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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华数对外 API 接口相关信息
格式：XML
地址前缀：http://api.wasu.cn
描述：接口分增量接口和全量接口，增量接口数据是实时更新，保存时间为 24 小时之内，全量接口
保存站内该分类所有的数据；

2. 电影信息接口
2.1 接口地址
增量接口： http://api.wasu.cn/vod/wasu/increment/type/film
全量索引接口：http://api.wasu.cn/vod/wasu/index/type/film
全量分页接口：http://api.wasu.cn/vod/wasu/full/type/film/p/1.xml

2.2 字段说明
字段

说明

urlset

urlset，urlset 用来标记整个文档的开头，最少出现 1 次 最多出现 1 次

webName

网站名称

webSiteUrl

网站地址

url

url 标记每条信息的开始和结束，最少出现 0 次 最多出现 5000 次

workName

电影名字，前后不要有任何后缀，如完整版，未删减版等，64bytes［必填］

director

电影导演名，多个可以用;隔开，单个名字最长 20bytes，超长直接删除，256bytes［必
填］

starrings

演员名，单个名字最长 20bytes，多个用;隔开［必填］

region

电影出品地区，多个用;隔开，256bytes［必填］

showTime

电影首次上映年份:格式为 yyyy，如 2013，[必填]

length

电影时长：单位 s，必须为整数，16bytes［必填］

type

电影所属类型，多个可以用;隔开，256bytes［必填］

tags

tags，作品的标签，多个可以用;隔开，256bytes［必填］

imageLink

电影竖版海报地址 256 bytes［必填］

imageLink2

电影横版海报地址

introduction

电影剧情介绍［必填］

comment

一句话评论，20 个汉字以内 64 bytes

playLink

电影视频链接，256bytes［必填］

mplayLink

移动端播放地址 256 bytes［必填］

score

电影评分，float 浮点数，取值范围:(0.0-10.0）［必填］

language

例如：国语、粤语、英语、其他，多个用;隔开 256bytes［必填］

definition

例如：超清、高清、标清，多个用;隔开 256bytes［必填］

source_type

0 为自己的版权，1 为合作站点，2 为盗版

resourceTime

视频产生时间:年-月-日 小时:分钟:秒

status

电影上下线状态：1=下线，0=上线 4 bytes［必填］

updateTime

更新时间：YYYY-MM-DD hh:ii:ss 64 bytes［必填］

hot

热门程度：如站内播放次数，站内搜索指数，必须为整数 16 bytes［必填］

2.3 xml 实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urlset>
<webName><![CDATA[华数 TV]]></webName>
<!-- 网站名称 64 bytes［必填］-->
<webSiteUrl><![CDATA[http://www.wasu.cn]]></webSiteUrl>
<!-- 网站地址 256 bytes［必填］-->
<url>
<workName><![CDATA[护宝奇兵]]></workName>
<!--电影名字，前后不要有任何后缀，如完整版，未删减版等，64bytes［必填］-->
<director><![CDATA[皮特-温瑟]]></director>
<!--电影导演名，多个可以用;隔开，单个名字最长 20bytes，超长直接删除，256bytes［必填］-->

<starrings><starrings>
<!-- 演员名，单个名字最长 20bytes，多个用;隔开［必填］-->
<region><![CDATA[美国]]></region>
<!--电影出品地区，多个用;隔开，256bytes［必填］-->
<showTime><![CDATA[2006]]></showTime>
<!-- 电影首次上映年份:格式为 yyyy，如 2013，必填-->
<length><![CDATA[6167]]></length>
<!--电影时长：单位 s，必须为整数，16bytes［必填］-->
<type><![CDATA[动作;战争]]></type>
<!--电影所属类型，多个可以用;隔开，256bytes［必填］-->
<tags>80 后</tags>
<!-- tags，作品的标签，多个可以用;隔开，256bytes［必填］ -->
<imageLink><![CDATA[http://s.wasu.tv/mrms/manage/images/201502/06/54d420e85fc71.jpg]]></imag
eLink>
<!-- 电影竖版海报地址，提供长宽比例约为 3:4 的图片，最佳尺寸：240*320 256 bytes［必填］-->
<imageLink2><![CDATA[http://s.wasu.tv/mrms/manage/images/201502/06/54d4211d92126.jpg]]></ima
geLink2>
<!-- 电影横版海报地址，提供长宽比例约为 2:1 的图片，最佳尺寸：200*110 256 bytes-->
<introduction><![CDATA[1944 年九月，英国试图在圣诞节前结束二战...]]></introduction>
<!--电影情介绍，1024bytes［必填］-->
<comment><![CDATA[纯爷们的感人故事，让子弹再飞一会儿]]></comment>
<!-- 一句话评论，20 个汉字以内 64 bytes［必填］-->
<playLink><![CDATA[http://www.wasu.cn/Play/show/id/5453216]]></playLink>
<!--电影视频链接，256bytes［必填］-->
<mplayLink><![CDATA[http://www.wasu.cn/wap/Play/show/id/5453216]]></mplayLink>
<!-- 移动端播放地址 256 bytes-->
<score><![CDATA[7.2]]></score>
<!--电影评分，float 浮点数，取值范围:(0.0-10.0）［必填］-->
<language><![CDATA[英语]]></language>
<!--例如：国语、粤语、英语、其他，多个用;隔开 256bytes［必填］-->
<definition><![CDATA[高清]]></definition>
<!--例如：超清、高清、标清，多个用;隔开 256bytes［必填］-->
<source_type><![CDATA[0]]></source_type>
<!--0 为自己的版权，1 为合作站点，2 为盗版-->

