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PICloud-教育类行业解决方案教育类行业解决方案

1. APICloud介绍介绍

APICloud在2014年1月成立于北京，在南京、上海、青岛、深圳有分子公司。公司注
册资本 $10,000,000 美金。

1.1 APICloud产品和服务产品和服务

APICloud移动APP平台，打造基于跨平台的APP生态系统，分别面向APP需求方和
APP程序员提供两种不同产品，包括“APP定制服务平台”和“APICloud APP开发平
台”  APP定制服务平台定制服务平台 的四个特色：“官方签约”“保上线”“便宜”“快”的四个特色：“官方签约”“保上线”“便宜”“快”

APICloud APP开发平台开发平台 的三个特色：“开发效率高”“技术简单”的三个特色：“开发效率高”“技术简单” “省时间”“省时间”
 APICloud移动APP平台积累了大量的成熟APP功能模块，以积木式API的开发模式实
现技术复用，让APP开发周期从6个月缩短为2个月。迄今已经有超过50万的注册程
序员在学习和广泛传播APICloud移动开发技术。同时APICloud有大量的优质云合作
伙伴，平台聚合了主流的第三方云服务，包括支付、IM、直播、识别、地图等。

APICloud一直在创新技术、创新商业模式。以可靠的APP开发平台作为支撑，让
APICloud APP定制服务平台成为第一个敢承诺“保上线”的同类平台，“一个有第一个敢承诺“保上线”的同类平台，“一个有
核心技术的核心技术的APP定制平台”定制平台”

1.2 APICloud已经成为中国最活跃的已经成为中国最活跃的APP开发和开发和API连接云平台连接云平台



1.3 基于基于APICloud技术开发，在各大应用市场上线的技术开发，在各大应用市场上线的APP超过超过3
万款万款

1.4 APICloud凭借应用开发平台和应用管理平台被凭借应用开发平台和应用管理平台被Gartner评为评为
2016 Cool Vender



Gartner的评选堪称It领域的奥斯卡奖。Gartner是全球第一家也是最具权威的IT咨询
与分析公司，Gartner 2016 Cool Vendors在中国区只有5家企业入选。 APICloud被
Gartner评为2016 五家Cool Vendor之一。

致力于研究企业级市场创新力量的Gartner 年度Cool Vendor榜单展现了一个个正在
从边缘成长起来的巨人，能够引领行业未来发展的活力型企业。APICloud的入选是国
际范围对我们技术和产品的极大认可。  查看相关报道

1.5 APICloud提供提供600多个模块，数千个多个模块，数千个API，以积木式，以积木式API开发开发
实现功能复用，支撑各类实现功能复用，支撑各类APP的快速开发的快速开发

https://www.gartner.com/doc/3332720?ref=SiteSearch&sthkw=apicloud&fnl=search&srcId=1-3478922254


2. APICloud 教育行业解决方案教育行业解决方案

2.1 APIClud支持的应用开发类型支持的应用开发类型

在线教育类 :



在线教育类产品应该是发展得比较早的，主要的卖点在于能提供世界各地的优秀
课程和讲座视频，内容的质量对于产品的成败非常关键。与简单粗暴地把中小学
课程搬到互联网上来相比，在移动端上观看用于补充专业知识的国内外高水平课
程显然更受欢迎。

学生解题类 :

拍照就能搜到题目的答案，有些还提供实时在线答疑，甚至提供类似的其他题目
给你练习；各种科目的题库一应俱全，涵盖考试真题；可以搜索到不同话题的满
分作文，素材丰富文笔优美。这类App的技术难度是OCR识别准确率、智能匹配
搜题、题库收集等，做得好用户量就会飙升。单是数学这一科，符号就非常多，
要准确识别就是技术活。

语言学习类 :

语言单词解释，听写，听读，在学习的过程中穿插有意思的视频和音频做为单词
的释义等

行业考试类 :

通过视频教育学习,培训等课程来进行在线考试等功能,实现真正的自我评价与评
估

儿童早教类 :

