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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腾讯云的 API 接口的调用是通过向腾讯云 API 的服务端地址发送请求，并按照接口说明在请求中加入相应的请求参数来完成的。腾讯

云 API 的请求结构由：服务地址、通信协议、请求方法、请求参数和字符编码组成。具体描述如下：

服务地址

腾讯云 API 的服务接入地址与具体模块相关，详细请参⻅各接口相关描述。

通信协议

腾讯云 API 的大部分接口都通过 HTTPS 进行通信，为您提供高安全性的通信通道。

请求方法

腾讯云 API 同时支持 POST 和 GET 请求。

请求参数

腾讯云 API 的每个请求都需要指定两类参数：公共请求参数以及接口请求参数。其中公共请求参数是每个接口都要用到的请求参数，具体

可参⻅ 公共请求参数，而接口请求参数是各个接口所特有的，具体⻅各个接口的“请求参数”描述。

字符编码

API 文档
调用方式
请求结构
请求结构简介
最近更新时间：2019-09-23 11:54:22

注意：

1. POST 和 GET 请求不能混合使用，若使用 GET 方式，则参数均从 Querystring 取得；若使用 POST 方式，则参数均从

Request Body 中取得，而 Querystring 中的参数将忽略。两种请求方式的参数格式规则相同，一般情况下使用 GET 请求，

当参数字符串过⻓时推荐使用 POST。

2. 如果用户的请求方法是 GET，则对所有请求参数值均需要做 URL 编码，若为 POST，则无需对参数编码。

3. GET 请求的最大⻓度根据不同的浏览器和服务器设置有所不同，比如，传统 IE 浏览器限制为 2K，Firefox 限制为 8K；对于一

些参数较多、⻓度较⻓的 API 请求，建议您使用 POST 方法以免在请求过程中会由于字符串超过最大⻓度而导致请求失败。

4. 对于 POST 请求，您需要使用  x-www-form-urlencoded  的形式传参，因为云 API 侧是从 $_POST 中取出请求参数的。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7/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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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 API 的请求及返回结果均使用 UTF-8 字符集进行编码。



API 网关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7 共118⻚

一个完整的腾讯云 API 请求需要两类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和接口请求参数。本文将介绍腾讯云 API 请求需要用到的8个公共请求参

数，有关接口请求参数的详细说明请参⻅ 接口请求参数 章节。

公共请求参数是每个接口都需要使用到的请求参数，开发者每次使用腾讯云 API 发送请求时都需要携带这些公共请求参数，否则会导致请

求失败。公共请求参数的首字母均为大写，以此区分于接口请求参数。

公共请求参数具体列表如下：

参数名称 描述 类型 必选

Action
具体操作的指令接口名称，例如腾讯云 CVM 用户调用 查询实例列表 接口，则 Action

参数即为 DescribeInstances。
String 是

Region

地域参数，用来标识希望操作哪个地域的实例。详细信息可参⻅ 地域和可用区 列表，或
使用 查询地域列表 API 接口查看。
注意：1. 正常情况下此参数是必须的，如无需传入，则会在相应接口中进行说明。
2. 部分区域正在内测中，目前仅面向部分用户开放。

String 否

Timestamp 当前 UNIX 时间戳，可记录发起 API 请求的时间。 UInt 是

Nonce 随机正整数，与 Timestamp 联合起来， 用于防止重放攻击。 UInt 是

SecretId
在 云API密钥 上申请的标识身份的 SecretId，一个 SecretId 对应唯一的 SecretKey ,

而 SecretKey 会用来生成请求签名 Signature。具体可参考 签名方法 章节。
String 是

Signature
请求签名，用来验证此次请求的合法性，需要用户根据实际的输入参数计算得出。计算方
法可参考 签名方法 章节。

String 是

SignatureMethod

签名方式，目前支持 HmacSHA256 和 HmacSHA1。只有指定此参数为
HmacSHA256 时，才使用 HmacSHA256 算法验证签名，其他情况均使用
HmacSHA1 验证签名。详细签名计算方法可参考 签名方法 章节。

String 否

Token 临时证书所用的 Token，需要结合临时密钥一起使用。⻓期密钥不需要 Token。 String 否

使用示例

腾讯各云产品 API 请求链接中，公共请求参数的形式如下，以腾讯云 CVM 为例，假设用户想要查询广州地域的云服务器实例列表，则其

请求链接的形式为：

https://cvm.api.qcloud.com/v2/index.php? 
Action=DescribeInstances 
&SecretId=xxxxxxx 
&Region=ap-guangzhou 
&Timestamp=1465055529 
&Nonce=59485 
&Signature=mysignature 

公共请求参数
最近更新时间：2019-08-05 15:04:25

注意：

文章中的接口实例以腾讯云 CVM 为例，各腾讯云产品的具体使用方式请对应实际产品。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3/9388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3/9456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pi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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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tureMethod=HmacSHA256 
&<接口请求参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302/7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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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完整的腾讯云 API 请求需要两类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和接口请求参数。本文将介绍腾讯云 API 请求需要用到的接口请求参数，

有关公共请求参数的详细说明请参⻅ 公共请求参数 章节。

接口请求参数与具体的接口有关，不同的接口支持的接口请求参数也不一样。接口请求参数的首字母均为小写，以此区分于公共请求参

数。

以下参数列表以腾讯云 CVM 查询实例列表 接口（DescribeInstances）为例，该 API 支持的接口请求参数如下：

参数名称 描述 类型 必选

instanceIds.n
要查询的 CVM 实例 ID 数组，数组下标从0开始。可以使用 instanceId 和 unInstanceId，
建议使用统一资源 ID:unInstanceId。

String 否

lanIps.n 要查询的云服务器的内网 IP 数组。 String 否

searchWord 用户设定的主机别名。 String 否

offset 记录开始的偏移，第一条记录为0，以此类推。 Int 否

limit 一次最多可查询的服务器数量，默认为20，最大为100。 Int 否

status 待查询的主机状态。 Int 否

projectId
项目 ID，不传则查询全部项目的 CVM 实例。0表示默认项目，如需指定其他项目，可调用
查询项目列表（DescribeProject）接口查询。

String 否

simplify 获取非实时数据，当传参添加 simplify=1 时获取非实时数据。 Int 否

zoneId
可用区 ID，不传则查询所有可用区的 CVM 实例。如需指定可用区，可调用 查询可用区列表
（DescribeZones）接口查询。

Int 否

其中各字段的说明如下：

参数名称：该接口支持的请求参数名，用户可以在使用此接口时将其作为接口请求参数。如果参数名称以  “.n” 结尾，则表明此参数为

一个数组，使用时需要依次传入数组参数。

必选：标志此参数是否是必须的，若为“是”，则表明调用该接口必须传入此参数；若为“否”，表示可以不传入。

类型：此接口参数的数据类型。

描述：简要描述了此接口请求参数的内容。

使用示例

腾讯各云产品 API 请求链接中，接口请求参数的形式如下，以腾讯云 CVM 为例，假设用户想要查询伸缩组列表，则其请求链接的形式

为：

接口请求参数
最近更新时间：2020-04-17 14:27:24

注意：

文章中的参数以腾讯云 CVM 为例，各腾讯云产品的实际参数请对应实际产品 API 参数说明。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zh/pdf/document/628/(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29/83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zh/pdf/document/628/(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440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5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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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vm.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instanceIds.0=ins-0hm4gvho 
&instanceIds.1=ins-8oby8q00 
&offset=0 
&limit=20 
&status=2 
&zoneId=10000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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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接规则

腾讯云 API 接口请求 URL 的拼接规则为：

https:// + 请求域名 +请求路径 + ? +最终请求参数串

组成部分说明：

请求域名：请求域名由接口所属的产品或所属产品的模块决定，不同产品或不同产品的模块的请求域名会有不同，如腾讯云 CVM 的查

询实例列表（DescribeInstances）的请求域名为：  cvm.api.qcloud.com 。具体产品请求域名详⻅各接口说明。

请求路径： 腾讯云 API 对应产品的请求路径，一般是一个产品对应一个固定路径（如腾讯云 CVM 请求路径固定

为  /v2/index.php ）。

最终请求参数串： 接口的请求参数串包括公共请求参数和接口请求参数。

使用示例

腾讯云 API 接口最终的请求 URL 结构形式如下：

以腾讯云 CVM 查询实例列表 接口（DescribeInstances）为例，其中前 6 个参数为公共请求参数，后 6 个参数为接口请求参数。

https://cvm.api.qcloud.com/v2/index.php? 
Action=DescribeInstances 
&SecretId=xxxxxxx 
&Region=gz 
&Timestamp=1465055529
&Nonce=59485
&Signature=mysignature //公共请求参数
&instanceIds.0=ins-0hm4gvho 
&instanceIds.1=ins-8oby8q00 
&offset=0
&limit=20
&status=2
&zoneId=100003 //接口请求参数

最终请求形式
最近更新时间：2020-04-15 10:58:2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api/229/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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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 API 会对每个访问的请求进行身份验证，即每个请求都需要在公共请求参数中包含签名信息（Signature），以验证用户身份。签

名信息由用户所执有的安全凭证生成，安全凭证包括 SecretId 和 SecretKey，若用户还没有安全凭证，则需要在腾讯云官网上自主申

请，否则无法调用云 API 接口。

申请安全凭证

在第一次使用腾讯云 API 之前，用户需要在【腾讯云控制台】> 【API 密钥管理 】上申请安全凭证。安全凭证包括 SecretId 和

SecretKey，其中：

SecretId：用于标识 API 调用者身份。

SecretKey：用于加密签名字符串和服务器端验证签名字符串的密钥。

申请安全凭证步骤：

1. 登录 腾讯云控制台。

2. 单击顶部导航【云产品】，选择【管理与审计】类别下的【访问密钥】，进入云 API 密钥管理⻚面。

3. 在 API 密钥管理 ⻚面，单击【新建密钥】即可以创建一对 SecretId/SecretKey。

生成签名串

有了安全凭证 SecretId 和 SecretKey 后，就可以生成签名串了。生成签名串的详细过程如下：

假设用户的 SecretId 和 SecretKey 分别是：

SecretId：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gnPhESA

SecretKey：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Cozk1qA

签名方法
最近更新时间：2020-04-17 14:30:06

注意：

API 密钥是构建腾讯云 API 请求的重要凭证，使用腾讯云 API 可以操作您名下的所有腾讯云资源，为了您的财产和服务安全，请妥

善保存并定期更换密钥，当您更换密钥后，请及时删除旧密钥。

注意：

开发商帐号最多可以拥有两对 SecretId / SecretKey。

被开发商添加为子用户的 QQ 帐号，在不同开发商控制台，可以申请不同的安全凭证。

子用户的安全凭证，目前仅可调用部分接口的云 API。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capi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capi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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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腾讯云 CVM 为例，当用户调用腾讯云 CVM 的 查看实例列表 (DescribeInstances)接口时，其请求参数为：

参数名称 描述 参数值

Action 方法名 DescribeInstances

SecretId 密钥 ID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gnPhESA

Timestamp 当前时间戳 1465185768

Nonce 随机正整数 11886

Region 实例所在区域 ap-guangzhou

SignatureMethod 签名方式 HmacSHA256

InstanceIds.0 待查询的实例 ID ins-09dx96dg

1. 对参数排序

首先对所有请求参数按参数名做字典序升序排列。（所谓字典序升序排列，直观上就如同在字典中排列单词一样排序，按照字母表或数字

表里递增顺序的排列次序，即先考虑第一个“字母”，在相同的情况下考虑第二个“字母”，依此类推。）您可以借助编程语言中的相关排序

函数来实现这一功能，如 PHP 中的 ksort 函数。上述示例参数的排序结果如下：

{ 
"Action" : "DescribeInstances", 
"InstanceIds.0" : "ins-09dx96dg", 
"Nonce" : "11886", 
"Region" : "ap-guangzhou", 
"SecretId" :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gnPhESA", 
"SignatureMethod" : "HmacSHA256", 
"Timestamp" : "1465185768" 
}

