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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历史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06 01:49:17

第 16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3-01-06 01:48:47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修改数据结构：
Spec
新增成员：Available, AvailableRegion

第 15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3-01-02 01:47:18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修改接口：
CreateTrainingModel
新增入参：IsQAT
修改数据结构：
ModelAccelerateTask
新增成员：QATModel

第 14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2-12-19 02:08:29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修改接口：
CreateBatchTask
新增入参：CallbackUrl
CreateTrainingTask
新增入参：CallbackUrl
修改数据结构：
TrainingTaskDetail
新增成员：CallbackUrl
TrainingTaskSetItem
新增成员：CallbackUrl

第 13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2-12-16 01:46:34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修改接口：
CreateModel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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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入参：CallbackUrl

第 12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2-12-08 01:49:46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修改数据结构：
Service
新增成员：CreateFailedReason, ResourceGroupName, Tags

第 11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2-11-29 07:29:47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修改数据结构：
WorkloadStatus
新增成员：Conditions

第 10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2-11-23 06:59:03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ModifyModelService

第 9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2-11-18 06:53:56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ModifyModelServicePartialConfig

第 8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2-11-10 06:57:12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CreateBatchModelAccTasks
CreateOptimizedModel
DeleteModelAccelerateTask
DescribeModelAccEngineVersions
DescribeModelAccelerateTask
DescribeModelAccelerateTasks
RestartModelAccelerateTask
StopModelAccelerate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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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数据结构：
BatchModelAccTask
EngineVersion
HyperParameter
ModelAccEngineVersion
ModelAccelerateTask
ModelInputInfo

第 7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2-11-02 06:46:06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CreateModelService
DeleteModelService
DeleteModelServiceGroup
DescribeAPIConfigs
DescribeModelService
DescribeModelServiceCallInfo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s
DescribeModelServiceHistory
DescribeModelServiceHotUpdated
DescribeModelServices
ModifyServiceGroupWeights
修改接口：
CreateTrainingTask
新增入参：FrameworkEnvironment
新增数据结构：
APIConfigDetail
CronScaleJob
EnvVar
HorizontalPodAutoscaler
InferGatewayCallInfo
Option
ScheduledAction
Service
ServiceCallInfo
ServiceGroup
ServiceHistory
ServiceInfo
ServiceLimit
StatefulSetCondition
VolumeMount
WeightEntry
WorkloadStatus
修改数据结构：
FrameworkVersion
新增成员：Environment
Resource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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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成员：RealGpuDetailSet
TrainingTaskDetail
新增成员：FrameworkEnvironment
TrainingTaskSetItem
新增成员：FrameworkEnvironment

第 6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2-09-30 07:00:21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修改接口：
CreateDataset
新增入参：ContentType
DescribeDatasetDetailUnstructured
新增入参：TextClassificationLabels
新增出参：RowTexts
新增数据结构：
TextLabelDistributionDetailInfoFifthClass
TextLabelDistributionDetailInfoFirstClass
TextLabelDistributionDetailInfoFourthClass
TextLabelDistributionDetailInfoSecondClass
TextLabelDistributionDetailInfoThirdClass
TextLabelDistributionInfo
修改数据结构：
FilterLabelInfo
新增成员：OcrLabelInfo, TextClassificationLabelList, RowText, ContentOmit

第 5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2-09-06 13:11:30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CreateBatchTask
DeleteBatchTask
DescribeBatchTask
DescribeBatchTaskInstances
DescribeBatchTasks
DescribeBillingSpecs
StopBatchTask
修改接口：
CreateTrainingModel
新增入参：AutoClean, MaxReservedModels, ModelCleanPeriod
新增数据结构：
BatchTaskDetail
BatchTaskInstance
BatchTaskSet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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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nInfo
ModelInfo
Spec
修改数据结构：
TrainingModelVersionDTO
新增成员：VersionType, GPUType, AutoClean, ModelCleanPeriod, MaxReservedModels, ModelHotUpdatePath

第 4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2-08-09 12:28:40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修改接口：
CreateTrainingModel
新增入参：ReasoningEnvironmentId
DeleteTrainingModel
新增入参：ModelVersionType
修改数据结构：
TrainingTaskDetail
新增成员：Message
TrainingTaskSetItem
新增成员：Message

第 3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2-07-18 06:17:59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修改接口：
DeleteTrainingModel
新增入参：EnableDeleteCos
DeleteTrainingModelVersion
新增入参：EnableDeleteCos

第 2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2-06-07 21:53:13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CreateTrainingModel
CreateTrainingTask
DeleteDataset
DeleteTrainingModel
DeleteTrainingModelVersion
DeleteTrainingTask
DescribeBillingResourceGroups
DescribeBillingSpecsPrice
DescribeDatasetDetailStructured
DescribeDatasetDetailUnstructure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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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Datasets
DescribeInferTemplates
DescribeLatestTrainingMetrics
DescribeLogs
DescribeTrainingFrameworks
DescribeTrainingMetrics
DescribeTrainingModelVersion
DescribeTrainingModelVersions
DescribeTrainingModels
DescribeTrainingTask
DescribeTrainingTaskPods
DescribeTrainingTasks
PushTrainingMetrics
StartTrainingTask
StopTrainingTask
新增数据结构：
CFSConfig
CustomTrainingData
CustomTrainingMetric
CustomTrainingPoint
DataConfig
DataPoint
DataSetConfig
DatasetGroup
DatasetInfo
DetectionLabelInfo
Filter
FilterLabelInfo
FrameworkInfo
FrameworkVersion
GpuDetail
GroupResource
HDFSConfig
ImageInfo
InferTemplate
InferTemplateGroup
Instance
LogConfig
LogIdentity
MetricData
OcrLabelInfo
PointInfo
ResourceConfigInfo
ResourceGroup
ResourceInfo
RowItem
RowValue
SegmentationInfo
SpecPrice
SpecUnit
StartCmdInfo
TagFilter
TrainingDataPoint
TrainingMetric
TrainingModelDTO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2 共389页

TI-ONE 训练平台

TrainingModelVersionDTO
TrainingTaskDetail
TrainingTaskSetItem

第 1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2-06-07 20:01:24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CreateDataset
新增数据结构：
CosPathInfo
SchemaInfo
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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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07 21:09:45
欢迎使用 腾讯云 TI 平台 TI-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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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TI 平台 TI-ONE 是为 AI 工程师打造的一站式机器学习服务平台，为用户提供从数据预处理、模型构建、模型训练到模型评估的全流程开发支持。腾讯云TI平台TIONE内置丰富的算法组件，支持多种算法框架，满足多种AI应用场景的需求。自动化建模（AutoML）的支持与拖拽式任务流设计让 AI 初学者也能轻松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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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概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9 02:09:03

数据中心相关接口
接口名称

接口功能

频率限制

CreateDataset

创建数据集

20

DescribeDatasetDetailStructured

查询结构化数据集详情

20

DescribeDatasetDetailUnstructured

查询非结构化数据集详情

20

DescribeDatasets

查询数据集列表

20

DeleteDataset

删除数据集

20

计费相关接口
接口名称

接口功能

频率限制

DescribeBillingSpecsPrice

查询计费项价格

20

DescribeBillingSpecs

查询计费项列表

20

资源组相关接口
接口名称

接口功能

频率限制

DescribeBillingResourceGroups

查询资源组详情

20

任务训练相关接口
接口名称

接口功能

频率限制

DescribeTrainingFrameworks

训练框架列表

20

CreateTrainingTask

创建模型训练任务

20

StartTrainingTask

启动模型训练任务

20

StopTrainingTask

停止模型训练任务

20

DeleteTrainingTask

删除训练任务

20

DescribeTrainingTask

训练任务详情

20

DescribeTrainingTasks

模型训练任务列表

20

DescribeTrainingTaskPods

训练任务pod列表

20

PushTrainingMetrics

上报训练自定义指标

20

DescribeTrainingMetrics

查询训练自定义指标

20

DescribeLatestTrainingMetrics

查询最近上报的训练自定义指标

20

在线服务相关接口
接口名称

接口功能

频率限制

DescribeAPIConfigs

列举API

20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

查询单个服务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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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名称

接口功能

频率限制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s

列举在线推理服务组

20

DescribeModelService

查询单个服务

20

CreateModelService

创建模型服务

20

DeleteModelService

删除模型服务

20

DeleteModelServiceGroup

删除模型服务组

20

DescribeInferTemplates

查询推理镜像模板

20

DescribeModelServiceCallInfo

展示服务的调用信息

20

DescribeModelServiceHistory

展示服务的历史版本

20

DescribeModelServiceHotUpdated

查询模型服务能否开启热更新

20

DescribeModelServices

查询多个服务

20

ModifyModelService

更新模型服务

20

ModifyModelServicePartialConfig

增量修改模型服务

20

ModifyServiceGroupWeights

更新推理服务组流量分配

20

模型仓库相关接口
接口名称

接口功能

频率限制

CreateBatchModelAccTasks

批量创建模型加速任务

20

CreateTrainingModel

导入模型

20

DescribeTrainingModels

模型列表

20

DeleteTrainingModel

删除模型

20

DescribeTrainingModelVersion

查询模型版本

20

DescribeTrainingModelVersions

模型版本列表

20

DeleteTrainingModelVersion

删除模型版本

20

CreateOptimizedModel

保存优化模型

20

DeleteModelAccelerateTask

删除模型加速任务

20

DescribeModelAccEngineVersions

查询模型加速引擎版本列表

20

DescribeModelAccelerateTask

查询模型优化任务详情

20

DescribeModelAccelerateTasks

查询模型加速任务列表

20

RestartModelAccelerateTask

重启模型加速任务

20

StopModelAccelerateTask

停止模型加速任务

20

查看日志相关接口
接口名称

接口功能

频率限制

DescribeLogs

获取日志

20

离线跑批相关接口
接口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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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BatchTask

创建跑批任务

20

DescribeBatchTask

查询跑批任务

20

DescribeBatchTaskInstances

跑批实例列表

20

DescribeBatchTasks

跑批任务列表

20

StopBatchTask

停止跑批任务

20

DeleteBatchTask

删除跑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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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07 21: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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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华南地区(广州)

tione.ap-guangzhou.tencentcloudapi.com

华东地区(上海)

tione.ap-shanghai.tencentcloudapi.com

华北地区(北京)

tione.ap-beijing.tencentcloudapi.com

西南地区(成都)

tione.ap-chengdu.tencentcloudapi.com

西南地区(重庆)

tione.ap-chongqing.tencentcloudapi.com

港澳台地区(中国香港)

tione.ap-hongkong.tencentcloudapi.com

亚太东南(新加坡)

tione.ap-singapore.tencentcloudapi.com

亚太东南(曼谷)

tione.ap-bangkok.tencentcloudapi.com

亚太南部(孟买)

tione.ap-mumbai.tencentcloudapi.com

亚太东北(首尔)

tione.ap-seoul.tencentcloudapi.com

亚太东北(东京)

tione.ap-tokyo.tencentcloudapi.com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

tione.na-ashburn.tencentcloudapi.com

美国西部(硅谷)

tione.na-siliconvalley.tencentcloudapi.com

北美地区(多伦多)

tione.na-toronto.tencentcloudapi.com

欧洲地区(法兰克福)

tione.eu-frankfurt.tencentcloudapi.com

欧洲地区(莫斯科)

tione.eu-mosc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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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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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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3HMA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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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07 21: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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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ion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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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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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type;host, Signature=fe5f80f77d5fa3beca038a248ff027d0445342fe2855ddc963176630326f1024
其中，

Authorization

String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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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T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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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o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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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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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ization: TC3-HMAC-SHA256 Credential=AKID********EXAMPLE/2018-10-09/cvm/tc3_request, SignedHeader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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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ID********EXAMPLE/2018-05-30/cvm/tc3_request, SignedHeaders=content-typ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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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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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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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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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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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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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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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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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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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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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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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tamp=1527672334&
Signature=37ac2f4fde00b0ac9bd9eadeb459b1bbee224158d66e7ae5fcadb70b2d181d02&Region=ap-guangzhou&Nonce=23823223&SecretId=A
KI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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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ac2f4fde00b0ac9bd9
eadeb459b1bbee224158d66e7ae5fcadb70b2d181d02&Region=ap-guangzhou&Nonce=23823223&SecretId=AKID********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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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地区(北京)

ap-beijing

华南地区(广州)

ap-guangzhou

华东地区(上海)

ap-shanghai

亚太东南(新加坡)

ap-singapore

美国西部(硅谷)

na-siliconvalley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2 共389页

TI-ONE 训练平台

签名方法 v3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6 07: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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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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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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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3 共389页

TI-ONE 训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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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edHeaders=conte
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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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问号（?）后面的字

CanonicalQuery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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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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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onicalH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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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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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hedRequestPayload

name"}]}）的哈希值，计算伪代码为 Lowercase(HexEncode(Hash.SHA256(RequestPayload)))，即对 HTTP 请求正
文做 SHA256 哈希，然后十六进制编码，最后编码串转换成小写字母。对于 GET 请求，RequestPayload 固定为空字符串。此示
例计算结果是 35e9c5b0e3ae67532d3c9f17ead6c90222632e5b1ff7f6e89887f1398934f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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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规则，示例中得到的规范请求串如下：
POST
/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host:cvm.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host
35e9c5b0e3ae67532d3c9f17ead6c90222632e5b1ff7f6e89887f1398934f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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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段名称

解释

Algorithm

签名算法，目前固定为 TC3-HMAC-SHA256。

RequestTime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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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dential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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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2-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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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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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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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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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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type;host, Sign
atu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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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edHeaders=content-t
ype;host, Signature=2230eefd229f582d8b1b891af7107b91597240707d778ab3738f756258d7652c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Host: cvm.tencentcloudapi.com
X-TC-Action: DescribeInstances
X-TC-Version: 2017-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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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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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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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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service = "cvm";
String host = "cvm.tencentcloudapi.com";
String region = "ap-guangzhou";
String action = "DescribeInstances";
String version = "2017-03-12";
String algorithm = "TC3-HMAC-SHA256";
String timestamp = "1551113065";
//String timestamp = String.valueOf(System.currentTimeMillis() / 1000);
SimpleDateFormat sdf = new SimpleDateFormat("yyyy-MM-dd");
// 注意时区，否则容易出错
sdf.setTimeZone(TimeZone.getTimeZone("UTC"));
String date = sdf.format(new Date(Long.valueOf(timestamp + "000")));
// ************* 步骤 1：拼接规范请求串 *************
String httpRequestMethod = "POST";
String canonicalUri = "/";
String canonicalQueryString = "";
String canonicalHeaders =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n" + "host:" + host + "\n";
String signedHeaders = "content-type;host";
String payload = "{\"Limit\": 1, \"Filters\": [{\"Values\": [\"\\u672a\\u547d\\u540d\"], \"Name\": \"instance-name\"}]}";
String hashedRequestPayload = sha256Hex(payload);
String canonicalRequest = httpRequestMethod + "\n" + canonicalUri + "\n" + canonicalQueryString + "\n"
+ canonicalHeaders + "\n" + signedHeaders + "\n" + hashedRequestPayload;
System.out.println(canonicalRequest);
// ************* 步骤 2：拼接待签名字符串 *************
String credentialScope = date + "/" + service + "/" + "tc3_request";
String hashedCanonicalRequest = sha256Hex(canonicalRequest);
String stringToSign = algorithm + "\n" + timestamp + "\n" + credentialScope + "\n" + hashedCanonicalRequest;
System.out.println(stringToSign);
// ************* 步骤 3：计算签名 *************
byte[] secretDate = hmac256(("TC3" + SECRET_KEY).getBytes(UTF8), date);
byte[] secretService = hmac256(secretDate, service);
byte[] secretSigning = hmac256(secretService, "tc3_request");
String signature = DatatypeConverter.printHexBinary(hmac256(secretSigning, stringToSign)).toLowerCase();
System.out.println(signature);
// ************* 步骤 4：拼接 Authorization *************
String authorization = algorithm + " " + "Credential=" + SECRET_ID + "/" + credentialScope + ", "
+ "SignedHeaders=" + signedHeaders + ", " + "Signature=" + signature;
System.out.println(authorization);
TreeMap<String, String> headers = new TreeMap<String, String>();
headers.put("Authorization", authorization);
headers.put("Content-Type", CT_JSON);
headers.put("Host", host);
headers.put("X-TC-Action", action);
headers.put("X-TC-Timestamp", timestamp);
headers.put("X-TC-Version", version);
headers.put("X-TC-Region", region);
StringBuilder sb = new StringBuilder();
sb.append("curl -X POST https://").append(host)
.append(" -H \"Authorization: ").append(authorization).append("\"")
.append("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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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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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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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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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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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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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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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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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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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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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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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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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denti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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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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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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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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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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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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builder.ToStrin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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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ashedCanonical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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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步骤 4：拼接 Authorization *************
string authorization = algorithm + " "
+ "Credential=" + secretid + "/" + credentialScope + ", "
+ "SignedHeaders=" + signedHeaders + ", "
+ "Signature=" + signatur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5 共389页

