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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文档
更新历史
最近更新时间：2019-07-18 20:15:17

第 3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19-07-18 20:12:34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AddFairPlayPem
DeleteFairPlayPem
DescribeFairPlayPem
ModifyFairPlayPem
新增数据结构：
FairPlayPemDigestInfo

第 2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19-02-28 20:07:54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修改接口：
CreateLicense
新增出参：ContentId

第 1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18-11-22 20:08:34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CreateLicense
DescribeKeys
StartEncryptio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 共53页

数字版权管理

新增数据结构：
DrmOutputObject
DrmOutputPara
DrmSourceObject
Key
PlaybackPolicy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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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最近更新时间：2019-07-18 20:15:16
数字版权管理 API 升级到 3.0 版本。全新的 API 接口文档更加规范和全面，统一的参数风格和公共错误码，统一的 SDK/CLI 版本与
API 文档严格一致，给您带来简单快捷的使用体验。支持全地域就近接入让您更快连接腾讯云产品。
数字版权管理解决方案（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DRM），通过技术手段加密内容，用来控制带版权作品的使用、更改和分发，保
护带版权内容的安全。适用于音乐、电影等带版权的多媒体内容。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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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概览
最近更新时间：2019-07-18 20:15:16

密钥相关接口
接口名称

接口功能

DescribeKeys

查询加密密钥列表

工作流相关接口
接口名称

接口功能

StartEncryption

启动DRM加密

许可证相关接口
接口名称

接口功能

CreateLicense

生成DRM的播放许可证

证书相关接口
接口名称

接口功能

AddFairPlayPem

新设置fairplay方案所需私钥

DeleteFairPlayPem

删除Fairplay方案的私钥、ask

DescribeFairPlayPem

查询所设置的FairPlay私钥

ModifyFairPlayPem

设置fairplay方案所需私钥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7 共53页

数字版权管理

调用方式
请求结构
最近更新时间：2019-08-14 19:17:15

1. 服务地址
API 支持就近地域接入，本产品就近地域接入域名为 drm.tencentcloudapi.com ，也支持指定地域域名访问，例如广州地域的域名为
drm.ap-guangzhou.tencentcloudapi.com 。
推荐使用就近地域接入域名。根据调用接口时客户端所在位置，会自动解析到最近的某个具体地域的服务器。例如在广州发起请求，会自
动解析到广州的服务器，效果和指定 drm.ap-guangzhou.tencentcloudapi.com 是一致的。
注意：对时延敏感的业务，建议指定带地域的域名。
目前支持的域名列表为：
接入地域

域名

就近地域接入（推荐，只支持非金融区）

drm.tencentcloudapi.com

华南地区(广州)

drm.ap-guangzhou.tencentcloudapi.com

华东地区(上海)

drm.ap-shanghai.tencentcloudapi.com

华北地区(北京)

drm.ap-beijing.tencentcloudapi.com

西南地区(成都)

drm.ap-chengdu.tencentcloudapi.com

西南地区(重庆)

drm.ap-chongqing.tencentcloudapi.com

港澳台地区(中国香港)

drm.ap-hongkong.tencentcloudapi.com

亚太东南(新加坡)

drm.ap-singapore.tencentcloudapi.com

亚太东南(曼谷)

drm.ap-bangkok.tencentcloudapi.com

亚太南部(孟买)

drm.ap-mumbai.tencentcloudapi.com

亚太东北(首尔)

drm.ap-seoul.tencentcloudapi.com

亚太东北(东京)

drm.ap-tokyo.tencentcloudapi.com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

drm.na-ashburn.tencentcloudapi.com

美国西部(硅谷)

drm.na-siliconvalley.tencentcloudapi.com

北美地区(多伦多)

drm.na-toronto.tencentcloudapi.com

欧洲地区(法兰克福)

drm.eu-frankfurt.tencentcloudapi.com

欧洲地区(莫斯科)

drm.eu-moscow.tencentcloudapi.co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8 共53页

数字版权管理

注意：由于金融区和非金融区是隔离不互通的，因此当访问金融区服务时（公共参数 Region 为金融区地域），需要同时指定带金融区地
域的域名，最好和 Region 的地域保持一致。
金融区接入地域

金融区域名

华东地区(上海金融)

drm.ap-shanghai-fsi.tencentcloudapi.com

华南地区(深圳金融)

drm.ap-shenzhen-fsi.tencentcloudapi.com

2. 通信协议
腾讯云 API 的所有接口均通过 HTTPS 进行通信，提供高安全性的通信通道。

3. 请求方法
支持的 HTTP 请求方法:
POST（推荐）
GET
POST 请求支持的 Content-Type 类型：
application/json（推荐），必须使用 TC3-HMAC-SHA256 签名方法。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必须使用 HmacSHA1 或 HmacSHA256 签名方法。
multipart/form-data（仅部分接口支持），必须使用 TC3-HMAC-SHA256 签名方法。
GET 请求的请求包大小不得超过32KB。POST 请求使用签名方法为 HmacSHA1、HmacSHA256 时不得超过1MB。POST 请求使用签名
方法为 TC3-HMAC-SHA256 时支持10MB。

4. 字符编码
均使用 UTF-8 编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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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参数
最近更新时间：2019-07-18 20:15:17
公共参数是用于标识用户和接口鉴权目的的参数，如非必要，在每个接口单独的接口文档中不再对这些参数进行说明，但每次请求均需要
携带这些参数，才能正常发起请求。

签名方法 v3
使用 TC3-HMAC-SHA256 签名方法时，公共参数需要统一放到 HTTP Header 请求头部中，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X-TC-Action

String

是

操作的接口名称。取值参考接口文档中输入参数公共参数 Action 的说明。例如云服务器的
查询实例列表接口，取值为 DescribeInstances。

X-TC-Region

String

是

X-TCTimestamp

Integer

是

当前 UNIX 时间戳，可记录发起 API 请求的时间。例如 1529223702。注意：如果与服务器
时间相差超过5分钟，会引起签名过期错误。

X-TC-Version

String

是

操作的 API 的版本。取值参考接口文档中入参公共参数 Version 的说明。例如云服务器的版
本 2017-03-12。

地域参数，用来标识希望操作哪个地域的数据。接口接受的地域取值参考接口文档中输入参

Authorization

String

是

X-TC-Token

String

否

数公共参数 Region 的说明。注意：某些接口不需要传递该参数，接口文档中会对此特别说
明，此时即使传递该参数也不会生效。

HTTP 标准身份认证头部字段，例如：
TC3-HMAC-SHA256 Credential=AKIDEXAMPLE/Date/service/tc3_request,
SignedHeaders=content-type;host,
Signature=fe5f80f77d5fa3beca038a248ff027d0445342fe2855ddc963176630326f1024
其中，
- TC3-HMAC-SHA256：签名方法，目前固定取该值；
- Credential：签名凭证，AKIDEXAMPLE 是 SecretId；Date 是 UTC 标准时间的日期，取
值需要和公共参数 X-TC-Timestamp 换算的 UTC 标准时间日期一致；service 为产品名，
通常为域名前缀，例如域名 cvm.tencentcloudapi.com 意味着产品名是 cvm。本产品取值
为 cvm；
- SignedHeaders：参与签名计算的头部信息，content-type 和 host 为必选头部；
- Signature：签名摘要。
临时证书所用的 Token ，需要结合临时密钥一起使用。临时密钥和 Token 需要到访问管理
服务调用接口获取。长期密钥不需要 Token。

假设用户想要查询广州地域的云服务器实例列表，则其请求结构按照请求 URL、请求头部、请求体示例如下:
HTTP GET 请求结构示例:
https://cvm.tencentcloudapi.com/?Limit=10&Offset=0
Authorization: TC3-HMAC-SHA256 Credential=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EXAMPLE/2018-10-09/cvm/tc3_reque
st, SignedHeaders=content-type;host, Signature=5da7a33f6993f0614b047e5df4582db9e9bf4672ba50567dba16c6ccf174c
474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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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 cvm.tencentcloudapi.com
X-TC-Action: DescribeInstances
X-TC-Version: 2017-03-12
X-TC-Timestamp: 1539084154
X-TC-Region: ap-guangzhou
HTTP POST （application/json） 请求结构示例：
https://cvm.tencentcloudapi.com/
Authorization: TC3-HMAC-SHA256 Credential=AKIDEXAMPLE/2018-05-30/cvm/tc3_request, SignedHeaders=content-typ
e;host, Signature=582c400e06b5924a6f2b5d7d672d79c15b13162d9279b0855cfba6789a8edb4c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Host: cvm.tencentcloudapi.com
X-TC-Action: DescribeInstances
X-TC-Version: 2017-03-12
X-TC-Timestamp: 1527672334
X-TC-Region: ap-guangzhou
{"Offset":0,"Limit":10}
HTTP POST （multipart/form-data）请求结构示例（仅特定的接口支持）：
https://cvm.tencentcloudapi.com/
Authorization: TC3-HMAC-SHA256 Credential=AKIDEXAMPLE/2018-05-30/cvm/tc3_request, SignedHeaders=content-typ
e;host, Signature=582c400e06b5924a6f2b5d7d672d79c15b13162d9279b0855cfba6789a8edb4c
Content-Type: multipart/form-data; boundary=58731222010402
Host: cvm.tencentcloudapi.com
X-TC-Action: DescribeInstances
X-TC-Version: 2017-03-12
X-TC-Timestamp: 1527672334
X-TC-Region: ap-guangzhou
--58731222010402
Content-Disposition: form-data; name="Offset"
0
--58731222010402
Content-Disposition: form-data; name="Limit"
10
--58731222010402--

签名方法 v1
使用 HmacSHA1 和 HmacSHA256 签名方法时，公共参数需要统一放到请求串中，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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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操作的接口名称。取值参考接口文档中输入参数公共参数 Action 的说明。例如云服务
器的查询实例列表接口，取值为 DescribeInstances。

Region

String

是

Timestamp

Integer

是

当前 UNIX 时间戳，可记录发起 API 请求的时间。例如1529223702，如果与当前时间
相差过大，会引起签名过期错误。

Nonce

Integer

是

随机正整数，与 Timestamp 联合起来，用于防止重放攻击。

SecretId

String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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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ature

String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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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计算方法参见接口鉴权文档。

Version

String

是

操作的 API 的版本。取值参考接口文档中入参公共参数 Version 的说明。例如云服务器
的版本 2017-03-12。

SignatureMethod

String

否

地域参数，用来标识希望操作哪个地域的数据。接口接受的地域取值参考接口文档中输
入参数公共参数 Region 的说明。注意：某些接口不需要传递该参数，接口文档中会对
此特别说明，此时即使传递该参数也不会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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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ken