使用其它程序设计语言开发时, 可对上面示例中的参数进行排序，得到的结果一致即可。

2. 拼接请求字符串

此步骤将生成请求字符串。

将把上一步排序好的请求参数格式化成  “参数名称”=“参数值” 的形式，如对 Action 参数，其参数名称为  "Action" ，参数值

为  "DescribeInstances" ，因此格式化后就为  Action=DescribeInstances 。

“参数值”为原始值而非 URL 编码后的值。

若输入参数的 Key 中包含下划线，则需要将其转换为  . ，但是 Value 中的下划线则不用转换。如  Placement_Zone=CN_GUANGZHOU ，

则需要将其转换成  Placement.Zone=CN_GUANGZHOU 。

注意：

这里只是示例，请用户根据自己实际的 SecretId 和 SecretKey 和请求参数进行后续操作。

注意：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9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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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将格式化后的各个参数用  "&" 拼接在一起，最终生成的请求字符串为（请忽略文中的换行）：

Action=DescribeInstances 
&InstanceIds.0=ins-09dx96dg 
&Nonce=11886 
&Region=ap-guangzhou 
&SecretId=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gnPhESA 
&SignatureMethod=HmacSHA256 
&Timestamp=1465185768

3. 拼接签名原文字符串

此步骤将生成签名原文字符串。

签名原文字符串的拼接规则为：  请求方法 +  请求主机 +  请求路径 +  ? +  请求字符串 

参数构成说明：

请求方法： 支持 POST 和 GET 方式，这里使用 GET 请求， 注意方法为全大写。

请求主机：即主机域名，请求域名由接口所属的产品或所属产品的模块决定，不同产品或不同产品的模块的请求域名会有不同。如腾讯

云 CVM 的查询实例列表（DescribeInstances）的请求域名为：  cvm.api.qcloud.com ，具体产品请求域名详⻅各接口说明。

请求路径： 腾讯云 API 对应产品的请求路径，一般是一个产品对应一个固定路径，如腾讯云 CVM 请求路径固定为  /v2/index.php 。

请求字符串： 即上一步生成的请求字符串。

因此，上述示例的拼接签名原文字符串结果为（请忽略文中的换行）：

GETcvm.api.qcloud.com/v2/index.php?Action=DescribeInstances 
&InstanceIds.0=ins-09dx96dg 
&Nonce=11886 
&Region=ap-guangzhou 
&SecretId=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gnPhESA 
&SignatureMethod=HmacSHA256 
&Timestamp=1465185768

4. 生成签名串

此步骤生成签名串。

首先使用签名算法（HmacSHA256 或 HmacSHA1）对上一步中获得的 签名原文字符串 进行签名，然后将生成的签名串使用 Base64

进行编码，即可获得最终的签名串。

具体代码如下，以 PHP 语言为例，由于本例中所用的签名算法为 HmacSHA256，因此生成签名串的代码如下（使用其它程序设计语

言开发时，可用上述示例中的原文字符串进行签名验证，得到的签名串与例子中的一致即可）：

$secretKey =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Cozk1qA'; 
$srcStr = 'GETcvm.api.qcloud.com/v2/index.php?Action=DescribeInstances&InstanceIds.0=ins-09dx96dg&Nonce=11886&Region

注意：

计算签名的方法有两种：HmacSHA256 和 HmacSHA1 这里要根据您指定的签名算法（即 SignatureMethod 参数）生成签名

串。当指定 SignatureMethod 为 HmacSHA256 时，需要使用 HmacSHA256 计算签名，其他情况请使用 HmacSHA1 计算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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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guangzhou&SecretId=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gnPhESA&SignatureMethod=HmacSHA256&Timestamp=1465185768'; 
$signStr = base64_encode(hash_hmac('sha256', $srcStr, $secretKey, true)); 
echo $signStr;

最终得到的签名串为:

0EEm/HtGRr/VJXTAD9tYMth1Bzm3lLHz5RCDv1GdM8s=

同理，当您指定签名算法为 HmacSHA1 时，生成签名串的代码如下：

$secretKey =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Cozk1qA'; 
$srcStr = 'GETcvm.api.qcloud.com/v2/index.php?Action=DescribeInstances&InstanceIds.0=ins-09dx96dg&Nonce=11886&Region
=ap-guangzhou&SecretId=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gnPhESA&SignatureMethod=HmacSHA1&Timestamp=1465185768'; 
$signStr = base64_encode(hash_hmac('sha1', $srcStr, $secretKey, true)); 
echo $signStr;

最终得到的签名串为：

nPVnY6njQmwQ8ciqbPl5Qe+Oru4=

签名串编码

生成的签名串并不能直接作为请求参数，需要对其进行 URL 编码。

如上一步生成的签名串为  0EEm/HtGRr/VJXTAD9tYMth1Bzm3lLHz5RCDv1GdM8s= ，则其编码后

为  0EEm%2FHtGRr%2FVJXTAD9tYMth1Bzm3lLHz5RCDv1GdM8s%3D 。因此，最终得到的签名串请求参数 (Signature)

为：  0EEm%2FHtGRr%2FVJXTAD9tYMth1Bzm3lLHz5RCDv1GdM8s%3D ，它将用于生成最终的请求URL。

鉴权失败

当鉴权不通过时，可能出现如下表的错误：

错误代码 错误类型 错误描述

4100 身份认证失败
身份验证失败，请确保您请求参数中的 Signature 按照上述步骤计算正
确，特别注意 Signature 要做 url 编码后再发起请求。

4101
未被开发商授权访问本
接口

该子用户未被授权调用此接口。请联系开发商授权，详情请查阅 授权策
略。

4102
未被开发商授权访问本
接口中所操作的资源

请问的资源参数中，存在未被开发商授权授权访问的资源，请在 message

字段中查看无权查看的资源 ID。

请联系开发商授权，详
情请查阅 授权策略。

注意：

如果用户的请求方法是 GET，则对所有请求参数的参数值均需要做 URL 编码；此外，部分语言库会自动对 URL 进行编码，重复

编码会导致签名校验失败。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1060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1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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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代码 错误类型 错误描述

4103
非开发商的 SecretId

暂不支持调用本接口
子用户的 SecretId 不支持调用此接口，只有开发商有权调用。

4104 SecretId 不存在
签名所用的 SecretId 不存在，也可能是密钥状态有误，请确保 API 密钥有
效且未被禁用。

4110 鉴权失败 权限校验失败，请确保您有使用所访问资源的权限。

4500 重放攻击错误
请注意 Nonce 参数两次请求不能重复，Timestamp 与腾讯服务器相差不
能超过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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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a legacy API and may be deprecated in the future. It is currently not displayed on the left

sidebar. We recommend using [CVM API v3.0], which is more standardized and has much lower

access latency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3/15689).

If an API call succeeds, the  code  field in the final returned result will be 0. The  message  field is empty, and the

returned result data is displayed.

Below is a sample:

{ 
"code": "0", 
"message": "" 
<Returned result data> 
}

返回结果
正确返回结果
最近更新时间：2019-09-23 11:5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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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API 调用失败，则最终返回结果中的错误码 code 不为0，message 字段会显示详细错误信息。用户可以根据 code 和 message 在

错误码 ⻚面查询具体的错误信息。

错误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5100", 
"message": "(100004)projectId不正确" 
}

错误返回结果
最近更新时间：2019-08-05 15:17:4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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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版 API（ 当前仅部分业务，如云服务器 ） 中并没有对异步任务接口的概念定义，具体使用方式会在各个 Action 文档中进行进一步

的声明。

普通异步任务接口返回格式

一次请求只能操作一个资源的异步任务接口，例如创建负载均衡，重置主机操作系统等。

名称 类型 描述 是否必选

code Int 返回结果的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它值表示失败。 是

message String 返回结果的错误信息 否

requestId String 任务编号 是

批量异步任务接口返回格式

一次请求能操作多个资源的异步任务接口，例如修改密码，启动机器，停止机器等。

名称 类型 描述 是否必选

code Int 返回结果的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它值表示失败。 是

message String 返回结果的错误信息 否

detail Array 以资源ID为key，返回对该资源操作的 code、message、requestId 是

例如：

{ 
"code": 0, 
"message": "success", 
"detail": { 
"qcvm6a456b0d8f01d4b2b1f5073d3fb8ccc0": { 
"code": 0, 
"message": "", 
"requestId": "1231231231231" 
}, 
"qcvm6a456b0d8f01d4b2b1f5073d3fb8ccc1": { 
"code": 0, 

异步任务接口返回格式
最近更新时间：2019-09-23 11:55:58

说明：

当前⻚面接口为旧版 API，未来可能停止维护，目前不展示在左侧导航。云服务器 API 3.0 版本接口定义更加规范，访问时延下

降显著，建议使用 云服务器 API 3.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3/15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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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 
"requestId": "1231231231232" 
} 
} 
}

注意：

资源全部操作成功，则最外层 code 为0。

资源全部操作失败，则最外层 code 会返回5100。

资源部分操作失败，则最外层 code 会返回5400。在这种情况下，终端可以通过 detail 得到失败部分的操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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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说明

返回结果中的错误码表示了用户调用云 API 的结果。其中，code 为公共错误码，适用于所有腾讯云产品的 API 接口。若 code 为0，表

示调用成功，否则表示调用失败。若调用失败，用户可以根据公共错误码列表确定错误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

示例如下：

{ 
"code": "5100" 
}

公共错误码

错误

码
说明 处理措施

4000 请求参数非法 缺少必要参数，或者参数值格式不正确，具体错误信息请查看错误描述 message 字段。

4100 身份认证失败 身份认证失败，一般是由于签名计算错误导致的。

4101 未授权访问接口 子账号未被主账号授权访问该接口，请联系主帐号管理员开通接口权限。

4102 未授权访问资源 子账号未被主账号授权访问特定资源，请联系主帐号管理员开通资源权限。

4103

未授权访问当前
接口所操作的资
源

子账号没有被主账户授权访问该接口中所操作的特定资源，请联系主帐号管理员开通资源权限。

4104 密钥不存在 用于请求的密钥不存在，请确认后重试。

4105 token 错误 token 错误。

4106 MFA 校验失败 MFA 校验失败。

4110
其他 CAM 鉴权失
败

其他 CAM 鉴权失败。

4300 拒绝访问 帐号被封禁，或者不在接口针对的用户范围内等。

4400 超过配额 请求的次数超过了配额限制，请 提交工单 解决。

4500 重放攻击 请求的 Nonce 和 Timestamp 参数用于确保每次请求只会在服务器端被执行一次，所以本次的

错误码
最近更新时间：2019-09-23 11:56:25

说明：

当前⻚面接口为旧版 API，未来可能停止维护，目前不展示在左侧导航。云服务器 API 3.0 版本接口定义更加规范，访问时延下

降显著，建议使用 云服务器 API 3.0。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level1_id=141&level2_id=645&source=0&data_title=%E6%B4%BB%E5%8A%A8%E9%98%B2%E5%88%B7AA&level3_id=647&radio_title=%E5%9C%BA%E6%99%AF%E5%92%A8%E8%AF%A2&queue=3&scene_code=16593&step=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3/15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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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ce 和上次的不能重复，Timestamp 与腾讯服务器相差不能超过 5 分钟。