<resourceTime><![CDATA[2009-03-12 20:33:49]]></resourceTime>
<!--视频产生时间:年-月-日 小时:分钟:秒-->
<status><![CDATA[1]]></status>
<!-- 电影上下线状态：1=下线，0=上线 4 bytes［必填］-->
<updateTime><![CDATA[2011-08-18 12:12:12]]></updateTime>
<!-- 更新时间：YYYY-MM-DD hh:ii:ss 64 bytes［必填］-->
<hot><![CDATA[22631928]]></hot>
<!-- 热门程度：如站内播放次数，站内搜索指数，必须为整数 16 bytes［必填］-->
</url>
...
<url>...</url>
...
<url>...</url>
</urlset>

3. 电视剧信息接口
3.1 接口地址
增量接口： http://api.wasu.cn/vod/wasu/increment/type/tv
全量索引接口：http://api.wasu.cn/vod/wasu/index/type/tv
全量分页接口：http://api.wasu.cn/vod/wasu/full/type/tv/p/1.xml

3.2 字段说明
字段

说明

urlset

urlset，urlset 用来标记整个文档的开头，最少出现 1 次 最多出现 1 次

webName

网站名称

webSiteUrl

网站地址

url

url 标记每条信息的开始和结束，最少出现 0 次 最多出现 5000 次

listLink

电视剧详情页地址，256bytes［必填］

workName

电视剧名字，前后不要有任何后缀，如完整版，未删减版等，64bytes［必填］

starrings

演员名，单个名字最长 20bytes，多个用;隔开［必填］

director

电视剧导演名，多个可以用;隔开，单个名字最长 20bytes，超长直接删除，256bytes
［必填］

region

电视剧出品地区，多个可以用;隔开，256bytes［必填］

type

电视剧所属类型，多个可以用;隔开，256bytes［必填］

tags

tags，作品的标签，多个可以用;隔开，256bytes［必填］

showTime

电视剧首次上映年份:格式为 yyyy，如 2013，必填

imageLink

电视剧竖版海报地址［必填］

imageLink2

电视剧横版海报地址

hot

热门程度：如站内播放次数，站内搜索指数，必须为整数 16 bytes

score

电视剧评分，float 浮点数，取值范围:(0.0-10.0）

language

例如：国语、粤语、英语、其他，多个可以用;隔开，256bytes［必填］

comment

一句话评论，20 个汉字以内 64 bytes［必填］

introduction

电视剧剧情介绍，1024bytes［必填］

definition

例如：超清、高清、标清、普清，多个可以用;隔开，256bytes［必填］

totalnumber

该电视剧全部集数，若总集数未知，填-1，16bytes［必填］

source_type

0 为自己的版权，1 为合作站点，2 为盗版

series

电视剧更新状态：1=已完结，0=更新中， 4 bytes［必填］

nowEpisode

目前集数 10 bytes［必填］

updateTime

最近更新时间：YYYY-MM-DD hh:ii:ss 64 bytes［必填］

status

电视剧上下线状态：0=上线，1=下线 4 bytes［必填］

details

最少出现 1 次 最多出现 1 次

detail

子集数据 最少出现 1 次 不限制最多出现次数［必填］

seq

电视剧该集集数，必须为整数，取值范围:(1,nowEpisode),16bytes［必填］

singleTitle

该集标题，64bytes［必填］

singleLink

该集视频链接，256bytes［必填］

mplayLink

第 X 集移动端播放地址 256 bytes［必填］

oneSentence

oneSentence，单集的一句话描述

singleIntroduction

单集剧情，1024bytes

resourceTime

视频产生时间:YYYY-MM-DD hh:mm:ss［必填］

singleThumbnails

视频缩略图［必填］

length

视频时长，单位秒，必须为 int 整数, >=1 ［必填］

status

电视剧上下线状态：0=上线，1=下线 4 bytes［必填］

3.3 XML 返回实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urlset>
<webName><![CDATA[华数 TV]]></webName>
<!-- 网站名称 64 bytes［必填］-->
<webSiteUrl><![CDATA[http://www.wasu.cn]]></webSiteUrl>
<!-- 网站地址 256 bytes［必填］-->
<url>
<listLink><![CDATA[http://www.wasu.cn/Tele/index/id/5034119]]></listLink>
<!--电视剧详情页地址，256bytes［必填］-->
<workName><![CDATA[士兵突击]]></workName>
<!-- 电视剧名字，前后不要有任何后缀，如完整版，未删减版等，64bytes［必填］-->
<starrings><starrings>
<!-- 演员名，单个名字最长 20bytes，多个用;隔开［必填］-->
<director><![CDATA[康洪雷]]></director>