String

否

临时证书所用的 Token ，需要结合临时密钥一起使用。临时密钥和 Token 需要到访问
管理服务调用接口获取。长期密钥不需要 Token 。

假设用户想要查询广州地域的云服务器实例列表，其请求结构按照请求 URL、请求头部、请求体示例如下:
HTTP GET 请求结构示例:
https://cvm.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Instances&Version=2017-03-12&SignatureMethod=HmacSHA256&T
imestamp=1527672334&Signature=37ac2f4fde00b0ac9bd9eadeb459b1bbee224158d66e7ae5fcadb70b2d181d02&Regio
n=ap-guangzhou&Nonce=23823223&SecretId=AKIDEXAMPLE
Host: cvm.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HTTP POST 请求结构示例：
https://cvm.tencentcloudapi.com/
Host: cvm.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Action=DescribeInstances&Version=2017-03-12&SignatureMethod=HmacSHA256&Timestamp=1527672334&Signature
=37ac2f4fde00b0ac9bd9eadeb459b1bbee224158d66e7ae5fcadb70b2d181d02&Region=ap-guangzhou&Nonce=238232
23&SecretId=AKIDEXAMPL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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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鉴权 v3
最近更新时间：2019-08-14 19:17:15
腾讯云 API 会对每个请求进行身份验证，用户需要使用安全凭证，经过特定的步骤对请求进行签名（Signature），每个请求都需要在公
共请求参数中指定该签名结果并以指定的方式和格式发送请求。

申请安全凭证
本文使用的安全凭证为密钥，密钥包括 SecretId 和 SecretKey。每个用户最多可以拥有两对密钥。
SecretId：用于标识 API 调用者身份，可以简单类比为用户名。
SecretKey：用于验证 API 调用者的身份，可以简单类比为密码。
用户必须严格保管安全凭证，避免泄露，否则将危及财产安全。如已泄漏，请立刻禁用该安全凭证。
申请安全凭证的具体步骤如下：
1. 登录 腾讯云管理中心控制台。
2. 前往 云API密钥 的控制台页面。
3. 在 云API密钥 页面，单击【新建】即可以创建一对密钥。

使用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配套了 7 种常见的编程语言 SDK，均已开源，包括 Python、Java、PHP、Go、NodeJS、.NET、C++。同时还提供了 API
Explorer 供用户在线调用、签名验证、生成 SDK 代码。如果在签名时遇到困难，请善加利用这些资源。

TC3-HMAC-SHA256 签名方法
TC3-HMAC-SHA256 签名方法相比以前的 HmacSHA1 和 HmacSHA256 签名方法，功能上覆盖了以前的签名方法，而且更安全，支持
更大的请求，支持 json 格式，性能有一定提升，建议使用该签名方法计算签名。
云 API 支持 GET 和 POST 请求。对于GET方法，只支持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协议格式。对于POST
方法，目前支持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以及 Content-Type: multipart/form-data 两种协议格式，json 格式绝大多数接口均
支持，multipart 格式只有特定接口支持，此时该接口不能使用 json 格式调用，参考具体业务接口文档说明。推荐使用 POST 请求，因
为两者的结果并无差异，但 GET 请求只支持 32 KB 以内的请求包。
下面以云服务器查询广州区实例列表作为例子，分步骤介绍签名的计算过程。我们选择该接口是因为：
1. 云服务器默认已开通，该接口很常用；
2. 该接口是只读的，不会改变现有资源的状态；
3. 接口覆盖的参数种类较全，可以演示包含数据结构的数组如何使用。
在示例中，不论公共参数或者接口的参数，我们尽量选择容易犯错的情况。在实际调用接口时，请根据实际情况来，每个接口的参数并不
相同，不要照抄这个例子的参数和值。
假设用户的 SecretId 和 SecretKey 分别是：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EXAMPLE 和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EXAMPLE。用户想查看广州区云服务器名为“未命名”的主机状态，只返回一条数据。则请求可能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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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l -X POST https://cvm.tencentcloudapi.com \
-H "Authorization: TC3-HMAC-SHA256 Credential=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EXAMPLE/2019-02-25/cvm/tc3_re
quest, SignedHeaders=content-type;host, Signature=72e494ea809ad7a8c8f7a4507b9bddcbaa8e581f516e8da2f66e2c5a9
6525168" \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H "Host: cvm.tencentcloudapi.com" \
-H "X-TC-Action: DescribeInstances" \
-H "X-TC-Timestamp: 1551113065" \
-H "X-TC-Version: 2017-03-12" \
-H "X-TC-Region: ap-guangzhou" \
-d '{"Limit": 1, "Filters": [{"Values": ["\u672a\u547d\u540d"], "Name": "instance-name"}]}'
下面详细解释签名计算过程。

1. 拼接规范请求串
按如下伪代码格式拼接规范请求串（CanonicalRequest）：
CanonicalRequest =
HTTPRequestMethod + '\n' +
CanonicalURI + '\n' +
CanonicalQueryString + '\n' +
CanonicalHeaders + '\n' +
SignedHeaders + '\n' +
HashedRequestPayload
字段名称

解释

HTTPRequestMethod

HTTP 请求方法（GET、POST ）。此示例取值为 POST 。

CanonicalURI

URI 参数，API 3.0 固定为正斜杠（/）。

CanonicalQueryString

发起 HTTP 请求 URL 中的查询字符串，对于 POST 请求，固定为空字符串""，对于 GET 请求，则为
URL 中问号（?）后面的字符串内容，例如：Limit=10&Offset=0。
注意：CanonicalQueryString 需要经过 URL 编码。
参与签名的头部信息，至少包含 host 和 content-type 两个头部，也可加入自定义的头部参与签名以
提高自身请求的唯一性和安全性。
拼接规则：

CanonicalHeaders

1. 头部 key 和 value 统一转成小写，并去掉首尾空格，按照 key:value\n 格式拼接；
2. 多个头部，按照头部 key（小写）的 ASCII 升序进行拼接。
此示例计算结果是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nhost:cvm.tencentcloudapi.com\n 。
注意：content-type 必须和实际发送的相符合，有些编程语言网络库即使未指定也会自动添加
charset 值，如果签名时和发送时不一致，服务器会返回签名校验失败。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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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解释
参与签名的头部信息，说明此次请求有哪些头部参与了签名，和 CanonicalHeaders 包含的头部内容
是一一对应的。content-type 和 host 为必选头部。
拼接规则：

SignedHeaders

1. 头部 key 统一转成小写；
2. 多个头部 key（小写）按照 ASCII 升序进行拼接，并且以分号（;）分隔。
此示例为 content-type;host
请求正文（payload，即 body，此示例为 {"Limit": 1, "Filters": [{"Values":

HashedRequestPayload

["\u672a\u547d\u540d"], "Name": "instance-name"}]} ）的哈希值，计算伪代码为
Lowercase(HexEncode(Hash.SHA256(RequestPayload)))，即对 HTTP 请求正文做 SHA256 哈
希，然后十六进制编码，最后编码串转换成小写字母。对于 GET 请求，RequestPayload 固定为空字
符串。此示例计算结果是
35e9c5b0e3ae67532d3c9f17ead6c90222632e5b1ff7f6e89887f1398934f064 。

根据以上规则，示例中得到的规范请求串如下：
POST
/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host:cvm.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host
35e9c5b0e3ae67532d3c9f17ead6c90222632e5b1ff7f6e89887f1398934f064

2. 拼接待签名字符串
按如下格式拼接待签名字符串：
StringToSign =
Algorithm + \n +
RequestTimestamp + \n +
CredentialScope + \n +
HashedCanonicalRequest
字段名称

解释

Algorithm

签名算法，目前固定为 TC3-HMAC-SHA256 。

RequestTimestamp

请求时间戳，即请求头部的公共参数 X-TC-Timestamp 取值，取当前时间 UNIX 时间戳，精确到
秒。此示例取值为 1551113065 。
凭证范围，格式为 Date/service/tc3_request，包含日期、所请求的服务和终止字符串

CredentialScope

（tc3_request）。Date 为 UTC 标准时间的日期，取值需要和公共参数 X-TC-Timestamp 换算的
UTC 标准时间日期一致；service 为产品名，必须与调用的产品域名一致。此示例计算结果是 201902-25/cvm/tc3_reques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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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解释
前述步骤拼接所得规范请求串的哈希值，计算伪代码为

HashedCanonicalRequest

Lowercase(HexEncode(Hash.SHA256(CanonicalRequest)))。此示例计算结果是
5ffe6a04c0664d6b969fab9a13bdab201d63ee709638e2749d62a09ca18d7031 。

注意：

1. Date 必须从时间戳 X-TC-Timestamp 计算得到，且时区为 UTC+0。如果加入系统本地时区信息，例如东八区，将导致白天和
晚上调用成功，但是凌晨时调用必定失败。假设时间戳为 1551113065，在东八区的时间是 2019-02-26 00:44:25，但是计算得
到的 Date 取 UTC+0 的日期应为 2019-02-25，而不是 2019-02-26。
2. Timestamp 必须是当前系统时间，且需确保系统时间和标准时间是同步的，如果相差超过五分钟则必定失败。如果长时间不和
标准时间同步，可能导致运行一段时间后，请求必定失败，返回签名过期错误。

根据以上规则，示例中得到的待签名字符串如下：
TC3-HMAC-SHA256
1551113065
2019-02-25/cvm/tc3_request
5ffe6a04c0664d6b969fab9a13bdab201d63ee709638e2749d62a09ca18d7031

3. 计算签名
1）计算派生签名密钥，伪代码如下：
SecretKey =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EXAMPLE"
SecretDate = HMAC_SHA256("TC3" + SecretKey, Date)
SecretService = HMAC_SHA256(SecretDate, Service)
SecretSigning = HMAC_SHA256(SecretService, "tc3_request")
字段名称

解释

SecretKey

原始的 SecretKey，即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EXAMPLE 。

Date

即 Credential 中的 Date 字段信息。此示例取值为 2019-02-25 。

Service

即 Credential 中的 Service 字段信息。此示例取值为 cvm 。

2）计算签名，伪代码如下：
Signature = HexEncode(HMAC_SHA256(SecretSigning, StringToSign))

4. 拼接 Authorization
按如下格式拼接 Authorization：
Authorization =
Algorithm + '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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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ential=' + SecretId + '/' + CredentialScope + ', ' +
'SignedHeaders=' + SignedHeaders + ', ' +
'Signature=' + Signature
字段名称