TI-ONE 训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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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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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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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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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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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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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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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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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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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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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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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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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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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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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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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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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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AC_Init_ex(h, key, strlen(key), EVP_sha256(),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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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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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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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 canonicalRequest[256] = {0};
sprintf(canonicalRequest, "%s\n%s\n%s\n%s\n%s\n%s", httpRequestMethod, canonicalUri, canonicalQueryString, canonicalHeaders, signedHeade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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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edHeaders, signat
ure);
printf("%s\n", authorization);
char curlcmd[10240] = {0};
sprintf(curlcmd, "curl -X POST https://%s\n \
-H \"Authorization: %s\"\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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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3 共389页

TI-ONE 训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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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07 21: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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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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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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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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IDz8krbsJ5yKB
ZQpn74WFkmLPx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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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p-guangzh
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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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cStr = 'GETcvm.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Instances&InstanceIds.0=ins-09dx96dg&Limit=20&Nonce=11886&Offset=0&Region=a
p-guangzhou&SecretId=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Timestamp=1465185768&Version=2017-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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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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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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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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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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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SecretId=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Signature=zmmjn35mikh6pM3V7sUEuX4wyYM%3D&Timestamp=1465185768&Vers
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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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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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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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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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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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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e main
import (
"bytes"
"crypto/hmac"
"crypto/sha1"
"encodin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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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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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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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it' => 20,
'Nonce' => 11886,
'Offset' => 0,
'Region' => 'ap-guangzhou',
'SecretId' => secret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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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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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Host, string requestP
ath)
{
string retStr = "";
retStr += request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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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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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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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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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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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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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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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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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01T00:00:00+08:00。
Binary：二进制内容，需要以特定协议请求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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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相关接口
创建数据集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41

1. 接口描述
创建数据集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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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ataset。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DatasetName

是

String

数据集名称，不超过60个字符，仅支持中英文、数字、下划线"_"、短横"-"，只能以中英文、数字开头
数据集类型:

DatasetType

是

String

TYPE_DATASET_TEXT，文本
TYPE_DATASET_IMAGE，图片
TYPE_DATASET_TABLE，表格
TYPE_DATASET_OTHER，其他

StorageDataPath

是

CosPathInfo

数据源cos路径

StorageLabelPath

是

CosPathInfo

数据集标签cos存储路径

DatasetTags.N

否

Array of Tag

数据集标签

AnnotationStatus

否

String

数据集标注状态:
STATUS_NON_ANNOTATED，未标注
STATUS_ANNOTATED，已标注
标注类型:

AnnotationType

否

String

ANNOTATION_TYPE_CLASSIFICATION，图片分类
ANNOTATION_TYPE_DETECTION，目标检测
ANNOTATION_TYPE_SEGMENTATION，图片分割
ANNOTATION_TYPE_TRACKING，目标跟踪

AnnotationFormat

否

String

标注格式:
ANNOTATION_FORMAT_TI，TI平台格式
ANNOTATION_FORMAT_PASCAL，Pascal Voc
ANNOTATION_FORMAT_COCO，COCO
ANNOTATION_FORMAT_FILE，文件目录结构

SchemaInfos.N

否

Array of
SchemaInfo

表头信息

IsSchemaExisted

否

Boolean

数据是否存在表头

ContentType

否

String

导入文件粒度，按行或者按文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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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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DatasetId

String

RequestId

String

描述
数据集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唯一请求 ID，每次请求都会返回。定位问题时需要提供该次请求的 RequestId。

4. 示例
示例1 创建数据集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CreateDataset
<公共请求参数>
{
"DatasetName": "test",
"AnnotationStatus": "STATUS_NON_ANNOTATED",
"SchemaInfos": [
{
"Type": "",
"Name": ""
}
],
"StorageDataPath": {
"Paths": [
"input/"
],
"Region": "ap-guangzhou",
"Bucket": "test-1256580188"
},
"StorageLabelPath": {
"Paths": [
"output/"
],
"Region": "ap-guangzhou",
"Bucket": "test-1256580188"
},
"DatasetType": "TYPE_DATASET_TEXT",
"IsSchemaExisted": false,
"ContentType": "TYPE_TEXT_LINE"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DatasetId": "ds-4575dwt7",
"RequestId": "3d033484-30f4-42e7-837e-825f33fdd23b"
}
}

发者资源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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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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AuthFailure.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FailedOperation.DCCosClientErr

cos client 内部错误。

FailedOperation.DCCreateAsyncTaskError

创建内部异步任务失败。

FailedOperation.DCCreateUserCosClientErr

创建cos client 失败。

FailedOperation.DCDataAnnotationRpcErr

数据标注 rpc 内部错误。

FailedOperation.DCDatarepoRpcErr

数据仓库 rpc 内部错误。

FailedOperation.DCDatasetExceedLimit

数据集操作超过上限。

FailedOperation.DCDatasetStatusNotReady

数据集状态未恢复。

FailedOperation.DCGetUserTemporarySecretErr

获取用户临时秘钥失败。

FailedOperation.DCMarshalDataErr

数据序列化错误。

FailedOperation.DCQueryDatasetContentErr

数据集获取文件内容异常。

FailedOperation.DCUnmarshalDataErr

数据反序列化错误。

FailedOperation.DCUnsupportedOperation

数据集操作不支持。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FailedOperation.ExecTagFail

标签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QueryDatabaseFail

数据库查询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idateError

请求参数校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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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DCAnnotationType

不支持的标注类型。

InvalidParameterValue.DCCosPathInfo

存储桶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DCDatasetAnnotationNotMatch

数据集标注状态不匹配。

InvalidParameterValue.DCDatasetIdNotExist

数据集Id不存在。

InvalidParameterValue.DCDatasetNameExist

数据集重名已存在。

InvalidParameterValue.DCDatasetType

不支持的数据集类型。

InvalidParameterValue.DCFilterValues

不支持的过滤参数。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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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结构化数据集详情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39

1. 接口描述
查询结构化数据集详情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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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DatasetDetailStructured。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DatasetId

是

String

数据集ID

Offset

否

Integer

偏移值

Limit

否

Integer

返回数据条数，默认20，目前最大支持2000条数据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TotalCount

Integer

ColumnNames

Array of String

RowItems

Array of RowItem

RowTexts

Array of String

RequestId

String

描述
数据总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表格头信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表格内容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文本内容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唯一请求 ID，每次请求都会返回。定位问题时需要提供该次请求的 RequestId。

4. 示例
示例1 查询结构化数据集详情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scribeDatasetDetailStructured
<公共请求参数>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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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etId": "ds-lpjvdzlj",
"Offset": 0,
"Limit": 10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TotalCount": 36,
"ColumnNames": [
"RowId",
"Uuid",
"f_bool_1",
"f_bool_2",
"f_n_0",
"f_int_0"
],
"RowItems": [
{
"Values": [
{
"Name": "RowId",
"Value": "1"
},
{
"Name": "Uuid",
"Value": "35dvp3ziv2ww"
},
{
"Name": "f_bool_1",
"Value": "True"
},
{
"Name": "f_bool_2",
"Value": "False"
},
{
"Name": "f_n_0",
"Value": "59"
},
{
"Name": "f_int_0",
"Value": "1"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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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
{
"Values": [
{
"Name": "RowId",
"Value": "2"
},
{
"Name": "Uuid",
"Value": "35dvp3ziv2wx"
},
{
"Name": "f_bool_1",
"Value": "True"
},
{
"Name": "f_bool_2",
"Value": "True"
},
{
"Name": "f_n_0",
"Value": "89"
},
{
"Name": "f_int_0",
"Value": "2"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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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
{
"Values": [
{
"Name": "RowId",
"Value": "3"
},
{
"Name": "Uuid",
"Value": "35dvp3ziv2wy"
},
{
"Name": "f_bool_1",
"Value": "False"
},
{
"Name": "f_bool_2",
"Value": "True"
},
{
"Name": "f_n_0",
"Value": "28"
},
{
"Name": "f_int_0",
"Value": "3"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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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
"Value": ""
}
]
},
{
"Values": [
{
"Name": "RowId",
"Value": "4"
},
{
"Name": "Uuid",
"Value": "35dvp3ziv2wz"
},
{
"Name": "f_bool_1",
"Value": "True"
},
{
"Name": "f_bool_2",
"Value": "True"
},
{
"Name": "f_n_0",
"Value": "8"
},
{
"Name": "f_int_0",
"Value": "7"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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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ues": [
{
"Name": "RowId",
"Value": "5"
},
{
"Name": "Uuid",
"Value": "35dvp3ziv2x0"
},
{
"Name": "f_bool_1",
"Value": "False"
},
{
"Name": "f_bool_2",
"Value": "True"
},
{
"Name": "f_n_0",
"Value": "90"
},
{
"Name": "f_int_0",
"Value": "4"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
{
"Values": [
{
"Name": "RowId",
"Valu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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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ame": "Uuid",
"Value": "35dvp3ziv2x1"
},
{
"Name": "f_bool_1",
"Value": "False"
},
{
"Name": "f_bool_2",
"Value": "False"
},
{
"Name": "f_n_0",
"Value": "21"
},
{
"Name": "f_int_0",
"Value": "9"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
{
"Values": [
{
"Name": "RowId",
"Value": "7"
},
{
"Name": "Uuid",
"Value": "35dvp3ziv2x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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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f_bool_1",
"Value": "False"
},
{
"Name": "f_bool_2",
"Value": "False"
},
{
"Name": "f_n_0",
"Value": "10"
},
{
"Name": "f_int_0",
"Value": "5"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
{
"Values": [
{
"Name": "RowId",
"Value": "8"
},
{
"Name": "Uuid",
"Value": "35dvp3ziv2x3"
},
{
"Name": "f_bool_1",
"Value": "Tru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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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f_bool_2",
"Value": "True"
},
{
"Name": "f_n_0",
"Value": "76"
},
{
"Name": "f_int_0",
"Value": "2"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
{
"Values": [
{
"Name": "RowId",
"Value": "9"
},
{
"Name": "Uuid",
"Value": "35dvp3ziv2x4"
},
{
"Name": "f_bool_1",
"Value": "True"
},
{
"Name": "f_bool_2",
"Value": "False"
},
{
"Name": "f_n_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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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53"
},
{
"Name": "f_int_0",
"Value": "2"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
{
"Values": [
{
"Name": "RowId",
"Value": "10"
},
{
"Name": "Uuid",
"Value": "35dvp3ziv2x5"
},
{
"Name": "f_bool_1",
"Value": "False"
},
{
"Name": "f_bool_2",
"Value": "False"
},
{
"Name": "f_n_0",
"Value": "78"
},
{
"Name": "f_int_0",
"Valu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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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Name": "",
"Value": ""
}
]
}
],
"RowTexts": [],
"RequestId": "afb0bc4c-5cd0-480b-bde3-5fce48158ad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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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AuthFailure.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FailedOperation.DCCosClientErr

cos client 内部错误。

FailedOperation.DCCreateAsyncTaskError

创建内部异步任务失败。

FailedOperation.DCCreateUserCosClientErr

创建cos client 失败。

FailedOperation.DCDataAnnotationRpcErr

数据标注 rpc 内部错误。

FailedOperation.DCDatarepoRpcErr

数据仓库 rpc 内部错误。

FailedOperation.DCDatasetExceedLimit

数据集操作超过上限。

FailedOperation.DCDatasetStatusNotReady

数据集状态未恢复。

FailedOperation.DCGetUserTemporarySecretErr

获取用户临时秘钥失败。

FailedOperation.DCMarshalDataErr

数据序列化错误。

FailedOperation.DCQueryDatasetContentErr

数据集获取文件内容异常。

FailedOperation.DCUnmarshalDataErr

数据反序列化错误。

FailedOperation.DCUnsupportedOperation

数据集操作不支持。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FailedOperation.ExecTagFail

标签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QueryDatabaseFail

数据库查询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DCAnnotationType

不支持的标注类型。

InvalidParameterValue.DCCosPathInfo

存储桶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DCDatasetAnnotationNotMatch

数据集标注状态不匹配。

InvalidParameterValue.DCDatasetIdNotExist

数据集Id不存在。

InvalidParameterValue.DCDatasetNameExist

数据集重名已存在。

InvalidParameterValue.DCDatasetType

不支持的数据集类型。

InvalidParameterValue.DCFilterValues

不支持的过滤参数。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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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非结构化数据集详情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38

1. 接口描述
查询非结构化数据集详情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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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DatasetDetailUnstructured。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DatasetId

否

String

数据集ID

Offset

否

Integer

偏移量

Limit

否

Integer

返回个数，默认20，目前最大支持2000条数据

LabelList.N

否

Array of String

标签过滤参数，对应标签值
标注状态过滤参数:
STATUS_ANNOTATED，已标注

AnnotationStatus

否

String

STATUS_NON_ANNOTATED，未标注
STATUS_ALL，全部
默认为STATUS_ALL

DatasetIds.N

否

Array of String

数据集ID列表

TextClassificationLabels.N

否

Array of TextLabelDistributionInfo

要筛选的文本分类场景标签信息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AnnotatedTotalCount

Integer

NonAnnotatedTotalCount

Integer

FilterTotalCount

Integer

FilterLabelList

Array of FilterLabelInfo

RowTexts

Array of String

RequestId

String

描述
已标注数据量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没有标注数据量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过滤数据总量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过滤数据详情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数据文本行，默认返回前1000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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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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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1 查询非结构化数据集详情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scribeDatasetDetailUnstructured
<公共请求参数>
{
"Limit": 10,
"AnnotationStatus": "STATUS_ALL",
"DatasetIds": [
"ds-wxz4x99g"
],
"Offset": 0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AnnotatedTotalCount": 1,
"NonAnnotatedTotalCount": 0,
"FilterTotalCount": 1,
"FilterLabelList": [
{
"DatasetId": "ds-wxz4x99g",
"FileId": "aab4904b30948ed59c7cbae36dcaf448",
"FileName": "2007_000032.jpg",
"ClassificationLabels": [
"ddd"
],
"DetectionLabels": [],
"SegmentationLabels": [],
"RGBPath": "",
"LabelTemplateType": "LABEL_TYPE_CLASSIFICATION",
"DownloadUrl": "https://test-gz-1256580188.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dataset/2007_000032.jpg?x-cos-security-token=a45oSsBOUyhc3K
RpQFDXlcR3BlGyDkva4403718b4da01693bf46d2f1f5e87fc3TS_hyxhQz-QNlu4x7gaYiRFiyaCwZ8YLchECAsWuq2YwQLjLgH6XNCC4z0j824Vq_NuRz
Mox-AxLkefKqqqPRgjJOTgNtsnEkv56uwIGl5WDmhx9uwjkk5eX6YYcaxPMGat6s9ChRFxGuZJ_j1cQamP4ry4wi_JZaiiCt_R_KwgE7t1lA8LIZCjZ06--lHc5yJ
Djpp2lESU3NROHwLdflPduzY6Q6LqVmDsoU6sErIhw9UBtJJtmNkwqsx29b981YstlClTkl4WKcLo7mTzZ_yCxRxmwTSR0FnnU6o8h_NM7ELcUwUdVVES
h0CUoNEuz8UY3ugl5NUFLSd2XfL6fEBLsN8nJVmZwSnrWZXUw--0&q-sign-algorithm=sha1&q-ak=AKID-VyRdLwBsnzR-yVO3kfSyiioEfa49eVB3cO657
BeKiIZ-V7asNiXirle2ttvuD9N&q-sign-time=1642506246%3B1642509846&q-key-time=1642506246%3B1642509846&q-header-list=host&q-url-pa
ram-list=x-cos-security-token&q-signature=aa525ef914ee202a342f4f5f9c2676e3abebe3f9",
"DownloadThumbnailUrl": "https://test-gz-1256580188.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dataset/2007_000032.jpg?x-cos-security-token=a45oSs
BOUyhc3KRpQFDXlcR3BlGyDkva4403718b4da01693bf46d2f1f5e87fc3TS_hyxhQz-QNlu4x7gaYiRFiyaCwZ8YLchECAsWuq2YwQLjLgH6XNCC4z0j82
4Vq_NuRzMox-AxLkefKqqqPRgjJOTgNtsnEkv56uwIGl5WDmhx9uwjkk5eX6YYcaxPMGat6s9ChRFxGuZJ_j1cQamP4ry4wi_JZaiiCt_R_KwgE7t1lA8LIZCjZ
06--lHc5yJDjpp2lESU3NROHwLdflPduzY6Q6LqVmDsoU6sErIhw9UBtJJtmNkwqsx29b981YstlClTkl4WKcLo7mTzZ_yCxRxmwTSR0FnnU6o8h_NM7ELcU
wUdVVESh0CUoNEuz8UY3ugl5NUFLSd2XfL6fEBLsN8nJVmZwSnrWZXUw--0&q-sign-algorithm=sha1&q-ak=AKID-VyRdLwBsnzR-yVO3kfSyiioEfa49e
VB3cO657BeKiIZ-V7asNiXirle2ttvuD9N&q-sign-time=1642506246%3B1642509846&q-key-time=1642506246%3B1642509846&q-header-list=hos
t&q-url-param-list=x-cos-security-token&q-signature=aa525ef914ee202a342f4f5f9c2676e3abebe3f9&imageView2/2/w/256/h/256",
"DownloadRGBUrl": ""
}
],
"RequestId": "db00dce1-5cb9-4072-96ce-24ce2433f2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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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Text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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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AuthFailure.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FailedOperation.DCCosClientErr