<!--电视剧导演名，多个可以用;隔开，单个名字最长 20bytes，超长直接删除，256bytes［必填］ -->
<region><![CDATA[大陆]]></region>
<!-- 电视剧出品地区，多个可以用;隔开，256bytes［必填］-->
<type><![CDATA[青春;剧情]]></type>
<!-- 电视剧所属类型，多个可以用;隔开，256bytes［必填］-->
<tags>80 后</tags>
<!-- tags，作品的标签，多个可以用;隔开，256bytes［必填］ -->
<showTime><![CDATA[2006]]></showTime>
<!-- 电视剧首次上映年份:格式为 yyyy，如 2013，必填-->
<imageLink><![CDATA[http://s.wasu.tv/mrms/manage/images/201412/18/54926d2653542.jpg]]></imag
eLink>
<!-- 电视剧竖版海报地址［必填］-->
<imageLink2><![CDATA[http://s.wasu.tv/mrms/manage/images/201412/18/54926cce4818b.jpg]]></ima
geLink2>
<!-- 电视剧横版海报地址［必填］-->
<hot><![CDATA[363580]]></hot>
<!-- 热门程度：如站内播放次数，站内搜索指数，必须为整数 16 bytes-->
<score><![CDATA[7.2]]></score>
<!--电视剧评分，float 浮点数，取值范围:(0.0-10.0）-->
<language><![CDATA[国语]]></language>
<!--例如：国语、粤语、英语、其他，多个可以用;隔开，256bytes［必填］-->
<comment>很经典</comment>
<!-- 一句话评论，20 个汉字以内 64 bytes［必填］-->
<introduction><![CDATA[《士兵突击》记载了普通士兵的心路历程...]]></introduction>
<!-- 电视剧剧情介绍，1024bytes［必填］-->
<definition><![CDATA[高清]]></definition>
<!--例如：超清、高清、标清、普清，多个可以用;隔开，256bytes［必填］-->
<totalnumber><![CDATA[30]]></totalnumber>
<!--该电视剧全部集数，若总集数未知，填-1，16bytes［必填］-->

<source_type><![CDATA[0]]></source_type>
<!--0 为自己的版权，1 为合作站点，2 为盗版-->
<series><![CDATA[1]]></series>
<!-- 电视剧更新状态：1=已完结，0=更新中， 4 bytes［必填］-->
<nowEpisode><![CDATA[152]]></nowEpisode>
<!-- 目前集数 10 bytes［必填］-->
<updateTime><![CDATA[2002-08-19 12:12:12]]></updateTime>
<!-- 最近更新时间：YYYY-MM-DD hh:ii:ss 64 bytes［必填］-->
<status><![CDATA[1]]></status>
<!-- 电视剧上下线状态：0=上线，1=下线 4 bytes［必填］-->
<detail>
<seq><![CDATA[1]]></seq>
<!-- 电视剧该集集数，必须为整数，取值范围:(1,nowEpisode),16bytes［必填］-->
<singleTitle><![CDATA[士兵突击 第 1 集]]></singleTitle>
<!--该集标题，64bytes［必填］-->
<singleLink><![CDATA[http://www.wasu.cn/Play/show/id/5034120]]></singleLink>
<!-- 该集视频链接，256bytes［必填］-->
<mplayLink><![CDATA[http://www.wasu.cn/wap/Play/show/id/5034120]]></mplayLink>
<!-- 第 X 集移动端播放地址 256 bytes-->
<oneSentence>aaaa</oneSentence>
<!-- episode_oneSentence，单集的一句话描述-->
<singleIntroduction><![CDATA[]]></singleIntroduction>
<resourceTime><![CDATA[2009-03-12 20:33:49]]></resourceTime>
<!--视频产生时间:YYYY-MM-DD hh:mm:ss-->
<singleThumbnails><![CDATA[http://s.wasu.tv/mrms/manage/images/201412/18/54926cce4818b.jp
g]]></singleThumbnails>
<!-- 视频缩略图, 160*120 以上横版大图，256bytes［必填］-->
<length><![CDATA[2420]]></length>
<!--视频时长，单位秒，必须为 int 整数, >=1 ［必填］-->
<status><![CDATA[1]]></status>
<!-- 电视剧上下线状态：0=上线，1=下线 4 bytes［必填］-->
</detail>
<detail>
...
</detail>
</url>
...
<url>...</url>
...
<url>...</url>
</urlset>

4.动漫信息接口
4.1 接口地址
增量接口： http://api.wasu.cn/vod/wasu/increment/type/cartoon
全量索引接口：http://api.wasu.cn/vod/wasu/index/type/cartoon