解释

Algorithm

签名方法，固定为 TC3-HMAC-SHA256 。

SecretId

密钥对中的 SecretId，即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EXAMPLE 。

CredentialScope

见上文，凭证范围。此示例计算结果是 2019-02-25/cvm/tc3_request 。

SignedHeaders

见上文，参与签名的头部信息。此示例取值为 content-type;host 。

Signature

签名值。此示例计算结果是
72e494ea809ad7a8c8f7a4507b9bddcbaa8e581f516e8da2f66e2c5a96525168 。

根据以上规则，示例中得到的值为：
TC3-HMAC-SHA256 Credential=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EXAMPLE/2019-02-25/cvm/tc3_request, SignedHead
ers=content-type;host, Signature=72e494ea809ad7a8c8f7a4507b9bddcbaa8e581f516e8da2f66e2c5a96525168
最终完整的调用信息如下：
POST https://cvm.tencentcloudapi.com/
Authorization: TC3-HMAC-SHA256 Credential=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EXAMPLE/2019-02-25/cvm/tc3_reque
st, SignedHeaders=content-type;host, Signature=72e494ea809ad7a8c8f7a4507b9bddcbaa8e581f516e8da2f66e2c5a9652
5168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Host: cvm.tencentcloudapi.com
X-TC-Action: DescribeInstances
X-TC-Version: 2017-03-12
X-TC-Timestamp: 1551113065
X-TC-Region: ap-guangzhou
{"Limit": 1, "Filters": [{"Values": ["\u672a\u547d\u540d"], "Name": "instance-name"}]}

5. 签名演示
Java
import java.nio.charset.Charset;
import java.nio.charset.StandardCharsets;
import java.security.MessageDigest;
import java.text.SimpleDateFormat;
import java.util.Date;
import java.util.TimeZone;
import java.util.TreeMap;
import javax.crypto.Mac;
import javax.crypto.spec.SecretKeySpec;
import javax.xml.bind.DatatypeConverter;
public class TencentCloudAPITC3Demo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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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final static Charset UTF8 = StandardCharsets.UTF_8;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SECRET_ID =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EXAMPLE";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SECRET_KEY =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EXAMPLE";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CT_JSON =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public static byte[] hmac256(byte[] key, String msg) throws Exception {
Mac mac = Mac.getInstance("HmacSHA256");
SecretKeySpec secretKeySpec = new SecretKeySpec(key, mac.getAlgorithm());
mac.init(secretKeySpec);
return mac.doFinal(msg.getBytes(UTF8));
}
public static String sha256Hex(String s) throws Exception {
MessageDigest md = MessageDigest.getInstance("SHA-256");
byte[] d = md.digest(s.getBytes(UTF8));
return DatatypeConverter.printHexBinary(d).toLowerCase();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Exception {
String service = "cvm";
String host = "cvm.tencentcloudapi.com";
String region = "ap-guangzhou";
String action = "DescribeInstances";
String version = "2017-03-12";
String algorithm = "TC3-HMAC-SHA256";
String timestamp = "1551113065";
//String timestamp = String.valueOf(System.currentTimeMillis() / 1000);
SimpleDateFormat sdf = new SimpleDateFormat("yyyy-MM-dd");
// 注意时区，否则容易出错
sdf.setTimeZone(TimeZone.getTimeZone("UTC"));
String date = sdf.format(new Date(Long.valueOf(timestamp + "000")));
// ************* 步骤 1：拼接规范请求串 *************
String httpRequestMethod = "POST";
String canonicalUri = "/";
String canonicalQueryString = "";
String canonicalHeaders =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n" + "host:" + host + "\n";
String signedHeaders = "content-type;host";
String payload = "{\"Limit\": 1, \"Filters\": [{\"Values\": [\"\\u672a\\u547d\\u540d\"], \"Name\": \"instance-name\"}]}";
String hashedRequestPayload = sha256Hex(payload);
String canonicalRequest = httpRequestMethod + "\n" + canonicalUri + "\n" + canonicalQueryString + "\n"
+ canonicalHeaders + "\n" + signedHeaders + "\n" + hashedRequestPayload;
System.out.println(canonicalRequest);
// ************* 步骤 2：拼接待签名字符串 *************
String credentialScope = date + "/" + service + "/" + "tc3_request";
String hashedCanonicalRequest = sha256Hex(canonicalRequest);
String stringToSign = algorithm + "\n" + timestamp + "\n" + credentialScope + "\n" + hashedCanonicalRequest;
System.out.println(stringToSign);
// ************* 步骤 3：计算签名 *************
byte[] secretDate = hmac256(("TC3" + SECRET_KEY).getBytes(UTF8), date);
byte[] secretService = hmac256(secretDat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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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te[] secretSigning = hmac256(secretService, "tc3_request");
String signature = DatatypeConverter.printHexBinary(hmac256(secretSigning, stringToSign)).toLowerCase();
System.out.println(signature);
// ************* 步骤 4：拼接 Authorization *************
String authorization = algorithm + " " + "Credential=" + SECRET_ID + "/" + credentialScope + ", "
+ "SignedHeaders=" + signedHeaders + ", " + "Signature=" + signature;
System.out.println(authorization);
TreeMap<String, String> headers = new TreeMap<String, String>();
headers.put("Authorization", authorization);
headers.put("Content-Type", CT_JSON);
headers.put("Host", host);
headers.put("X-TC-Action", action);
headers.put("X-TC-Timestamp", timestamp);
headers.put("X-TC-Version", version);
headers.put("X-TC-Region", region);
StringBuilder sb = new StringBuilder();
sb.append("curl -X POST https://").append(host)
.append(" -H \"Authorization: ").append(authorization).append("\"")
.append("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append(" -H \"Host: ").append(host).append("\"")
.append(" -H \"X-TC-Action: ").append(action).append("\"")
.append(" -H \"X-TC-Timestamp: ").append(timestamp).append("\"")
.append(" -H \"X-TC-Version: ").append(version).append("\"")
.append(" -H \"X-TC-Region: ").append(region).append("\"")
.append(" -d '").append(payload).append("'");
System.out.println(sb.toString());
}
}

Python
# -*- coding: utf-8 -*import hashlib, hmac, json, os, sys, time
from datetime import datetime
# 密钥参数
secret_id =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EXAMPLE"
secret_key =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EXAMPLE"
service = "cvm"
host = "cvm.tencentcloudapi.com"
endpoint = "https://" + host
region = "ap-guangzhou"
action = "DescribeInstances"
version = "2017-03-12"
algorithm = "TC3-HMAC-SHA256"
#timestamp = int(time.time())
timestamp = 1551113065
date = datetime.utcfromtimestamp(timestamp).strftime("%Y-%m-%d")
params = {"Limit": 1, "Filters": [{"Name": "instance-name", "Values": [u"未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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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步骤 1：拼接规范请求串 *************
http_request_method = "POST"
canonical_uri = "/"
canonical_querystring = ""
ct =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payload = json.dumps(params)
canonical_headers = "content-type:%s\nhost:%s\n" % (ct, host)
signed_headers = "content-type;host"
hashed_request_payload = hashlib.sha256(payload.encode("utf-8")).hexdigest()
canonical_request = (http_request_method + "\n" +
canonical_uri + "\n" +
canonical_querystring + "\n" +
canonical_headers + "\n" +
signed_headers + "\n" +
hashed_request_payload)
print(canonical_request)
# ************* 步骤 2：拼接待签名字符串 *************
credential_scope = date + "/" + service + "/" + "tc3_request"
hashed_canonical_request = hashlib.sha256(canonical_request.encode("utf-8")).hexdigest()
string_to_sign = (algorithm + "\n" +
str(timestamp) + "\n" +
credential_scope + "\n" +
hashed_canonical_request)
print(string_to_sign)
# ************* 步骤 3：计算签名 *************
# 计算签名摘要函数
def sign(key, msg):
return hmac.new(key, msg.encode("utf-8"), hashlib.sha256).digest()
secret_date = sign(("TC3" + secret_key).encode("utf-8"), date)
secret_service = sign(secret_date, service)
secret_signing = sign(secret_service, "tc3_request")
signature = hmac.new(secret_signing, string_to_sign.encode("utf-8"), hashlib.sha256).hexdigest()
print(signature)
# ************* 步骤 4：拼接 Authorization *************
authorization = (algorithm + " " +
"Credential=" + secret_id + "/" + credential_scope + ", " +
"SignedHeaders=" + signed_headers + ", " +
"Signature=" + signature)
print(authorization)
print('curl -X POST ' + endpoint
+ ' -H "Authorization: ' + authorization + '"'
+ '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 -H "Host: ' + host + '"'
+ ' -H "X-TC-Action: ' + action + '"'
+ ' -H "X-TC-Timestamp: ' + str(timestamp) + '"'
+ ' -H "X-TC-Version: ' + version + '"'
+ ' -H "X-TC-Region: ' + region + '"'
+ " -d '" + payloa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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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失败
存在以下签名失败的错误码，请根据实际情况处理。
错误码

错误描述

AuthFailure.SignatureExpire

签名过期。Timestamp 与服务器接收到请求的时间相差不得超过五分钟。

AuthFailure.SecretIdNotFound

密钥不存在。请到控制台查看密钥是否被禁用，是否少复制了字符或者多了字符。

AuthFailure.SignatureFailure

签名错误。可能是签名计算错误，或者签名与实际发送的内容不相符合，也有可能是密钥
SecretKey 错误导致的。

AuthFailure.TokenFailure

临时证书 Token 错误。

AuthFailure.InvalidSecretId

密钥非法（不是云 API 密钥类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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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鉴权
最近更新时间：2019-08-14 19:17:15
腾讯云 API 会对每个访问请求进行身份验证，即每个请求都需要在公共请求参数中包含签名信息（Signature）以验证请求者身份。 签名
信息由安全凭证生成，安全凭证包括 SecretId 和 SecretKey；若用户还没有安全凭证，请前往 云API密钥页面 申请，否则无法调用云
API 接口。

1. 申请安全凭证
在第一次使用云 API 之前，请前往 云 API 密钥页面 申请安全凭证。 安全凭证包括 SecretId 和 Secret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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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必须严格保管安全凭证，避免泄露。
申请安全凭证的具体步骤如下：
1. 登录 腾讯云管理中心控制台。
2. 前往 云 API 密钥 的控制台页面
3. 在 云 API 密钥 页面，单击【新建】即可以创建一对 SecretId/SecretKey。
注意：每个账号最多可以拥有两对 SecretId/SecretKey。

2. 生成签名串
有了安全凭证SecretId 和 SecretKey后，就可以生成签名串了。以下是生成签名串的详细过程：
假设用户的 SecretId 和 SecretKey 分别是：
SecretId: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EXAMPLE
SecretKey: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EXAMPLE
注意：这里只是示例，请根据用户实际申请的 SecretId 和 SecretKey 进行后续操作！
以云服务器查看实例列表(DescribeInstances)请求为例，当用户调用这一接口时，其请求参数可能如下:
参数名称

中文

参数值

Action

方法名

DescribeInstances

SecretId

密钥 ID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EXAMPLE

Timestamp

当前时间戳

1465185768

Nonce

随机正整数

11886

Region

实例所在区域

ap-guangzhou

InstanceIds.0

待查询的实例 ID

ins-09dx96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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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中文