4600 协议不支持 协议不支持，当前 API 仅支持 HTTPS 协议，不支持 HTTP 协议。

5000 资源不存在 资源标识对应的实例不存在，或者实例已经被退还，或者访问了其他用户的资源。

5100 资源操作失败
对资源的操作失败，具体错误信息请查看错误描述 message 字段，稍后重试或者联系客服人员帮
忙解决。

5200 资源购买失败 购买资源失败，可能是不支持实例配置，资源不足等等。

5300 余额不足 用户帐号余额不足，无法完成购买或升级。

5400 部分执行成功 批量操作部分执行成功，详情⻅方法返回值。

5500
用户资质审核未
通过

购买资源失败，用户资质审核未通过。

6000 服务器内部错误 服务器内部出现错误，请稍后重试或者联系客服人员帮忙解决。

6100 版本暂不支持
本版本内不支持此接口或该接口处于维护状态等。注意：出现这个错误时，请先确定接口的域名是否
正确，不同的模块，域名可能不一样。

6200
接口暂时无法访
问

当前接口处于停服维护状态，请稍后重试。



API 网关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3 共118⻚

接口描述

本接口（ModifyApi）用于修改 API 接口，可调用此接口对已经配置的 API 接口进行编辑修改。修改后的 API 需要重新发布 API 所在的

服务到对应环境方能生效。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rviceId 是 String API 所在的服务唯一 ID。

apiId 是 String API 接口唯一 ID。

apiName 否 String 用户自定义的 API 名称。

authRequired 否 String
是否需要签名认证，TRUE 表示需
要，FALSE 表示不需要。

enableCORS 否 String
是否需要开启跨域，TRUE 表示需
要，FALSE 表示不需要。

apiDesc 否 String 用户自定义的 API 接口描述。

requestConfig.path 否 String API 的前端路径，如 /path。

requestConfig.method 否 String API 的前端请求方法，如 GET。

requestConfig.protocol 否 String
API 的前端请求类型，如 HTTP 或
HTTPS 或者 HTTP 和 HTTPS。

requestParameters.n.name 否 String API 的前端参数名称。

requestParameters.n.position 否 String
API 的前端参数位置，如 head。目
前支持 head、qurey、path

requestParameters.n.type 否 String
API 的前端参数类型，如 String、
int。

requestParameters.n.defaultValue 否 String API 的前端参数默认值。

requestParameters.n.required 否 Boolean
API 的前端参数是否必填，TRUE：表
示必填，FALSE：表示可选。

requestParameters.n.desc 否 String API 的前端参数备注。

API相关接口
修改 API 接口
最近更新时间：2020-03-17 10:30:3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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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rviceType 否 Boolean
API 的后端服务类型，现在支持三
种：HTTP，MOCK 和 SCF。

serviceTimeout 否 Int
API 的后端服务超时时间，单位是
秒。

serviceConfig.url 否 String

API 的后端服务url。如果
serviceType是HTTP，则此参数必
传。

serviceConfig.path 否 String

API 的后端服务路径，如 /path。如
果 serviceType 是 HTTP，则此参数
必传。前后端路径可不同。

serviceConfig.method 否 String

API的后端服务请求方法，如 GET。
如果 serviceType 是 HTTP，则此参
数必传。前后端方法可不同

serviceParameters.n.name 否 String

API的后端服务参数名称。只有
serviceType是HTTP才会用到此参
数。前后端参数名称可不同。

serviceParameters.n.position 否 String

API 的后端服务参数位置，如
head。只有 serviceType 是 HTTP

才会用到此参数。前后端参数位置可
配置不同。

serviceParameters.n.relevantRequestParameterName 否 String

API 的后端服务参数对应的前端参数
名称。只有 serviceType 是 HTTP

才会用到此参数。

serviceParameters.n.relevantRequestParameterPosition 否 String

API 的后端服务参数对应的前端参数
位置，如 head。只有 serviceType

是 HTTP 才会用到此参数。

serviceParameters.n.desc 否 String

API 的后端服务参数备注。只有
serviceType 是 HTTP 才会用到此参
数。

constantParameters.n.name 否 String
常量参数名称。只有 serviceType 是
HTTP 才会用到此参数。

constantParameters.n.desc 否 String
常量参数描述。只有 serviceType 是
HTTP 才会用到此参数。

constantParameters.n.position 否 String
常量参数位置。只有 serviceType 是
HTTP 才会用到此参数。

constantParameters.n.defaultValue 否 String
常量参数默认值。只有 serviceType

是 HTTP 才会用到此参数。

serviceMockReturnMessage 否 String

API 的后端 Mock 返回信息。如果
serviceType 是 Mock，则此参数必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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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rviceScfFunctionName 否 String

API 的后端 SCF 函数名称。如果
serviceType 是 SCF，则此参数必
传。

serviceScfFunctionQualifier 否 String

API 的后端 SCF 函数版本。如果
serviceType 是 SCF，则此参数必
传。

responseType 否 String

自定义响应配置返回类型，现在只支
持 HTML、JSON、TEST、
BINARY、XML。

responseSuccessExample 否 String 自定义响应配置成功响应示例。

responseFailExample 否 String 自定义响应配置失败响应示例。

responseErrorCodes.n.code 否 String 自定义响应配置错误码。

responseErrorCodes.n.msg 否 String 自定义响应配置错误信息。

responseErrorCodes.n.desc 否 String 自定义响应配置错误码备注。

isDeleteResponseErrorCodes 否 String

是否删除自定义响应配置错误码，如
果不传或者传 FALSE，不删除，当传
TRUE 时，则删除此 API 所有自定义
响应配置错误码。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 0 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示例

修改一个后端服务是 HTTP 的 API：

请求示例如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ModifyApi 
&serviceId=service-XX 
&apiId=api-XX 
&apiDesc=myTestApi 
&requestConfig.path=/path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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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Config.method=GET 
&requestConfig.protocol=Http 
&requestParameters.0.name=age 
&requestParameters.0.location=head 
&requestParameters.0.type=Int 
&requestParameters.0.defaultValue=18
&requestParameters.0.required=REQUIRED 
&requestParameters.0.description=年龄 
&serviceType=Http 
&serviceTimeout=60
&serviceConfig.url=cloud.tencent.com 
&serviceConfig.path=/path 
&serviceConfig.method=GET 
&serviceParameters.0.name=age 
&serviceParameters.0.location=head 
&serviceParameters.0.relevantRequestParameterName=age 
&serviceParameters.0.relevantRequestParameterIn=head 
&serviceParameters.0.defaultValue=18
&serviceParameters.0.description=年龄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0", 
"message":"", 
"codeDesc":"Success" 
}

修改一个后端服务是 MOCK 的 API：

请求示例如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ModifyApi 
&serviceId=service-XX 
&apiId=api-XX 
&apiDescription=myTestApi 
&requestConfig.path=/path 
&requestConfig.method=GET 
&requestConfig.protocol=Http 
&requestParameters.0.name=age 
&requestParameters.0.location=head 
&requestParameters.0.type=Int 
&requestParameters.0.defaultValue=18
&requestParameters.0.required=REQUIRED 
&requestParameters.0.description=年龄 
&serviceType=MOCK 
&serviceTimeout=60
&serviceMockReturnMessage=MOCK 的返回信息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0",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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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Desc":"Success"  
}

修改一个后端服务是 SCF 的 API：

请求示例如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ModifyApi 
&serviceId=service-XX 
&apiId=api-XX 
&apiDescription=myTestApi 
&requestConfig.path=/path 
&requestConfig.method=GET 
&requestConfig.protocol=Http 
&requestParameters.0.name=age 
&requestParameters.0.location=head 
&requestParameters.0.type=Int 
&requestParameters.0.defaultValue=18
&requestParameters.0.required=REQUIRED 
&requestParameters.0.description=年龄 
&serviceType=SCF 
&serviceTimeout=60
&serviceScfFunctionName=myScfFunction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0", 
"message":"", 
"codeDesc":"Succ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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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DeleteApi）用于删除 API 接口。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rviceId 是 String API 所在的服务唯一 ID。

apiId 是 String API 接口唯一 I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 0 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示例

请求示例如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DeleteApi 
&serviceId=service-XX 
&apiId=api-xx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0", 
"message":"", 
"codeDesc":"Success"  
}

删除 API 接口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0:57:1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API 网关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9 共118⻚

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Api）用于查询用户部署于 API 网关的 API 接口的详细信息。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rviceId 是 String API 所在的服务唯一 ID

apiId 是 String API 接口唯一 I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serviceId String API 所在的服务唯一 ID

serviceName String API 所在的服务的名称

serviceDesc String API 所在的服务的描述

apiId String API 接口唯一 ID

apiDesc String API 接口的描述

apiName String API 接口的名称

createdTime Timestamp
创建时间，按照 ISO8601 标准表示，并且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YYYY-

MM-DDThh:mm:ssZ

modifiedTime Timestamp
最后修改时间，按照 ISO8601 标准表示，并且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requestConfig Array API 的前端配置字典

requestParameters Array API 的前端参数数组

查询 API 接口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0:58:1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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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serviceType String API 的后端服务类型，现在支持三种：HTTP，MOCK，SCF

serviceTimeout Int API 的后端服务超时时间，单位是 S

serviceConfig Array API 的后端配置字典，只有后端服务类型是 HTTP 时才有此出参

serviceParameters
List of

Arrays
API 的后端服务参数数组。只有serviceType是 HTTP 才有此出参

constantParameters
List of

Arrays
API 的后端服务常量参数数组。只有 serviceType 是 HTTP 才会有此参数

serviceMockReturnMessage String API 的后端 Mock 返回信息。只有 serviceType 是 Mock 才有此出参

serviceScfFunctionName String API 的后端 Scf 函数名称。只有 serviceType是Scf 才有此出参

authRequired String 是否需要签名认证，TRUE 表示需要，FALSE 表示不需要

enableCORS String 是否需要开启跨域，TRUE 表示需要，FALSE 表示不需要

responseType String 自定义响应配置返回类型，现在只支持 HTML、JSON、TEST、BINARY、XML

responseSuccessExample String 自定义响应配置成功响应示例

responseFailExample String 自定义响应配置失败响应示例

responseErrorCodes
List of

Arrays
自定义响应配置错误码信息

其中前端配置 requestConfig 的构成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path String API 的前端路径，如 /path

method String API 的前端请求方法，如 GET

其中前端参数 requestParameters 是由 requestParameter 构成的数组，requestParameter 的构成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name String API 的前端参数名称

in String API 的前端参数位置，如 head

type String API 的前端参数类型，如 String

defaultValue String API 的前端参数默认值

required Boolean API 的前端参数是否必填，REQUIRED：表示必填，OPTIONAL：表示可选

desc String API 的前端参数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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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当 API 的后端服务类型 serviceType 是 HTTP 时，后端配置 serviceConfig的构成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url String API 的后端服务 URL

path String API 的后端服务路径，如 /path

method String API 的后端服务请求方法，如 GET

后端参数 serviceParameters 是由 serviceParameter 构成的数组，serviceParameter 的构成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name String API 的后端服务参数名称

position String API 的后端服务参数位置，如 head

relevantRequestParameterName String API 的后端服务参数对应的前端参数名称

relevantRequestParameterIn String API 的后端服务参数对应的前端参数位置，如 head

desc String API 的后端服务参数备注

常量参数 constantParameters 是由 constantParameter 构成的数组，constantParameter 的构成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name String 常量参数名称

desc String 常量参数描述

position String 常量参数位置

defaultValue String 常量参数默认值

示例

查询一个后端是 HTTP 服务的 API 接口的详细信息：

请求示例如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DescribeApi 
&serviceId=service-XX 
&apiId=api-XX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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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Desc": "Success", 
"serviceId": "service-XX", 
"serviceName": "test", 
"serviceDesc": "testDesc", 
"apiId": "api - XX", 
"apiName": "apiXXXX", 
"apiType": "NORMAL", 
"apiDesc": "myHTTPTestApi", 
"createdTime": "2017-08-07T00:00:00Z", 
"modifiedTime": "2017-08-07T00:00:00Z", 
"requestConfig": { 
"path": "/path", 
"method": "GET" 
}, 
"requestParameters": [{ 
"name": "age", 
"in": "HEADER", 
"type": "Int", 
"defaultValue": 18, 
"required": "True", 
"desc": "年龄 " 
}], 
"serviceType": "HTTP", 
"serviceTimeout": 60, 
"serviceConfig": { 
"url": "cloud.tencent.com", 
"path": "/path", 
"method": "GET" 
}, 
"serviceParameters": [{ 
"name": "age", 
"in": "HEADER", 
"relevantRequestParameterName": "age", 
"relevantRequestParameterIn": "HEADER", 
"defaultValue": 18, 
"desc": "年龄" 
}] 
}

