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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及案例例介绍

魏曦教你学 
Yii2.0 RESTful API开发



课程及案例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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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Yii框架的权威指南上缺少⼀一个完整的适合的例例⼦子来配合说明。

2、当前的许多应⽤用都要求⽀支持跨平台，这就对 API 接⼝口开发提
出了了更更⾼高要求，开发本身具有⼀一定难度。

• 跟着视频实现⼀一遍整个案例例，许多问题⾃自然就明⽩白了了，能更更
轻松和快速的掌握 RESTful API 开发的相关知识

解决⽅方案

RESTful API 不不好掌握的原因

API Server

PC端
网站

• 搭建⼀一个完整的 API 应⽤用案例例来帮助讲解

后台 API 服务端 API 客户端

weixistyle = 动手实践 + 精炼的讲解 + 生动的图文
说明

• 具备了了⼀一个完整应⽤用必备的⽤用户管理理、登录、认证、授权这些功能。

• ⽂文章的增删查改，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一个很简单的业务需求

“API应⽤用模板”

随着课程的推
进，会打包不

同阶段的版本
上传



章节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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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课程及案例例介绍                

介绍了了课程安排以及案例例，还做了了案例例的前期准备⼯工
作，搭建了了案例例的基础部分。

第⼆二章  第⼀一个API应⽤用          

介绍了了第⼀一个API应⽤用需求，创建API应⽤用⼊入⼝口并完成
了了应⽤用的代码，演示了了API程序的调⽤用过程，并对客
户端⼩小程序进⾏行行了了简要的代码分析。

第三章  API服务端⼯工作原理理   
分析了了第⼀一个API应⽤用的服务端代码，看它是如何响
应API客户端请求的。

第四章 API开发进阶  
通过解决⼏几个开发中的常⻅见问题，进⼀一步掌握了了字段、
分⻚页、搜索等API开发的相关知识。

共8章，约2⼩小时

第五章  API认证的实现          

介绍了了如何在API应⽤用中进⾏行行认证和维持认证状态。

第六章  API认证的要点分析 
补充介绍了了认证和维持认证状态涉及的⼏几个要点，包
括认证⽅方式、安全考虑等内容。

第七章  API的授权及⽤用户注册         

介绍了了如何⽤用RBAC授权组件来实现API应⽤用的授权，
还介绍了了⽤用户注册的实现。

第⼋八章  API的补充知识点          

介绍了了速率限制、版本化、格式化响应和错误处理理等
⼏几个补充知识点。



后台的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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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安装好Yii 2.0.12advanced应⽤用模板

② 安装好后台AdminLTE模板

③ 建好数据库，了了解数据库表结构

④ Gii⽣生成模型、CRUD，以及功能完善

RESTfulAPI TPL 

Version 

1.0

weixistyl
e.com

搭建步骤



文章作者

访问令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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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个API应⽤用

魏曦教你学 
Yii2.0 RESTful API开发



第⼀一个API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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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创建API应⽤用⼊入⼝口 创建第⼀一个API应⽤用 

API程序的调⽤用演示  API客户端的代码分析 

 API服务端的代码分析 

   《Yii2 RESTful API 开发》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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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端 客户端

• 实现⽂文章的增删查改的接⼝口程序 
• 接⼝口符合RESTful⻛风格

• 创建⼀一个简单的微信⼩小程序 
• 能发送RESTful⻛风格的API请求，实现对

⽂文章的增删查改 
• 能将返回结果展示到客户端

GET http://api.apitpl.dev/articles/1

{“id”:1,”title”:”关于我们","content":"< p > 魏
曦教你学 < sup >...","category_id":1,"status":
10,"created_by":1,"created_at":1504152206}



创建API应⽤用⼊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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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入口

后台入口
控制台入口

API应用入口

为什什么要单独创建API应⽤用

步骤
① 复制 backend ⾄至 api, environments/dev/backend ⾄至 environments/dev/

api 以及 environments/prod/backend ⾄至 environments/prod/api.

Yii::setAlias('@api', dirname(dirname(__DIR__)) . '/api');

'id' => 'app-api',
'controllerNamespace' => 'api\controllers',

③ 在 common\config\bootstrap.php 中添加api的路路径别名 

单独创建API应⽤用，⽬目的是便便于维护。可以避免这些问题：

• 配置的冲突 
• 控制器器的命名不不便便 
• url美化规则冲突

② 修改配置⽂文件main.php，需要修改应⽤用id、命名空间、⽤用户组件和url美化
的配置内容



创建第⼀一个API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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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创建了了article控制器器

创建的过程

② 在配置⽂文件中，创建了了针对article控制
器器的url美化规则

③ 配置main-local⽂文件，让API应⽤用能接收 
JSON 格式的输⼊入数据

<?php
namespace api\controllers;

use yii\rest\ActiveController;
use common\models\Article;

class ArticleController extends ActiveController
{
    public $modelClass = 'common\models\Article';  
}

ArticleContoller.php

'urlManager' => [
    'enablePrettyUrl' => true,
    'enableStrictParsing' => true,
    'showScriptName' => false,
    'rules' => [
        ['class' => 'yii\rest\UrlRule', 
'controller' => 'article'],
    ],
],

main.php
$config = [
    'components' => [
        'request' => [
            'cookieValidationKey' => 'jWDInnwhXOmKRPMQAVI_-
sDHsZncjlbR',
            'parsers' => [
                'application/json' => 'yii\web\JsonParser',
            ]
        ],
    ],
];

main-local.php

适用
整个
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