttime": "1548394200", 

    "endtime": "1548395700", 

    "roomstate": "0", 

    "videotype": "15", 

    "showvideotype": "200*150", 

    "videoframerate": "10", 

    "showroomstate": "空闲", 

    "usenum": 0, 

    "userdata": null 

} 

} 

如果没有网络设备情况, network 对象会返回空数组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code 码.可根据 result

是否是 0 来判断是否成

功 0：表示成功 若调用

失败,会返回错误码,具体

看公共错误码信息。 

list Array 数组 

serial String 房间号 

roomname String 房间名称 

roomtype String 0:1 对 1    

3：1 对多 

showroomtype String 展示房间类型 

starttim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time String 结束时间 



roomstate String 房间状态 

0:正常 空闲 

1:下课     

9：删除 

showroomstate String 展示房间状态 

videotype String 视频分辨率类型 

9：80*45 

10：80*48 

12：80*60 

15：200*150 

28：176*144 

48：320*240 

96：640*480 

144：1280*720 

216：1920*1080 

 

 showvideotype String 视频分辨率 

 videoframerate String 视频帧率 

 usenum Int 房间人数 

 userid String 上课用户 id 

 identification String 用户身份唯一标识 

 entertime String 用户进入时间 

 outtime String 用户退出时间 

 userroleid String 用户角色  

0 老师 1 助教 2 学生 3 直播学员 

4 巡课 10 系统管理员  

11 企业管理员 12 管理员 

 username String 用户名 

 outtimenull String 无实际意义 

 devicetype String 设备型号 

 deviceName String 设备名称 

 version String 版本号 

 ip String ip 地址 



 systemversion String 设备版本号 

 OSVersion String 操作系统版本 

 country String 国家 

 region String 地区 

 city String 城市 

 audioinput String 麦克风 

 audiooutput String 扬声器 

 videoinput String 摄像头 

 audiobitspersecond Float 平均音频速率 

 audiopacketsLost Float 平均音频丢包率 

 audiocurrentDelay Int 平均音频延迟 

 audiominbitspersecond Int 最小音频速率 

 audiomaxpacketsLos Int 最大音频丢包率 

 audiomaxcurrentDelay String 最大音频延迟 

 cpuOccupancy Int 平均 CPU 占有 

 maxcpuOccupancy String 最大 CPU 占有 

 videobitspersecond Float 平均视频速率 

 videopacketsLost Float 平均视频丢包率 

 videocurrentDelay Int 平均视频延迟 

 videominbitspersecond Int 最小视频速率 

 videomaxpacketsLost Int 最大丢包率 

 videomaxcurrentDelay String 最大延迟 

3.3 获取指定房间课后录制件 

新接口名称 GetRecordList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GetRecordList 

接口功能  获取房间的录制件列表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信息

查找  

serial  房间编号  String  11   必填，如果填写就表示获取某个房间的在线

人数，如果此字段和 thirdroomid 都不不

填,就表示获取全部房间的在线人数 



thirdroomi

d 

用户自定义房

间号 

String 32  选填，如果填写就表示获取某个房间的在线

人数，如果此字段和 serial 都不填就表示获

取全部房间的在线人数 

starttime 区间开始时间 Int 10  选填 时间戳 精确到秒  

endtime 区间结束时间 Int 10  选填 时间戳 精确到秒 

page 页码 Int 1 1 选填  

响应示例 { 

 "result": 0, 

"page": 1, 

"pagenumber": 200, 

 "list": [{ 

  "tempid": "108984262909881548578496nbfmnkaa", 

  "recordid": "108984262909881548578496nbfmnkaa", 

  "companyid": "10898", 

  "serial": "426290988", 

  "recordtitle": "1548577528823", 

  "recordpath": "/7D6C994A-9E79-40F4-ACDA-C1466C3BD1CA-426290988/", 

  "starttime": "1548577529", 

  "duration": "405702", 

  "recordpwd": "", 

  "ispublish": "1", 

  "recorddesc": "", 

  "version": "1428176", 

  "state": "0", 

  "size": "17106363", 

  "recordname": "", 

  "recordfileurl": "", 

  "taskid": "", 

  "videoid": "", 

  "originUrl": null, 

  "states": "0", 

  "recordtype": "0", 

  "transno": null, 

  "type": "0", 



  "codeid": "0", 

  "media_type": "0", 

  "clientversion": "3", 

  "isali": "0", 

  "https_playpath_mp4": "", 

          "https_playpath_m4a": "", 

          "videoplayback_m4a": "", 

          "videoplayback_mp4": "", 

          "security_play_mp4": "", 

          "security_play_m4a": "", 

          "security_videoplayback_mp4": "", 

          "security_videoplayback_m4a": "" 