全量分页接口：http://api.wasu.cn/vod/wasu/full/type/cartoon/p/1.xml

4.2 字段说明
字
段

说明

urlset

urlset，urlset 用来标记整个文档的开头，最少出现 1 次 最多出现 1 次

webName

网站名称

webSiteUrl

网站地址

url

url 标记每条信息的开始和结束，最少出现 0 次 最多出现 5000 次

listLink

动漫详情页地址 256bytes ［必填］

workName

动漫名字［必填］

imageLink

动漫竖版海报地址［必填］

imageLink2

动漫横版海报地址

role

角色：多个角色用;隔开，外国姓和名之间用·或者.隔开，单个名字最长
20bytes，超长直接删除对应角色名 1024 bytes

starring

配音：多个角色用;隔开，外国姓和名之间用·或者.隔开，单个名字最长
20bytes，超长直接删除 1024 bytes

director

动漫导演名，多个可以用;隔开，256bytes［必填］

region

动漫出品地区，多个用;隔开，256bytes［必填］

type

动漫所属类型，多个可以用;隔开，256bytes［必填］

showTime

动漫首次上映年份:格式为 yyyy，如 2013，[必填]

score

电影评分，float 浮点数，取值范围:(0.0-10.0）［必填］

language

例如：国语、粤语、英语、其他，多个用;隔开 256bytes［必填］

comment

一句话评论，20 个汉字以内 64 bytes

introduction

动漫剧情介绍，1024bytes［必填］

definition

例如：超清、高清、标清，多个用;隔开 256bytes［必填］

totalnumber

动漫全部集数，若总集数未知，填-1，必须为整数［必填］

otherName

动漫别名，多个可以用;隔开，256bytes

source_type

0 为自己的版权，1 为合作站点，2 为盗版

series

动漫更新状态：1=已完结，0=更新中 4 bytes［必填］

nowEpisode

目前集数 10 bytes［必填］

updateTime

最近更新时间：YYYY-MM-DD hh:ii:ss 64 bytes［必填］

hot

热门程度：如站内播放次数，站内搜索指数 16 bytes［必填］

status

卡通上下线状态：1=下线，0=上线 4 bytes［必填］

details

最少出现 1 次 最多出现 1 次

detail

子集数据 最少出现 1 次 不限制最多出现次数［必填］

seq

动漫该集集数，必须为整数，16bytes［必填］

singleTitle

该集标题，64bytes［必填］

singleLink

该集视频链接，256bytes［必填］

mplayLink

第 X 集移动端播放地址 256 bytes

swfUrl

swf 播放地址，256bytes

iframe

iframe 播放地址

resourceTime

视频产生时间:年-月-日 小时:分钟:秒

oneSentence

单集的一句话描述

singleIntroduction

视频介绍，1024bytes

singleThumbnails

视频缩略图 160*120 以上横版大图，256bytes［必填］

length

视频时长，单位秒，必须为 int 整数, >=1 ［必填］

status

动漫上下线状态：1=下线，0=上线 4 bytes［必填］

4.3 XML 返回实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urlset>
<webName><![CDATA[华数 TV]]></webName>
<!-- 网站名称 64 bytes［必填］-->
<webSiteUrl><![CDATA[http:/www.wasu.cn]]></webSiteUrl>
<!-- 网站地址 256 bytes［必填］-->
<url>
<listLink><![CDATA[http://www.wasu.cn/Tele/index/id/5582977]]></listLink>
<!--动漫详情页地址 256bytes ［必填］-->
<workName><![CDATA[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给快乐加油]]></workName>
<!-- 动漫名字， 前后不要有任何后缀，如完整版，未删减版等，64bytes, ［必填］-->
<imageLink><![CDATA[http://s.wasu.tv/mrms/manage/images/201607/04/577a558d24982.jpg]]></imag
eLink>
<!-- 动漫竖版海报地址，提供长宽比例约为 3:4 的图片，最佳尺寸：240*320 256 bytes［必填］-->
<imageLink2><![CDATA[http://s.wasu.tv/mrms/manage/images/201607/04/577a5596ae0c5.jpg]]></ima
geLink2>
<!-- 动漫横版海报地址，提供长宽比例约为 2:1 的图片，最佳尺寸：200*110 256 bytes-->
<role><![CDATA[柯南;工藤新一;毛利兰;灰原哀;服部平次]]></role>
<!-- 角色：多个角色用;隔开，外国姓和名之间用·或者.隔开，单个名字最长 20bytes，超长直接删除对应
角色名 1024 bytes -->
<starring><![CDATA[高山南;山口胜平;山崎和佳奈;林原惠美;堀川亮]]></starring>
<!-- 配音：多个角色用;隔开，外国姓和名之间用·或者.隔开，单个名字最长 20bytes，超长直接删除
1024 bytes-->
<director><![CDATA[]]></director>
<!--动漫导演名，多个可以用;隔开，256bytes［必填］-->
<region><![CDATA[大陆]]></region>
<!-- 动漫出品地区，多个用;隔开，256bytes［必填］-->
<type><![CDATA[剧情;家庭]]></type>
<!--动漫所属类型，多个可以用;隔开，256bytes［必填］-->
<showTime><![CDATA[2006]]></showTime>
<!-- 动漫首次上映年份:格式为 yyyy，如 2013，[必填]-->
<score><![CDATA[7.2]]></score>
<!--电影评分，float 浮点数，取值范围:(0.0-10.0）［必填］-->
<language><![CDATA[国语]]></language>
<!--例如：国语、粤语、英语、其他，多个用;隔开 256bytes［必填］-->
<comment>很经典</comment>
<!-- 一句话评论，20 个汉字以内 64 bytes［必填］-->
<introduction><![CDATA[新一年青青草原迎来很多变化, 小灰灰长大了.....]]></introduction>
<!--动漫剧情介绍，1024bytes［必填］-->
<definition><![CDATA[高清]]></definition>
<!--例如：超清、高清、标清，多个用;隔开 256bytes［必填］-->
<totalnumber ><![CDATA[60]]></totalnumber>
<!--动漫全部集数，若总集数未知，填-1，必须为整数［必填］-->
<otherName><![CDATA[]]></otherName>
<!--动漫别名，多个可以用;隔开，256bytes-->
<source_type><![CDATA[0]]></source_type>
<!--0 为自己的版权，1 为合作站点，2 为盗版-->
<series><![CDATA[1]]></series>
<!-- 动漫更新状态：1=已完结，0=更新中 4 bytes［必填］-->
<nowEpisode><![CDATA[152]]></nowEpisode>
<!-- 目前集数 10 bytes［必填］-->
<updateTime><![CDATA[2002-08-19 12:12:12]]></updateTime>

