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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历史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02 01:32:05

第 28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3-01-02 01:31:42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CreateAccountUser

第 27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2-11-25 06:45:10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修改接口：
CreateDBInstance
新增入参：ReadonlyNodeNum, ReadonlyNodeAvailabilityZoneList, HiddenZone

第 26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2-10-28 06:36:39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DescribeDBInstanceNodeProperty
新增数据结构：
NodeProperty
NodeTag
ReplicateSetInfo

第 25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2-10-10 06:31:49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修改接口：
InquirePriceCreateDBInstances
新增入参：InstanceChargeType, MongosCpu, MongosMemory, MongosNum, ConfigServerCpu, ConfigServerMemory,
ConfigServerVolume
修改入参：Period

第

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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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2-09-21 06:37:03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DescribeAccountUsers
新增数据结构：
UserInfo

第 23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2-08-15 06:31:24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TerminateDBInstances

第 22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2-08-11 06:40:51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删除接口：
DescribeBackupAccess
删除数据结构：
BackupFile

第 21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2-06-07 06:10:21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修改数据结构：
SpecificationInfo
新增成员：SupportMultiAZ

第 20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2-04-01 06:11:50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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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ModifyDBInstanceNetworkAddress
新增数据结构：
ModifyNetworkAddress

第 19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2-03-03 08:08:57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ModifyDBInstanceSecurityGroup

第 18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2-02-25 08:11:43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修改接口：
InquirePriceModifyDBInstanceSpec
新增入参：NodeNum, ReplicateSetNum
修改数据结构：
BackupDownloadTask
新增成员：BackupMethod, BackupDesc

第 17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2-01-05 08:11:21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SetAccountUserPrivilege
新增数据结构：
Auth

第 16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1-12-14 08:12:21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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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DescribeInstanceParams
新增数据结构：
InstanceEnumParam
InstanceIntegerParam
InstanceMultiParam
InstanceTextParam

第 15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1-12-09 08:08:23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修改数据结构：
ClientConnection
新增成员：InternalService

第 14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1-09-27 08:14:06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修改接口：
CreateDBInstance
新增入参：RestoreTime, InstanceName, AvailabilityZoneList, MongosCpu, MongosMemory, MongosNodeNum
CreateDBInstanceHour
新增入参：RestoreTime, InstanceName, AvailabilityZoneList, MongosCpu, MongosMemory, MongosNodeNum

第 13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1-08-24 08:07:53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修改接口：
ModifyDBInstanceSpec
新增入参：NodeNum, ReplicateSetNum, InMaintenance

第 12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1-05-27 08:06:27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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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数据结构：
SecurityGroupBound
新增成员：Id, AddressModule, ServiceModule, Desc

第 11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1-05-12 08:06:12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DescribeSecurityGroup
新增数据结构：
SecurityGroup
SecurityGroupBound

第 10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1-03-29 08:05:40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CreateBackupDownloadTask
DescribeBackupDownloadTask
新增数据结构：
BackupDownloadTask
BackupDownloadTaskStatus
ReplicaSetInfo

第 9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1-03-03 08:05:46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修改接口：
DescribeSlowLogPatterns
新增入参：Format
DescribeSlowLogs
新增入参：Format

第 8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0-09-16 08:04:22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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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修改接口：
DescribeDBInstances
新增入参：Tags

第 7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0-09-04 08:04:58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DescribeCurrentOp
KillOps
修改接口：
DescribeDBBackups
新增入参：BackupMethod, Limit, Offset
新增数据结构：
CurrentOp
Operation

第 6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0-07-22 08:14:25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CreateBackupDBInstance
DescribeAsyncRequestInfo
ResetDBInstancePassword

第 5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0-07-20 08:13:13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修改接口：
CreateDBInstance
新增入参：AutoVoucher, Clone, Father, SecurityGroup
CreateDBInstanceHour
新增入参：Clone, Father, SecurityGroup

第

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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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0-06-02 08:13:21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FlushInstanceRouterConfig

第 3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0-04-22 08:12:39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DescribeDBInstanceDeal
InquirePriceCreateDBInstances
InquirePriceModifyDBInstanceSpec
InquirePriceRenewDBInstances
新增数据结构：
DBInstancePrice

第 2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0-04-21 08:12:45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DescribeSlowLogPatterns
DescribeSlowLogs
RenewDBInstances
修改接口：
DescribeClientConnections
新增入参：Limit, Offset
新增出参：TotalCount
新增数据结构：
InstanceChargePrepaid
SlowLogPattern

第 1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19-10-18 16:36:58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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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AssignProject
CreateDBInstance
CreateDBInstanceHour
DescribeBackupAccess
DescribeClientConnections
DescribeDBBackups
DescribeDBInstances
DescribeSpecInfo
IsolateDBInstance
ModifyDBInstanceSpec
OfflineIsolatedDBInstance
RenameInstance
新增数据结构：
BackupFile
BackupInfo
ClientConnection
DBInstanceInfo
InstanceDetail
ShardInfo
SpecItem
SpecificationInfo
TagInfo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4 共324页

云数据库 MongoDB

简介
最近更新时间：2021-06-23 11:34:47
欢迎使用 云数据库 MongoDB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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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腾讯云 API 3.0 使用介绍请查看：快速入门
云数据库 MongoDB（TencentDB for MongoDB），是腾讯云基于全球广受欢迎的 MongoDB 打造的高性能 NoSQL 数据库，100% 完全兼容
MongoDB 协议，提供稳定丰富的监控管理，弹性可扩展、自动容灾，适用于文档型数据库场景。

注意：
本章节云数据库 MongoDB API 接口均为最新 API 3.0 接口，后续云数据库 MongoDB 相关新增功能都会在此章节更新。我们强烈推荐您
使用最新 API3.0 接口。
现有旧版 API 接口功能依然保持，未来可能停止维护，如您仍需使用旧版接口可参考：云数据库 MongoDB API（旧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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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1-05 01:32:12

账号相关接口
接口名称

接口功能

频率限制

CreateAccountUser

创建账号

20

DescribeAccountUsers

全部账号列表

20

ResetDBInstancePassword

修改实例用户的密码

20

SetAccountUserPrivilege

设置账户权限

20

备份相关接口
接口名称

接口功能

频率限制

CreateBackupDBInstance

备份实例接口

20

CreateBackupDownloadTask

创建备份下载任务

20

DescribeBackupDownloadTask

查询备份下载任务信息

20

DescribeDBBackups

查询实例备份列表

20

实例相关接口
接口名称

接口功能

频率限制

AssignProject

指定云数据库实例的所属项目

20

CreateDBInstance

创建云数据库实例（包年包月）

20

CreateDBInstanceHour

创建云数据库实例（按量计费）

20

DescribeClientConnections

查询实例客户端连接信息

5

DescribeCurrentOp

查询数据库实例当前正在执行的操作

20

DescribeDBInstanceDeal

获取数据库实例订单详情

5

DescribeDBInstanceNodeProperty

查询节点属性

3

DescribeDBInstances

查询云数据库实例列表

20

DescribeInstanceParams

获取当前实例可修改的参数列表

20

DescribeSecurityGroup

查询实例绑定的安全组

20

DescribeSlowLogPatterns

获取慢日志统计信息

20

DescribeSlowLogs

获取慢日志信息

20

DescribeSpecInfo

查询云数据库的售卖规格

10

InquirePriceCreateDBInstances

创建实例询价

20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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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名称

接口功能

频率限制

InquirePriceModifyDBInstanceSpec

变更配置询价

20

InquirePriceRenewDBInstances

续费实例询价

20

IsolateDBInstance

隔离云数据库实例

20

KillOps

终止数据库实例特定操作

20

ModifyDBInstanceNetworkAddress

修改云数据库实例网络信息

20

ModifyDBInstanceSecurityGroup

修改实例安全组

20

ModifyDBInstanceSpec

调整云数据库实例配置

20

OfflineIsolatedDBInstance

下线隔离状态的云数据库实例

10

RenameInstance

修改实例名称

20

RenewDBInstances

续费云数据库实例

20

TerminateDBInstances

包年包月隔离接口

20

其他接口
接口名称

接口功能

频率限制

FlushInstanceRouterConfig

刷新路由配置

20

任务相关接口
接口名称

接口功能

频率限制

DescribeAsyncRequestInfo

查询异步任务状态接口

20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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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方式
请求结构
最近更新时间：2020-09-28 08: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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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也支持指定地域域名访问，例如广州地域的域名为
mongod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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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god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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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域名是 API 的接入点，并不代表产品或者接口实际提供服务的地域。产品支持的地域列表请在调用方式/公共参数文档中查阅，接口支持的地域请
在接口文档输入参数中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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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华南地区(广州)

mongodb.ap-guangzhou.tencentcloudapi.com

华东地区(上海)

mongodb.ap-shanghai.tencentcloudapi.com

华北地区(北京)

mongodb.ap-beijing.tencentcloudapi.com

西南地区(成都)

mongodb.ap-chengdu.tencentcloudapi.com

西南地区(重庆)

mongodb.ap-chongqing.tencentcloudapi.com

港澳台地区(中国香港)

mongodb.ap-hongkong.tencentcloudapi.com

亚太东南(新加坡)

mongodb.ap-singapore.tencentcloudapi.com

亚太东南(曼谷)

mongodb.ap-bangkok.tencentcloudapi.com

亚太南部(孟买)

mongodb.ap-mumbai.tencentcloudapi.com

亚太东北(首尔)

mongodb.ap-seoul.tencentcloudapi.com

亚太东北(东京)

mongodb.ap-tokyo.tencentcloudapi.com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

mongodb.na-ashburn.tencentcloudapi.com

美国西部(硅谷)

mongodb.na-siliconvalley.tencentcloudapi.com

北美地区(多伦多)

mongodb.na-toronto.tencentcloudapi.com

欧洲地区(法兰克福)

mongodb.eu-frankfurt.tencentcloudapi.com

欧洲地区(莫斯科)

mongodb.eu-moscow.tencentcloudap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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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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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区接入地域

金融区域名

华东地区(上海金融)

mongodb.ap-shanghai-fsi.tencentcloudapi.com

华南地区(深圳金融)

mongod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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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使用签名方法 v3（TC3-HMAC-SHA256）。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必须使用签名方法 v1（HmacSHA1 或 HmacSHA256）。
multipart/form-data（仅部分接口支持），必须使用签名方法 v3（TC3-HMAC-SHA256）。
GET 请求的请求包大小不得超过32KB。POST 请求使用签名方法 v1（HmacSHA1、HmacSHA256）时不得超过1MB。POST 请求使用签名方
法 v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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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12 06:17:46
公共参数是用于标识用户和接口签名的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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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参数的具体内容会因您使用的签名方法版本不同而有所差异。

使用签名方法 v3 的公共参数
签名方法 v3 （有时也称作 TC3-HMAC-SHA256）相比签名方法 v1 （有些文档可能会简称签名方法），更安全，支持更大的请求包，支持 POST
JSON 格式，性能有一定提升，推荐使用该签名方法计算签名。完整介绍详见 签名方法 v3。
注意：接口文档中的示例由于目的是展示接口参数用法，简化起见，使用的是签名方法 v1 GET 请求，如果依旧想使用签名方法 v1 请参考下文章节。
使用签名方法 v3 时，公共参数需要统一放到 HTTP Header 请求头部中，如下表所示：
参数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HTTP 请求头：X-TC-Ac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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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TP 请求头：X-TC-Reg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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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stamp

Integer

是

HTTP 请求头：X-TC-Timesta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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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ion

String

是

HTTP 请求头：X-TC-Vers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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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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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god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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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过程详见 文档。

Authorization

String

是

Token

String

否

HTTP 请求头：X-TC-Token。即 安全凭证服务 所颁发的临时安全凭证中的 Token，使用时需要将
SecretId 和 SecretKey 的值替换为临时安全凭证中的 TmpSecretId 和 TmpSecretKey。使用长
期密钥时不能设置此 Token 字段。

Language

String

否

HTTP 请求头：X-TC-Language。指定接口返回的语言，仅部分接口支持此参数。取值：zh-CN，
en-US。zh-CN 返回中文，en-US 返回英文。

假设用户想要查询广州地域的云服务器实例列表中的前十个，接口参数设置为偏移量 Offset=0，返回数量 Limit=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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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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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zation: TC3-HMAC-SHA256 Credential=AKID********EXAMPLE/2018-10-09/cvm/tc3_request, SignedHeaders=content-typ
e;host, Signature=5da7a33f6993f0614b047e5df4582db9e9bf4672ba50567dba16c6ccf174c474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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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ID********EXAMP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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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ID********EXAMP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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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签名方法 v1 的公共参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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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签名方法 v1 （有时会称作 HmacSHA256 和 HmacSHA1），公共参数需要统一放到请求串中，完整介绍详见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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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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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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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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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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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 安全凭证服务 所颁发的临时安全凭证中的 Token，使用时需要将 SecretId 和 SecretKey 的
值替换为临时安全凭证中的 TmpSecretId 和 TmpSecretKey。使用长期密钥时不能设置此
Token 字段。

Language

String

否

指定接口返回的语言，仅部分接口支持此参数。取值：zh-CN，en-US。zh-CN 返回中文，enUS 返回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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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tam
p=1527672334&Signature=37ac2f4fde00b0ac9bd9eadeb459b1bbee224158d66e7ae5fcadb70b2d181d02&Region=ap-guangzh
ou&Nonce=23823223&SecretId=AKID********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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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ac2
f4fde00b0ac9bd9eadeb459b1bbee224158d66e7ae5fcadb70b2d181d02&Region=ap-guangzhou&Nonce=23823223&SecretId=
AKID********EXAMPLE

地域列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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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列表
本产品所有接口 Region 字段的可选值如下表所示。如果接口不支持该表中的所有地域，则会在接口文档中单独说明。
地域

取值

亚太东南(曼谷)

ap-bangkok

华北地区(北京)

ap-beijing

西南地区(成都)

ap-chengdu

西南地区(重庆)

ap-chongqing

华南地区(广州)

ap-guangzhou

港澳台地区(中国香港)

ap-hongkong

亚太南部(孟买)

ap-mumbai

华东地区(南京)

ap-nanjing

亚太东北(首尔)

ap-seoul

华东地区(上海)

ap-shanghai

华东地区(上海金融)

ap-shanghai-fsi

华南地区(深圳金融)

ap-shenzhen-fsi

亚太东南(新加坡)

ap-singapore

亚太东北(东京)

ap-tokyo

欧洲地区(法兰克福)

eu-frankfurt

欧洲地区(莫斯科)

eu-moscow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

na-ashburn

美国西部(硅谷)

na-siliconvalley

北美地区(多伦多)

na-toronto

南美地区（圣保罗）

sa-saopaulo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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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方法 v3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6 06:47:53
以下文档说明了签名方法 v3 的签名过程，但仅在您编写自己的代码来调用腾讯云 API 时才有用。我们推荐您使用 腾讯云 API Explorer ，腾讯云
SDK 和 腾讯云命令行工具（TCCLI） 等开发者工具，从而无需学习如何对 API 请求进行签名。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您可以通过 API Explorer 的【签名串生成】模块查看每个接口签名的生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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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中指定
该签名结果并以指定的方式和格式发送请求。

为什么要进行签名
签名通过以下方式帮助保护请求：
1. 验证请求者的身份
签名确保请求是由持有有效访问密钥的人发送的。请参阅控制台 云 API 密钥 页面获取密钥相关信息。
2. 保护传输中的数据
为了防止请求在传输过程中被篡改，腾讯云 API 会使用请求参数来计算请求的哈希值，并将生成的哈希值加密后作为请求的一部分，发送到腾讯云
API 服务器。服务器会使用收到的请求参数以同样的过程计算哈希值，并验证请求中的哈希值。如果请求被篡改，将导致哈希值不一致，腾讯云 API
将拒绝本次请求。
签名方法 v3 （TC3-HMAC-SHA256）功能上覆盖了以前的签名方法 v1，而且更安全，支持更大的请求，支持 JSON 格式，POST 请求支持传空
数组和空字符串，性能有一定提升，推荐使用该签名方法计算签名。
首次接触，建议使用 API Explorer 中的“签名串生成”功能，选择签名版本为“API 3.0 签名 v3”，可以生成签名过程进行验证，也可直接生成
SDK 代码。推荐使用腾讯云 API 配套的 7 种常见的编程语言 SDK，已经封装了签名和请求过程，均已开源，支持 Python、Java、PHP、Go、
NodeJS、.N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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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密钥】即可以创建一对密钥。

签名版本 v3 签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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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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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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里只展示了部分公共参数和接口输入参数，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添加其他参数，例如 Language 和 Token 公共参数
（在 HTTP 头部设置，添加 X-TC- 前缀）。
假设用户的 SecretId 和 SecretKey 分别是：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 和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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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l -X POST https://cvm.tencentcloudapi.com \
-H "Authorization: TC3-HMAC-SHA256 Credential=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2019-02-25/cvm/tc3_request, Sign
edHeaders=content-type;host, Signature=2230eefd229f582d8b1b891af7107b91597240707d778ab3738f756258d7652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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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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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onicalQueryString

问号（?）后面的字符串内容，例如：Limit=10&Offset=0。
注意：CanonicalQueryString 需要参考 RFC3986 进行 URLEncode，字符集 UTF8，推荐使用编程语言
标准库，所有特殊字符均需编码，大写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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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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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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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onicalHeaders

此示例计算结果是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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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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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672a\u547d\u540d"],
"Name": "instance-name"}]}）的哈希值，计算伪代码为

HashedRequestPay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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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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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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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Time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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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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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2-

CredentialScope

25/cvm/tc3_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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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
SecretDate = HMAC_SHA256("TC3" + SecretKey, Date)
SecretService = HMAC_SHA256(SecretDate, Service)
SecretSigning = HMAC_SHA256(SecretService, "tc3_request")

派生出的密钥 SecretDate 、 SecretService 和 SecretSigning 是二进制的数据，可能包含不可打印字符，此处不展示中间结果。
请注意，不同的编程语言，HMAC 库函数中参数顺序可能不一样，请以实际情况为准。此处的伪代码密钥参数 key 在前，消息参数 data 在后。通常标
准库函数会提供二进制格式的返回值，也可能会提供打印友好的十六进制格式的返回值，此处使用的是二进制格式。
字段名称

解释

SecretKey

原始的 SecretKey，即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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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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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ture = HexEncode(HMAC_SHA256(SecretSigning, StringToSign))

此示例计算结果是 2230eefd229f582d8b1b891af7107b91597240707d778ab3738f756258d7652c 。

4. 拼接 Authorization
按如下格式拼接 Authorization：
Authorization =
Algorithm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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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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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0eefd229f582d8b1b891af7107b91597240707d778ab3738f756258d7652c。

根据以上规则，示例中得到的值为：
TC3-HMAC-SHA256 Credential=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2019-02-25/cvm/tc3_request, SignedHeaders=conte
nt-type;host, Signature=2230eefd229f582d8b1b891af7107b91597240707d778ab3738f756258d7652c

最终完整的调用信息如下：
POST https://cvm.tencentcloudapi.com/
Authorization: TC3-HMAC-SHA256 Credential=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2019-02-25/cvm/tc3_request, SignedH
eaders=content-type;host, Signature=2230eefd229f582d8b1b891af7107b91597240707d778ab3738f756258d765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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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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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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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Java
PHP
Go
NodeJS
.NET
C++
下面提供了不同产品的生成签名 demo，您可以找到对应的产品参考签名的生成：
Signature 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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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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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ivate final static Charset UTF8 = StandardCharsets.UTF_8;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SECRET_ID =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SECRET_KEY =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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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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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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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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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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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
secret_key =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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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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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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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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Golang
package main
import (
"crypto/hmac"
"crypto/sha256"
"encoding/h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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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t"
"time"
)
func sha256hex(s string) string {
b := sha256.Sum256([]byte(s))
return hex.EncodeToString(b[:])
}
func hmacsha256(s, key string) string {
hashed := hmac.New(sha256.New, []byte(key))
hashed.Write([]byte(s))
return string(hashed.Sum(nil))
}
func main() {
secretId :=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
secretKey :=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
host := "cvm.tencentcloudapi.com"
algorithm := "TC3-HMAC-SHA256"
service := "cvm"
version := "2017-03-12"
action := "DescribeInstances"
region := "ap-guangzhou"
//var timestamp int64 = time.Now().Unix()
var timestamp int64 = 1551113065
// step 1: build canonical request string
httpRequestMethod := "POST"
canonicalURI := "/"
canonicalQueryString := ""
canonicalHeaders :=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n" + "host:" + host + "\n"
signedHeaders := "content-type;host"
payload := `{"Limit": 1, "Filters": [{"Values": ["\u672a\u547d\u540d"], "Name": "instance-name"}]}`
hashedRequestPayload := sha256hex(payload)
canonicalRequest := fmt.Sprintf("%s\n%s\n%s\n%s\n%s\n%s",
httpRequestMethod,
canonicalURI,
canonicalQueryString,
canonicalHeaders,
signedHeaders,
hashedRequestPayload)
fmt.Println(canonicalRequest)
// step 2: build string to sign
date := time.Unix(timestamp, 0).UTC().Format("2006-01-02")
credentialScope := fmt.Sprintf("%s/%s/tc3_request", date, service)
hashedCanonicalRequest := sha256hex(canonicalRequest)
string2sign := fmt.Sprintf("%s\n%d\n%s\n%s",
algorith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3 共324页

云数据库 MongoDB

timestamp,
credentialScope,
hashedCanonicalRequest)
fmt.Println(string2sign)
// step 3: sign string
secretDate := hmacsha256(date, "TC3"+secretKey)
secretService := hmacsha256(service, secretDate)
secretSigning := hmacsha256("tc3_request", secretService)
signature := hex.EncodeToString([]byte(hmacsha256(string2sign, secretSigning)))
fmt.Println(signature)
// step 4: build authorization
authorization := fmt.Sprintf("%s Credential=%s/%s, SignedHeaders=%s, Signature=%s",
algorithm,
secretId,
credentialScope,
signedHeaders,
signature)
fmt.Println(authorization)
curl := fmt.Sprintf(`curl -X POST https://%s\
-H "Authorization: %s"\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H "Host: %s" -H "X-TC-Action: %s"\
-H "X-TC-Timestamp: %d"\
-H "X-TC-Version: %s"\
-H "X-TC-Region: %s"\
-d '%s'`, host, authorization, host, action, timestamp, version, region, payload)
fmt.Println(curl)
}

PHP
<?php
$secretId =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
$secretKey =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
$host = "cvm.tencentcloudapi.com";
$service = "cvm";
$version = "2017-03-12";
$action = "DescribeInstances";
$region = "ap-guangzhou";
// $timestamp = time();
$timestamp = 1551113065;
$algorithm = "TC3-HMAC-SHA256";
// step 1: build canonical request string
$httpRequestMethod = "POST";
$canonicalUr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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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onicalQueryString = "";
$canonicalHeaders =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n"."host:".$host."\n";
$signedHeaders = "content-type;host";
$payload = '{"Limit": 1, "Filters": [{"Values": ["\u672a\u547d\u540d"], "Name": "instance-name"}]}';
$hashedRequestPayload = hash("SHA256", $payload);
$canonicalRequest = $httpRequestMethod."\n"
.$canonicalUri."\n"
.$canonicalQueryString."\n"
.$canonicalHeaders."\n"
.$signedHeaders."\n"
.$hashedRequestPayload;
echo $canonicalRequest.PHP_EOL;
// step 2: build string to sign
$date = gmdate("Y-m-d", $timestamp);
$credentialScope = $date."/".$service."/tc3_request";
$hashedCanonicalRequest = hash("SHA256", $canonicalRequest);
$stringToSign = $algorithm."\n"
.$timestamp."\n"
.$credentialScope."\n"
.$hashedCanonicalRequest;
echo $stringToSign.PHP_EOL;
// step 3: sign string
$secretDate = hash_hmac("SHA256", $date, "TC3".$secretKey, true);
$secretService = hash_hmac("SHA256", $service, $secretDate, true);
$secretSigning = hash_hmac("SHA256", "tc3_request", $secretService, true);
$signature = hash_hmac("SHA256", $stringToSign, $secretSigning);
echo $signature.PHP_EOL;
// step 4: build authorization
$authorization = $algorithm
." Credential=".$secretId."/".$credentialScope
.", SignedHeaders=content-type;host, Signature=".$signature;
echo $authorization.PHP_EOL;
$curl = "curl -X POST https://".$host
.' -H "Authorization: '.$authorization.'"'
.'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H "Host: '.$host.'"'
.' -H "X-TC-Action: '.$action.'"'
.' -H "X-TC-Timestamp: '.$timestamp.'"'
.' -H "X-TC-Version: '.$version.'"'
.' -H "X-TC-Region: '.$region.'"'
." -d '".$payload."'";
echo $curl.PHP_EOL;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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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ding: UTF-8 -*# require ruby>=2.3.0
require 'digest'
require 'json'
require 'time'
require 'openssl'
# 密钥参数
secret_id =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
secret_key =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
service = 'cvm'
host = 'cvm.tencentcloudapi.com'
endpoint = 'https://' + host
region = 'ap-guangzhou'
action = 'DescribeInstances'
version = '2017-03-12'
algorithm = 'TC3-HMAC-SHA256'
# timestamp = Time.now.to_i
timestamp = 1551113065
date = Time.at(timestamp).utc.strftime('%Y-%m-%d')
# ************* 步骤 1：拼接规范请求串 *************
http_request_method = 'POST'
canonical_uri = '/'
canonical_querystring = ''
canonical_headers =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nhost:#{host}\n"
signed_headers = 'content-type;host'
# params = { 'Limit' => 1, 'Filters' => [{ 'Name' => 'instance-name', 'Values' => ['未命名'] }] }
# payload = JSON.generate(params, { 'ascii_only' => true, 'space' => ' ' })
# json will generate in random order, to get specified result in example, we hard-code it here.
payload = '{"Limit": 1, "Filters": [{"Values": ["\u672a\u547d\u540d"], "Name": "instance-name"}]}'
hashed_request_payload = Digest::SHA256.hexdigest(payload)
canonical_request = [
http_request_method,
canonical_uri,
canonical_querystring,
canonical_headers,
signed_headers,
hashed_request_payload,
].join("\n")
puts canonical_request
# ************* 步骤 2：拼接待签名字符串 *************
credential_scope = date + '/' + service + '/' + 'tc3_request'
hashed_request_payload = Digest::SHA256.hexdigest(canonical_request)
string_to_sign = [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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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tamp.to_s,
credential_scope,
hashed_request_payload,
].join("\n")
puts string_to_sign
# ************* 步骤 3：计算签名 *************
digest = OpenSSL::Digest.new('sha256')
secret_date = OpenSSL::HMAC.digest(digest, 'TC3' + secret_key, date)
secret_service = OpenSSL::HMAC.digest(digest, secret_date, service)
secret_signing = OpenSSL::HMAC.digest(digest, secret_service, 'tc3_request')
signature = OpenSSL::HMAC.hexdigest(digest, secret_signing, string_to_sign)
puts signature
# ************* 步骤 4：拼接 Authorization *************
authorization = "#{algorithm} Credential=#{secret_id}/#{credential_scope}, SignedHeaders=#{signed_headers}, Signature=
#{signature}"
puts authorization
p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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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timestamp.to_s + '"' \
+ ' -H "X-TC-Version: ' + version + '"' \
+ ' -H "X-TC-Region: ' + region + '"' \
+ " -d '" + payload + "'"

DotNet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Security.Cryptography;
using System.Text;
public class Application
{
public static string SHA256Hex(string s)
{
using (SHA256 algo = SHA256.Create())
{
byte[] hashbytes = algo.ComputeHash(Encoding.UTF8.GetBytes(s));
StringBuilder builder = new StringBuilder();
for (int i = 0; i < hashbytes.Length; ++i)
{
builder.Append(hashbytes[i].ToString("x2"));
}
return builder.To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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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ublic static byte[] HmacSHA256(byte[] key, byte[] msg)
{
using (HMACSHA256 mac = new HMACSHA256(key))
{
return mac.ComputeHash(msg);
}
}
public static Dictionary<String, String> BuildHeaders(string secretid,
string secretkey, string service, string endpoint, string region,
string action, string version, DateTime date, string requestPayload)
{
string datestr = date.ToString("yyyy-MM-dd");
DateTime startTime = new DateTime(1970, 1, 1, 0, 0, 0, 0, DateTimeKind.Utc);
long requestTimestamp = (long)Math.Round((date - startTime).TotalMilliseconds, MidpointRounding.AwayFromZero) / 1000;
// ************* 步骤 1：拼接规范请求串 *************
string algorithm = "TC3-HMAC-SHA256";
string httpRequestMethod = "POST";
string canonicalUri = "/";
string canonicalQueryString = "";
string contentType = "application/json";
string canonicalHeaders = "content-type:" + contentType + "; charset=utf-8\n" + "host:" + endpoint + "\n";
string signedHeaders = "content-type;host";
string hashedRequestPayload = SHA256Hex(requestPayload);
string canonicalRequest = httpRequestMethod + "\n"
+ canonicalUri + "\n"
+ canonicalQueryString + "\n"
+ canonicalHeaders + "\n"
+ signedHeaders + "\n"
+ hashedRequestPayload;
Console.WriteLine(canonicalRequest);
// ************* 步骤 2：拼接待签名字符串 *************
string credentialScope = datestr + "/" + service + "/" + "tc3_request";
string hashedCanonicalRequest = SHA256Hex(canonicalRequest);
string stringToSign = algorithm + "\n" + requestTimestamp.ToString() + "\n" + credentialScope + "\n" + hashedCanonicalReque
st;
Console.WriteLine(stringToSign);
// ************* 步骤 3：计算签名 *************
byte[] tc3SecretKey = Encoding.UTF8.GetBytes("TC3" + secretkey);
byte[] secretDate = HmacSHA256(tc3SecretKey, Encoding.UTF8.GetBytes(datestr));
byte[] secretService = HmacSHA256(secretDate, Encoding.UTF8.GetBytes(service));
byte[] secretSigning = HmacSHA256(secretService, Encoding.UTF8.GetBytes("tc3_request"));
byte[] signatureBytes = HmacSHA256(secretSigning, Encoding.UTF8.GetBytes(stringToSign));
string signature = BitConverter.ToString(signatureBytes).Replace("-", "").ToLower();
Console.WriteLine(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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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步骤 4：拼接 Authorization *************
string authorization = algorithm + " "
+ "Credential=" + secretid + "/" + credentialScope + ", "
+ "SignedHeaders=" + signedHeaders + ", "
+ "Signature=" + signature;
Console.WriteLine(authorization);
Dictionary<string, string> headers = new Dictionary<string, string>();
headers.Add("Authorization", authorization);
headers.Add("Host", endpoint);
headers.Add("Content-Type", contentType + "; charset=utf-8");
headers.Add("X-TC-Timestamp", requestTimestamp.ToString());
headers.Add("X-TC-Version", version);
headers.Add("X-TC-Action", action);
headers.Add("X-TC-Region", region);
return headers;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 密钥参数
string SECRET_ID =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
string SECRET_KEY =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
string service = "cvm";
string endpoint = "cvm.tencentcloudapi.com";
string region = "ap-guangzhou";
string action = "DescribeInstances";
string version = "2017-03-12";
// 此处由于示例规范的原因，采用时间戳2019-02-26 00:44:25，此参数作为示例，如果在项目中，您应当使用：
// DateTime date = DateTime.UtcNow;
// 注意时区，建议此时间统一采用UTC时间戳，否则容易出错
DateTime date = new DateTime(1970, 1, 1, 0, 0, 0, 0, DateTimeKind.Utc).AddSeconds(1551113065);
string requestPayload = "{\"Limit\": 1, \"Filters\": [{\"Values\": [\"\\u672a\\u547d\\u540d\"], \"Name\": \"instance-name\"}]}";
Dictionary<string, string> headers = BuildHeaders(SECRET_ID, SECRET_KEY, service
, endpoint, region, action, version, date, requestPayload);
Console.WriteLine("POST https://cvm.tencentcloudapi.com");
foreach (KeyValuePair<string, string> kv in headers)
{
Console.WriteLine(kv.Key + ": " + kv.Value);
}
Console.WriteLine();
Console.WriteLine(requestPayloa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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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JS
const crypto = require('crypto');
function sha256(message, secret = '', encoding) {
const hmac = crypto.createHmac('sha256', secret)
return hmac.update(message).digest(encoding)
}
function getHash(message, encoding = 'hex') {
const hash = crypto.createHash('sha256')
return hash.update(message).digest(encoding)
}
function getDate(timestamp) {
const date = new Date(timestamp * 1000)
const year = date.getUTCFullYear()
const month = ('0' + (date.getUTCMonth() + 1)).slice(-2)
const day = ('0' + date.getUTCDate()).slice(-2)
return `${year}-${month}-${day}`
}
function main(){
// 密钥参数
const SECRET_ID =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
const SECRET_KEY =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
const endpoint = "cvm.tencentcloudapi.com"
const service = "cvm"
const region = "ap-guangzhou"
const action = "DescribeInstances"
const version = "2017-03-12"
//const timestamp = getTime()
const timestamp = 1551113065
//时间处理, 获取世界时间日期
const date = getDate(timestamp)
// ************* 步骤 1：拼接规范请求串 *************
const signedHeaders = "content-type;host"
const payload = "{\"Limit\": 1, \"Filters\": [{\"Values\": [\"\\u672a\\u547d\\u540d\"], \"Name\": \"instance-name\"}]}"
const hashedRequestPayload = getHash(payload);
const httpRequestMethod = "POST"
const canonicalUri = "/"
const canonicalQueryString = ""
const canonicalHeaders =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n" + "host:" + endpoint + "\n"
const canonicalRequest = httpRequestMethod + "\n"
+ canonicalUri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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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onicalQueryString + "\n"
+ canonicalHeaders + "\n"
+ signedHeaders + "\n"
+ hashedRequestPayload
console.log(canonicalRequest)
// ************* 步骤 2：拼接待签名字符串 *************
const algorithm = "TC3-HMAC-SHA256"
const hashedCanonicalRequest = getHash(canonicalRequest);
const credentialScope = date + "/" + service + "/" + "tc3_request"
const stringToSign = algorithm + "\n" +
timestamp + "\n" +
credentialScope + "\n" +
hashedCanonicalRequest
console.log(stringToSign)
// ************* 步骤 3：计算签名 *************
const kDate = sha256(date, 'TC3' + SECRET_KEY)
const kService = sha256(service, kDate)
const kSigning = sha256('tc3_request', kService)
const signature = sha256(stringToSign, kSigning, 'hex')
console.log(signature)
// ************* 步骤 4：拼接 Authorization *************
const authorization = algorithm + " " +
"Credential=" + SECRET_ID + "/" + credentialScope + ", " +
"SignedHeaders=" + signedHeaders + ", " +
"Signature=" + signature
console.log(authorization)
const curlcmd = 'curl -X POST ' + "https://" + endpoint
+ ' -H "Authorization: ' + authorization + '"'
+ '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 -H "Host: ' + endpoint + '"'
+ ' -H "X-TC-Action: ' + action + '"'
+ ' -H "X-TC-Timestamp: ' + timestamp.toString() + '"'
+ ' -H "X-TC-Version: ' + version + '"'
+ ' -H "X-TC-Region: ' + region + '"'
+ " -d '" + payload + "'"
console.log(curlcmd)
}
main()