cos client 内部错误。

FailedOperation.DCCreateAsyncTaskError

创建内部异步任务失败。

FailedOperation.DCCreateUserCosClientErr

创建cos client 失败。

FailedOperation.DCDataAnnotationRpcErr

数据标注 rpc 内部错误。

FailedOperation.DCDatarepoRpcErr

数据仓库 rpc 内部错误。

FailedOperation.DCDatasetExceedLimit

数据集操作超过上限。

FailedOperation.DCDatasetStatusNotReady

数据集状态未恢复。

FailedOperation.DCGetUserTemporarySecretErr

获取用户临时秘钥失败。

FailedOperation.DCMarshalDataErr

数据序列化错误。

FailedOperation.DCQueryDatasetContentErr

数据集获取文件内容异常。

FailedOperation.DCUnmarshalDataErr

数据反序列化错误。

FailedOperation.DCUnsupportedOperation

数据集操作不支持。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FailedOperation.ExecTagFail

标签操作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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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FailedOperation.QueryDatabaseFail

数据库查询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DCAnnotationType

不支持的标注类型。

InvalidParameterValue.DCCosPathInfo

存储桶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DCDatasetAnnotationNotMatch

数据集标注状态不匹配。

InvalidParameterValue.DCDatasetIdNotExist

数据集Id不存在。

InvalidParameterValue.DCDatasetNameExist

数据集重名已存在。

InvalidParameterValue.DCDatasetType

不支持的数据集类型。

InvalidParameterValue.DCFilterValues

不支持的过滤参数。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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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数据集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36

1. 接口描述
查询数据集列表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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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Dataset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DatasetIds.N

否

Array of String

数据集id列表

Filters.N

否

Array of Filter

DatasetName，数据集名称
DatasetScope，数据集范围，SCOPE_DATASET_PRIVATE或SCOPE_DATASET_PUBLIC

TagFilters.N

否

Array of TagFilter

标签过滤条件

Order

否

String

排序值，支持Asc或Desc，默认Desc

OrderField

否

String

排序字段，支持CreateTime或UpdateTime，默认CreateTime

Offset

否

Integer

偏移值

Limit

否

Integer

返回数据个数，默认20，最大支持200

数据集查询过滤条件，多个Filter之间的关系为逻辑与（AND）关系，过滤字段Filter.Name，类型为String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TotalCount

Integer

DatasetGroups

Array of DatasetGroup

DatasetIdNums

Integer

RequestId

String

描述
数据集总量（名称维度）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数据集按照数据集名称聚合的分组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数据集ID总量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唯一请求 ID，每次请求都会返回。定位问题时需要提供该次请求的 RequestId。

4. 示例
示例1 查询数据集列表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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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scribeDatasets
<公共请求参数>
{
"DatasetIds": [
"ds-c4lbz9gg"
]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TotalCount": 1,
"DatasetIdNums": 1,
"DatasetGroups": [
{
"DatasetId": "ds-c4lbz9gg",
"DatasetName": "test",
"Creator": "100007955047",
"DatasetVersion": "v1",
"DatasetType": "TYPE_DATASET_TEXT",
"DatasetTags": [],
"DatasetAnnotationTaskName": "",
"DatasetAnnotationTaskId": "",
"Process": 100,
"DatasetStatus": "STATUS_DATASET_SUCCESS",
"ErrorMsg": "",
"CreateTime": "2022-01-15 15:01:57",
"UpdateTime": "2022-01-15 15:01:57",
"ExternalTaskType": "",
"DatasetSize": "11.06 M",
"FileNum": 4,
"StorageDataPath": {
"Bucket": "test-gz-1256580188",
"Region": "ap-guangzhou",
"Paths": [
"train-dataset/"
]
},
"StorageLabelPath": {
"Bucket": "test-gz-1256580188",
"Region": "ap-guangzhou",
"Paths": [
"train-output/"
]
},
"AnnotationStatus": "STATUS_NON_ANNOTATED",
"AnnotationType": "",
"AnnotationFormat": "",
"DatasetVersions": []
}
],
"RequestId": "f015eab9-1feb-4b1d-8ea0-85fff5b4dd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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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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AuthFailure.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FailedOperation.DCCosClientErr

cos client 内部错误。

FailedOperation.DCCreateAsyncTaskError

创建内部异步任务失败。

FailedOperation.DCCreateUserCosClientErr

创建cos client 失败。

FailedOperation.DCDataAnnotationRpcErr

数据标注 rpc 内部错误。

FailedOperation.DCDatarepoRpcErr

数据仓库 rpc 内部错误。

FailedOperation.DCDatasetExceedLimit

数据集操作超过上限。

FailedOperation.DCDatasetStatusNotReady

数据集状态未恢复。

FailedOperation.DCGetUserTemporarySecretErr

获取用户临时秘钥失败。

FailedOperation.DCMarshalDataErr

数据序列化错误。

FailedOperation.DCQueryDatasetContentErr

数据集获取文件内容异常。

FailedOperation.DCUnmarshalDataErr

数据反序列化错误。

FailedOperation.DCUnsupportedOperation

数据集操作不支持。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FailedOperation.ExecTagFail

标签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QueryDatabaseFail

数据库查询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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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DCAnnotationType

不支持的标注类型。

InvalidParameterValue.DCCosPathInfo

存储桶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DCDatasetAnnotationNotMatch

数据集标注状态不匹配。

InvalidParameterValue.DCDatasetIdNotExist

数据集Id不存在。

InvalidParameterValue.DCDatasetNameExist

数据集重名已存在。

InvalidParameterValue.DCDatasetType

不支持的数据集类型。

InvalidParameterValue.DCFilterValues

不支持的过滤参数。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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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数据集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40

1. 接口描述
删除数据集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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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Dataset。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DatasetId

是

String

数据集id

DeleteLabelEnable

是

Boolean

是否删除cos标签文件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DatasetId

String

删除的datasetId

RequestId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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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示例
示例1 删除数据集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leteDataset
<公共请求参数>
{
"DatasetId": "ds-m95jmpb5",
"DeleteLabelEnable": true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DatasetId": "ds-m95jmp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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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 "22225ac6-aadc-4732-be03-0583f26caa3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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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AuthFailure.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FailedOperation.DCCosClientErr

cos client 内部错误。

FailedOperation.DCCreateAsyncTaskError

创建内部异步任务失败。

FailedOperation.DCCreateUserCosClientErr

创建cos client 失败。

FailedOperation.DCDataAnnotationRpcErr

数据标注 rpc 内部错误。

FailedOperation.DCDatarepoRpcErr

数据仓库 rpc 内部错误。

FailedOperation.DCDatasetExceedLimit

数据集操作超过上限。

FailedOperation.DCDatasetStatusNotReady

数据集状态未恢复。

FailedOperation.DCGetUserTemporarySecretErr

获取用户临时秘钥失败。

FailedOperation.DCMarshalDataErr

数据序列化错误。

FailedOperation.DCQueryDatasetContentErr

数据集获取文件内容异常。

FailedOperation.DCUnmarshalDataErr

数据反序列化错误。

FailedOperation.DCUnsupportedOperation

数据集操作不支持。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FailedOperation.ExecTagFail

标签操作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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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FailedOperation.QueryDatabaseFail

数据库查询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DCAnnotationType

不支持的标注类型。

InvalidParameterValue.DCCosPathInfo

存储桶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DCDatasetAnnotationNotMatch

数据集标注状态不匹配。

InvalidParameterValue.DCDatasetIdNotExist

数据集Id不存在。

InvalidParameterValue.DCDatasetNameExist

数据集重名已存在。

InvalidParameterValue.DCDatasetType

不支持的数据集类型。

InvalidParameterValue.DCFilterValues

不支持的过滤参数。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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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相关接口
查询计费项价格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11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BillingSpecsPrice)用于查询计费项价格。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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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BillingSpecsPrice。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SpecsParam.N

是

Array of SpecUnit

询价参数，支持批量询价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SpecsPrice

Array of SpecPrice

计费项价格，支持批量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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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计费项价格 示例
输入示例
https://tione.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BillingSpecsPrice
&SpecsParam.0.SpecName=TI.S.MEDIUM.POST
&SpecsParam.0.SpecCount=1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SpecsPrice": [
{
"SpecName": "TI.S.MEDIUM.POST",
"TotalCost": 70,
"RealTotalCost":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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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b7d048fe-e335-8b6e-a8d2-d68es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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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PriceFailed

查询计费价格失败。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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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计费项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06 01:49:10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BillingSpecs)用于查询计费项列表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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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BillingSpec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TaskType

是

String

枚举值：TRAIN、NOTEBOOK、INFERENCE

ChargeType

是

String

付费模式：POSTPAID_BY_HOUR后付费、PREPAID预付费

ResourceType

否

String

资源类型：CALC 计算资源、CPU CPU资源、GPU GPU资源、CBS云硬盘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Specs

Array of Spec

计费项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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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计费项列表 示例
查询计费项列表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scribeBillingSpecs
<公共请求参数>
{
"ChargeType": "PREPAID",
"TaskType": "TRA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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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f91ba5c-03bb-4c02-b9cc-d2740821112f",
"Specs": [
{
"SpecName": "TI.GN10.2XLARGE40.POST",
"SpecAlias": "8核40GB V100*1",
"SpecId": "sv_tio_platform_cloud_post_gpu_8c40g_1v100",
"Available": false,
"AvailableRegion": [
"ap-guangzhou",
"ap-beijing"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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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

CAM签名/鉴权错误。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QuerySpecsFailed

查询计费项失败。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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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资源组相关接口
查询资源组详情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10

接

描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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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口描述
查询资源组详情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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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BillingResourceGroup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Type

是

String

资源组类型; 枚举值 TRAIN:训练 INFERENCE:推理
Filter.Name: 枚举值: ResourceGroupId (资源组id列表)
ResourceGroupName (资源组名称列表)

Filters.N

否

Array of Filter

TagFilters.N

否

Array of
TagFilter

标签过滤

Offset

否

Integer

偏移量，默认为0；分页查询起始位置，如：Limit为100，第一页Offset为0，第二页OffSet为100....
即每页左边为闭区间

Limit

否

Integer

返回数量，默认为20，最大值为30;
注意：小于0则默认为20；大于30则默认为30

SearchWord

否

String

支持模糊查找资源组id和资源组名

DontShowInstanceSet

否

Boolean

Filter.Values: 长度为1且Filter.Fuzzy=true时，支持模糊查询; 不为1时，精确查询
每次请求的Filters的上限为5，Filter.Values的上限为100

是否不展示节点列表;
true: 不展示，false 展示；
默认为false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TotalCount

Integer

资源组总数； 注意接口是分页拉取的，total是指资源组总数，不是本次返回中ResourceGroupSet数组
的大小

Array of

资源组详情

ResourceGroup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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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GroupSet
RequestId

4. 示例
示例1 查询资源组详情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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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C-Action: DescribeBillingResourceGroups
<公共请求参数>
{
"Filters": [
{
"Fuzzy": true,
"Values": [
"ems-dn6bqflh"
],
"Name": "xx",
"Negative": true
}
],
"TagFilters": [
{
"TagValues": [
"xx"
],
"TagKey": "xx"
}
],
"Limit": 0,
"SearchWord": "xx",
"Offset": 0,
"Type": "xx"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02be3c0f-d1f1-4a8e-97bd-38128985baa7",
"TotalCount": 1,
"ResourceGroupSet": [
{
"ResourceGroupId": "ersg-69q4tmjm",
"ResourceGroupName": "hayescao_test",
"TotalInstance": 1,
"UsedResource": {},
"TotalResource": {},
"InstanceSet": [
{
"InstanceId": "eins-343vo66vf91c",
"UsedResource": {},
"TotalResource": {
"Cpu": 2000,
"Memory": 4096
},
"InstanceStatus": "RUNNING",
"AutoRenewFlag": "NOTIFY_AND_MANUAL_RENEW",
"SpecId": "sv_tio_platform_cloud_pre_cpu_2c4g",
"SpecAlias": "2核4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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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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AuthFailure.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CallClusterFail

调用集群失败。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FailedOperation.ExecTagFail

标签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QueryDatabaseFail

数据库查询错误。

FailedOperation.QueryTagFail

查询标签服务失败。

FailedOperation.UnmarshalData

数据解析失败。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idateError

请求参数校验失败。

InvalidParameterValue.InvalidFilter

无效的过滤器。

InvalidParameterValue.LimitExceeded

参数值数量超过限制。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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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训练相关接口
训练框架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9:06

1. 接口描述
训练框架列表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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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TrainingFramework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FrameworkInfos

Array of FrameworkInfo

框架信息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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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练框架列表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scribeTrainingFrameworks
<公共请求参数>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FrameworkInfos": [
{
"Name": "xx",
"VersionInfo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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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xx",
"TrainingMod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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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码

描述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UnknownParameter

未知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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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模型训练任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03 01:52:22

1. 接口描述
创建模型训练任务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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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TrainingTask。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Name

是

String

训练任务名称，不超过60个字符，仅支持中英文、数字、下划线"_"、短横"-"，只能以中英
文、数字开头

ChargeType

是

String

计费模式，eg：PREPAID预付费，即包年包月；POSTPAID_BY_HOUR按小时后付费

ResourceConfigInfos.N

是

CodePackagePath

是

CosPathInfo

COS代码包路径

TrainingMode

是

String

训练模式，通过DescribeTrainingFrameworks接口查询，eg：PS_WORKER、DDP、
MPI、HOROVOD

Output

是

CosPathInfo

COS训练输出路径

LogEnable

是

Boolean

是否上报日志

FrameworkName

否

String

FrameworkVersion

否

String

训练框架版本，通过DescribeTrainingFrameworks接口查询，eg：1.15、1.9

FrameworkEnvironment

否

String

训练框架环境，通过DescribeTrainingFrameworks接口查询，eg：tf1.15-py3.7cpu、torch1.9-py3.8-cuda11.1-gpu

ResourceGroupId

否

String

预付费专用资源组ID，通过DescribeBillingResourceGroups接口查询

Tags.N

否

Array of Tag

标签配置

ImageInfo

否

ImageInfo

自定义镜像信息

StartCmdInfo

否

StartCmdInfo

启动命令信息，默认为sh start.sh

DataConfigs.N

否

Array of DataConfig

数据配置，依赖DataSource字段

VpcId

否

String

VPC Id

SubnetId

否

String

子网Id

LogConfig

否

LogConfig

CLS日志配置

TuningParameters

否

String

调优参数

Array of
ResourceConfig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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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选