查询一个后端是 MOCK 的 API 接口的详细信息：

请求示例如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DescribeApi 
&serviceId=service-XX 
&apiId=api-XXX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serviceId": "service-XX", 



API 网关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3 共118⻚

"serviceName": "test", 
"serviceDesc": "testDescription", 
"apiId": "api - XXX", 
"apiName": "apiXXXX", 
"apiType": "NORMAL", 
"apiDesc": "myMockTestApi", 
"createdTime": "2017-08-07T00:00:00Z", 
"modifiedTime": "2017-08-07T00:00:00Z", 
"requestConfig": { 
"path": "/path", 
"method": "GET" 
}, 
"requestParameters": [{ 
"name": "age", 
"in": "HEADER", 
"type": "Int", 
"defaultValue": 18, 
"required": "REQUIRED", 
"desc": "年龄" 
}], 
"serviceType": "MOCK", 
"serviceTimeout": 60, 
"serviceMockReturnMessage": "MOCK的返回信息" 
}

查询一个后端是 SCF 的 API 接口的详细信息：

请求示例如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DescribeApi 
&serviceId=service-XX 
&apiId=api-XXXX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serviceId": "service-XX", 
"serviceName": "test", 
"serviceDesc": "testDescription", 
"apiId": "api-XXXX", 
"apiName": "apiXXXX", 
"apiType": "NORMAL", 
"apiDesc": "mySCFTestApi", 
"createdTime": "2017-08-07T00:00:00Z", 
"modifiedTime": "2017-08-07T00:00:00Z", 
"requestConfig": { 
"path": "/path", 
"method": "GET" 
}, 
"requestParameters": [{ 
"name":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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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HEADER", 
"type": "Int", 
"defaultValue": 18, 
"required": "REQUIRED", 
"desc": "年龄 " 
}], 
"serviceType": "SCF", 
"serviceTimeout": 60, 
"serviceScfFunctionName": "myScfFun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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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ApisStatus）用于查看一个服务下的某个 API 或所有 API 列表及其相关信息。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rviceId 是 String API 所在的服务唯一 ID。

apiIds.n 否 String API 接口唯一 ID 数组。

offset 否 Int 偏移量，默认为 0。

limit 否 Int 返回数量，默认为 20，最大值为 100。

orderby 否 String 根据哪个字段排序。

order 否 String 排序方式。

searchName 否 String 按照 API 路径名字模糊搜索。

searchId 否 String 按照 API 唯一 ID 精确搜索。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 0 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serviceId String API 所在的服务唯一 ID。

totalCount Int 符合条件的 API 接口数量。

apiIdStatusSet List of Array API 接口列表。

其中，apiIdStatusSet 是 apiIdStatus 构成的数组，apiIdStatus 的构成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查询 API 接口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0:58:4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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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apiId String API 接口唯一 ID。

apiDesc String 用户自定义的 API 接口描述。

apiName String API 接口的名称。

apiType String API 接口的类型，当前只有 NORMAL，后续还会增加其他类型的 API。

path String API 请求 path。

method String API 请求方式。

createdTime Timestamp
创建时间。按照 ISO8601 标准表示，并且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YYYY-MM-

DDThh:mm:ssZ。

modifiedTime Timestamp
最后修改时间。按照 ISO8601 标准表示，并且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YYYY-MM-

DDThh:mm:ssZ。

authRequired String 是否需要签名认证，TRUE 表示需要，FALSE 表示不需要。

示例

查询一个后端是 HTTP 服务的 API 接口的详细信息：

请求示例如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DescribeApisStatus 
&serviceId=service-XX 
&apiIds.0=api-XX 
&apiIds.1=api-XXX 
&offet=0
&limit=2
&orderby=createdTime 
&order=desc 
&searchKey=aa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0", 
"message":"", 
"codeDesc":"Success",  
"serviceId":"service-XX", 
"totalCount":2, 
"apiIdStatusSet":[ 
{ 
"apiId":"api-XX", 
"apiName":"apiXXXX", 
"apiType":"NORMAL", 
"apiDesc":"apiDescripti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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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path1", 
"method":"http", 
"serviceId":"serviceId-XXX", 
"createdTime":"2017-08-07T00:00:00Z", 
"modifiedTime":"2017-08-07T00:00:00Z", 
"authRequired":"TRUE" 
}, 
{ 
"apiId":"api-XXX", 
"apiName":"apiXXXX", 
"apiType":"NORMAL", 
"apiDesc":"apiDescription2", 
"path":"path2", 
"method":"https", 
"serviceId":"serviceId-XXXX", 
"createdTime":"2017-08-07T00:10:00Z", 
"modifiedTime":"2017-08-07T00:10:00Z", 
"authRequired":"TRU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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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RunApi）用于调试 API 接口。用户在配置完成后可调用此接口进行调试，无需等到发布后走正式的调用流程。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rviceId 是 String API 所在的服务唯一 ID。

apiId 是 String API 唯一 ID。

requestHeader 否 String API 的前端请求头部，是 json_dump 后的数据

requestQuery 否 String API 的前端请求 Query，是 json_dump 后的数据

requestPath 否 String API 的请求 Path，是 json_dump 后的数据

requestMethod 否 String API 的请求方法。只支持 HEAD、GET、POST、PUT、PATCH 和 DELETE

requestBody 否 String API 的请求 Body

requestBodyDict 否 Dict API 的请求 Body，当 API 有设置 Body 类型入参时，用数组格式传入

contentType 否 String
调试请求的内容类型。当前只支持 application/json 和 application/x-www-form-

urlencoded，不传的话，默认为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returnHeader String API 接口的响应头部

returnBody String API 接口的响应包体

returnCode Int API 接口的响应码

delay Int API 接口的响应延迟，单位 ms

调试 API 接口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1:24:3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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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修改一个后端服务是 HTTP 的 API：

请求示例如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RunApi 
&serviceId=service-XX 
&apiId=api-XX 
&requestHeader={"headerKey1":"headerValue1","headerKey2":"headerValue2"} 
&requestQuery={"queryKey1":"queryValue1","queryKey2":"queryValue2"} 
&requestPath={"pathKey1":"pathValue1","pathKey2":"pathValue2"} 
&requestMethod=GET 
&requestBody=abalabala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returnHeader": "abcd", 
"returnBody": "efgh", 
"returnCode": 200, 
"delay": 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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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CreateApi）用于创建 API 接口，创建 API 前，用户需要先创建服务，每个 API 都有自己归属的服务。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rviceId 是 String API 所在的服务唯一 ID。

apiName 否 String 用户自定义的 API 名称。

apiDesc 否 String 用户自定义的 API 接口描述。

apiType 否 String
API 接口类型，当前只有 NORMAL，
后续还会增加其他类型的 API。

authRequired 否 String

是否需要签名认证，TRUE表示需
要，FALSE 表示不需要。默认为
TRUE。如果需要开放在云市场的
API，必须选择 TRUE。

enableCORS 否 String

是否需要开启跨域，TRUE 表示需
要，FALSE 表示不需要。默认为
FALSE。

requestConfig.path 是 String API的前端路径，如/path。

requestConfig.method 是 String API 的前端请求方法，如 GET。

requestParameters.n.name 否 String API 的前端参数名称。

requestParameters.n.position 否 String
API 的前端参数位置。，当前仅支持
PATH、QUERY、HEADER。

requestParameters.n.type 否 String
API 的前端参数类型，如 String、Int

等。

requestParameters.n.defaultValue 否 String API 的前端参数默认值。

requestParameters.n.required 否 Boolean
API 的前端参数是否必填，TRUE：表
示必填，FALSE：表示可选。

requestParameters.n.desc 否 String API 的前端参数备注。

创建 API 接口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7 15:05:3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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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rviceType 是 String
API 的后端服务类型，现在支持三
种：HTTP、MOCK、SCF。

serviceTimeout 是 Int
API 的后端服务超时时间，单位是
秒。

serviceConfig.url 否 String

API 的后端服务 URL。如果
serviceType 是 HTTP，则此参数必
传，例如
http://api.tencentcs.com/apigw。

serviceConfig.path 否 String

API 的后端服务路径，如 /path。如
果 serviceType 是 HTTP，则此参数
必传。前后端的路径可不同。API 网
关会对路径做映射。

serviceConfig.method 否 String

API 的后端服务请求方法，如 GET。
如果 serviceType 是 HTTP，则此参
数必传。前后端的方法可不同。API

网关会对方法做映射。

serviceConfig.uniqVpcId 否 String
使用VPC时需填写，代表唯一
vpcId。

serviceConfig.product 否 String
和 uniqVpcId 同时使用，目前仅支持
clb 场景，填写 “clb”

serviceParameters.n.name 否 String

API 的后端服务参数名称。只有
serviceType 是 HTTP 才会用到此参
数。后端服务的参数名称可与前端参
数名称不同。API 网关会对参数名称
做映射。但后端参数值与前端参数值
相同。

serviceParameters.n.position 否 String

API 的后端服务参数位置，如
head。只有 serviceType 是 HTTP

才会用到此参数。后端服务的位置名
称可与前端参数位置不同。API 网关
会对参数位置做映射。

serviceParameters.n.relevantRequestParameterName 否 String

API 的后端服务参数对应的前端参数
名称。只有 serviceType 是 HTTP

才会用到此参数。

serviceParameters.n.relevantRequestParameterPosition 否 String

API 的后端服务参数对应的前端参数
位置。只有 serviceType 是 HTTP

才会用到此参数。

serviceParameters.n.desc 否 String

API 的后端服务参数备注。只有
serviceType 是 HTTP 才会用到此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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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constantParameters.n.name 否 String

常量参数名称。只有 serviceType 是
HTTP 才会用到此参数。常量参数为
API 发布者配置在后端的参数，前端
调用者不可⻅。

constantParameters.n.desc 否 String
常量参数描述。只有 serviceType 是
HTTP 才会用到此参数。

constantParameters.n.position 否 String

常量参数位置。目前仅支持 header

与 query。只有serviceType 是
HTTP 才会用到此参数。

constantParameters.n.defaultValue 否 String
常量参数默认值。只有 serviceType

是 HTTP 才会用到此参数。

serviceMockReturnMessage 否 String

API 的后端 Mock 返回信息。如果
serviceType 是 Mock，则此参数必
传。

serviceScfFunctionName 否 String
API 的后端SCF函数名称。如果
serviceType是Scf，则此参数必传。

serviceScfIsIntegratedResponse 否 String

是否启用 SCF 集成响应，TRUE 表示
开启，FALSE 表示关闭。只有后端是
SCF 类型此参数才有效，默认为
FALSE。

serviceScfFunctionQualifier 否 String SCF 版本号，默认为 $LATEST。

responseType 否 String

自定义响应配置返回类型，现在只支
持 HTML、JSON、TEST、
BINARY、XML（此配置仅用于生成
API 文档提示调用者）。

responseSuccessExample 否 String

自定义响应配置成功响应示例（此配
置仅用于生成 API 文档提示调用者）
。

responseFailExample 否 String

自定义响应配置失败响应示例（此配
置仅用于生成 API 文档提示调用者）
。

responseErrorCodes.n.code 否 Int
自定义响应配置原始错误码（此配置
仅用于生成 API 文档提示调用者）。

responseErrorCodes.n.convertedCode 否 Int
自定义响应配置映射错误码（此配置
仅用于生成 API 文档提示调用者）。

responseErrorCodes.n.needConvert 否 String

自定义响应配置是否开启映射（此配
置仅用于生成 API 文档提示调用
者）。

responseErrorCodes.n.msg 否 String
自定义响应配置错误信息（此配置仅
用于生成 API 文档提示调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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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responseErrorCodes.n.desc 否 String
自定义响应配置错误码备注（此配置
仅用于生成 API 文档提示调用者）。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apiId String API 接口唯一 ID。

path String 路径。

method String 请求方法。

createdTime Timestamp
创建时间。按照 ISO8601 标准表示，并且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YYYY-MM-