C++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iomanip>
#include <sstream>
#include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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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stdio.h>
#include <time.h>
#include <openssl/sha.h>
#include <openssl/hmac.h>
using namespace std;
string get_data(int64_t &timestamp)
{
string utcDate;
char buff[20] = {0};
// time_t timenow;
struct tm sttime;
sttime = *gmtime(&timestamp);
strftime(buff, sizeof(buff), "%Y-%m-%d", &sttime);
utcDate = string(buff);
return utcDate;
}
string int2str(int64_t n)
{
std::stringstream ss;
ss << n;
return ss.str();
}
string sha256Hex(const string &str)
{
char buf[3];
unsigned char hash[SHA256_DIGEST_LENGTH];
SHA256_CTX sha256;
SHA256_Init(&sha256);
SHA256_Update(&sha256, str.c_str(), str.size());
SHA256_Final(hash, &sha256);
std::string NewString = "";
for(int i = 0; i < SHA256_DIGEST_LENGTH; i++)
{
snprintf(buf, sizeof(buf), "%02x", hash[i]);
NewString = NewString + buf;
}
return NewString;
}
string HmacSha256(const string &key, const string &input)
{
unsigned char hash[32];
HMAC_CTX *h;
#if OPENSSL_VERSION_NUMBER < 0x10100000L
HMAC_CTX h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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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AC_CTX_init(&hmac);
h = &hmac;
#else
h = HMAC_CTX_new();
#endif
HMAC_Init_ex(h, &key[0], key.length(), EVP_sha256(), NULL);
HMAC_Update(h, ( unsigned char* )&input[0], input.length());
unsigned int len = 32;
HMAC_Final(h, hash, &len);
#if OPENSSL_VERSION_NUMBER < 0x10100000L
HMAC_CTX_cleanup(h);
#else
HMAC_CTX_free(h);
#endif
std::stringstream ss;
ss << std::setfill('0');
for (int i = 0; i < len; i++)
{
ss << hash[i];
}
return (ss.str());
}
string HexEncode(const string &input)
{
static const char* const lut = "0123456789abcdef";
size_t len = input.length();
string output;
output.reserve(2 * len);
for (size_t i = 0; i < len; ++i)
{
const unsigned char c = input[i];
output.push_back(lut[c >> 4]);
output.push_back(lut[c & 15]);
}
return output;
}
int main()
{
// 密钥参数
string SECRET_ID =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
string SECRET_KEY =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
string service = "c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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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host = "cvm.tencentcloudapi.com";
string region = "ap-guangzhou";
string action = "DescribeInstances";
string version = "2017-03-12";
int64_t timestamp = 1551113065;
string date = get_data(timestam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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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o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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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t << canonicalRequest << endl;
// ************* 步骤 2：拼接待签名字符串 *************
string algorithm = "TC3-HMAC-SHA256";
string RequestTimestamp = int2str(timestamp);
string credentialScope = date + "/" + service + "/" + "tc3_request";
string hashedCanonicalRequest = sha256Hex(canonicalRequest);
string stringToSign = algorithm + "\n" + RequestTimestamp + "\n" + credentialScope + "\n" + hashedCanonicalRequest;
cout << stringToSign << endl;
// ************* 步骤 3：计算签名 ***************
string kKey = "TC3" + SECRET_KEY;
string kDate = HmacSha256(kKey, date);
string kService = HmacSha256(kDate, service);
string kSigning = HmacSha256(kService, "tc3_request");
string signature = HexEncode(HmacSha256(kSigning, stringToSign));
cout << signature << endl;
// ************* 步骤 4：拼接 Authorization *************
string authorization = algorithm + " " + "Credential=" + SECRET_ID + "/" + credentialScope + ", "
+ "SignedHeaders=" + signedHeaders + ", " + "Signature=" + signature;
cout << authorization << endl;
string curlcmd = "curl -X POST https://" + host + "\n"
+ " -H \"Authorization: " + authorization + "\"\n"
+ "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n"
+ " -H \"Host: " + host + "\"\n"
+ " -H \"X-TC-Action: " + action + "\"\n"
+ " -H \"X-TC-Timestamp: " + RequestTimestamp + "\"\n"
+ " -H \"X-TC-Version: " + version + "\"\n"
+ " -H \"X-TC-Region: " + region + "\"\n"
+ " -d '" + payload + "\'";
cout << curlcmd << en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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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0;
};

C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ime.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openssl/sha.h>
#include <openssl/hmac.h>
void get_data(int64_t timestamp, char* utcDate, int len)
{
// time_t timenow;
struct tm sttime;
sttime = *gmtime(&timestamp);
strftime(utcDate, len, "%Y-%m-%d", &sttime);
}
void sha256Hex(const char* str, char* newString)
{
char buf[3];
unsigned char hash[SHA256_DIGEST_LENGTH];
SHA256_CTX sha256;
SHA256_Init(&sha256);
SHA256_Update(&sha256, str, strlen(str));
SHA256_Final(hash, &sha256);
for(int i = 0; i < SHA256_DIGEST_LENGTH; i++)
{
snprintf(buf, sizeof(buf), "%02x", hash[i]);
strcat(newString, buf);
}
}
void HmacSha256(char* key, const char* input, char* hashResult)
{
unsigned char hash[32];
HMAC_CTX *h;
#if OPENSSL_VERSION_NUMBER < 0x10100000L
HMAC_CTX hmac;
HMAC_CTX_init(&hmac);
h = &hmac;
#else
h = HMAC_CTX_new();
#endif
HMAC_Init_ex(h, key, strlen(key), EVP_sha256(),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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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AC_Update(h, ( unsigned char* )input, strlen(input));
unsigned int len = 32;
HMAC_Final(h, hash, &len);
#if OPENSSL_VERSION_NUMBER < 0x10100000L
HMAC_CTX_cleanup(h);
#else
HMAC_CTX_free(h);
#endif
//strcpy(hashResult, (const char*)hash);
strncpy(hashResult, (const char*)hash, len);
}
void HexEncode(const char* input, char* output)
{
static const char* const lut = "0123456789abcdef";
size_t len = strlen(input);
char addOutStr[128] = {0};
char tempStr[2] = {0};
for (size_t i = 0; i < len; ++i)
{
const unsigned char c = input[i];
tempStr[0] = lut[c >> 4];
strcat(addOutStr, tempStr);
tempStr[0] = lut[c & 15];
strcat(addOutStr, tempStr);
}
strncpy(output, addOutStr, 128);
}
int main()
{
// 密钥参数
const char* SECRET_ID =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
const char* SECRET_KEY =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
const char* service = "cvm";
const char* host = "cvm.tencentcloudapi.com";
const char* region = "ap-guangzhou";
const char* action = "DescribeInstances";
const char* version = "2017-03-12";
int64_t timestamp = 1551113065;
char date[20] = {0};
get_data(timestamp, date, sizeof(date));
// ************* 步骤 1：拼接规范请求串 *************
const char* httpRequestMethod = "POST";
const char* canonicalUri = "/";
const char* canonicalQueryString = "";
char canonicalHeaders[100] =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nhost:"};
strcat(canonicalHeaders, 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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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cat(canonicalHeaders, "\n");
const char* signedHeaders = "content-type;host";
const char* payload = "{\"Limit\": 1, \"Filters\": [{\"Values\": [\"\\u672a\\u547d\\u540d\"], \"Name\": \"instance-name\"}]}";
char hashedRequestPayload[100] = {0};
sha256Hex(payload, hashedRequestPayload);
char canonicalRequest[256] = {0};
sprintf(canonicalRequest, "%s\n%s\n%s\n%s\n%s\n%s", httpRequestMethod, canonicalUri, canonicalQueryString, canonicalHead
ers, signedHeaders, hashedRequestPayload);
printf("%s\n", canonicalRequest);

// ************* 步骤 2：拼接待签名字符串 *************
const char* algorithm = "TC3-HMAC-SHA256";
char RequestTimestamp[16] = {0};
sprintf(RequestTimestamp,"%d",timestamp);
char credentialScope[64] = {0};
strcat(credentialScope, date);
sprintf(credentialScope, "%s/%s/tc3_request", date, service);
char hashedCanonicalRequest[100] = {0};
sha256Hex(canonicalRequest, hashedCanonicalRequest);
char stringToSign[256] = {0};
sprintf(stringToSign, "%s\n%s\n%s\n%s", algorithm, RequestTimestamp, credentialScope, hashedCanonicalRequest);
printf("%s\n", stringToSign);
// ************* 步骤 3：计算签名 ***************
char kKey[64] = {0};
sprintf(kKey, "%s%s", "TC3", SECRET_KEY);
char kDate[64] = {0};
HmacSha256(kKey, date, kDate);
char kService[64] = {0};
HmacSha256(kDate, service, kService);
char kSigning[64] = {0};
HmacSha256(kService, "tc3_request", kSigning);
char kHmacShaSign[64] = {0};
HmacSha256(kSigning, stringToSign, kHmacShaSign);
char signature[128] = {0};
HexEncode(kHmacShaSign, signature);
printf("%s\n", signature);
// ************* 步骤 4：拼接 Authorization *************
char authorization[512] = {0};
sprintf(authorization, "%s Credential=%s/%s, SignedHeaders=%s, Signature=%s", algorithm, SECRET_ID, credentialScope, sign
edHeaders, signature);
printf("%s\n", authorization);
char curlcmd[10240] = {0};
sprintf(curlcmd, "curl -X POST https://%s\n \
-H \"Authorization: %s\"\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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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n \
-H \"Host: %s\"\n \
-H \"X-TC-Action: %s\"\n \
-H \"X-TC-Timestamp: %s\"\n \
-H \"X-TC-Version: %s\"\n \
-H \"X-TC-Region: %s\"\n \
-d \'%s\'",
host, authorization, host, action, RequestTimestamp, version, region, payload);
printf("%s\n", curlcmd);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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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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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方法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12 06:17:46
签名方法 v1 简单易用，但是功能和安全性都不如签名方法 v3，推荐使用签名方法 v3。
首次接触，建议使用 API Explorer 中的“签名串生成”功能，选择签名版本为“API 3.0 签名 v1”，可以生成签名过程进行验证，并提供了部分编程
语言的签名示例，也可直接生成 SDK 代码。推荐使用腾讯云 API 配套的 7 种常见的编程语言 SDK，已经封装了签名和请求过程，均已开源，支持
Python、Java、PHP、Go、NodeJS、.NET、C++。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您可以通过 API Explorer 的【签名串生成】模块查看每个接口签名的生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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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密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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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使用签名方法 v1 生成签名串的详细过程：
假设用户的 SecretId 和 SecretKey 分别是：
SecretId: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
SecretKey: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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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

Timestamp

当前时间戳

1465185768

Nonce

随机正整数

1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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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中文

参数值

Region

实例所在区域

ap-guangzhou

InstanceIds.0

待查询的实例 ID

ins-09dx96dg

Offset

偏移量

0

Limit

最大允许输出

20

Version

接口版本号

2017-03-12

这里只展示了部分公共参数和接口输入参数，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添加其他参数，例如 Language 和 Token 公共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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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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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Id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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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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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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cvm.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Instances&InstanceIds.0=ins-09dx96dg&Limit=20&Nonce=11886&Offset=0&Re
gion=ap-guangzhou&SecretId=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Timestamp=1465185768&Vers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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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
$srcStr = 'GETcvm.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Instances&InstanceIds.0=ins-09dx96dg&Limit=20&Nonce=11886&O
ffset=0&Region=ap-guangzhou&SecretId=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Timestamp=1465185768&Version=2017
-03-12';
$signStr = base64_encode(hash_hmac('sha1', $srcStr, $secretKey, true));
echo $signStr;

最终得到的签名串为：
zmmjn35mikh6pM3V7sUEuX4wy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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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mmjn35mikh6pM3V7sUEuX4wyYM= ，最终得到的签名串请求参数（Signature）为：
zmmjn35mikh6pM3V7sUEuX4wyYM%3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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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1 共324页

云数据库 Mongo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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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deJS
.NET
C++
下面提供了不同产品的生成签名 demo，您可以找到对应的产品参考签名的生成：
Signature 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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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Signature=zmmjn35mikh6pM3V7sUEuX4wyYM%3D&Timestamp=1
4651857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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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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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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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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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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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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ding: utf8 -*import base64
import hashlib
import hmac
import time
import requests
secret_id =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
secret_key =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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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lang
package main
import (
"bytes"
"crypto/hmac"
"crypto/sha1"
"encodin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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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t"
"sort"
"strconv"
)
func main() {
secretId :=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
secretKey :=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
params := map[string]string{
"Nonce": "11886",
"Timestamp": strconv.Itoa(1465185768),
"Region": "ap-guangzhou",
"SecretId": secretId,
"Version": "2017-03-12",
"Action": "DescribeInstances",
"InstanceIds.0": "ins-09dx96dg",
"Limit": strconv.Itoa(20),
"Offset": strconv.Itoa(0),
}
var buf bytes.Buffer
buf.WriteString("GET")
buf.WriteString("cvm.tencentcloudapi.com")
buf.WriteString("/")
buf.WriteString("?")
// sort keys by ascii asc order
keys := make([]string, 0, len(params))
for k, _ := range params {
keys = append(keys, k)
}
sort.Strings(keys)
for i := range keys {
k := keys[i]
buf.WriteString(k)
buf.WriteString("=")
buf.WriteString(params[k])
buf.WriteString("&")
}
buf.Truncate(buf.Len() - 1)
hashed := hmac.New(sha1.New, []byte(secretKey))
hashed.Write(buf.Bytes())
fmt.Println(base64.StdEncoding.EncodeToString(hashed.Sum(nil)))
}

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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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
$secretId =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
$secretKey =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
$param["Nonce"] = 11886;//rand();
$param["Timestamp"] = 1465185768;//time();
$param["Region"] = "ap-guangzhou";
$param["SecretId"] = $secretId;
$param["Version"] = "2017-03-12";
$param["Action"] = "DescribeInstances";
$param["InstanceIds.0"] = "ins-09dx96dg";
$param["Limit"] = 20;
$param["Offset"] = 0;
ksort($param);
$signStr = "GETcvm.tencentcloudapi.com/?";
foreach ( $param as $key => $value ) {
$signStr = $signStr . $key . "=" . $value . "&";
}
$signStr = substr($signStr, 0, -1);
$signature = base64_encode(hash_hmac("sha1", $signStr, $secretKey, true));
echo $signature.PHP_EOL;
// need to install and enable curl extension in php.ini
// $param["Signature"] = $signature;
// $url = "https://cvm.tencentcloudapi.com/?".http_build_query($param);
// echo $url.PHP_EOL;
// $ch = curl_init();
// curl_setopt($ch, CURLOPT_URL, $url);
// $output = curl_exec($ch);
// curl_close($ch);
// echo json_decode($output);

Ruby
# -*- coding: UTF-8 -*# require ruby>=2.3.0
require 'time'
require 'openssl'
require 'base64'
secret_id =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
secret_key =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
method = 'GET'
endpoint = 'cvm.tencentcloudapi.com'
data = {
'Action' => 'DescribeInstances',
'InstanceIds.0' => 'ins-09dx96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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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 => 20,
'Nonce' => 11886,
'Offset' => 0,
'Region' => 'ap-guangzhou',
'SecretId' => secret_id,
'Timestamp' => 1465185768, # Time.now.to_i
'Version' => '2017-03-12',
}
sign = method + endpoint + '/?'
params = []
data.sort.each do |item|
params << "#{item[0]}=#{item[1]}"
end
sign += params.join('&')
digest = OpenSSL::Digest.new('sha1')
data['Signature'] = Base64.encode64(OpenSSL::HMAC.digest(digest, secret_key, sign))
puts data['Signature']
# require 'net/http'
# uri = URI('https://' + endpoint)
# uri.query = URI.encode_www_form(data)
# p uri
# res = Net::HTTP.get_response(uri)
# puts res.body

DotNet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Net;
using System.Security.Cryptography;
using System.Text;
public class Application {
public static string Sign(string signKey, string secret)
{
string signRet = string.Empty;
using (HMACSHA1 mac = new HMACSHA1(Encoding.UTF8.GetBytes(signKey)))
{
byte[] hash = mac.ComputeHash(Encoding.UTF8.GetBytes(secret));
signRet = Convert.ToBase64String(hash);
}
return signRet;
}
public static string MakeSignPlainText(SortedDictionary<string, string> requestParams, string requestMethod, string requestHos
t, string requestPath)
{
string retStr = "";
retStr += request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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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Str += requestHost;
retStr += requestPath;
retStr += "?";
string v = "";
foreach (string key in requestParams.Keys)
{
v += string.Format("{0}={1}&", key, requestParams[key]);
}
retStr += v.TrimEnd('&');
return retStr;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 密钥参数
string SECRET_ID =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
string SECRET_KEY =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
string endpoint = "cvm.tencentcloudapi.com";
string region = "ap-guangzhou";
string action = "DescribeInstances";
string version = "2017-03-12";
double RequestTimestamp = 1465185768; // 时间戳 2019-02-26 00:44:25,此参数作为示例，以实际为准
// long timestamp = ToTimestamp() / 1000;
// string requestTimestamp = timestamp.ToString();
Dictionary<string, string> param = new Dictionary<string, string>();
param.Add("Limit", "20");
param.Add("Offset", "0");
param.Add("InstanceIds.0", "ins-09dx96dg");
param.Add("Action", action);
param.Add("Nonce", "11886");
// param.Add("Nonce", Math.Abs(new Random().Next()).ToString());
param.Add("Timestamp", RequestTimestamp.ToString());
param.Add("Version", version);
param.Add("SecretId", SECRET_ID);
param.Add("Region", region);
SortedDictionary<string, string> headers = new SortedDictionary<string, string>(param, StringComparer.Ordinal);
string sigInParam = MakeSignPlainText(headers, "GET", endpoint, "/");
string sigOutParam = Sign(SECRET_KEY, sigInParam);
Console.WriteLine(sigOutParam);
}
}

NodeJS
const crypto = require('cryp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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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get_req_url(params, endpoint){
params['Signature'] = escape(params['Signature']);
const url_strParam = sort_params(params)
return "https://" + endpoint + "/?" + url_strParam.slice(1);
}
function formatSignString(reqMethod, endpoint, path, strParam){
let strSign = reqMethod + endpoint + path + "?" + strParam.slice(1);
return strSign;
}
function sha1(secretKey, strsign){
let signMethodMap = {'HmacSHA1': "sha1"};
let hmac = crypto.createHmac(signMethodMap['HmacSHA1'], secretKey || "");
return hmac.update(Buffer.from(strsign, 'utf8')).digest('base64')
}
function sort_params(params){
let strParam = "";
let keys = Object.keys(params);
keys.sort();
for (let k in keys) {
//k = k.replace(/_/g, '.');
strParam += ("&" + keys[k] + "=" + params[keys[k]]);
}
return strParam
}
function main(){
// 密钥参数
const SECRET_ID =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
const SECRET_KEY =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
const endpoint = "cvm.tencentcloudapi.com"
const Region = "ap-guangzhou"
const Version = "2017-03-12"
const Action = "DescribeInstances"
const Timestamp = 1465185768 // 时间戳 2016-06-06 12:02:48, 此参数作为示例，以实际为准
// const Timestamp = Math.round(Date.now() / 1000)
const Nonce = 11886 // 随机正整数
//const nonce = Math.round(Math.random() * 65535)
let params = {};
params['Action'] = Action;
params['InstanceIds.0'] = 'ins-09dx96dg';
params['Limit'] = 20;
params['Offset'] = 0;
params['Nonce'] = Nonce;
params['Region'] = Region;
params['SecretId'] = SECRET_ID;
params['Timestamp'] = Time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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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s['Version'] = Version;
// 1. 对参数排序,并拼接请求字符串
strParam = sort_params(params)
// 2. 拼接签名原文字符串
const reqMethod = "GET";
const path = "/";
strSign = formatSignString(reqMethod, endpoint, path, strParam)
// console.log(strSign)
// 3. 生成签名串
params['Signature'] = sha1(SECRET_KEY, strSign)
console.log(params['Signature'])
// 4. 进行url编码并拼接请求url
// const req_url = get_req_url(params, endpoint)
// console.log(params['Signature'])
// console.log(req_url)
}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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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结果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21 06:13:45
注意：目前只要请求被服务端正常处理了，响应的 HTTP 状态码均为200。例如返回的消息体里的错误码是签名失败，但 HTTP 状态码是200，而不是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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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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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
的错误码列表请参考本产品“API 文档”目录下的“错误码”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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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类型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10 06:40:39
目前腾讯云 API 3.0 输入参数和输出参数支持如下几种数据格式：
String: 字符串。
Integer：整型，上限为无符号64位整数。SDK 3.0 不同编程语言支持的类型有所差异，建议以所使用编程语言的最大整型定义，例如 Golang 的
uint64。
Boolean：布尔型。
Float：浮点型。
Double：双精度浮点型。
Date：字符串，日期格式。例如：2022-01-01。
Timestamp：字符串，时间格式。例如：2022-01-01 00:00:00。
Timestamp ISO8601：ISO 8601 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发布的关于日期和时间
格式的国际标准，对应国标 《GB/T 7408-2005数据元和交换格式信息交换日期和时间表示法》。建议以所使用编程语言的标准库进行格式解析。
例如：2022-01-01T00:00:00+08:00。
Binary：二进制内容，需要以特定协议请求和解析。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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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相关接口
修改实例名称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4:11:36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RenameInstance)用于修改云数据库实例的名称。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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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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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ameInstance。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

是

String

实例ID，格式如：cmgo-p8vnipr5。与云数据库控制台页面中显示的实例ID相同

NewName

是

String

自定义实例名称，名称只支持长度为60个字符的中文、英文、数字、下划线_、分隔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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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命名云数据库实例
输入示例
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RenameInstance
&InstanceId=cmgo-eqmoa5sf
&NewName=test_name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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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onse": {
"RequestId": "8e2a339e-5ba9-4da3-8dc2-65a0a6314811"
}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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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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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IllegalInstanceName

非法的实例名。

InvalidParameterValue.InstanceHasBeenDeleted

实例已删除。

InvalidParameterValue.InstanceHasBeenIsolated

实例已隔离。

InvalidParameterValue.NotFoundInstance

未找到实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4 共324页

云数据库 MongoDB

下线隔离状态的云数据库实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4:11:37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OfflineIsolatedDBInstance)用于立即下线隔离状态的云数据库实例。进行操作的实例状态必须为隔离状态。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10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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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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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lineIsolatedDBInstance。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

是

String

实例ID，格式如：cmgo-p8vnipr5。与云数据库控制台页面中显示的实例ID相同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AsyncRequestId

String

异步任务的请求 ID，可使用此 ID 查询异步任务的执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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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线隔离状态的云数据库实例
输入示例
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OfflineIsolatedDBInstance
&InstanceId=cmgo-f555zzzz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6EF60BEC-0242-43AF-BB20-270359FB5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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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yncRequestId": "28920"
}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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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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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alidParameter.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IllegalStatusToOffline

实例状态不允许进行下线，进行下线操作的实例状态必须为隔离状态。

InvalidParameterValue.InstanceHasBeenDeleted

实例已删除。

InvalidParameterValue.LockFailed

实例锁定失败。

InvalidParameterValue.NotFoundInstance

未找到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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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云数据库实例配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4:11:39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ModifyDBInstanceSpec)用于调整MongoDB云数据库实例配置。接口支持的售卖规格，可从查询云数据库的售卖规格
（DescribeSpecInfo）获取。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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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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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yDBInstanceSpec。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

是

String

实例ID，格式如：cmgo-p8vnipr5。与云数据库控制台页面中显示的实例ID相同

Memory

是

Integer

实例配置变更后的内存大小，单位：GB。内存和磁盘必须同时升配或同时降配

Volume

是

Integer

OplogSize

否

Integer

实例配置变更后oplog的大小，单位：GB，默认为磁盘空间的10%，允许设置的最小值为磁盘的
10%，最大值为磁盘的90%

NodeNum

否

Integer

实例变更后的节点数，取值范围具体参照查询云数据库的售卖规格返回参数。默认为不变更节点数

ReplicateSetNum

否

Integer

InMaintenance

否

Integer

实例配置变更后的硬盘大小，单位：GB。内存和磁盘必须同时升配或同时降配。降配时，新的磁盘
参数必须大于已用磁盘容量的1.2倍

实例变更后的分片数，取值范围具体参照查询云数据库的售卖规格返回参数。只能增加不能减少，默
认为不变更分片数
实例配置变更的切换时间，参数为：0(默认)、1。0-调整完成时，1-维护时间内。注：调整节点数
和分片数不支持在【维护时间内】变更。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DealId

String

订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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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示例
示例1 调整云数据库实例配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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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示例
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ModifyDBInstanceSpec
&InstanceId=cmgo-p8vnipr5
&Memory=4
&Volume=250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d88095e5-50e8-4245-a0cf-993a536f9b20",
"DealId": "7142863"
}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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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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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alidParameter.ZoneClosed

可用区已关闭售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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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InvalidParameterValue.InvalidTradeOperation

计费相关错误，不允许对当前实例进行对应的新购/续费/配置变更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ModifyModeError

内存和磁盘必须同时升配或降配。

InvalidParameterValue.NotFoundInstance

未找到实例。

InvalidParameterValue.OplogSizeOutOfRange

OplogSize参数设置错误，应介于磁盘容量的10%和90%之间。

InvalidParameterValue.SetDiskLessThanUsed

设置的磁盘大小不得低于已用磁盘的1.2倍。

InvalidParameterValue.SpecNotOnSale

购买规格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StatusAbnormal

实例处于不允许操作的状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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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云数据库实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4:11:43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IsolateDBInstance)用于隔离MongoDB云数据库按量计费实例。隔离后实例保留在回收站中，不能再写入数据。隔离一定时间后，实例会彻
底删除，回收站保存时间请参考按量计费的服务条款。在隔离中的按量计费实例无法恢复，请谨慎操作。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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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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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lateDBInstance。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

是

String

实例ID，格式如：cmgo-p8vnipr5。与云数据库控制台页面中显示的实例ID相同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AsyncRequestId

String

异步任务的请求 ID，可使用此 ID 查询异步任务的执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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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毁按量计费的云数据库实例
输入示例
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IsolateDBInstance
&InstanceId=cmgo-f555zzzz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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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 "6EF60BEC-0242-43AF-BB20-270359FB54A7",
"AsyncRequestId": "28920"
}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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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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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alidParameter.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InstanceHasBeenDeleted

实例已删除。

InvalidParameterValue.InstanceHasBeenIsolated

实例已隔离。

InvalidParameterValue.LockFailed

实例锁定失败。

InvalidParameterValue.NotFoundInstance

未找到实例。

InvalidParameterValue.PrePaidInstanceUnableToIsolate

预付费实例不支持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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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云数据库的售卖规格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4:11:47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SpecInfo)用于查询实例的售卖规格。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10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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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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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SpecInfo。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Zone

否

String

待查询可用区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SpecInfoList

Array of SpecificationInfo

实例售卖规格信息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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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云数据库售卖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scribeSpecInfo
<公共请求参数>
{
"Zone": "x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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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a8c7ade4-2d22-4f5e-9e71-f546f15e6d67",
"SpecInfoList": [
{
"Region": "ap-guangzhou",
"SpecItems": [
{
"ClusterType": 0,
"Conns": 1500,
"Cpu": 2,
"DefaultStorage": 25600,
"EngineName": "WiredTiger",
"MachineType": "HIO10G",
"MaxNodeNum": 3,
"MaxReplicateSetNodeNum": 5,
"MaxReplicateSetNum": 20,
"MaxStorage": 512000,
"Memory": 4096,
"MinNodeNum": 3,
"MinReplicateSetNodeNum": 3,
"MinReplicateSetNum": 2,
"MinStorage": 102400,
"MongoVersionCode": "MONGO_36_WT",
"MongoVersionValue": 4,
"Qps": 5000,
"SpecCode": "mongo.HIO10G.4g",
"Status": 1,
"Version": "3.6"
},
{
"ClusterType": 0,
"Conns": 1500,
"Cpu": 2,
"DefaultStorage": 25600,
"EngineName": "WiredTiger",
"MachineType": "HIO10G",
"MaxNodeNum": 3,
"MaxReplicateSetNodeNum": 5,
"MaxReplicateSetNum": 20,
"MaxStorage": 512000,
"Memory": 4096,
"MinNodeNum": 3,
"MinReplicateSetNodeNum": 3,
"MinReplicateSetNum": 2,
"MinStorage": 102400,
"MongoVersionCode": "MONGO_3_WT",
"MongoVersionValu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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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ps": 5000,
"SpecCode": "mongo.HIO10G.4g",
"Status": 1,
"Version": "3.2"
},
{
"ClusterType": 1,
"Conns": 15000,
"Cpu": 48,
"DefaultStorage": 4096000,
"EngineName": "WiredTiger",
"MachineType": "HIO10G",
"MaxNodeNum": 3,
"MaxReplicateSetNodeNum": 5,
"MaxReplicateSetNum": 20,
"MaxStorage": 6144000,
"Memory": 524288,
"MinNodeNum": 3,
"MinReplicateSetNodeNum": 3,
"MinReplicateSetNum": 2,
"MinStorage": 1536000,
"MongoVersionCode": "MONGO_36_WT",
"MongoVersionValue": 4,
"Qps": 42000,
"SpecCode": "mongo.HIO10G.512g",
"Status": 1,
"Version": "3.6"
}
],
"Zone": "ap-guangzhou-3"
}
]
}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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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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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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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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alidParameter.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RegionError

无效的地域。

InvalidParameterValue.ZoneError

无效的可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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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云数据库实例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4:11:52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DBInstances)用于查询云数据库实例列表，支持通过项目ID、实例ID、实例状态等过滤条件来筛选实例。支持查询主实例、灾备实
例和只读实例信息列表。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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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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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DBInstance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s.N

否

InstanceType

否

Integer

ClusterType

否

Integer

集群类型，取值范围：0-副本集实例，1-分片实例，-1-所有实例

Status.N

否

Array of

实例状态，取值范围：0-待初始化，1-流程执行中，2-实例有效，-2-已隔离（包年包月实

Integer

例），-3-已隔离（按量计费实例）

VpcId

否

String

私有网络的ID，基础网络则不传该参数

SubnetId

否

String

私有网络的子网ID，基础网络则不传该参数。入参设置该参数的同时，必须设置相应的VpcId

PayMode

否

Integer

付费类型，取值范围：0-按量计费，1-包年包月，-1-按量计费+包年包月

Limit

否

Integer

单次请求返回的数量，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100，默认值为20

Offset

否

Integer

偏移量，默认值为0

OrderBy

否

String

OrderByType

否

String

返回结果集排序方式，目前支持："ASC"或者"DESC"

ProjectIds.N

否

Array of
Integer

项目 ID

SearchKey

否

String

搜索关键词，支持实例ID、实例名称、完整IP

Tags

否

TagInfo

Tag信息

Array of
String

实例ID列表，格式如：cmgo-p8vnipr5。与云数据库控制台页面中显示的实例ID相同
实例类型，取值范围：0-所有实例,1-正式实例，2-临时实例, 3-只读实例，-1-正式实例+只读
+灾备实例

