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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01 商业化云平台



PhaApi 
Pro什什么是云平台？

计算和数据存储

处理理兼顾的综合

云计算平台

云计算
平台

以数据处理理为主计算型
云平台

以数据存储为主存储型
云平台

云平台

云计算平台也称为云平台，是指基于硬件资源和
软件资源的服务，提供计算、⽹网络和存储能⼒力力。 

云计算平台可以划分为3类： 
以数据存储为主的存储型云平台， 
以数据处理理为主的计算型云平台， 
兼顾计算和数据存储处理理的综合云计算平台。



PhaApi 
Pro云平台服务类型

软件即服务（SaaS） 平台即服务（PaaS）

⾯面向⽤用户，提供稳定的在线应⽤用软件。 
⽤用户购买的是软件的使⽤用权，⽽而不不是购
买软件的所有权。

⾯面向开发⼈人员，开发者提供了了稳定的开
发环境。 
⼀一个云平台为应⽤用的开发提供云端的服
务，⽽而不不是建造⾃自⼰己的客户端基础设施。

后端即服务（BaaS）

⾯面向应⽤用，提供后台的云服务。 
适合移动项⽬目的开发，为多应⽤用提
供统⼀一接⼝口服务；或为系统对接和
集成提供API接⼝口。



PhaApi 
Pro商业化云平台 - BaaS - 多应⽤用多系统开发

iOS/安卓 APP H5移动版 PC⽹网⻚页版 其他客户端

BaaS云平台

第三⽅方系统（上游） 
分销商/渠道商

第三⽅方系统（下游） 
第三⽅方⽀支付/短信/云储存/供应商

接⼊入 接⼊入 接⼊入 接⼊入

应⽤用

平台

系统

依赖

⾯面向客户端应⽤用和第三⽅方系统，
形成商业闭环。

根据企业的项⽬目和业务特点，
整合多应⽤用和多系统，形成商
业闭环，有效降低企业的信息
化投⼊入成本，减少⼈人⼒力力、财⼒力力。

对接



PhaApi 
Pro商业化云平台 - SaaS - ⾏行行业解决⽅方案



PhaApi 
Pro

开放平台

应⽤用&设备

企业系统消费者

开发者社区
供应商

开放、⽣生态、合作、共赢

商业化云平台 - PaaS - 连接⼀一切

PaaS



Part.02 接⼝口⼤大师产品介绍



PhaApi 
Pro接⼝口⼤大师 - 快速开发、管理理和提供API

可⽤用于快速搭建：接⼝口平台、数据平台、PaaS平台、SaaS平台、BaaS平台、开放平台等



PhaApi 
Pro

PhalApi Pro 专业版

接⼝口⼤大师 - 满⾜足⼀一切接⼝口需求，让API接⼊入更更轻松

可⽤用于快速搭建内部系统、SaaS、PaaS、开放平台，为⾃自主产品、开发者、合作伙伴、第三⽅方系统和最终顾客提供云服务。



PhaApi 
Pro接⼝口⼤大师，适合⽤用于哪些项⽬目？

开发BaaS项⽬目 开发SaaS项⽬目 开发PaaS项⽬目

• 客户端应⽤用 
• 创新产品、创业项⽬目

通过后端服务，为企业
内部项⽬目、产品和应⽤用，
提供后台的云服务。

• ⽤用户 
• ⾏行行业解决⽅方案

通过云平台，向⽤用户
提供⾏行行业解决⽅方案，
如：销售云、云商城。

• 开发者 
• 云技术服务

通过云服务，向开发者
提供云技术服务，如：
短信云、云存储、
Serverless云服务。

哪些企业和⼈人群适合使⽤用专业版？

医疗、汽⻋车、教育、互联⽹网等需要处理理数据和信息的企业

掌握PHP+MySQL开发的技术⼈人员，或已熟悉PhalApi开源框架的开发⼈人员



PhaApi 
Pro接⼝口⼤大师，整体架构与业务流程



PhaApi 
Pro账号体系

管理理员

开发者

顾客

管理理员 
超级管理理员、普通管理理员 
主管、商务、项⽬目经理理等

开发者 
个⼈人开发者、企业开发者 
合作伙伴、第三⽅方、供应商等

顾客 
普通会员 
⾼高级会员、VIP会员、终身会员等