<!-- 最近更新时间：YYYY-MM-DD hh:ii:ss 64 bytes［必填］-->
<hot><![CDATA[363580]]></hot>
<!-- 热门程度：如站内播放次数，站内搜索指数 16 bytes［必填］-->
<status><![CDATA[1]]></status>
<!-- 卡通上下线状态：1=下线，0=上线 4 bytes［必填］-->
<details>
<detail>
<seq><![CDATA[1]]></seq>
<!--动漫该集集数，必须为整数，16bytes［必填］-->
<singleTitle>![CDATA[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给快乐加油 第 1 集]]></singleTitle>
<!--该集标题，64bytes［必填］-->
<singleLink><![CDATA[]></singleLink>
<!--该集视频链接，256bytes［必填］-->
<mplayLink><![CDATA[http://www.wasu.cn/Play/show/id/7631457]]></mplayLink>
<!-- 第 X 集移动端播放地址 256 bytes–>
<iframe><![CDATA[http://www.wasu.cn/Play/iframe/id/5453216]]></iframe>
<!--iframe 播放地址，256bytes-->
<swfUrl><![CDATA[]]></swfUrl>
<!--swf 播放地址，256bytes-->
<resourceTime><![CDATA[2009-03-12 20:33:49]]></resourceTime>
<!--视频产生时间:年-月-日 小时:分钟:秒-->
<oneSentence>aaaa</oneSentence>
<!-- episode_oneSentence，单集的一句话描述-->
<singleIntroduction><![CDATA[新一年青青草原迎来很多变化, 小灰灰长大了，却整天在家里面捣
乱.....]]></singleIntroduction>
<!--视频介绍，1024bytes-->
<singleThumbnails><![CDATA[http://s.wasu.tv/mrms/manage/images/201607/04/577a5596ae0c5.jp
g]]></singleThumbnails>
<!--视频缩略图 160*120 以上横版大图，256bytes［必填］-->
<length><![CDATA[876]]></length>
<!--视频时长，单位秒，必须为 int 整数, >=1 ［必填］-->
<status><![CDATA[1]]></status>
<!-- 动漫上下线状态：1=下线，0=上线 4 bytes［必填］-->
</detail>
<detail>
</detail>
</details>
</url>
...
<url>...</url>
...
<url>...</url>
</urlset>

5.综艺信息接口
5.1 接口地址

增量接口： http://api.wasu.cn/vod/wasu/increment/type/art
全量索引接口：http://api.wasu.cn/vod/wasu/index/type/art
全量分页接口：http://api.wasu.cn/vod/wasu/full/type/art/p/1.xml

5.2 字段说明
字段

说明

urlset

urlset，urlset 用来标记整个文档的开头，最少出现 1 次 最多出现 1 次

webName

网站名称

webSiteUrl

网站地址

url

url 标记每条信息的开始和结束，最少出现 0 次 最多出现 5000 次

listLink

综艺详情页地址，256bytes［必填］

workName

综艺名字，前后不要有任何后缀，如完整版，未删减版等，64bytes［必填］

region

综艺出品地区，多个用;隔开，256bytes［必填］

showTime

综艺首次上映年份:格式为 yyyy，如 2013，[必填]