返回结果集排序的字段，目前支持："ProjectId", "InstanceName", "CreateTime"，默认为
升序排序

输出参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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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TotalCount

Integer

符合查询条件的实例总数

InstanceDetails

Array of InstanceDetail

实例详细信息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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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实例列表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scribeDBInstances
<公共请求参数>
{
"Status": [
0
],
"OrderBy": "xx",
"InstanceIds": [
"xx"
],
"VpcId": "xx",
"Tags": {
"TagKey": "xx",
"TagValue": "xx"
},
"ClusterType": 0,
"PayMode": 0,
"Limit": 1,
"SearchKey": "xx",
"Offset": 1,
"SubnetId": "xx",
"OrderByType": "xx",
"InstanceType": 0,
"ProjectIds": [
1
]
}

输出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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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onse": {
"InstanceDetails": [
{
"AutoRenewFlag": 0,
"CloneInstances": [],
"ClusterType": 0,
"ClusterVer": 1,
"CpuNum": 2,
"CreateTime": "2019-04-02 19:29:16",
"DeadLine": "2019-04-04 19:29:16",
"InstanceId": "cmgo-rw2v134z",
"InstanceName": "cmgo-rw2v134z",
"InstanceStatusDesc": "回档中",
"InstanceType": 2,
"InstanceVer": 4,
"MachineType": "HIO10G",
"MaintenanceEnd": "05:00:00",
"MaintenanceStart": "04:00:00",
"Memory": 4096,
"MongoVersion": "MONGO_3_WT",
"NetType": 1,
"PayMode": 0,
"ProjectId": 0,
"Protocol": 0,
"ReadonlyInstances": [],
"RealInstanceId": "cmgo-da0pc0dr",
"Region": "ap-guangzhou",
"RelatedInstance": {
"InstanceId": "",
"Region": ""
},
"ReplicaSets": [
{
"Memory": 4096,
"OplogSize": 10240,
"RealReplicaSetId": "cmgo-rw2v134z_0",
"ReplicaSetId": "cmgo-rw2v134z_0",
"ReplicaSetName": "cmgo-rw2v134z_0",
"SecondaryNum": 2,
"UsedVolume": 0,
"Volume": 102400
}
],
"ReplicationSetNum": 1,
"SecondaryNum": 2,
"StandbyInstances": [],
"Status": 1,
"SubnetId": "subnet-b0lagk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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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
"UsedVolume": 0,
"Vip": "",
"Volume": 102400,
"VpcId": "vpc-orgohlut",
"Vport": 27017,
"Zone": "ap-guangzhou-3"
}
],
"RequestId": "302530d2-ee57-495e-89d0-51e03b11815e",
"TotalCount": 19
}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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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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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alidParameter.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IllegalInstanceStatus

非法的实例状态。

InvalidParameterValue.RegionError

无效的地域。

InvalidParameterValue.VpcIdOrSubnetIdNotFound

未找到虚拟网络（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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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InvalidParameterValue.ZoneError

无效的可用区。

UnsupportedOperation

操作不支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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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实例客户端连接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4:11:57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ClientConnections)用于查询实例客户端连接信息，包括连接IP和连接数量。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5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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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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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ClientConnection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

是

String

实例ID，格式如：cmgo-p8vnipr5。与云数据库控制台页面中显示的实例ID相同

Limit

否

Integer

单次请求返回的数量，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1000，默认值为1000。

Offset

否

Integer

偏移量，默认值为0。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lients

Array of ClientConnection

客户端连接信息，包括客户端IP和对应IP的连接数量。

TotalCount

Integer

满足条件的记录总条数，可用于分页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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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云数据库实例的客户端连接情况
输入示例
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ClientConnections
&InstanceId=cmgo-eqmoaxxx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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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示例
{
"Response": {
"TotalCount": 1,
"Clients": [
{
"Count": 1,
"IP": "xx",
"InternalService": true
},
{
"Count": 1,
"IP": "xx",
"InternalService": true
}
],
"RequestId": "xx"
}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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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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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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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InvalidParameter.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MongoVersionNotSupportQueryClient

实例版本不支持查询客户端信息。

InvalidParameterValue.NotFoundInstance

未找到实例。

InvalidParameterValue.ProxyNotSupportQueryClient

proxy版本不支持查询客户端信息，请联系工作人员进行升级。

InvalidParameterValue.RegionNotSupportQueryClient

地域尚不支持查询客户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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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云数据库实例（按量计费）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4:11:59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CreateDBInstanceHour)用于创建按量计费的MongoDB云数据库实例。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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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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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BInstanceHour。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Memory

是

Integer

实例内存大小，单位：GB

Volume

是

Integer

实例硬盘大小，单位：GB

ReplicateSetNum

是

Integer

NodeNum

是

Integer

副本集个数，创建副本集实例时，该参数必须设置为1；创建分片实例时，具体参照查询云数据
库的售卖规格返回参数
每个副本集内节点个数，具体参照查询云数据库的售卖规格返回参数
版本号，具体支持的售卖版本请参照查询云数据库的售卖规格（DescribeSpecInfo）返回
结果。参数与版本对应关系是MONGO_3_WT：MongoDB 3.2 WiredTiger存储引擎版

MongoVersion

是

String

本，MONGO_3_ROCKS：MongoDB 3.2 RocksDB存储引擎版本，
MONGO_36_WT：MongoDB 3.6 WiredTiger存储引擎版本，MONGO_40_WT：
MongoDB 4.0 WiredTiger存储引擎版本，MONGO_42_WT：MongoDB 4.2
WiredTiger存储引擎版本

MachineCode

是

String

机器类型，HIO：高IO型；HIO10G：高IO万兆

GoodsNum

是

Integer

实例数量，最小值1，最大值为10

Zone

是

String

ClusterType

是

String

实例类型，REPLSET-副本集，SHARD-分片集群

VpcId

否

String

私有网络ID，如果不设置该参数则默认选择基础网络

SubnetId

否

String

私有网络下的子网ID，如果设置了 VpcId，则 SubnetId必填

Password

否

String

实例密码，不设置该参数则默认密码规则为 实例ID+"@"+主账户uin。举例实例id为cmgohigv73ed，uin为100000001，则默认密码为"cmgo-higv73ed@100000001"。密码

可用区信息，格式如：ap-guangzhou-2。注：此参数填写的是主可用区，如果选择多可用
区部署，Zone必须是AvailabilityZoneList中的一个

必须是8-16位字符，且至少包含字母、数字和字符 !@#%^*() 中的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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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必选

类型

描述

ProjectId

否

Integer

项目ID，不设置为默认项目

Tags.N

否

Array
of

实例标签信息

TagInfo
Clone

否

Integer

1:正式实例,2:临时实例,3:只读实例,4:灾备实例,5:克隆实例

Father

否

String

父实例Id，当Clone为3或者4时，这个必须填

SecurityGroup.N

否

Array
of

安全组

String
RestoreTime

否

String

InstanceName

否

String

克隆实例回档时间。若是克隆实例，则必须填写，示例：2021-08-13 16:30:00。注：只能
回档7天内的时间点
实例名称。注：名称只支持长度为60个字符的中文、英文、数字、下划线_、分隔符多可用区部署的节点列表，具体支持的售卖版本请参照查询云数据库的售卖规格

AvailabilityZoneList.N

否

Array

（DescribeSpecInfo）返回结果。注：1、多可用区部署节点只能部署在3个不同可用区；

of
String

2、为了保障跨可用区切换，不支持将集群的大多数节点部署在同一个可用区（如3节点集群不
支持2个节点部署在同一个区）；3、不支持4.2及以上版本；4、不支持只读灾备实例；5、不
能选择基础网络

MongosCpu

否

Integer

MongosMemory

否

Integer

MongosNodeNum

否

Integer

mongos cpu数量，购买MongoDB 4.2 WiredTiger存储引擎版本的分片集群时必须填
写，具体支持的售卖版本请参照查询云数据库的售卖规格（DescribeSpecInfo）返回结果
mongos 内存大小，购买MongoDB 4.2 WiredTiger存储引擎版本的分片集群时必须填
写，具体支持的售卖版本请参照查询云数据库的售卖规格（DescribeSpecInfo）返回结果
mongos 数量，购买MongoDB 4.2 WiredTiger存储引擎版本的分片集群时必须填写，具
体支持的售卖版本请参照查询云数据库的售卖规格（DescribeSpecInfo）返回结果。注：
为了保障高可用，最低需要购买3个mongos，上限为32个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DealId

String

订单ID

InstanceIds

Array of String

创建的实例ID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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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云数据库实例（按量计费）
当前示例仅适合4.0版本，其余版本请严格参考传入参数中各版本说明项
输入示例
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CreateDBInstanceHour
&Memory=4
&Volume=250
&ReplicateSetNu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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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Num=2
&MongoVersion=MONGO_40_WT
&MachineCode=HIO10G
&GoodsNum=1
&Zone=ap-guangzhou-3
&Clone=1
&ClusterType=REPLSET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eaf9b19d-5ad4-4ca2-9fc4-a319aeb9181f",
"DealId": "20190709160000003502416120946732",
"InstanceIds": [
"cmgo-m26c6jsf"
]
}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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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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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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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ClusterTypeError

无效的实例类型。

InvalidParameterValue.InvalidTradeOperation

计费相关错误，不允许对当前实例进行对应的新购/续费/配置变更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MachineTypeError

错误的机型。

InvalidParameterValue.MongoVersionError

实例版本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PasswordRuleFailed

密码不符合规范。

InvalidParameterValue.PostPaidInstanceBeyondLimit

单个地域后付费实例数量超过限制。

InvalidParameterValue.ProjectNotFound

项目不存在。

InvalidParameterValue.RegionError

无效的地域。

InvalidParameterValue.ReplicaSetNumError

副本集（分片）数量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SpecNotOnSale

购买规格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TagNotFound

未找到指定的标签。

InvalidParameterValue.VpcIdOrSubnetIdNotFound

未找到虚拟网络（子网）。

InvalidParameterValue.ZoneClosed

可用区已关闭售卖。

InvalidParameterValue.ZoneError

无效的可用区。

UnsupportedOperation.VersionNotSupport

当前版本不支持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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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云数据库实例（包年包月）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4:12:00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CreateDBInstance)用于创建包年包月的MongoDB云数据库实例。接口支持的售卖规格，可从查询云数据库的售卖规格
（DescribeSpecInfo）获取。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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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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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BInstance。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NodeNum

是

Integer

每个副本集内节点个数，具体参照查询云数据库的售卖规格返回参数

Memory

是

Integer

实例内存大小，单位：GB

Volume

是

Integer

实例硬盘大小，单位：GB
版本号，具体支持的售卖版本请参照查询云数据库的售卖规格
（DescribeSpecInfo）返回结果。参数与版本对应关系是
MONGO_3_WT：MongoDB 3.2 WiredTiger存储引擎版本，

MongoVersion

是

String

MONGO_3_ROCKS：MongoDB 3.2 RocksDB存储引擎版本，
MONGO_36_WT：MongoDB 3.6 WiredTiger存储引擎版本，
MONGO_40_WT：MongoDB 4.0 WiredTiger存储引擎版本，
MONGO_42_WT：MongoDB 4.2 WiredTiger存储引擎版本

GoodsNum

是

Integer

Zone

是

String

实例数量, 最小值1，最大值为10
实例所属区域名称，格式如：ap-guangzhou-2。注：此参数填写的是主
可用区，如果选择多可用区部署，Zone必须是AvailabilityZoneList中的
一个

Period

是

Integer

实例时长，单位：月，可选值包括 [1,2,3,4,5,6,7,8,9,10,11,12,24,36]

MachineCode

是

String

机器类型，HIO：高IO型；HIO10G：高IO万兆型；STDS5：标准型

ClusterType

是

String

ReplicateSetNum

是

Integer

实例类型，REPLSET-副本集，SHARD-分片集群，STANDALONE单节点
副本集个数，创建副本集实例时，该参数必须设置为1；创建分片实例时，具
体参照查询云数据库的售卖规格返回参数；若为单节点实例，该参数设置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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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必选

类型

描述

ProjectId

否

Integer

项目ID，不设置为默认项目

VpcId

否

String

私有网络 ID，如果不传则默认选择基础网络，请使用 查询私有网络列表

SubnetId

否

String

私有网络下的子网 ID，如果设置了 UniqVpcId，则 UniqSubnetId 必
填，请使用 查询子网列表
实例密码，不设置该参数则默认密码规则为 实例ID+"@"+主账户uin。举例

Password

否

String

实例id为cmgo-higv73ed，uin为100000001，则默认密码为"cmgohigv73ed@100000001"。 自定义密码格式为8-32个字符长度，至少包
含字母、数字和字符（!@#%^*()_）中的两种

Array
Tags.N

否

of

实例标签信息

TagInfo
AutoRenewFlag

否

Integer

自动续费标记，可选值为：0 - 不自动续费；1 - 自动续费。默认为不自动
续费

AutoVoucher

否

Integer

是否自动选择代金券，可选值为：1 - 是；0 - 否； 默认为0

Clone

否

Integer

1:正式实例,2:临时实例,3:只读实例,4:灾备实例,5:克隆实例

Father

否

String

若是只读，灾备实例或克隆实例，Father必须填写，即主实例ID

SecurityGroup.N

否

Array
of

安全组

String
RestoreTime

否

String

InstanceName

否

String

克隆实例回档时间。若是克隆实例，则必须填写，格式：2021-08-13
16:30:00。注：只能回档7天内的时间点
实例名称。注：名称只支持长度为60个字符的中文、英文、数字、下划线
_、分隔符多可用区部署的节点列表，具体支持的售卖版本请参照查询云数据库的售卖

Array
AvailabilityZoneList.N

否

of
String

规格（DescribeSpecInfo）返回结果。注：1、多可用区部署节点只能部
署在3个不同可用区；2、为了保障跨可用区切换，不支持将集群的大多数节
点部署在同一个可用区（如3节点集群不支持2个节点部署在同一个区）；
3、不支持4.2及以上版本；4、不支持只读灾备实例；5、不能选择基础网
络
mongos cpu数量，购买MongoDB 4.2 WiredTiger存储引擎版本的分

MongosCpu

否

Integer

MongosMemory

否

Integer

片集群时必须填写，具体支持的售卖版本请参照查询云数据库的售卖规格
（DescribeSpecInfo）返回结果
mongos 内存大小，购买MongoDB 4.2 WiredTiger存储引擎版本的分
片集群时必须填写，具体支持的售卖版本请参照查询云数据库的售卖规格
（DescribeSpecInfo）返回结果
mongos 数量，购买MongoDB 4.2 WiredTiger存储引擎版本的分片集

MongosNodeNum

否

Integer

群时必须填写，具体支持的售卖版本请参照查询云数据库的售卖规格
（DescribeSpecInfo）返回结果。注：为了保障高可用，最低需要购买3
个mongos，上限为32个

ReadonlyNodeNum

否

ReadonlyNodeAvailabilityZoneList.N

否

Integer

只读节点数量，最大不超过7个

Array
of

只读节点部署可用区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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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必选

类型

描述

HiddenZone

否

String

Hidden节点所在的可用区，跨可用区实例必传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DealId

String

订单ID

InstanceIds

Array of String

创建的实例ID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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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包年包月的云数据库实例
当前示例仅适合4.0版本，其余版本请严格参考传入参数中各版本说明项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CreateDBInstance
<公共请求参数>
{
"VpcId": "vpc-0akbol5v",
"GoodsNum": "1",
"Zone": "ap-guangzhou-2",
"ProjectId": "0",
"MachineCode": "HIO10G",
"Period": "1",
"ClusterType": "REPLSET",
"Volume": "250",
"MongoVersion": "MONGO_40_WT",
"NodeNum": "3",
"ReplicateSetNum": "1",
"Memory": "4",
"SubnetId": "subnet-fyrtjbqw",
"Password": "pwd123456"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d88095e5-50e8-4245-a0cf-993a536f9b20",
"DealId": "7142863",
"InstanceI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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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go-po5f899l"
]
}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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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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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InvalidTradeOperation

计费相关错误，不允许对当前实例进行对应的新购/续费/配置变更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MachineTypeError

错误的机型。

InvalidParameterValue.MongoVersionError

实例版本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NotFoundInstance

未找到实例。

InvalidParameterValue.PasswordRuleFailed

密码不符合规范。

InvalidParameterValue.ProjectNotFound

项目不存在。

InvalidParameterValue.RegionError

无效的地域。

InvalidParameterValue.ReplicaSetNumError

副本集（分片）数量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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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InvalidParameterValue.SecondaryNumError

从节点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SpecNotOnSale

购买规格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TagNotFound

未找到指定的标签。

InvalidParameterValue.VpcIdOrSubnetIdNotFound

未找到虚拟网络（子网）。

InvalidParameterValue.ZoneClosed

可用区已关闭售卖。

InvalidParameterValue.ZoneError

无效的可用区。

UnsupportedOperation.VersionNotSupport

当前版本不支持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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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云数据库实例的所属项目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4:12:01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AssignProject)用于指定云数据库实例的所属项目。
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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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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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gnProject。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s.N

是

Array of String

实例ID列表，格式如：cmgo-p8vnipr5。与云数据库控制台页面中显示的实例ID相同

ProjectId

是

Integer

项目ID，用户已创建项目的唯一ID,非自定义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FlowIds

Array of Integer

返回的异步任务ID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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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云数据库实例的所属项目
输入示例
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AssignProject
&InstanceIds.0=cmgo-eqmoa5sf
&ProjectId=12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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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onse": {
"FlowIds": [
1081
],
"RequestId": "8e2a339e-5ba9-4da3-8dc2-65a0a6314811"
}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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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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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alidParameter.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LockFailed

实例锁定失败。

InvalidParameterValue.NotFoundInstance

未找到实例。

InvalidParameterValue.ProjectNotFound

项目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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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费云数据库实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4:11:35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RenewDBInstance)用于续费云数据库实例，仅支持付费模式为包年包月的实例。按量计费实例不需要续费。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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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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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ewDBInstance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s.N

是

Array of String

InstanceChargePrepaid

是

InstanceChargePrepaid

一个或多个待操作的实例ID。可通过DescribeInstances接口返回值
中的InstanceId获取。每次请求批量实例的上限为100。
预付费模式，即包年包月相关参数设置。通过该参数可以指定包年包月
实例的续费时长、是否设置自动续费等属性。包年包月实例该参数为必
传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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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费包年包月实例
输入示例
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RenewDBInstances
&InstanceIds.0=cmgo-gzo03o75
&InstanceChargePrepaid.Period=1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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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onse": {
"RequestId": "b1886334-acfe-4445-8429-e11a6e7b3851"
}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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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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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alidParameter.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InvalidTradeOperation

计费相关错误，不允许对当前实例进行对应的新购/续费/配置变更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NotFoundInstance

未找到实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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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慢日志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4:11:48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SlowLogs）用于获取云数据库慢日志信息。接口只支持查询最近7天内慢日志。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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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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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SlowLog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

是

String

实例ID，格式如：cmgo-p8vnipr5。与云数据库控制台页面中显示的实例ID相同

StartTime

是

Timestamp

慢日志起始时间，格式：yyyy-mm-dd hh:mm:ss，如：2019-06-01 10:00:00。查询起止时间
间隔不能超过24小时，只允许查询最近7天内慢日志。

EndTime

是

Timestamp

SlowMS

是

Integer

慢日志执行时间阈值，返回执行时间超过该阈值的慢日志，单位为毫秒(ms)，最小为100毫秒。

Offset

否

Integer

偏移量，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0000，默认值为0。

Limit

否

Integer

分页大小，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100，默认值为20。

Format

否

String

慢日志返回格式，可设置为json，不传默认返回原生慢日志格式。

慢日志终止时间，格式：yyyy-mm-dd hh:mm:ss，如：2019-06-02 12:00:00。查询起止时间
间隔不能超过24小时，只允许查询最近7天内慢日志。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unt

Integer

慢日志总数

SlowLogs

Array of String

RequestId

String

慢日志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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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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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1 获取数据库实例慢日志信息
输入示例
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SlowLogs
&InstanceId=cmgo-a3bm93hf
&StartTime=2020-04-20 00:00:00
&EndTime=2020-04-20 22:00:00
&SlowMS=100
&Offset=0
&Limit=100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Count": 20,
"RequestId": "3a36aa6e-67e2-42a9-adfe-fc694334cc78",
"SlowLogs": [
"Mon Apr 20 13:55:21.623 I COMMAND [conn16903] command admin.$cmd command: _flushRoutingTableCacheUpdates { force
RoutingTableRefresh: \"config.system.sessions\", maxTimeMS: 30000, $clusterTime: { clusterTime: Timestamp(1587362114, 1),
signature: { hash: BinData(0, 259955995BDC7E0CA35C4276EB23341C03910A48), keyId: 6817613949303783443 } }, $configS
erverState: { opTime: { ts: Timestamp(1587362108, 1), t: 1 } }, $db: \"admin\" } numYields:0 reslen:288 locks:{ Global: { acqui
reCount: { r: 4 } }, Database: { acquireCount: { r: 2 } }, Collection: { acquireCount: { r: 2 } } } protocol:op_msg 5335ms",
"Mon Apr 20 14:01:00.309 I COMMAND [conn1313] command admin.$cmd command: _flushRoutingTableCacheUpdates { forceR
outingTableRefresh: \"config.system.sessions\", maxTimeMS: 30000, $clusterTime: { clusterTime: Timestamp(1587362457, 1), si
gnature: { hash: BinData(0, DC2B16681C70845D7B6C8C6C97400D4DFB394CA0), keyId: 6817613949303783443 } }, $configS
erverState: { opTime: { ts: Timestamp(1587362455, 1), t: 1 } }, $db: \"admin\" } numYields:0 reslen:288 locks:{ Global: { acqui
reCount: { r: 4 } }, Database: { acquireCount: { r: 2 } }, Collection: { acquireCount: { r: 2 } } } protocol:op_msg 1264ms",
"Mon Apr 20 14:20:15.283 I COMMAND [conn586] command admin.$cmd command: _flushRoutingTableCacheUpdates { forceRo
utingTableRefresh: \"config.system.sessions\", maxTimeMS: 30000, $clusterTime: { clusterTime: Timestamp(1587363613, 1), sig
nature: { hash: BinData(0, 72D24884320C8A9A26AF8C4DD1127874085DFAE5), keyId: 6817613949303783443 } }, $configServ
erState: { opTime: { ts: Timestamp(1587363603, 1), t: 1 } }, $db: \"admin\" } numYields:0 reslen:288 locks:{ Global: { acquire
Count: { r: 4 } }, Database: { acquireCount: { r: 2 } }, Collection: { acquireCount: { r: 2 } } } protocol:op_msg 426ms",
"Mon Apr 20 10:25:45.487 I COMMAND [conn48] command local.system.replset command: replSetReconfig { replSetReconfig: {
_id: \"cmgo-a3bm93hf_1\", version: 3, protocolVersion: 1, members: [ { _id: 1, host: \"100.93.44.85:7005\", arbiterOnly: false, bu
ildIndexes: true, hidden: false, priority: 1.0, slaveDelay: 0, votes: 1 }, { _id: 2, host: \"10.112.91.43:7009\", arbiterOnly: false, bui
ldIndexes: true, hidden: false, priority: 1.0, slaveDelay: 0, votes: 1 }, { _id: 3, host: \"10.53.61.24:7004\" } ], settings: { chaining
Allowed: true, heartbeatIntervalMillis: 2000, heartbeatTimeoutSecs: 10, electionTimeoutMillis: 10000, catchUpTimeoutMillis: -1,
catchUpTakeoverDelayMillis: 30000, getLastErrorDefaults: { wtimeout: 0, w: 1 }, replicaSetId: ObjectId('5e9d08160c269352426f
9575') } }, $db: \"admin\" } numYields:0 reslen:60 locks:{ Global: { acquireCount: { r: 3, w: 2, W: 1 } }, Database: { acquireCou
nt: { w: 1, W: 1 } }, oplog: { acquireCount: { w: 1 } } } protocol:op_query 423ms",
"Mon Apr 20 10:25:34.934 I COMMAND [conn28] command local.system.replset command: replSetReconfig { replSetReconfig: {
_id: \"cmgo-a3bm93hf_1\", version: 2, protocolVersion: 1, members: [ { _id: 1, host: \"100.93.44.85:7005\", arbiterOnly: false, bu
ildIndexes: true, hidden: false, priority: 1.0, slaveDelay: 0, votes: 1 }, { _id: 2, host: \"10.112.91.43:7009\" } ], settings: { chainin
gAllowed: true, heartbeatIntervalMillis: 2000, heartbeatTimeoutSecs: 10, electionTimeoutMillis: 10000, catchUpTimeoutMillis: -1,
catchUpTakeoverDelayMillis: 30000, getLastErrorDefaults: { w: 1, wtimeout: 0 }, replicaSetId: ObjectId('5e9d08160c269352426f
9575') } }, $db: \"admin\" } numYields:0 reslen:60 locks:{ Global: { acquireCount: { r: 3, w: 2, W: 1 } }, Database: { acquireCou
nt: { w: 1, W: 1 } }, oplog: { acquireCount: { w: 1 } } } protocol:op_query 414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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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 Apr 20 10:24:52.278 I COMMAND [conn30] command local.system.replset command: replSetReconfig { replSetReconfig: {
_id: \"cmgo-a3bm93hf_0\", version: 2, protocolVersion: 1, members: [ { _id: 1, host: \"10.53.80.6:7011\", arbiterOnly: false, build
Indexes: true, hidden: false, priority: 1.0, slaveDelay: 0, votes: 1 }, { _id: 2, host: \"100.93.44.26:7012\" } ], settings: { chaining
Allowed: true, heartbeatIntervalMillis: 2000, heartbeatTimeoutSecs: 10, electionTimeoutMillis: 10000, catchUpTimeoutMillis: -1,
catchUpTakeoverDelayMillis: 30000, getLastErrorDefaults: { w: 1, wtimeout: 0 }, replicaSetId: ObjectId('5e9d07ebf3f99b58c95a
33fb') } }, $db: \"admin\" } numYields:0 reslen:60 locks:{ Global: { acquireCount: { r: 3, w: 2, W: 1 } }, Database: { acquireCou
nt: { w: 1, W: 1 } }, oplog: { acquireCount: { w: 1 } } } protocol:op_query 406ms",
"Mon Apr 20 10:25:02.675 I COMMAND [conn50] command local.system.replset command: replSetReconfig { replSetReconfig: {
_id: \"cmgo-a3bm93hf_0\", version: 3, protocolVersion: 1, members: [ { _id: 1, host: \"10.53.80.6:7011\", arbiterOnly: false, build
Indexes: true, hidden: false, priority: 1.0, slaveDelay: 0, votes: 1 }, { _id: 2, host: \"100.93.44.26:7012\", arbiterOnly: false, buildI
ndexes: true, hidden: false, priority: 1.0, slaveDelay: 0, votes: 1 }, { _id: 3, host: \"9.34.46.139:7003\" } ], settings: { chainingAll
owed: true, heartbeatIntervalMillis: 2000, heartbeatTimeoutSecs: 10, electionTimeoutMillis: 10000, catchUpTimeoutMillis: -1, cat
chUpTakeoverDelayMillis: 30000, getLastErrorDefaults: { w: 1, wtimeout: 0 }, replicaSetId: ObjectId('5e9d07ebf3f99b58c95a33f
b') } }, $db: \"admin\" } numYields:0 reslen:60 locks:{ Global: { acquireCount: { r: 3, w: 2, W: 1 } }, Database: { acquireCount:
{ w: 1, W: 1 } }, oplog: { acquireCount: { w: 1 } } } protocol:op_query 373ms",
"Mon Apr 20 18:35:15.103 I COMMAND [conn586] command admin.$cmd command: _flushRoutingTableCacheUpdates { forceRo
utingTableRefresh: \"config.system.sessions\", maxTimeMS: 30000, $clusterTime: { clusterTime: Timestamp(1587378913, 1), sig
nature: { hash: BinData(0, A3C176F81B64A7473F88F3F40B84C59EC9E1E1AE), keyId: 6817613949303783443 } }, $configServ
erState: { opTime: { ts: Timestamp(1587378912, 1), t: 2 } }, $db: \"admin\" } numYields:0 reslen:288 locks:{ Global: { acquire
Count: { r: 4 } }, Database: { acquireCount: { r: 2 } }, Collection: { acquireCount: { r: 2 } } } protocol:op_msg 248ms",
"Mon Apr 20 10:27:38.171 I COMMAND [conn281] command admin.$cmd command: setFeatureCompatibilityVersion { setFeatur
eCompatibilityVersion: \"4.0\", $db: \"admin\" } numYields:0 reslen:288 locks:{ Global: { acquireCount: { r: 5, w: 4, R: 1 } }, Dat
abase: { acquireCount: { w: 2, W: 2 } }, Collection: { acquireCount: { w: 2 } }, Mutex: { acquireCount: { W: 1 } }, oplog: { acqui
reCount: { w: 2 } } } protocol:op_msg 212ms",
"Mon Apr 20 10:26:27.924 I COMMAND [conn111] command local.system.replset command: replSetReconfig { replSetReconfig:
{ _id: \"cmgo-a3bm93hf_2\", version: 3, protocolVersion: 1, members: [ { _id: 1, host: \"10.112.90.165:7002\", arbiterOnly: false,
buildIndexes: true, hidden: false, priority: 1.0, slaveDelay: 0, votes: 1 }, { _id: 2, host: \"10.53.80.6:7012\", arbiterOnly: false, bui
ldIndexes: true, hidden: false, priority: 1.0, slaveDelay: 0, votes: 1 }, { _id: 3, host: \"100.93.44.26:7013\" } ], settings: { chainin
gAllowed: true, heartbeatIntervalMillis: 2000, heartbeatTimeoutSecs: 10, electionTimeoutMillis: 10000, catchUpTimeoutMillis: -1,
catchUpTakeoverDelayMillis: 30000, getLastErrorDefaults: { w: 1, wtimeout: 0 }, replicaSetId: ObjectId('5e9d0841f0f688fc992fd
087') } }, $db: \"admin\" } numYields:0 reslen:60 locks:{ Global: { acquireCount: { r: 3, w: 2, W: 1 } }, Database: { acquireCoun
t: { w: 1, W: 1 } }, oplog: { acquireCount: { w: 1 } } } protocol:op_query 212ms",
"Mon Apr 20 13:55:15.051 I COMMAND [conn586] command admin.$cmd command: _flushRoutingTableCacheUpdates { forceRo
utingTableRefresh: \"config.system.sessions\", maxTimeMS: 30000, $clusterTime: { clusterTime: Timestamp(1587362114, 1), sig
nature: { hash: BinData(0, 259955995BDC7E0CA35C4276EB23341C03910A48), keyId: 6817613949303783443 } }, $configServ
erState: { opTime: { ts: Timestamp(1587362085, 6), t: 1 } }, $db: \"admin\" } numYields:0 reslen:288 locks:{ Global: { acquire
Count: { r: 4 } }, Database: { acquireCount: { r: 2 } }, Collection: { acquireCount: { r: 2 } } } protocol:op_msg 192ms",
"Mon Apr 20 10:27:39.400 I COMMAND [conn213] command admin.$cmd command: setFeatureCompatibilityVersion { setFeatur
eCompatibilityVersion: \"4.0\", $db: \"admin\" } numYields:0 reslen:288 locks:{ Global: { acquireCount: { r: 5, w: 4, R: 1 } }, Dat
abase: { acquireCount: { w: 2, W: 2 } }, Collection: { acquireCount: { w: 2 } }, Mutex: { acquireCount: { W: 1 } }, oplog: { acqui
reCount: { w: 2 } } } protocol:op_msg 183ms",
"Mon Apr 20 10:26:09.357 I COMMAND [conn36] command local.system.replset command: replSetInitiate { replSetInitiate: { _i
d: \"cmgo-a3bm93hf_2\", version: 1, members: [ { _id: 1, host: \"10.112.90.165:7002\" } ] }, $readPreference: { mode: \"second
aryPreferred\" }, $db: \"admin\" } numYields:0 reslen:60 locks:{ Global: { acquireCount: { r: 23, w: 7, W: 2 }, acquireWaitCount:
{ W: 1 }, timeAcquiringMicros: { W: 59 } }, Database: { acquireCount: { r: 7, w: 4, W: 3 } }, Collection: { acquireCount: { r: 3,
w: 2 } }, oplog: { acquireCount: { r: 2, w: 3 } } } protocol:op_query 134ms",
"Mon Apr 20 13:00:16.363 I COMMAND [conn16903] command admin.$cmd command: _flushRoutingTableCacheUpdates { force
RoutingTableRefresh: \"config.system.sessions\", maxTimeMS: 30000, $clusterTime: { clusterTime: Timestamp(1587358814, 1),
signature: { hash: BinData(0, 90BD7BB9B481B9825527D89A3579B52E6C0C3915), keyId: 6817613949303783443 } }, $configS
erverState: { opTime: { ts: Timestamp(1587358809, 2), t: 1 } }, $db: \"admin\" } numYields:0 reslen:288 locks:{ Global: { acq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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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unt: { r: 4 } }, Database: { acquireCount: { r: 2 } }, Collection: { acquireCount: { r: 2 } } } protocol:op_msg 123ms",
"Mon Apr 20 13:35:14.983 I COMMAND [conn586] command admin.$cmd command: _flushRoutingTableCacheUpdates { forceRo
utingTableRefresh: \"config.system.sessions\", maxTimeMS: 30000, $clusterTime: { clusterTime: Timestamp(1587360912, 1), sig
nature: { hash: BinData(0, 06A84575A66B9316D1ECBFB9FB1C7B2F605AB3A8), keyId: 6817613949303783443 } }, $configServ
erState: { opTime: { ts: Timestamp(1587360909, 5), t: 1 } }, $db: \"admin\" } numYields:0 reslen:288 locks:{ Global: { acquire
Count: { r: 4 } }, Database: { acquireCount: { r: 2 } }, Collection: { acquireCount: { r: 2 } } } protocol:op_msg 122ms",
"Mon Apr 20 10:24:43.760 I COMMAND [conn16] command local.system.replset command: replSetInitiate { replSetInitiate: { _i
d: \"cmgo-a3bm93hf_0\", version: 1, members: [ { _id: 1, host: \"10.53.80.6:7011\" } ] }, $readPreference: { mode: \"secondary
Preferred\" }, $db: \"admin\" } numYields:0 reslen:60 locks:{ Global: { acquireCount: { r: 23, w: 7, W: 2 }, acquireWaitCount: {
W: 1 }, timeAcquiringMicros: { W: 39 } }, Database: { acquireCount: { r: 7, w: 4, W: 3 } }, Collection: { acquireCount: { r: 3, w:
2 } }, oplog: { acquireCount: { r: 2, w: 3 } } } protocol:op_query 112ms",
"Mon Apr 20 10:25:26.300 I COMMAND [conn15] command local.system.replset command: replSetInitiate { replSetInitiate: { _i
d: \"cmgo-a3bm93hf_1\", version: 1, members: [ { _id: 1, host: \"100.93.44.85:7005\" } ] }, $readPreference: { mode: \"seconda
ryPreferred\" }, $db: \"admin\" } numYields:0 reslen:60 locks:{ Global: { acquireCount: { r: 23, w: 7, W: 2 }, acquireWaitCount: {
W: 1 }, timeAcquiringMicros: { W: 24 } }, Database: { acquireCount: { r: 7, w: 4, W: 3 }, acquireWaitCount: { W: 1 }, timeAcquiri
ngMicros: { W: 7 } }, Collection: { acquireCount: { r: 3, w: 2 } }, oplog: { acquireCount: { r: 2, w: 3 } } } protocol:op_query 110
ms",
"Mon Apr 20 10:27:39.400 I COMMAND [conn213] command admin.$cmd command: update { update: \"system.version\", write
Concern: { w: \"majority\" }, $db: \"admin\" } numYields:0 reslen:370 locks:{ Global: { acquireCount: { r: 5, w: 4, R: 1 } }, Datab
ase: { acquireCount: { w: 2, W: 2 } }, Collection: { acquireCount: { w: 2 } }, Mutex: { acquireCount: { W: 1 } }, oplog: { acquire
Count: { w: 2 } } } protocol:op_msg 107ms",
"Mon Apr 20 10:27:38.065 I COMMAND [conn281] command admin.$cmd command: update { update: \"system.version\", write
Concern: { w: \"majority\" }, $db: \"admin\" } numYields:0 reslen:370 locks:{ Global: { acquireCount: { r: 2, w: 2 } }, Database:
{ acquireCount: { w: 1, W: 1 } }, Collection: { acquireCount: { w: 1 } }, Mutex: { acquireCount: { W: 1 } }, oplog: { acquireCoun
t: { w: 1 } } } protocol:op_msg 107ms",
"Mon Apr 20 10:27:38.170 I COMMAND [conn281] command admin.$cmd command: update { update: \"system.version\", write
Concern: { w: \"majority\" }, $db: \"admin\" } numYields:0 reslen:370 locks:{ Global: { acquireCount: { r: 5, w: 4, R: 1 } }, Datab
ase: { acquireCount: { w: 2, W: 2 } }, Collection: { acquireCount: { w: 2 } }, Mutex: { acquireCount: { W: 1 } }, oplog: { acquire
Count: { w: 2 } } } protocol:op_msg 105ms"
]
}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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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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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alidParameter.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NotFoundInstance