 }] 

}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code 码.可根据 result

是否是 0 来判断是否成

功 0：表示成功   1 表

示无数据 若调用失败,

会返回错误码,具体看公

共错误码信息。 

page Int 页数 

pagenumber Int 每次查询总条数 

tempid String 录制件 id 别名,无实际意义 

recordid String 录制件 id 

companyid String 企业 id 

serial String 房间号 

recordtitle String 录制件标题 

recordpath String 路径（离屏录制） 

starttime String 开始时间 

duration String 时长 

recordpwd String 录制件密码 

ispublish String 0:不发布   1：发布 

recorddesc String 录制件描述 



version String 版本号 

state String 状态  0:有效 1:删除 

size String 录制件大小 

recordname String 录制件名称 

recordfileurl String 直播录制文件地址 

taskid String 任务 id 

videoid String 视频 id 

originUrl String 播放地址 

states String 状态 

recordtype String 录制件类型: 5 课后 mp4 录制 

transno String  

type String  

codeid String  

clientversion String 版本 

 https_playpath_mp4 String https mp4 录制件地址 

 https_playpath_m4a String https m4a 录制件地址 

 videoplayback_m4a String 带播放器 m4a 回放地址 

 videoplayback_mp4 String 带播放器 mp4 回放地址 

 security_play_mp4 String 防盗链 mp4 录制件地址 

 security_play_m4a String 防盗链 m4a 录制件地址 

 security_videoplayback_mp4 String 防盗链带播放器 mp4 录制件地址 

 security_videoplayback_m4a String 防盗链带播放器 m4a 录制件地址 

3.4 删除房间录制件 

新接口名称  CleanLeaveScreenMedia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CleanLeaveScreenMedia 

接口功能  POST 提交，删除 mp4 录制件接口(直接删除)，mp4 对应常规录制件直接删除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信息

查找  

serial  房间编号  String 11    必填 

 recordtitle mp4 录制件名 Array   必填 



称 例子： 

 recordtitle[0] = '1574628149020’ 

 recordtitle[1] = '1574308433020' 

此处 mp4 录制件名称最多传 50 个 

响应示例 {"result":0} 

响应参数 参数名 类型  备注  

result Int 0：成功 

1：表示调用失败 

 info string 错误提示 

3.5 批量删除录制件  

接口名称  BatchDeleteRecord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BatchDeleteRecord 

接口功能  批量删除录制件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 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

信息查找  

recordtype 录 制 件 类

型 

Int 1  选填 : 5 (课后 MP4 录制) 

 starttime 录 制 开 始

时间 

Int  0 必填 时间戳(秒) 10 位数字 

 endtime 录 制 结 束

时间 

Int  0 必填 时间戳(秒) 10 位数字 

响应示例 { 

    "result": 0, 

}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code 码.可根据

result是否是 0来

判断是否成功 

0：表示成功 

-1 表示修改失败。 

53001 开始时间和

结束时间必填 

53002 时间格式异

常，或开始时间大

于结束时间，结束

时间大于当前时间 

 

3.6 合并 mp4 录制件  

接口名称  mergeRecord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 mergeRecord 

接口功能  合并录制件会产生回调,: 回调使用录制件完成回调，追加参数 recordmold 做类型区分，0 mp4 录制件 1 合

并后生成的录制文件  2 裁剪后生成的录制文件（详细可见回调文档）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 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