type

综艺所属类型，多个可以用;隔开，256bytes［必填］

language

例如：国语、粤语、英语、其他，多个用;隔开 256bytes［必填］

tvStation

综艺所属电视台，64bytes［必填］

imageLink

综艺节目竖版海报地址，提供长宽比例约为 3:4 的图片，最佳尺寸：240*320 256
bytes［必填］

imageLink2

综艺节目横版海报地址，提供长宽比例约为 2:1 的图片，最佳尺寸：200*110 256
bytes［必填］

introduction

综艺节目剧情介绍，1024bytes［必填］

definition

例如：超清、高清、标清，多个用;隔开 256bytes［必填］

otherName

综艺节目别名，多个可以用;隔开

source_type

-0 为自己的版权，1 为合作站点，2 为盗版

host

主持人：多个主演用;隔开，外国人名之间用・或者.隔开，单个名字最长 20bytes，
超长直接删除 256 bytes［必填］

updateTime

最近更新时间：YYYY-MM-DD hh:ii:ss 64 bytes［必填］

hot

热门程度：如站内播放次数，站内搜索指数，必须为整数 16 bytes［必填］

details

最少出现 1 次 最多出现 1 次

detail

子集数据 最少出现 1 次 不限制最多出现次数［必填］

date

综艺节目该期日期：yyyymmdd，必须为 8 字节，［必填］

singleTitle

该期标题，64bytes［必填］

singleLink

该期视频链接，256bytes［必填］

mplayLink

第 X 集移动端播放地址 256 bytes

resourceTime

视频产生时间:年-月-日 小时:分钟:秒

singleThumbnails

视频缩略图 160*120 以上横版大图，256bytes［必填］

singleIntroduction

视频介绍，1024bytes

length

-视频时长，单位秒，必须为 int 整数, >=1 ［必填］

status

综艺上下线状态：0=上线，1=下线 4 bytes［必填］

5.3 XML 返回实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urlset>
<webName><![CDATA[华数 TV]]></webName>
<!-- 网站名称 64 bytes［必填］-->
<webSiteUrl><![CDATA[http://www.wasu.cn]]></webSiteUrl>
<!-- 网站地址 256 bytes［必填］-->
<url>
<listLink><![CDATA[http://www.wasu.cn/Column/show/column/270]]></listLink>
<!--综艺详情页地址，256bytes［必填］-->
<workName><![CDATA[非常静距离]]></workName>
<!--综艺名字，前后不要有任何后缀，如完整版，未删减版等，64bytes［必填］-->
<region><![CDATA[大陆]]></region>
<!--综艺出品地区，多个用;隔开，256bytes［必填］-->
<showTime><![CDATA[2006]]></showTime>

<!-- 综艺首次上映年份:格式为 yyyy，如 2013，必填-->
<type><![CDATA[喜剧;冒险]]></type>
<!--综艺所属类型，多个可以用;隔开，256bytes［必填］-->
<language><![CDATA[国语]]></language>
<!--例如：国语、粤语、英语、其他，多个用;隔开 256bytes［必填］-->
<tvStation><![CDATA[江苏卫视]]></tvStation>
<!--综艺所属电视台，64bytes［必填］-->
<imageLink><![CDATA[http://s.wasu.cn/data/images/201412/25/549bd3d437be7.jpg]]></imageLink>
<!-- 综艺节目竖版海报地址 256 bytes［必填］-->
<imageLink2><![CDATA[http://s.wasu.cn/data/images/201412/25/549bd3d437be7.jpg]]></imageLink2>
<!-- 综艺节目横版海报地址［必填］-->
<introduction><![CDATA[《非常静距离》是安徽卫视打造的金牌娱乐访谈节目...]]></introduction>
<!--综艺节目剧情介绍，1024bytes［必填］-->
<definition><![CDATA[高清]]></definition>
<!--例如：超清、高清、标清，多个用;隔开 256bytes［必填］-->
<otherName><![CDATA[]]></otherName>
<!--综艺节目别名，多个可以用;隔开-->
<source_type><![CDATA[0]]></source_type>
<!--0 为自己的版权，1 为合作站点，2 为盗版-->
<host><![CDATA[徐熙娣;蔡康永]]></host>
<!-- 主持人：多个主演用;隔开，外国人名之间用・或者.隔开，单个名字最长 20bytes，超长直接删除
256 bytes［必填］-->
<updateTime><![CDATA[2002-08-19 12:12:12]]></updateTime>
<!-- 最近更新时间：YYYY-MM-DD hh:ii:ss 64 bytes［必填］-->
<hot><![CDATA[363580]]></hot>
<!-- 热门程度：如站内播放次数，站内搜索指数，必须为整数 16 bytes［必填］-->
<detail>
<date><![CDATA[20090312]]></date>
<!--综艺节目该期日期：yyyymmdd，必须为 8 字节，［必填］-->
<singleTitle><![CDATA[王挺曝从刑警跨行做演员]]></singleTitle>
<!--该期标题，64bytes［必填］-->
<singleLink><![CDATA[http://www.wasu.cn/Play/show/id/5453216]]></singleLink>
<!--该期视频链接，256bytes［必填］-->
<mplayLink><![CDATA[http://www.wasu.cn/Play/show/id/5453216]]></mplayLink>
<!-- 第 X 集移动端播放地址 256 bytes-->
<resourceTime><![CDATA[2009-03-12 20:33:49]]></resourceTime>
<!--视频产生时间:年-月-日 小时:分钟:秒-->
<singleThumbnails><![CDATA[http://s.wasu.cn/data/images/201412/25/549bd3d437be7.jpg]]></sing
leThumbnails>
<!--视频缩略图 160*120 以上横版大图，256bytes［必填］-->
<singleIntroduction><![CDATA[硬汉王挺做客《非常静距离》，对话李静分
享...]]></singleIntroduction>
<!--视频介绍，1024bytes-->
<length><![CDATA[2257]]></length>
<!--视频时长，单位秒，必须为 int 整数, >=1 ［必填］-->
<status><![CDATA[0]]></status>
<!-- 综艺上下线状态：0=上线，1=下线 4 bytes［必填］-->
</detail>
...
<detail>
...