类型

描述

Remark

否

String

备注，最多500个字

DataSource

否

String

数据来源，eg：DATASET、COS、CFS、HDFS

CallbackUrl

否

String

回调地址，用于创建/启动/停止训练任务的异步回调。回调格式&内容详见：[TI-ONE接口回调
说明]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Id

String

训练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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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训练任务
创建训练任务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CreateTrainingTask
<公共请求参数>
{
"ChargeType": "xx",
"FrameworkName": "xx",
"TrainingMode": "xx",
"VpcId": "xx",
"Tags": [
{
"TagKey": "xx",
"TagValue": "xx"
}
],
"CodePackagePath": {
"Paths": [
"xx"
],
"Region": "xx",
"Bucket": "xx"
},
"TuningParameters": "xx",
"ResourceGroupId": "xx",
"SubnetId": "xx",
"FrameworkVersion": "xx",
"DataConfigs": [
{
"DataSetSource": {
"Id": "xx"
},
"HDFSSour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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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xx",
"Id": "xx"
},
"DataSourceType": "xx",
"CFSSource": {
"Path": "xx",
"Id": "xx"
},
"COSSource": {
"Paths": [
"xx"
],
"Region": "xx",
"Bucket": "xx"
},
"MappingPath": "xx"
}
],
"Remark": "xx",
"Name": "xx",
"ResourceConfigInfos": [
{
"InstanceType": "xx",
"InstanceNum": 1,
"Cpu": 1,
"Role": "xx",
"Memory": 1,
"Gpu": 1,
"GpuType": "xx",
"InstanceTypeAlias": "xx"
}
],
"LogEnable": true,
"Output": {
"Paths": [
"xx"
],
"Region": "xx",
"Bucket": "xx"
},
"ImageInfo": {
"ImageUrl": "xx",
"RegistryRegion": "xx",
"RegistryId": "xx",
"ImageType": "xx"
},
"DataSource": "xx",
"StartCmdInfo": {
"PsStartCmd": "xx",
"StartCmd": "xx",
"WorkerStartCmd": "xx"
},
"LogConfig": {
"TopicId": "xx",
"LogsetId": "x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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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示例
{
"Response": {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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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码

描述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ternalError.QueryHDFSInfoFailed

获取HDFS存储信息失败。

InternalError.QueryResourceGroupFailed

查询预付费资源组详情失败。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DatasetNumLimitExceeded

数据集数量超过限制。

InvalidParameterValue.DuplicateName

实例名称冲突，请更换名称后重试。

InvalidParameterValue.FrameworkVersionNotSupport

训练框架对应的版本不支持，请阅读文档查看TIONE目前支持的框架和版本。

InvalidParameterValue.NotAllow

操作不允许。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OperationDenied.BalanceInsufficient

余额不足，创建/更新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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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OperationDenied.BillingStatusResourceInsufficient

后付费资源售罄。

OperationDenied.MIYINGBalanceInsufficient

觅影资源包余额不足，请先充值。

OperationDenied.NetworkCidrIllegal

网段不合法。

OperationDenied.ResourceGroupInsufficient

预付费资源组余量不足。

OperationDenied.WhitelistQuotaExceed

白名单免费配额不足。

UnknownParameter

未知参数错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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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模型训练任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9:00

1. 接口描述
启动模型训练任务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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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TrainingTask。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d

是

String

训练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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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训练任务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StartTrainingTask
<公共请求参数>
{
"Id":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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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者资源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99 共389页

TI-ONE 训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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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Allow

操作不允许。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FrameworkVersionNotSupport

训练框架对应的版本不支持，请阅读文档查看TIONE目前支持的框架和版本。

OperationDenied.BalanceInsufficient

余额不足，创建/更新失败。

OperationDenied.MIYINGBalanceInsufficient

觅影资源包余额不足，请先充值。

OperationDenied.WhitelistQuotaExceed

白名单免费配额不足。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UnknownParameter

未知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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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模型训练任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58

1. 接口描述
停止模型训练任务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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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TrainingTask。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d

是

String

训练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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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训练任务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StopTrainingTask
<公共请求参数>
{
"Id": "x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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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者资源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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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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Allow

操作不允许。

InternalError.StopJobInstanceFailed

停止任务失败。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UnknownParameter

未知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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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训练任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9:09

1. 接口描述
删除训练任务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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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TrainingTask。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d

是

String

训练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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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训练任务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leteTrainingTask
<公共请求参数>
{
"Id":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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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者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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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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Allow

操作不允许。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UnknownParameter

未知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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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任务详情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9:04

1. 接口描述
训练任务详情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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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TrainingTask。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d

是

String

训练任务ID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TrainingTaskDetail

TrainingTaskDetail

训练任务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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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练任务详情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scribeTrainingTask
<公共请求参数>
{
"Id": "xx"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TrainingTaskDetail": {
"Id": "xx",
"StartTime":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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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Name": "xx",
"TrainingMode": "xx",
"SubUin": "xx",
"ChargeStatus": "xx",
"Status": "xx",
"UpdateTime": "xx",
"VpcId": "xx",
"Tags": [
{
"TagKey": "xx",
"TagValue": "xx"
}
],
"CodePackagePath": {
"Paths": [
"xx"
],
"Region": "xx",
"Bucket": "xx"
},
"TuningParameters": "xx",
"ResourceGroupId": "xx",
"TensorBoardId": "xx",
"LatestInstanceId": "xx",
"SubnetId": "xx",
"FrameworkVersion": "xx",
"ResourceConfigInfos": [
{
"InstanceType": "xx",
"InstanceNum": 1,
"Cpu": 1,
"Role": "xx",
"Memory": 1,
"Gpu": 1,
"GpuType": "xx",
"InstanceTypeAlias": "xx"
}
],
"DataConfigs": [
{
"DataSetSource": {
"Id": "xx"
},
"CFSSource": {
"Path": "xx",
"Id": "xx"
},
"DataSourceType": "xx",
"HDFSSource": {
"Path": "xx",
"Id": "xx"
},
"COSSource": {
"Paths": [
"xx"
],
"Region":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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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cket": "xx"
},
"MappingPath": "xx"
}
],
"FailureReason": "xx",
"Remark": "xx",
"Name": "xx",
"BillingInfo": "xx",
"Region": "xx",
"ResourceGroupName": "xx",
"LogEnable": true,
"EndTime": "xx",
"Output": {
"Paths": [
"xx"
],
"Region": "xx",
"Bucket": "xx"
},
"ImageInfo": {
"ImageUrl": "xx",
"RegistryRegion": "xx",
"RegistryId": "xx",
"ImageType": "xx"
},
"Uin": "xx",
"RuntimeInSeconds": 1,
"DataSource": "xx",
"ChargeType": "xx",
"CreateTime": "xx",
"StartCmdInfo": {
"PsStartCmd": "xx",
"StartCmd": "xx",
"WorkerStartCmd": "xx"
},
"LogConfig": {
"TopicId": "xx",
"Logse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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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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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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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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Permission

没有权限。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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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训练任务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9:02

1. 接口描述
训练任务列表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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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TrainingTask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过滤器，eg：[{ "Name": "Id", "Values": ["train-23091792777383936"] }]

Filters.N

否

Array of Filter

取值范围：
Name（名称）：task1
Id（task ID）：train-23091792777383936
Status（状态）：STARTING / RUNNING / STOPPING / STOPPED / FAILED / SUCCEED /
SUBMIT_FAILED
ChargeType（计费类型）：PREPAID（预付费）/ POSTPAID_BY_HOUR（后付费）
CHARGE_STATUS（计费状态）：NOT_BILLING（未开始计费）/ BILLING（计费中）/
ARREARS_STOP（欠费停止）

TagFilters.N

否

Array of
TagFilter

标签过滤器，eg：[{ "TagKey": "TagKeyA", "TagValue": ["TagValueA"] }]

Offset

否

Integer

偏移量，默认为0

Limit

否

Integer

返回数量，默认为10，最大为50

Order

否

String

输出列表的排列顺序。取值范围：ASC（升序排列）/ DESC（降序排列），默认为DESC

OrderField

否

String

排序的依据字段， 取值范围 "CreateTime" "UpdateTime"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TrainingTaskSet

Array of TrainingTaskSetItem

训练任务集

TotalCount

Integer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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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练任务列表
输入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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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scribeTrainingTasks
<公共请求参数>
{
"Filters": [
{
"Fuzzy": true,
"Values": [
"xx"
],
"Name": "xx",
"Negative": true
}
],
"TagFilters": [
{
"TagValues": [
"xx"
],
"TagKey": "xx"
}
],
"Limit": 1,
"OrderField": "xx",
"Offset": 1,
"Order": "xx"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TotalCount": 1,
"TrainingTaskSet": [
{
"Status": "xx",
"UpdateTime": "xx",
"EndTime": "xx",
"Name": "xx",
"BillingInfo": "xx",
"Tags": [
{
"TagKey": "xx",
"TagValue": "xx"
}
],
"ResourceGroupId": "xx",
"ResourceConfigInfos": [
{
"InstanceType": "xx",
"InstanceNum": 1,
"Cpu":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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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xx",
"Memory": 1,
"Gpu": 1,
"GpuType": "xx",
"InstanceTypeAlias": "xx"
}
],
"ResourceGroupName": "xx",
"CreateTime": "xx",
"RuntimeInSeconds": 1,
"ImageInfo": {
"ImageUrl": "xx",
"RegistryRegion": "xx",
"RegistryId": "xx",
"ImageType": "xx"
},
"FrameworkName": "xx",
"ChargeType": "xx",
"StartTime": "xx",
"Output": {
"Paths": [
"xx"
],
"Region": "xx",
"Bucket": "xx"
},
"TrainingMode": "xx",
"FrameworkVersion": "xx",
"Id": "xx",
"ChargeStatus": "xx",
"Failure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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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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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工具
Tencent Cloud CLI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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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UnsupportedOperation

操作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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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任务pod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9:03

1. 接口描述
训练任务pod列表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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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TrainingTaskPod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d

是

String

训练任务ID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PodNames

Array of String

pod名称列表

TotalCount

Integer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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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d列表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scribeTrainingTaskPods
<公共请求参数>
{
"Id": "xx"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TotalCount": 1,
"PodNam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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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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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码

描述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UnknownParameter

未知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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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训练自定义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9:01

1. 接口描述
上报训练自定义指标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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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shTrainingMetric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Data.N

否

Array of MetricData

指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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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报训练自定义指标
输入示例
https://tione.tencentcloudapi.com/?Action=PushTrainingMetrics
&Data.0.Timestamp=1641002400
&Data.0.TaskId=taskid-xyz
&Data.0.Epoch=12
&Data.0.Step=1200
&Data.0.TotalSteps=10000
&Data.0.Points.0.Name=loss
&Data.0.Points.0.Value=189.30
&Data.0.Points.1.Name=accuracy
&Data.0.Points.1.Value=82.01
&Data.1.Timestamp=1641002460
&Data.1.TaskId=taskid-xyz
&Data.1.Epoch=13
&Data.1.Step=1300
&Data.1.TotalSteps=10000
&Data.1.Points.0.Name=loss
&Data.1.Points.0.Value=159.31
&Data.1.Points.1.Name=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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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1.Points.1.Value=89.39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123fa81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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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

CAM签名/鉴权错误。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ClsServiceNotActived

尚未开通CLS日志服务，请开前往开通。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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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训练自定义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9:05

1. 接口描述
查询训练自定义指标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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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TrainingMetric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TaskId

是

String

任务ID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TaskId

String

任务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Data

Array of CustomTrainingData

训练指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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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训练自定义指标
输入示例
https://tione.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TrainingMetrics
&TaskId=taskid-xyz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Data": [
{
"Metrics": [
{
"Point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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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alue": 1641002400.0,
"YValue": 0.0
},
{
"XValue": 1641002460.0,
"YValue": 0.0
}
],
"XType": "Timestamp"
}
],
"MetricName": "loss"
}
],
"RequestId": "1yzfdfa32",
"TaskId": "taskid-xyz"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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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

CAM签名/鉴权错误。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ClsServiceNotActived

尚未开通CLS日志服务，请开前往开通。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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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最近上报的训练自定义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9:08

1. 接口描述
查询最近上报的训练自定义指标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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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LatestTrainingMetric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TaskId

是

String

任务ID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TaskId

String

Metrics

Array of TrainingMetric

RequestId

String

描述
任务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最近一次上报的训练指标.每个Metric中只有一个点的数据, 即len(Values) = len(Timestamps) = 1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唯一请求 ID，每次请求都会返回。定位问题时需要提供该次请求的 RequestId。

4. 示例
示例1 查询最近上报的训练自定义指标
输入示例
https://tione.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LatestTrainingMetrics
&TaskId=taskid-xyz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123fa8123",
"TaskId": "taskid-xyz",
"Metrics": [
{
"MetricName": "loss",
"Val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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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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

CAM签名/鉴权错误。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AuthFailure.NoPermission

没有权限。

AuthFailure.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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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ledOperation.ApiGatewayQueryFailed

API网关访问失败，请重试。

FailedOperation.BillingQueryFailed

计费模块访问失败。

FailedOperation.BindingTagsFailed

绑定标签失败。

FailedOperation.CAMFailure

CAM内部错误。

FailedOperation.CallClusterFail

调用集群失败。

FailedOperation.ClsServiceNotActived

尚未开通CLS日志服务，请开前往开通。

FailedOperation.ClusterQueryFailed

集群访问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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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FailedOperation.CreateJobInstanceFailed

启动实例失败。

FailedOperation.DCCosClientErr

cos client 内部错误。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ternalError.FreezeBillFailed

冻结失败。

InternalError.InsufficientBalance

余额不足。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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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服务相关接口
列举在线推理服务组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49

1. 接口描述
列举在线推理服务组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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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Offset

否

Integer

偏移量，默认为0

Limit

否

Integer

返回数量，默认为20，最大值为100

Order

否

String

输出列表的排列顺序。取值范围：ASC：升序排列 DESC：降序排列

OrderField

否

String

排序的依据字段， 取值范围 "CreateTime" "UpdateTime"

Filters.N

否

Array of Filter

分页参数，支持的分页过滤Name包括：
["ClusterId", "ServiceId", "ServiceGroupName",
"ServiceGroupId","Status","CreatedBy","ModelVersionId"]

TagFilters.N

否

Array of
TagFilter

标签过滤参数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TotalCount

Integer

推理服务组数量。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erviceGroups

Array of ServiceGroup

服务组信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equestId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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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示例
示例1 列举所有服务组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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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C-Action: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s
<公共请求参数>
{
"Limit": 10,
"Offset": 0,
"Filters": []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ServiceGroups": [
{
"ServiceGroupId": "ms-9mm6npf7",
"ServiceGroupName": "hgy-infer-preonline-bj-1",
"CreatedBy": "xxxxxxxxx",
"CreateTime": "2022-01-17T05:44:02Z",
"UpdateTime": "2022-01-17T05:44:24Z",
"Uin": "xxxxxxx",
"ServiceCount": 1,
"RunningServiceCount": 1,
"Services": [
{
"ServiceGroupId": "ms-9mm6npf7",
"ServiceId": "ms-9mm6npf7-1",
"ServiceGroupName": "hgy-infer-preonline-bj-1",
"ServiceDescription": "",
"ServiceInfo": {
"Replicas": 1,
"ImageInfo": {
"ImageType": "",
"ImageUrl": "ccr.ccs.tencentyun.com/xxx/xxxxxx",
"RegistryRegion": "",
"RegistryId": ""
},
"Env": [],
"Resources": {
"Cpu": 2000,
"Memory": 4096,
"Gpu": 0,
"GpuType": ""
},
"InstanceType": "TI.S.MEDIUM.POST",
"ModelInfo": null,
"LogEnable": false,
"LogConfig": null,
"AuthorizationEnable": false,
"HorizontalPodAutoscaler": null,
"Status": {
"Replicas": 1,
"UpdatedReplicas": 1,
"ReadyReplicas": 1,
"AvailableReplicas": 1,
"UnavailableReplica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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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Normal",
"Conditions": [
{
"Message": "Deployment has minimum availability.",
"Reason": "MinimumReplicasAvailable",
"Status": "True",
"Type": "Available",
"LastTransitionTime": "2022-01-17T13:47:10+08:00"
},
{
"Message": "ReplicaSet \"ms-9mm6npf7-1-548c6b4fdc\" has successfully progressed.",
"Reason": "NewReplicaSetAvailable",
"Status": "True",
"Type": "Progressing",
"LastTransitionTime": "2022-01-17T13:44:12+08:00"
}
]
},
"Weight": 0,
"PodList": [],
"ResourceTotal": null,
"OldReplicas": 1
},
"ClusterId": "",
"Region": "ap-beijing",
"Namespace": "infer-xxxxxx",
"ChargeType": "POSTPAID_BY_HOUR",
"ResourceGroupId": "",
"ResourceGroupName": "",
"Tags": [],
"CreatedBy": "xxxxxxxxx",
"CreateTime": "2022-01-17T05:44:02Z",
"UpdateTime": "2022-01-17T05:44:24Z",
"Uin": "xxxxxxx",
"SubUin": "",
"AppId": 0,
"BusinessStatus": "CREATE_SUCCEED",
"CreateFailedReason": "CREATE_SUCCEED",
"Weight": 100,
"Version": "1",
"LatestVersion": ""
}
],
"Status": "Normal",
"Tags": [],
"BusinessStatus": "",
"WeightUpdateStatus": "",
"LatestVersion": ""
}
],
"TotalCount": 1,
"RequestId": "698d2c95-afd2-4371-a9ad-701f40e39654"
}
}