信息查找  

serial 教室号 String 20  必填 

 record_ids 录制件 id string 200  必填,录制件 id 用小写逗号拼接，如： 

ID1,ID2,ID3 

 is_delete 是 否 删 除

原文件 

Int 1 0 选填，默认 0   0 不删，1 删除(勾选

后，合并文件成功 7 天后，删除合并前

文件) 

 

响应示例 { 

    "result": 0, 

}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code码.可根据result是否是

0 来判断是否成功 

0：表示成功 

1 操作失败 

4007 教室号不存在 

53009 只有 saas 企业才能使

用 

53004 record_ids 必传，且

必须为 2 个及以上(有效 id) 

53005 合并失败 

 

3.7 裁剪 mp4 录制件  

接口名称  cropRecord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 cropRecord 

接口功能  裁剪录制件会产生回调: 回调使用录制件完成回调，追加参数 recordmold 做类型区分，0 mp4 录制件 1 合

并后生成的录制文件  2 裁剪后生成的录制文件（详细可见回调文档）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 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

信息查找  

crop_rule 裁剪段落 Array   必填,裁剪生成文件为下方数组指定区

间，时间长度不能大于视频长度，支

持多端裁剪合并,举例数字为秒，如 

[ 

{"start": 1, "end": 10}, 

{"start": 12, "end": 49}, 

] 

 record_id 录制件 id string 200  必填,录制件 id 

 

 is_delete 是 否 删 除

原文件 

Int 1 0 选填，默认 0   0 不删，1 删除(勾选

后，合并文件成功 7 天后，删除合并

前文件) 

 

响应示例 { 

    "result": 0, 



}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code 码.可根据 result 是否是 0 来

判断是否成功 

0：表示成功 

1 操作失败 

53009 只有 saas 企业才能使用 

53006 有效 record_id 必传 

53007 时间格式异常 

53008 裁剪失败 

 

 

3.8 PAAS 根据通道名称获取常规录制件 

接口名称  getChannelRecordList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getChannelRecordList 

接口功能  根据通道名称获取常规录制件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业 AppID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

信息查找  

channelnam

e 

通道名称 String 1  必填 

 starttime 录制开始时间 Int  0 选填 时间戳(秒) 10 位数字 

 endtime 录制结束时间 Int  0 选填 时间戳(秒) 10 位数字 

 page 页码 Int  1 必填，从 1 开始 

响应示例 { 

    "result": 0, 

    "data": [ 

          { 

                        "recordid": "100031141338908bbfpubqy", // 录制件 id 

                        "recordtitle": "100031141338908bbfpubqy",// 录制件名称 

                        "starttime": 1595302618,// 录制开始时间 

                        "duration":1323, // 录制时长 

                        "list": [ 

                              



"8d22e6f1-a403-4685-b14b-a6e1bf8aa1fc-101397549-cloud2/xxx.mp4", //常规录制件里的具体文件 

                         ], 

                        "ossBucketUrl": "rdrecorddemo.roadofcloud.net" // 常规录制件对应域名 

          } 

    ] 

}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0：表示成功 

1 暂无数据 

53101 saas 企业不能调用，或者通

道名称不能为空  

53002 时间格式异常，或开始时间

大于结束时间，结束时间大于当前

时间 

 

 

3.9 PAAS 根据通道名称删除常规录制件  

接口名称  deleteChannelRecord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 deleteChannelRecord 

接口功能  根据通道名称删除常规录制件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业 AppID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

信息查找  

channelnam

e 

通道名称 String 1  必填 

 starttime 录制开始时间 Int  0 必填 时间戳(秒) 10 位数字 

 endtime 录制结束时间 Int  0 必填 时间戳(秒) 10 位数字 

响应示例 { 

    "result": 0, 

}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0 表示成功 

1 暂无数据 

53101 saas 企业不能调用，或者通

道名称不能为空  

53001 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必传 

53002 时间格式异常，或开始时间

大于结束时间，结束时间大于当前

时间 

    

 

4.0 获取教室发布的签到列表  

接口名称  getSigninList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 getSigninList 