PhaApi 
Pro5合1：API接⼝口系统

⾼高性能 
⽀支持千万级别以上流量量，⽀支持分布式部署，⽀支持多数据库存储，⽀支持分表分库。 



PhaApi 
Pro5合1：Admin管理理后台

⾼高安全 
⽀支持IP⽩白名单，⽀支持接⼝口签名，⽀支持接⼝口次数限制，⽀支持接⼝口权限分配，⽀支持接⼝口参数加密，防SQL注⼊入。



PhaApi 
Pro5合1：Platform开放平台

⾼高可靠 
正版授权，5年年开源沉淀，近⼗十年年互联⽹网架构积累，从创业团队到上市公司，适⽤用于各⾏行行业需求开发及复杂系统搭建。



PhaApi 
Pro5合1：接⼝口⽂文档

⾼高效率 
⾃自动⽣生成⽂文档，⾃自动⽣生成接⼝口代码，⾃自动⽣生成权限，⾃自动化测试，最⼤大化释放宝贵的技术⼈人⼒力力资源，让业务开发更更专注。



PhaApi 
Pro5合1：技术⽂文档

⾼高扩展 
composer依赖管理理，可配置可扩展，模块化开发，插件式应⽤用，ADM分层模式，⽂文档⻬齐全，最⼤大化满⾜足项⽬目开发的需要。



PhaApi 
Pro最⼤大化满⾜足项⽬目开发的需要



Part.03 在线演示



PhaApi 
Pro在线演示：旗舰版(含商城)

演示地址：http://www.yesx2.com/      管理理后台账号/密码：admin / 123456 

⾸首⻚页 管理理后台 开放平台 接⼝口⽂文档 技术⽂文档

http://open.phalapi.net/


Part.04 技术架构介绍



PhaApi 
Pro云平台整体技术架构

PhalApi开源接⼝口框架

App 
开放接⼝口 

Api/Common

Platform 
平台接⼝口 

Api/Common

Admin 
后台接⼝口 

Api/Common

Task 
任务接⼝口 

Api/Common

Base 
基础包 

Common/
Domain/Model

/api/app.php /api/platfrom.php /api/admin.php bin/run_task.php

开发
平台

管理理
后台

crontab

PhalApi Pro

客户端

系统 服务

顾客 开发者 管理理员

应 
⽤用

平台 后台

合作伙伴的后台系统

数据库/缓存/CDN 
企业内部系统 
第三⽅方平台或系统

依赖

接⼊入

接⼊入

合作伙伴 第三⽅方

第三⽅方平台或服务 
如：⽀支付平台/CDN/ 
短信平台/云存储

分销商/渠道商/ 
合作伙伴/上游供应商

API 
接⼝口



PhaApi 
Pro接⼝口⼤大师 内部技术架构

PhalApi开源接⼝口框架

App 
开放接⼝口 

Api/Common

Platform 
平台接⼝口 

Api/Common

Admin 
后台接⼝口 

Api/Common

Task 
任务接⼝口 

Api/Common

Base 
基础包 

Common/
Domain/Model

/api/app.php /api/platfrom.php /api/admin.php bin/run_task.php

开发
平台

管理理
后台

crontab

PhalApi Pro
API 
接⼝口

接⼝口⽹网关层

API接⼝口层

Domain领域层 
Model数据层

Vue前端层 后台计划任务

底层框架



PhaApi 
Pro接⼝口⼤大师 运⾏行行环境要求与安装

运⾏行行环境 

PhalApi专业版的运⾏行行环境要求如下：  

• 操作系统：Windows/Linux/Mac/Ubuntu/CentOS等 
• 开发语⾔言：PHP 5.3.3 及以上版本，推荐使⽤用PHP 7 
• 数据库：MySQL 5.5 及以上版本 
• Web服务器器：Nginx/Apache 
• 正式服务器器配置最低配置：CPU 1核 / 内存 2G / 硬盘空间40G / 带宽1M 