5. 开发者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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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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

CAM签名/鉴权错误。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ApiGatewayQueryFailed

API网关访问失败，请重试。

FailedOperation.BillingQueryFailed

计费模块访问失败。

FailedOperation.ClusterQueryFailed

集群访问失败。

FailedOperation.DuplicateName

名称重复。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FailedOperation.NoPermission

没有权限。

FailedOperation.NotAllow

操作不允许。

FailedOperation.QueryDatabaseFail

数据库查询错误。

FailedOperation.StsQueryFailed

密钥服务访问失败，请重试。

FailedOperation.UnknownInstanceType

未知的实例规格。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BadName

名称不合法。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OperationDenied

操作被拒绝。

OperationDenied.BalanceInsufficient

余额不足，创建/更新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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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查询单个服务组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50

1. 接口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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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单个服务组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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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ServiceGroupId

是

String

服务组ID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ServiceGroup

ServiceGroup

服务组信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equestId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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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示例
示例1 查询服务组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
<公共请求参数>
{
"ServiceGroupId": "xx"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ServiceGroup": {
"ServiceGroupId": "test",
"ServiceGroupName": "test",
"CreatedBy": "xxxxx",
"CreateTime": "2022-01-15T09:31:49Z",
"UpdateTime": "2022-01-15T09:32:51Z",
"Uin": "xxxx",
"ServiceCount":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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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ningServiceCount": 0,
"Services": [
{
"ServiceGroupId": "ms-nx4m7zjh",
"ServiceId": "ms-nx4m7zjh-1",
"ServiceGroupName": "test",
"ServiceDescription": "",
"ServiceInfo": {
"Replicas": 0,
"ImageInfo": {
"ImageType": "",
"ImageUrl": "nignx",
"RegistryRegion": "",
"RegistryId": ""
},
"Env": [],
"Resources": {
"Cpu": 2000,
"Memory": 4096,
"Gpu": 0,
"GpuType": ""
},
"InstanceType": "TI.S.MEDIUM.POST",
"ModelInfo": null,
"LogEnable": false,
"LogConfig": null,
"AuthorizationEnable": false,
"HorizontalPodAutoscaler": null,
"Status": {
"Replicas": 0,
"UpdatedReplicas": 0,
"ReadyReplicas": 0,
"AvailableReplicas": 0,
"UnavailableReplicas": 0,
"Status": "Stopped",
"Conditions": [
{
"Message": "Deployment has minimum availability.",
"Reason": "MinimumReplicasAvailable",
"Status": "True",
"Type": "Available",
"LastTransitionTime": "2022-01-15T17:32:52+08:00"
},
{
"Message": "ReplicaSet \"ms-nx4m7zjh-1-8bd6f8459\" has successfully progressed.",
"Reason": "NewReplicaSetAvailable",
"Status": "True",
"Type": "Progressing",
"LastTransitionTime": "2022-01-15T17:32:00+08:00"
}
]
},
"Weight": 0,
"PodList": [],
"ResourceTotal": {
"Cpu": 0,
"Memory": 0,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28 共389页

TI-ONE 训练平台

"Gpu": 0,
"GpuType": ""
},
"OldReplicas": 1
},
"ClusterId": "",
"Region": "ap-guangzhou",
"Namespace": "infer-xxxx",
"ChargeType": "POSTPAID_BY_HOUR",
"ResourceGroupId": "",
"ResourceGroupName": "",
"Tags": [],
"CreatedBy": "700000207674",
"CreateTime": "2022-01-15T09:31:49Z",
"UpdateTime": "2022-01-15T09:32:51Z",
"Uin": "xxxx",
"SubUin": "",
"AppId": 0,
"BusinessStatus": "CREATE_SUCCEED",
"CreateFailedReason": "CREATE_SUCCEED",
"Weight": 100,
"Version": "1",
"LatestVersion": ""
}
],
"Status": "",
"Tags": [],
"BusinessStatus": "",
"WeightUpdateStatus": "UPDATED",
"LatestVersion": "1"
},
"RequestId": "e0973750-4641-4c28-8040-27744b7723a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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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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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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

CAM签名/鉴权错误。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ApiGatewayQueryFailed

API网关访问失败，请重试。

FailedOperation.BillingQueryFailed

计费模块访问失败。

FailedOperation.ClusterQueryFailed

集群访问失败。

FailedOperation.DuplicateName

名称重复。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FailedOperation.QueryDatabaseFail

数据库查询错误。

FailedOperation.StsQueryFailed

密钥服务访问失败，请重试。

FailedOperation.UnknownInstanceType

未知的实例规格。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OperationDenied

操作被拒绝。

OperationDenied.BalanceInsufficient

余额不足，创建/更新失败。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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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API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54

1. 接口描述
列举API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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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APIConfig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Offset

否

Integer

偏移量，默认为0

Limit

否

Integer

返回数量，默认为20，最大值为100

Order

否

String

输出列表的排列顺序。取值范围：ASC：升序排列 DESC：降序排列

OrderField

否

String

排序的依据字段， 取值范围 "CreateTime" "UpdateTime"

Filters.N

否

Array of Filter

分页参数，支持的分页过滤Name包括：
["ClusterId", "ServiceId", "ServiceGroupName", "ServiceGroupId"]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TotalCount

Integer

接口数量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Details

Array of APIConfigDetail

接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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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举服务组下的接口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scribeAPIConfigs
<公共请求参数>
{
"Filt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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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ServiceGroupId",
"Values": [
"ms-xxxx"
]
}
]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Details": [],
"TotalCount": 0,
"RequestId": "3b4b735f-2d89-43b3-b6d5-8efb4143daa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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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

CAM签名/鉴权错误。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ApiGatewayQueryFailed

API网关访问失败，请重试。

FailedOperation.BillingQueryFailed

计费模块访问失败。

FailedOperation.ClusterQueryFailed

集群访问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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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FailedOperation.DuplicateName

名称重复。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FailedOperation.NoPermission

没有权限。

FailedOperation.NotAllow

操作不允许。

FailedOperation.QueryDatabaseFail

数据库查询错误。

FailedOperation.StsQueryFailed

密钥服务访问失败，请重试。

FailedOperation.UnknownInstanceType

未知的实例规格。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BadName

名称不合法。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OperationDenied

操作被拒绝。

OperationDenied.BalanceInsufficient

余额不足，创建/更新失败。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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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单个服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52

1. 接口描述
查询单个服务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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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ModelService。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ServiceId

是

String

服务id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Service

Service

服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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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单个服务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scribeModelService
<公共请求参数>
{
"ServiceId": "ms-xxxxx-1"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xx",
"Service": {
"UpdateTime":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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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GroupId": "xx",
"CreatedBy": "xx",
"ServiceInfo": {
"Status": {
"Status": "xx",
"StatefulSetCondition": [
{
"Status": "xx",
"LastTransitionTime": "xx",
"Message": "xx",
"Type": "xx",
"Reason": "xx"
}
],
"Replicas": 0,
"UpdatedReplicas": 0,
"AvailableReplicas": 0,
"UnavailableReplicas": 0,
"ReadyReplicas": 0
},
"ImageInfo": {
"ImageUrl": "xx",
"RegistryRegion": "xx",
"RegistryId": "xx",
"ImageType": "xx"
},
"PodList": [
"xx"
],
"Replicas": 0,
"Env": [
{
"Name": "xx",
"Value": "xx"
}
],
"ResourceTotal": {
"Gpu": 1,
"Cpu": 1,
"GpuType": "xx",
"Memory": 1
},
"Weight": 1,
"LogEnable": false,
"AuthorizationEnable": false,
"ModelInfo": {
"CosPathInfo": {
"Paths": [
"xx"
],
"Region": "xx",
"Bucket": "xx"
},
"AlgorithmFramework": "xx",
"ModelVersion": "xx",
"ModelSource": "xx",
"ModelName":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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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VersionId": "xx",
"ModelId": "xx"
},
"HorizontalPodAutoscaler": {
"MinReplicas": 0,
"HpaMetrics": [
{
"Name": "xx",
"Value": 0
}
],
"MaxReplicas": 0
},
"LogConfig": {
"TopicId": "xx",
"LogsetId": "xx"
},
"InstanceType": "xx",
"Resources": {
"Gpu": 1,
"Cpu": 1,
"GpuType": "xx",
"Memory": 1
},
"OldReplicas": 1
},
"Namespace": "xx",
"Region": "xx",
"ServiceGroupName": "xx",
"ClusterId": "xx",
"BusinessStatus": "xx",
"Uin": "xx",
"ResourceGroupId": "xx",
"ServiceId": "xx",
"Version": "xx",
"ChargeType": "xx",
"AppId": 0,
"LatestVersion": "xx",
"SubUin": "xx",
"CreateTime": "xx",
"Service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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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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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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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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ApiGatewayQueryFailed

API网关访问失败，请重试。

FailedOperation.BillingQueryFailed

计费模块访问失败。

FailedOperation.ClsServiceNotActived

尚未开通CLS日志服务，请开前往开通。

FailedOperation.ClusterQueryFailed

集群访问失败。

FailedOperation.DuplicateName

名称重复。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FailedOperation.InvalidUserType

操作失败，用户类型异常。

FailedOperation.KmsKeyNotOpen

密钥管理系统服务未开通，请先开通腾讯云密钥管理系统服务。

FailedOperation.NoFreeBucket

没有空闲免费桶。

FailedOperation.NoPermission

没有权限。

FailedOperation.NotAllow

操作不允许。

FailedOperation.Processing

请求正在处理中，请稍候再试。

FailedOperation.QueryDatabaseFail

数据库查询错误。

FailedOperation.RepoBindByInstance

存储库有绑定的实例，请先删除绑定的实例。

FailedOperation.StsQueryFailed

密钥服务访问失败，请重试。

FailedOperation.Timedout

实例启动失败。

FailedOperation.UnknownInstanceType

未知的实例规格。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BadName

名称不合法。

InvalidParameterValue.ClsConfigRequired

请设置日志集、日志主题ID。

InvalidParameterValue.CodeRepoNotFound

存储库不存在。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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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OperationDenied

操作被拒绝。

OperationDenied.BalanceInsufficient

余额不足，创建/更新失败。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查询推理镜像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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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53

1. 接口描述
查询推理镜像模板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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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InferTemplate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FrameworkTemplates

Array of InferTemplateGroup

模板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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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推理镜像模板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scribeInferTemplates
<公共请求参数>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FrameworkTemplates": [
{
"Framework": "TENSORFLOW",
"FrameworkVersion": "2.4",
"Groups": [
"TENSORFLOW",
"LIGH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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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erTemplates": [
{
"InferTemplateId": "tf2.4-py38-cpu",
"InferTemplateImage": "ccr.ccs.tencentyun.com/qcloud-ti-platform/ti-cloud-infer-tensorflow-cpu:py38-tensorflow2.4-cpu-20211206"
},
{
"InferTemplateId": "tf2.4-py38-gpu",
"InferTemplateImage": "ccr.ccs.tencentyun.com/qcloud-ti-platform/ti-cloud-infer-tensorflow-gpu:py38-tensorflow2.4-cu110-20211206"
}
]
},
{
"Framework": "TENSORFLOW",
"FrameworkVersion": "1.15",
"Groups": [
"TENSORFLOW",
"LIGHT"
],
"InferTemplates": [
{
"InferTemplateId": "tf1.15-py36-cpu",
"InferTemplateImage": "ccr.ccs.tencentyun.com/qcloud-ti-platform/ti-cloud-infer-tensorflow-cpu:py36-tensorflow1.15-cpu-20211206"
},
{
"InferTemplateId": "tf1.15-py36-gpu",
"InferTemplateImage": "ccr.ccs.tencentyun.com/qcloud-ti-platform/ti-cloud-infer-tensorflow-gpu:py36-tensorflow1.15-cu100-20211206"
}
]
},
{
"Framework": "PYTORCH",
"FrameworkVersion": "1.9",
"Groups": [
"PYTORCH",
"LIGHT"
],
"InferTemplates": [
{
"InferTemplateId": "py1.9.0-py36-cpu",
"InferTemplateImage": "ccr.ccs.tencentyun.com/qcloud-ti-platform/ti-cloud-infer-pytorch-cpu:py36-torch1.9.0-cpu-20211206"
},
{
"InferTemplateId": "py1.9.0-py36-cu111",
"InferTemplateImage": "ccr.ccs.tencentyun.com/qcloud-ti-platform/ti-cloud-infer-pytorch-gpu:py36-torch1.9.0-cu111-20211206"
}
]
},
{
"Framework": "PMML",
"FrameworkVersion": "0.9.12",
"Groups": [
"SPARK",
"PYSPARK"
],
"InferTemplates": [
{
"InferTemplateId": "pmml-py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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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erTemplateImage": "ccr.ccs.tencentyun.com/qcloud-ti-platform/ti-cloud-infer-pmml:py36-pmml-20211206"
}
]
}
],
"RequestId": "b53d7b75-e61b-4b0f-9c28-60ed06f5cae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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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

CAM签名/鉴权错误。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ApiGatewayQueryFailed

API网关访问失败，请重试。

FailedOperation.BillingQueryFailed

计费模块访问失败。

FailedOperation.ClusterQueryFailed

集群访问失败。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FailedOperation.QueryDatabaseFail

数据库查询错误。

FailedOperation.StsQueryFailed

密钥服务访问失败，请重试。

FailedOperation.UnknownInstanceType

未知的实例规格。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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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OperationDenied

操作被拒绝。

OperationDenied.BalanceInsufficient

余额不足，创建/更新失败。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更新推理服务组流量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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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42

1. 接口描述
更新推理服务组流量分配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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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yServiceGroupWeight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ServiceGroupId

是

String

服务组id

Weights.N

是

Array of WeightEntry

权重设置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ServiceGroup

ServiceGroup

更新权重后的服务组信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equestId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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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示例
示例1 test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ModifyServiceGroupWeights
<公共请求参数>
{
"ServiceGroupId": "xx",
"Weights": [
{
"ServiceId": "xx",
"Weight": 1
}
]
}