未找到实例。

InvalidParameterValue.QueryTimeOutOfRange

只能查询7天内的慢日志。

InvalidParameterValue.QueryTimeRangeBeyondLimit

只能查询7天内的慢日志。

InvalidParameterValue.SlowMSBelowLimit

slowMS参数取值范围[100, 。

InvalidParameterValue.StartTimeNotBeforeThanEndTime

起始时间晚于结束时间。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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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慢日志统计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4:11:49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SlowLogPatterns）用于获取数据库实例慢日志的统计信息。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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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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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SlowLogPattern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

是

String

实例ID，格式如：cmgo-p8vnipr5。与云数据库控制台页面中显示的实例ID相同

StartTime

是

Timestamp

EndTime

是

Timestamp

SlowMS

是

Integer

慢日志执行时间阈值，返回执行时间超过该阈值的慢日志，单位为毫秒(ms)，最小为100毫秒。

Offset

否

Integer

偏移量，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0000，默认值为0。

Limit

否

Integer

分页大小，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100，默认值为20。

Format

否

String

慢日志返回格式，可设置为json，不传默认返回原生慢日志格式。

慢日志起始时间，格式：yyyy-mm-dd hh:mm:ss，如：2019-06-01 10:00:00。查询起止时间
间隔不能超过24小时，只允许查询最近7天内慢日志。
慢日志终止时间，格式：yyyy-mm-dd hh:mm:ss，如：2019-06-02 12:00:00。查询起止时间
间隔不能超过24小时，只允许查询最近7天内慢日志。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unt

Integer

慢日志统计信息总数

SlowLogPatterns

Array of SlowLogPattern

慢日志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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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数据库慢日志统计信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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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示例
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SlowLogPatterns
&InstanceId=cmgo-a3bm93hf
&StartTime=2020-04-20 00:00:00
&EndTime=2020-04-20 22:00:00
&SlowMS=100
&Offset=0
&Limit=100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Count": 2,
"RequestId": "895de939-f726-4cb0-bb02-3890289479e3",
"SlowLogPatterns": [
{
"AverageTime": 699,
"MaxTime": 5335,
"Pattern": "admin.$cmd.command",
"Total": 12
},
{
"AverageTime": 271,
"MaxTime": 423,
"Pattern": "local.system.replset.command",
"Total": 8
}
]
}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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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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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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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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alidParameter.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NotFoundInstance

未找到实例。

InvalidParameterValue.QueryTimeOutOfRange

只能查询7天内的慢日志。

InvalidParameterValue.QueryTimeRangeBeyondLimit

只能查询7天内的慢日志。

InvalidParameterValue.SlowMSBelowLimit

slowMS参数取值范围[100, 。

InvalidParameterValue.StartTimeNotBeforeThanEndTime

起始时间晚于结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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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费实例询价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4:11:44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 (InquiryPriceRenewDBInstances) 用于续费包年包月实例询价。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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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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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quirePriceRenewDBInstance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s.N

是

Array of String

InstanceChargePrepaid

是

InstanceChargePrepaid

实例ID，格式如：cmgo-p8vnipr5。与云数据库控制台页面中显示的
实例ID相同，接口单次最多只支持5个实例进行操作。
预付费模式（即包年包月）相关参数设置。通过该参数可以指定包年包
月实例的续费时长、是否设置自动续费等属性。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Price

DBInstancePrice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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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续费数据库实例价格
输入示例
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InquirePriceRenewDBInstances
&InstanceIds.0=cmgo-8oij5631
&InstanceChargePrepaid.Period=1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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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onse": {
"Price": {
"DiscountPrice": 455.6,
"OriginalPrice": 670,
"UnitPrice": 0
},
"RequestId": "d08f2a0f-4a69-451e-8ddb-753340d5fb34"
}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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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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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lError.FindInstanceFailed

实例查询失败。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ZoneClosed

可用区已关闭售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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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配置询价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4:11:45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 (InquirePriceModifyDBInstanceSpec) 用于调整实例的配置询价。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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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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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quirePriceModifyDBInstanceSpec。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

是

String

实例ID，格式如：cmgo-p8vnipr5。与云数据库控制台页面中显示的实例ID相同。

Memory

是

Integer

变更配置后实例内存大小，单位：GB。

Volume

是

Integer

变更配置后实例磁盘大小，单位：GB。

NodeNum

否

Integer

实例变更后的节点数，取值范围具体参照查询云数据库的售卖规格返回参数。默认为不变更节点数

ReplicateSetNum

否

Integer

实例变更后的分片数，取值范围具体参照查询云数据库的售卖规格返回参数。只能增加不能减少，默
认为不变更分片数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Price

DBInstancePrice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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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调整数据库配置价格
输入示例
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InquirePriceModifyDBInstanceSpec
&InstanceId=cmgo-8oij5631
&Memory=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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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200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Price": {
"DiscountPrice": 449.36,
"OriginalPrice": 660.82,
"UnitPrice": 0
},
"RequestId": "ac618a97-5a29-4003-8489-fd8a1e1cc8e9"
}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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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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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nstanceFailed

实例查询失败。

InvalidParameter.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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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InvalidParameterValue.ZoneClosed

可用区已关闭售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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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实例询价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4:11:46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InquirePriceCreateDBInstances）用于创建数据库实例询价。本接口参数中必须传入region参数，否则无法通过校验。本接口仅允许针
对购买限制范围内的实例配置进行询价。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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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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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quirePriceCreateDBInstance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Zone

是

String

实例所属区域及可用区信息。格式：ap-guangzhou-2。

NodeNum

是

Integer

每个分片的主从节点数量。
取值范围：请通过接口DescribeSpecInfo查询，其返回的数据结构SpecItems中的参数
MinNodeNum与MaxNodeNum分别对应其最小值与最大值。
实例内存大小。
单位：GB。
Memory

是

取值范围：请通过接口DescribeSpecInfo查询，其返回的数据结构SpecItems中的参数
CPU与Memory分别对应CPU核数与内存规格。

Integer

实例硬盘大小。
单位：GB。
Volume

是

取值范围：请通过接口DescribeSpecInfo查询，其返回的数据结构SpecItems中的参数

Integer

MinStorage与MaxStorage分别对应其最小磁盘规格与最大磁盘规格。

实例版本信息。
具体支持的版本，请通过接口DescribeSpecInfo查询，其返回的数据结构SpecItems中
的参数MongoVersionCode为实例所支持的版本信息。
版本信息与版本号对应关系如下：
MongoVersion

是

String

MONGO_3_WT：MongoDB 3.2 WiredTiger存储引擎版本。
MONGO_3_ROCKS：MongoDB 3.2 RocksDB存储引擎版本。
MONGO_36_WT：MongoDB 3.6 WiredTiger存储引擎版本。
MONGO_40_WT：MongoDB 4.0 WiredTiger存储引擎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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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必选

类型

描述
机器类型。

MachineCode

是

String

GoodsNum

是

Integer

HIO：高IO型。
HIO10G：高IO万兆型。

实例数量，取值范围为[1,10]。
实例类型。
REPLSET：副本集。

ClusterType

是

SHARD：分片集群。

String

STANDALONE：单节点。

副本集个数。
创建副本集实例时，该参数固定设置为1。
创建分片集群时，指分片数量，请通过接口DescribeSpecInfo查询，其返回的数据结构
ReplicateSetNum

是

SpecItems中的参数MinReplicateSetNum与MaxReplicateSetNum分别对应其最

Integer

小值与最大值。
若为单节点实例，该参数固定设置为0。

选择包年包月计费模式时，您需要设定购买实例的时长。即InstanceChargeType设定为
PREPAID时，该参数必须配置。
Period

否

单位：月。

Integer

可选值包括[1,2,3,4,5,6,7,8,9,10,11,12,24,36]。

实例付费方式。
PREPAID：包年包月计费。

InstanceChargeType

否

String

MongosCpu

否

Integer

分片实例询价必填参数，指 Mongos CPU核数，取值范围为[1,16]。

MongosMemory

否

Integer

分片实例询价必填参数，指 Mongos 内存，取值范围为[2,32]，单位：GB。

MongosNum

否

Integer

分片实例询价必填参数，指 Mongos 个数，取值范围为[3,32]。

ConfigServerCpu

否

Integer

分片实例询价必填参数，指 ConfigServer CPU核数，取值为1，单位：GB。

ConfigServerMemory

否

Integer

分片实例询价必填参数，指 ConfigServer 内存大小，取值为2，单位：GB。

ConfigServerVolume

否

Integer

分片实例询价必填参数，指 ConfigServer 磁盘大小，取值为 20，单位：GB。

POSTPAID_BY_HOUR：按量计费。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Price

DBInstancePrice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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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新购数据库实例价格
输入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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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 HTTP/1.1
Host: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InquirePriceCreateDBInstances
<公共请求参数>
{
"GoodsNum": "2",
"Zone": "ap-guangzhou-4",
"Memory": "4",
"Period": "1",
"ClusterType": "REPLSET",
"Volume": "100",
"NodeNum": "3",
"ReplicateSetNum": "1",
"MachineCode": "HIO10G",
"MongoVersion": "MONGO_36_WT"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Price": {
"DiscountPrice": 1340,
"OriginalPrice": 1340,
"UnitPrice": 670
},
"RequestId": "fb8b4646-389d-44cc-ab8c-98c081cbdad3"
}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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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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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alidParameter.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MachineTypeError

错误的机型。

InvalidParameterValue.MongoVersionError

实例版本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ReplicaSetNumError

副本集（分片）数量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SpecNotOnSale

购买规格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ZoneClosed

可用区已关闭售卖。

InvalidParameterValue.ZoneError

无效的可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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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数据库实例订单详情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4:11:55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DBInstanceDeal）用于获取MongoDB购买、续费及变配订单详细。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5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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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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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DBInstanceDeal。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DealId

是

String

订单ID，通过CreateDBInstance等接口返回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Status

Integer

OriginalPrice

Float

订单原价。

DiscountPrice

Float

订单折扣价格。

Action

String

订单行为，purchase：新购，renew：续费，upgrade：升配，downgrade：降配，refund：退货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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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输出参数

订单状态，1：未支付，2：已支付，3：发货中，4：发货成功，5：发货失败，6：退款，7：订单关闭，8：超
时未支付关闭。

4. 示例
示例1 查询订单详情
输入示例
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DBInstanceDeal
&DealId=20200420111635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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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示例
{
"Response": {
"Action": "purchase",
"DiscountPrice": 759.33,
"OriginalPrice": 1116.67,
"RequestId": "e79836e8-1864-45bf-aa63-0c7af31e7de5",
"Status": 4
}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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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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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alidParameter.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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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数据库实例特定操作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4:11:42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KillOps)用于终止MongoDB云数据库实例上执行的特定操作。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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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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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Op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

是

String

实例ID，格式如：cmgo-p8vnipr5。与云数据库控制台页面中显示的实例ID相同

Operations.N

是

Array of Operation

待终止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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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止数据库实例特定操作
输入示例
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KillOps
&InstanceId=cmgo-p8vnipr5
&Operations.0.ReplicaSetName=cmgo-p8vnipr5_0
&Operations.0.NodeName=10.108.93.135:7017:39920912
&Operations.0.OpId=61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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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onse": {
"RequestId": "302530d2-ee57-495e-89d0-51e03b11815e"
}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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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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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失败。

InvalidParameterValue.NodeNotFoundInReplica

当前副本集/分片未找到该节点。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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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数据库实例当前正在执行的操作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4:11:55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CurrentOp)用于查询MongoDB云数据库实例的当前正在执行的操作。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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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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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CurrentOp。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

是

String

实例ID，格式如：cmgo-p8vnipr5。与云数据库控制台页面中显示的实例ID相同

Ns

否

String

筛选条件，操作所属的命名空间namespace，格式为db.collection

MillisecondRunning

否

Integer

Op

否

String

ReplicaSetName

否

String

筛选条件，分片名称

State

否

String

筛选条件，节点状态，可能的取值为：primary
secondary

Limit

否

Integer

单次请求返回的数量，默认值为100，取值范围为[0,100]

Offset

否

Integer

偏移量，默认值为0，取值范围为[0,10000]

OrderBy

否

String

OrderByType

否

String

筛选条件，操作已经执行的时间（单位：毫秒），结果将返回超过设置时间的操作，默认值为0，
取值范围为[0, 3600000]
筛选条件，操作类型，可能的取值：none，update，insert，query，command，
getmore，remove和killcursors

返回结果集排序的字段，目前支持："MicrosecsRunning"/"microsecsrunning"，默认为升
序排序
返回结果集排序方式，可能的取值："ASC"/"asc"或"DESC"/"desc"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TotalCount

Integer

符合查询条件的操作总数

CurrentOps

Array of CurrentOp

当前操作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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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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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云数据库实例的当前操作
输入示例
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CurrentOp
&InstanceId=cmgo-p8vnipr5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TotalCount": 1,
"CurrentOps": [
{
"ReplicaSetName": "xx",
"NodeName": "xx",
"State": "xx",
"MicrosecsRunning": 1,
"Query": "xx",
"OpId": 0,
"Ns": "xx",
"Operation": "xx",
"Op": "xx"
}
],
"RequestId": "xx"
}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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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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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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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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alidParameter.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NotFoundInstance

未找到实例。

InvalidParameterValue.QueryOutOfRange

查询offset超出范围。

InvalidParameterValue.RegionNotSupportOperation

当前地域尚不支持该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ReplicaNotFound

未找到副本集/分片。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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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实例绑定的安全组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4:11:50

1. 接口描述
查询实例绑定的安全组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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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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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SecurityGroup。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

是

String

实例ID，格式如：cmgo-p8vnipr5。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Groups

Array of SecurityGroup

实例绑定的安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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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实例安全组
输入示例
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SecurityGroup
&InstanceId=cmgo-p8vnipr5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xx",
"Groups":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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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bound": [
{
"PortRange": "xx",
"CidrIp": "xx",
"ServiceModule": "xx",
"AddressModule": "xx",
"Action": "xx",
"IpProtocol": "xx",
"Id": "xx",
"Desc": "xx"
},
{
"PortRange": "xx",
"CidrIp": "xx",
"Action": "xx",
"AddressModule": "xx",
"ServiceModule": "xx",
"IpProtocol": "xx",
"Id": "xx",
"Desc": "xx"
}
],
"SecurityGroupName": "xx",
"Inbound": [
{
"PortRange": "xx",
"CidrIp": "xx",
"ServiceModule": "xx",
"AddressModule": "xx",
"Action": "xx",
"IpProtocol": "xx",
"Id": "xx",
"Desc": "xx"
},
{
"PortRange": "xx",
"CidrIp": "xx",
"Action": "xx",
"AddressModule": "xx",
"ServiceModule": "xx",
"IpProtocol": "xx",
"Id": "xx",
"Desc": "xx"
}
],
"ProjectId": 0,
"SecurityGroupId": "xx",
"SecurityGroupRemark": "xx",
"CreateTime":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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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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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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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alidParameter.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NotFoundInstance

未找到实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23 共324页

云数据库 MongoDB

获取当前实例可修改的参数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4:11:51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InstanceParams)用于查询当前实例可修改的参数列表。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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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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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InstanceParam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

是

String

实例ID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InstanceEnumParam

InstanceIntegerParam

类型
Array of
InstanceEnumParam
Array of
InstanceIntegerParam

描述
值为枚举类型参数集合

值为integer类型参数集合

InstanceTextParam

Array of InstanceTextParam

值为text类型的参数集合

InstanceMultiParam

Array of InstanceMultiParam

值为混合类型的参数集合

TotalCount

Integer

当前实例支持修改的参数个数统计 如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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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EnumParam
用户请求该接口获取其mongoDB实例可配置的参数列表；
输入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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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 HTTP/1.1
Host: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scribeInstanceParams
<公共请求参数>
{
"InstanceId": "jyjcw8yv"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InstanceEnumParam": [
{
"Status": 1,
"CurrentValue": "xx",
"DefaultValue": "xx",
"NeedRestart": "xx",
"EnumValue": [
"xx"
],
"ParamName": "xx",
"Tips": [
"xx"
],
"ValueType": "xx"
}
],
"InstanceTextParam": [
{
"Status": "xx",
"CurrentValue": "xx",
"DefaultValue": "xx",
"NeedRestart": "xx",
"ParamName": "xx",
"Tips": [
"xx"
],
"TextValue": "xx",
"ValueType": "xx"
}
],
"TotalCount": 1,
"RequestId": "xx",
"InstanceIntegerParam": [
{
"Statu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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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Value": "xx",
"Min": "xx",
"Max": "xx",
"DefaultValue": "xx",
"NeedRestart": "xx",
"ParamName": "xx",
"Tips": [
"xx"
],
"ValueType": "xx",
"Unit": "xx"
}
],
"InstanceMultiParam": [
{
"Status": 1,
"CurrentValue": "xx",
"DefaultValue": "xx",
"NeedRestart": "xx",
"EnumValue": [
"xx"
],
"ParamName": "xx",
"Tips": [
"xx"
],
"ValueType": "xx"
}
]
}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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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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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ET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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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alidParameter.CurrentInstanceNotSupportModifyParams

当前实例不支持设置参数。

InvalidParameter.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NotFoundInstance

未找到实例。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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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实例安全组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4:11:40

1. 接口描述
修改实例绑定的安全组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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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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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yDBInstanceSecurityGroup。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

是

String

实例ID

SecurityGroupIds.N

是

Array of String

目标安全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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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实例的安全组信息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ModifyDBInstanceSecurityGroup
<公共请求参数>
{
"InstanceId": "xx",
"SecurityGroupIds": [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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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xx"
}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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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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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NotFoundInstance

未找到实例。

InvalidParameterValue.StatusAbnormal

实例处于不允许操作的状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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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云数据库实例网络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4:11:41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ModifyDBInstanceNetworkAddress)用于修改云数据库实例的网络信息，可进行基础网络转VPC网络和VPC网络之间的变换。接口请求
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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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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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yDBInstanceNetworkAddres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

是

String

实例ID

OldIpExpiredTime

是

Integer

NewUniqVpcId

是

String

切换后IP地址的归属私有网络统一ID，若为基础网络，该字段为空

NewUniqSubnetId

是

String

切换后IP地址的归属子网统一ID，若为基础网络，该字段为空

NetworkAddresses.N

否

Array of
ModifyNetworkAddress

原IP保留时长，单位为分钟；原IP会在约定时间后释放，在释放前原IP和
新IP均可访问；0表示立即回收原IP

待修改IP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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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云数据库实例网络信息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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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C-Action: ModifyDBInstanceNetworkAddress
<公共请求参数>
{
"InstanceId": "xx",
"NetworkAddresses": [
{
"OldIpAddress": "xx",
"NewIPAddress": "xx"
}
],
"OldIpExpiredTime": 1,
"NewUniqVpcId": "xx",
"NewUniqSubnetId": "xx"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xx"
}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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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命令行工具
Tencent Cloud CLI 3.0

错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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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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lError.CheckAppIdFailed

appId校验失败。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InvalidVip

无效Vip信息。

InvalidParameterValue.StatusAbnormal

实例处于不允许操作的状态。

InvalidParameterValue.VpcIdOrSubnetIdNotFound

未找到虚拟网络（子网）。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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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年包月隔离接口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4:11:33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TerminateDBInstances）可将包年包月实例退还隔离。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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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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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inateDBInstance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

是

String

指定预隔离实例ID。格式如：cmgo-p8vnip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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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年包月实例隔离接口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TerminateDBInstances
<公共请求参数>
{
"InstanceId": "xx"
}

输出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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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onse": {
"RequestId": "ccfe11c0-b1d3-11ea-8b51-552abe435100"
}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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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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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lError.CheckAppIdFailed

appId校验失败。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CheckAppIdFailed

appId校验失败。

InvalidParameterValue.IllegalInstanceName

非法的实例名。

InvalidParameterValue.NotFoundInstance

未找到实例。

InvalidParameterValue.StatusAbnormal

实例处于不允许操作的状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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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节点属性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4:11:53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用于查询节点的属性，包括节点所在可用区、节点名称、地址、角色、状态、主从延迟、优先级、投票权、标签等属性。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3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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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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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DBInstanceNodeProperty。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

是

String

实例ID，格式如：cmgo-p8vnipr5。与云数据库控制台页面中显示的实例ID相同。

NodeIds.N

否

Array of String

节点ID。
节点角色。可选值包括：
PRIMARY：主节点。

Roles.N

否

Array of String

SECONDARY：从节点。
READONLY：只读节点。
ARBITER：仲裁节点。

OnlyHidden

否

Boolean

该参数指定节点是否为Hidden节点，默认为false。

Priority

否

Integer

该参数指定选举新主节点的优先级。其取值范围为[0,100]，数值越高，优先级越高。
该参数指定节点投票权。

Votes

否

Integer

Tags.N

否

Array of NodeTag

1：具有投票权。
0：无投票权。

节点标签。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Mongos

Array of NodeProperty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描述
Mongos节点属性。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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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plicateSets

Array of ReplicateSetInfo

副本集节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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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实例节点信息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scribeDBInstanceNodeProperty
<公共请求参数>
{
"InstanceId": "cmgo-by909vwp"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Mongos": [
{
"Address": "10.8.16.37:30000",
"Hidden": false,
"NodeName": "mongos-0",
"Priority": 0,
"ReplicateSetId": "",
"Role": "MONGOS",
"SlaveDelay": 0,
"Status": "NORMAL",
"Tags": null,
"Votes": 0,
"Zone": "ap-guangzhou-3"
},
{
"Address": "10.8.16.37:30001",
"Hidden": false,
"NodeName": "mongos-1",
"Priority": 0,
"ReplicateSetId": "",
"Role": "MONGOS",
"SlaveDelay": 0,
"Status": "NORMAL",
"Tags": nul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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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tes": 0,
"Zone": "ap-guangzhou-3"
},
{
"Address": "10.8.16.37:30002",
"Hidden": false,
"NodeName": "mongos-2",
"Priority": 0,
"ReplicateSetId": "",
"Role": "MONGOS",
"SlaveDelay": 0,
"Status": "NORMAL",
"Tags": null,
"Votes": 0,
"Zone": "ap-guangzhou-3"
}
],
"ReplicateSets": [
{
"Nodes": [
{
"Address": "",
"Hidden": false,
"NodeName": "cmgo-by909vwp_0-node-slave0",
"Priority": 1,
"ReplicateSetId": "cmgo-by909vwp_0",
"Role": "SECONDARY",
"SlaveDelay": 0,
"Status": "NORMAL",
"Tags": [
{
"TagKey": "role-cmgo",
"TagValue": "primary-secondary-group"
}
],
"Votes": 1,
"Zone": "ap-guangzhou-3"
},
{
"Address": "",
"Hidden": false,
"NodeName": "cmgo-by909vwp_0-node-primary",
"Priority": 1,
"ReplicateSetId": "cmgo-by909vwp_0",
"Role": "PRIMARY",
"SlaveDelay": 0,
"Status": "NORMAL",
"Tags": [
{
"TagKey": "role-cmgo",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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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Value": "primary-secondary-group"
}
],
"Votes": 1,
"Zone": "ap-guangzhou-3"
},
{
"Address": "",
"Hidden": true,
"NodeName": "cmgo-by909vwp_0-node-slave1",
"Priority": 0,
"ReplicateSetId": "cmgo-by909vwp_0",
"Role": "SECONDARY",
"SlaveDelay": 0,
"Status": "NORMAL",
"Tags": [
{
"TagKey": "role-cmgo",
"TagValue": "primary-secondary-group"
}
],
"Votes": 1,
"Zone": "ap-guangzhou-3"
},
{
"Address": "",
"Hidden": false,
"NodeName": "cmgo-by909vwp_0-node-readonly0",
"Priority": 0,
"ReplicateSetId": "cmgo-by909vwp_0",
"Role": "READONLY",
"SlaveDelay": 0,
"Status": "NORMAL",
"Tags": [
{
"TagKey": "role-cmgo",
"TagValue": "readonly-group"
}
],
"Votes": 0,
"Zone": "ap-guangzhou-3"
},
{
"Address": "",
"Hidden": false,
"NodeName": "cmgo-by909vwp_0-node-readonly1",
"Priority": 0,
"ReplicateSetId": "cmgo-by909vwp_0",
"Role": "READONLY",
"SlaveDelay": 0,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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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NORMAL",
"Tags": [
{
"TagKey": "role-cmgo",
"TagValue": "readonly-group"
}
],
"Votes": 0,
"Zone": "ap-guangzhou-3"
}
]
},
{
"Nodes": [
{
"Address": "",
"Hidden": false,
"NodeName": "cmgo-by909vwp_1-node-slave0",
"Priority": 1,
"ReplicateSetId": "cmgo-by909vwp_1",
"Role": "SECONDARY",
"SlaveDelay": 0,
"Status": "NORMAL",
"Tags": [
{
"TagKey": "role-cmgo",
"TagValue": "primary-secondary-group"
}
],
"Votes": 1,
"Zone": "ap-guangzhou-3"
},
{
"Address": "",
"Hidden": false,
"NodeName": "cmgo-by909vwp_1-node-primary",
"Priority": 1,
"ReplicateSetId": "cmgo-by909vwp_1",
"Role": "PRIMARY",
"SlaveDelay": 0,
"Status": "NORMAL",
"Tags": [
{
"TagKey": "role-cmgo",
"TagValue": "primary-secondary-group"
}
],
"Votes": 1,
"Zone": "ap-guangzhou-3"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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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ress": "",
"Hidden": true,
"NodeName": "cmgo-by909vwp_1-node-slave1",
"Priority": 0,
"ReplicateSetId": "cmgo-by909vwp_1",
"Role": "SECONDARY",
"SlaveDelay": 0,
"Status": "NORMAL",
"Tags": [
{
"TagKey": "role-cmgo",
"TagValue": "primary-secondary-group"
}
],
"Votes": 1,
"Zone": "ap-guangzhou-3"
},
{
"Address": "",
"Hidden": false,
"NodeName": "cmgo-by909vwp_1-node-readonly0",
"Priority": 0,
"ReplicateSetId": "cmgo-by909vwp_1",
"Role": "READONLY",
"SlaveDelay": 0,
"Status": "NORMAL",
"Tags": [
{
"TagKey": "role-cmgo",
"TagValue": "readonly-group"
}
],
"Votes": 0,
"Zone": "ap-guangzhou-3"
},
{
"Address": "",
"Hidden": false,
"NodeName": "cmgo-by909vwp_1-node-readonly1",
"Priority": 0,
"ReplicateSetId": "cmgo-by909vwp_1",
"Role": "READONLY",
"SlaveDelay": 0,
"Status": "NORMAL",
"Tags": [
{
"TagKey": "role-cmgo",
"TagValue": "readonly-group"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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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tes": 0,
"Zone": "ap-guangzhou-3"
},
{
"Address": "",
"Hidden": false,
"NodeName": "cmgo-by909vwp_1-node-slave2",
"Priority": 1,
"ReplicateSetId": "cmgo-by909vwp_1",
"Role": "SECONDARY",
"SlaveDelay": 0,
"Status": "NORMAL",
"Tags": [
{
"TagKey": "role-cmgo",
"TagValue": "primary-secondary-group"
}
],
"Votes": 1,
"Zone": "ap-guangzhou-3"
}
]
}
],
"RequestId": "14ab088a-9d69-44b4-b39d-e4b8fbbb8f25"
}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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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41 共324页

云数据库 Mongo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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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nelResponseTimeout

内核响应超时。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ternalError.CheckAppIdFailed

appId校验失败。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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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相关接口
查询实例备份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4:12:02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DBBackups）用于查询实例备份列表，目前只支持查询7天内的备份记录。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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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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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DBBackup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

是

String

实例ID，格式如：cmgo-p8vnipr5。与云数据库控制台页面中显示的实例ID相同

BackupMethod

否

Integer

备份方式，当前支持：0-逻辑备份，1-物理备份，2-所有备份。默认为逻辑备份。

Limit

否

Integer

分页大小，最大值为100，不设置默认查询所有。

Offset

否

Integer

分页偏移量，最小值为0，默认值为0。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BackupList

Array of BackupInfo

备份列表

TotalCount

Integer

备份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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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云数据库实例的备份文件信息
输入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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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DBBackups
&InstanceId=cmgo-f555zzzz
&BackupMethod=1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6EF60BEC-0242-43AF-BB20-270359FB54A7",
"BackupList": [],
"TotalCount": 0
}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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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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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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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InvalidParameterValue.NotFoundInstance

未找到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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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实例接口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4:12:05

1. 接口描述
备份实例接口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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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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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BackupDBInstance。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