针对于儿童设计的教育，不管是绘画，音乐等艺术方面的教育，还是数学，天文
等文化方面的教育，儿童教育应用类APP质量好的还是凤毛麟角，所以我们更应
该注重这类APP的开发工作。

2.2 APICloud 教育类应用产品架构教育类应用产品架构

产品功能架构图如下 :



学习计划功能架构图如下 :

3.APICloud提供了教育类型应用所需要的全部提供了教育类型应用所需要的全部
核心功能核心功能API，加速教育类应用开发，加速教育类应用开发

教育类应用中被高频使用的模块API，如下：



3.1 UI组件类模块：组件类模块：

日历日历：APICloud提供样式丰富的日历模块，支持快速滑动，并且可以显示农
历，节假日，24节气的日历，可自定义日历的样式，添加特殊日期标注，切换月
份，设置指定日期；用于实现常用的日期选择，日历展示功能。使用起来非常简
单，就像使用ListView一样。例如平台案例《华夏博雅》中使用该模块可以快速
切换到某一天的学习计划及完成的任务情况等。查看更多相关模块

剪切板剪切板：APICloud提供剪切板模块，封装了iOS和Android平台的数据复制功
能，通过该功能可以实现对文本的复制粘贴，教育类APP中经常使用到，平台案
例《狸米学习》使用该模块来实现对题目或者知识点进行文本剪切的操作功能。
查看更多相关模块

搜索框搜索框：APICloud提供可自定义搜索框模块，本模块开发者可自定义该模板的
样式，可将搜索记录归档到本地。平台案例《雪瓣》使用该模块实现了搜索 课程
的自定义UI搜索框功能。查看更多相关模块

聊天框聊天框：APICloud提供了聊天输入框模块，开发者可自定义该输入框的功能。
通过 open 接口可在当前 window 底部打开一个输入框，该输入框的生命属于当
前 window 所有。当输入框获取焦点后，会自动弹动到软键盘之上。开发者可通
过监听输入框距离底部弹动的高度，平台案例《造翼者》在知识视频模块评论区
的评论功能用到了该模块，实现了发表文字+表情的功能。查看更多相关模块

习题选择器习题选择器：APICloud提供了多款选择器模块，封装了一个支持多选的选择
器，开发者可自定义该选择器的样式及其数据源。当您的 APP 需要为用户同时

http://www.apicloud.com/mod_tags?tag=%E6%97%A5%E5%8E%86
http://www.apicloud.com/mod_tags?tag=%E5%89%AA%E5%88%87%E6%9D%BF
http://www.apicloud.com/mod_tags?tag=%E6%90%9C%E7%B4%A2
http://www.apicloud.com/mod_tags?tag=UIChatBox


提供多种可选项的支持时可以选择该控件快速配置使用节省开发时间。平台案例
《会计学堂》则使用该模块的功能来实现选择题的UI呈现。查看更多相关模块

城市列表城市列表：APICloud提供了城市列表模块，可方便快捷的集成到项目中，支持
输入名称搜索城市，以及根据索引查找城市，在视频直播类应用中使用频率较
高，一般是通过指定城市名称然后获取到该城市的直播信息。平台案例《雪瓣》
使用了该模块来实现切换不同城市而呈现该城市特色课程的功能。查看更多相关
模块

图片裁剪图片裁剪：APICloud提供了多款图片裁剪模块，通过拍照或者从相册选取图片
之后，可以调用图片剪切方法。用户可以拖动、缩放、改变剪切框大小，也可以
通过剪切框对图片进行缩放。查看更多相关模块

轮播图轮播图：APICloud提供了轮播图模块，模块提供了多屏异显支持，可以在指定
的屏幕上显示HTML和轮播图片，支持运行时调用HTML页面上的JS函数，动态
改变显示内容。查看更多相关模块