输出示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43 共389页

TI-ONE 训练平台

{
"Response": {
"ServiceGroup": {
"Status": "xx",
"UpdateTime": "xx",
"ServiceGroupId": "xx",
"Tags": [
{
"TagKey": "xx",
"TagValue": "xx"
}
],
"ServiceCount": 1,
"ServiceGroupName": "xx",
"Uin": "xx",
"RunningServiceCount": 1,
"CreatedBy": "xx",
"Services": [
{
"UpdateTime": "xx",
"ServiceGroupId": "xx",
"CreatedBy": "xx",
"ServiceInfo": {
"Status": "xx",
"ImageInfo": {
"ImageUrl": "xx",
"RegistryRegion": "xx",
"RegistryId": "xx",
"ImageType": "xx"
},
"PodList": [
"xx"
],
"Replicas": 0,
"ResourceTotal": {
"Gpu": 0,
"Cpu": 0,
"GpuType": "xx",
"Memory": 0
},
"Weight": 1,
"LogEnable": true,
"AuthorizationEnable": true,
"ModelInfo": {
"CosPathInfo": {
"Paths": [
"xx"
],
"Region": "xx",
"Bucket": "xx"
},
"AlgorithmFramework": "xx",
"ModelVersion": "xx",
"ModelSource": "xx",
"ModelName": "xx",
"ModelVersionId":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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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d": "xx"
},
"HorizontalPodAutoscaler": {
"MinReplicas": 0,
"HpaMetrics": {
"Name": "xx",
"Value": [
0
]
},
"MaxReplicas": 0
},
"LogConfig": {
"TopicId": "xx",
"LogsetId": "xx"
},
"InstanceType": "xx",
"Resources": {
"Gpu": 0,
"Cpu": 0,
"GpuType": "xx",
"Memory": 0
}
},
"Namespace": "xx",
"Region": "xx",
"ServiceGroupName": "xx",
"ClusterId": "xx",
"Uin": "xx",
"ResourceGroupId": "xx",
"ServiceId": "xx",
"Version": "xx",
"ChargeType": "xx",
"AppId": 0,
"LatestVersion": "xx",
"SubUin": "xx",
"CreateTime": "xx",
"ServiceDescription": "xx"
}
],
"Latest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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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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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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

CAM签名/鉴权错误。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ApiGatewayQueryFailed

API网关访问失败，请重试。

FailedOperation.BillingQueryFailed

计费模块访问失败。

FailedOperation.ClsServiceNotActived

尚未开通CLS日志服务，请开前往开通。

FailedOperation.ClusterQueryFailed

集群访问失败。

FailedOperation.DuplicateName

名称重复。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FailedOperation.InvalidUserType

操作失败，用户类型异常。

FailedOperation.KmsKeyNotOpen

密钥管理系统服务未开通，请先开通腾讯云密钥管理系统服务。

FailedOperation.NoFreeBucket

没有空闲免费桶。

FailedOperation.NoPermission

没有权限。

FailedOperation.NotAllow

操作不允许。

FailedOperation.Processing

请求正在处理中，请稍候再试。

FailedOperation.QueryDatabaseFail

数据库查询错误。

FailedOperation.RepoBindByInstance

存储库有绑定的实例，请先删除绑定的实例。

FailedOperation.StsQueryFailed

密钥服务访问失败，请重试。

FailedOperation.Timedout

实例启动失败。

FailedOperation.UnknownInstanceType

未知的实例规格。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OperationDenied

操作被拒绝。

OperationDenied.BalanceInsufficient

余额不足，创建/更新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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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查询多个服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45

1. 接口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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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多个服务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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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ModelService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Offset

否

Integer

偏移量，默认为0

Limit

否

Integer

返回数量，默认为20，最大值为20

Order

否

String

输出列表的排列顺序。取值范围：ASC：升序排列 DESC：降序排列

OrderField

否

String

排序的依据字段， 取值范围 "CreateTime" "UpdateTime"

Filters.N

否

Array of Filter

分页参数，支持的分页过滤Name包括：
["ClusterId", "ServiceId", "ServiceGroupName",
"ServiceGroupId","Status","CreatedBy","ModelId"]

TagFilters.N

否

Array of
TagFilter

标签过滤参数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TotalCount

Integer

服务数量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ervices

Array of Service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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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多个服务
输入示例
https://tione.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ModelServices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Services": [
{
"UpdateTime": "2021-12-12T21:12:0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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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GroupId": "ms-4jjrcsw2-1",
"CreatedBy": "yourname",
"Region": "ap-guangzhou",
"ServiceGroupName": "test",
"ServiceId": "ms-4jjrcsw2-1-dfjerxjfe",
"CreateTime": "2021-12-12T20:12:00+08:00",
"ServiceDescription": "测试"
}
],
"TotalCount": 20,
"RequestId": "fdfahfdjoie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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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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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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模型服务能否开启热更新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47

1. 接口描述
用于查询模型服务能否开启热更新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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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ModelServiceHotUpdated。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mageInfo

是

ImageInfo

镜像信息，配置服务运行所需的镜像地址等信息

ModelInfo

否

ModelInfo

模型信息，需要挂载模型时填写

VolumeMount

否

VolumeMount

挂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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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模型服务能否开启热更新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scribeModelServiceHotUpdated
<公共请求参数>
{
"ImageInfo": {
"ImageType": "CCR",
"ImageUrl": "ccr.ccs.tencentyun.com/tiemsdev/hellotest:latest"
}
}

输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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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onse": {
"RequestId": "5d067ec5-def2-44f9-bed2-9b1f75b7067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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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

CAM签名/鉴权错误。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ApiGatewayQueryFailed

API网关访问失败，请重试。

FailedOperation.BillingQueryFailed

计费模块访问失败。

FailedOperation.ClusterQueryFailed

集群访问失败。

FailedOperation.DuplicateName

名称重复。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FailedOperation.InsufficientWhitelistQuota

白名单免费配额不足。

FailedOperation.QueryDatabaseFail

数据库查询错误。

FailedOperation.StsQueryFailed

密钥服务访问失败，请重试。

FailedOperation.UnknownInstanceType

未知的实例规格。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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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OperationDenied

操作被拒绝。

OperationDenied.BalanceInsufficient

余额不足，创建/更新失败。

ResourceInUse

资源被占用。

ResourceInsufficient

资源不足。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UnknownParameter

未知参数错误。

UnsupportedOperation

操作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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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服务的历史版本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48

1. 接口描述
展示服务的历史版本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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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ModelServiceHistory。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ServiceId

是

String

服务Id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TotalCount

Integer

历史版本总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erviceHistory

Array of ServiceHistory

服务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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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服务的历史版本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scribeModelServiceHistory
<公共请求参数>
{
"ServiceId": "xxxxxx"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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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History": [
{
"Revision": "1",
"UpdateTime": "2022-01-15T17:32:52+08:00",
"Image": "nignx",
"ModelFile": "",
"RawData": "xxxxxxxxxxxx"
}
],
"TotalCount": 0,
"RequestId": "bc2997e4-cceb-4a75-8bdb-95574cf503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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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

CAM签名/鉴权错误。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ApiGatewayQueryFailed

API网关访问失败，请重试。

FailedOperation.BillingQueryFailed

计费模块访问失败。

FailedOperation.ClsServiceNotActived

尚未开通CLS日志服务，请开前往开通。

FailedOperation.ClusterQueryFailed

集群访问失败。

FailedOperation.DuplicateName

名称重复。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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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FailedOperation.InvalidUserType

操作失败，用户类型异常。

FailedOperation.KmsKeyNotOpen

密钥管理系统服务未开通，请先开通腾讯云密钥管理系统服务。

FailedOperation.NoFreeBucket

没有空闲免费桶。

FailedOperation.NoPermission

没有权限。

FailedOperation.NotAllow

操作不允许。

FailedOperation.Processing

请求正在处理中，请稍候再试。

FailedOperation.QueryDatabaseFail

数据库查询错误。

FailedOperation.RepoBindByInstance

存储库有绑定的实例，请先删除绑定的实例。

FailedOperation.StsQueryFailed

密钥服务访问失败，请重试。

FailedOperation.Timedout

实例启动失败。

FailedOperation.UnknownInstanceType

未知的实例规格。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OperationDenied

操作被拒绝。

OperationDenied.BalanceInsufficient

余额不足，创建/更新失败。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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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服务的调用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51

1. 接口描述
展示服务的调用信息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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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ModelServiceCallInfo。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ServiceGroupId

是

String

服务组id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ServiceCallInfo

ServiceCallInfo

服务调用信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InferGatewayCallInfo

InferGatewayCallInfo

升级网关调用信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equestId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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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示例
示例1 查询服务调用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scribeModelServiceCallInfo
<公共请求参数>
{
"ServiceGroupId": "ms-xxxx"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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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CallInfo": {
"ServiceGroupId": "ms-xxxxx",
"InnerHttpAddr": "http://service-xxxxx-00000-in.gz.apigw.tencentcs.com:8009/tione",
"InnerHttpsAddr": "https://service-xxxxx-000000-in.gz.apigw.tencentcs.com:9009/tione",
"OuterHttpAddr": "http://service-xxxx-00000.gz.apigw.tencentcs.com:80/tione",
"OuterHttpsAddr": "https://service-xxxx-00000.gz.apigw.tencentcs.com:443/tione",
"AppKey": "",
"AppSecret": ""
},
"InferGatewayCallInfo": {
"SubnetId": "xx",
"VpcHttpsAddr": "xx",
"VpcHttpAddr": "xx",
"VpcId": "xx",
"VpcGrpcTlsAddr": "xx"
},
"RequestId": "5203eb3a-366e-4e14-bd59-afe10984937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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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

CAM签名/鉴权错误。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ApiGatewayQueryFailed

API网关访问失败，请重试。

FailedOperation.BillingQueryFailed

计费模块访问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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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FailedOperation.ClsServiceNotActived

尚未开通CLS日志服务，请开前往开通。

FailedOperation.ClusterQueryFailed

集群访问失败。

FailedOperation.DuplicateName

名称重复。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FailedOperation.InvalidUserType

操作失败，用户类型异常。

FailedOperation.KmsKeyNotOpen

密钥管理系统服务未开通，请先开通腾讯云密钥管理系统服务。

FailedOperation.NoFreeBucket

没有空闲免费桶。

FailedOperation.NoPermission

没有权限。

FailedOperation.NotAllow

操作不允许。

FailedOperation.Processing

请求正在处理中，请稍候再试。

FailedOperation.QueryDatabaseFail

数据库查询错误。

FailedOperation.RepoBindByInstance

存储库有绑定的实例，请先删除绑定的实例。

FailedOperation.StsQueryFailed

密钥服务访问失败，请重试。

FailedOperation.Timedout

实例启动失败。

FailedOperation.UnknownInstanceType

未知的实例规格。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OperationDenied

操作被拒绝。

OperationDenied.BalanceInsufficient

余额不足，创建/更新失败。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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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模型服务组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55

1. 接口描述
根据服务组id删除服务组下所有模型服务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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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ModelServiceGroup。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ServiceGroupId

是

String

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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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一个服务组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leteModelServiceGroup
<公共请求参数>
{
"ServiceGroupId": "ms-xxxxxx"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1cb0e984-d1eb-4dc1-944d-64b7f1a4d143"
}
}

发者资源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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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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

CAM签名/鉴权错误。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ApiGatewayQueryFailed

API网关访问失败，请重试。

FailedOperation.BillingQueryFailed

计费模块访问失败。

FailedOperation.ClusterQueryFailed

集群访问失败。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FailedOperation.QueryDatabaseFail

数据库查询错误。

FailedOperation.StsQueryFailed

密钥服务访问失败，请重试。

FailedOperation.UnknownInstanceType

未知的实例规格。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OperationDenied

操作被拒绝。

OperationDenied.BalanceInsufficient

余额不足，创建/更新失败。

ResourceInUse

资源被占用。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ResourceUnavailable

资源不可用。

ResourcesSoldOut

资源售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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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UnknownParameter

未知参数错误。

UnsupportedOperation

操作不支持。

删除模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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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56

1. 接口描述
根据服务id删除模型服务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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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ModelService。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ServiceId

是

String

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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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一个在线服务组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leteModelService
<公共请求参数>
{
"ServiceId": "ms-xxxxxx-1"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1cb0e984-d1eb-4dc1-944d-64b7f1a4d143"
}
}

5. 开发者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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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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

CAM签名/鉴权错误。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ApiGatewayQueryFailed

API网关访问失败，请重试。

FailedOperation.BillingQueryFailed

计费模块访问失败。

FailedOperation.ClusterQueryFailed

集群访问失败。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FailedOperation.QueryDatabaseFail

数据库查询错误。

FailedOperation.StsQueryFailed

密钥服务访问失败，请重试。

FailedOperation.UnknownInstanceType

未知的实例规格。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OperationDenied

操作被拒绝。

OperationDenied.BalanceInsufficient

余额不足，创建/更新失败。

ResourceInUse

资源被占用。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ResourceUnavailable

资源不可用。

ResourcesSoldOut

资源售罄。

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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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UnknownParameter

未知参数错误。

UnsupportedOperation

操作不支持。

创建模型服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57

接

描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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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口描述
用于创建、发布一个新的模型服务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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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ModelService。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mageInfo

是

ImageInfo

镜像信息，配置服务运行所需的镜像地址等信息

ServiceGroupId

否

String

新增版本时需要填写

ServiceGroupName

否

String

不超过60个字，仅支持英文、数字、下划线"_"、短横"-"，只能以英文、数字开头

ServiceDescription

否

String

模型服务的描述

ChargeType

否

String

付费模式,有 PREPAID 、 POSTPAID_BY_HOUR 和 HYBRID_PAID 三种

ResourceGroupId

否

String

预付费模式下所属的资源组id，同服务组下唯一

ModelInfo

否

ModelInfo

模型信息，需要挂载模型时填写

Env.N

否

Array of EnvVar

环境变量，可选参数，用于配置容器中的环境变量

Resources

否

ResourceInfo

资源描述，指定预付费模式下的cpu,mem,gpu等信息，后付费无需填写
使用DescribeBillingSpecs接口返回的规格列表中的值，或者参考实例列表:
TI.S.MEDIUM.POST 2C4G
TI.S.LARGE.POST 4C8G
TI.S.2XLARGE16.POST 8C16G
TI.S.2XLARGE32.POST 8C32G
TI.S.4XLARGE32.POST 16C32G
TI.S.4XLARGE64.POST 16C64G
TI.S.6XLARGE48.POST 24C48G

InstanceType

否

String

TI.S.6XLARGE96.POST 24C96G
TI.S.8XLARGE64.POST 32C64G
TI.S.8XLARGE128.POST 32C128G
TI.GN7.LARGE20.POST 4C20G T41/4
TI.GN7.2XLARGE40.POST 10C40G T41/2
TI.GN7.2XLARGE32.POST 8C32G T41
TI.GN7.5XLARGE80.POST 20C80G T41
TI.GN7.8XLARGE128.POST 32C128G T41
TI.GN7.10XLARGE160.POST 40C160G T42
TI.GN7.20XLARGE320.POST 80C320G T4*4

ScaleMode

否

String

扩缩容类型 支持：自动 - "AUTO", 手动 - "MANUAL",默认为MANUAL
实例数量, 不同计费模式和调节模式下对应关系如下
PREPAID 和 POSTPAID_BY_HOUR:
手动调节模式下对应 实例数量

Replicas

否

Integer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自动调节模式下对应 基于时间的默认策略的实例数量
HYBRID_P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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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必选

类型

描述

HorizontalPodAutoscaler

否

HorizontalPodAutoscaler

自动伸缩信息

LogEnable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日志投递，开启后需填写配置投递到指定cls

LogConfig

否

LogConfig

日志配置，需要投递服务日志到指定cls时填写

AuthorizationEnable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接口鉴权，开启后自动生成token信息，访问需要token鉴权

Tags.N

否

Array of Tag

腾讯云标签

NewVersion

否

Boolean

是否新增版本

CronScaleJobs.N

否

Array of CronScaleJob

定时任务配置，使用定时策略时填写

ScaleStrategy

否

String

自动伸缩策略配置 HPA : 通过HPA进行弹性伸缩 CRON 通过定时任务进行伸缩

HybridBillingPrepaidReplicas

否

Integer

计费模式[HYBRID_PAID]时生效, 用于标识混合计费模式下的预付费实例数

CreateSource

否

String

[AUTO_ML 自动学习，自动学习正式发布 AUTO_ML_FORMAL, DEFAULT
默认]

ModelHotUpdateEnable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模型的热更新。默认不开启

ScheduledAction

否

ScheduledAction

定时停止配置

VolumeMount

否

VolumeMount

挂载配置，目前只支持CFS

ServiceLimit

否

ServiceLimit

服务限速限流相关配置

CallbackUrl

否

String

回调地址，用于回调创建服务状态信息，回调格式&内容详情见：TI-ONE 接口回
调说明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Service