是

String

实例id

BackupMethod

是

Integer

0-逻辑备份，1-物理备份

BackupRemark

否

String

备份备注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AsyncRequestId

String

查询备份流程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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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份实例接口
输入示例
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CreateBackupDBInstance
&InstanceId=cmgo-ayxpky6l
&BackupRemark=remarkInfo
&BackupMethod=0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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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onse": {
"AsyncRequestId": 4773,
"RequestId": "e600a8d0-9014-11ea-84c1-01cccde830c6"
}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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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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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lError.CheckAppIdFailed

appId校验失败。

InvalidParameter.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CheckAppIdFailed

appId校验失败。

InvalidParameterValue.IllegalInstanceStatus

非法的实例状态。

InvalidParameterValue.NotFoundInstance

未找到实例。

InvalidParameterValue.StatusAbnormal

实例处于不允许操作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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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备份下载任务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4:12:03

1. 接口描述
查询备份下载任务信息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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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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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BackupDownloadTask。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

是

String

实例ID，格式如：cmgo-p8vnipr5。与云数据库控制台页面中显示的实例ID相同

BackupName

否

String

备份文件名，用来过滤指定文件的下载任务

StartTime

否

String

指定查询时间范围内的任务，StartTime指定开始时间，不填默认不限制开始时间

EndTime

否

String

指定查询时间范围内的任务，EndTime指定截止时间，不填默认不限制截止时间

Limit

否

Integer

此次查询返回的条数，取值范围为1-100，默认为20

Offset

否

Integer

指定此次查询返回的页数，默认为0

OrderBy

否

String

排序字段，取值为createTime，finishTime两种，默认为createTime

OrderByType

否

String

排序方式，取值为asc，desc两种，默认desc

Status.N

否

Array of

根据任务状态过滤。0-等待执行，1-正在下载，2-下载完成，3-下载失败，4-等待重试。不填

Integer

默认返回所有类型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TotalCount

Integer

满足查询条件的所有条数

Tasks

Array of BackupDownloadTask

下载任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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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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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1 查询备份下载任务
输入示例
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BackupDownloadTask
&InstanceId=cmgo-dygv1rnp
&Status.0=2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c41c0c46-7d5a-49b9-832a-557880c1e9ef",
"Tasks": [
{
"BackupName": "cmgo-dygv1rnp_2021-03-26 10:44",
"BackupSize": 844,
"CreateTime": "2021-03-26 10:47:37",
"Percent": 100,
"ReplicaSetId": "cmgo-dygv1rnp_0",
"Status": 2,
"TimeSpend": 0,
"Url": "https://mognodb-backup-test-tar-1251937656.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cmgo-dygv1rnp_2021-03-26%2010%3A4
4%2Fcmgo-dygv1rnp_0.tar?q-sign-algorithm=sha1&q-ak=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q-sign-time=1616726859%3B16
16813259&q-key-time=1616726859%3B1616813259&q-header-list=host&q-url-param-list=&q-signature=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
}
],
"TotalCount": 1
}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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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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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Go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odeJS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NET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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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

CAM签名/鉴权错误。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BackupFileNotFound

备份文件未找到。

InvalidParameterValue.NotFoundInstance

未找到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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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备份下载任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4:12:04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用来创建某个备份文件的下载任务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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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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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BackupDownloadTask。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

是

String

实例ID，格式如：cmgo-p8vnipr5。与云数据库控制台页面中显示的实例ID相同。

BackupName

是

String

要下载的备份文件名，可通过DescribeDBBackups接口获取。
指定要下载的副本集的节点名称 或 分片集群的分片名称列表。

BackupSets.N

是

Array of

如副本集cmgo-p8vnipr5，示例(固定取值)：BackupSets.0=cmgo-p8vnipr5_0，可
下载全量数据。

ReplicaSetInfo

如分片集群cmgo-p8vnipr5，示例：BackupSets.0=cmgop8vnipr5_0&BackupSets.1=cmgo-p8vnipr5_1，即下载分片0和分片1的数据，分片
集群如需全量下载，请按示例方式传入全部分片名称。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Tasks

RequestId

类型
Array of
BackupDownloadTaskStatus
String

描述
下载任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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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备份下载任务
输入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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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CreateBackupDownloadTask
&InstanceId=cmgo-dygv1rnp
&BackupName=cmgo-dygv1rnp_2021-03-26 10:44
&BackupSets.0.ReplicaSetId=cmgo-dygv1rnp_0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6ed8d110-67be-4650-83b0-5df5a897e9e6",
"Tasks": [
{
"ReplicaSetId": "cmgo-dygv1rnp_0",
"Status": 2
}
]
}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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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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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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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ternalError.CheckAppIdFailed

appId校验失败。

InvalidParameter.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BackupFileNotFound

备份文件未找到。

InvalidParameterValue.NotFoundInstance

未找到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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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相关接口
修改实例用户的密码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4:11:32

1. 接口描述
修改实例用户的密码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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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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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tDBInstancePassword。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

是

String

实例Id

UserName

是

String

实例账号名

Password

是

String

新密码，新密码长度不能少于8位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AsyncRequestId

String

异步请求Id，用户查询该流程的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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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实例用户的密码
输入示例
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ResetDBInstancePassword
&InstanceId=cmgo-7pjedvz7
&UserName=rwuser
&Password=111111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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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示例
{
"Response": {
"AsyncRequestId": "4769",
"RequestId": "e600a8d0-9014-11ea-84c1-01cccde830c6"
}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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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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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alidParameter.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IllegalInstanceStatus

非法的实例状态。

InvalidParameterValue.LockFailed

实例锁定失败。

InvalidParameterValue.NotFoundInstance

未找到实例。

InvalidParameterValue.PasswordRuleFailed

密码不符合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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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InvalidParameterValue.StatusAbnormal

实例处于不允许操作的状态。

InvalidParameterValue.UserNotFound

用户账户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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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账户权限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05 01:32:06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SetAccountUserPrivilege)用于设置mongodb实例的账号权限。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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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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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AccountUserPrivilege。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

是

String

实例ID。

UserName

是

String

账号名称。

AuthRole.N

是

Array of Auth

权限信息。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FlowId

Integer

设置任务ID,用于查询是否设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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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当前实例设置账号权限。
为当前实例的指定账号设置操作权限。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SetAccountUserPrivilege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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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xx",
"UserName": "xx",
"AuthRole": [
{
"Mask": 0,
"NameSpace": "xx"
}
]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FlowId": 1,
"RequestId": "xx"
}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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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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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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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ternalError.CheckAppIdFailed

appId校验失败。

InvalidPar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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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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账号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05 01:32:07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AccountUsers)用于获取当前实例的全部账号。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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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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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AccountUser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

是

String

实例ID。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Users

Array of UserInfo

实例账号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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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当前实例的全部账户信息；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scribeAccountUsers
<公共请求参数>
{
"InstanceId": "x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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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示例
{
"Response": {
"Users": [
{
"UserName": "xx",
"AuthRole": [
{
"Mask": 0,
"NameSpace": "xx"
}
],
"UserDesc": "xx",
"UpdateTime": "xx",
"CreateTime": "xx"
}
],
"RequestId": "xx"
}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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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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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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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ternalError.CheckAppIdFailed

appId校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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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账号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05 01:32:08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CreateAccountUser)用于创建mongodb实例账号。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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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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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AccountUser。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

是

String

实例 ID。

UserName

是

String

新账号名称。其格式要求如下：
字符范围[1,32]。
可输入[A,Z]、[a,z]、[1,9]范围的字符以及下划线“_”与短划线“-”。

新账号密码。密码复杂度要求如下：
字符长度范围[8,32]。
Password

是

String

MongoUserPassword

是

String

UserDesc

否

String

AuthRole.N

否

至少包含字母、数字和特殊字符（叹号“!”、at"@"、井号“#”、百分号“%”、插入
符“^”、星号“*”、小括号“()”、下划线“_”）中的两种。

mongouser 账号对应的密码。mongouser 为系统默认账号，即为创建实例时，设置的密
码。
账号备注信息。

Array
of

账号的读写权限信息。

Auth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FlowId

Integer

创建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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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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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示例
示例1 创建mongodb实例账号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CreateAccountUser
<公共请求参数>
{
"UserName": "xx",
"InstanceId": "xx",
"AuthRole": [
{
"Mask": 0,
"NameSpace": "xx"
}
],
"UserDesc": "xx",
"MongoUserPassword": "xx",
"Password": "xx"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FlowId": 1,
"RequestId": "xx"
}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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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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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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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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lError.CheckAppIdFailed

appId校验失败。

InternalError.PasswordError

password与原先记录的password不同。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CheckAppIdFailed

appId校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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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相关接口
查询异步任务状态接口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4:12:07

1. 接口描述
查询异步任务状态接口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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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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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AsyncRequestInfo。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AsyncRequestId

是

String

异步请求Id，涉及到异步流程的接口返回，如CreateBackupDBInstance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Status

String

状态。返回参数有：initial-初始化、running-运行中、paused-任务执行失败，已暂停、undoed-任务执行失
败，已回滚、failed-任务执行失败, 已终止、success-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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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异步任务状态接口
输入示例
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AsyncRequestInfo
&AsyncRequestId=4762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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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onse": {
"RequestId": "e600a8d0-9014-11ea-84c1-01cccde830c6",
"Status": "success"
}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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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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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StatusAbnormal

实例处于不允许操作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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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接口
刷新路由配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4:12:06

1. 接口描述
在所有mongos上执行FlushRouterConfig命令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推荐使用 API Explorer

点击调试

API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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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查看每次调用的请求内容和返回结果以及自动生成 SDK
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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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shInstanceRouterConfig。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07-25。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

是

String

实例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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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Mongos上执行FlushRouterConfig
输入示例
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FlushInstanceRouterConfig
&InstanceId=cmgo-a3bm93hf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0ad9f471-fb8f-402a-aa78-b1640c6670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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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开发者资源
腾讯云 API 平台
腾讯云 API 平台 是综合 API 文档、错误码、API Explorer 及 SDK 等资源的统一查询平台，方便您从同一入口查询及使用腾讯云提供的所有 API 服
务。

API Inspector
用户可通过 API Inspector 查看控制台每一步操作关联的 API 调用情况，并自动生成各语言版本的 API 代码，也可前往 API Explorer 进行在线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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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C++
Tencent Cloud SDK 3.0 for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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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lError.CheckAppIdFailed

appId校验失败。

InvalidParameter.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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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构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02 01:32:00

Auth
用户权限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AccountUser, DescribeAccountUsers, SetAccountUserPrivilege。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当前账号具有的权限信息。
0：无权限。

Mask

Integer

1：只读。

是

2：只写。
3：读写。

指具有当前账号权限的数据库名。
NameSpace

String

是

* ：表示所有数据库。
db.name：表示特定name的数据库。

BackupDownloadTask
备份下载任务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BackupDownloadTask。
名称

类型

描述

CreateTime

String

任务创建时间

BackupName

String

备份文件名

ReplicaSetId

String

分片名称

BackupSize

Integer

备份数据大小，单位为字节

Status

Integer

任务状态。0-等待执行，1-正在下载，2-下载完成，3-下载失败，4-等待重试

Percent

Integer

任务进度百分比

TimeSpend

Integer

耗时，单位为秒

Url

String

备份数据下载链接

BackupMethod

Integer

备份文件备份类型，0-逻辑备份，1-物理备份

BackupDesc

String

发起备份时指定的备注信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BackupDownloadTaskStatus
创建备份下载任务结果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BackupDownloadTask。
名称

类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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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ReplicaSetId

String

分片名

Status

Integer

任务当前状态。0-等待执行，1-正在下载，2-下载完成，3-下载失败，4-等待重试

BackupInfo
备份信息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DBBackups。
名称

类型

描述

InstanceId

String

实例ID

BackupType

Integer

备份方式，0-自动备份，1-手动备份

BackupName

String

备份名称

BackupDesc

String

BackupSize

Integer

StartTime

String

EndTime

String

Status

Integer

备份状态，1-备份中，2-备份成功

BackupMethod

Integer

备份方法，0-逻辑备份，1-物理备份

备份备注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备份文件大小，单位KB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备份开始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备份结束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lientConnection
客户端连接信息，包括客户端IP和连接数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ClientConnections。
名称

类型

描述

IP

String

连接的客户端IP

Count

Integer

对应客户端IP的连接数

InternalService

Boolean

是否为内部ip

CurrentOp
云数据库实例当前操作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CurrentOp。
名称

类型

OpId

Integer

描述
操作序号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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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Ns

String

Query

String

Op

String

操作所在的命名空间，形式如db.collection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操作执行语句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操作类型，可能的取值：aggregate、count、delete、distinct、find、findAndModify、
getMore、insert、mapReduce、update和comman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eplicaSetName

String

State

String

Operation

String

NodeName

String

MicrosecsRunning

Integer

操作所在的分片名称
筛选条件，节点状态，可能的取值为：Primary、Secondary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操作详细信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操作所在的节点名称
操作已执行时间（ms）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DBInstanceInfo
实例信息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DBInstances。
名称

类型

描述

InstanceId

String

实例ID

Region

String

地域信息

DBInstancePrice
数据库实例价格
被如下接口引用：InquirePriceCreateDBInstances, InquirePriceModifyDBInstanceSpec, InquirePriceRenewDBInstances。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UnitPrice

Float

是

OriginalPrice

Float

是

原价

DiscountPrice

Float

是

折扣加

单价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InstanceChargePrepaid
描述了实例的计费模式
被如下接口引用：InquirePriceRenewDBInstances, RenewDBInstances。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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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必选

Period

Integer

否

描述
购买实例的时长，单位：月。取值范围：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4, 36。默认为1。
（InquirePriceRenewDBInstances，RenewDBInstances调用时必填）
自动续费标识。取值范围：
NOTIFY_AND_AUTO_RENEW：通知过期且自动续费
NOTIFY_AND_MANUAL_RENEW：通知过期不自动续费

RenewFlag

String

否

DISABLE_NOTIFY_AND_MANUAL_RENEW：不通知过期不自动续费
默认取值：NOTIFY_AND_MANUAL_RENEW。若该参数指定为
NOTIFY_AND_AUTO_RENEW，在账户余额充足的情况下，实例到期后将按月自动续费。
（InquirePriceRenewDBInstances，RenewDBInstances调用时必填）

InstanceDetail
实例详情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DBInstances。
名称

类型

描述

InstanceId

String

实例ID

InstanceName

String

实例名称

PayMode

Integer

付费类型，可能的返回值：1-包年包月；0-按量计费

ProjectId

Integer

项目ID

ClusterType

Integer

集群类型，可能的返回值：0-副本集实例，1-分片实例，

Region

String

地域信息

Zone

String

可用区信息

NetType

Integer

网络类型，可能的返回值：0-基础网络，1-私有网络

VpcId

String

私有网络的ID

SubnetId

String

私有网络的子网ID

Status

Integer

实例状态，可能的返回值：0-待初始化，1-流程处理中，2-运行中，-2-实例已过期

Vip

String

实例IP

Vport

Integer

端口号

CreateTime

Timestamp

实例创建时间

DeadLine

Timestamp

实例到期时间

MongoVersion

String

实例版本信息

Memory

Integer

实例内存规格，单位为MB

Volume

Integer

实例磁盘规格，单位为MB

CpuNum

Integer

实例CPU核心数

MachineType

String

实例机器类型

SecondaryNum

Integer

实例从节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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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ReplicationSetNum

Integer

实例分片数

AutoRenewFlag

Integer

实例自动续费标志，可能的返回值：0-手动续费，1-自动续费，2-确认不续费

UsedVolume

Integer

已用容量，单位MB

MaintenanceStart

String

维护窗口起始时间

MaintenanceEnd

String

维护窗口结束时间

Array of

ReplicaSets

ShardInfo
Array of

ReadonlyInstances

DBInstanceInfo
Array of

StandbyInstances

DBInstanceInfo

CloneInstances

Array of
DBInstanceInfo

RelatedInstance

DBInstanceInfo
Array of

Tags

TagInfo

分片信息

只读实例信息

灾备实例信息

临时实例信息
关联实例信息，对于正式实例，该字段表示它的临时实例信息；对于临时实例，则表示它的正式
实例信息;如果为只读/灾备实例,则表示他的主实例信息
实例标签信息集合

InstanceVer

Integer

实例版本标记

ClusterVer

Integer

实例版本标记

Protocol

Integer

协议信息，可能的返回值：1-mongodb，2-dynamodb

InstanceType

Integer

实例类型，可能的返回值，1-正式实例，2-临时实例，3-只读实例，4-灾备实例

InstanceStatusDesc

String

实例状态描述

RealInstanceId

String

实例对应的物理实例id，回档并替换过的实例有不同的InstanceId和RealInstanceId，从
barad获取监控数据等场景下需要用物理id获取

InstanceEnumParam
实例可修改参数枚举类型集合。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InstanceParams。
名称

类型

描述

CurrentValue

String

参数当前值

DefaultValue

String

默认值

EnumValue

Array of String

枚举值，所有支持的值

NeedRestart

String

是否需要重启生效 1:需要重启后生效；0：无需重启，设置成功即可生效；

ParamName

String

参数名称

Tips

Array of String

中英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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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ValueType

String

参数值类型说明

Status

Integer

是否为运行中参数值 1:运行中参数值；0：非运行中参数值；

InstanceIntegerParam
实例可修改参数integer类型集合。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InstanceParams。
名称

类型

描述

CurrentValue

String

当前值

DefaultValue

String

默认值

Max

String

最大值

Min

String

最小值

NeedRestart

String

是否需要重启生效 1:需要重启后生效；0：无需重启，设置成功即可生效；

ParamName

String

参数名称

Tips

Array of String

参数说明

ValueType

String

参数类型

Status

Integer

是否为运行中参数值 1:运行中参数值；0：非运行中参数值；

Unit

String

冗余字段，可忽略

InstanceMultiParam
实例可修改参数Multi类型集合。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InstanceParams。
名称

类型

描述

CurrentValue

String

当前值

DefaultValue

String

默认值

EnumValue

Array of String

指导值范围

NeedRestart

String

是否需要重启生效 1:需要重启后生效；0：无需重启，设置成功即可生效；

ParamName

String

参数名称

Status

Integer

是否为运行中参数值 1:运行中参数值；0：非运行中参数值；

Tips

Array of String

参数说明

ValueType

String

当前值的类型描述，默认为multi

InstanceTextParam
实例可修改参数text类型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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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InstanceParams。
名称

类型

描述

CurrentValue

String

当前值

DefaultValue

String

默认值

NeedRestart

String

是否需要重启

ParamName

String

参数名称

TextValue

String

text类型值

Tips

Array of String

参数说明

ValueType

String

值类型说明

Status

String

是否为运行中参数值 1:运行中参数值；0：非运行中参数值；

ModifyNetworkAddress
修改数据库地址
被如下接口引用：ModifyDBInstanceNetworkAddress。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NewIPAddress

String

是

新IP地址。

OldIpAddress

String

是

原IP地址。

NodeProperty
节点属性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DBInstanceNodeProperty。
名称

类型

Zone

String

NodeName

String

Address

String

Role

String

Hidden

Boolean

描述
节点所在的可用区。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节点名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节点访问地址。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角色。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是否为Hidden节点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节点状态，包括：

Status

String

ORMAL/STARTUP/RECOVERING/STARTUP2/UNKNOWN/DOWN/ROLLBACK/REMOVED
等。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laveDelay

Integer

主从延迟，单位秒。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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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Priority

Integer

Votes

Integer

Tags

ReplicateSetId

描述
节点优先级。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节点投票权。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Array of

节点标签。

NodeTag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tring

副本集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NodeTag
节点Tag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DBInstanceNodeProperty。
名称

类型

必选

TagKey

String

否

TagValue

String

否

描述
节点Tag key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节点Tag Value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Operation
需要终止的操作
被如下接口引用：KillOps。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ReplicaSetName

String

是

操作所在的分片名

NodeName

String

是

操作所在的节点名

OpId

Integer

是

操作序号

ReplicaSetInfo
分片信息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BackupDownloadTask。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ReplicaSetId

String

是

副本集ID

ReplicateSetInfo
副本集信息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DBInstanceNodeProperty。
名称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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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Nodes

Array of NodeProperty

描述
节点属性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ecurityGroup
安全组信息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SecurityGroup。
名称

类型

描述

ProjectId

Integer

所属项目id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Inbound

Array of SecurityGroupBound

入站规则

Outbound

Array of SecurityGroupBound

出站规则

SecurityGroupId

String

安全组id

SecurityGroupName

String

安全组名称

SecurityGroupRemark

String

安全组备注

SecurityGroupBound
安全组规则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SecurityGroup。
名称

类型

描述

Action

String

执行规则。ACCEPT或DROP

CidrIp

String

ip段。

PortRange

String

端口范围

IpProtocol

String

传输层协议。tcp，udp或ALL

Id

String

安全组id代表的地址集合

AddressModule

String

地址组id代表的地址集合

ServiceModule

String

服务组id代表的协议和端口集合

Desc

String

描述

ShardInfo
实例分片详情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DBInstances。
名称

类型

描述

UsedVolume

Float

分片已使用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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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ReplicaSetId

String

分片ID

ReplicaSetName

String

分片名

Memory

Integer

分片内存规格，单位为MB

Volume

Integer

分片磁盘规格，单位为MB

OplogSize

Integer

分片Oplog大小，单位为MB

SecondaryNum

Integer

分片从节点数

RealReplicaSetId

String

分片物理id

SlowLogPattern
用于描述MongoDB数据库慢日志统计信息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SlowLogPatterns。
名称

类型

描述

Pattern

String

慢日志模式

MaxTime

Integer

最大执行时间

AverageTime

Integer

平均执行时间

Total

Integer

该模式慢日志条数

SpecItem
mongodb售卖规格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SpecInfo。
名称

类型

描述

SpecCode

String

规格信息标识

Status

Integer

规格有效标志，取值：0-停止售卖，1-开放售卖

Cpu

Integer

计算资源规格，单位为CPU核心数

Memory

Integer

内存规格，单位为MB

DefaultStorage

Integer

默认磁盘规格，单位MB

MaxStorage

Integer

最大磁盘规格，单位MB

MinStorage

Integer

最小磁盘规格，单位MB

Qps

Integer

可承载qps信息

Conns

Integer

连接数限制

MongoVersionCode

String

实例mongodb版本信息

MongoVersionValue

Integer

实例mongodb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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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Version

String

实例mongodb版本号（短）

EngineName

String

存储引擎

ClusterType

Integer

集群类型，取值：1-分片集群，0-副本集集群

MinNodeNum

Integer

最小副本集从节点数

MaxNodeNum

Integer

最大副本集从节点数

MinReplicateSetNum

Integer

最小分片数

MaxReplicateSetNum

Integer

最大分片数

MinReplicateSetNodeNum

Integer

最小分片从节点数

MaxReplicateSetNodeNum

Integer

最大分片从节点数

MachineType

String

机器类型，取值：0-HIO，4-HIO10G

SpecificationInfo
实例规格信息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SpecInfo。
名称

类型

描述

Region

String

地域信息

Zone

String

可用区信息

SpecItems

Array of SpecItem

售卖规格信息

SupportMultiAZ

Integer

是否支持跨可用区部署 1-支持，0-不支持

TagInfo
实例标签信息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DBInstance, CreateDBInstanceHour, DescribeDBInstances。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TagKey

String

是

标签键

TagValue

String

是

标签值

UserInfo
账户基本信息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AccountUsers。
名称

类型

描述

UserName

String

账号名。

AuthRole

Array of Auth

账号权限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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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CreateTime

String

账号创建时间。

UpdateTime

String

账号更新时间。

UserDesc

String

备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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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02 01: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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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Offline

接口已下线。

AuthFailure.InvalidAuthorization

请求头部的 Authorization 不符合腾讯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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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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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SignatureExpire

AuthFailure.Signature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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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名错误。签名计算错误，请对照调用方式中的签名方法文档检查签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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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参数格式、类型等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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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说明

InvalidRequest

请求 body 的 multipart 格式错误。

IpInBlacklist

IP地址在黑名单中。

IpNotInWhitelist

IP地址不在白名单中。

LimitExceeded

超过配额限制。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

NoSuchProduct

产品不存在

NoSuchVersion

接口版本不存在。

RequestLimitExceeded

请求的次数超过了频率限制。

RequestLimitExceeded.GlobalRegionUinLimitExceeded

主账号超过频率限制。

RequestLimitExceeded.IPLimitExceeded

IP限频。

RequestLimitExceeded.UinLimitExceeded

主账号限频。

RequestSizeLimitExceeded

请求包超过限制大小。

ResourceInUse

资源被占用。

ResourceInsufficient

资源不足。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ResourceUnavailable

资源不可用。

ResponseSizeLimitExceeded

返回包超过限制大小。

ServiceUnavailable

当前服务暂时不可用。

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UnknownParameter

未知参数错误，用户多传未定义的参数会导致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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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

CAM签名/鉴权错误。

FailedOperation.KernelResponseTimeout

内核响应超时。

InternalError.CheckAppIdFailed

appId校验失败。

InternalError.FindInstanceFailed

实例查询失败。

InternalError.PasswordError

password与原先记录的password不同。

InvalidParameter.CurrentInstanceNotSupportModifyParams

当前实例不支持设置参数。

InvalidParameter.InvalidVip

无效Vip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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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说明

InvalidParameter.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InvalidParameter.ZoneClosed

可用区已关闭售卖。

InvalidParameterValue.BackupFileNotFound

备份文件未找到。

InvalidParameterValue.CheckAppIdFailed

appId校验失败。

InvalidParameterValue.ClusterTypeError

无效的实例类型。

InvalidParameterValue.IllegalInstanceName

非法的实例名。

InvalidParameterValue.IllegalInstanceStatus

非法的实例状态。

InvalidParameterValue.IllegalStatusToOffline

实例状态不允许进行下线，进行下线操作的实例状态必须为隔离状
态。

InvalidParameterValue.InstanceHasBeenDeleted

实例已删除。

InvalidParameterValue.InstanceHasBeenIsolated

实例已隔离。

InvalidParameterValue.InvalidTradeOperation

计费相关错误，不允许对当前实例进行对应的新购/续费/配置变更操
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LockFailed

实例锁定失败。

InvalidParameterValue.MachineTypeError

错误的机型。

InvalidParameterValue.ModifyModeError

内存和磁盘必须同时升配或降配。

InvalidParameterValue.MongoVersionError

实例版本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MongoVersionNotSupportQueryClient

实例版本不支持查询客户端信息。

InvalidParameterValue.NodeNotFoundInReplica

当前副本集/分片未找到该节点。

InvalidParameterValue.NotFoundInstance

未找到实例。

InvalidParameterValue.OplogSizeOutOfRange

OplogSize参数设置错误，应介于磁盘容量的10%和90%之间。

InvalidParameterValue.PasswordRuleFailed

密码不符合规范。

InvalidParameterValue.PostPaidInstanceBeyondLimit

单个地域后付费实例数量超过限制。

InvalidParameterValue.PrePaidInstanceUnableToIsolate

预付费实例不支持销毁。

InvalidParameterValue.ProjectNotFound

项目不存在。

InvalidParameterValue.ProxyNotSupportQueryClient

proxy版本不支持查询客户端信息，请联系工作人员进行升级。

InvalidParameterValue.QueryOutOfRange

查询offset超出范围。

InvalidParameterValue.QueryTimeOutOfRange

只能查询7天内的慢日志。

InvalidParameterValue.QueryTimeRangeBeyondLimit

只能查询7天内的慢日志。

InvalidParameterValue.RegionError

无效的地域。

InvalidParameterValue.RegionNotSupportOperation

当前地域尚不支持该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RegionNotSupportQueryClient

地域尚不支持查询客户端信息。

InvalidParameterValue.ReplicaNotFound

未找到副本集/分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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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说明

InvalidParameterValue.ReplicaSetNumError

副本集（分片）数量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SecondaryNumError

从节点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SetDiskLessThanUsed

设置的磁盘大小不得低于已用磁盘的1.2倍。

InvalidParameterValue.SlowMSBelowLimit

slowMS参数取值范围[100, 。

InvalidParameterValue.SpecNotOnSale

购买规格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StartTimeNotBeforeThanEndTime

起始时间晚于结束时间。

InvalidParameterValue.StatusAbnormal

实例处于不允许操作的状态。

InvalidParameterValue.TagNotFound

未找到指定的标签。

InvalidParameterValue.UserNotFound

用户账户不存在。

InvalidParameterValue.VpcIdOrSubnetIdNotFound

未找到虚拟网络（子网）。

InvalidParameterValue.ZoneClosed

可用区已关闭售卖。

InvalidParameterValue.ZoneError

无效的可用区。

UnsupportedOperation.VersionNotSupport

当前版本不支持该操作。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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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goDB API 2017
简介
最近更新时间：2020-06-03 17:29:28

说明：
当前页面接口为旧版 API，未来可能停止维护。云数据库 MongoDB API 3.0 版本接口定义更加规范，访问时延下降显著，建议您使用 云数
据库 MongoDB API 3.0。
如果您需要访问云数据库 MongoDB 旧版 API，可参见 API 概览。

云数据库MongoDB 是腾讯云基于全球广受欢迎的MongoDB打造的高性能NoSQL数据库，100%完全兼容MongoDB协议，提供稳定丰富的监控管
理，弹性可扩展、自动容灾，适用于文档型数据库场景，使您无需自建灾备体系及控制管理系统。
用户可以使用本文档介绍的 API 对 MongoDB服务进行相关操作，如创建MongoDB实例、查询实例列表、设置实例密码等，具体支持的操作可参见
API概览。
请确保在使用这些接口前，已充分了解了MongoDB产品说明和使用限制。

1.术语表
术语

全称

中文

说明

Instance

Instance

云
MongoDB

腾讯云MongoDB服务的简称

实例
Virtual
VPC

Private
Cloud

私有网络（Virtual Private Cloud）能帮助您在腾讯云构建出独立的网络空间，您可以自定义网段
私有网络

划分和IP地址、自定义路由策略等。您也可以通过公网/专线建立VPN隧道将私有网络与您的其他云资
源连通，灵活部署混合云。

2. API快速入门
为了使用腾讯云MongoDB服务，您至少需要完成以下四个步骤：
1) 查询可创建实例规格
您可以通过查询可创建实例规格 接口查询可购买MongoDB实例的可用区已经对应配置信息；
2) 查询副本集实例价格（包年包月）
在确认好购买实例规格后，可以通过查询实例价格（包年包月）接口查询购买指定规格实例时需要的费用；
3) 创建副本集实例（包年包月）
通过创建实例（包年包月） 接口创建实例，创建实例时，需要提供您实例容量、购买时长、可用区、所属网络以及密码等信息；
4) 查询实例创建进度
发起创建实例请求后， 用户可以通过查询订单详情接口查询实例创建进度。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86 共324页

云数据库 MongoDB

MongoDB API概览
最近更新时间：2019-08-01 17:29:16

1. 地域相关接口
接口名

Action Name

功能描述

查询可创建实例规格

DescribeMongoDBProduct

查询可创建的实例规格

2. 实例相关接口
接口名

Action Name

功能描述

查询实例价格（包年包
月）

InquiryMongoDB

获取实例价格(包年包月),支持新购、续费、升级实例时价格查询

创建实例（包年包月）

CreateMongoDB

创建实例（包年包月），并扣除查询实例价格（包年包月）接口返回的费用

续费实例(包年包月)

RenewMongoDB

续费指定实例，并扣除查询实例价格（包年包月）接口返回的费用

升级实例(包年包月)

UpgradeMongoDB

升级指定实例，并扣除查询实例价格（包年包月）接口返回的费用

查询订单详情

DescribeMongodbDealDetail

查询新购、续费、升级订单的详情

查询实例列表

DescribeMongoDBInstances

按条件查询副本集实例详情列表

设置自动续费

SetMongoDBAutoRenew

设置或取消自动续费， 设置自动续费后，系统将在实例到期时，自动发起续
费

重置实例密码

ResetMongoDBPassword

重置实例密码

修改实例项目

ModifyMongoDBProject

修改实例所属项目

修改实例名称

ModifyMongoDBName

修改实例名称

查询任务结果

GetMongoDBJobInfo

查询任务执行结果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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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历史
最近更新时间：2019-08-01 17:29:38
时间

更新内容

2017-02-06

询价实例、新购实例、续费实例、升级实例、查询订单、查询售卖区等接口上线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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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方式
请求结构
请求结构简介
最近更新时间：2019-08-08 12: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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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请参见各接口相关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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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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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参数字符串过长时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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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的最大长度根据不同的浏览器和服务器设置有所不同，例如，传统 IE 浏览器限制为 2K，Firefox 限制为 8K；对于一些参数较
多、长度较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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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而导致请求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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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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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可参见 公共请
求参数，而接口请求参数是各个接口所特有的，具体见各个接口的“请求参数”描述。

字符编码
腾讯云 API 的请求及返回结果均使用 UTF-8 字符集进行编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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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请求参数
最近更新时间：2019-12-12 11: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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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个公共请求参数，有关接口请
求参数的详细说明请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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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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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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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否

Region

地域参数，用来标识希望操作哪个地域的实例。详细信息可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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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stamp

