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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本次开放数据竞赛在往年竞赛接口基础上，新增上海建筑
（武康路、红色旅游、上海优秀历史建筑、上海市不可移动文物
名录）、红色文献、电影知识库、关联书目等30余个API接口。 
 
2，API接口统一返回为JSON格式数据。 
 
3，使用开放数据接口时需要提供APIKey进行验证。（即：参赛
报名时自己注册用户时得到的ApiKey，已发送至您的注册邮箱：
发件人为stjpadmin@libnet.s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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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  
SparqlEndPoint  

利用URI特定资源 

1 

  利用内容协商 

2 

利用WebApi接
口 

3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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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资源URI，获取资源的RDF数据。如返回结果数据中存在
其他资源的URI时，可通过该接口获取其他资源的RDF数据。 

 
例： http://data1.library.sh.cn/data/jsonld?uri=[参数1]&key=[参数2] 
输入： 
[参数1]：资源URI 
[参数2]：用户的APIKey 
输出：包含资源及其属性和值的JSON-LD数据 
 
http://data1.library.sh.cn/data/jsonld?uri=http://data.library.sh.cn
/entity/architecture/yyknd1unz1xonxp7&key=用户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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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ata1.library.sh.cn/data/jsonld?uri=http://data.library.sh.cn/entity/architecture/yyknd1unz1xonxp7&key
http://data1.library.sh.cn/data/jsonld?uri=http://data.library.sh.cn/entity/architecture/yyknd1unz1xonxp7&key
http://data1.library.sh.cn/data/jsonld?uri=http://data.library.sh.cn/entity/architecture/yyknd1unz1xonxp7&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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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在 HTTP 协议中，内容协商是这样一种机制，通过为
同一 URI 指向的资源提供不同的展现形式，可以使用户代理
选择与用户需求相适应的最佳匹配。  

API接口：  [参数1].json 
输入： 
[参数1]：资源URI 
 
或： [参数1]?output=application/rdf+json 
例如： 
  输入：http://data.library.sh.cn/entity/architecture/yyknd1unz1xonxp7.json 
或： 
http://data.library.sh.cn/entity/architecture/yyknd1unz1xonxp7?output=appl
ication/rdf+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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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eveloper.mozilla.org/en-US/docs/Glossary/HTTP
http://data.library.sh.cn/entity/architecture/yyknd1unz1xonxp7.json
http://data.library.sh.cn/entity/architecture/yyknd1unz1xonxp7.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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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获取和“黄兴故居”相关的武康路建筑列表 
请求方式：get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说明 

freetext String 全文检索值 

key String APIKey 

调用样例： 
http://data1.library.sh.cn/shnh/wkl/webapi/building/list?freetext=黄兴故居&key=用户Key 

开放 
数据 

http://data1.library.sh.cn/shnh/wkl/webapi/building/list?freetext=黄兴故居&key
http://data1.library.sh.cn/shnh/wkl/webapi/building/list?freetext=黄兴故居&key
http://data1.library.sh.cn/shnh/wkl/webapi/building/list?freetext=黄兴故居&key
http://data1.library.sh.cn/shnh/wkl/webapi/building/list?freetext=黄兴故居&key
http://data1.library.sh.cn/shnh/wkl/webapi/building/list?freetext=黄兴故居&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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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名称 属性说明 属性类型 
data 返回记录结果集 List<Map> 
   
|architectureStructure 

建筑结构 String 

   |yname 建筑异名 String 
   |location 位置 String 
   |address 地址 String 
   |designer 设计者 String 
   |name 建筑名 String 
   |relation 相关资源 String 
   |architecturalStyle 建筑风格 String 

|location 经纬度信息 Map<String> 
      |long 经度 String 
      |lat 纬度 String 
   |uri 建筑uri String 

|event 事件信息 Map<String> 
   |description 事件说明 String 
   |startedAtTime 事件开始时间 String 
   |endedAtTime 事件结束时间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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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事件相关图片 Map<String> 

     |description 图片文字介绍 String 

     |path 图片访问路径 String 

     |uri 图片URI   

|created 建筑始建时间 String 

|hasFile 是否有照片（0，无；1，
有） 

String 

|description 建筑简介 String 

result 操作结果，返回值固定。0；
1；-1;2 

0：结果集不为空； 
1：查询结果集为空。
-1 ： 系 统 错 误 。
2:key错误或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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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样例： 
http://data1.library.sh.cn/shnh/wkl/webapi/building/event/list?buri=http://data.library.sh.cn/entit
y/architecture/uyqtjpz062tqjvty&key=用户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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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说明 