参数值

Offset

偏移量

0

Limit

最大允许输出

20

Version

接口版本号

2017-03-12

2.1. 对参数排序
首先对所有请求参数按参数名的字典序（ ASCII 码）升序排序。注意：1）只按参数名进行排序，参数值保持对应即可，不参与比大小；
2）按 ASCII 码比大小，如 InstanceIds.2 要排在 InstanceIds.12 后面，不是按字母表，也不是按数值。用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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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it' : 20,
'Nonce' : 11886,
'Offset' : 0,
'Region' : 'ap-guangzhou',
'SecretId' :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EXAMPLE',
'Timestamp' : 1465185768,
'Version': '2017-0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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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拼接请求字符串
此步骤生成请求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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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意：“参数值”为原始值而非 url 编码后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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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DescribeInstances&InstanceIds.0=ins-09dx96dg&Limit=20&Nonce=11886&Offset=0&Region=ap-guangzhou&S
ecretId=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EXAMPLE&Timestamp=1465185768&Version=2017-03-12

2.3. 拼接签名原文字符串
此步骤生成签名原文字符串。 签名原文字符串由以下几个参数构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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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请求主机:查看实例列表(DescribeInstances)的请求域名为：cvm.tencentcloudapi.com。实际的请求域名根据接口所属模块的不同而
不同，详见各接口说明。
3. 请求路径: 当前版本云API的请求路径固定为 / 。
4. 请求字符串: 即上一步生成的请求字符串。
签名原文串的拼接规则为： 请求方法 + 请求主机 +请求路径 + ? + 请求字符串 。
示例的拼接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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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cvm.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Instances&InstanceIds.0=ins-09dx96dg&Limit=20&Nonce=11886&Offse
t=0&Region=ap-guangzhou&SecretId=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EXAMPLE&Timestamp=1465185768&Versio
n=2017-03-12

2.4. 生成签名串
此步骤生成签名串。 首先使用 HMAC-SHA1 算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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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retKey =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EXAMPLE';
$srcStr = 'GETcvm.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Instances&InstanceIds.0=ins-09dx96dg&Limit=20&Nonce=118
86&Offset=0&Region=ap-guangzhou&SecretId=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EXAMPLE&Timestamp=146518576
8&Version=2017-03-12';
$signStr = base64_encode(hash_hmac('sha1', $srcStr, $secretKey, true));
echo $signStr;
最终得到的签名串为：
EliP9YW3pW28FpsEdkXt/+WcGeI=
使用其它程序设计语言开发时，可用上面示例中的原文进行签名验证，得到的签名串与例子中的一致即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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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iP9YW3pW28FpsEdkXt/+WcGeI= ，最终得到的签名串请求参数（Signature）为：
EliP9YW3pW28FpsEdkXt/+WcGeI=，它将用于生成最终的请求 URL。
注意：如果用户的请求方法是 GET，或者请求方法为 POST 同时 Content-Type 为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则发送
请求时所有请求参数的值均需要做 URL 编码，参数键和=符号不需要编码。非 ASCII 字符在 URL 编码前需要先以 UTF-8 进行编码。
注意：有些编程语言的网络库会自动为所有参数进行 urlencode，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需要对签名串进行 URL 编码了，否则两次 URL
编码会导致签名失败。
注意：其他参数值也需要进行编码，编码采用 RFC 3986。使用 %XY 对特殊字符例如汉字进行百分比编码，其中“X”和“Y”为十六进制字
符（0-9 和大写字母 A-F），使用小写将引发错误。

4. 签名失败
根据实际情况，存在以下签名失败的错误码，请根据实际情况处理。
错误代码

错误描述

AuthFailure.SignatureExpire

签名过期

AuthFailure.SecretIdNotFound

密钥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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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代码

错误描述

AuthFailure.SignatureFailure

签名错误

AuthFailure.TokenFailure

token 错误

AuthFailure.InvalidSecretId

密钥非法（不是云 API 密钥类型）

5. 签名演示
在实际调用 API 3.0 时，推荐使用配套的腾讯云 SDK 3.0 ，SDK 封装了签名的过程，开发时只关注产品提供的具体接口即可。详细信息
参见 SDK 中心。当前支持的编程语言有：
Python
Java
PHP
Go
JavaScript
.NET
为了更清楚的解释签名过程，下面以实际编程语言为例，将上述的签名过程具体实现。请求的域名、调用的接口和参数的取值都以上述签
名过程为准，代码只为解释签名过程，并不具备通用性，实际开发请尽量使用 SDK 。
最终输出的 url 可能为： https://cvm.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Instances&InstanceIds.0=ins09dx96dg&Limit=20&Nonce=11886&Offset=0&Region=apguangzhou&SecretId=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EXAMPLE&Signature=EliP9YW3pW28FpsEdkXt/+WcGeI=&Timest
amp=1465185768&Version=2017-03-12 。
注意：由于示例中的密钥是虚构的，时间戳也不是系统当前时间，因此如果将此 url 在浏览器中打开或者用 curl 等命令调用时会返回鉴权
错误：签名过期。为了得到一个可以正常返回的 url ，需要修改示例中的 SecretId 和 SecretKey 为真实的密钥，并使用系统当前时间戳
作为 Timestamp 。
注意：在下面的示例中，不同编程语言，甚至同一语言每次执行得到的 url 可能都有所不同，表现为参数的顺序不同，但这并不影响正确
性。只要所有参数都在，且签名计算正确即可。
注意：以下代码仅适用于 API 3.0，不能直接用于其他的签名流程，即使是旧版的 API ，由于存在细节差异也会导致签名计算错误，请以
对应的实际文档为准。

Java
import java.io.UnsupportedEncodingException;
import java.net.URLEncoder;
import java.util.Random;
import java.util.TreeMap;
import javax.crypto.Mac;
import javax.crypto.spec.SecretKeySpec;
import javax.xml.bind.DatatypeConverter;
public class TencentCloudAPIDemo {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CHARSET = "UTF-8";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5 共53页

数字版权管理

public static String sign(String s, String key, String method) throws Exception {
Mac mac = Mac.getInstance(method);
SecretKeySpec secretKeySpec = new SecretKeySpec(key.getBytes(CHARSET), mac.getAlgorithm());
mac.init(secretKeySpec);
byte[] hash = mac.doFinal(s.getBytes(CHARSET));
return DatatypeConverter.printBase64Binary(hash);
}
public static String getStringToSign(TreeMap<String, Object> params) {
StringBuilder s2s = new StringBuilder("GETcvm.tencentcloudapi.com/?");
// 签名时要求对参数进行字典排序，此处用TreeMap保证顺序
for (String k : params.keySet()) {
s2s.append(k).append("=").append(params.get(k).toString()).append("&");
}
return s2s.toString().substring(0, s2s.length() - 1);
}
public static String getUrl(TreeMap<String, Object> params) throws UnsupportedEncodingException {
StringBuilder url = new StringBuilder("https://cvm.tencentcloudapi.com/?");
// 实际请求的url中对参数顺序没有要求
for (String k : params.keySet()) {
// 需要对请求串进行urlencode，由于key都是英文字母，故此处仅对其value进行urlencode
url.append(k).append("=").append(URLEncoder.encode(params.get(k).toString(), CHARSET)).append("&");
}
return url.toString().substring(0, url.length() - 1);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Exception {
TreeMap<String, Object> params = new TreeMap<String, Object>(); // TreeMap可以自动排序
// 实际调用时应当使用随机数，例如：params.put("Nonce", new Random().nextInt(java.lang.Integer.MAX_VALUE));
params.put("Nonce", 11886); // 公共参数
// 实际调用时应当使用系统当前时间，例如： params.put("Timestamp", System.currentTimeMillis() / 1000);
params.put("Timestamp", 1465185768); // 公共参数
params.put("SecretId",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EXAMPLE"); // 公共参数
params.put("Action", "DescribeInstances"); // 公共参数
params.put("Version", "2017-03-12"); // 公共参数
params.put("Region", "ap-guangzhou"); // 公共参数
params.put("Limit", 20); // 业务参数
params.put("Offset", 0); // 业务参数
params.put("InstanceIds.0", "ins-09dx96dg"); // 业务参数
params.put("Signature", sign(getStringToSign(params),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EXAMPLE", "HmacSHA1")); // 公
共参数
System.out.println(getUrl(params));
}
}

Python
注意：如果是在 Python 2 环境中运行，需要先安装 requests 依赖包： pip install requests 。
# -*- coding: utf8 -*import 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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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hashlib
import hmac
import time
import requests
secret_id =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EXAMPLE"
secret_key =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EXAMPLE"
def get_string_to_sign(method, endpoint, params):
s = method + endpoint + "/?"
query_str = "&".join("%s=%s" % (k, params[k]) for k in sorted(params))
return s + query_str
def sign_str(key, s, method):
hmac_str = hmac.new(key.encode("utf8"), s.encode("utf8"), method).digest()
return base64.b64encode(hmac_str)
if __name__ == '__main__':
endpoint = "cvm.tencentcloudapi.com"
data = {
'Action' : 'DescribeInstances',
'InstanceIds.0' : 'ins-09dx96dg',
'Limit' : 20,
'Nonce' : 11886,
'Offset' : 0,
'Region' : 'ap-guangzhou',
'SecretId' : secret_id,
'Timestamp' : 1465185768, # int(time.time())
'Version': '2017-03-12'
}
s = get_string_to_sign("GET", endpoint, data)
data["Signature"] = sign_str(secret_key, s, hashlib.sha1)
print(data["Signature"])
# 此处会实际调用，成功后可能产生计费
# resp = requests.get("https://" + endpoint, params=data)
# print(resp.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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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结果
最近更新时间：2019-08-14 19:17:15

正确返回结果
以云服务器的接口查看实例状态列表 (DescribeInstancesStatus) 2017-03-12 版本为例，若调用成功，其可能的返回如下为：
{
"Response": {
"TotalCount": 0,
"InstanceStatusSet": [],
"RequestId": "b5b41468-520d-4192-b42f-595cc34b6c1c"
}
}
Response 及其内部的 RequestId 是固定的字段，无论请求成功与否，只要 API 处理了，则必定会返回。
RequestId 用于一个 API 请求的唯一标识，如果 API 出现异常，可以联系我们，并提供该 ID 来解决问题。
除了固定的字段外，其余均为具体接口定义的字段，不同的接口所返回的字段参见接口文档中的定义。此例中的 TotalCount 和
InstanceStatusSet 均为 DescribeInstancesStatus 接口定义的字段，由于调用请求的用户暂时还没有云服务器实例，因此
TotalCount 在此情况下的返回值为 0， InstanceStatusSet 列表为空。

错误返回结果
若调用失败，其返回值示例如下为：
{
"Response": {
"Error": {
"Code": "AuthFailure.SignatureFailure",
"Message": "The provided credentials could not be validated. Please check your signature is correct."
},
"RequestId": "ed93f3cb-f35e-473f-b9f3-0d451b8b79c6"
}
}
Error 的出现代表着该请求调用失败。Error 字段连同其内部的 Code 和 Message 字段在调用失败时是必定返回的。
Code 表示具体出错的错误码，当请求出错时可以先根据该错误码在公共错误码和当前接口对应的错误码列表里面查找对应原因和解决
方案。
Message 显示出了这个错误发生的具体原因，随着业务发展或体验优化，此文本可能会经常保持变更或更新，用户不应依赖这个返回
值。
RequestId 用于一个 API 请求的唯一标识，如果 API 出现异常，可以联系我们，并提供该 ID 来解决问题。