当前 UNIX 时间戳，可记录发起 API 请求的时间。

UInt

是

Nonce

用户可自定义随机正整数，与 Timestamp 联合起来， 用于防止重放攻击。

UInt

是

String

是

String

是

String

否

String

否

SecretId

Signature

Signature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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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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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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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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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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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atureMethod=HmacSHA256
&<接口请求参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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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请求参数
最近更新时间：2020-04-29 09: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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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的详细说明请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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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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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参数列表以腾讯云 CVM 查看实例列表 接口（DescribeInstances）为例，该 API 支持的接口请求参数如下：
参数名称
instanceIds.n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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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

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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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否

Int

否

Int

否

projectId
simplify
zon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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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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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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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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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请求形式
最近更新时间：2019-08-08 15: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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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各接口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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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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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结果
正确返回结果
最近更新时间：2020-03-03 10:18:00

说明：
当前页面接口为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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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 API 调用成功，则最终返回结果中的错误码 code 为0，错误信息 message 为空，并且会显示返回的结果数据。
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返回结果数据>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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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返回结果
最近更新时间：2020-03-03 10:15:50
若 API 调用失败，则最终返回结果中的错误码 code 不为0，且 message 字段将会显示详细错误信息。用户可以根据 code 和 message 在 错误码
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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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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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最近更新时间：2019-08-08 15:22:08
响应包体内的返回码(code), 反映了腾讯云API调用和执行的概要结果.
当返回码不为 0 时, 表示请求未正常执行, 返回码也称为错误码, 错误描述(message)对该结果进行了细化补充，用户可根据错误码判断API的执行情
况。
message在部分终端（例如浏览器），中文会显示成unicode编码，需要解码。
腾讯云 API 可能返回的错误码表如下：
错误代码
4000

错误类型
请求参数非
法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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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权失败

签名鉴权失败，请参考文档中鉴权部分。

4200

请求过期

请求已经过期，请参考文档中请求有效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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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考文档请求配额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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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ce 和上次的不
能重复, Timestamp 与腾讯服务器相差不能超过 2 小时。

4600

协议不支持

协议不支持，请参考文档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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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0

5300

资源操作失
败
资源购买失
败
资源购买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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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资源失败，可能是不支持实例配置，资源不足等等。

购买资源失败，余额不足。

5400

部分执行成
功

批量操作部分执行成功, 详情见方法返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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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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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步任务接口返回格式
最近更新时间：2020-03-03 10: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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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选

code

Int

返回结果的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它值表示失败

Yes

message

String

返回结果的错误信息

No

requestId

String

任务编号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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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选

code

Int

返回结果的错误码，0表示成功，其它值表示失败

Yes

message

String

返回结果的错误信息

No

detail

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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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例如：
{
"code": 0,
"message": "success",
"detail": {
"qcvm6a456b0d8f01d4b2b1f5073d3fb8ccc0": {
"code": 0,
"message": "",
"requestId": "1231231231231"
},
"qcvm6a456b0d8f01d4b2b1f5073d3fb8ccc0": {
"cod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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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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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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方法
最近更新时间：2020-07-17 19: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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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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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安全凭证步骤：
登录 API 密钥管理 页面，单击【新建密钥】即可以创建一对 SecretId/SecretKey。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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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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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IDz8krbsxxxLPx3gnPhESA
SecretKey： Gu5t9xGARxxxYCN3Cozk1qA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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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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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IDz8krbsxxxLPx3gnPhESA

Timestamp

当前时间戳

1465185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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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描述

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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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KIDz8krbsxxxLPx3gnPh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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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意：
1. “参数值” 为原始值而非 url 编码后的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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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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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IDz8krbsxxxLPx3gnPhESA
&SignatureMethod=HmacSHA256
&Timestamp=1465185768

3. 拼接签名原文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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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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各接口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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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IDz8krbsxxxLPx3gnPhESA
&SignatureMethod=HmacSHA256
&Timestamp=1465185768

4. 生成签名串
此步骤生成签名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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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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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u5t9xGARxxxYCN3Cozk1qA';
$srcStr = 'GETcvm.api.qcloud.com/v2/index.php?Action=DescribeInstances&InstanceIds.0=ins-09dx96dg&Nonce=11886&Regio
n=ap-guangzhou&SecretId=AKIDz8krbsxxxLPx3gnPhES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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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JXTAD9tYMtxxxCDv1GdM8s=

同理，当您指定签名算法为 HmacSHA1 时，生成签名串的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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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Key = 'Gu5t9xGARxxxYCN3Cozk1qA';
$srcStr = 'GETcvm.api.qcloud.com/v2/index.php?Action=DescribeInstances&InstanceIds.0=ins-09dx96dg&Nonce=11886&Regio
n=ap-guangzhou&SecretId=AKIDz8krbsxxxLPx3gnPhES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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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JXTAD9tYMtxxxCDv1GdM8s= ，则其编码后为
0EEm%2FHtGRr%2FVJXTAD9tYMtxxxCDv1GdM8s%3D 。因此，最终得到的签名串请求参数 (Signature) 为：
0EEm%2FHtGRr%2FVJXTAD9tYMtxxxCDv1GdM8s%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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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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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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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0

身份认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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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3

非开发商的 SecretId 暂不
支持调用本接口

错误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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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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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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示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0-07-17 19:05:19
为了帮助您快速使用腾讯云 mongodb API，这里给出一个使用示例。
本实例展示如何创建一个实例：首先查询实例购买规格；然后查询创建需要的费用，通过创建接口创建实例；最后，通过订单查询接口，查询实例创建进
度。

1. 查询可创建实例规格
在创建实例前，我们需要先查询能够创建的实例规格， 可以通过查询可创建实例规格接口查询。
查询可创建规格（支持可用区、配置自定义）接口输入参数如下：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取值

zoneIds.n

否

String

可用区ID组成的数组，数组下标从0开始, 若不传此参数将返回所有区域产品信息

100002

其中，可用区定义如下：
可用区

zoneId

广州一区

100001

广州二区

100002

广州三区

100003

上海一区

200001

香港一区

300001

多伦多一区

400001

北京一区

800001

查询可创建规格（支持可用区、配置自定义）接口的返回值是各个可用区下可创建实例的配置信息， 以返回值中广州二区实例配置为例，各个字段解释如
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gion

String

区域ID，详见公共请求参数

isSupportVpc

Bool

是否支持私有网络，其值包括：true和false

types

Object

支持的实例规格内容

其中，types 表示支持的实例规格内容，其参数构成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typeId

String

实例类型英文名称。 GIO：高IO版；TGIO：高IO万兆

replicationNodeNum

Array

副本集节点数，暂时只支持节点数为2、3

memory

Int

实例内存大小，每一个内存值对应一个可选的磁盘大小范围，单位：MB

volumeMax

Int

选定内存后，实例硬盘大小可选的最大值，单位：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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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volumeMin

Int

选定内存后，实例硬盘大小可选的最小值，单位：GB

volumeStep

Int

version

Array

选定内存后，实例硬盘大小的步长，单位：GB； 创建实例时，硬盘（volume）的取值是：volume=
volumeMin + volumeStep * n; 同时 volumeMin <= volume <= volumeMax
可支持的数据库版本号，例如 MONGO_3_MMAP、MONGO_3_WT

结合公共请求参数和接口请求参数，最终得到的请求形式如下：
https://mongodb.api.qcloud.com/v2/index.php?
Action=DescribeMongoDBProduct
&SecretId=AKIDVxZ0PsvtxxxqkeTMFCu7z1
&Signature=eSCz5paiDrXsdifc0Eq0GEihzsI%3D
&Nonce=23284
&Timestamp=1468329994
&Region=gz
&zoneIds.0=100002

上述请求的返回结果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data": {
"timeSpan":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4,
36
],
"timeUnit": "m",
"goodsDescription": {
"100002": {
"region": "gz",
"isSupportVpc": true,
"types": [
{
"typeId": "G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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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2048,
"volumeMax": 250,
"volumeMin": 25,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typeId": "GIO",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4096,
"volumeMax": 250,
"volumeMin": 25,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typeId": "GIO",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6144,
"volumeMax": 250,
"volumeMin": 25,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typeId": "GIO",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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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Max": 500,
"volumeMin": 25,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typeId": "GIO",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12288,
"volumeMax": 500,
"volumeMin": 25,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typeId": "GIO",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16384,
"volumeMax": 500,
"volumeMin": 25,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typeId": "GIO",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24576,
"volumeMax": 500,
"volumeMin": 25,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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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GO_3_WT"
]
},
{
"typeId": "GIO",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32768,
"volumeMax": 500,
"volumeMin": 25,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typeId": "GIO",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49152,
"volumeMax": 750,
"volumeMin": 25,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typeId": "GIO",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61440,
"volumeMax": 1000,
"volumeMin": 25,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typeId": "G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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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65536,
"volumeMax": 1000,
"volumeMin": 25,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typeId": "CY",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4096,
"volumeMax": 300,
"volumeMin": 50,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typeId": "CY",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8192,
"volumeMax": 300,
"volumeMin": 100,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typeId": "CY",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16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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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Max": 600,
"volumeMin": 200,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typeId": "CY",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32768,
"volumeMax": 1200,
"volumeMin": 400,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typeId": "CY",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65536,
"volumeMax": 4000,
"volumeMin": 750,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typeId": "CY",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131072,
"volumeMax": 6000,
"volumeMin": 1500,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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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GO_3_WT"
]
},
{
"typeId": "CY",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245760,
"volumeMax": 6000,
"volumeMin": 1500,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typeId": "CY",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524288,
"volumeMax": 6000,
"volumeMin": 4000,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
}
}
}

2. 查询实例价格（包年包月）
创建副本集实例会扣除涉及的费用，可以通过查询实例价格（包年包月）接口查询涉及的费用。 我们这里假设购买一个广州二区高IO版实例， 查询价格
的输入参数如下：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取值

operation

是

String

必须填newmongodb，表示新购实例

newmongodb

zoneId

是

Int

可用区ID，请使用查询可创建实例规格接口获取可创建的可用区

100002

typeId

是

String

实例类型英文名称。 GIO：高IO版；TGIO：高IO万兆

G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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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取值

memory

是

Int

实例内存大小，每一个内存值对应一个可选的磁盘大小范围，单位：MB

8192

diskSize

是

Int

实例磁盘大小，单位：GB

245

secondaryNum

是

Int

副本集实例的从节点个数，暂时只支持节点数为1、2

2

version

是

Int

数据库版本号，例如 MONGO_3_MMAP、MONGO_3_WT

MONGO_3_MMAP

goodsNum

是

Int

一次购买的实例数

1

period

是

Int

购买时长, 单位：月， 取值范围 [1,2,3,4,5,6,7,8,9,10,11,12,24,36]

1

结合公共请求参数和接口请求参数，最终得到的请求形式如下：
https://mongodb.api.qcloud.com/v2/index.php?
Action=InquiryMongoDBReplSetPrice
&Timestamp=1468328627
&Nonce=51897
&SecretId=AKIDVxZ0PsvtxxxqkeTMFCu7z1
&Signature=u34AneL09yCx50BwrUZtibiHxNw%3D
&Region=gz
&operation=newmongodb
&zoneId=100002
&typeId=GIO
&memory=8192
&diskSize=245
&secondaryNum=2
&version=MONGO_3_MMAP
&goodsNum=1
&period=1

从返回值知道， 购买上面规格的实例， 价格合计 188800 分（人民币）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data": {
"price": 188800
}
}

3. 创建副本集实例
接下来，我们按照上面的规格，调用创建实例（包年包月）接口, 输入参数如下：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取值

zoneId

是

Int

可用区ID，请使用查询可创建实例规格接口获取可创建的可用区

100002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09 共324页

云数据库 MongoDB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取值

typeId

是

String

实例类型英文名称。 GIO：高IO版；TGIO：高IO万兆

GIO

memory

是

Int

实例内存大小，每一个内存值对应一个可选的磁盘大小范围，单位：MB

4096

diskSize

是

Int

实例磁盘大小，单位：GB

30

secondaryNum

是

Int

复制集从节点个数，暂时只支持节点数为1、2

2

version

是

Int

数据库版本号，例如 MONGO_3_MMAP、MONGO_3_WT

MONGO_3_MMAP

goodsNum

是

Int

一次购买的实例数

1

period

是

Int

购买时长, 单位：月， 取值范围 [1,2,3,4,5,6,7,8,9,10,11,12,24,36]

1

password

是

String

实例密码，密码规则：1.长度为8-16个字符；2:至少包含字母、数字和
字符（!@#%^()）中的两种

49A2d!e@f12e

vpcId

否

Int

subnetId

否

Int

projectId

否

Int

vpc网络ID, 如果是基础网络， vpcId=0, vpc网络下，取值以查询私有
网络列表 返回的vpcid为准
基础网络下， subnetId无效， vpc子网下，取值以查询私有网络列表
返回的subnetid为准
项目id，取值以用户账户>用户账户相关接口查询>项目列表返回的
projectId为准

0

0

0

结合公共请求参数和接口请求参数，最终得到的请求形式如下：
https://mongodb.api.qcloud.com/v2/index.php?
Action=CreateMongoDBReplSet
&Timestamp=1468328920
&Nonce=27412
&SecretId=AKIDVxZ0PsvtxxxqkeTMFCu7z1
&Signature=4Dvpkk1bJov%2FUd%2FElWjAHfJaoD8%3D
&zoneId=100002
&typeId=GIO
&memory=4096
&diskSize=30
&secondaryNum=2
&version=MONGO_3_MMAP
&goodsNum=1
&period=1
&password=49A2d!e@f12e

从返回值知道， 购买上面规格的实例对应订单号为3373037，可以通过查询订单详情接口查询该订单的详情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data": {
"dealId": "337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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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查询订单详情
创建实例后， 可以使用dealId返回值到 查询订单详情 接口查询订单详情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取值

dealIds.n

是

String

订单号组成的数组，数组下标从0开始

3373037

结合公共请求参数和接口请求参数，最终得到的请求形式如下：
https://mongodb.api.qcloud.com/v2/index.php?
Action=DescribeMongodbDealDetail
&Timestamp=1468329117
&Nonce=40727
&SecretId=AKIDVxZ0PsvtxxxqkeTMFCu7z1
&Signature=Y9rMVWyvjoijSl6zJxMW822edGk%3D
&dealIds.0=3373037

对应输出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details": [
{
"dealId": "3373037",
"dealName": "20170206121420",
"zoneId": 100002,
"goodsNum": 1,
"creater": "3374998458",
"creatTime": "2017-02-06 14:07:46",
"overdueTime": "2017-02-21 14:07:46",
"endTime": "2017-02-06 14:11:54",
"status": 4,
"price": 72200,
"goodsDetail": {
"memSize": 4096,
"disksize": 30,
"typeId": "GIO",
"clusterType": "ReplSet",
"secondaryNum": 2,
"zoneId": 100002,
"mongoVersion": "MONGO_3_MMAP",
"timeSpan": 1,
"timeUnit": "m",
"SerialI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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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go-6ozqe0uh"
]
}
}
]
}

查询订单详情接口返回值 details 表示订单详情数组，其各字段含义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details.dealId

String

短订单号ID，调用云API时使用此ID

details.dealName

String

长订单号ID，反馈订单问题给官方客服使用此ID

details.zoneId

Int

可用区ID

details.goodsNum

Int

订单关联的实例数

details.creater

String

创建订单的用户uin

details.creatTime

String

订单创建时间

details.overdueTime

String

订单过期时间

details.endTime

String

订单完成时间
订单状态
1：未支付
2:已支付，未发货
3:发货中
4:发货成功
5:发货失败

details.status

Int

6:已退款
7:已关闭订单
8:订单过期
9:订单已失效
10:产品已失效
11:代付拒绝
12:支付中

details.price

Int

订单实际总价，单位：分

details.goodsDetail

Object

订单关联的商品详情

创建实例时返回的goodsDetail：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memSize

int

实例的内存容量，单位:MB

disksize

int

实例的磁盘大小，单位：GB

typeId

String

实例类型英文名称。 GIO：高IO版；TGIO：高IO万兆

clusterType

Array

实例集群类型，目前仅为复制集

secondaryNum

Array

复制集从节点个数，暂时只支持节点数为1、2

zoneId

Array

可用区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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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mongoVersion

Array

数据库版本号，例如 MONGO_3_MMAP、MONGO_3_WT

timeSpan

Array

实例的时长，单位以timeUnit返回为准

timeUnit

Array

实例时长单位，m：月；d：天

SerialIds

Array

实例ID的数组

续费实例时返回的goodsDetail：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urDeadline

String

续费前，实例的到期时间

timeSpan

int

续费时长，单位以timeUnit返回为准

timeUnit

String

续费时长的单位，m：月；d：天

SerialIds

Array

实例ID的数组

升级实例时返回的goodsDetail：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urDeadline

String

实例的到期时间

newMemsize

int

升级后实例的内存容量，单位:MB

newDisksize

int

升级后实例的磁盘容量，单位:GB

oldMemsize

int

升级前实例的内存容量，单位:MB

oldDisksize

int

升级前实例的磁盘容量， 单位:GB

SerialIds

Array

实例ID的数组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13 共324页

云数据库 MongoDB

地域相关接口
查询可创建规格
最近更新时间：2019-12-09 10:52:47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MongoDBProduct)用于查询可创建的实例规格，返回可创建实例的购买时长，以及按可用区分类返回可创建实例的机器类型、副本
集节点数、内存大小、磁盘范围以及数据库版本号。
您还可以使用查询实例价格（包年包月）接口查询可创建实例的价格，使用创建实例（包年包月）接口创建一个新实例。
接口请求域名：mongodb.api.qcloud.com
本接口也可用于查询指定可用区下可创建的实例规格， 如果用户不在购买白名单中，将不能查询该可用区下的实例规格详情。申请购买某地域白名单可以
提交工单

2.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正式调用时需要加上公共请求参数，见公共请求参数页面。其中，此接口的Action字段为
DescribeMongoDBProduct。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zoneIds.n

否

String

可用区ID组成的数组，数组下标从0开始, 若不传此参数将返回所有区域产品信息

其中，可用区定义如下：
可用区

zoneId

广州一区

100001

广州二区

100002

广州三区

100003

上海一区

200001

香港一区

300001

多伦多一区

400001

北京一区

80000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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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错误码页面的公共错误码。

message

String

错误信息描述, 成功时，该值为空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英文描述。成功时返回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data

Object

可创建实例规格的配置信息

其中，data 表示可创建实例规格的配置信息，其参数构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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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timeSpan

Array

用户可购买实例的时长

timeUnit

String

用户可购买实例的时长单位，m:月，d：天

goodsDescription

Object

可创建的实例规格信息

其中， goodsDescription 表示实例配置信息，其参数构成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100002/100003/...

Object

可用区ID

其中， 100002为可用区ID， 其值表示该可用区下支持的实例规格信息，其参数构成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gion

String

区域ID，详见公共请求参数

isSupportVpc

Bool

是否支持私有网络，其值包括：true和false

types

Object

支持的实例规格内容

其中，types 表示支持的实例规格内容，其参数构成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typeId

String

实例类型英文名称。 GIO：高IO版；TGIO：高IO万兆

replicationNodeNum

Array

副本集节点数，暂时只支持节点数为2、3

memory

Int

实例内存大小，每一个内存值对应一个可选的磁盘大小范围，单位：MB

volumeMax

Int

选定内存后，实例硬盘大小可选的最大值，单位：GB

volumeMin

Int

选定内存后，实例硬盘大小可选的最小值，单位：GB

volumeStep

Int

version

Array

选定内存后，实例硬盘大小的步长，单位：GB； 创建实例时，硬盘（volume）的取值是：volume=
volumeMin + volumeStep * n; 同时 volumeMin <= volume <= volumeMax
可支持的数据库版本号，例如 MONGO_3_MMAP、MONGO_3_WT

4. 错误码
以下错误码表列出了该接口的业务逻辑错误码。
错误代码

英文提示

错误描述

11050

InvalidParameter

业务参数错误

11060

ServiceUnavailable

请求的区域暂时不提供服务

5. 示例
输入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15 共324页

云数据库 MongoDB

https://mongodb.api.qcloud.com/v2/index.php?Action=DescribeMongoDBProduct
&<公共请求参数>
&zoneIds.0=100002
&zoneIds.1=200001

输出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data": {
"timeSpan":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4,
36
],
"timeUnit": "m",
"goodsDescription": {
"100002": {
"region": "gz",
"isSupportVpc": true,
"types": [
{
"typeId": "GIO",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2048,
"volumeMax": 250,
"volumeMin": 25,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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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Id": "GIO",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4096,
"volumeMax": 250,
"volumeMin": 25,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typeId": "GIO",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6144,
"volumeMax": 250,
"volumeMin": 25,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typeId": "GIO",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8192,
"volumeMax": 500,
"volumeMin": 25,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typeId": "GIO",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17 共324页

云数据库 MongoDB

],
"memory": 12288,
"volumeMax": 500,
"volumeMin": 25,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typeId": "GIO",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16384,
"volumeMax": 500,
"volumeMin": 25,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typeId": "GIO",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24576,
"volumeMax": 500,
"volumeMin": 25,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typeId": "GIO",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32768,
"volumeMax": 500,
"volumeMin": 25,
"volumeSte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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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typeId": "GIO",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49152,
"volumeMax": 750,
"volumeMin": 25,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typeId": "GIO",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61440,
"volumeMax": 1000,
"volumeMin": 25,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typeId": "GIO",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65536,
"volumeMax": 1000,
"volumeMin": 25,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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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001": {
"region": "sh",
"isSupportVpc": true,
"types": [
{
"typeId": "GIO",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2048,
"volumeMax": 250,
"volumeMin": 25,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typeId": "GIO",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4096,
"volumeMax": 250,
"volumeMin": 25,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typeId": "GIO",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6144,
"volumeMax": 250,
"volumeMin": 25,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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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ypeId": "GIO",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8192,
"volumeMax": 500,
"volumeMin": 25,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typeId": "GIO",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12288,
"volumeMax": 500,
"volumeMin": 25,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typeId": "GIO",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16384,
"volumeMax": 500,
"volumeMin": 25,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typeId": "GIO",
"replicationNodeNum":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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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memory": 24576,
"volumeMax": 500,
"volumeMin": 25,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typeId": "GIO",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32768,
"volumeMax": 500,
"volumeMin": 25,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typeId": "GIO",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49152,
"volumeMax": 750,
"volumeMin": 25,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typeId": "GIO",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61440,
"volumeMax": 1000,
"volumeMin":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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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typeId": "GIO",
"replicationNodeNum": [
2,
3
],
"memory": 65536,
"volumeMax": 1000,
"volumeMin": 25,
"volumeStep": 5,
"version": [
"MONGO_3_MMAP",
"MONGO_3_WT"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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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相关接口
查询实例价格（包年包月）
最近更新时间：2019-04-28 15:03:30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InquiryMongoDB）用于获取副本集实例价格(包年包月),支持新购、续费、升级实例时价格查询。
接口请求域名：mongodb.api.qcloud.com

2.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正式调用时需要加上公共请求参数，见公共请求参数页面。其中，此接口的Action字段为
InquiryMongoDB。
不同的产品输入参数也不一样。具体是：
2.1 新购实例时查询价格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operation

是

String

必须填newmongodb，表示新购实例

zoneId

是

Int

可用区ID，请使用查询可创建实例规格接口获取可创建的可用区

typeId

是

String

实例类型英文名称。 GIO：高IO版；TGIO：高IO万兆

memory

是

Int

实例内存大小，每一个内存值对应一个可选的磁盘大小范围，单位：MB

diskSize

是

Int

实例磁盘大小，单位：GB

secondaryNum

是

Int

副本集实例从节点个数，暂时只支持从节点个数为2

version

是

Int

数据库版本号，暂时只支持 MONGO_3_WT

goodsNum

是

Int

一次购买的实例数

period

是

Int

购买时长, 单位：月， 取值范围 [1,2,3,4,5,6,7,8,9,10,11,12,24,36]

2.2 续费实例时查询价格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operation

是

String

必须填renewmongodb，表示续费实例

instanceId

是

String

待操作的实例ID，可通过 DescribeMongoDBInstances 接口返回值中的 instanceId 获取。

period

是

Int

续费时长，单位：月， 取值范围 [1,2,3,4,5,6,7,8,9,10,11,12,24,36]

2.3 升级实例时查询价格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operation

是

String

必须填upgrademongodb，表示升级实例

instanceId

是

String

待操作的实例ID，可通过 DescribeMongoDBInstances 接口返回值中的 instanceId 获取。

memory

是

Int

升级后的实例内存大小，每一个内存值对应一个可选的磁盘大小范围，单位：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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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diskSize

是

Int

升级后的实例磁盘大小，单位：GB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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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错误码页面的公共错误码。

message

String

错误信息描述, 成功时，该值为空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英文描述。成功时返回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data

Object

实例价格内容

其中，data 表示实例价格内容，其参数构成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data.price

Int

实例的价格，单位：分（人民币）

4. 错误码
以下错误码表列出了该接口的业务逻辑错误码。
错误代码

英文提示

错误描述

11050

InvalidParameter

业务参数错误

11060

ServiceUnavailable

请求的区域暂时不提供服务

11071

UserNotInWhiteList

用户不在白名单中

11061

TypeIdIllegal

无效的typeId

11062

MemSizeExceedMaxLimit

请求的内存容量超过最大上限

11063

MemSizeIllegal

请求的内存内存不是1024的整数倍

11064

MemSizeNotInRange

请求的内存容量不在售卖范围内

11065

RequestSizeIllegal

请求的内存或磁盘容量非法，内存容量必须是1024整数倍，磁盘容量必须是整数

11066

DiskSizeNotInRange

请求的磁盘不在售卖范围内

11067

PeriodNotInRange

请求的时长不在售卖范围内，时长取值范围 [1,2,3,4,5,6,7,8,9,10,11,12,24,36]，单位：
月

11072

SecondaryNumNotInRange

副本集实例，从节点个数不在售卖范围内，从节点数取值范围[1,2]

11056

InstanceNotExists

没有找到对应实例

11051

InstanceDeleted

实例到期已被回收

11068

UpgradeNotAllowedOnZoneId

该区域不支持升级实例

11069

DiskSizeLessThanRealSize

请求的磁盘容量小于实际值

11070

MemSizeLessThanRealSize

请求的内存容量小于实际值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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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示例
输入
https://mongodb.api.qcloud.com/v2/index.php?Action=InquiryMongoDB
&<公共请求参数>
&operation=newmongodb
&zoneId=100002
&typeId=GIO
&memory=8192
&diskSize=245
&secondaryNum=2
&version=MONGO_3_MMAP
&goodsNum=1
&period=1

输出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data": {
"price": 1888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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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实例（包年包月）
最近更新时间：2019-04-28 15:43:30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CreateMongoDB)用于创建副本集实例（包年包月）。
接口请求域名：mongodb.api.qcloud.com
1. 首先请使用查询可创建实例规格接口查询可创建的实例规格信息，然后请使用查询实例价格（包年包月）接口查询可创建实例的售卖价格；
2. 支持的实例类型：GIO（高IO版）、TGIO（高IO万兆）；
3. 支持的云数据库版本：MONGO_3_WT；
4. 单次创建的实例时长取值范围 [1,2,3,4,5,6,7,8,9,10,11,12,24,36] 单位：月。

2.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正式调用时需要加上公共请求参数，见公共请求参数页面。其中，此接口的Action字段为
CreateMongoDB。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zoneId

是

Int

可用区ID，请使用查询可创建实例规格接口获取可创建的可用区

typeId

是

String

实例类型英文名称。 GIO：高IO版；TGIO：高IO万兆

memory

是

Int

实例内存大小，每一个内存值对应一个可选的磁盘大小范围，单位：MB

diskSize

是

Int

实例磁盘大小，单位：GB

secondaryNum

是

Int

复制集从节点个数，暂时只支持节点数为2

version

是

Int

数据库版本号，暂时只支持 MONGO_3_WT

goodsNum

是

Int

一次购买的实例数

period

是

Int

购买时长, 单位：月， 取值范围 [1,2,3,4,5,6,7,8,9,10,11,12,24,36]

password

是

String

实例密码，密码规则：1.长度为8-16个字符；2:至少包含字母、数字和字符（!@#%^()）中的两种

unVpcId

否

String

unSubnetId

否

String

projectId

否

Int

私有网络ID，如果不传则默认选择基础网络，请使用私有网络列表 查询 返回的unVpcId为准，
如：vpc-kd7d06of
基础网络下， subnetId无效； vpc子网下，取值以查询查询子网列表 返回的unSubnetId为准，
如：subnet-3lzrkspo
项目id，取值以用户账户 > 用户账户相关接口查询 > 项目列表返回的projectId为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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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错误码页面的公共错误码。

message

String

错误信息描述, 成功时，该值为空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英文描述。成功时返回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data

Object

返回的订单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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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ata 表示订单ID，其参数构成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data.dealId

String

订单号，可通过 DescribeMongodbDealDetail 接口查询订单详情

4. 错误码
以下错误码表列出了该接口的业务逻辑错误码。
错误代码

英文提示

错误描述

11050

InvalidParameter

业务参数错误

11060

ServiceUnavailable

请求的区域暂时不提供服务

11071

UserNotInWhiteList

用户不在白名单中

11061

TypeIdIllegal

无效的typeId

11062

MemSizeExceedMaxLimit

请求的内存容量超过最大上限

11063

MemSizeIllegal

请求的内存内存不是1024的整数倍

11064

MemSizeNotInRange

请求的内存容量不在售卖范围内

11065

RequestSizeIllegal

请求的内存或磁盘容量非法，内存容量必须是1024整数倍，磁盘容
量必须是整数

11066

DiskSizeNotInRange

请求的磁盘不在售卖范围内

11067

PeriodNotInRange

11072

SecondaryNumNotInRange

副本集实例，从节点个数不在售卖范围内，从节点数取值范围[1,2]

11059

PasswordRuleError

密码规则错误，密码必须是8-16位字符，且至少包含字母、数字和
字符（!@#%^*()）中的两种

100207

OperationConstraints.AccountBalanceNotEnough

账号余额不足，请充值

11075

UnVpcIdNotExists

unVpcId 不存在

11076

UnSubnetIdNotExists

unSubnetId 不存在

请求的时长不在售卖范围内，时长取值范围
[1,2,3,4,5,6,7,8,9,10,11,12,24,36]，单位：月

5. 示例
输入
https://mongodb.api.qcloud.com/v2/index.php?Action=CreateMongoDB
&<公共请求参数>
&zoneId=100002
&typeId=GIO
&memory=4096
&diskSize=30
&secondaryNum=2
&version=MONGO_3_MMAP
&goodsNu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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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1
&password=49A2d!e@f12e

输出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data": {
"dealId": "337303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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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费实例（包年包月）
最近更新时间：2019-04-28 15:43:47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RenewMongoDB)用于续费副本集实例(包年包月),请确保账号余额充足。
接口请求域名：mongodb.api.qcloud.com

2.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正式调用时需要加上公共请求参数，见公共请求参数页面。其中，此接口的Action字段为
RenewMongoDB。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instanceId

是

String

待操作的实例ID，可通过 DescribeMongoDBInstances 接口返回值中的 instanceId 获取。

period

是

Int

续费时长，单位：月， 取值范围 [1,2,3,4,5,6,7,8,9,10,11,12,24,3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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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错误码页面的公共错误码。

message

String

错误信息描述, 成功时，该值为空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英文描述。成功时返回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data

Object

返回的订单ID

其中，data 表示订单ID，其参数构成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data.dealId

String

订单号，可通过 DescribeMongodbDealDetail 接口查询订单详情

4. 错误码
以下错误码表列出了该接口的业务逻辑错误码。
错误代码

英文提示

错误描述

11050

InvalidParameter

业务参数错误

11056

InstanceNotExists

没有找到对应实例

11051

InstanceDeleted

实例到期已被回收

11067

PeriodNotInRange

请求的时长不在售卖范围内

100207

OperationConstraints.AccountBalanceNotEnough

账号余额不足，请充值

5.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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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https://mongodb.api.qcloud.com/v2/index.php?Action=RenewMongoDB
&<公共请求参数>
&instanceId=cmgo-6ozqe0uh
&period=1

输出
{
"code":"0",
"message":"",
"codeDesc": "Success",
"data":{
"dealId":"337446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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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实例（包年包月）
最近更新时间：2019-04-28 15:45:17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UpgradeMongoDB)用于升级副本集实例(包年包月),请确保账号余额充足。
接口请求域名：mongodb.api.qcloud.com

2.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正式调用时需要加上公共请求参数，见公共请求参数页面。其中，此接口的Action字段为
UpgradeMongoDB。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instanceId

是

String

待操作的实例ID，可通过 DescribeMongoDBInstances 接口返回值中的 instanceId 获取。

memory

是

Int

升级后的实例内存大小，每一个内存值对应一个可选的磁盘大小范围，单位：MB

diskSize

是

Int

升级后的实例磁盘大小，单位：GB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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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错误码页面的公共错误码。

message

String

错误信息描述, 成功时，该值为空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英文描述。成功时返回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data

Array

返回的订单ID

其中，data 表示订单ID，其参数构成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data.dealId

String

订单号，可通过 DescribeMongodbDealDetail 接口查询订单详情

4. 错误码
以下错误码表列出了该接口的业务逻辑错误码。
错误代码

英文提示

错误描述

11050

InvalidParameter

业务参数错误

11056

InstanceNotExists

没有找到对应实例

11051

InstanceDeleted

实例到期已被回收

11068

UpgradeNotAllowedOnZoneId

该区域不支持升级实例

11069

DiskSizeLessThanRealSize

请求的磁盘容量小于实际值

11070

MemSizeLessThanRealSize

请求的内存容量小于实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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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代码