接口功能  获取教室发布的签到列表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

信息查找  

serial 教室号 String 1  必填 

 starttime 录制开始时间 Int 10 1 选填 时间戳(秒) 10 位数字 

 endtime 录制结束时间 Int 10 1 选填 时间戳(秒) 10 位数字 

 page 页码 Int   必填 

响应示例 { 

        "page": 1, // 页码 

        "pagenumber": "200",//一页多少条 

        "result": 0, 

        "list": [ 

                { 

                        "id": "640660179202081864.17511532289859", // 签到 ID 

                        "duration": "600", // 签到时长 

                        "createtime": "1597740029",//签到时间 

                        "headcount": "3",   // 教室学生总人数 

                        "signlnnumber": "3" // 签到人数 

                } 

        ] 

}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0 表示成功 

1 暂无数据 

4007 教室不存在，或未传教室号 

 

4.1 获取教室指定签到对应学生列表  

接口名称  getSigninUserList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 getSigninUserList 

接口功能  获取教室指定签到对应的学生列表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

信息查找  

serial 教室号 String 1  必填 

 callrollid 签到 ID String 50  必填  

 page 页码 Int   必填 

响应示例 { 

        "page": 1, // 页码 

        "pagenumber": "200",//一页多少条 

        "result": 0, 

        "list": [ 

               { 

                        "userid": "179d6bc6-e7f5-1e20-ade1-6236a8aa04b7", // 学生 userid 

                        "nickname": "sad1",// 学生昵称 

                        "signintime": "1597740049",//签到时间 

                } 

        ] 

} 

响应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sult Int      0 表示成功 

1 暂无数据 

4007 教室不存在，或未传教室号/

签到 id 

 



4.2 获取教室对应的录制件存储量  

接口名称  getStorageUsage 

接口 URL  https://api.roadofcloud.net/WebAPI/getStorageUsage 

接口功能  获取教室对应的录制件存储量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说明  类型  长度  缺省值  备注  

token 公共参数 String  32  
必填:  

生成规则参考接口文档 5.1 部分 

key  企业 authkey  String  32    

必填 

登录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

信息查找  

serial 教室号 String 1  选填 

 page 页码 Int   必填 

响应示例 { 

        "page": 1, // 页码 

        "pagenumber": "20",//一页多少条 

        "result": 0, 

        "list": [ 

               { 

                        "serial": "教室号",  

                        "mp4Storage": "mp4 录制件存储量 单位 M",  

                        "originalRecordStorage": "原始录制件存储量 单位 M",  

                        "totalStorage": "教室总存储量", 

                } 

        ] 

} 

  

 

 

4.附件  

4.1 AES 加密  

名称  AES 加密  

说明  128 位 AES， ECB 模式，ZeroBytePadding 填充，加密后，使用 bin2hex  

结果  形如：e864048bf573b9e5efa6e2228d7c2583 格式的字符串 不区分大小写  32 位  



举例  $ckey:5NIWjlgmvqwbt494 

$chairmansourcepwd:123456  

结果：e864048bf573b9e5efa6e2228d7c2583  

php 测试例

子  

加密的例子：  

$ckey = '5NIWjlgmvqwbt494';  

$chairmansourcepwd='123456';  

 

 $ChairmanPWD = mcrypt_encrypt(MCRYPT_RIJNDAEL_128, $ckey, $chairmansourcepwd, 

MCRYPT_MODE_ECB); var_dump('encrypt:');  

var_dump(bin2hex($ChairmanPWD));  

  

解密的例子：  

$bin_str = pack("H*" , bin2hex($ChairmanPWD));   

$orgtext = trim(mcrypt_decrypt(MCRYPT_RIJNDAEL_128, $ckey, $bin_str, 

MCRYPT_MODE_ECB)); var_dump('decrypt:'); var_dump($orgtext);  

PHP7.0 以

上版本测试

样例 

<?php 

 

class passencrypt{ 

/** 

* 加密前填充补位 

* 

*/ 

public function zeroPad($text, $blocksize) { 

if (strlen($text) % $blocksize === 0) { 

return $text; 

} 

$pad = $blocksize - (strlen($text) % $blocksize); 

$str = str_pad($text,strlen($text)+$pad ,chr(0)) ; 

return $str; 

} 

/** 

* 加密 

* 

*/ 

public function getencrypt($str, $key) { 

$str = $this->zeroPad($str, 16); 