公共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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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结果中如果存在 Error 字段，则表示调用 API 接口失败。 Error 中的 Code 字段表示错误码，所有业务都可能出现的错误码为公共错
误码，下表列出了公共错误码。
错误码

错误描述

AuthFailure.InvalidSecretId

密钥非法（不是云 API 密钥类型）。

AuthFailure.MFAFailure

MFA 错误。

AuthFailure.SecretIdNotFound

密钥不存在。

AuthFailure.SignatureExpire

签名过期。

AuthFailure.SignatureFailure

签名错误。

AuthFailure.TokenFailure

token 错误。

AuthFailure.UnauthorizedOperation

请求未 CAM 授权。

DryRunOperation

DryRun 操作，代表请求将会是成功的，只是多传了 DryRun 参数。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Action

接口不存在。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LimitExceeded

超过配额限制。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NoSuchVersion

接口版本不存在。

RequestLimitExceeded

请求的次数超过了频率限制。

ResourceInUse

资源被占用。

ResourceInsufficient

资源不足。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ResourceUnavailable

资源不可用。

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UnknownParameter

未知参数错误。

UnsupportedOperation

操作不支持。

UnsupportedProtocol

HTTPS 请求方法错误，只支持 GET 和 POST 请求。

UnsupportedRegion

接口不支持所传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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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钥相关接口
查询加密密钥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19-07-24 15:17:48

1. 接口描述
接口请求域名： drm.tencentcloudapi.com 。
开发者需要指定使用的DRM类型、和需要加密的Track类型，后台返回加密使用的密钥 如果加密使用的ContentID没有关联的密钥信息，
后台会自动生成新的密钥返回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0次/秒。

2.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和部分公共参数，完整公共参数列表见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类型

描述

Act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DescribeKey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8-11-15

Region

否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不需要传递此参数。

DrmType

是

String

使用的DRM方案类型，接口取值WIDEVINE、FAIRPLAY、NORMALAES。

Tracks.N

是

Array of String

加密的track列表，接口取值VIDEO、AUDIO。

ContentType

是

String

内容类型。接口取值VodVideo,LiveVideo

RsaPublicKey

否

String

Base64编码的Rsa公钥，用来加密出参中的SessionKey。
如果该参数为空，则出参中SessionKey为明文。

ContentId

否

String

一个加密内容的唯一标识。
如果该参数为空，则后台自动生成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Keys

类型
Array of
Key

描述
加密密钥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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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用来加密密钥。
如果入参中带有RsaPublicKey，则SessionKey为使用Rsa公钥加密后的二进制数据，Base64编码字
符串。
如果入参中没有RsaPublicKey，则SessionKey为原始数据的字符串形式。

SessionKey

String

ContentId

String

内容ID

Pssh

String

Widevine方案的Pssh数据，Base64编码。
Fairplay方案无该值。

RequestId

String

唯一请求 ID，每次请求都会返回。定位问题时需要提供该次请求的 RequestId。

4. 示例
示例1 请求示例
请求Fairplay方案使用的加密密钥
输入示例
https://drm.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Keys
&DrmType=FAIRPLAY
&Tracks.0=VIDEO
&Tracks.1=AUDIO
&PublicKey=LS0tLS1CRUdJTiBQVUJMSUMgS0VZLS0tLS0KTUlHZk1BMEdDU3FHU0liM0RRRUJBUVVBQTRHTkFEQ0JpUUtC
Z1FDcmJBUmhXamRTZjlWTGtpZGZGdHhkbzJjUwpOak9PTExhdjdaRWZZSzJtd2NZQ3BqRmtDaG41bi8xcHM2LzcwZjlBRU
s1Mmt5T0lSVTVzR0hqcjZEMEgrUUFzCndJZnBya1NzV0krSS9hTGYrM2l0b0tIb0Y5eWRTMEhneHdEcUM0dWRTRFFzRmxKcz
FTNHZEdm5WbG1IRGNJSkIKdDBLTzZoSVJ4Z2F3bmVxUHN3SURBUUFCCi0tLS0tRU5EIFBVQkxJQyBLRVktLS0tLQo=
&ContentType=LiveVideo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Keys": [
{
"Track": "VIDEO",
"KeyId": "0c366a3173584fb693be0218c27d4532",
"Key": "7CiNq5Q+fYTBAIySw/gglnNNeBmw6uQ76erIvD3IQj0=",
"Iv": "tHUB8M/yvRcHswxRm74hb/ej+q4amjEg0/m8F82ezbg="
},
{
"Track": "AUDIO",
"KeyId": "0c366a3173584fb693be0218c27d4532",
"Key": "7CiNq5Q+fYTBAIySw/gglnNNeBmw6uQ76erIvD3IQj0=",
"Iv": "tHUB8M/yvRcHswxRm74hb/ej+q4amjEg0/m8F82ezbg="
}
],
"SessionKey": "l2XuCkQx288LFBlbDeKuQ1tfW5LOC2mbRfcAvhD8byFmIq8sqTQ+KA/UMrJyk1lImqgodiOuv+fmVTNbb06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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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vILtBDaN3Ek5/x2c0HUJ3k+kL4gMxOvKmAe/F0+qr0Kbl9CVx6YRntXWcWqD+IJ18D76+tQD1aBP8tS5pwV6Q=",
"ContentId": "test",
"Pssh": "",
"RequestId": "3c140219-cfe9-470e-b241-907877d6fb03"
}
}

5. 开发者资源
API Explorer
该工具提供了在线调用、签名验证、SDK 代码生成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力，能显著降低使用云 API 的难度，推荐使用。
API 3.0 Explorer

SDK
云 API 3.0 提供了配套的开发工具集（SDK），支持多种编程语言，能更方便的调用 API。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Python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Java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PHP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Go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odeJS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ET

命令行工具
Tencent Cloud CLI 3.0

6. 错误码
以下仅列出了接口业务逻辑相关的错误码，其他错误码详见 公共错误码。
错误码

描述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UnknownParameter

未知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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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相关接口
启动DRM加密
最近更新时间：2019-07-24 15:17:48

1. 接口描述
接口请求域名： drm.tencentcloudapi.com 。
开发者调用该接口，启动一次内容文件的DRM加密工作流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0次/秒。

2.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和部分公共参数，完整公共参数列表见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类型

描述

Act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StartEncryption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8-11-15

Region

否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不需要传递此参数。

CosEndPoint

是

String

cos的end point。

CosSecretId

是

String

cos api密钥id。

CosSecretKey

是

String

cos api密钥。

DrmType

是

String

使用的DRM方案类型，接口取值WIDEVINE,FAIRPLAY

SourceObject

是

DrmSourceObject

存储在COS上的原始内容信息

OutputObjects.N

是

Array of DrmOutputObject

加密后的内容存储到COS的对象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唯一请求 ID，每次请求都会返回。定位问题时需要提供该次请求的 RequestId。

4. 示例
示例1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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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启动一次fairplay方案的加密
输入示例
https://drm.tencentcloudapi.com/?Action=StartEncryption
&CosEndPoint=cos.ap-hongkong.myqcloud.com
&CosSecretId=your secretID
&CosSecretKey=your secret key
&DrmType=FAIRPLAY
&SourceObject.BucketName=drm-unencrypt-1234567
&SourceObject.ObjectName=in.mp4
&OutputObjects.0.BucketName=drm-encrypt-1234567
&OutputObjects.0.ObjectName=out.m3u8
&OutputObjects.0.Para.Type=m3u8
&OutputObjects.1.BucketName=drm-encrypt-1234567
&OutputObjects.1.ObjectName=out.ts
&OutputObjects.1.Para.Type=audio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3c140219-cfe9-470e-b241-907877d6fb03"
}
}

5. 开发者资源
API Explorer
该工具提供了在线调用、签名验证、SDK 代码生成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力，能显著降低使用云 API 的难度，推荐使用。
API 3.0 Explorer

SDK
云 API 3.0 提供了配套的开发工具集（SDK），支持多种编程语言，能更方便的调用 API。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Python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Java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PHP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Go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odeJS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ET

命令行工具
Tencent Cloud CLI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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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错误码
以下仅列出了接口业务逻辑相关的错误码，其他错误码详见 公共错误码。
错误码

描述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UnknownParameter

未知参数错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5 共53页

数字版权管理

许可证相关接口
生成DRM的播放许可证
最近更新时间：2019-07-24 15:17:48

1. 接口描述
接口请求域名： drm.tencentcloudapi.com 。
本接口用来生成DRM方案对应的播放许可证，开发者需提供DRM方案类型、内容类型参数，后台将生成许可证后返回许可证数据 开发者
需要转发终端设备发出的许可证请求信息。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0次/秒。

2.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和部分公共参数，完整公共参数列表见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类型

描述

Act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CreateLicense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8-11-15