DDThh:mm:ssZ。

示例

创建一个后端服务是 HTTP 的 API

请求示例如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CreateApi 
&serviceId=service-XX 
&apiDesc=myTestApi 
&requestConfig.path=/path 
&requestConfig.method=GET 
&requestParameters.0.name=age 
&requestParameters.0.position=HEADER 
&requestParameters.0.type=Int 
&requestParameters.0.defaultValue=18
&requestParameters.0.required=REQUIRED 
&requestParameters.0.description=年龄 
&serviceType=Http 
&serviceTimeout=60
&serviceConfig.url=cloud.tencent.com 
&serviceConfig.path=/path 
&serviceConfig.method=GET 
&serviceParameters.0.name=age 
&serviceParameters.0.in=HEADER 
&serviceParameters.0.relevantRequestParameterName=age 
&serviceParameters.0.relevantRequestParameterIn=HEADER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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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Parameters.0.defaultValue=18
&serviceParameters.0.desc=年龄 
&constantParameters.0.name=aa 
&constantParameters.0.desc=aa 
&constantParameters.0.position=HEADER 
&constantParameters.0.defaultValue=aa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apiId": "api-XX", 
"path": "/path", 
"method": "GET", 
"createdTime": "2017-08-07T00:00:00Z" 
}

创建一个后端服务是 MOCK 的 API

请求示例如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CreateApi 
&serviceId=service-XX 
&apiDescription=myTestApi 
&requestConfig.path=/path 
&requestConfig.method=GET 
&requestConfig.protocol=Http 
&requestParameters.0.name=age 
&requestParameters.0.in=HEADER 
&requestParameters.0.type=Int 
&requestParameters.0.defaultValue=18
&requestParameters.0.required=REQUIRED 
&requestParameters.0.desc=年龄 
&serviceType=MOCK 
&serviceTimeout=60
&serviceMockReturnMessage=MOCK 的返回信息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apiId": "api-XXX", 
"path": "/path", 
"method": "GET", 
"createdTime": "2017-08-07T00:00:00Z" 
}

创建一个后端服务是 SCF 的 API

请求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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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CreateApi 
&serviceId=service-XX 
&apiDescription=myTestApi 
&requestConfig.path=/path 
&requestConfig.method=GET 
&requestConfig.protocol=Http 
&requestParameters.0.name=age 
&requestParameters.0.in=HEADER 
&requestParameters.0.type=Int 
&requestParameters.0.defaultValue=18
&requestParameters.0.required=REQUIRED 
&requestParameters.0.description=年龄 
&serviceType=SCF 
&serviceTimeout=60
&serviceScfFunctionName=myScfFunction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apiId": "api-XXXX", 
"path": "/path", 
"method": "GET", 
"createdTime": "2017-08-07T00:00:00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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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ApiUsagePlan）用于查询服务中 API 使用计划详情。

服务若需要鉴权限流生效，则需要绑定使用计划到此服务中，本接口用于查询绑定到一个服务及其中 API 的所有使用计划。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rviceId 是 String 待查询的服务唯一 ID。

offset 否 Int 偏移量，默认为 0。

limit 否 Int 返回数量，默认为 20，最大值为 100。

searchEnvironment 否 String 根据使用计划环境名称模精确索。

apiIds.n 否
List of

String

API 唯一 ID 数组，如果不传，返回当前服务下所有 API 的使用计划信
息。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 0 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totalCount Int 服务上绑定的使用计划总数。

usagePlanList List of Arrays 服务上绑定的使用计划列表。

usagePlanList 是绑定到该服务上面的使用计划列表，它是由 usagePlanAttribute 组成的数组，usagePlanAttribute 构成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usagePlanId String 使用计划的唯一 ID。

usagePlanName String 使用计划的名称。

usagePlanDesc String 使用计划的描述。

查询 API 使用计划详情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1:46:18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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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environment String 使用计划绑定的服务环境。

createdTime Timestamp 使用计划创建时间。

modifiedTime Timestamp 使用计划最后修改时间。

inUseRequestNum Int 已经使用的配额。

maxRequestNum Int 请求配额总量，-1 表示没有限制。

maxRequestNumPreSec Int 请求 QPS 上限，-1 表示没有限制。

apiId String API 唯一 ID。

path String 请求 path。

method String 请求方式。

apiName String API 名称。

serviceId String 服务唯一 ID。

serviceName String 服务名称。

示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DescribeApiUsagePlan 
&serviceId=service-XX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0", 
"message":"", 
"codeDesc":"Success",  
"totalCount":2, 
"usagePlanList":[ 
{ 
"maxRequestNumPreSec": 2000, 
"usagePlanId": "usagePlan-0var1p8v", 
"modifiedTime": "2018-07-31 20:26:28", 
"usagePlanDesc": "test", 
"apiId": "api-2yuua008", 
"environment": "release", 
"serviceId": "service-XX", 
"apiName": "sjiofjsdioj", 
"createdTime": "2018-07-20 14:09:47", 
"path": "/fsodjfsd", 
"usagePlanName": "test", 
"method":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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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Name": "tes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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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UnReleaseService）用于下线服务。

用户发布服务到某个环境后，此服务中的 API 方可被调用者进行调用，当用户需要将此服务从发布环境中下线时，可调用此 API。下线后

的服务不可被调用。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rviceId 是 String 待下线服务的唯一 ID。

environmentName 是 Boolean
待下线的环境名称，当前支持三个环境，测试：test，预发：prepub，线上：
release

unReleaseDesc 否 String 本次的下线描述。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 0 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示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UnReleaseService 
&serviceId=service=XX 
&environmentName=Online 
&unReleaseDesc=下线描述

返回示例如下：

服务相关接口
下线服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4:28:4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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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0", 
"message":"", 
"codeDesc":"Success",  
"unReleaseDesc":"unReleaseDes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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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ModifyService）用于修改服务的相关信息。当服务创建后，服务的名称、描述和服务类型均可被修改。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rviceId 是 String 待修改服务的唯一 Id

serviceName 否 String 修改后的服务名称

serviceDesc 否 String 修改后的服务描述

protocol 否 String 修改后的服务前端请求类型，如 HTTP 和 HTTPS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 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serviceId String 服务唯一 Id

serviceName String 服务名称

serviceDesc String 服务描述

protocol String 服务的前端请求类型，如 HTTP 和 HTTPS

modifiedTime Timestamp
最后修改时间。按照 ISO8601 标准表示，并且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YYYY-MM-

DDThh:mm:ssZ

示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修改服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4:29:5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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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ModifyService 
$serviceId=service-XXXX 
&serviceName=newTest 
&serviceDesc=newTestDescription 
&protocol=https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serviceId": "service-XXXX", 
"serviceName": "newTest", 
"serviceDesc": "newTestDescription", 
"protocol": "https", 
"modifiedTime": "2017-08-07T00:00:00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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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UpdateService）用于从服务发布的环境中运行版本切换到特定版本。用户在使用 API 网关创建服务并发布服务到某个环境

后，多因为开发过程会产生多个版本，此时可调用本接口。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rviceId 是 String 待切换服务的唯一 Id。

environmentalName 是 Boolean
待回滚的环境名称，当前支持三个环境，测试：Test，预发：Pre，线上：
release

versionName 是 String 切换的版本号。

updateDesc 否 String 本次的切换描述。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updateDesc String 本次的切换描述。

示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UpdateService 
&serviceId=service-XX 
&environmentalName=release 
&versionName=xxxxx 
&updateDesc=updateDesc

返回示例如下：

切换服务版本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4:31:0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API 网关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4 共118⻚

{ 
"code":"0", 
"message":"", 
"codeDesc":"Success",  
"updateDesc":"updateDes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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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CreateService）用于创建服务。

API 网关使用的最大单元为服务，每个服务中可创建多个 API 接口。每个服务有一个默认域名供客户调用，用户也可绑定自定义域名到此

服务中。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rviceName 否 String 用户自定义的服务名称。如果没传，则系统自动生成一个唯一名称。

serviceDesc 否 String 用户自定义的服务描述。

protocol 是 String 服务的前端请求类型。如 HTTP、HTTPS、HTTP 和 HTTPS。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serviceName String 服务名称

serviceDesc String 服务描述

subDomain String 服务的域名，由系统自动生成

serviceId String 服务唯一 Id，由系统生成，全局唯一

createdTime Timestamp
创建时间。按照 ISO8601 标准表示，并且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YYYY-MM-

DDThh:mm:ssZ

示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创建服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4:32:0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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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CreateService 
&serviceName=test 
&serviceDescription=testDescription 
&protocol=http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serviceId": "service-XXXX", 
"serviceName": "test", 
"serviceDesc": "desc", 
"subDomain": "523e8dc7bbe04613b5b1d726c2a7889d-apigateway.ap-guangzhou.qcloud.com", 
"createdTime": "2017-08-07T00:00:00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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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DeleteService）用于删除 API 网关中某个服务。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rviceId 是 String 待删除服务的唯一 I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示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DeleteService 
&serviceId=service-XXXX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

删除服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4:32:38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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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DeleteServiceSubDomainMapping）用于删除服务中某个环境的自定义域名映射。

当用户使用自定义域名，并使用了自定义映射时，可使用此接口。但需注意，若删除了所有环境的映射时，调用此 API 均会返回失败。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rviceId 是 String 服务唯一 ID

subDomain 是 String 服务绑定的自定义域名

environment 是 String 待删除映射的环境名称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示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DeleteServiceSubDomainMapping 
&serviceId=service-XXXX 
&subDomain=www.qq.com 
&environment=test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

删除自定义域名的路径映射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4:33:1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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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ReleaseService）用于发布服务。

API 网关的服务创建后，需要发布到某个环境方生效后，使用者才能进行调用，此接口用于发布服务到环境，如 release 环境。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rviceId 是 String 待发布服务的唯一 ID

environmentName 是 Boolean
待发布的环境名称，当前支持三个环境，测试：test，预发：prepub，线上：
release

releaseDesc 是 String 本次的发布描述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releaseTime Timestamp
服务发布时间，后续可以按此时间回滚。按照 ISO8601 标准表示，并且使用 UTC 时间。格式
为：YYYY-MM-DDThh:mm:ssZ

releaseDesc String 发布时的备注信息填写

示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ReleaseService 
&serviceId=service=XX 
&environmentName=Online 
&releaseDesc=发布描述

返回示例如下：

发布服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4:33:4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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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releaseTime": "2017-08-07T00:00:00Z", 
"releaseDesc": 12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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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ModifySubDomain）用于修改服务的自定义域名设置中的路径映射，可以修改绑定自定义域名之前的路径映射规则。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rviceId 是 String 服务唯一 ID。

subDomain 是 String 待修改路径映射的自定义的域名。

isDefaultMapping 是 String
是否修改为使用默认路径映射。为 TRUE，表示使用默认路径映
射，为 FALSE，表示使用自定义路径映射。

pathMappingSet.n.path 否 Object 修改后的自定义路径映射的路径。

pathMappingSet.n.environment 否 Object 修改后的自定义路径映射的环境名称。

protocol 否 String 修改后的自定义域名协议类型。

certificateId 否 String 证书 ID，协议包含 HTTPS 的时候要传该字段。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示例

输入示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ModifySubDomain 
&serviceId=service-XXXX 

服务修改自定义域名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4:34:1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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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Domain=testSubDomain 
&isDefaultMapping=FALSE 
&pathMapping.0.path=/test 
&pathMapping.0.environment=release

输出示例：

{ 
"code":"0", 
"message":"", 
"codeDesc":"Succ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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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BindSubDomain）用于绑定自定义域名到服务。