$str = openssl_encrypt($str, "AES-128-ECB", $key, OPENSSL_RAW_DATA | 

OPENSSL_NO_PADDING); 

$str = bin2hex($str); 

return $str; 

} 

/** 

* 解密 

* 

* 

*/ 

public function getDecrypt($encryptstr, $ckey){ 

return openssl_decrypt( pack("H*", $encryptstr) , 'AES-128-CBC', $ckey , 

OPENSSL_RAW_DATA | OPENSSL_NO_PADDING); 

} 

 

} 

$str = '1234556700000' ; 

$key = 'ancderwerscsdf123' ; 

 

$class = new passencrypt() ; 

$encryptstr = $class->getencrypt($str, $key) ; 

var_dump($encryptstr) ; 

 

$decryptstr = $class->getDecrypt($encryptstr, $key) ; 

var_dump($decryptstr) ; 

 

?> 

  

 

6.错误码参考  

错误码  表示  

0 成功 

1 执行成功，没有匹配数据 

-1 错误 

3001  服务器过期  

3002  公司已经冻结  

3003  房间已删除或过期  

4001  该公司不存在  



4002  用户名或密码错误  

4003  房间名称不允许为空  

4004  时间格式错误  

4005  时间设置有误  

4006  老师或者主播密码格式错误  

4007  房间不存在、房间无效已被删除、房间过期  

4008  房间密码错误  

4009  学生用户密码格式错误  

4010  密码格式错误  

4013 第三方房间号存在 

4011  房间类型必填 (或者房间类型不对) 

4015 缺少文件 id 

4101  需要验证企业 ID  

4102  验证企业 ID 错误  

4103  房间数超过最大限制  

4105  没有符合的数据  

4106  房间文件数量超过数量限制  

4107  数据库操作错误  

4108  没有权限   

4109  Auth 不正确  

4110  该房间需要密码，请输入密码  

4111  非注册用户或密码不正确，该房间要求必须注册用户才能参会  

4112 企业点数超限 

4200  组 id 必填  

4201  组名必填  

4202  文件 id 必填  

5000    用户名密码必填  

5001  房间是否有密码必填  

5002  主席密码必填  

5003  房间密码必填  

5004  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必填  

5005  如果允许旁听用户则应有密码  

5006  房间密码格式错误  



5007  旁听用户密码错误  

5008  最大用户数格式错误  

5009  最大用户数超过限制  

5010  最大旁听用户数错误  

5011  最大旁听用户数超过限制  

5012  最大视频数格式错误  

5013  最大视频数错误  

5014  最大音频数格式错误  

5015  最大音频数错误  

5016  视频分辨率请求参数格式错误  

5017  布局请求参数格式错误  

5018  助教密码必填  

5019  巡课密码必填  

5020  视频分辨率错误或视频分辨率超过企业限制  

5021 主题不存在 

5100  需要房间编号  

5101  需要用户账号  

5102  房间密码不可重复  

5103 连麦或者上台人数格式不正确 

5104 小班课启动多摄像头,班型不能超限(1V7) 