官⽅方推荐使⽤用：CentOS 7 + PHP 7 + MySQL 5.6 + Nginx  

安装向导

安装地址：http://你的域名/install/

http://pro-test.api.yesapi.cn/wiki/#/install
http://pro-test.api.yesapi.cn/wiki/#/install


Part.05 产品授权套餐



PhaApi 
Pro我们的优势：5年年PhalApi开源接⼝口框架沉淀，众多企业的信赖选择



PhaApi 
Pro我们的优势：3年年果创云平台服务经验，成千上万客户的共同选择



PhaApi 
Pro我们的客户



PhaApi 
Pro接⼝口⼤大师，将为您提供：

上⼿手简单，易易学易易⽤用安

装后即可使⽤用

轻松搭建企业品牌的⾃自

主开放平台

简单
易易⽤用

5年年开源框架沉淀

3年年平台服务经验

深耕API和平台

⾃自主研发，软著权

专业售后技术服务

专业
可靠

基于Web2.0(PHP+MySQL)，

采⽤用前后端分离架构

后端框架PhalApi

前端框架iView

技术
架构

可视化接⼝口设计

⾃自动⽣生成接⼝口⽂文档

接⼝口⾃自动化测试

接⼝口鉴权和统计

乐享智慧编程

智慧
编程

接⼝口⼤大师



PhaApi 
ProPhalApi Pro 2.0 授权套餐

标准版 旗舰版

产品内容

软件：API接⼝口系统+开放平台+管理理后台 
源代码①：API接⼝口系统源代码，包含全部接⼝口，提
供全部后端PHP源代码，可⼆二次开发 
源代码②：提供开放平台打包编译后运⾏行行代码，不不提
供前端源代码，不不可⼆二次开发 
源代码③：提供管理理后台打包编译后运⾏行行代码，不不提
供前端源代码，不不可⼆二次开发 
⽂文档： 接⼝口⽂文档+技术⽂文档

软件：API接⼝口系统+开放平台+管理理后台 
源代码①：API接⼝口系统源代码，包含全部接⼝口，提供全部
后端PHP源代码，可⼆二次开发 
源代码②：提供开放平台打包编译后运⾏行行代码，不不提供前端
源代码，不不可⼆二次开发 
源代码③：提供管理理后台打包编译后运⾏行行代码，不不提供前端
源代码，不不可⼆二次开发 
⽂文档： 接⼝口⽂文档+技术⽂文档

授权⽅方式
单个永久性使⽤用授权，仅能⽤用于单个根域名/IP/项
⽬目，可以修改界⾯面Logo、名称，不不能修改源代码版权

注释

⽆无限制永久性授权，同⼀一客户主体内，不不限制域名/IP/项⽬目
使⽤用数量量，可以修改界⾯面Logo、名称和版权信息，不不能修改

源代码版权注释

技术服务
提供1个⽉月售后技术⽀支持，购买后1个⽉月内可免费升级
到最新标准版，⽀支持付费定制开发

提供3个⽉月售后技术⽀支持，购买后1年年内可免费升级到最新旗
舰版，⽀支持付费定制开发，承接企业系统开发

价格 点击获取优惠价格和下单购买：http://pro.yesapi.cn/ 

最新套餐内容，请以官⽹网为准：http://pro.yesapi.cn/ 

http://pro.yesapi.cn/
http://pro.yesapi.cn/


THANK  YOU
接⼝口⼤大师，⼀一套开发、管理理和提供接⼝口的软件源代码和解决⽅方案。

PhalApi 
Pro

扫码访问官⽹网了了解更更多或下单购买授权：http://pro.yesapi.cn/ 

http://pro.yesapi.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