3.2 功能扩展类模块：功能扩展类模块：

文件阅读文件阅读：APICloud提供了文件阅读模块，该模块封装了对文档阅读的功能，
开发者直接传进来一个文档，即可读出文档的内容显示出来，目前支持的文档格
式主要有 excel、doc、pdf 等。此模块在教育类应用中使用频率较高，一般的这
类应用会有在线查看学习资料等信息，这很大程度提高了用户的使用体验。平台
案例《华夏博雅》使用该模块实现了pdf文件查看的功能。查看更多相关模块

语音识别语音识别：APICloud封装了百度，讯飞，云之声的语音识别SDK，语音识别
（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ASR）：也被称为自动语音识别，其目标是
将人类的语音中的词汇内容转换为计算机可读的输入， 例如按键、二进制编码或
者字符序列，使用本模块，能够快速方便的为开发者提供语音识别技术，这在教
育类应用中有时会经常用到，例如我们朗读英文，练习发音，与单词是否匹配等
能用到这种模块。查看更多相关模块

音频播放音频播放：APICloud提供了音频播放模块，使用本模块可实现对音频文件的播
放、暂停、停止、跳转、设置音量大小、获取当前播放位置等各种功能。支持对
本地、网络音频资源的播放。当播放网络音频时模块会把网络音频资源缓存到本
地，并将缓存到本地的音频绝对路径返回给开发者，平台案例《华夏博雅》使用
该模块实现了在线播放音频的功能。查看更多相关模块

二维码二维码：APICloud提供二维码扫描模块，开发者可通过调整接口参数可将扫描
结果保存到系统相册、指定位置。FNScanner 模块是 scanner 模块的优化版，

http://www.apicloud.com/mod_detail?mdId=13562
http://www.apicloud.com/mod_tags?tag=%E5%9F%8E%E5%B8%82%E5%88%97%E8%A1%A8
http://www.apicloud.com/mod_tags?tag=%E5%9B%BE%E7%89%87%E8%A3%81%E5%89%AA
http://www.apicloud.com/mod_tags?tag=%E8%BD%AE%E6%92%AD%E5%9B%BE
http://www.apicloud.com/mod_tags?tag=%E9%98%85%E8%AF%BB%E5%99%A8
http://www.apicloud.com/mod_tags?tag=%E8%AF%AD%E9%9F%B3%E8%AF%86%E5%88%AB
http://www.apicloud.com/mod_tags?tag=%E9%9F%B3%E9%A2%91%E6%92%AD%E6%94%BE


建议使用 FNScanner 模块，平台案例《狸米学习》使用该模块实现了上述功
能。查看更多相关模块

文件下载文件下载 APICloud提供文件下载模块，通过 downloadManager 模块，能够对
所有的下载进程进行管理，并可以通过界面来查看下载进度等信息，同时还提供
压缩包解压、快速查看下载完成文件等功能，平台案例《会计学堂》下载视频，
试题文件等功能则使用了该模块。查看更多相关模块

视频播放视频播放：APICloud提供视频播放模块，该模块封装了视频播放功能。可快
进、快退设置播放位置等操作，亦可设置屏幕亮度和系统声音大小。通过监听接
口可获取模块上的各种手势操作事件。使用本模块时可把本模块当做一个 frame
添加在 window 或 frame 上。Android 平台上支持的的视频文件格式有：MP4、
3gp；IOS 平台上支持的视频文件格式有：MOV，MP4，M4V 。平台案例《行
动大学》使用该模块实现了在线 视频播放的功能。查看更多相关模块

跟读跟读 APIClou把驰声的API封装成了模块，该模块可以对文本信息进行跟读来判
断发音正确率的功能,平台案例《华夏博雅》则使用了该模块的跟读功能。

录音录音 APICloud提供了手机录音的模块，能够快速的为开发者提供一个完整的录
音功能。该模块提供Android和ios版本，录音方式及录制的音频格式也依赖于相
关系统。 - Android系统支持的录制音频格式为：amr、aac、3gp - ios 系统支
持的录制音频格式为：aac、caf，《华夏博雅》则使用了录音功能来进行判断英
语文本的正确性。查看更多相关模块