Region

否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不需要传递此参数。

DrmType

是

String

DRM方案类型，接口取值：WIDEVINE，FAIRPLAY。

LicenseRequest

是

String

Base64编码的终端设备License Request数据。

ContentType

是

String

内容类型，接口取值：VodVideo,LiveVideo。

Tracks.N

否

Array of String

授权播放的Track列表。
该值为空时，默认授权所有track播放。

PlaybackPolicy

否

PlaybackPolicy

播放策略参数。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License

String

Base64 编码的许可证二进制数据。

ContentId

String

加密内容的内容ID

RequestId

String

唯一请求 ID，每次请求都会返回。定位问题时需要提供该次请求的 RequestI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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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示例
示例1 请求示例
开发者使用该接口生成使用Fairplay方案的加密内容的播放许可证。
输入示例
https://drm.tencentcloudapi.com/?Action=CreateLicense
&DrmType=FAIRPLAY
&LicenseRequest=AAAAAQAAAACKyNwKOFI1D2xd5gghh/RrpszqioEfe1j4Ut2lgX0RwHy2qBwhlu+s9L6gbBXTWI/iJ02cNar
B37Zo1/DuBVbhs0kokAj9ujOM1ztniI2jNe7U3wBOhWiiMFnU3794G+G173s4wq6kakbfx3swXE4bM5ovRFX4P4xH2zOPZfA
G0h0ya3W9HhBuxdrKeLlii7nvpi5p6lzdlMwHULQJdAwzY5pwhgAAEuCjZsNRDHhz9O16FcwGjuNS5320s2L6Hvjv/Dx9uwdki
S8ZT3qo+pC7kl5nVCHMfgKmTKo8czamp5XRccKcAAMXHPzSLty5lBOs5eXYRzwTXlnVnQObp/kl2M3CKkXNyyvR+uvj/Sfm
YcDOyW4MdubOVJMXr25w5pJZlPkq1rdIfj9JW2MqU0e76ZZoPw50gflSs3wkZvQyPFv7+nOBKdJn7Qt7FpdiCktiCtYYj2KLDr
6quFXgZ6k0Jj7Y9IEoaQRVcr+L8o4WJmSHJtzBYOOLDkT3a02hU58w+JT1pQSUL95tLp8CVSkjb2gaEbqmGczepR9X96JHAb
h/7MQYzu6m8ATKYrChXh2WUhOc5Tqo2P1M/jblron3u6ELj6GZOVTMq1QSrj8EzVucBse5+q+tdBKvCBJQJr+Rmk8SXWS1O
nDuIXakSR2EJyFMIqLAqfSgv6jfCjDnRjOUvrapXuke03a76qKHMp0i4p9R28/UNYjxbv0oVD0oRVKDKkrGAgXR3Z0KbaPHDx
RO32mFDA8n3gE3GI1iNXxkkYuL8Vgu/ef8a1gJT796Gc8r7afx6bYF9ZU+ZREU1K3WYAKP1+IE1eZ/cgzGCdu++VCyFqsszNu
NuSeE2NSzsiNXnaTfTTS8zzEmdwgmU+91WMxnlagel82eU5mt46I63D/0d62oMzL5BX6zJ+xRdQdpu0hgDscijUiJyR6Xc8N+
ofWFe1W8flTnFvGnPZk12BlWQp4u5NclJAnV3S153XMWBuek9H4APf2d1T8J+0nplovNg7PxtSRvutR7ipZI+yqZTJ8htBYp9t
nMvyo+H7mVNBM9vjMpvZbqoV0JB+V4s8mq7dmZ0bACWi32SSLjEhNCsDrgWxodZ17VzoPFwlZjmNnYfMdYuPUQ5cx8rk
LDl4W4uOgGvIaXMHB6cufqS/SXfZQm+1hjxDd+vkliYx6XCjXyg7EBF7bv5uYeen7rpvhxNe5tTBddMqRduxIc2EN8vS1ni4+jI
O7xxuHtiFbyn7nyVd2dWzYA/tMJCPS21joMdDJ8hlvx9p1PKyysgqfnzUdrDZBHj9rU9jeLiCxsgnLn56CWRZvl5sDS6Q0W59l95
80LgdlNXbD6JH29U0/2rPJOkI28TUHT67vp8SlwkjiKwHeIZbUawukoYLohtY1hqSdFqsm5a18PjeOeVCV4ziV1lyZquPKywFWj
QauBtV6Q0yEpdKhUpb1x2Oemivhp1jFirxrG67VeGPGyQTwaJowlmML6/iAEHXTuKF1F9tcnlmtirAEiiaC57aD8L7u5wgOYRGG
CZOnyfhT61Aq9GcMm4POq9VkjN5xFAd5inSnwxQxQ65qr9YzXtRQs8BAo7FRTkaGd8f6YXo3+rvOi5JiG1VI3n6Jh5c98E/B3Jn
uz5nGsuWBOm9V8jXrVtUjbHC6xAD0qj2MtyjOeZKXaIT/h2fT9GVuDmQRetbHf+JEkGf56hzKt6QaJcH5WUxLKFvKSxqE4jIhLi
jG1gtVbnNcFdg6WZTErXX/wBtntDOaqEAMLg7NbnGkD1bDBG1+EP/hxwaZ/BRZRcQL0BgL7hwmDKM7x0XUGFs7UdKzrh
wo7BKJAQaKsQvtCcRrj3UUjkOlp+4Bj75EotbVWaq7CC5LQvH992OK74gAWW43srXYL5qtzcBWdP/uJWjRWR7UJKihsxmuXe
lCmQz+fK8caEEEVJo5angxuog7rXzm3S/qGP+SH/n+1gQwZ4yvznnVwbwe7LvLBC/QwAPy4KS/7rx2HN/nf+fYPmP859Flkn
OZgJlhMSPfnQESynmN+FFFbtqCOs0iGi357/eZJKJWU0oBcA5cBYOCQ95YSO0I/wpbnyqZnOuxQ/yEUyAB/GuychGUrcwbut
kRle6eZD3+evImxYerhzYmpXDQ4GKE8fjAeRQiCawv/xVkReqivlqLqj3Tmni//2YPRQAqUkoIqJHaxAHYjnBG3iMuC9em57c4e
6b7kJMcFlb9W6DZxlW4xxl7PQp++ckFH/+rLReEOWzlMgD/+HEdLQzZJR6z1Q3J71N/BfRxEwfAhqRlv0UpH5lW55ifCQ+t0a
yyd0uhLPBi2vCAIrwdZ8lOCmtLG3uECIjY1QYIZHy8xd5Vl/wBGmeYYNAYauic4/7Z3szhBkI6pyX30S6jN54WGOIJ9/w2EQz8vk
2F/tkIWDPrHhT2rzIk5o7wKeZj4p4y/3FJXa8EoFt6dsldj6VFwLar1wo+uYMWgojCLmRBs3IGpD4ialeJA0Hm1Z0owqhvPoDrJ+
OVhDF1F+D2/cOUIiZ7lWVzmvJ6bFORhVVzn3TRKhK9FefL7J4U/sXlz83KmtWP86VDVAs8+nZ9W0r/56d525zOvDbqXmBTaX
IZNarToH4f/m4z5Za4sr7EMuLeAmLg/XI2rOcTYRVWwLjkFLX3HaC/siQJ+CkVFsRVDPl+uMRYQF9OKv/lqUh553L/0IP6H/XJr9
bIY2h+A1+lpwrAa6iNCxlTVlGUBEqdNvtKDqFKayB1pIxiBxkI9l0EIs8a+XRst07Yqg0aPrTQ/ZK1vlPaC2z3iklOZpVrBF2PglW+F
M2BbJNkBhg4XD+1SZKjFslbBfKyZLlD3CD595e4uDJ6tvGOf0vURrBaSrRB1INafhLddbHlQwMc8vtG1EyaboCIROdspEsDDQ2
39tB47X3YgEEqxvaxtOizbh3ZfXrzPKOOExzaRkTJerc/P97fdXnSJ0HPtQsjBj0JP5jx1s+kq1z7dOxEVwn91I8jBz0/f2rPY12eTP1k
LPwqvSy8RhfK0q4NWj9hgwQNZgI+Xe4QNVBTunWLnvGENlbC0iwbLzSugrRSKKvhWNT8qjXsbFAg2n4wUWXDHYcTCRVA
5H2LVOAGVES1s83xQ7A1ZIS1afgxI7SOvwZHcVIV8SpfVdgammi5EYl9SoANzAvqWZvCaHt3Q9KC4pK+7atflgRQw5dZcAFj0
56sdQ/KQzXu386WvlCOdBIGjm34BI7ji6vuUAV/iMxyoLj0jRLzaKG2ZszRc9umRg2BXgfRZNGWqH+lfmVNV0C75JkHQn80AI
5/f1ePuXAAWfJTKPcmRYR+YDIPqm6fkeYoja8UloLFIxVwXps16LDP+Ao1P5/VuWYY/llbJpx4QTbjxPIFjzdINCg5rl3ajwMN9+
CKdxW9SCeTKUEi4w2pisON4WRKo16XJpBJShHbvbkmH8bHIdMuwyMvto3yHNvPhV4kmWSohXBKtxbFvG7rRYriC9n8ueX
Qw3Dw+28QYkjXPQD9GPQiTZwPopRww1eXy9+GdaY2/bAtgCelLlfHy7oubrpfq+zTgxDj6CiMko8YshMz095cMYTrP6Yq6q9
HiIkzc70KjTR83OvaMMcGAXMYxRd7c4vBnF5Lxx9wLggvlDE9L1q1iggdSo+2l9qvBMxtZL/n8/FEVP5WJipX963M4abigpb/gv
MkrEbFOw2T4LAx7LFu/+Jjc2CxRbcqZKvX5/0SC9nnIzO1KbEBSBw31auzW05qba0DZn0QUGRUJDDj2SdG1ONPQFIsPN5g3
aoqE4KRqTIhfSzJHN326FDe84YPQxMsPJxAP3VpiRymerDPiO6tBHp5IRib+HHvhnr6pLEyxrAoaOo4G4DYmqlh1BQIWUbRiQ
MIoj748YQhIL/GMCi4Q4lcKzzjUAVeFXvj7Y//JzC0d4sFxt6guZllGxjVtptmxEqEjyQolV9Fn0/Y1sbXUXhDf/yDGKbysh6cgiKcOY
Sp1GkuWoajC9or584Hx5PywaKpaG9zEkljHW+4zTe3VJQTdzXjO15bCXWH3f0Y/wptX+8HnA0QY8MES3ljFdul98/vaJsFnMV
JPpyDHVQiqUA6T5VyNCeHbn7UYloKmom7Ogy06f2PQ+WuZX2w8p2f7bfz1GrAQCUOAV7UU79rI9I0Yl69nSwbi4vp/i2RE9z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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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hAUvj2oIrC8zH0t+DxivmPcC6RXOIyC2HyvKBwBUvTJLi1PG2i6Vf6uKsQLOLJtcwYejLGRBs7ln6GcdCJWnAZw+9cM/VdYnV
XtgmmbP9AKL4zfaYQBejJhyIrwthh4h/IUBELXYIvALsb/2cYA2zD2hm7W9ZFIQalqBCA6KWaY9YdWI81qnhDzkgQ6xJEDkl/yE
nz6Qx/c/g3S7yYwFKvEi2RQOMGhmbsyLe8yPlteKq2cqR272IFepJLjCnGVPbqVclw5RLk5mlEG+Qr5E/TeS8S0h0w4tMwrzcPM
dGhKamgtc8ViBCQnu7e9teyR4YFYj+C4Y6nebgxI1YHwyzW7Dn1dSBIcRX01aiXw0KqUDgxRk1PFZ1yI+y2mqLj0Ljqe7Vhx2V
8Ro/xJBlTK694ujFdK4dgClV7M1ROrBqkbBgRdXKTyVv4qhVar+Rf4tNHoHCF8F2LX6W2QpD7z0CFvVoNEXsd34B75ZS1V5m
LjMHZczh8lP3yrUXT04Ex/WXN6tEK+UY6gwzoHNJ36VNzN6xxrawfeb0R0XQ8pIc63nrRRVeySQxVatSogxCqAezN7pCDuW
i//17LBPsi3RzU5KUgjJpOYcCSG4TSYTIrCHR2oQnC5nbo34Nheyyjvz3WZ4FYj5sZdveF/3530docWhJEb69R4L40T3PtspYPlagT
VceyAs3xlNEk6QPbis+HWKLt1M3ZSFY4D9Z9f+TgTfo0zmiHKcOuV5DtBn26Ck1e87oTnyXtzFuXL5xkmrz9HpaxMIJ9V1Yyoq
bvIcM56VtMkcaaSo+ThjHbeZc80PcZWLNA6zV4eUEvT76mji0ncMfmBm1JiBZyAXVumQGG83cMBN+zCRNZfeQA28/tFbSi
dgPX7dshd16t3/NMwQwPwxI4OVYfTNRYUhWEbTXuI76QPMOwDCY7AP9u5aEXfY1yY5ANpLEW/MHqfYMkkvs+D4o6Pk/X
BSFmtzr3ISloyjTi1qx4djw6KUyJvBi3nca/1OYMFSSdKHRJrqweYHcoTMMrcW5mfkgVwDJOtAqymO9WllDwK/3zG6Dq4+YbS
YBPeFxrQvKxYV8FZ978DR/rf2GfCnvta6vUYrp7e7SPf/7t4BE2BAit4r0+Q9T8kQagV5+crLsxti3LRy09PLijC7lrRXGS8YMa071BfY
ZkZQhRterMGwvIG7Qkm2pOYLiDjO0lfUH/cNIH0EnrzJDxtal+oEZKL/WT5mAgRfC3goqonRmncFwQovMMLa0Nuegi5b6+e
0hWvIKgcSm/pqZ0Slu6hMXNi/3KnfzdXPd1LsfTfBuOcglIxdkCwrtlPcZF0pqGn54i44gaIcQPlGDS6ua8Tg2xCZVmh+olCvD+c
c03ZriEAAIc5KkhzWcQz+gVfQNYn2UzH9eHonVAnzzkhkt5aKG/PcA+xsb/J5CfLmxpQznbwaqRup1nn2gXegwtzdO+NAttsx
t72fiATl4UnJa/CD4u3ig6Kd5cEr99inwMyA3ORjZfvlftsSeH7TvkmRuu/7Gm9QpNdcf/hKliyj3fSCIXA6iLZ0tEKECt3zjzNY78txld
3j09sHBgvGR+A5zX8Yi8vvN63L7PVtOtJKpuysXB3Vd0kzyScfWT1ajIgtv/FaBRIkTeHuSuGyCUlaOrQqDOOPBO/Yx1pmOJp1d
GktKC38orJL6iXQpeWp1BTUBhXYKagMiQUIymS1bDaGEJVsCFGEIuwYL6tXttdhZdJnQyVcv1W0rVjPwBMwuXj9nMm5wlPu
GcEa+R7rAW/g88weulX0qo7O+VefSoCBlqPe1MdXBV25/lg+fQjolgkcH7rx+ptH+EmVhP582Yymbs61yB2BXdXu7n8hLJmy
6i2+aUI4/2B0/EYiYTdBGrzLoYw+mCezKbeTS5FYIHnDrLusSdWpJ2wXCM3B8EDdvNSoyHsjNw2pDhmJ3pVfIGlIE84CirXPRRy
1MYz5g3pcvlQUJZVsGvY5jmFxZBNeWv9sJdr8nqc5GmzUEAiLe5Gza8JijuD7zV13f7jzp2t6VYq3huFo3ocLfj/l1M+ja9joVT/uP
C1tQOMmG2ggZahIAqQ1/u7KB06/s+Df9flKRhCFhvrPOPh7YrZs9aRQ7BtQV4nobXUhiQjz3++lm1qB9/txcBSss903RLzu7oIf
aujVbedSm24H/BWjLxJdjClM6OiM8AYwzNl2Bm07C7xqB9sDvQ23LcOTGincHJU1Lvovj9NQwQufwKZMeiTeQStMbYJPEJJiz
ONeKh5m0k18S1T82KGjUPUSWN3Vo7DawourkzRh8c+19BNBWTc9CJgslGezWmYYEoVzO6tekaAfUEJuh4xHXCU8ukiQvv5
OxCxPAbAbN/RXddGwMf2y3M4NENxyiA+uZMTqd1NQ4RQzAPdQT+jwFXPSayKHd0oyZVM0nkPH4z4vHZmcriKEQfcPHT
p719oPCdNKsBpFN0THh9XBZmna/anJm4iGI6XzbWxEt23elW6RgYbQiw==
&ContentType=LiveVideo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3c140219-cfe9-470e-b241-907877d6fb03",
"ContentId": "twelve",
"License": "AAAAAQ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DAD7KZa2/J7Gz2f/tq584d8AQx6DemMJ5eHhfByaM8Jup
QHW7jkL8xOGXPzqzG2qsMV4i3e/LYQbJAavAKFN8qJnGLJjFfWIcbRVW8WPtwwgHPauRdU52H+r7fmup3TQP3oYYnOTYrQ
NhJI7Cu/VJqpfBRqBFl3kZvey9gVDoicp34/OwQVEXgWo+IiFc+R9a6ypQAzfZFQVkeVIQQcXTJso1R5rr0V1uv6Ygh7Z3RZDM
pW0883z85C0auNkYp6VPPjIKKUHzkYsOXEcv1HEMp/Zow6VaAcKfqL0A/yIxvF1bzjNW24caxU8GuM1VLBCxE4yLtC2j8oKBW
QaSv/zi1fsKca7hrF+RjPAo4euuleFWIbHezXfBdanAsfYPIav8uxkmppKpjA0sRQzx094CnXiAXaJDTbJun2fsZ+DzNlTZw21bVK
ybHIXzOKja/hgqxGaw5A7cuHG/UZG0VTbsujmWfbSWyWecMazvH3w5yNI+YXScFlcyuu5Zci3k6CgnEj3Le6/3LSjUSbRI+2SR
jlMBUMJHb9+IKzUfgleZqwPqgJtPjRD1gK5Fifr4j1rO0hGNhQDjj23ax7xw7t2iXkyBFzL45pvq945jNZvtJQaiUofDeIlW/ubRyt5
kfc1wl6+1xFyXXZ1eaPUXa1VcF4F5KNIF7THN68G82/0hmBf3yDjmgUhtbfPsNxxY44qIJSmxgZyz7+DScA2LP5qztSr/jNfU5UI
mzeLtpHq/HEqm6f+GwiWJMTKheLKP4CnNf1ITixhaIQSLXSDZkTP7tGc28nbDYQRlzRImv9vkwCHQujrf1zb0naLXhsKHSXc0/
HBz2GvOMQ/0zztadRXc6cC4ds6XPtYJ4/+7lUGn4grjq0IbHxbzMITMaqHQq7V5xWp5AV+5OanopHdwKplheLSuaHavd2IF5
OUzyYnWMws/XRW/rEPvqPDevgz2zO4azbh2oRn4GT0hdzRr16yifeRCOXv0/Z6ucnoF9D2A3qJjAeTH4/GV4VbfMVpaM242
5A=="
}
}