API 网关中每个服务都会提供一个默认的域名供用户调用，但当用户想使用自己的已有域名时，也可以将自定义域名绑定到此服务，在做

好与默认域名的 CNAME 后，可直接调用自定义域名。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rviceId 是 String 服务唯一 ID。

subDomain 是 String 待绑定的自定义的域名。

certificateId 否 String 待绑定自定义域名的证书唯一 ID。

isDefaultMapping 否 String
是否使用默认路径映射，默认为 TRUE。为 FALSE 时，表示自定
义路径映射，此时 pathMappingSet 必填。

pathMappingSet.n.path 否 Object

自定义路径映射的路径。使用自定义映射时，可一次仅映射一个
path 到一个环境，也可映射多个 path 到多个环境。并且一旦使用
自定义映射，原本的默认映射规则不再生效，只有自定义映射路径
生效。

pathMappingSet.n.environment 否 Object 自定义路径映射的环境名称。

protocol 否 String 绑定自定义域名的协议类型，默认与服务的前端协议一致。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示例

输入示例：

服务绑定自定义域名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4:35:0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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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BindSubDomain 
&serviceId=service-XXXX 
&subDomain=testSubDomain 
&certificate=testcertificate 
&pathMapping.0.path=/test 
&pathMapping.0.environment=release

输出示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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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UnBindSubDomain）用于解绑自定义域名。

用户使用 API 网关绑定了自定义域名到服务中后，若想要解绑此自定义域名，可使用此接口。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rviceId 是 String 服务唯一 ID

subDomain 是 String 待解绑的自定义的域名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示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UnBindSubDomain 
&serviceId=service-XXXX 
&subDomain=testSubDomain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

服务解绑自定义域名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4:38:3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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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ServiceUsagePlan）用于查询服务使用计划详情。

服务若需要鉴权限流生效，则需要绑定使用计划到此服务中，本接口用于查询绑定到一个服务的所有使用计划。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rviceId 是 String 待查询的服务唯一 ID

offset 否 Int 偏移量，默认为0

limit 否 Int 返回数量，默认为20，最大值为100

searchEnvironment 否 String 根据使用计划环境名称模精确索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totalCount Int 服务上绑定的使用计划总数

usagePlanList List of Arrays 服务上绑定的使用计划列表

usagePlanList 是绑定到该服务上面的使用计划列表，它是由 usagePlanAttribute 组成的数组，usagePlanAttribute 构成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usagePlanId String 使用计划的唯一 ID

usagePlanName String 使用计划的名称

usagePlanDesc String 使用计划的描述

environment String 使用计划绑定的服务环境

查询服务使用计划详情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4:54:5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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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reatedTime Timestamp 使用计划创建时间

modifiedTime Timestamp 使用计划最后修改时间

inUseRequestNum Int 已经使用的配额

maxRequestNum Int 请求配额总量，-1表示没有限制

示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DescribeServiceUsagePlan 
&serviceId=service-XX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totalCount": 2, 
"usagePlanList": [{ 
"usagePlanId": "usagePlan-XX", 
"usagePlanName": "usagePlanName1", 
"usagePlanDesc": "usagePlanDesc1", 
"environment": "Pre", 
"maxRequestNumPreSec": 100, 
"createdTime": "2017-08-07T00:00:00Z", 
"modifiedTime": "2017-08-07T00:00:00Z", 
"inUseRequestNum": 0, 
"maxRequestNum": -1 
}, 
{ 
"usagePlanId": "usagePlan-XXX", 
"usagePlanName": "usagePlanName2", 
"usagePlanDesc": "usagePlanDesc2", 
"environment": "Test", 
"maxRequestNumPreSec": 100, 
"createdTime": "2017-08-07T00:00:00Z", 
"modifiedTime": "2017-08-07T00:00:00Z", 
"inUseRequestNum": 10, 
"maxRequestNum": 1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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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ServicesStatus）用于搜索查询某一个服务或多个服务的列表，并返回服务相关的域名、时间等信息。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rviceIds.n 否
Array of

Strings
按照一个或者多个服务唯一 ID 查询

offset 否 Int
偏移量，默认为0。当服务数量极多时，可使用 offset 选择从第几个服务开始返
回详细信息

limit 否 Int 返回数量，默认为 20，最大值为 100

orderby 否 String 根据哪个字段排序

order 否 String 排序方式。默认为 desc

searchName 否 String 按照服务名字模糊搜索

searchId 否 String 按照服务唯一 ID 精确搜索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totalCount Int 符合条件的服务状态数量

serviceStatusSet List of Array 服务状态列表

其中，serviceStatusSet 是 serviceStatus 构成的数组，serviceStatus 的构成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serviceId String 服务唯一 ID

查询服务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4:56:0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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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serviceName String 用户自定义的服务名称

serviceDescription String 用户自定义的服务描述

subDomain String 系统给该服务自动分配的域名

protocol String 服务的前端请求类型。如 HTTP 和 HTTPS

createdTime Timestamp
创建时间。按照 ISO8601 标准表示，并且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YYYY-MM-

DDThh:mm:ssZ

modifiedTime Timestamp
最后修改时间。按照 ISO8601 标准表示，并且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YYYY-MM-

DDThh:mm:ssZ

availableEnvironments
List Of

String
已经发布的环境列表，如 Test，Pre，release

示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DescribeServicesStatus 
&serviceIds.0=service-XX 
&serviceIds.1=service-XXXX 
&offset=0
&limit=2
&orderby=createdTime 
&order=desc 
&searchKey=aa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totalCount": 2, 
"serviceStatusSet": [{ 
"serviceId": "service-XX", 
"serviceName": "test1", 
"serviceDescription": "test1", 
"subDomain": "523e8dc7bbe04613b5b1d726c2a7889d-apigateway.ap-guangzhou.qcloud.com", 
"protocol": "http", 
"createdTime": "2017-08-07T00:00:00Z", 
"modifiedTime": "2017-08-07T00:00:00Z", 
"availableEnvironments": [ 
"Pre", 
"releas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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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Id": "service-XXXX", 
"serviceName": "test2", 
"serviceDescription": "test2", 
"subDomain": "523e8dc7bbe04613b5b1d726c2a7889d-apigateway.ap-guangzhou.qcloud.com", 
"protocol": "https", 
"createdTime": "2017-08-07T00:10:00Z", 
"modifiedTime": "2017-08-07T00:10:00Z", 
"availableEnvironments": [ 
"Test", 
"Pr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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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ServiceReleaseVersion）查询一个服务下面所有已经发布的版本列表。

用户在发布服务时，常有多个版本发布，可使用本接口查询已发布的版本。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rviceId 是 String 待查询的服务唯一 ID

limit 否 Int 返回数量

offset 否 Int 偏移量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totalCount String 发布版本总数

versionList List of Array 版本列表

versionList 是历史版本列表，它是由 versionAttribute 组成的数组，versionAttribute 构成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versionName String 版本号

versionDesc String 版本描述

environments List of String 该版本当前发布的环境列表

createTime Time 版本创建时间

查询服务已发布的版本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4:56:3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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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DescribeServiceReleaseVersion 
&serviceId=service-XX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totalCount": 2, 
"versionList": [{ 
"versionName": "version-20170904xx", 
"versionDesc": "desc", 
"environments": [ 
"test", 
"prepub" 
], 
"createTime": "2017-09-27 00:00::00" 
}, 
{ 
"versionName": "version-20170905xx", 
"versionDesc": "desc", 
"environments": [ 
"release" 
], 
"createTime": "2017-09-27 00:0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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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ServiceEnvironmentList）用于查询一个服务的环境列表，可查询到此服务下所有环境及其状态。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rviceId 是 String 待查询的服务唯一 ID。

limit 否 Int 返回数量。

offset 否 Int 偏移量。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 0 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totalCount String 环境总数。

environmentList List of Array 环境列表。

environmentList 是环境列表，它是由 environmentAttribute 组成的数组，environmentAttribute 构成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environmentName String 环境名称。

url String 访问路径。

status Int 发布状态，1 表示已发布，0 表示未发布

verisonName String 运行版本。

示例

查询服务环境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4:57:5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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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DescribeServiceEnvironmentList 
&serviceId=service-XX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0", 
"message":"", 
"codeDesc":"Success",  
"totalCount":2, 
"environmentList":[ 
{ 
"environmentName":"test", 
"url":"hahah.ap-guangzhou.1251000011.tencentyunapi.com/test", 
"status":0, 
"verisonName":"" 
}, 
{ 
"environmentName":"pre", 
"url":"hahah.ap-guangzhou.1251000011.tencentyunapi.com/pre", 
"status":1, 
"verisonName":"version-20170904xx"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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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ServiceReleaseVersion）查询一个服务下面所有已经发布的版本列表。

用户在发布服务时，常有多个版本发布，可使用本接口查询已发布的版本。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rviceId 是 String 待查询的服务唯一 ID

limit 否 Int 返回数量

offset 否 Int 偏移量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totalCount String 发布版本总数

versionList List of Array 版本列表

versionList 是历史版本列表，它是由 versionAttribute 组成的数组，versionAttribute 构成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versionName String 版本号

versionDesc String 版本描述

environments List of String 该版本当前发布的环境列表

createTime Time 版本创建时间

查询服务环境的发布历史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4:58:08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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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DescribeServiceReleaseVersion 
&serviceId=service-XX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totalCount": 2, 
"versionList": [{ 
"versionName": "version-20170904xx", 
"versionDesc": "desc", 
"environments": [ 
"test", 
"prepub" 
], 
"createTime": "2017-09-27 00:00::00" 
}, 
{ 
"versionName": "version-20170905xx", 
"versionDesc": "desc", 
"environments": [ 
"release" 
], 
"createTime": "2017-09-27 00:0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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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Service）用于查询一个服务的详细信息、包括服务的描述、域名、协议、创建时间、发布情况等信息。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rviceId 是 String 待查询的服务唯一 I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serviceId String 服务唯一 ID

serviceName String 用户自定义的服务名称

serviceDesc String 服务描述

subDomain String 系统给该服务自动分配的域名

protocol String 服务的前端请求类型。如 HTTP 和 HTTPS

createdTime Timestamp
创建时间。按照 ISO8601 标准表示，并且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YYYY-MM-

DDThh:mm:ssZ

modifiedTime Timestamp
最后修改时间。按照 ISO8601 标准表示，并且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YYYY-MM-

DDThh:mm:ssZ

availableEnvironments
List Of

String
已经发布的环境列表，如 Test、Pre、release

示例

查询服务详情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4:58:4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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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DescribeService 
&serviceId=service-XX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serviceId": "service-XX", 
"serviceName": "test1", 
"serviceDesc": "test1", 
"subDomain": "523e8dc7bbe04613b5b1d726c2a7889d-apigateway.ap-guangzhou.qcloud.com", 
"protocol": "http", 
"createdTime": "2017-08-07T00:00:00Z", 
"modifiedTime": "2017-08-07T00:00:00Z", 
"availableEnvironments": [ 
"Pre", 
"releas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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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ServiceSubDomains）用于查询自定义列表。

API 网关可绑定自定义域名到服务，用于服务调用。此接口用于查询用户绑定在服务的自定义域名列表。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rviceId 是 String 服务唯一 I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totalCount Int 服务下的自定义域名数量

domainSet List of Array 域名列表

其中 domainSet 是域名列表，它由 domainStatus 构成，domainStatus 的组成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domainName String 域名名称

status String 域名解析状态。True 表示正常解析，Flase 表示解析失败

certificateId String 证书 ID

示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DescribeSubDomain 
&serviceId=service-XXXX

查询自定义域名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4:59:1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API 网关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80 共118⻚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totalCount": 2, 
"domainSet": [{ 
"domainName": "domain1", 
"status": "True", 
"certificateId": "XXXX" 
}, 
{ 
"domainName": "domain2", 
"status": "Flase", 
"certificateId": "XXXX"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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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ServiceSubDomainMappings）用于查询自定义域名的路径映射。