3.3 开放服务类模块：开放服务类模块：

推送推送：APICloud提供了多家消息推送平台，例如腾讯信鸽、极光推送、个推等
等，推送模块在教育类应用中使用频率较高，比如提醒我们上课，精彩的视频,音
频消息推送或者谁上传了什么样的作品，提醒我们去浏览一下等推送信息。查看
更多相关模块

支付支付：APICloud提供了丰富的支付模块，例如支付宝、微信、银联等，集成简
单、方便开发者使用。在教育类应用中使用频率较高，一般多为充值购买课程教
材等，还有付费下载等功能。平台案例《雪瓣》则使用了我们平台封装的模块
aliPay实现了支付宝支付功能。查看更多相关模块

客服客服：APICloud提供了丰富的客服模块，例如美洽、KF5、网易七鱼等等。客服
模块在教育类应用中使用频率较高，应用场景多为在APP端跟平台的工作人员在
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可以是在线咨询等。查看更多相关模块

即时通讯即时通讯：APICloud提供了很多即时通讯模块，例如环信、融云等等。即时通

http://www.apicloud.com/mod_detail?mdId=15509
http://www.apicloud.com/mod_tags?tag=%E4%B8%8B%E8%BD%BD
http://www.apicloud.com/mod_tags?tag=%E8%A7%86%E9%A2%91%E6%92%AD%E6%94%BE
http://www.apicloud.com/mod_tags?tag=%E5%BD%95%E9%9F%B3
http://www.apicloud.com/mod_tags?tag=%E6%8E%A8%E9%80%81
http://www.apicloud.com/mod_tags?tag=%E6%94%AF%E4%BB%98
http://www.apicloud.com/mod_tags?tag=%E5%AE%A2%E6%9C%8D


讯模块在教育类应用中使用频率较高，应用场景多为常见为学者之间的私聊,课堂
互动等环节。查看更多相关模块

文本编辑文本编辑：APICloud提供了文本编辑模块，特别是富文本编辑器模块,用原生代
码实现手机上的富文本编辑器，可以对文字进行排版布局，样式调整，仅iOS支
持：插入图片，超链接。 备注：安卓和iOS部分功能存在差异。iOS支持iphone5
以上的机型。查看更多相关模块

分享分享：APICloud提供了第三方平台分享的模块，诸如 QQ， 微信，新浪微博，
facebook等 主流的一些分享平台都被我们封装成模块，目前主流的mobShare分
享平台也被我们封装成模块来提供使用。查看更多相关模块

直播直播 APICloud提供了音视频直播的模块，该模块封装了音频以及视频拉流和推
流的功能，不但能确保直播清晰顺畅的进行，还可以进行互动聊天的功能等，平
台案例《wowSchool》则使用了视频直播的功能模块。查看更多相关模块

翻译翻译 APIClou直接调用了有道翻译的API，可以对外语语种进行翻译、释义等功
能，平台案例《华夏博雅》则使用了翻译功能。

以上这些教育类应用最核心的功能在以上这些教育类应用最核心的功能在APICloud平台上都已经有现成的模块了，平台上都已经有现成的模块了，
使用使用APICloud开发一款教育类应用只需要按需求搭建自己应用的开发一款教育类应用只需要按需求搭建自己应用的UI界面和实现界面和实现
自己的业务逻辑即可，基本上所有核心的功能模块自己的业务逻辑即可，基本上所有核心的功能模块APICloud已经提供了已经提供了

4. 使用使用APICloud开发一款教育应用的流程开发一款教育应用的流程

4.1 在在APICloud平台创建应用平台创建应用

http://www.apicloud.com/mod_tags?tag=%E5%8D%B3%E6%97%B6%E9%80%9A%E8%AE%AF
http://www.apicloud.com/mod_detail?mdId=36838
http://www.apicloud.com/mod_tags?tag=%E5%88%86%E4%BA%AB
http://www.apicloud.com/mod_tags?tag=%E7%9B%B4%E6%92%AD