buri String 建筑uri 

key String APIKey 

接口描述：根据建筑URI获取相关事件列表 

请求方式：get 
参数说明：不可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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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名称 属性说明 属性类型 

data 返回记录结果集 List<Map> 

   |description 事件说明 String 

   |event 事件uri String 

   |startedAtTime 事件开始时间 String 

   |endedAtTime 事件结束时间 String 

   |uri 建筑uri String 

result 操作结果，返回值固定。
0；1；-1;2 

0：结果集不为空； 1：查询结
果集为空。 -1：系统错误。
2:key错误或空 



调用样例： 
http://data1.library.sh.cn/shnh/wkl/webapi/building/detail?uri=http://data.library.sh.cn/entity/arc
hitecture/4i58zbd2c3ribkcd&key=用户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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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根据建筑URI获取建筑详情 
请求方式：get 
参数说明：不可为空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说明 

uri String 建筑uri 

key String API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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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名称 属性说明 属性类型 
data 返回记录结果集 String 
   
|architectureStructur
e 

建筑结构 String 

   |yname 建筑异名 String 
   |location 位置 String 
   |address 地址 String 
   |designer 设计者 String 
   |name 建筑名 String 
   |relation |name：相关人或机构

名 
|uri：相关人或机构uri 

List<Map> 

   |architecturalStyle 建筑风格 String 

|location 经纬度信息 Map<String> 
      |long 经度 String 
      |lat 纬度 String 
   |uri 建筑uri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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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 事件信息 Map<String> 

   |description 事件说明 String 

   |startedAtTime 事件开始时间 String 

   |endedAtTime 事件结束时间 String 

   |image 事件相关图片 Map<String> 

     |description 图片文字介绍 String 

     |path 图片访问路径 String 

     |uri 图片URI   

|created 建筑始建时间 String 

| hourseNumber 门牌号 String 

| lane 里弄 List<Map> 

   |label 所在里弄 String 

   |road 道路uri String 

|description 建筑简介 String 

|hasFile 是否有相关事件图片 0:有；1：无。 
result 操作结果，返回值固定。

0；1；-1;2 
0：结果集不为空；
1：查询结果集为
空。-1：系统错误。
2:key错误或空 



调用样例： 
http://data1.library.sh.cn/shnh/dydata/webapi/movie/movieDetail?uri=http://data.library.sh.cn/dy
/resource/movie/612x1xoyxtzxuvaf&key=用户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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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根据电影URI获取电影详情 
请求方式：get 
参数说明：不可为空 

参数名称 参数类型 参数说明 

uri String 电影uri 

key String API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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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m3u8是苹果公司基于HLS技术推出的视频播放标准，是m3u的一种，编码格式采用的是UTF-8。可提高播
放效率。  
 
 



    概念：开放数据 Endpoint是遵循开放数据协议的查询终端， 

用户可以通过开放数据查询语言对知识库进行查询操作。开放数据终端提供
Web交互界面，支持用户直接输入查询语句进行查询，同时也支持机器用户通
过HTTP URI+开放数据语句的Restful方式调用。 
开放数据 Endpoint支持GET/POST请求方式；支持各种查询类型，如CONSTRUCT
（构建）、DESCRIBE（描述）；查询结果以XML/JSON/N3等多种方式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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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ql EndPoint  地         址：http://data1.library.sh.cn:8890/sparql 
                              备用地址：http://data.library.sh.cn:8890/sparql 
 
输入：SPARQL查询语句 
输出：HTML, RDF/XML, JSON, Turtl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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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ata1.library.sh.cn:8890/sparql
http://data.library.sh.cn:8890/sparql
http://data.library.sh.cn:8890/spar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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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样例：http://data1.library.sh.cn:8890/sparql 
参数1：query：sparql查询语句 
参数2：format：数据返回格式，如：application/sparql-results+json或：text/Fturtle 
请求方式：get. 

如：
http://data1.library.sh.cn:8890/sparql?query=select*where{<http://data.library.sh.cn/dy/resource/movie/612x1xoyx
tzxuvaf> ?p ?o}&format=application/sparql-results+json 

http://data1.library.sh.cn:8890/sparql
http://data1.library.sh.cn:8890/sparql
http://data1.library.sh.cn:8890/sparql


以下为JSON格式的执行结果: 



总结 
技术资料推荐 

  

Virtuoso官网: 
https://virtuoso.openlinksw.com/ 

 
SparqlQuery: 
https://www.w3.org/TR/sparql11-query/ 

JSON-LD - JSON for Linking Data： 
https://json-ld.org/ 
 
更多API接口说明请参考： 
《2019年上海图书馆开放数据应用开发竞赛API说明书.docx》 
 



THANKS 

数字人文项目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