</detail>
</url>
</urlset>

6.短视频信息接口
6.1 接口地址
增量接口： http://api.wasu.cn/vod/wasu/increment/type/shortvideo
全量索引接口：http://api.wasu.cn/vod/wasu/index/type/shortvideo
全量分页接口：http://api.wasu.cn/vod/wasu/full/type/shortvideo/p/1.xml

6.2 字段说明
字段

说明

urlset

urlset，urlset 用来标记整个文档的开头，最少出现 1 次 最多出现 1 次

webName

网站名称

webSiteUrl

网站地址

url

url 标记每条信息的开始和结束，最少出现 0 次 最多出现 5000 次

listLink

短视频详情页地址，256bytes［必填］

workName

短视频名字［必填］

director

导演名，多个可以用;隔开，单个名字最长 20bytes，超长直接删除，256bytes［必填］

starrings

演员名，单个名字最长 20bytes，多个用;隔开［必填］

region

出品地区，多个用;隔开，256bytes［必填］

showTime

上传时间:格式为 yyyy，如 2013，必填

length

时长：单位 s，必须为整数，16bytes［必填］

type

所属类型，多个可以用;隔开，256bytes［必填］

tags

tags，作品的标签，多个可以用;隔开，256bytes［必填］

imageLink

短视频竖版海报地址

imageLink2

短视频横版海报地址

introduction

短视频剧情介绍，1024bytes［必填］

comment

一句话评论，20 个汉字以内 64 bytes［必填］

playLink

视频链接，256bytes［必填］

mplayLink

移动端播放地址 256 bytes

score

评分，float 浮点数，取值范围:(0.0-10.0）［必填］

language

例如：国语、粤语、英语、其他，多个用;隔开 256bytes［必填］

definition

例如：超清、高清、标清，多个用;隔开 256bytes［必填］

source_type

0 为自己的版权，1 为合作站点，2 为盗版

swfUrl

swf 播放地址，256bytes

iframe

iframe 播放地址

resourceTime

视频产生时间:年-月-日 小时:分钟:秒

status

短视频上下线状态：1=下线，0=上线 4 bytes［必填］

updateTime

更新时间：YYYY-MM-DD hh:ii:ss 64 bytes［必填］

hot

热门程度：如站内播放次数，站内搜索指数，必须为整数 16 bytes［必填］

6.3 XML 返回实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urlset>
<webName><![CDATA[华数 TV]]></webName>
<!-- 网站名称 64 bytes［必填］-->
<webSiteUrl><![CDATA[http://www.wasu.cn]></webSiteUrl>
<!-- 网站地址 256 bytes［必填］-->
<url>
<listLink><![CDATA[http://www.wasu.cn/Play/show/id/8218865]]></listLink>
<!--短视频详情页地址，256bytes［必填］-->