英文提示

错误描述

100207

OperationConstraints.AccountBalanceNotEnough

账号余额不足，请充值

5. 示例
输入
https://mongodb.api.qcloud.com/v2/index.php?Action=UpgradeMongoDB
&<公共请求参数>
&instanceId=cmgo-6ozqe0uh
&memory=8192
&diskSize=60

输出
{
"code":"0",
"message":"",
"codeDesc": "Success",
"data":{
"dealId":"43258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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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订单详情
最近更新时间：2019-08-08 11:57:39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MongodbDealDetail)用于查询订单详情。
接口请求域名：mongodb.api.qcloud.com

2.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正式调用时需要加上公共请求参数，见公共请求参数页面。其中，此接口的Action字段为
DescribeMongodbDealDetail。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dealIds.n

是

String

订单号组成的数组，数组下标从0开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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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错误码页面的公共错误码。

message

String

错误信息描述, 成功时，该值为空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英文描述。成功时返回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details

Array

返回的订单详情数组

其中，details 表示订单详情数组，其参数构成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details.dealId

String

短订单号ID，调用云API时使用此ID

details.dealName

String

长订单号ID，反馈订单问题给官方客服使用此ID

details.zoneId

Int

可用区ID

details.goodsNum

Int

订单关联的实例数

details.creater

String

创建订单的用户uin

details.creatTime

String

订单创建时间

details.overdueTime

String

订单过期时间

details.endTime

String

订单完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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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订单状态
1：未支付
2：已支付，未发货
3：发货中

details.status

4：发货成功
5：发货失败
6：已退款

Int

7：已关闭订单
8：订单过期
9：订单已失效
10：产品已失效
11：代付拒绝
12：支付中
details.price

Int

订单实际总价，单位：分

details.goodsDetail

Object

订单关联的商品详情

创建实例时返回的goodsDetail：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memSize

int

实例的内存容量，单位：MB

disksize

int

实例的磁盘大小，单位：GB

typeId

String

实例类型英文名称。 GIO：高IO版；TGIO：高IO万兆

clusterType

Array

实例集群类型，0：副本集

secondaryNum

Array

副本集实例从节点个数，暂时只支持从节点个数为1、2

zoneId

Array

可用区ID

mongoVersion

Array

数据库版本号，例如 MONGO_3_MMAP、MONGO_3_WT

timeSpan

Array

实例的时长，单位以timeUnit返回为准

timeUnit

Array

实例时长单位，m：月；d：天

SerialIds

Array

实例ID的数组

续费实例时返回的goodsDetail：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urDeadline

String

续费前，实例的到期时间

timeSpan

int

续费时长，单位以timeUnit返回为准

timeUnit

String

续费时长的单位，m：月；d：天

SerialIds

Array

实例ID的数组

升级实例时返回的goodsDetail：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urDeadline

String

实例的到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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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newMemsize

int

升级后实例的内存容量，单位：MB

newDisksize

int

升级后实例的磁盘容量，单位：GB

oldMemsize

int

升级前实例的内存容量，单位：MB

oldDisksize

int

升级前实例的磁盘容量，单位：GB

SerialIds

Array

实例ID的数组

4. 错误码
以下错误码表列出了该接口的业务逻辑错误码。
错误代码

英文提示

错误描述

11201

InvalidParameter

业务参数错误

5. 示例
输入
https://mongodb.api.qcloud.com/v2/index.php?Action=DescribeMongodbDealDetail
&<公共请求参数>
&dealIds.0=3373037
&dealIds.1=3374462
&dealIds.2=3374558

输出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details": [
{
"dealId": "3373037",
"dealName": "20170206121420",
"zoneId": 100002,
"goodsNum": 1,
"creater": "3374998458",
"creatTime": "2017-02-06 14:07:46",
"overdueTime": "2017-02-21 14:07:46",
"endTime": "2017-02-06 14:11:54",
"status": 4,
"price": 72200,
"goodsDetail": {
"memSize": 4096,
"disksize": 30,
"typeId": "G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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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Type": "ReplSet",
"secondaryNum": 2,
"zoneId": 100002,
"mongoVersion": "MONGO_3_MMAP",
"timeSpan": 1,
"timeUnit": "m",
"SerialIds": [
"cmgo-6ozqe0uh"
]
}
},
{
"dealId": "3374462",
"dealName": "20170206124372",
"zoneId": 100002,
"goodsNum": 1,
"creater": "3374998458",
"creatTime": "2017-02-06 16:32:45",
"overdueTime": "2017-02-21 16:32:45",
"endTime": "2017-02-06 16:32:46",
"status": 4,
"price": 72200,
"goodsDetail": {
"curDeadline": "2017-03-06 14:07:46",
"timeSpan": 1,
"timeUnit": "m",
"SerialIds": [
"cmgo-6ozqe0uh"
]
}
},
{
"dealId": "3374558",
"dealName": "20170206124575",
"zoneId": 100002,
"goodsNum": 1,
"creater": "3374998458",
"creatTime": "2017-02-06 16:43:17",
"overdueTime": "2017-02-21 16:43:17",
"endTime": "2017-02-06 16:45:49",
"status": 4,
"price": 142421,
"goodsDetail": {
"curDeadline": "2017-04-06 14:07:46",
"newMemsize": 8192,
"newDisksize": 60,
"oldMemsize": 4096,
"oldDisksize": 30,
"SerialIds": [
"cmgo-6ozqe0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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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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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实例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19-12-09 10:49:59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MongoDBInstances)用于查询副本集实例列表。
接口请求域名：mongodb.api.qcloud.com

2.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正式调用时需要加上公共请求参数，见公共请求参数页面。其中，此接口的 Action 字段为
DescribeMongoDBInstances。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limit

是

Int

分页大小，最大不超过100

offset

是

Int

需要使用 limit，offset进行分页查询；例如查询第110~149 这40条记录，则可以设置
offset=110 limit=40。

instanceIds

否

Array

一个或者多个实例ID，n表示从0开始的数组下标。

projectIds

否

Array

一个或者多个项目ID，n表示从0开始的数组下标。

vips

否

Array

一个或者多个虚拟IP，n表示从0开始的数组下标。

status

否

Array

一个或者多个状态，n表示从0开始的数组下标。实例当前状态，0：待初始化；1：实例在流程中；
2：实例运行中；-2：实例已隔离

instanceNames

否

Array

一个或者多个实例名称，n表示从0开始的数组下标。

vpcId

否

Int

历史原因，仍保留该参数，推荐使用下面参数unVpcId，私有网络ID

subnetId

否

Int

历史原因，仍保留该参数，推荐使用下面参数unSubnetId。私有网络下的子网ID。

unVpcId

否

String

unSubnetId

否

String

当前页码，默认为0。 查询接口中单次查询一般都有一个默认最大返回记录数，要遍历所有资源，

私有网络ID，如果不传则默认选择基础网络。请使用私有网络列表 查询返回的unVpcId为准，
如：vpc-kd7d06of
子网ID，VPC子网下，取值以查询查询子网列表 返回的unSubnetId为准，如：subnet3lzrksp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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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错误码页面的公共错误码。

message

String

错误信息描述, 成功时，该值为空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英文描述。成功时返回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totalCount

Int

实例总数

data

Object

实例列表详情

其中，data 表示实例列表详情，其参数构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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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data.mongodbSet

Array

实例详情数组

其中，mongodbSet 表示实例详情数组，其参数构成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zoneId

Int

可用区ID

instanceId

String

实例ID

instanceName

String

实例名称

projectId

Int

实例所属项目ID

vpcId

Int

vVPC网络ID,不推荐使用

unVpcId

String

VPC网络ID，推荐使用

subnetId

Int

VPC网络下的子网ID，不推荐使用

unSubnetId

String

VPC网络下子网ID，推荐使用

status

Int

实例当前状态，0：实例待初始化；1：实例在流程中；2：实例运行中；-2：实例过期已被隔离

statusDesc

String

实例状态描述

vip

Int

实例虚拟IP

vport

Int

实例端口号

createtime

String

实例创建时间

deadline

String

实例到期时间

typeId

String

实例类型英文名称。 例如 GIO：高IO版；TGIO：高IO万兆

version

String

数据库版本号，例如 MONGO_3_MMAP、MONGO_3_WT

memSize

Int

实例内存容量大小，单位:MB

diskSize

Int

实例磁盘容量大小，单位:GB

diskusedCapacity

Int

实例磁盘实际使用容量大小，单位:MB

nodenum

Int

副本集节点数

autoRenewFlag

Int

实例设置的自动续费标识： 0 - 不设置自动续费，实例到期会通知；1 - 设置自动续费，到期会自动续费；2 到期不续费也不通知

4. 错误码
以下错误码表列出了该接口的业务逻辑错误码。
错误代码

英文提示

错误描述

11050

InvalidParameter

业务参数错误

5.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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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ongodb.api.qcloud.com/v2/index.php?Action=DescribeMongoDBInstances
&<公共请求参数>
&limit=10
&offset=0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totalCount": 10,
"data": {
"mongodbSet": [
{
"zoneId": 300001,
"instanceId": "cmgo-mmifbo25",
"instanceName": "cmgo-mmifbo25",
"projectId": 0,
"vpcId": 0,
"unVpcId": null,
"subnetId": 0,
"unSubnetId": null,
"status": 2,
"statusDesc": "实例运行中",
"vip": "10.66.187.159",
"vport": 27017,
"createtime": "2016-11-09 10:54:47",
"deadline": "2016-12-09 10:54:47",
"typeId": "GIO",
"version": "MONGO_3_MMAP",
"memSize": 2048,
"diskSize": 30,
"diskusedCapacity": 3398,
"nodenum": 2,
"autoRenewFlag": 0
},
{
"zoneId": 800001,
"instanceId": "cmgo-2njfb6z1",
"instanceName": "cmgo-2njfb6z1",
"projectId": 0,
"vpcId": 4864,
"unVpcId": "vpc-j5yvvkul",
"subnetId": 14158,
"unSubnetId": "subnet-py2q60ty",
"status": 2,
"statusDesc": "实例运行中",
"vip": "10.66.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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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ort": 27017,
"createtime": "2016-12-23 19:19:27",
"deadline": "2017-02-23 19:19:27",
"typeId": "CY",
"version": "MONGO_3_MMAP",
"memSize": 4096,
"diskSize": 60,
"diskusedCapacity": 8476,
"nodenum": 2,
"autoRenewFlag": 0
},
{
"zoneId": 100002,
"instanceId": "cmgo-6ozqe0uh",
"instanceName": "test_API",
"projectId": 10,
"vpcId": 4864,
"unVpcId": "vpc-j5yvvkul",
"subnetId": 14158,
"unSubnetId": "subnet-py2q60ty",
"status": 2,
"statusDesc": "实例运行中",
"vip": "10.66.168.6",
"vport": 27017,
"createtime": "2017-02-06 14:07:46",
"deadline": "2017-04-06 14:07:46",
"typeId": "GIO",
"version": "MONGO_3_MMAP",
"memSize": 8192,
"diskSize": 60,
"diskusedCapacity": 6206,
"nodenum": 3,
"autoRenewFlag": 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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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自动续费
最近更新时间：2019-04-28 15:48:01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SetMongoDBAutoRenew)用于给实例设置自动续费。
接口请求域名：mongodb.api.qcloud.com

2.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正式调用时需要加上公共请求参数，见公共请求参数页面。其中，此接口的Action字段为
SetMongoDBAutoRenew。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instanceIds.n

是

String

一个或者多个实例ID，n表示从0开始的数组下标。 可通过 DescribeMongoDBInstances 接口返
回值中的 instanceId 获取。

isAutoRenew

是

Int

设置自动续费标识： 0 - 不设置自动续费，实例到期会通知；1 - 设置自动续费，到期会自动续费；2
- 到期不续费也不通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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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错误码页面的公共错误码。

message

String

错误信息描述, 成功时，该值为空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英文描述。成功时返回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4. 错误码
以下错误码表列出了该接口的业务逻辑错误码。
错误代码

英文提示

错误描述

11050

InvalidParameter

业务参数错误

10716

NoInstanceIds

请求的实例ID数组为空

11056

InstanceNotExists

没有找到对应实例

11051

InstanceDeleted

实例到期已被回收

5. 示例
输入
https://mongodb.api.qcloud.com/v2/index.php?Action=SetMongoDBAutoRenew
&<公共请求参数>
&instanceIds.0=cmgo-6ozqe0uh
&isAutoRene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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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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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实例密码
最近更新时间：2019-08-08 11:58:26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ResetMongoDBPassword)用于重置实例密码。
接口请求域名：mongodb.api.qcloud.com
密码规则： 长度为8-16个字符；至少包含字母、数字和字符（!@#%^()）中的两种

2.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正式调用时需要加上公共请求参数，见公共请求参数页面。其中，此接口的Action字段为
ResetMongoDBPassword。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instanceId

是

String

待操作的实例ID，可通过 DescribeMongoDBInstances 接口返回值中的 instanceId 获取。

password

是

String

实例新密码，密码规则：长度为8-16个字符；至少包含字母、数字和字符（!@#%^()）中的两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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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错误码页面的公共错误码。

message

String

错误信息描述, 成功时，该值为空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英文描述。成功时返回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data

Object

任务ID

其中，data 表示任务ID，其参数构成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data.jobId

Int

任务ID，可通过 GetMongoDBJobInfo 接口查询任务执行情况

4. 错误码
以下错误码表列出了该接口的业务逻辑错误码。
错误代码

英文提示

错误描述

11050

InvalidParameter

业务参数错误

11056

InstanceNotExists

没有找到对应实例

11057

InstanceBeenLocked

实例正被其它流程锁定，暂时不能执行该操作

10702

InstanceStatusAbnormal

实例状态异常,暂时不能执行该操作（例如，流程中或已隔离或已删除）

11059

PasswordRuleError

密码规则错误，密码必须是8-16位字符，且至少包含字母、数字和字符（!@#%^*()）中的两种

5.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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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ongodb.api.qcloud.com/v2/index.php?Action=ResetMongoDBPassword
&<公共请求参数>
&instanceId=cmgo-6ozqe0uh
&password=12D3E@!r5ed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data": {
"jobId": 736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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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实例项目
最近更新时间：2019-08-08 11:55:22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ModifyMongoDBProject)用于修改实例所属项目。
接口请求域名：mongodb.api.qcloud.com

2.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正式调用时需要加上公共请求参数，见公共请求参数页面。其中，此接口的Action字段为
ModifyMongoDBProject。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instanceIds.n

是

String

一个或者多个实例ID，n表示从0开始的数组下标。实例ID，可通过
DescribeMongoDBInstances 接口返回值中的 instanceId 获取。

projectId

是

Int

项目ID,取值以用户账户>用户账户相关接口查询>项目列表返回的projectId为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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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错误码页面的公共错误码。

message

String

错误信息描述, 成功时，该值为空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英文描述。成功时返回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4. 错误码
以下错误码表列出了该接口的业务逻辑错误码。
错误代码

英文提示

错误描述

11050

InvalidParameter

业务参数错误

11056

InstanceNotExists

没有找到对应实例

11057

InstanceBeenLocked

实例正被其它流程锁定，暂时不能执行该操作

10702

InstanceStatusAbnormal

实例状态异常,暂时不能执行该操作（例如，流程中或已隔离或已删除）

5. 示例
https://mongodb.api.qcloud.com/v2/index.php?Action=ModifyMongoDBProject
&<公共请求参数>
&instanceIds.0=cmgo-6ozqe0uh
&projectId=1001

返回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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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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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实例名称
最近更新时间：2019-04-28 15:48:47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ModifyMongoDBName)用于修改实例名称。
接口请求域名：mongodb.api.qcloud.com
实例名称规则： 1-36个字母、数字、非符号中文、_、-

2.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正式调用时需要加上公共请求参数，见公共请求参数页面。其中，此接口的Action字段为
ModifyMongoDBName。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instanceId

是

String

待操作的实例ID，可通过 DescribeMongoDBInstances 接口返回值中的 instanceId 获取。

instanceName

是

String

实例名称，规则：1-36个字母、数字、非符号中文、_、-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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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错误码页面的公共错误码。

message

String

错误信息描述, 成功时，该值为空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英文描述。成功时返回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4. 错误码
以下错误码表列出了该接口的业务逻辑错误码。
错误代码

英文提示

错误描述

11050

InvalidParameter

业务参数错误

11056

InstanceNotExists

没有找到对应实例

11051

InstanceDeleted

实例到期已被回收

11052

InstanceIsolated

实例到期已被隔离

11054

InstanceNameExceedMaxLimit

实例名称长度超过最大限制

11055

InstanceNameRuleError

实例名称不符合规则:1-36个字母、数字、非符号中文、_、-

5. 示例
https://mongodb.api.qcloud.com/v2/index.php?Action=ModifyMongoDBName
&<公共请求参数>
&instanceId=cmgo-6ozqe0uh
&instanceName=test_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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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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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任务结果
最近更新时间：2019-04-28 16:11:26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GetMongoDBJobInfo)用于查询任务执行情况
接口请求域名：mongodb.api.qcloud.com

2.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正式调用时需要加上公共请求参数，见公共请求参数页面。其中，此接口的Action字段为
GetMongoDBJobInfo。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jobId

是

String

执行任务时返回的任务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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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错误码页面的公共错误码。

message

String

错误信息描述, 成功时，该值为空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英文描述。成功时返回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data

Object

任务执行结果

其中，data 表示任务执行结果，其参数构成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data.status

Int

任务状态，0:待执行，1：执行中，2：成功，3：失败，-1 执行出错

4. 错误码
以下错误码表列出了该接口的业务逻辑错误码。
错误代码

英文提示

错误描述

11050

InvalidParameter

业务参数错误

5. 示例
https://mongodb.api.qcloud.com/v2/index.php?Action=GetMongoDBJobInfo
&<公共请求参数>
&jobId=11963

返回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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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data": {
"status": 2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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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慢日志
最近更新时间：2019-05-15 16:07:52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GetMongoDBSlowLog）用于查看实例慢日志。
接口请求域名：mongodb.api.qcloud.com

2.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正式调用时需要加上公共请求参数，见 公共请求参数 页面。其中，此接口的 Action 字段为
GetMongoDBSlowLog。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Limit

是

Int

分页大小，最大不超过100。

Offset

是

Int

当前页码。最多支持查询1W条结果，即 Limit 乘以 Offset 不超过 10000。 查询接口中单次查询
一般都有一个默认最大返回记录数，要遍历所有资源，需要使用 limit，offset 进行分页查询；例如
查询第 110~149 这 40 条记录，则可以设置 offset=110 limit=40。

QueryMaxTime

是

Int

慢查询阈值，单位为毫秒，最小为100毫秒。

MongodbId

是

String

待操作的实例ID，可通过 DescribeMongoDBInstances 接口返回值中的 instanceId 获取。

BeginTime

是

String

开始时间，格式如：2017-02-08 16:46:34。查询实例在 [beginTime, endTime] 时间段内开
始的慢日志。

EndTime

是

String

结束时间，格式如：2017-02-08 19:09:26。查询实例在 [beginTime, endTime] 时间段内开
始的慢日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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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错误码页面的 公共错误码。

message

String

错误信息描述，成功时，该值为空。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英文描述。成功时返回 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totalCount

Int

实例总数。

slowLogs

Array

慢日志。

4. 错误码
以下错误码表列出了该接口的业务逻辑错误码。
错误代码

英文提示

错误描述

11050

InvalidParameter

业务参数错误。

11056

InstanceNotExists

没有找到对应实例。

11077

TimeFormatError

beginTime 或者 endTime 时间格式错误，正确格式：2006-01-02 15:04:05。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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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代码

英文提示

错误描述

11078

QueryTimeRangeError

开始时间 beginTime 大于结束时间 endTime。

11081

StartTimeTooOld

只允许查询7天内的数据。

11082

QueryNumExcessive

只允许查询 1 万条慢日志。

11083

QueryTimeRangeMoreThan1day

查询时间不允许超过 1 天。

11084

LimitExcessive

单次查询最多只允许 100 条记录。

11085

QueryMaxTimeTooSmall

慢查询阈值必须大于等于 100 毫秒。

5. 示例
https://mongodb.api.qcloud.com/v2/index.php?Action=GetMongoDBSlowLog
&<公共请求参数>
&Offset=0
&Limit=5
&QueryMaxTime=100
&BeginTime=2017-10-20 19:16:59
&EndTime=2017-10-20 20:16:00
&MongodbId=cmgo-a1234567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totalCount": 221,
"slowLogs": [
"Fri Oct 20 19:28:21.748 I COMMAND [conn64407066] command admin.$cmd command: serverStatus { serverStatus: 1 } keyU
pdates:0 writeConflicts:0 numYields:0 reslen:21178 locks:{} protocol:op_query 490ms",
"Fri Oct 20 19:30:23.076 I COMMAND [conn64407817] command admin.$cmd command: serverStatus { serverStatus: 1 } keyU
pdates:0 writeConflicts:0 numYields:0 reslen:21178 locks:{} protocol:op_query 479ms",
"Fri Oct 20 19:36:27.095 I COMMAND [conn64410069] command admin.$cmd command: serverStatus { serverStatus: 1 } keyU
pdates:0 writeConflicts:0 numYields:0 reslen:21178 locks:{} protocol:op_query 473ms",
"Fri Oct 20 20:13:51.758 I COMMAND [conn64423918] command admin.$cmd command: serverStatus { serverStatus: 1 } keyU
pdates:0 writeConflicts:0 numYields:0 reslen:21182 locks:{} protocol:op_query 466ms",
"Fri Oct 20 19:25:19.744 I COMMAND [conn64405942] command admin.$cmd command: serverStatus { serverStatus: 1 } keyU
pdates:0 writeConflicts:0 numYields:0 reslen:21178 locks:{} protocol:op_query 460ms"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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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查询统计分析
最近更新时间：2019-05-22 18:38:24

1. 接口描述
注意：
慢查询统计分析功能当前为白名单控制，如您有需要，请 提交工单 申请。

本接口（GetMongoDBSlowLogPartten）用于查看实例前10000条慢日志的统计分析结果。
接口请求域名：mongodb.api.qcloud.com

2. 输入参数
以下请求参数列表仅列出了接口请求参数，正式调用时需要加上公共请求参数，见公共请求参数页面。其中，此接口的 Action 字段为
GetMongoDBSlowLogPartten。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类型

描述

Limit

是

Int

分页大小，最大不超过100。

Offset

是

Int

当前页码。最多支持查询1W条结果，即Limit乘以Offset不超过10000。 查询接口中单次查询一
般都有一个默认最大返回记录数，要遍历所有资源，需要使用 limit，offset进行分页查询；例如查
询第110~149 这40条记录，则可以设置 offset=110 limit=40。

QueryMaxTime

是

Int

慢查询阈值，单位为毫秒，最小为100毫秒。

MongodbId

是

String

待操作的实例ID，可通过 DescribeMongoDBInstances 接口返回值中的 instanceId 获取。

BeginTime

是

String

开始时间，格式如：2017-02-08 16:46:34。查询实例在 [beginTime, endTime] 时间段内开
始的慢日志统计结果。

EndTime

是

String

结束时间，格式如：2017-02-08 19:09:26。查询实例在 [beginTime, endTime] 时间段内开
始的慢日志统计结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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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错误码页面的公共错误码。

message

String

错误信息描述, 成功时，该值为空。

codeDesc

String

业务侧错误码英文描述。成功时返回Success，错误时返回具体业务错误原因。

totalCount

Int

实例总数。

slowLogParttens

Array

慢日志。

其中，slowLogParttens 表示慢日志分析结果，其参数构成如下：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avgTime

Int

当前模式日志在前10000条慢日志中平均执行时间。

logCount

String

当前模式日志在前10000条慢日志中出现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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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

maxTime

String

当前模式日志在前10000条慢日志中最大执行时间。

example

Int

日志模式示例。

4. 错误码
以下错误码表列出了该接口的业务逻辑错误码。
错误代码

英文提示

错误描述

11050

InvalidParameter

业务参数错误。

11056

InstanceNotExists

没有找到对应实例。

11077

TimeFormatError

beginTime或者endTime时间格式错误，正确格式：2006-01-02 15:04:05。

11078

QueryTimeRangeError

开始时间beginTime 大于结束时间endTime。

11081

StartTimeTooOld

只允许查询7天内的数据。

11082

QueryNumExcessive

只允许查询1万条慢日志。

11083

QueryTimeRangeMoreThan1day

查询时间不允许超过1天。

11084

LimitExcessive

单次查询最多只允许100条记录。

11085

QueryMaxTimeTooSmall

慢查询阈值必须大于等于100毫秒。

5. 示例
https://mongodb.api.qcloud.com/v2/index.php?Action=GetMongoDBSlowLogPartten
&<<a href="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3/6976">公共请求参数</a>>
&Offset=0
&Limit=100
&QueryMaxTime=100
&BeginTime=2017-10-20 19:16:59
&EndTime=2017-10-20 20:16:00
&MongodbId=cmgo-a1234567

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codeDesc": "Success",
"totalCount": 3,
"slowLogParttens": [
{
"avgTime": 267,
"logCount": 2,
"maxTime": 425,
"example": "Fri Oct 20 19:26:20.407 I COMMAND [conn64406327] command admin.$cmd command: saslContinue { saslConti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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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1, conversationId: 1, mechanism: \"SCRAM-SHA-1\", payload: BinData(0, 633D626977732C723D4C6838532F78426256304B7
05A595165573649425648576D78424C6F3630794C4E504E31306144632C703D316E53525A4D797A6B746974434B6B6C54614
5654F4D68436674343D) } keyUpdates:0 writeConflicts:0 numYields:0 reslen:108 locks:{} protocol:op_query 425ms"
},
{
"avgTime": 341,
"logCount": 73,
"maxTime": 490,
"example": "Fri Oct 20 19:28:21.748 I COMMAND [conn64407066] command admin.$cmd command: serverStatus { serverStatu
s: 1 } keyUpdates:0 writeConflicts:0 numYields:0 reslen:21178 locks:{} protocol:op_query 490ms"
},
{
"avgTime": 180,
"logCount": 41,
"maxTime": 362,
"example": "Fri Oct 20 20:02:54.435 I COMMAND [conn20395538] command local.oplog.rs command: getMore { getMore: 1529
5125487, collection: \"oplog.rs\", maxTimeMS: 5000, term: 7, lastKnownCommittedOpTime: { ts: Timestamp 1508500974000|20
9, t: 7 } } planSummary: COLLSCAN cursorid:15295125487 keysExamined:0 docsExamined:706 keyUpdates:0 writeConflicts:0 n
umYields:5 nreturned:706 reslen:177812 locks:{ Global: { acquireCount: { r: 12 } }, Database: { acquireCount: { r: 6 } }, oplog:
{ acquireCount: { r: 6 } } } protocol:op_command 362ms"
}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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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库 MongoDB API 2018-04-08
更新历史
最近更新时间：2019-08-16 23:33:43

第 4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19-08-16 23:30:12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DescribeClientConnections
新增数据结构：
ClientConnection

第 3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19-07-16 19:28:09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修改接口：
CreateDBInstance
新增出参：InstanceIds
CreateDBInstanceHour
新增出参：InstanceIds

第 2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19-06-27 15:13:10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AssignProject
DescribeDBInstances
DescribeSlowLog
DescribeSpecInfo
RenameInstance
SetAutoRenew
SetPassword
新增数据结构：
MongoDBInstance
MongoDBInstanceDetai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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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godbShardInfo
SpecItem
SpecificationInfo
TagInfo

第 1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18-12-20 20:21:26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CreateDBInstance
CreateDBInstanceHour
TerminateDBInstance
UpgradeDBInstance
UpgradeDBInstance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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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27 15:19:47
云数据库 Mongo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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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数据库 MongoDB（TencentDB for MongoDB），是腾讯云基于全球广受欢迎的 MongoDB 打造的高性能 NoSQL 数据库，100% 完全兼容
MongoDB 协议，提供稳定丰富的监控管理，弹性可扩展、自动容灾，适用于文档型数据库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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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16 23:33:43

实例相关接口
接口名称

接口功能

AssignProject

指定云数据库实例的所属项目

CreateDBInstance

创建云数据库实例（包年包月）

CreateDBInstanceHour

创建云数据库实例（按量计费）

DescribeClientConnections

查询实例客户端连接信息

DescribeDBInstances

查询实例列表

DescribeSlowLog

查询实例慢日志

DescribeSpecInfo

查询云数据库的售卖规格

RenameInstance

修改实例名称

SetAutoRenew

设置云数据库实例的续费选项

TerminateDBInstance

销毁云数据库实例（按量计费）

UpgradeDBInstance

升级云数据库实例（包年包月）

UpgradeDBInstanceHour

升级云数据库实例（按量计费）

账号相关接口
接口名称

接口功能

SetPassword

修改云数据库实例的账户密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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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方式
请求结构
最近更新时间：2019-08-14 19: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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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也支持指定地域域名访问，例如广州地域的域名为
mongod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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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god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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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华南地区(广州)

mongodb.ap-guangzhou.tencentcloudapi.com

华东地区(上海)

mongodb.ap-shanghai.tencentcloudapi.com

华北地区(北京)

mongodb.ap-beijing.tencentcloudapi.com

西南地区(成都)

mongodb.ap-chengdu.tencentcloudapi.com

西南地区(重庆)

mongodb.ap-chongqing.tencentcloudapi.com

港澳台地区(中国香港)

mongodb.ap-hongkong.tencentcloudapi.com

亚太东南(新加坡)

mongodb.ap-singapore.tencentcloudapi.com

亚太东南(曼谷)

mongodb.ap-bangkok.tencentcloudapi.com

亚太南部(孟买)

mongodb.ap-mumbai.tencentcloudapi.com

亚太东北(首尔)

mongodb.ap-seoul.tencentcloudapi.com

亚太东北(东京)

mongodb.ap-tokyo.tencentcloudapi.com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

mongodb.na-ashburn.tencentcloudapi.com

美国西部(硅谷)

mongodb.na-siliconvalley.tencentcloudapi.com

北美地区(多伦多)

mongodb.na-toronto.tencentcloudapi.com

欧洲地区(法兰克福)

mongodb.eu-frankfurt.tencentcloudapi.com

欧洲地区(莫斯科)

mongodb.eu-moscow.tencentcloudap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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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godb.ap-shanghai-fsi.tencentcloudapi.com

华南地区(深圳金融)

mongodb.ap-shenzhen-fsi.tencentcloudapi.com

通信协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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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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14 19: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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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TC-Action

String

是

String

是

Integer

是

String

是

X-TCRegion
X-TCTimestamp
X-TCVersion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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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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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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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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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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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ization

String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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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god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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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T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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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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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request, Signe
dHeaders=content-type;host, Signature=5da7a33f6993f0614b047e5df4582db9e9bf4672ba50567dba16c6ccf174c474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Host: cvm.tencentcloudapi.com
X-TC-Action: DescribeInstances
X-TC-Version: 2017-03-12
X-TC-Timestamp: 1539084154
X-TC-Region: ap-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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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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host, Si
gnatu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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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host, Si
gnatu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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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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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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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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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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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ken

String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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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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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tam
p=1527672334&Signature=37ac2f4fde00b0ac9bd9eadeb459b1bbee224158d66e7ae5fcadb70b2d181d02&Region=ap-guangzh
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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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ac2
f4fde00b0ac9bd9eadeb459b1bbee224158d66e7ae5fcadb70b2d181d02&Region=ap-guangzhou&Nonce=23823223&SecretId=
AKIDEXAMPLE

地域列表
本产品所有接口 Region 字段的可选值如下表所示。如果接口不支持该表中的所有地域，则会在接口文档中单独说明。
区域

取值

亚太东南(曼谷)

ap-bangkok

华北地区(北京)

ap-beijing

西南地区(成都)

ap-cheng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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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取值

西南地区(重庆)

ap-chongqing

华南地区(广州)

ap-guangzhou

港澳台地区(中国香港)

ap-hongkong

亚太南部(孟买)

ap-mumbai

亚太东北(首尔)

ap-seoul

华东地区(上海)

ap-shanghai

华东地区(上海金融)

ap-shanghai-fsi

华南地区(深圳金融)

ap-shenzhen-fsi

亚太东南(新加坡)

ap-singapore

亚太东北(东京)

ap-tokyo

欧洲地区(法兰克福)

eu-frankfurt

欧洲地区(莫斯科)

eu-moscow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

na-ashburn

美国西部(硅谷)

na-siliconvalley

北美地区(多伦多)

na-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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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鉴权 v3
最近更新时间：2019-08-14 19: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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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l -X POST https://cvm.tencentcloudapi.com \
-H "Authorization: TC3-HMAC-SHA256 Credential=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EXAMPLE/2019-02-25/cvm/tc3_request, Si
gnedHeaders=content-type;host, Signature=72e494ea809ad7a8c8f7a4507b9bddcbaa8e581f516e8da2f66e2c5a96525168" \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H "Host: cvm.tencentcloudapi.com" \
-H "X-TC-Action: DescribeInstan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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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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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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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onicalQuery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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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f-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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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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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672a\u547d\u540d"],
"Name": "instance-name"}]}）的哈希值，计算伪代码为