API 网关可绑定自定义域名到服务，并且可以对自定义域名的路径进行映射，可自定义不同的路径映射到服务中的三个环境，本接口用于

查询绑定服务的自定义域名的路径映射列表。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rviceId 是 String 服务唯一 ID

subDomain 是 String 服务绑定的自定义域名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isDefaultMapping String
是否使用默认路径映射，为 TRUE 表示使用默认路径映射；为 FALSE 的话，表示使用自定义路
径映射，此时 pathMappingSet 不为空

pathMappingSet
List of

Array
自定义路径映射列表

其中 pathMappingSet 是自定义路径映射列表，组成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path String 自定义路径映射的路径

environment String 自定义路径映射的环境名称

示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查询自定义域名的路径映射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4:59:4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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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DescribeServiceSubDomainMappings 
&serviceId=service-XXXX 
&subDomain=www.qq.com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totalCount": 2, 
"isDefaultMapping": "FALSE", 
"pathMapping": [{ 
"path": "/path1", 
"environment": "release" 
}, 
{ 
"path": "/path2", 
"environment": "tes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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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CreateApiKey）用于创建一对新的 API 密钥。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cretName 否 String 用户自定义密钥名称。

secretId 否 String
用户自定义密钥 ID，type 为 manual 时必传。⻓度为5 - 50字符，由字母、数字、英文
下划线组成。

secretKey 否 String
用户自定义密钥 Key，type 为 manual 时必传。⻓度为10 - 50字符，由字母、数字、
英文下划线。

type 否 String 密钥类型，支持 auto 和 manunal（自定义密钥），默认为 auto。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 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secretName String 用户自定义密钥名称。

secretId String 创建的 API 密钥 ID 。

secretKey String 创建的 API 密钥 Key。

type String 密钥类型，auto 或者 manual。

密钥相关接口
创建密钥
最近更新时间：2019-09-23 11:57:34

说明：

type 等于 manunal（自定义密钥 ）是内测类型，目前需要开通白名单，您可联系客户经理或 提交工单 申请开通白名单。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E5.85.AC.E5.85.B1.E9.94.99.E8.AF.AF.E7.A0.8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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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reatedTime Timestamp
创建时间。按照 ISO8601 标准表示，并且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YYYY-MM-

DDThh:mm:ssZ。

示例

示例一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CreateApiKey 
&secretName=myTest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secretName": "myTest", 
"secretId": "AKIDXXXXWKipDlK", 
"secretKey": "adasfdasffa", 
"type": "auto", 
"createdTime": "2017-08-07T00:00:00Z" 
}

示例二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CreateApiKey 
&secretName=myTest 
&secretId=myTestSecretId 
&secretKey=myTestSecretKey 
&type=manual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secretName": "myTest", 
"secretId": "myTestSecretId", 
"secretKey": "myTestSecretKey", 
"type": "manual", 
"createdTime": "2017-08-07T00:00:00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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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DeleteApiKey）用于删除一对 API 密钥。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cretId 是 String 待删除的密钥 I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示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DeleteApiKey 
&secretId=AKIDXXXXWKipDlK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

删除密钥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1:54:4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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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EnableApiKey）用于启动一对被禁用的 API 密钥。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cretId 是 String 待启动的密钥 I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示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EnableApiKey 
&secretId=AKIDXXXXWKipDlK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

启用密钥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1:55:08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3/697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api/372/%E9%94%99%E8%AF%AF%E7%A0%81#1.E3.80.81.E5.85.AC.E5.85.B1.E9.94.99.E8.AF.AF.E7.A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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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UpdateApiKey）用于更换用户已创建的一对 API 密钥。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cretId 是 String 待更换的密钥 ID。

secretKey 否 String
待更换的密钥 Key，更新自定义密钥时，该字段为必传。⻓度10 - 50字符，包括字母、数
字、英文下划线。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 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secretId String 待更换的密钥 ID。

secretKey String 更换后的密钥 Key。

type String 密钥类型。

modifiedTime Timestamp
更换时间。按照 ISO8601 标准表示，并且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YYYY-MM-

DDThh:mm:ssZ。

示例

示例一

更换密钥
最近更新时间：2019-09-23 11:57:52

说明：

secretKey 在更换自定义密钥时填写，若是自动生成的密钥不需要填写此字段，若在创建时是自定义密钥，请确认您已开通白名

单。您可联系客户经理或 提交工单 申请开通白名单。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E5.85.AC.E5.85.B1.E9.94.99.E8.AF.AF.E7.A0.8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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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UpdateApiKey 
&secretId=AKIDXXXXWKipDlK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secretId": "AKIDXXXXWKipDlK", 
"secretKey": "adasfdasffa", 
"type": "auto", 
"modifiedTime": "2017-08-07T00:00:00Z" 
}

示例二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UpdateApiKey 
&secretId=myTestSecretId 
&secretKey= myTestSecretKey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secretId": "myTestSecretId", 
"secretKey": "myTestSecretKey", 
"type": "manual", 
"modifiedTime": "2017-08-07T00:00:00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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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ApiKeysStatus）用于查询密钥列表。

当用户创建了多个密钥对时，可使用本接口查询一个或多个 API 密钥信息，本接口不会显示密钥 Key。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cretIds.n 否
Array of

Strings

按照一个或者多个 API 密钥 ID 查询。如果不输入此密钥 ID，则默认返回前20个
密钥的信息。

offset 否 Int 偏移量，默认为0。

limit 否 Int 返回数量，默认为20，最大值为100。

orderby 否 String 根据哪个字段排序。

order 否 String 排序方式。

searchName 否 String 按照密钥名字模糊搜索。

searchId 否 String 按照密钥唯一 ID 精确搜索。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totalCount Int 符合条件的 API 密钥数量。

apiKeyStatusSet List of Array API 密钥列表。

其中，apiKeyStatusSet 是 apiKeyStatus 构成的数组，apiKeyStatus 的构成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secretId String API 密钥 ID。

查询密钥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19-09-23 11:5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E5.85.AC.E5.85.B1.E9.94.99.E8.AF.AF.E7.A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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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secretName String 用户自定义密钥名称。

status Bollen 密钥状态，现在有两种，1：表示使用中；0：表示已禁用。

type String 密钥类型，现在有两种，auto：表示普通类型； manual：表示自定义类型。

createdTime Timestamp
创建时间。按照 ISO8601 标准表示，并且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YYYY-MM-

DDThh:mm:ssZ。

modifiedTime Timestamp
最后修改时间。按照 ISO8601 标准表示，并且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YYYY-MM-

DDThh:mm:ssZ。

示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DescribeApiKeysStatus 
&secretIds.0=AKIDXXXXWKipDlK 
&secretIds.1=AKIDXXXXAVd3EuW 
&offet=0 
&limit=2 
&orderby=createdTime 
&order=desc 
&searchKey=aa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totalCount": 2, 
"apiKeyStatusSet": [{ 
"secretId": "AKIDXXXXWKipDlK", 
"secretName": "myTest", 
"status": 1, 
"createdTime": "2017-08-07T00:00:00Z", 
"modifiedTime": "2017-08-07T00:00:00Z", 
"type": "auto" 
}, 
{ 
"secretId": "AKIDXXXXAVd3EuW", 
"secretName": "myTest1", 
"status": 0, 
"createdTime": "2017-08-07T00:10:00Z", 
"modifiedTime": "2017-08-07T00:10:00Z", 
"type": "auto"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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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ApiKey）用于查询密钥详情。

用户在创建密钥后，可用此接口查询一个 API 密钥的详情，该接口会显示密钥 Key。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cretId 是 String API 密钥 I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 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secretName String 用户自定义密钥名称。

secretId String API 密钥 ID。

secretKey String API 密钥 Key。

status Int API 密钥状态。1：使用中；0：禁用。

type String API 密钥类型。auto：普通；manual：自定义。

createdTime Timestamp
创建时间。按照 ISO8601 标准表示，并且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YYYY-MM-

DDThh:mm:ssZ。

modifiedTime Timestamp
最后修改时间。按照 ISO8601 标准表示，并且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YYYY-MM-

DDThh:mm:ssZ。

示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查询密钥详情
最近更新时间：2019-09-23 11:58:3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E5.85.AC.E5.85.B1.E9.94.99.E8.AF.AF.E7.A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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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DescribeApiKey 
&secretId=AKIDXXXXWKipDlK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secretId": "AKIDXXXXWKipDlK", 
"secretKey": "asdkXXXXKOlhKn", 
"secretName": "mytest", 
"status": 1, 
"type": "auto", 
"createdTime": "2017-08-07T00:00:00Z", 
"modifiedTime": "2017-08-07T00:00:00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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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DisableApiKey）用于禁用一对 API 密钥。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cretId 是 String 待禁用的密钥 I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示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DisableApiKey 
&secretId=AKIDXXXXWKipDlK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

禁用密钥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1:55:3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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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UnBindEnvironment）用于将使用计划从特定环境解绑。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usagePlanIds.n 是 List Of String 待绑定的使用计划唯一 ID 列表。

serviceId 是 String 待解绑的服务唯一 ID。

environment 是 String 待解绑的服务环境。

bindType 否 String 绑定类型，取值为 API、SERVICE，默认值为 SERVICE。

apiIds.n 否 List of String API 唯一 ID 数组，当 bindType=API 时，需要传入此参数。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 0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示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UnBindEnvironment 
&usagePlanId.0=usagePlan-XX 
&usagePlanId.1=usagePlan-XXX 
&serviceId=sevice-XX 
&environment=test

返回示例如下：

使用计划相关接口
从服务环境解绑使用计划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4:20:1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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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0", 
"message":"", 
"codeDesc":"Success"  
}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UnBindEnvironment 
&usagePlanId.0=usagePlan-XX 
&usagePlanId.1=usagePlan-XXX 
&serviceId=sevice-XX 
&apiIds.0=api-2yuua008 
&bindType=API 
&environment=test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0", 
"message":"", 
"codeDesc":"Succ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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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BindSecretIds）用于为使用计划绑定密钥。

将密钥绑定到某个使用计划，并将此使用计划绑定到某个服务发布的环境上，调用者方可使用此密钥调用这个服务中的 API，可使用本接

口为使用计划绑定密钥。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usagePlanId 是 String 待绑定的使用计划唯一 ID

secretIds 是 List of String 待绑定的密钥 ID 数组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示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BindSecretIds 
&usagePlanId=usagePlan-XX 
&secretIds.0=AKIDXXXXXXwEdsADQ 
&secretIds.1=AKIDXXXXXXjkIjdDE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

使用计划绑定密钥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4:20:4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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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UnBindSecretIds）用于为使用计划解绑密钥。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usagePlanId 是 String 待解绑的使用计划唯一 ID

secretIds 是 List of String 待解绑的密钥 ID 数组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示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UnBindSecretIds 
&usagePlanId=usagePlan-XX 
&secretIds.0=AKIDXXXXXXwEdsADQ 
&secretIds.1=AKIDXXXXXXjkIjdDE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

使用计划解绑密钥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4:21:2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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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ModifyUsagePlan）用于修改使用计划的名称，描述及 QPS。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usagePlanId 是 String 使用计划唯一 ID

usagePlanName 否 String 修改后的用户自定义的使用计划名称

usagePlanDesc 否 String 修改后的用户自定义的使用计划描述

maxRequestNumPreSec 否 Int 每秒请求限制数

maxRequestNum 否 Int 请求配额总数，-1表示不开启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usagePlanId String 使用计划唯一 ID

usagePlanName String 修改后的用户自定义的使用计划名称

usagePlanDesc String 修改后的用户自定义的使用计划描述

maxRequestNumPreSec Int 修改后的每秒请求限制数

modifiedTime Timestamp
最后修改时间。按照 ISO8601 标准表示，并且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YYYY-

MM-DDThh:mm:ssZ

示例

修改使用计划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4:21:5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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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ModifyUsagePlan 
&usagePlanId=usagePlan-XX 
&usagePlanName=newusagePlanName 
&usagePlanDesc=newUsagePlanDescription 
&maxRequestNumPreSec=1000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usagePlanId": "usagePlan-XX", 
"usagePlanName": "newusagePlanName", 
"usagePlanDesc": "newUsagePlanDescription", 
"maxRequestNumPreSec": 1000, 
"modifiedTime": "2017-08-07T00:00:00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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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CreateUsagePlan）用于创建使用计划。