<workName><![CDATA[护宝奇兵]]></workName>
<!--短视频名字，前后不要有任何后缀，如完整版，未删减版等，64bytes［必填］-->
<director><![CDATA[皮特-温瑟]]></director>
<!--导演名，多个可以用;隔开，单个名字最长 20bytes，超长直接删除，256bytes［必填］-->
<starrings><starrings>
<!-- 演员名，单个名字最长 20bytes，多个用;隔开［必填］-->
<region><![CDATA[美国]]></region>
<!--出品地区，多个用;隔开，256bytes［必填］-->
<showTime><![CDATA[2006]]></showTime>
<!-- 上传时间:格式为 yyyy，如 2013，必填-->
<length><![CDATA[6167]]></length>
<!--时长：单位 s，必须为整数，16bytes［必填］-->
<type><![CDATA[动作;战争]]></type>
<!--所属类型，多个可以用;隔开，256bytes［必填］-->
<tags>80 后</tags>
<!-- tags，作品的标签，多个可以用;隔开，256bytes［必填］ -->
<imageLink><![CDATA[]]></imageLink>
<!-- 短视频竖版海报地址，提供长宽比例约为 3:4 的图片，最佳尺寸：240*320 256 bytes［必填］-->
<imageLink2><![CDATA[http://s.wasu.tv/mams/pic/201611/28/23/2016112823152136961c4257f.jpg]]>
</imageLink2>
<!-- 短视频横版海报地址，提供长宽比例约为 2:1 的图片，最佳尺寸：200*110 256 bytes［必填］-->
<introduction><![CDATA[1944 年九月，英国试图在圣诞节前结束二战...]]></introduction>
<!--短视频剧情介绍，1024bytes［必填］-->
<comment><![CDATA[纯爷们的感人故事，让子弹再飞一会儿]]></comment>
<!-- 一句话评论，20 个汉字以内 64 bytes［必填］-->
<playLink><![CDATA[http://www.wasu.cn/Play/show/id/8218865]]></playLink>
<!--视频链接，256bytes［必填］-->
<mplayLink><![CDATA[http://www.wasu.cn/wap/Play/show/id/8218865]]></mplayLink>
<!-- 移动端播放地址 256 bytes-->
<score><![CDATA[7.2]]></score>
<!--评分，float 浮点数，取值范围:(0.0-10.0）［必填］-->
<language><![CDATA[英语]]></language>
<!--例如：国语、粤语、英语、其他，多个用;隔开 256bytes［必填］-->
<definition><![CDATA[高清]]></definition>
<!--例如：超清、高清、标清，多个用;隔开 256bytes［必填］-->
<source_type><![CDATA[0]]></source_type>
<!--0 为自己的版权，1 为合作站点，2 为盗版-->
<swfUrl><![CDATA[http://play.wasu.cn/yu6l.swf]]></swfUrl>
<!--swf 播放地址，256bytes–>
<iframe><![CDATA[http://www.wasu.cn/Play/iframe/id/5453216]]></iframe>
<resourceTime><![CDATA[2009-03-12 20:33:49]]></resourceTime>
<!--视频产生时间:年-月-日 小时:分钟:秒-->
<status><![CDATA[1]]></status>
<!-- 短视频上下线状态：1=下线，0=上线 4 bytes［必填］-->
<updateTime><![CDATA[2011-08-18 12:12:12]]></updateTime>
<!-- 更新时间：YYYY-MM-DD hh:ii:ss 64 bytes［必填］-->
<hot><![CDATA[22631928]]></hot>
<!-- 热门程度：如站内播放次数，站内搜索指数，必须为整数 16 bytes［必填］-->
</url>
...
<url>...</url>

...
<url>...</url>
</urlset>

6.直播信息接口
6.1 接口地址
接口：
6.2 字段说明
字段

说明

videos

videos，videos 用来标记整个文档的开头，最少出现 1 次 最多出现 1 次

webName

网站名称

webSiteUrl

网站地址

video

video 标记每条信息的开始和结束，最少出现 0 次 最多出现 5000 次

televisionid

频道 ID［必填］

stationname

频道名称［必填］

televisionintroduction

频道简介［必填］

televisionlogo

频道 LOGO［必填］

livelink

频道地址［必填］

isplay

频道上下线状态：0=上线，1=下线 4 bytes［必填］

updatetime

最近更新时间：YYYY-MM-DD hh:ii:ss 64 bytes［必填］

livebill livedates

节目单 最少出现 1 次 不限制最多出现次数

program program

节目名称

programstarttime

节目开始时间

programendtime

节目结束时间

7.3 返回实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videos>
<webName>华数 TV</webName>
<!-- 网站名称 64 bytes［必填］-->
<webSiteUrl>http://www.wasu.cn</webSiteUrl>
<!-- 网站地址 256 bytes［必填］-->
<video>
<televisionid>2971215</televisionid>
<!--频道 ID［必填］-->
<stationname>江苏卫视</stationname>
<!--频道名称［必填］-->
<televisionintroduction>江苏卫视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集团）【JSBC】旗下的卫星频道，于
1997 年上星播出。2010 年江苏卫视全面升级，以“情感世界 幸福中国”为频道定位，立志成为国内最优秀、
最具特色的电视播出平台之一，推出的《非诚勿扰》、《职来职往》、《非常了得》、《欢喜冤家》等节
目受到广泛的关注。</televisionintroduction>
<!--频道简介［必填］-->
<televisionlogo>http://s.wasu.cn/data/images/201506/10/5577d0b9e2ad4.png</televisionlogo>
<!--频道 LOGO［必填］-->
<livelink>www.wasu.cn/live/show/id/2971215</livelink>
<!--频道地址［必填］-->
<isplay>0</isplay>
<!-- 频道上下线状态：0=上线，1=下线 4 bytes［必填］-->
<updatetime>2015-08-13 18:17:00</updatetime>
<!-- 最近更新时间：YYYY-MM-DD hh:ii:ss 64 bytes［必填］-->
<livebill livedates="1">
<!-- 节目单 -->
<program program="状元 360 神勇搭档">
<!-- 节目名称 -->
<programstarttime>2015-08-24 23:44:00</programstarttime>
<!-- 节目开始时间 -->
<programendtime>2015-08-24 23:54:00</programendtime>
<!-- 节目结束时间 -->
</program>
</livebill>
</video>
</vide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