5105 页面布局不能为空或传参不正确 

5110  伪直播 对应直播源异常 

5111 伪直播对应直播源不能为空 

5200  主席密码错误  

5201  旁听密码错误  

5203  学员密码  

5204  没有密码  

5205  昵称或名字必填  

5206  数据写入失败  

5207  用户类型  0：主讲(老师 )  1：助教    2: 学员   3：直播用户  4:巡检员    

5208  用户已登陆  

5300  登录 40 位 key 必填  

5301  40 位 key 错误  



6000  serverid 不正确  

6001  ip 地址不正确  

6002  普通用户数超出范围  

6003  旁听用户数超出范围  

7001  userid 必填  

7002  accout 必填  

7003  密码必填  

7004  部门 ID 必填  

7005  公司 ID 必填，缺省为 1  

7006  Accout 已经存在  

7007  用户账号不存在  

8001  部门 id 必填  

8002  部门名称必填  

8003  公司 ID 必填，缺省为 1  

8004  父部门 ID 必填  

8005  部门级别必填  

9001  公司 ID 必填  

9002  公司名必填  

9003  二级域名必填  

9004  公司管理员 ID  

9006  该公司已经存在  

9007  企业 ID 必填  

9110 企业需开通此业务 

47001  key 参数不存在 

47002  token 不存在 

47003  token 验证不通过 

47004  企业没有生成验证密钥或者企业 key 传参错误 



47005 Paas 企业不能执行该操作 

48001 请检查传参是否正确 

48002 管道/通道不存在 

53102 创建教室为子教室时，主教室号不能为空 

53103 主教室号异常，此主教室号不存在 

5. WebAPI 公共参数说明 

5.1 WebAPI 接口 token 签名生成规则 

注：此签名由用户服务器端生成，不能直接放到客户端，否则影响安全性 

1. 接口请求全部以 POST 提交 (不支持 json 格式提交), 

2. 请求参数里 key 值必传 

3. 验证参数 token 生成规则 (此参数也必传) 

     生成规则：md5(md5( key  +  BodyStr)  +  md5(Secretkey)); 

      Key   可通过后台生成 （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信息查看） 

      BodyStr   POST 提交参数（token 后续生成追加，不在 bodyStr 内），将提交参数按照指定规则排序，然

后将其生成一个字符串 

      Secretkey  默认生成，后续客户可自行修改 （企业管理后台->企业设置->基本信息查看） 

 

下方贴 PHP 生成 token 案例： 

 

Token 生成后，将其放在 Post 提交参数里一起提交 

/** 

 * 获取 token 

 * @param $postData   Post 提交参数 

 * @param $key        key  企业 key 值 

 * @param $secretkey 

 * @return string 

 */ 

function getToken($postData,$key,$secretkey){ 

// 剔除此 2 项，不进行字符串生成 

    unset($postData['token']); 

    unset($postData['key']); 

    // 将 Post 提交参数 生成一个字符串 



    $bodyStr = $postData?getBodyStr($postData):''; 

    // 生成规则 md5(企业 key + bodyStr 字符串 + 企业随机字符串); 

    return md5(md5($key.$bodyStr).md5($secretkey)); 

} 

 

/** 

 * [将对应不规则数组转成一个字符串] 

 * @param  [type] $data [Post 提交参数] 

 * @param  [type] $str  [description] 

 * @return [type]       [description] 

 */ 

function getBodyStr($data, $str = '') { 

    // 对数据键值进行排序 

    ksort($data); 

    foreach ($data as $key => $value) { 

        if (is_array($value)) { 

            if ($value) { 

                $str .= $key; 

                $str = getBodyStr($value, $str); 

            } 

        } else { 

            if (($value || $value === 0 || $value === '0') && $value !== null && $value !== false && $value !== 

true) { 

                $str .= $key . $value; 

            } 

        } 

    } 

    return $str; 

} 

 

5.2 WebAPI 特殊接口说明 

接口 说明  

直接进入房间 

(WebAPI/Entry) 

本接口不用添加公共参数, 拼接参数使 get 传值,拼

接方法建议使用&字段名=参数值,不建议使用反斜

杠’/’拼接,参数值可能会丢失 

上传课件 

(WebAPI/UploadFile) 

本接口不用添加公共参数,可直接使用 post 提交 

 

  

  



7. 文档修改说明 

文档版本号 接口 备注 操作 

2.0.20 3.课后资源->3.1 获取用户登入登出

记录 

WebAPI/GetLoginInfo 

返回值添加字段, 

1. action_id,class_begin_time,cl

ass_end_time, 上一版本历史数据

无此字段返回 

2. 修改返回值字段 devicetype备注

说明 

 

2.0.20 2.课中资源->3.0 查看房间状态

WebAPI/RoomStatus 

新增接口 : 课前、课中、课后均可使

用 

 

2.0.21 1.课前接口->1.2.1 预约直播房间

WebAPI/CreateLiveRoom 

添加伪直播功能 : 

live_type ,pseudo_live_source,live_sour

ce_id 

 

 1.课前接口->1.4.6 获取伪直播源列

表 WebAPI/getLiveSourceRecord 

新增接口, 配合接口 1.2.1 预约直

播房间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