4.2 配置应用的图标、启动页、编译证书等配置应用的图标、启动页、编译证书等

4.3 添加需要使用的教育类的相关模块添加需要使用的教育类的相关模块



4.4 在开发工具中调用在开发工具中调用APICloud模块的模块的API实现功能以及业务逻实现功能以及业务逻
辑辑

4.5 在开发工具中提交代码到在开发工具中提交代码到APICloud平台平台



4.6 在平台编译生成在平台编译生成Android和和iOS应用安装包应用安装包

5.APICloud 开发教育类产品的优势开发教育类产品的优势

5.1 针对于教育类产品，使用针对于教育类产品，使用APICloud平台开发的优势平台开发的优势

每款APP从需求分析到最终研发上线，都具有一个标准化项目流程，其中每一环节的
完成周期，都关乎整体项目最终完成的时间；而伴随着产品功能与定位的不同，总会



出现各种研发难点，在教育行业APP中主要分为两点！

1. 产品内容更新的难点，由于APP要根据学科、年级、地区等维度区分不同层次的
内容，所以数据往往是以几何数字增长的，十分巨大，且模块繁杂，因此一款教
育类APP日常数据和界面的更新成为开发难点。 2.多端研发的难点，在教学类
APP产品中，一般至少有学生和教师两个客户端，有时还会有家长端，而在多个
客户端中许多功能是可以复用的，例如作业和习题等，所以如果全部重复开发，
相应的成本和时间也都会同倍数增长。

针对这两个难点，以HTML5技术开发APP是具有很大技术优势的！通过HTML5技术
将APP主要功能封装成API模块来研发，并利用热更新模式，在不影响用户体验的情
况下快速更新，免去了巨大的工作量，而使用H5+扩展模块的功能，可对大量的功能
和页面直接进行复用，很大程度地解决了大量数据更新以及多端研发成本的问题。

目前标准Web技术的跨平台开发模式，可同时生成iOS与Android两端的原生APP；是
目前业内众多APP研发的主流选择之一！

经过技术分析,在教育类APP中，教学、习题、作业、考试等功能要求APP在内容展示
和界面布局上要根据课程和题型的不同每天不断变化更新，这使用HTML5跨平台技
术来开发还是非常合适的，而原生是不支持的，在这一方面，APICloud平台的混合开
发技术就体现的非常明显了。

APICloud是“云端一体”的APP开发定制平台，依靠自身雄厚的技术资本，为教育类
乃至全品类开发制作出了高质量的APP，为企业减少了成本，缩短了工期，快速占领
了市场，成功获得投资者的青睐，给企业带来了切实的利益。

5.2 APICloud团队具有丰富关于教育类应用所用到模块的开发团队具有丰富关于教育类应用所用到模块的开发
经验，可以根据您的实际需求，提供最丰富的模块选择和技术经验，可以根据您的实际需求，提供最丰富的模块选择和技术
定型定型



5.3 APICloud在教育领域具有众多优质的合作伙伴，教育相关在教育领域具有众多优质的合作伙伴，教育相关
的模块服务厂商都会为的模块服务厂商都会为APICloud提供技术支持提供技术支持

文件阅读、音频播放、视频播放、智能语音识别，等目前教育产品使用频繁的功能，
还有汉王云题目识别功能，都按照APICloud标准将他们的服务封装成APICloud模
块。





5.4 APICloud积木式积木式API开发实现技术复用，能大幅提升开发实现技术复用，能大幅提升APP开开
发效率发效率



按需添加需要使用的模块： 

6.APICloud提供基础版、扩展版和高级版，提供基础版、扩展版和高级版，3
套标准化的教育类应用解决方案套标准化的教育类应用解决方案



7.APICloud 教育应用案例教育应用案例

华夏博雅



哇校英语直播

狸米学习

会计学堂



Hi-Finance

雪瓣



行动大学

造翼者



恋爱yoga

点击查看更多案例点击查看更多案例

联系我们联系我们

电话：400 - 0132 - 920

邮箱：app@apicloud.com

http://www.apicloud.com/cases
mailto:app@apicloud.com


微信：apicloud001

官方订阅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