Service

生成的模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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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一个自定义镜像的后付费服务
用户通过接口创建一个模型服务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CreateModelService
<公共请求参数>
{
"ServiceGroupId": "",
"ServiceGroupName": "demo",
"ServiceDescription": "",
"ChargeType": "POSTPAID_BY_HOUR",
"InstanceType": "TI.S.MEDIUM.POST",
"ImageInfo": {
"ImageType": "CCR",
"ImageUrl": "ccr.ccs.tencentyun.com/tiemsdev/hellotest:lates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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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ryRegion": "",
"RegistryId": ""
},
"ScaleMode": "MANUAL",
"Replicas": 1,
"AuthorizationEnable": false,
"Tags": [],
"LogEnable": false,
"Env": []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Service": {
"ServiceGroupId": "ms-gqlzzr2f",
"ServiceId": "ms-gqlzzr2f-1",
"ServiceGroupName": "demo",
"ServiceDescription": "",
"ServiceInfo": {
"Replicas": 1,
"ImageInfo": {
"ImageType": "CCR",
"ImageUrl": "ccr.ccs.tencentyun.com/tiemsdev/hellotest:latest",
"RegistryRegion": "",
"RegistryId": ""
},
"Env": [],
"Resources": {
"Cpu": 2000,
"Memory": 4096,
"Gpu": 0,
"GpuType": "none"
},
"InstanceType": "TI.S.MEDIUM.POST",
"ModelInfo": null,
"LogEnable": false,
"LogConfig": null,
"AuthorizationEnable": false,
"HorizontalPodAutoscaler": null,
"Status": null,
"Weight": 100,
"PodList": [],
"ResourceTotal": null,
"OldReplicas": 0
},
"ClusterId": "",
"Region": "ap-beijing",
"Namespace": "",
"ChargeType": "POSTPAID_BY_HOUR",
"ResourceGroupId": "",
"ResourceGroupName": "",
"Tags": [],
"CreatedBy": "243224118",
"CreateTime":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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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Time": "",
"Uin": "100005348929",
"SubUin": "243224118",
"AppId": 1256580188,
"BusinessStatus": "CREATING",
"CreateFailedReason": "",
"Weight": 0,
"Version": "",
"LatestVersion": ""
},
"RequestId": "5d067ec5-def2-44f9-bed2-9b1f75b7067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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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

CAM签名/鉴权错误。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ApiGatewayQueryFailed

API网关访问失败，请重试。

FailedOperation.BillingQueryFailed

计费模块访问失败。

FailedOperation.ClusterQueryFailed

集群访问失败。

FailedOperation.DuplicateName

名称重复。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FailedOperation.InsufficientWhitelistQuota

白名单免费配额不足。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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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FailedOperation.QueryDatabaseFail

数据库查询错误。

FailedOperation.StsQueryFailed

密钥服务访问失败，请重试。

FailedOperation.UnknownInstanceType

未知的实例规格。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ModelFileInvalid

模型包不符合规范。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OperationDenied

操作被拒绝。

OperationDenied.BalanceInsufficient

余额不足，创建/更新失败。

ResourceInUse

资源被占用。

ResourceInsufficient

资源不足。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UnknownParameter

未知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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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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修改模型服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43

1. 接口描述
增量更新在线推理服务的部分配置，不更新的配置项不需要传入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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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yModelServicePartialConfig。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ServiceId

是

String

在线推理服务Id，需已存在

ScheduledAction

否

ScheduledAction

更新后服务不重启，定时停止的配置

ServiceLimit

否

ServiceLimit

更新后服务不重启，服务对应限流限频配置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Service

Service

被修改后的服务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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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量修改模型服务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ModifyModelServicePartialConfig
<公共请求参数>
{
"ServiceId": "ms-kxqfprc5-1",
"ServiceLimit": {
"EnableInstanceRpsLimit": true,
"InstanceRpsLimit": 22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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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示例
{
"Response": {
"Service": {
"ServiceGroupId": "ms-kxqfprc5",
"ServiceId": "ms-kxqfprc5-1",
"ServiceGroupName": "test-ls-onnx-fp16",
"ServiceDescription": "",
"ServiceInfo": {
"Replicas": 1,
"ImageInfo": {
"ImageType": "PRE_SET",
"ImageUrl": "tione.tencentcloudcr.com/qcloud-ti-platform/ti-cloud-infer-pytorch-gpu:py38-torch1.9.0-onnx1.11.1-cu111-2.0.1",
"RegistryRegion": "",
"RegistryId": ""
},
"Env": [],
"Resources": {
"Cpu": 32000,
"Memory": 131072,
"Gpu": 100,
"RealGpu": 100,
"GpuType": "T4",
"RealGpuDetailSet": [
{
"Name": "T4",
"Value": 100
}
]
},
"InstanceType": "TI.GN7.8XLARGE128.POST",
"ModelInfo": {
"ModelId": "m-549834620985377536",
"ModelName": "test-ls-onnx",
"ModelVersionId": "mv-v1-549853865408430848",
"ModelVersion": "v1o2",
"ModelSource": "COS",
"ModelType": "ACCELERATE",
"CosPathInfo": {
"Bucket": "ls-gz-1256580188",
"Region": "ap-guangzhou",
"Paths": [
"优化模型/m-549834620985377536/mv-v1-549853865408430848/"
]
},
"AlgorithmFramework": ""
},
"LogEnable": false,
"LogConfig": null,
"AuthorizationEnable": false,
"HorizontalPodAutoscaler": null,
"Status": {
"Replicas": 1,
"UpdatedReplicas": 1,
"ReadyReplicas": 1,
"AvailableReplicas": 1,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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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availableReplicas": 0,
"Status": "Normal",
"Conditions": [
{
"Message": "Deployment has minimum availability.",
"Reason": "MinimumReplicasAvailable",
"Status": "True",
"Type": "Available",
"LastTransitionTime": "2022-11-28T11:03:18+08:00"
},
{
"Message": "ReplicaSet \"ms-kxqfprc5-1-5b4fdfd87c\" has successfully progressed.",
"Reason": "NewReplicaSetAvailable",
"Status": "True",
"Type": "Progressing",
"LastTransitionTime": "2022-06-17T15:42:29+08:00"
}
]
},
"Weight": 0,
"PodList": [
"{\"metadata\":{\"name\":\"ms-kxqfprc5-1-5b4fdfd87c-kstbw\",\"generateName\":\"ms-kxqfprc5-1-5b4fdfd87c-\",\"namespace\":\"infer-10000534
8929\",\"selfLink\":\"/api/v1/namespaces/infer-100005348929/pods/ms-kxqfprc5-1-5b4fdfd87c-kstbw\",\"uid\":\"ddeacfdd-e991-4fe4-963b-427d9e
5e7691\",\"resourceVersion\":\"8798003156\",\"creationTimestamp\":\"2022-11-28T02:59:44Z\",\"labels\":{\"app\":\"ms-kxqfprc5-1\",\"appid\":\"12
56580188\",\"owner\":\"tiems\",\"pod-template-hash\":\"5b4fdfd87c\",\"resource-remark/real-gpu\":\"100\",\"service-group-id\":\"ms-kxqfprc5\",\"s
ervice-id\":\"ms-kxqfprc5-1\",\"subuin\":\"100023251204\",\"ti.cloud.tencent.com/cls-region\":\"ap-guangzhou\",\"ti.cloud.tencent.com/gpu-type
\":\"T4\",\"ti.cloud.tencent.com/internet-access\":\"true\",\"ti.cloud.tencent.com/prefer-eks\":\"true\",\"ti.cloud.tencent.com/task-type\":\"Inference
\",\"ti.cloud.tencent.com/user-id\":\"100005348929\",\"uin\":\"100005348929\"},\"annotations\":{\"eks.tke.cloud.tencent.com/cluster-ip-switch
\":\"cluster\",\"eks.tke.cloud.tencent.com/gpu-type\":\"T4\",\"eks.tke.cloud.tencent.com/image-gc-high-threshold\":\"95\",\"eks.tke.cloud.tencent.c
om/image-gc-low-threshold\":\"90\",\"eks.tke.cloud.tencent.com/recreate-node-lost-pod\":\"false\",\"eks.tke.cloud.tencent.com/reserve-sandbox-d
uration\":\"1m\",\"eks.tke.cloud.tencent.com/reserve-succeeded-sandbox\":\"true\",\"eks.tke.cloud.tencent.com/root-cbs-size\":\"50\",\"eks.tke.clo
ud.tencent.com/security-group-id\":\"sg-4jqc93cx\",\"eks.tke.cloud.tencent.com/use-image-cache\":\"imc-s1qe3dxi\",\"image-infos\":\"{\\\"ImageTy
pe\\\":\\\"PRE_SET\\\",\\\"ImageUrl\\\":\\\"tione.tencentcloudcr.com/qcloud-ti-platform/ti-cloud-infer-pytorch-gpu:py38-torch1.9.0-onnx1.11.1-cu1112.0.1\\\"}\",\"model-infos\":\"{\\\"ModelId\\\":\\\"m-549834620985377536\\\",\\\"ModelName\\\":\\\"test-ls-onnx\\\",\\\"ModelVersionId\\\":\\\"mv-v1-5
49853865408430848\\\",\\\"ModelVersion\\\":\\\"v1o2\\\",\\\"ModelSource\\\":\\\"COS\\\",\\\"ModelType\\\":\\\"ACCELERATE\\\",\\\"CosPathInfo\\\":
{\\\"Bucket\\\":\\\"ls-gz-1256580188\\\",\\\"Region\\\":\\\"ap-guangzhou\\\",\\\"Paths\\\":[\\\"优化模型/m-549834620985377536/mv-v1-549853865408
430848/\\\"],\\\"Uin\\\":\\\"100005348929\\\",\\\"SubUin\\\":\\\"100023251204\\\"},\\\"GpuType\\\":\\\"T4\\\"}\",\"scheduling.k8s.io/group-auto-create
\":\"true\",\"scheduling.k8s.io/group-name\":\"podgroup-ddeacfdd-e991-4fe4-963b-427d9e5e7691\",\"ti.cloud.tencent.com/cls-enable\":\"false\",\"t
i.cloud.tencent.com/cls-region\":\"ap-guangzhou\",\"ti.cloud.tencent.com/gpu-type\":\"T4\",\"ti.cloud.tencent.com/instance-type\":\"TI.GN7.8XLARG
E128.POST\",\"ti.cloud.tencent.com/internet-access\":\"true\",\"ti.cloud.tencent.com/prefer-eks\":\"true\",\"ti.cloud.tencent.com/resourcegroup-id
\":\"\",\"ti.cloud.tencent.com/task-type\":\"Inference\",\"ti.cloud.tencent.com/user-id\":\"100005348929\",\"ti.ems/gpu-type\":\"T4\",\"ti.ems/service
-start-time\":\"2022-11-28T10:59:44+08:00\",\"tke.cloud.tencent.com/pod-type\":\"eklet\"},\"ownerReferences\":[{\"apiVersion\":\"apps/v1\",\"kind
\":\"ReplicaSet\",\"name\":\"ms-kxqfprc5-1-5b4fdfd87c\",\"uid\":\"8227cbe7-0910-4dd0-9f4d-13e3be3fc031\",\"controller\":true,\"blockOwnerDeleti
on\":true}],\"finalizers\":[\"ti.ems/billing\"]},\"spec\":{\"volumes\":[{\"name\":\"model\",\"emptyDir\":{\"sizeLimit\":\"100Gi\"}},{\"name\":\"sidecar
-conf-volume\",\"configMap\":{\"name\":\"ms-kxqfprc5-1-cm\",\"items\":[{\"key\":\"NGINX_CONF\",\"path\":\"nginx.conf\"}],\"defaultMode\":420}},
{\"name\":\"default-token-7bfhp\",\"secret\":{\"secretName\":\"default-token-7bfhp\",\"defaultMode\":420}},{\"name\":\"algo-auth\",\"emptyDir\":
{}}],\"initContainers\":[{\"name\":\"init\",\"image\":\"tione.tencentcloudcr.com/qcloud-ti-platform/coscli-download:1.0\",\"env\":[{\"name\":\"QCLO
UD_CONTAINER_INSTANCE_CREDENTIALS_URL\",\"valueFrom\":{\"secretKeyRef\":{\"name\":\"subuin-100010074434-cos-download-token\",\"key
\":\"token\"}}},{\"name\":\"BUCKET\",\"value\":\"ls-gz-1256580188\"},{\"name\":\"ENDPOINT\",\"value\":\"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
{\"name\":\"REMOTE_PATH\",\"value\":\"优化模型/m-549834620985377536/mv-v1-549853865408430848/\"},{\"name\":\"LOCAL_PATH\",\"value
\":\"/data/model\"},{\"name\":\"NODE_IP\",\"valueFrom\":{\"fieldRef\":{\"apiVersion\":\"v1\",\"fieldPath\":\"status.hostIP\"}}},{\"name\":\"POD_NAM
E\",\"valueFrom\":{\"fieldRef\":{\"apiVersion\":\"v1\",\"fieldPath\":\"metadata.name\"}}},{\"name\":\"POD_TEMPLATE_HASH\",\"valueFrom\":{\"field
Ref\":{\"apiVersion\":\"v1\",\"fieldPath\":\"metadata.labels['pod-template-hash']\"}}},{\"name\":\"TI_SERVICE_ID\",\"valueFrom\":{\"fieldRef\":{\"ap
iVersion\":\"v1\",\"fieldPath\":\"metadata.labels['service-id']\"}}}],\"resources\":{\"limits\":{\"cpu\":\"1\",\"memory\":\"512Mi\"},\"requests\":{\"cpu
\":\"1\",\"memory\":\"512Mi\"}},\"volumeMounts\":[{\"name\":\"model\",\"mountPath\":\"/data/model\",\"subPathExpr\":\"$(TI_SERVICE_ID)-$(POD_
TEMPLATE_HASH)\"},{\"name\":\"default-token-7bfhp\",\"readOnly\":true,\"mountPath\":\"/var/run/secrets/kubernetes.io/serviceaccount\"}],\"termi
nationMessagePath\":\"/dev/termination-log\",\"terminationMessagePolicy\":\"File\",\"imagePullPolicy\":\"Always\"}],\"containers\":[{\"name\":\"m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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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mage\":\"tione.tencentcloudcr.com/qcloud-ti-platform/ti-cloud-infer-pytorch-gpu:py38-torch1.9.0-onnx1.11.1-cu111-2.0.1\",\"ports\":[{\"nam
e\":\"http-metrics\",\"containerPort\":9100,\"protocol\":\"TCP\"}],\"env\":[{\"name\":\"NODE_IP\",\"valueFrom\":{\"fieldRef\":{\"apiVersion\":\"v1
\",\"fieldPath\":\"status.hostIP\"}}},{\"name\":\"POD_NAME\",\"valueFrom\":{\"fieldRef\":{\"apiVersion\":\"v1\",\"fieldPath\":\"metadata.name\"}}},
{\"name\":\"POD_TEMPLATE_HASH\",\"valueFrom\":{\"fieldRef\":{\"apiVersion\":\"v1\",\"fieldPath\":\"metadata.labels['pod-template-hash']\"}}},
{\"name\":\"TI_SERVICE_ID\",\"valueFrom\":{\"fieldRef\":{\"apiVersion\":\"v1\",\"fieldPath\":\"metadata.labels['service-id']\"}}}],\"resources\":{\"lim
its\":{\"cpu\":\"32\",\"memory\":\"128Gi\",\"nvidia.com/gpu\":\"1\",\"tke.cloud.tencent.com/eni-ip\":\"1\"},\"requests\":{\"cpu\":\"31200m\",\"memo
ry\":\"97977Mi\",\"nvidia.com/gpu\":\"1\",\"tke.cloud.tencent.com/eni-ip\":\"1\"}},\"volumeMounts\":[{\"name\":\"model\",\"mountPath\":\"/data/mo
del\",\"subPathExpr\":\"$(TI_SERVICE_ID)-$(POD_TEMPLATE_HASH)\"},{\"name\":\"default-token-7bfhp\",\"readOnly\":true,\"mountPath\":\"/var/run/
secrets/kubernetes.io/serviceaccount\"},{\"name\":\"algo-auth\",\"readOnly\":true,\"mountPath\":\"/var/run/ti/.train.lock\"}],\"readinessProbe\":{\"t
cpSocket\":{\"port\":8501},\"initialDelaySeconds\":5,\"timeoutSeconds\":1,\"periodSeconds\":5,\"successThreshold\":1,\"failureThreshold\":3},\"ter
minationMessagePath\":\"/dev/termination-log\",\"terminationMessagePolicy\":\"File\",\"imagePullPolicy\":\"Always\"}],\"restartPolicy\":\"Always
\",\"terminationGracePeriodSeconds\":30,\"dnsPolicy\":\"ClusterFirst\",\"serviceAccountName\":\"default\",\"serviceAccount\":\"default\",\"automou
ntServiceAccountToken\":false,\"nodeName\":\"eklet-subnet-4d7xupy2\",\"securityContext\":{},\"imagePullSecrets\":[{\"name\":\"system-image-a
ccess-secret\"},{\"name\":\"system-image-access-secret\"}],\"schedulerName\":\"volcano\",\"tolerations\":[{\"key\":\"node.kubernetes.io/not-read
y\",\"operator\":\"Exists\",\"effect\":\"NoExecute\",\"tolerationSeconds\":300},{\"key\":\"node.kubernetes.io/unreachable\",\"operator\":\"Exists
\",\"effect\":\"NoExecute\",\"tolerationSeconds\":300},{\"key\":\"eks.tke.cloud.tencent.com/eklet\",\"effect\":\"NoSchedule\"}],\"priority\":0,\"readin
essGates\":[{\"conditionType\":\"cloud.tencent.com/load-balancer-backendgroup-ready\"}],\"enableServiceLinks\":false,\"preemptionPolicy\":\"Pre
emptLowerPriority\"},\"status\":{\"phase\":\"Running\",\"conditions\":[{\"type\":\"cloud.tencent.com/load-balancer-backendgroup-ready\",\"status
\":\"True\",\"lastProbeTime\":null,\"lastTransitionTime\":\"2022-11-28T03:03:18Z\",\"reason\":\"LoadBalancerNetworkGroupReady\",\"message\":\"M
arking condition \\\"cloud.tencent.com/load-balancer-backendgroup-ready\\\" to True.\"},{\"type\":\"ReportMonitor\",\"status\":\"True\",\"lastProbeTi
me\":null,\"lastTransitionTime\":\"2022-11-28T03:00:15Z\"},{\"type\":\"Initialized\",\"status\":\"True\",\"lastProbeTime\":null,\"lastTransitionTime
\":\"2022-11-28T03:00:29Z\"},{\"type\":\"Ready\",\"status\":\"True\",\"lastProbeTime\":null,\"lastTransitionTime\":\"2022-11-28T03:03:18Z\"},{\"ty
pe\":\"ContainersReady\",\"status\":\"True\",\"lastProbeTime\":null,\"lastTransitionTime\":\"2022-11-28T03:03:00Z\"},{\"type\":\"PodScheduled\",\"s
tatus\":\"True\",\"lastProbeTime\":null,\"lastTransitionTime\":\"2022-11-28T02:59:45Z\"}],\"hostIP\":\"9.0.99.153\",\"podIP\":\"9.0.99.153\",\"podIPs
\":[{\"ip\":\"9.0.99.153\"}],\"startTime\":\"2022-11-28T03:00:15Z\",\"initContainerStatuses\":[{\"name\":\"init\",\"state\":{\"terminated\":{\"exitCod
e\":0,\"reason\":\"Completed\",\"startedAt\":\"2022-11-28T03:00:25Z\",\"finishedAt\":\"2022-11-28T03:00:29Z\",\"containerID\":\"containerd://969c
3520c248d04a2ecb578c80c4274bfe638bb0140afc89425a73ebb0b4b405\"}},\"lastState\":{},\"ready\":true,\"restartCount\":0,\"image\":\"tione.te
ncentcloudcr.com/qcloud-ti-platform/coscli-download:1.0\",\"imageID\":\"tione.tencentcloudcr.com/qcloud-ti-platform/coscli-download@sha256:a6
b6291af1ba505734fdf3958898817b682bbdfd7d5d7e7059c58e4ea3686b9a\",\"containerID\":\"containerd://969c3520c248d04a2ecb578c80c4274
bfe638bb0140afc89425a73ebb0b4b405\"}],\"containerStatuses\":[{\"name\":\"main\",\"state\":{\"running\":{\"startedAt\":\"2022-11-28T03:00:59
Z\"}},\"lastState\":{},\"ready\":true,\"restartCount\":0,\"image\":\"tione.tencentcloudcr.com/qcloud-ti-platform/ti-cloud-infer-pytorch-gpu:py38-torc
h1.9.0-onnx1.11.1-cu111-2.0.1\",\"imageID\":\"tione.tencentcloudcr.com/qcloud-ti-platform/ti-cloud-infer-pytorch-gpu@sha256:fdf88adbf511c2f72
e848348288a17ed0a1f25f9902efcbcbe5b18f57cde36b1\",\"containerID\":\"containerd://dabe26524627ee3d7792c5d6ccf41a656109809738da29
5fc1dd7998c61a246b\",\"started\":true},{\"name\":\"sidecar-nginx\",\"state\":{\"running\":{\"startedAt\":\"2022-11-28T03:01:05Z\"}},\"lastState
\":{},\"ready\":true,\"restartCount\":0,\"image\":\"tione.tencentcloudcr.com/qcloud-ti-platform/openresty:1.30\",\"imageID\":\"tione.tencentcloudcr.
com/qcloud-ti-platform/openresty@sha256:9b6181327e8114013e0ca1cfe4c74819533caa9027cd0057f87bf433089fb22d\",\"containerID\":\"conta
inerd://3250a013c8a48627126cd046d72b3fdfc5adff22464af835ff059e1924b87ad2\",\"started\":true}],\"qosClass\":\"Burstable\"}}\n"
],
"ResourceTotal": {
"Cpu": 32000,
"Memory": 131072,
"Gpu": 100,
"RealGpu": 100,
"GpuType": "T4",
"RealGpuDetailSet": [
{
"Name": "T4",
"Value": 100
}
]
},
"OldReplicas": 1,
"HybridBillingPrepaidReplicas": 0,
"OldHybridBillingPrepaidReplicas": 0,
"ModelHotUpdateEnable": false
},
"Cluster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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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 "ap-guangzhou",
"Namespace": "infer-100005348929",
"ChargeType": "POSTPAID_BY_HOUR",
"ResourceGroupId": "",
"IngressName": "user-ingress",
"CreatedBy": "100023251204",
"CreateTime": "2022-06-17T07:42:19Z",
"UpdateTime": "2022-11-28T02:59:43Z",
"Uin": "100005348929",
"SubUin": "",
"AppId": 0,
"BusinessStatus": "CREATE_SUCCEED",
"CreateFailedReason": "CREATE_SUCCEED",
"Status": "Normal",
"BillingInfo": "",
"Weight": 100,
"CreateSource": "",
"Version": "1",
"LatestVersion": "",
"ServiceLimit": null,
"ScheduledAction": null
},
"RequestId": "6b73484d-aa38-40c4-a8c6-c3205dbbc9c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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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NoPermission

