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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欢迎使用逗芽表情API服务。本服务采用标准 RESTful 风格制订 API 接口。为了获得更高的安全性，我们推荐调用端统一使用 HTTPS
协议来发起请求。服务返回的数据格式统一为 JSON 格式。

一、图片搜索服务

服务域名

dybqsearch.apistore.huaweicloud.com

请求方式

GET /v1/search

请求示例

curl --location --request GET
'https://dybqsearch.apistore.huaweicloud.com/v1/search?query=hahaha&from=0&size=20'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code string 状态码

msg string 相关消息，无错误时为"成功", 失败为对应失败原因

query string optional 搜索请求

size int optional 最大返回个数,默认10

from int optional 返回偏移，默认0

返回

参数 说明

data.total long 匹配的表情总数

data.remaining boolean 是否还有下一页

data.images object array 返回表情对象数组，数组内参数说明见附录2

二、热门图片服务

服务域名

dyhot.apistore.huaweicloud.com

请求方式

GET /v1/recommend/images

请求示例

curl --location --request GET 'https://dyhot /v1/recommend/images.apistore.huaweicloud.com ?size=10&from=
0'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size int optional 最大返回个数,默认10

from int optional 返回偏移，默认0

返回

参数 说明

code string 状态码

msg string 相关消息，无错误时为"成功", 失败为对应失败原因

data object 返回数据

data.total long 匹配的表情总数

data.remaining boolean 是否还有下一页



data.images object array 返回表情对象数组，数组内参数说明见附录2

三、神配图服务

服务域名

dybqsptsearch.apistore.huaweicloud.com

请求方式

GET /v1/amazing

请求示例

curl --location --request GET 'https://dybqsptsearch /v1/amazing?query=hahaha&f.apistore.huaweicloud.com
rom=0&size=20'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query string required 搜索请求

size int optional 最大返回个数,默认10

from int optional 返回偏移，默认0

返回

参数 说明

code string 状态码

msg string 相关消息，无错误时为"成功", 失败为对应失败原因

data object 返回数据

data.total long 匹配的表情总数

data.remaining boolean 是否还有下一页

data.images object array 返回表情对象数组，数组内参数说明见附录2

四、表情Tab服务

服务域名

dytab.apistore.huaweicloud.com

请求方式

GET /v1/tabs

请求示例



curl --location --request GET 'https://dytab /v1/tabs?version=2020120201'.apistore.huaweicloud.com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version string optional 当前版本号 。用于检测tab表，默认值 2020120201
情包列表更新。

版本号格式为yyyyMMddVV，如2020120201，表示在2020-12-02更新的
第1版。

若当前版本号为空或小于线上版本号，则会返回最新完整表情包列表
数据。

返回

参数 说明

code string 状态码

msg string 相关消息，无错误时为"成功", 失败为对应失败原因

data object 返回数据

data.total long tab表情包总数

data.version string 当前推荐Tab版本号。可缓存到设备上，用于后续更新检测

data.isNew string 是否需要展示new icon。返回“1”或“0”

若版本号有大更新时会被设置为"1"；如果传参版本号与线上版本号一
致时恒返回"0"

注，version变化时isNew不一定为true（例如只是图片顺序调整），
但isNew=true时version一定有变化

data.albums Array optional 表情包列表。若版本号没有更新，则本列表为空

data.albums[i].album.id long 表情包id

data.albums[i].album.name string 表情包名称

data.albums[i].album.tabIcon string 表情包icon url

data.albums[i].images object array 表情对象数组，数组内参数说明见附录2

附录

附录1. 状态码列表

参数 说明

A00000 成功

P00003 接口参数错误

E00000 服务器未知错误

附录2. 图片列表格式



参数 说明

images[i].id string 图片id

images[i].tag string 标签

images[i].original.url 原始图片url

images[i].original.webp 原始图片webp

images[i].original.still 原始图片静态图png

images[i].original.width 原始图片宽度

images[i].original.height 原始图片高度

images[i].small.url 120*120图片url

images[i].small.webp 120*120图片webp

images[i].small.still 120*120图片静态图png

images[i].small.width 120*120图片宽度

images[i].small.height 120*120图片高度

images[i].medium.url 240*240图片url

images[i].medium.webp 240*240图片webp

images[i].medium.still 240*240图片静态图png

images[i].medium.width 240*240图片宽度

images[i].share.url 300*300图片url

images[i].share.webp 300*300图片webp

images[i].share.still 300*300图片静态图png

images[i].share.width 300*300图片宽度

images[i].share.height 300*300图片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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