HashedRequestPay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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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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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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225/cvm/tc3_request。

HashedCanonicalRequest

前述步骤拼接所得规范请求串的哈希值，计算伪代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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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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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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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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edHeaders=con
tent-type;host, Signature=72e494ea809ad7a8c8f7a4507b9bddcbaa8e581f516e8da2f66e2c5a96525168

最终完整的调用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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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https://cvm.tencentcloudapi.com/
Authorization: TC3-HMAC-SHA256 Credential=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EXAMPLE/2019-02-25/cvm/tc3_request, Signe
dHeaders=content-type;host, Signature=72e494ea809ad7a8c8f7a4507b9bddcbaa8e581f516e8da2f66e2c5a96525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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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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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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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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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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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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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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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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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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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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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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错误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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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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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鉴权
最近更新时间：2019-08-14 19: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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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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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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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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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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cvm.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Instances&InstanceIds.0=ins-09dx96dg&Limit=20&Nonce=11886&Offset=0&Re
gion=ap-guangzhou&SecretId=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EXAMPLE&Timestamp=1465185768&Vers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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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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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Key =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EXAMPLE';
$srcStr = 'GETcvm.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Instances&InstanceIds.0=ins-09dx96dg&Limit=20&Nonce=11886&O
ffset=0&Region=ap-guangzhou&SecretId=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EXAMPLE&Timestamp=1465185768&Version=20
17-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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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2bWcGeI%3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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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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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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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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2BWcGeI%3D&Timesta
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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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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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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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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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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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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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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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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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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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错误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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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84 共324页

云数据库 MongoDB

实例相关接口
指定云数据库实例的所属项目
最近更新时间：2019-07-24 15:27:49

1. 接口描述
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本接口(AssignProject)用于指定云数据库实例的所属项目。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注意：本接口支持金融区地域。由于金融区和非金融区是隔离不互通的，因此当公共参数 Region 为金融区地域（例如 ap-shanghai-fsi）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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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mongodb.ap-shanghai-fsi.tencentcloudap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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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gnProject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8-04-08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s.N

是

Array of String

实例ID列表，格式如：cmgo-p8vnipr5。与云数据库控制台页面中显示的实例ID相同

ProjectId

是

Integer

项目ID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FlowIds

Array of Integer

返回的异步任务ID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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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云数据库实例的所属项目
输入示例
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AssignProject
&InstanceIds.0=cmgo-eqmoa5sf
&ProjectId=12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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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Ids": [
1081
],
"RequestId": "8e2a339e-5ba9-4da3-8dc2-65a0a63148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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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alidParameter.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LockFailed

实例锁定失败。

InvalidParameterValue.NotFoundInstance

未找到实例。

InvalidParameterValue.ProjectNotFound

项目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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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云数据库实例（包年包月）
最近更新时间：2019-07-24 15:27:49

1. 接口描述
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本接口(CreateDBInstance)用于创建包年包月的MongoDB云数据库实例。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注意：本接口支持金融区地域。由于金融区和非金融区是隔离不互通的，因此当公共参数 Region 为金融区地域（例如 ap-shanghai-fsi）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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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mongodb.ap-shanghai-fsi.tencentcloudap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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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BInstance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8-04-08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SecondaryNum

是

Integer

每个副本集内从节点个数

Memory

是

Integer

实例内存大小，单位：GB

Volume

是

Integer

实例硬盘大小，单位：GB

MongoVersion

是

String

版本号，当前支持 MONGO_3_WT、MONGO_3_ROCKS、MONGO_36_WT

MachineCode

是

String

机器类型，GIO：高IO版；TGIO：高IO万兆

GoodsNum

是

Integer

实例数量，默认值为1, 最小值1，最大值为10

Zone

是

String

实例所属区域名称，格式如：ap-guangzhou-2

TimeSpan

是

Integer

时长，购买月数

Password

是

String

实例密码

ProjectId

否

Integer

项目ID，不填为默认项目

SecurityGroup.N

否

Array of String

安全组参数

UniqVpcId

否

String

私有网络ID，如果不传则默认选择基础网络

UniqSubnetId

否

String

私有网络下的子网ID，如果设置了 VpcId，则 SubnetId必填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DealId

String

订单ID

InstanceIds

Array of String

创建的实例ID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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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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包年包月的云数据库实例
客户需要通过API创建包年包月云数据库实例
输入示例
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CreateDBInstance
&Memory=4
&Volume=250
&GoodsNum=1
&Zone=ap-guangzhou-2
&UniqVpcId=vpc-0akbol5v
&UniqSubnetId=subnet-fyrtjbqw
&ProjectId=0
&MongoVersion=MONGO_3_WT
&MachineCode=TGIO
&SecondaryNum=2
&TimeSpan=1
&Password=pwd123456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d88095e5-50e8-4245-a0cf-993a536f9b20",
"DealId": "7142863",
"InstanceIds": [
"cmgo-po5f899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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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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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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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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云数据库实例（按量计费）
最近更新时间：2019-07-24 15:27:48

1. 接口描述
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本接口(CreateDBInstanceHour)用于创建按量计费的MongoDB云数据库实例（包括主实例、灾备实例和只读实例），可通过传入实例规格、实例
类型、MongoDB版本、购买时长和数量等信息创建云数据库实例。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注意：本接口支持金融区地域。由于金融区和非金融区是隔离不互通的，因此当公共参数 Region 为金融区地域（例如 ap-shanghai-fsi）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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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mongodb.ap-shanghai-fsi.tencentcloudap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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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BInstanceHour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8-04-08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Memory

是

Integer

实例内存大小，单位：GB

Volume

是

Integer

实例硬盘大小，单位：GB

ReplicateSetNum

是

Integer

副本集个数，1为单副本集实例，大于1为分片集群实例，最大不超过10

SecondaryNum

是

Integer

每个副本集内从节点个数，目前只支持从节点数为2

EngineVersion

是

String

MongoDB引擎版本，值包括MONGO_3_WT 、MONGO_3_ROCKS和
MONGO_36_WT

Machine

是

String

实例类型，GIO：高IO版；TGIO：高IO万兆

GoodsNum

是

Integer

实例数量，默认值为1, 最小值1，最大值为10

Zone

是

String

可用区信息，格式如：ap-guangzhou-2

InstanceRole

是

String

实例角色，支持值包括：MASTER-表示主实例，DR-表示灾备实例，RO-表示只读实例

InstanceType

是

String

实例类型，REPLSET-副本集，SHARD-分片集群

Encrypt

否

Integer

数据是否加密，当且仅当引擎版本为MONGO_3_ROCKS，可以选择加密

VpcId

否

String

私有网络ID，如果不传则默认选择基础网络

SubnetId

否

String

私有网络下的子网ID，如果设置了 VpcId，则 SubnetId必填

ProjectId

否

Integer

项目ID，不填为默认项目

SecurityGroup.N

否

Array of
String

安全组参数

3. 输出参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90 共324页

云数据库 MongoDB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DealId

String

订单ID

InstanceIds

Array of String

创建的实例ID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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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云数据库实例（按量计费）
客户需要通过API创建按量计费的云数据库实例
输入示例
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CreateDBInstanceHour
&Memory=4
&Volume=250
&ReplicateSetNum=1
&SecondaryNum=2
&EngineVersion=MONGO_3_WT
&Machine=TGIO
&GoodsNum=1
&Zone=ap-guangzhou-3
&InstanceRole=MASTER
&InstanceType=REPLSET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eaf9b19d-5ad4-4ca2-9fc4-a319aeb9181f",
"DealId": "20190709160000003502416120946732",
"InstanceIds": [
"cmgo-m26c6jsf"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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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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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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接口暂无业务逻辑相关的错误码，其他错误码详见 公共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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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实例客户端连接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19-08-16 23:33:44

1. 接口描述
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本接口(DescribeClientConnections)用于查询实例客户端连接信息，包括连接IP和连接数量。目前只支持3.2版本的MongoDB实例。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注意：本接口支持金融区地域。由于金融区和非金融区是隔离不互通的，因此当公共参数 Region 为金融区地域（例如 ap-shanghai-fsi）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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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mongodb.ap-shanghai-fsi.tencentcloudap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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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ClientConnection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8-04-08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

是

String

实例ID，格式如：cmgo-p8vnipr5。与云数据库控制台页面中显示的实例ID相同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lients

Array of ClientConnection

客户端连接信息，包括客户端IP和对应IP的连接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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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云数据库实例的客户端连接情况
输入示例
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ClientConnections
&InstanceId=cmgo-eqmoaxxx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Clients": [
{
"Coun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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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10.xx.xx.xx"
},
{
"Count": 15,
"IP": "10.xx.xx.xx"
}
],
"RequestId": "c61fd6e2-c505-4fb9-9f30-edd8e897b23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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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alidParameterValue.MongoVersionNotSupportQueryClient

实例版本不支持查询客户端信息。

InvalidParameterValue.NotFoundInstance

未找到实例。

InvalidParameterValue.ProxyNotSupportQueryClient

proxy版本不支持查询客户端信息，请联系工作人员进行升级。

InvalidParameterValue.RegionNotSupportQueryClient

地域尚不支持查询客户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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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实例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19-07-24 15:27:48

1. 接口描述
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本接口(DescribeDBInstances)用于查询云数据库实例列表，支持通过项目ID、实例ID、实例状态等过滤条件来筛选实例。支持查询主实例、灾备实
例和只读实例信息列表。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注意：本接口支持金融区地域。由于金融区和非金融区是隔离不互通的，因此当公共参数 Region 为金融区地域（例如 ap-shanghai-fsi）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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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mongodb.ap-shanghai-fsi.tencentcloudap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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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DBInstance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8-04-08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s.N

否

InstanceType

否

Integer

ClusterType

否

Integer

集群类型，取值范围：0-副本集实例，1-分片实例，-1-所有实例

Status.N

否

Array of
Integer

实例状态，取值范围：0-待初始化，1-流程执行中，2-实例有效，-2-实例已过期

VpcId

否

String

私有网络的ID，基础网络则不传该参数

SubnetId

否

String

私有网络的子网ID，基础网络则不传该参数。入参设置该参数的同时，必须设置相应的VpcId

PayMode

否

Integer

付费类型，取值范围：0-按量计费，1-包年包月，-1-按量计费+包年包月

Limit

否

Integer

单次请求返回的数量，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100，默认值为20

Offset

否

Integer

偏移量，默认值为0

OrderBy

否

String

返回结果集排序的字段，目前支持："ProjectId", "InstanceName", "CreateTime"，默认
为升序排序

OrderByType

否

String

返回结果集排序方式，目前支持："ASC"或者"DESC"

Array of
String

实例ID列表，格式如：cmgo-p8vnipr5。与云数据库控制台页面中显示的实例ID相同
实例类型，取值范围：0-所有实例,1-正式实例，2-临时实例, 3-只读实例，-1-正式实例+只
读+灾备实例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TotalCount

Integer

符合查询条件的实例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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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InstanceDetails

Array of
MongoDBInstanceDetail

实例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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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实例列表
输入示例
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DBInstances
&Limit=1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InstanceDetails": [
{
"AutoRenewFlag": 0,
"CloneInstances": [],
"ClusterType": 0,
"ClusterVer": 1,
"CpuNum": 2,
"CreateTime": "2019-04-02 19:29:16",
"DeadLine": "2019-04-04 19:29:16",
"InstanceId": "cmgo-rw2v134z",
"InstanceName": "cmgo-rw2v134z",
"InstanceStatusDesc": "回档中",
"InstanceType": 2,
"InstanceVer": 4,
"MachineType": "HIO10G",
"MaintenanceEnd": "05:00:00",
"MaintenanceStart": "04:00:00",
"Memory": 4096,
"MongoVersion": "MONGO_3_WT",
"NetType": 1,
"PayMode": 0,
"ProjectId": 0,
"Protocol": 0,
"ReadonlyInstances": [],
"RealInstanceId": "cmgo-da0pc0dr",
"Region": "ap-guangzhou",
"RelatedInstance": {
"InstanceId": "",
"Reg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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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licaSets": [
{
"Memory": 4096,
"OplogSize": 10240,
"RealReplicaSetId": "cmgo-rw2v134z_0",
"ReplicaSetId": "cmgo-rw2v134z_0",
"ReplicaSetName": "cmgo-rw2v134z_0",
"SecondaryNum": 2,
"UsedVolume": 0,
"Volume": 102400
}
],
"ReplicationSetNum": 1,
"SecondaryNum": 2,
"StandbyInstances": [],
"Status": 1,
"SubnetId": "subnet-b0lagkxi",
"Tags": [],
"UsedVolume": 0,
"Vip": "",
"Volume": 102400,
"VpcId": "vpc-orgohlut",
"Vport": 27017,
"Zone": "ap-guangzhou-3"
}
],
"RequestId": "302530d2-ee57-495e-89d0-51e03b11815e",
"TotalCount": 1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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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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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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alidParameter.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IllegalInstanceStatus

非法的实例状态。

InvalidParameterValue.RegionError

无效的地域。

InvalidParameterValue.VpcIdOrSubnetIdNotFound

未找到虚拟网络（子网）。

InvalidParameterValue.ZoneError

无效的可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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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实例慢日志
最近更新时间：2019-07-24 15:27:48

1. 接口描述
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本接口(DescribeSlowLogs)用于获取云数据库实例的慢查询日志。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注意：本接口支持金融区地域。由于金融区和非金融区是隔离不互通的，因此当公共参数 Region 为金融区地域（例如 ap-shanghai-fsi）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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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mongodb.ap-shanghai-fsi.tencentcloudap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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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SlowLog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8-04-08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

是

String

实例ID，格式如：cmgo-p8vnipr5。与云数据库控制台页面中显示的实例ID相同

StartTime

是

Timestamp

慢日志起始时间，格式：yyyy-mm-dd hh:mm:ss，如：2019-06-01 10:00:00。查询起止时间
间隔不能超过24小时，只允许查询最近7天内慢日志。

EndTime

是

Timestamp

慢日志终止时间，格式：yyyy-mm-dd hh:mm:ss，如：2019-06-02 12:00:00。查询起止时间
间隔不能超过24小时，只允许查询最近7天内慢日志。

SlowMS

是

Integer

慢日志执行时间阈值，返回执行时间超过该阈值的慢日志，单位为毫秒(ms)，最小为100毫秒。

Offset

否

Integer

偏移量，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0000，默认值为0。

Limit

否

Integer

分页大小，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100，默认值为20。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TotalCount

Integer

符合查询条件的慢查询日志总数。

SlowLogList

Array of String

符合查询条件的慢查询日志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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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云数据库MongoDB实例慢日志
客户需要通过API查询云数据库MongoDB实例慢日志
输入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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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SlowLog
&InstanceId=cmgo-eqmoa5sf
&StartTime=2019-06-04 20:21:00
&EndTime=2019-06-04 20:22:00
&SlowMS=200
&Offset=20
&Limit=20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TotalCount": 1,
"RequestId": "302530d2-ee57-495e-89d0-51e03b11815e",
"SlowLogList": [
"Tue Jun 4 17:52:39.247 I COMMAND [conn2898] xxxx"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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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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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InvalidParameterValue.LimitParaOutOfRange

limit取值范围[1,100]。

InvalidParameterValue.NotFoundInstance

未找到实例。

InvalidParameterValue.OffsetParaOutOfRange

offset取值范围[0, 10000]。

InvalidParameterValue.QueryTimeOutOfRange

只能查询7天内的慢日志。

InvalidParameterValue.QueryTimeRangeBeyondLimit

只能查询7天内的慢日志。

InvalidParameterValue.SlowMSBelowLimit

slowMS参数取值范围[100, 。

InvalidParameterValue.StartTimeNotBeforeThanEndTime

起始时间晚于结束时间。

InvalidParameterValue.TimeFormatErr

非法的时间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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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云数据库的售卖规格
最近更新时间：2019-07-24 15:27:48

1. 接口描述
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本接口(DescribeSpecInfo)用于查询实例的售卖规格。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注意：本接口支持金融区地域。由于金融区和非金融区是隔离不互通的，因此当公共参数 Region 为金融区地域（例如 ap-shanghai-fsi）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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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mongodb.ap-shanghai-fsi.tencentcloudap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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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SpecInfo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8-04-08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Zone

否

String

可用区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SpecInfoList

Array of SpecificationInfo

实例售卖规格信息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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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云数据库售卖
输入示例
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SpecInfo
&Region=ap-guangzhou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a8c7ade4-2d22-4f5e-9e71-f546f15e6d67",
"SpecInfoList": [
{
"Region": "ap-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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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tem": [
{
"ClusterType": 0,
"Conns": 1500,
"Cpu": 2,
"DefaultStorage": 25600,
"EngineName": "WiredTiger",
"MachineType": "HIO10G",
"MaxNodeNum": 3,
"MaxReplicateSetNodeNum": 5,
"MaxReplicateSetNum": 20,
"MaxStorage": 512000,
"Memory": 4096,
"MinNodeNum": 3,
"MinReplicateSetNodeNum": 3,
"MinReplicateSetNum": 2,
"MinStorage": 102400,
"MongoVersionCode": "MONGO_36_WT",
"MongoVersionValue": 4,
"Qps": 5000,
"SpecCode": "mongo.HIO10G.4g",
"Status": 1,
"Version": "3.6"
},
{
"ClusterType": 0,
"Conns": 1500,
"Cpu": 2,
"DefaultStorage": 25600,
"EngineName": "WiredTiger",
"MachineType": "HIO10G",
"MaxNodeNum": 3,
"MaxReplicateSetNodeNum": 5,
"MaxReplicateSetNum": 20,
"MaxStorage": 512000,
"Memory": 4096,
"MinNodeNum": 3,
"MinReplicateSetNodeNum": 3,
"MinReplicateSetNum": 2,
"MinStorage": 102400,
"MongoVersionCode": "MONGO_3_WT",
"MongoVersionValue": 2,
"Qps": 5000,
"SpecCode": "mongo.HIO10G.4g",
"Status": 1,
"Version": "3.2"
},
{
"ClusterType": 1,
"Conns":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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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 48,
"DefaultStorage": 4096000,
"EngineName": "WiredTiger",
"MachineType": "HIO10G",
"MaxNodeNum": 3,
"MaxReplicateSetNodeNum": 5,
"MaxReplicateSetNum": 20,
"MaxStorage": 6144000,
"Memory": 524288,
"MinNodeNum": 3,
"MinReplicateSetNodeNum": 3,
"MinReplicateSetNum": 2,
"MinStorage": 1536000,
"MongoVersionCode": "MONGO_36_WT",
"MongoVersionValue": 4,
"Qps": 42000,
"SpecCode": "mongo.HIO10G.512g",
"Status": 1,
"Version": "3.6"
}
],
"Zone": "ap-guangzhou-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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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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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InvalidParameterValue.RegionError

无效的地域。

InvalidParameterValue.ZoneError

无效的可用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05 共324页

云数据库 MongoDB

修改实例名称
最近更新时间：2019-07-24 15:27:48

1. 接口描述
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本接口(RenameInstance)用于修改云数据库实例的名称。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注意：本接口支持金融区地域。由于金融区和非金融区是隔离不互通的，因此当公共参数 Region 为金融区地域（例如 ap-shanghai-fsi）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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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mongodb.ap-shanghai-fsi.tencentcloudap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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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ameInstance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8-04-08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

是

String

实例ID，格式如：cmgo-p8vnipr5。与云数据库控制台页面中显示的实例ID相同

NewName

是

String

实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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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命名云数据库实例
输入示例
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RenameInstance
&InstanceId=cmgo-eqmoa5sf
&NewName=test_name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8e2a339e-5ba9-4da3-8dc2-65a0a63148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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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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alidParameter.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IllegalInstanceName

非法的实例名。

InvalidParameterValue.InstanceHasBeenDeleted

实例已删除。

InvalidParameterValue.InstanceHasBeenIsolated

实例已隔离。

InvalidParameterValue.NotFoundInstance

未找到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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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云数据库实例的续费选项
最近更新时间：2019-07-24 15:27:47

1. 接口描述
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本接口(SetAutoRenew)用于设置包年包月云数据库实例的续费选项。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注意：本接口支持金融区地域。由于金融区和非金融区是隔离不互通的，因此当公共参数 Region 为金融区地域（例如 ap-shanghai-fsi）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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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mongodb.ap-shanghai-fsi.tencentcloudap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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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AutoRenew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8-04-08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s.N

是

Array of String

实例ID列表，格式如：cmgo-p8vnipr5。与云数据库控制台页面中显示的实例ID相同

AutoRenewFlag

是

Integer

续费选项，取值范围：0-手动续费，1-自动续费，2-确认不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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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输出参数

4. 示例
示例1 设置包年包月实例的续费选项
输入示例
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SetAutoRenew
&InstanceIds.0=cmgo-8l3r6yyt
&AutoRenewFlag=1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1d0d55f9-15ee-4f00-b460-7b645a62cc3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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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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NotFoundInstance

未找到实例。

InvalidParameterValue.PostPayRenewError

按量计费实例不允许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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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毁云数据库实例（按量计费）
最近更新时间：2019-07-24 15:27:47

1. 接口描述
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本接口(TerminateDBInstance)用于销毁按量计费的MongoDB云数据库实例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注意：本接口支持金融区地域。由于金融区和非金融区是隔离不互通的，因此当公共参数 Region 为金融区地域（例如 ap-shanghai-fsi）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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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mongodb.ap-shanghai-fsi.tencentcloudap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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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inateDBInstance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8-04-08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

是

String

实例ID，格式如：cmgo-p8vnipr5。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AsyncRequestId

String

订单ID，表示注销实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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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毁按量计费的云数据库实例
输入示例
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TerminateDBInstance
&InstanceId=cmgo-f555zzzz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6EF60BEC-0242-43AF-BB20-270359FB54A7",
"AsyncRequestId": "289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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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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yncRequestError

查询异步任务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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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云数据库实例（包年包月）
最近更新时间：2019-07-24 15:27:47

1. 接口描述
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本接口(UpgradeDBInstance)用于升级包年包月的MongoDB云数据库实例，可以扩容内存、存储以及Oplog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注意：本接口支持金融区地域。由于金融区和非金融区是隔离不互通的，因此当公共参数 Region 为金融区地域（例如 ap-shanghai-fsi）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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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mongodb.ap-shanghai-fsi.tencentcloudap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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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gradeDBInstance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8-04-08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

是

String

实例ID，格式如：cmgo-p8vnipr5。与云数据库控制台页面中显示的实例ID相同

Memory

是

Integer

升级后的内存大小，单位：GB

Volume

是

Integer

升级后的硬盘大小，单位：GB

OplogSize

否

Integer

升级后oplog的大小，单位：GB，默认为磁盘空间的10%，允许设置的最小值为磁盘的10%，最大值为磁
盘的90%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DealId

String

订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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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示例
示例1 升级包年包月的云数据库实例
客户需要通过API升级包年包月的云数据库实例
输入示例
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UpgradeDBInstance
&Memory=4
&Volume=250
&InstanceId=cmgo-f555zzzz
&OplogSize=26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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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be8f4a30-ea2e-4623-8b6b-0ccce04cd9f7",
"DealId": "1929747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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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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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云数据库实例（按量计费）
最近更新时间：2019-07-24 15:27:47

1. 接口描述
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本接口(UpgradeDBInstanceHour)用于升级按量计费的MongoDB云数据库实例，可以扩容内存、存储以及oplog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注意：本接口支持金融区地域。由于金融区和非金融区是隔离不互通的，因此当公共参数 Region 为金融区地域（例如 ap-shanghai-fsi）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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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mongodb.ap-shanghai-fsi.tencentcloudap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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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gradeDBInstanceHour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8-04-08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

是

String

实例ID，格式如：cmgo-p8vnipr5

Memory

是

Integer

升级后的内存大小，单位：GB

Volume

是

Integer

升级后的硬盘大小，单位：GB

OplogSize

否

Integer

升级后oplog的大小，单位：GB，默认为磁盘空间的10%，允许设置的最小值为磁盘的10%，最大值为磁
盘的90%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DealId

String

订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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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示例
示例1 升级包年包月的云数据库实例
用户需要通过API升级包年包月的云数据库实例
输入示例
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UpgradeDBInstanceHour
&Memory=4
&Volume=250
&InstanceId=cmgo-f555zzz
&OplogSize=25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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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6EF60BEC-0242-43AF-BB20-270359FB54A7",
"DealId": "201712011600000026702265998248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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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15 共324页

云数据库 MongoDB

账号相关接口
修改云数据库实例的账户密码
最近更新时间：2019-07-24 15:27:47

1. 接口描述
接口请求域名： 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 。
本接口(SetPassword)用于设置云数据库账户的密码。
默认接口请求频率限制：20次/秒。
注意：本接口支持金融区地域。由于金融区和非金融区是隔离不互通的，因此当公共参数 Region 为金融区地域（例如 ap-shanghai-fsi）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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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mongodb.ap-shanghai-fsi.tencentcloudap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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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Password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8-04-08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nstanceId

是

String

实例ID，格式如：cmgo-p8vnipr5。与云数据库控制台页面中显示的实例ID相同

UserName

是

String

实例账户名称

Password

是

String

实例新密码，至少包含字母、数字和字符（!@#%^*()）中的两种，长度为8-16个字符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FlowId

Integer

返回的异步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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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示例
示例1 设置云数据库实例账户密码
输入示例
https://mongodb.tencentcloudapi.com/?Action=SetPassword
&InstanceId=cmgo-eqmoa5sf
&UserName=test_user
&Password=test_password123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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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onse": {
"FlowId": 1082,
"RequestId": "a02372cf-5e09-4d17-ab79-2ee3f60e86f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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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alidParameter.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LockFailed

实例锁定失败。

InvalidParameterValue.NotFoundInstance

未找到实例。

InvalidParameterValue.PasswordRuleFailed

密码不符合规范。

InvalidParameterValue.StatusAbnormal

实例处于不允许操作的状态。

InvalidParameterValue.UserNotFound

用户账户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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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构
最近更新时间：2019-08-16 23:33:44

ClientConnection
客户端连接信息，包括客户端IP和连接数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ClientConnections。
名称

类型

描述

IP

String

连接的客户端IP

Count

Integer

对应客户端IP的连接数

MongoDBInstance
实例信息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DBInstances。
名称

类型

描述

InstanceId

String

实例ID

Region

String

地域信息

MongoDBInstanceDetail
实例详情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DBInstances。
名称

类型

描述

InstanceId

String

实例ID

InstanceName

String

实例名称

PayMode

Integer

付费类型，可能的返回值：1-包年包月；0-按量计费

ProjectId

Integer

项目ID

ClusterType

Integer

集群类型，可能的返回值：0-副本集实例，1-分片实例，

Region

String

地域信息

Zone

String

可用区信息

NetType

Integer

网络类型，可能的返回值：0-基础网络，1-私有网络

VpcId

String

私有网络的ID

SubnetId

String

私有网络的子网ID

Status

Integer

实例状态，可能的返回值：0-待初始化，1-流程处理中，2-运行中，-2-实例已过期

Vip

String

实例IP

Vport

Integer

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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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CreateTime

Timestamp

实例创建时间

DeadLine

Timestamp

实例到期时间

MongoVersion

String

实例版本信息

Memory

Integer

实例内存规格，单位为MB

Volume

Integer

实例磁盘规格，单位为MB

CpuNum

Integer

实例CPU核心数

MachineType

String

实例机器类型

SecondaryNum

Integer

实例从节点数

ReplicationSetNum

Integer

实例分片数

AutoRenewFlag

Integer

实例自动续费标志，可能的返回值：0-手动续费，1-自动续费，2-确认不续费

UsedVolume

Integer

已用容量，单位MB

MaintenanceStart

String

维护窗口起始时间

MaintenanceEnd

String

维护窗口结束时间

ReplicaSets

Array of
MongodbShardInfo

分片信息

Array of

只读实例信息

MongoDBInstance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Array of

灾备实例信息

MongoDBInstance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Array of

临时实例信息

MongoDBInstance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eadonlyInstances

StandbyInstances

CloneInstances

关联实例信息，对于正式实例，该字段表示它的临时实例信息；对于临时实例，则表示它的
RelatedInstance

MongoDBInstance

正式实例信息;如果为只读/灾备实例,则表示他的主实例信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ags

Array of TagInfo

InstanceVer

Integer

实例标记

ClusterVer

Integer

实例标记

Protocol

Integer

协议信息，可能的返回值：1-mongodb，2-dynamodb

InstanceType

Integer

实例类型，可能的返回值，1-正式实例，2-临时实例，3-只读实例，4-灾备实例

InstanceStatusDesc

String

实例状态描述

RealInstanceId

String

实例标签信息集合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实例对应的物理实例id，回档并替换过的实例有不同的InstanceId和RealInstanceId，
从barad获取监控数据等场景下需要用物理id获取

MongodbShardInfo
实例分片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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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DBInstances。
名称

类型

描述

UsedVolume

Float

分片已使用容量

ReplicaSetId

String

分片ID

ReplicaSetName

String

分片名

Memory

Integer

分片内存规格，单位为MB

Volume

Integer

分片磁盘规格，单位为MB

OplogSize

Integer

分片Oplog大小，单位为MB

SecondaryNum

Integer

分片从节点数

RealReplicaSetId

String

分片物理id

SpecItem
mongodb售卖规格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SpecInfo。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SpecCode

String

是

规格信息标识

Status

Integer

是

规格有效标志，取值：0-停止售卖，1-开放售卖

MachineType

String

是

机器类型，取值：0-HIO，4-HIO10G

Cpu

Integer

是

cpu核心数

Memory

Integer

是

内存规格，单位为MB

DefaultStorage

Integer

是

默认磁盘规格，单位MB

MaxStorage

Integer

是

最大磁盘规格，单位MB

MinStorage

Integer

是

最小磁盘规格，单位MB

Qps

Integer

是

可承载qps信息

Conns

Integer

是

连接数限制

MongoVersionCode

String

是

实例mongodb版本信息

MongoVersionValue

Integer

是

实例mongodb版本号

Version

String

是

实例mongodb版本号（短）

EngineName

String

是

存储引擎

ClusterType

Integer

是

集群类型，取值：1-分片集群，0-副本集集群

MinNodeNum

Integer

是

最小副本集从节点数

MaxNodeNum

Integer

是

最大副本集从节点数

MinReplicateSetNum

Integer

是

最小分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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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MaxReplicateSetNum

Integer

是

最大分片数

MinReplicateSetNodeNum

Integer

是

最小分片从节点数

MaxReplicateSetNodeNum

Integer

是

最大分片从节点数

SpecificationInfo
实例规格信息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SpecInfo。
名称

类型

描述

Region

String

地域信息

Zone

String

可用区信息

SpecItem

Array of SpecItem

售卖规格信息

TagInfo
实例标签信息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DBInstances。
名称

类型

描述

TagKey

String

标签Key值

TagValue

String

标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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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最近更新时间：2019-08-16 23: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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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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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SignatureEx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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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LimitExceeded

超过配额限制。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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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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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ternalError.AsyncRequestError

查询异步任务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PermissionDenied

当前子帐号无权执行该操作。

InvalidParameterValue.IllegalInstanceName

非法的实例名。

InvalidParameterValue.IllegalInstanceStatus

非法的实例状态。

InvalidParameterValue.InstanceHasBeenDeleted

实例已删除。

InvalidParameterValue.InstanceHasBeenIsolated

实例已隔离。

InvalidParameterValue.LimitParaOutOfRange

limit取值范围[1,100]。

InvalidParameterValue.LockFailed

实例锁定失败。

InvalidParameterValue.MongoVersionNotSupportQueryClient

实例版本不支持查询客户端信息。

InvalidParameterValue.NotFoundInstance

未找到实例。

InvalidParameterValue.OffsetParaOutOfRange

offset取值范围[0, 10000]。

InvalidParameterValue.PasswordRuleFailed

密码不符合规范。

InvalidParameterValue.PostPayRenewError

按量计费实例不允许续费。

InvalidParameterValue.ProjectNotFound

项目不存在。

InvalidParameterValue.ProxyNotSupportQueryClient

proxy版本不支持查询客户端信息，请联系工作人员进行升级。

InvalidParameterValue.QueryTimeOutOfRange

只能查询7天内的慢日志。

InvalidParameterValue.QueryTimeRangeBeyondLimit

只能查询7天内的慢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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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说明

InvalidParameterValue.RegionError

无效的地域。

InvalidParameterValue.RegionNotSupportQueryClient

地域尚不支持查询客户端信息。

InvalidParameterValue.SlowMSBelowLimit

slowMS参数取值范围[100, 。

InvalidParameterValue.StartTimeNotBeforeThanEndTime

起始时间晚于结束时间。

InvalidParameterValue.StatusAbnormal

实例处于不允许操作的状态。

InvalidParameterValue.TimeFormatErr

非法的时间格式。

InvalidParameterValue.UserNotFound

用户账户不存在。

InvalidParameterValue.VpcIdOrSubnetIdNotFound

未找到虚拟网络（子网）。

InvalidParameterValue.ZoneError

无效的可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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