5. 开发者资源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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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Explorer
该工具提供了在线调用、签名验证、SDK 代码生成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力，能显著降低使用云 API 的难度，推荐使用。
API 3.0 Explorer

SDK
云 API 3.0 提供了配套的开发工具集（SDK），支持多种编程语言，能更方便的调用 API。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Python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Java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PHP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Go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odeJS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ET

命令行工具
Tencent Cloud CLI 3.0

6. 错误码
以下仅列出了接口业务逻辑相关的错误码，其他错误码详见 公共错误码。
错误码

描述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UnknownParameter

未知参数错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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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相关接口
新设置fairplay方案所需私钥
最近更新时间：2019-07-24 15:17:47

1. 接口描述
接口请求域名： drm.tencentcloudapi.com 。
本接口用来设置fairplay方案所需的私钥、私钥密钥、ask等信息。 如需使用fairplay方案，请务必先设置私钥。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2.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和部分公共参数，完整公共参数列表见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类型

描述

Act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AddFairPlayPem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8-11-15

Region

否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不需要传递此参数。

Pem

是

String

加密后的fairplay方案申请时使用的私钥。
请使用腾讯云DRM 提供的公钥，使用rsa加密算法，PKCS1填充方式对私钥文件中的字段
进行加密，并对加密结果进行base64编码。

Ask

是

加密后的fairplay方案申请返回的ask数据。
请使用腾讯云DRM 提供的公钥，使用rsa加密算法，PKCS1填充方式对Ask字符串进行加
密，并对加密结果进行base64编码。

String

私钥的解密密钥。
openssl在生成rsa时，可能会需要设置加密密钥，请记住设置的密钥。

PemDecryptKey

否

String

BailorId

否

Integer

委托者Id,适用于托管自身证书的客户。普通客户无需填该字段。

Priority

否

Integer

私钥的优先级，优先级数值越高，优先级越高。
该值可以不传，后台将自动分配一个优先级。

请使用腾讯云DRM 提供的公钥，使用rsa加密算法，PKCS1填充方式对解密密钥进行加
密，并对加密结果进行base64编码。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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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FairPlayPemId

Integer

设置私钥后，后台返回的pem id，用来唯一标识一个私钥。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Priority

Integer

RequestId

String

私钥的优先级，优先级数值越高，优先级越高。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唯一请求 ID，每次请求都会返回。定位问题时需要提供该次请求的 RequestId。

4. 示例
示例1 设置Fairplay方案所需的私钥、ASK
输入示例
https://drm.tencentcloudapi.com/?Action=AddFairPlayPem
&Pem=ENEcI2pZnZPi/x+wZNXaNDyfdw/hMoTpYDSNuaGV0gw1NhEE2zMMDdPhFcE0EbRx6sBKcTNfqTSa/M7cB6RAWcv
0Ic/96UBSMjzIKvvViMUnozEoce3ySm6pS/KHxa32Xtmd/3aKxYgeHl1MIG03CdGIotV6rXo/V727gXTVQcg=&Ask=ISS0DkPg
q41Q7ca7/QWEUlAkrsCsRsxrN2y0R8kJN4jIepYnaflfNXiIsb/iR0Rrg24DofcKJx2Y5NgYUMVaxPtVyiTR5mtoo5HB9cvEyEgje9t
KMlP1WyBoKRMFlYy32jqTZZeUW1uLpXdLhn2yyPOfw9s0XlsdKVKs5Hsxqnc=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3c140219-cfe9-470e-b241-907877d6fb03",
"FairPlayPemId": 1234,
"Priority": 2
}
}

5. 开发者资源
API Explorer
该工具提供了在线调用、签名验证、SDK 代码生成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力，能显著降低使用云 API 的难度，推荐使用。
API 3.0 Explorer

SDK
云 API 3.0 提供了配套的开发工具集（SDK），支持多种编程语言，能更方便的调用 API。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Python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Java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PHP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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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odeJS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ET

命令行工具
Tencent Cloud CLI 3.0

6. 错误码
以下仅列出了接口业务逻辑相关的错误码，其他错误码详见 公共错误码。
错误码

描述

FailedOperation.PemIdNotExist

pem id不存在。

FailedOperation.PemNumTooMuch

系统中存在的私钥数超过两个。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UnknownParameter