用户在使用 API 网关时，需要创建使用计划并将其绑定到服务的环境中使用。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usagePlanName 否 String 用户自定义的使用计划名称

usagePlanDesc 否 String 用户自定义的使用计划描述

maxRequestNumPreSec 否 Int 每秒请求限制数，默认1000

maxRequestNum 否 Int 请求配额总数，不传为-1表示不开启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usagePlanId String 使用计划唯一 ID，由系统生成，全局唯一

usagePlanName String 用户自定义的使用计划名字

usagePlanDesc String 用户自定义的使用计划描述

createdTime Timestamp
创建时间。按照 ISO8601 标准表示，并且使用UTC时间。格式为：YYYY-MM-

DDThh:mm:ssZ

示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CreateUsagePlan 

创建使用计划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4:22:1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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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gePlanName=test 
&usagePlanDesc=testDesc 
&maxRequestNumPreSec=100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usagePlanId": "usagePlan-XX", 
"usagePlanName": "name", 
"usagePlanDesc": "desc", 
"createdTime": "2017-08-07T00:00:00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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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DeleteUsagePlan）用于删除使用计划。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usagePlanId 是 String 待删除的使用计划唯一 I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示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DeleteUsagePlan 
&usagePlanId=usagePlan-XX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

删除使用计划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4:22:4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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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UsagePlansStatus）用于查询一个或多个使用计划列表。可查询到这些使用计划的名称、描述、QPS 等信息。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usagePlanIds.n 否 Array of Strings 按照一个或者多个使用计划唯一 ID 查询。

offset 否 Int 偏移量，默认为 0。

limit 否 Int 返回数量，默认为 20，最大值为 100。

orderby 否 String 根据哪个字段排序。

order 否 String 排序方式。

searchName 否 String 按照使用计划名字模糊搜索。

searchId 否 String 按照使用计划唯一 ID 精确搜索。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 0 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totalCount Int 符合条件的使用计划数量。

usagePlanStatusSet List of Array 使用计划列表。

其中，usagePlanStatusSet 是 usagePlanStatus 构成的数组，usagePlanStatus 的构成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usagePlanId String 使用计划唯一 ID。

usagePlanName String 用户自定义的使用计划名称。

查询使用计划状态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4:23:08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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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usagePlanDescription String 用户自定义的使用计划描述。

requestControlUnit String
请求限制单位，默认是 SECOND。当前只能是 SECOND,后续会有 MINUTE、HOUR

等。

requestControlNum Int 请求限制数。

createdTime Timestamp
创建时间。按照 ISO8601 标准表示，并且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YYYY-MM-

DDThh:mm:ssZ。

modifiedTime Timestamp
最后修改时间。按照 ISO8601 标准表示，并且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YYYY-MM-

DDThh:mm:ssZ。

maxRequestNum Int 请求配额总量，-1表示没有限制。

示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DescribeUsagePlansStatus 
&usagePlanIds.0=usagePlan-XX 
&usagePlanIds.1=usagePlan-XXXX 
&offset=0
&limit=2
&orderby=createdTime 
&order=desc 
&searchKey=aa 
&filter.notServiceId=service-6qdpttk 
&filter.environment=Test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0", 
"message":"", 
"codeDesc":"Success",  
"totalCount":2, 
"usagePlanStatusSet":[ 
{ 
"usagePlanId":"usagePlan-XX", 
"usagePlanName":"test1", 
"usagePlanDescription":"test1", 
"maxRequestNumPreSec":500, 
"createdTime":"2017-08-07T00:00:00Z", 
"modifiedTime":"2017-08-07T00:00:00Z", 
"maxRequestNum": -1 
}, 
{ 
"usagePlanId":"usagePlan-XXXX", 
"usagePlanName":"test2", 
"usagePlanDescription":"te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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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RequestNumPreSec":500, 
"createdTime":"2017-08-07T00:10:00Z", 
"modifiedTime":"2017-08-07T00:10:00Z", 
"maxRequestNum": 1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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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UsagePlanSecretIds）用于查询使用计划绑定的密钥列表。

在 API 网关中，一个使用计划可绑定多个密钥对，可使用本接口查询使用计划绑定的密钥列表。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usagePlanId 是 String 待绑定的使用计划唯一 ID

limit 否 Int 返回数量

offset 否 Int 偏移量（从第几个密钥对开始查询）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totalCount String 密钥数目

secretIdList List of Array 密钥详情列表

secretIdList 是 secretStatus 组成的列表，其中 secretStatus 的组成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secretName String 密钥名称

secretId String 密钥 ID

status Int 密钥状态，0表示已禁用，1表示启用中

示例

查询使用计划绑定密钥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4:24:0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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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DescribeUsagePlanSecretIds 
&usagePlanId=usagePlan-XX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totalCount": 2, 
"secretIdList": [{ 
"secretName": "hwpwolmy", 
"secretId": "AKIDckpbbu0uogyngvbjuhn3z1mbqfy1db7h2cs9", 
"status": 1 
}, 
{ 
"secretName": "8jsuxt2i", 
"secretId": "AKIDFD3ZD5rq48TQKH61Lh6l37m0w507rD3h79z", 
"status":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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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UsagePlanEnvironments）用于查询使用计划绑定的环境列表。

用户在绑定了某个使用计划到环境后，可使用本接口查询这个使用计划绑定的所有服务的环境。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usagePlanId 是 String 待查询的使用计划唯一 ID

limit 否 Int 返回数量。当绑定多个服务的环境时，返回的数量若不配置则默认20

offset 否 Int 当有多个返回值时，从此偏移量开始查询

bindType 否 String 绑定类型，取值为 API、SERVICE，默认值为 SERVICE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totalCount Int 绑定的服务的环境数

environmentList List of Array 使用计划已经绑定的各个服务的环境状态

其中 environmentList 表示了该服务是否绑定到各个环境，environmentList 是由 environment 组成的数组，environment 的构成

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seviceId String 绑定的服务唯一 ID

serviceName String 绑定的服务名称

environmentName String 已经绑定的环境名称

apiId String API唯一ID，当入参bindType=API时返回此参数

查询使用计划绑定环境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4:24:3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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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inUseRequestNum Int 已经使用的配额

maxRequestNum Int 请求配额总量，-1表示没有限制

示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DescribeUsagePlanEnvironments 
&usagePlanId=usagePlan-XX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totalCount": 2, 
"environmentList": [{ 
"seviceId": "sevice-XX", 
"serviceName": "xxx", 
"environmentName": "Test", 
"inUseRequestNum": 0, 
"maxRequestNum": -1 
 
}, 
{ 
"seviceId": "sevice-XXXX", 
"serviceName": "xxx", 
"environmentName": "release", 
"inUseRequestNum": 10, 
"maxRequestNum": 1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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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UsagePlan）用于查询一个使用计划的详细信息，包括名称、QPS、创建时间绑定的环境等。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usagePlanId 是 String 待查询的使用计划唯一 I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 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usagePlanId String 使用计划唯一 ID

usagePlanName String 用户自定义的使用计划名称

usagePlanDesc String 使用计划描述

maxRequestNumPreSec Int 每秒请求限制数

createdTime Timestamp
创建时间。按照 ISO8601 标准表示，并且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YYYY-

MM-DDThh:mm:ssZ

modifiedTime Timestamp
最后修改时间。按照 ISO8601 标准表示，并且使用 UTC 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bindSecretIdTotalCount Int 绑定的密钥数

bindSecretIds
List of

String
使用计划已经绑定的密钥 ID 列表

bindEnvironmentTotalCount Int 绑定的服务的环境数

bindEnvironments
List of

Array
使用计划已经绑定的各个服务的环境状态

查询使用计划详情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4:25:2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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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bindEnvironments 表示了该服务是否绑定到各个环境，bindEnvironments 是由 bindEnvironment 组成的数组，

bindEnvironment 的构成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seviceId String 绑定的服务唯一 ID

environmentName String 已经绑定的环境名称

示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DescribeUsagePlan 
&usagePlanId=usagePlan-XX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usagePlanId": "usagePlan-XX", 
"usagePlanName": "test1", 
"usagePlanDesc": "test1", 
"maxRequestNumPreSec": 500, 
"createdTime": "2017-08-07T00:00:00Z", 
"modifiedTime": "2017-08-07T00:00:00Z", 
"bindSecretIdTotalCount": 2, 
"bindSecretIds": [ 
"AKIDXXXXXwdeqDFaw", 
"AKIDXXXXXkoihMAlS" 
], 
"bindEnvironmentTotalCount": 2, 
"bindEnvironments": [{ 
"seviceId": "sevice-XX", 
"environmentName": "Test" 
}, 
{ 
"seviceId": "sevice-XXXX", 
"environmentName": "releas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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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BindEnvironment）用于绑定使用计划到服务环境。

用户在发布服务到某个环境中后，如此 API 需要鉴权，还需要绑定使用计划才能进行调用，此接口用户将使用计划绑定到特定环境。

目前支持绑定使用计划到API，但是同一个服务不能同时存在绑定到服务的使用计划和绑定到API的使用计划，所以对已经绑定过服务级别

使用计划的环境，请先使用 服务级别使用计划降级 接口进行降级操作。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usagePlanIds.n 是 List Of String 待绑定的使用计划唯一 ID 列表。

serviceId 是 String 待绑定的服务唯一 ID。

environment 是 String 待绑定的环境。

bindType 否 String 绑定类型，取值为API、SERVICE，默认值为SERVICE。

apiIds.n 否 List of String API唯一ID数组，当bindType=API时，需要传入此参数。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 0 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示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BindEnvironment 
&usagePlanId.0=usagePlan-XX 
&usagePlanId.1=usagePlan-XXX 
&serviceId=sevice-XX 
&bindEnvironment=test

绑定使用计划到服务环境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4:25:58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API 网关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14 共118⻚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0", 
"message":"", 
"codeDesc":"Success"  
}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BindEnvironment 
&usagePlanId.0=usagePlan-XX 
&usagePlanId.1=usagePlan-XXX 
&serviceId=sevice-XX 
&bindType=API 
&apiIds.0=api-2yuua008 
&bindEnvironment=test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0", 
"message":"", 
"codeDesc":"Succ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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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DemoteServiceUsagePlan）用于将某个服务在某个环境的使用计划，降级到API上。

服务若需要鉴权限流生效，则需要绑定使用计划到此服务中，本接口用于查询绑定到一个服务的所有使用计划。

如果服务内没有API不允许进行此操作。

如果当前环境没有发布，不允许进行此操作。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rviceId 是 String 待查询的服务唯一 Id。

environment 是 String 环境名称。

usagePlanId 是 String 使用计划ID。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 0 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message String 模块错误信息描述，与接口相关。

示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DemoteServiceUsagePlan 
&serviceId=service-XX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0", 
"message":"", 

服务级别使用计划降级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4:26:4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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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Desc":"Succ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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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本接口（GenerateApiDocument）用于自动生成 API 文档和 SDK，一个服务的一个环境生成一份文档和 SDK。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其它参数可参考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serviceId 是 String 待创建文档的服务唯一 ID

language 是 String 待创建 SDK 的语言。当前只支持 Python 和 JavaScript

environment 是 String 待创建 SDK 的服务所在环境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 Int 公共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详⻅错误码⻚面的 公共错误码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documentURL String 生成的 document 会存放到 COS 中，此出参返回产生文件的下载链接

sdkURL String 生成的 SDK 会存放到 COS 中，此出参返回产生 SDK 文件的下载链接

示例

https://apigateway.api.qcloud.com/v2/index.php? 
&<公共请求参数> 
&Action=GenerateApiDocument 
&serviceId=service-xxxx 
&language=python 
&environment=release

返回示例如下：

文档和 SDK 相关接口
生成文档和 SDK

最近更新时间：2020-02-21 11:53:2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28/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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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documentURL": "http://api-document-1253970226.cosgz.myqcloud.com/service-xxxx.zip", 
"sdkURL": "http://api-sdk-python-1253970226.cosgz.myqcloud.com/service-xxxx.zi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