未知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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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Fairplay方案的私钥、ask
最近更新时间：2019-07-24 15:17:47

1. 接口描述
接口请求域名： drm.tencentcloudapi.com 。
本接口用来删除fairplay方案的私钥、ask等信息 注：高风险操作，删除后，您将无法使用腾讯云DRM提供的fairplay服务。 由于缓存，
删除操作需要约半小时生效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2.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和部分公共参数，完整公共参数列表见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类型

描述

Act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DeleteFairPlayPem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8-11-15

Region

否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不需要传递此参数。

BailorId

否

Integer

委托者Id,适用于托管自身证书的客户。普通客户无需填该字段。

FairPlayPemId

否

Integer

要删除的pem id。
当未传入该值时，将删除所有的私钥。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唯一请求 ID，每次请求都会返回。定位问题时需要提供该次请求的 RequestId。

4. 示例
示例1 删除fairplay 方案私钥、ask
输入示例
https://drm.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leteFairPlayPem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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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onse": {
"RequestId": "3c140219-cfe9-470e-b241-907877d6fb03"
}
}

5. 开发者资源
API Explorer
该工具提供了在线调用、签名验证、SDK 代码生成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力，能显著降低使用云 API 的难度，推荐使用。
API 3.0 Explorer

SDK
云 API 3.0 提供了配套的开发工具集（SDK），支持多种编程语言，能更方便的调用 API。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Python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Java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PHP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Go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odeJS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ET

命令行工具
Tencent Cloud CLI 3.0

6. 错误码
以下仅列出了接口业务逻辑相关的错误码，其他错误码详见 公共错误码。
错误码

描述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UnknownParameter

未知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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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所设置的FairPlay私钥
最近更新时间：2019-07-24 15:17:47

1. 接口描述
接口请求域名： drm.tencentcloudapi.com 。
该接口用来查询设置的FairPlay私钥校验信息。可用该接口校验设置的私钥与本身的私钥是否一致。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2.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和部分公共参数，完整公共参数列表见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类型

描述

Act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DescribeFairPlayPem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8-11-15

Region

否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不需要传递此参数。

BailorId

否

Integer

委托者Id,适用于托管自身证书的客户。普通客户无需填该字段。

FairPlayPemId

否

Integer

需要查询的pem id。
当该值未填入时，将返回所有的私钥信息。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FairPlayPems

Array of
FairPlayPemDigestInfo

该账户下，所有设置的FairPlay私钥摘要信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equestId

String

唯一请求 ID，每次请求都会返回。定位问题时需要提供该次请求的
RequestId。

4. 示例
示例1 请求示例
输入示例
https://drm.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FairPlayPem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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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3c140219-cfe9-470e-b241-907877d6fb03",
"FairPlayPems": []
}
}

5. 开发者资源
API Explorer
该工具提供了在线调用、签名验证、SDK 代码生成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力，能显著降低使用云 API 的难度，推荐使用。
API 3.0 Explorer

SDK
云 API 3.0 提供了配套的开发工具集（SDK），支持多种编程语言，能更方便的调用 API。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Python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Java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PHP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Go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odeJS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ET

命令行工具
Tencent Cloud CLI 3.0

6. 错误码
以下仅列出了接口业务逻辑相关的错误码，其他错误码详见 公共错误码。
错误码

描述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UnknownParameter

未知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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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fairplay方案所需私钥
最近更新时间：2019-07-24 15:17:47

1. 接口描述
接口请求域名： drm.tencentcloudapi.com 。
本接口用来设置fairplay方案所需的私钥、私钥密钥、ask等信息。 如需使用fairplay方案，请务必先设置私钥。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2.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和部分公共参数，完整公共参数列表见 公共请求参数。
参数名称

必选

类型

描述

Act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ModifyFairPlayPem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8-11-15

Region

否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不需要传递此参数。

Pem

是

String

加密后的fairplay方案申请时使用的私钥。
请使用腾讯云DRM 提供的公钥，使用rsa加密算法，PKCS1填充方式对私钥文件中的字段
进行加密，并对加密结果进行base64编码。

Ask

是

加密后的fairplay方案申请返回的ask数据。
请使用腾讯云DRM 提供的公钥，使用rsa加密算法，PKCS1填充方式对Ask字符串进行加

String

密，并对加密结果进行base64编码。
FairPlayPemId

PemDecryptKey

是

否

Integer

要修改的私钥id
私钥的解密密钥。
openssl在生成rsa时，可能会需要设置加密密钥，请记住设置的密钥。

String

请使用腾讯云DRM 提供的公钥，使用rsa加密算法，PKCS1填充方式对解密密钥进行加
密，并对加密结果进行base64编码。

BailorId

否

Integer

委托者Id,适用于托管自身证书的客户。普通客户无需填该字段。

Priority

否

Integer

私钥的优先级，优先级数值越高，优先级越高。
该值可以不传，后台将自动分配一个优先级。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FairPlayPemId

Integer

设置私钥后，后台返回的pem id，用来唯一标识一个私钥。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7 共53页

数字版权管理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Priority

Integer

私钥的优先级，优先级数值越高，优先级越高。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equestId

String

唯一请求 ID，每次请求都会返回。定位问题时需要提供该次请求的 RequestId。

4. 示例
示例1 设置Fairplay方案所需的私钥、ASK
输入示例
https://drm.tencentcloudapi.com/?Action=ModifyFairPlayPem
&Pem=ENEcI2pZnZPi/x+wZNXaNDyfdw/hMoTpYDSNuaGV0gw1NhEE2zMMDdPhFcE0EbRx6sBKcTNfqTSa/M7cB6RAWcv
0Ic/96UBSMjzIKvvViMUnozEoce3ySm6pS/KHxa32Xtmd/3aKxYgeHl1MIG03CdGIotV6rXo/V727gXTVQcg=&Ask=ISS0DkPg
q41Q7ca7/QWEUlAkrsCsRsxrN2y0R8kJN4jIepYnaflfNXiIsb/iR0Rrg24DofcKJx2Y5NgYUMVaxPtVyiTR5mtoo5HB9cvEyEgje9t
KMlP1WyBoKRMFlYy32jqTZZeUW1uLpXdLhn2yyPOfw9s0XlsdKVKs5Hsxqnc=
&FairPlayPemId=16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3c140219-cfe9-470e-b241-907877d6fb03",
"FairPlayPemId": 1234,
"Priority": 2
}
}

5. 开发者资源
API Explorer
该工具提供了在线调用、签名验证、SDK 代码生成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力，能显著降低使用云 API 的难度，推荐使用。
API 3.0 Explorer

SDK
云 API 3.0 提供了配套的开发工具集（SDK），支持多种编程语言，能更方便的调用 API。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Python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Java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PHP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Go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odeJS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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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工具
Tencent Cloud CLI 3.0

6. 错误码
以下仅列出了接口业务逻辑相关的错误码，其他错误码详见 公共错误码。
错误码

描述

FailedOperation.PemIdNotExist

pem id不存在。

FailedOperation.PemNumTooMuch

系统中存在的私钥数超过两个。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UnknownParameter

未知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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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构
最近更新时间：2019-07-18 20:15:18

DrmOutputObject
DRM加密后的输出对象
被如下接口引用：StartEncryption。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BucketName

String

否

输出的桶名称。

ObjectName

String

否

输出的对象名称。

Para

DrmOutputPara

否

输出对象参数。

DrmOutputPara
Drm加密对象输出参数
被如下接口引用：StartEncryption。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Type

String

否

内容类型。例:video，audio，mpd，m3u8

Language

String

否

语言,例: en, zh-cn

DrmSourceObject
用于DRM加密的源对象
被如下接口引用：StartEncryption。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BucketName

String

否

输入的桶名称。

ObjectName

String

否

输入对象名称。

FairPlayPemDigestInfo
FairPlay 私钥摘要信息。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FairPlayP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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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FairPlayPemId

Integer

fairplay 私钥pem 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Priority

Integer

私钥的优先级。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d5Pem

String

私钥的md5 信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d5Ask

String

ASK的md5信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d5PemDecryptKey

String

私钥解密密钥的md5值。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Key
DRM加密密钥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Keys。
名称

类型

描述

Track

String

加密track类型。

KeyId

String

密钥ID。

Key

String

原始Key使用AES-128 ECB模式和SessionKey加密的后的二进制数据，Base64编码的字符串。

Iv

String

原始IV使用AES-128 ECB模式和SessionKey加密的后的二进制数据，Base64编码的字符串。

PlaybackPolicy
播放控制参数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License。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LicenseDurationSeconds

Integer

否

播放许可证的有效期

PlaybackDurationSeconds

Integer

否

开始播放后，允许最长播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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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最近更新时间：2019-07-18 20:15:18

功能说明
如果返回结果中存在 Error 字段，则表示调用 API 接口失败。例如：
{
"Response": {
"Error": {
"Code": "AuthFailure.SignatureFailure",
"Message": "The provided credentials could not be validated. Please check your signature is correct."
},
"RequestId": "ed93f3cb-f35e-473f-b9f3-0d451b8b79c6"
}
}
Error 中的 Code 表示错误码，Message 表示该错误的具体信息。

错误码列表
公共错误码
错误码

说明

AuthFailure.InvalidSecretId

密钥非法（不是云 API 密钥类型）。

AuthFailure.MFAFailure

MFA 错误。

AuthFailure.SecretIdNotFound

AuthFailure.SignatureExpire

密钥不存在。 请在控制台检查密钥是否已被删除或者禁用，如状态正常，请检查密钥是
否填写正确，注意前后不得有空格。
签名过期。Timestamp 和服务器时间相差不得超过五分钟，请检查本地时间是否和标准
时间同步。

AuthFailure.SignatureFailure

签名错误。 签名计算错误，请对照调用方式中的接口鉴权文档检查签名计算过程。

AuthFailure.TokenFailure

token 错误。

AuthFailure.UnauthorizedOperation

请求未授权。请参考 CAM 文档对鉴权的说明。

DryRunOperation

DryRun 操作，代表请求将会是成功的，只是多传了 DryRun 参数。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Action

接口不存在。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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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说明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LimitExceeded

超过配额限制。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NoSuchVersion

接口版本不存在。

RequestLimitExceeded

请求的次数超过了频率限制。

ResourceInUse

资源被占用。

ResourceInsufficient

资源不足。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ResourceUnavailable

资源不可用。

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UnknownParameter

未知参数错误。

UnsupportedOperation

操作不支持。

UnsupportedProtocol

HTTP(S)请求协议错误，只支持 GET 和 POST 请求。

UnsupportedRegion

接口不支持所传地域。

业务错误码
错误码

说明

FailedOperation.PemIdNotExist

pem id不存在。

FailedOperation.PemNumTooMuch

系统中存在的私钥数超过两个。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UnknownParameter

未知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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