没有权限。

AuthFailure.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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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LimitExceeded

超过配额限制。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OperationDenied

操作被拒绝。

UnknownParameter

未知参数错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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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模型服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44

1. 接口描述
用于更新模型服务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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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yModelService。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ServiceId

是

String

服务id

ModelInfo

否

ModelInfo

模型信息，需要挂载模型时填写

ImageInfo

否

ImageInfo

镜像信息，配置服务运行所需的镜像地址等信息

Env.N

否

Array of EnvVar

环境变量，可选参数，用于配置容器中的环境变量

Resources

否

ResourceInfo

资源描述，指定预付费模式下的cpu,mem,gpu等信息，后付费无需填写
使用DescribeBillingSpecs接口返回的规格列表中的值，或者参考实例列表:
TI.S.MEDIUM.POST 2C4G
TI.S.LARGE.POST 4C8G
TI.S.2XLARGE16.POST 8C16G
TI.S.2XLARGE32.POST 8C32G
TI.S.4XLARGE32.POST 16C32G
TI.S.4XLARGE64.POST 16C64G

InstanceType

否

String

TI.S.6XLARGE48.POST 24C48G
TI.S.6XLARGE96.POST 24C96G
TI.S.8XLARGE64.POST 32C64G
TI.S.8XLARGE128.POST 32C128G
TI.GN7.LARGE20.POST 4C20G T41/4

TI.GN7.2XLARGE40.POST 10C40G T41/2
TI.GN7.2XLARGE32.POST 8C32G T41
TI.GN7.5XLARGE80.POST 20C80G T41
TI.GN7.8XLARGE128.POST 32C128G T41
TI.GN7.10XLARGE160.POST 40C160G T42
TI.GN7.20XLARGE320.POST 80C320G T4*4
ScaleMode

否

String

扩缩容类型 支持：自动 - "AUTO", 手动 - "MANUAL"
实例数量, 不同计费模式和调节模式下对应关系如下
PREPAID 和 POSTPAID_BY_HOUR:
手动调节模式下对应 实例数量

Replicas

否

Integer

自动调节模式下对应 基于时间的默认策略的实例数量
HYBRID_PAID:
后付费实例手动调节模式下对应 实例数量
后付费实例自动调节模式下对应 时间策略的默认策略的实例数量

HorizontalPodAutoscaler

否

HorizontalPodAutoscaler

自动伸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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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必选

类型

描述

LogEnable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日志投递，开启后需填写配置投递到指定cls

LogConfig

否

LogConfig

日志配置，需要投递服务日志到指定cls时填写

ServiceAction

否

String

ServiceDescription

否

String

服务的描述

ScaleStrategy

否

String

自动伸缩策略

CronScaleJobs.N

否

Array of CronScaleJob

自动伸缩策略配置 HPA : 通过HPA进行弹性伸缩 CRON 通过定时任务进行伸缩

HybridBillingPrepaidReplicas

否

Integer

计费模式[HYBRID_PAID]时生效, 用于标识混合计费模式下的预付费实例数, 若不
填则默认为1

ModelHotUpdateEnable

否

Boolean

是否开启模型的热更新。默认不开启

ScheduledAction

否

ScheduledAction

定时停止配置

ServiceLimit

否

ServiceLimit

服务限速限流相关配置

VolumeMount

否

VolumeMount

挂载配置，目前只支持CFS

特殊更新行为： "STOP": 停止, "RESUME": 重启, "SCALE": 扩缩容, 存在这些
特殊更新行为时，会忽略其他更新字段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Service

Service

生成的模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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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模型服务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ModifyModelService
<公共请求参数>
{
"ServiceDescription": "",
"InstanceType": "TI.S.MEDIUM.POST",
"ImageInfo": {
"ImageType": "",
"ImageUrl": "ccr.ccs.tencentyun.com/xxxx/xxxxx",
"RegistryRegion": "",
"RegistryId": ""
},
"ScaleMode": "MANUAL",
"Replicas": 1,
"LogEnable": false,
"Env": [
{
"Name": "test",
"Value": "1"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77 共389页

TI-ONE 训练平台

}
],
"ServiceId": "ms-xxxxx-1"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Service": {
"ServiceGroupId": "ms-rtvbl7bv",
"ServiceId": "ms-rtvbl7bv-1",
"ServiceGroupName": "test",
"ServiceDescription": "",
"ServiceInfo": {
"Replicas": 1,
"ImageInfo": {
"ImageType": "",
"ImageUrl": "ccr.ccs.tencentyun.com/tiemsdev/hellotest",
"RegistryRegion": "",
"RegistryId": ""
},
"Env": [
{
"Name": "test",
"Value": "1"
}
],
"Resources": {
"Cpu": 2000,
"Memory": 4096,
"Gpu": 0,
"GpuType": "none"
},
"InstanceType": "TI.S.MEDIUM.POST",
"ModelInfo": null,
"LogEnable": false,
"LogConfig": null,
"AuthorizationEnable": false,
"HorizontalPodAutoscaler": null,
"Status": null,
"Weight": 0,
"PodList": [],
"ResourceTotal": null,
"OldReplicas": 0
},
"ClusterId": "",
"Region": "ap-beijing",
"Namespace": "infer-100005348929",
"ChargeType": "POSTPAID_BY_HOUR",
"ResourceGroupId": "",
"ResourceGroupName": "",
"Tags": [],
"CreatedBy": "243224118",
"CreateTime": "2022-01-18T11:22:29Z",
"UpdateTime": "2022-01-18T11:22:51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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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n": "100005348929",
"SubUin": "",
"AppId": 0,
"BusinessStatus": "CREATE_SUCCEED",
"CreateFailedReason": "CREATE_SUCCEED",
"Weight": 100,
"Version": "1",
"LatestVersion": ""
},
"RequestId": "f8601dc9-1319-4642-9b24-ba49fb55077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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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

CAM签名/鉴权错误。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AuthFailure.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ApiGatewayQueryFailed

API网关访问失败，请重试。

FailedOperation.BillingQueryFailed

计费模块访问失败。

FailedOperation.ClusterQueryFailed

集群访问失败。

FailedOperation.DuplicateName

名称重复。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FailedOperation.ExecTagFail

标签操作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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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FailedOperation.QueryDatabaseFail

数据库查询错误。

FailedOperation.QueryTagFail

查询标签服务失败。

FailedOperation.StsQueryFailed

密钥服务访问失败，请重试。

FailedOperation.UnknownInstanceType

未知的实例规格。

FailedOperation.UnmarshalData

数据解析失败。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OperationDenied

操作被拒绝。

OperationDenied.BalanceInsufficient

余额不足，创建/更新失败。

ResourceInUse

资源被占用。

ResourceInsufficient

资源不足。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UnknownParameter

未知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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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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仓库相关接口
导入模型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02 01:47:40

1. 接口描述
导入模型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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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TrainingModel。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ImportMethod

是

String

导入方式
MODEL：导入新模型
VERSION：导入新版本
EXIST：导入现有版本

TrainingModelCosPath

是

CosPathInfo

模型来源cos目录，以/结尾

ReasoningEnvironmentSource

是

String

推理环境来源（SYSTEM/CUSTOM）

TrainingModelName

否

String

模型名称，不超过60个字符，仅支持中英文、数字、下划线"_"、短横"-"，只能以中英文、数字开头

Tags.N

否

Array of Tag

标签配置

TrainingJobName

否

String

训练任务名称

AlgorithmFramework

否

String

算法框架 （PYTORCH/TENSORFLOW/DETECTRON2/PMML/MMDETECTION)

ReasoningEnvironment

否

String

推理环境

TrainingModelIndex

否

String

训练指标，最多支持1000字符

TrainingModelVersion

否

String

模型版本

ReasoningImageInfo

否

ImageInfo

自定义推理环境

ModelMoveMode

否

String

模型移动方式（CUT/COPY）

TrainingJobId

否

String

训练任务ID

TrainingModelId

否

String

模型ID（导入新模型不需要，导入新版本需要）

ModelOutputPath

否

CosPathInfo

模型存储cos目录

TrainingModelSource

否

String

模型来源 （JOB/COS）

TrainingPreference

否

String

模型偏好

AutoMLTaskId

否

String

自动学习任务ID（已废弃）

TrainingJobVersion

否

String

任务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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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必选

类型

描述

ModelVersionType

否

String

模型版本类型；
枚举值：NORMAL(通用) ACCELERATE(加速)
注意: 默认为NORMAL

ModelFormat

否

String

模型格式
（PYTORCH/TORCH_SCRIPT/DETECTRON2/SAVED_MODEL/FROZEN_GRAPH/P

ReasoningEnvironmentId

否

String

推理镜像ID

AutoClean

否

String

模型自动清理开关(true/false)，当前版本仅支持SAVED_MODEL格式模型

MaxReservedModels

否

Integer

模型数量保留上限(默认值为24个，上限为24，下限为1，步长为1)

ModelCleanPeriod

否

Integer

模型清理周期(默认值为1分钟，上限为1440，下限为1分钟，步长为1)

IsQAT

否

Boolean

是否QAT模型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Id

String

模型ID，TrainingModel ID

TrainingModelVersionId

String

模型版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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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入模型请求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CreateTrainingModel
<公共请求参数>
{
"TrainingJobName": "test-job",
"TrainingJobId": "train-608753141184489472",
"TrainingModelVersion": "v1",
"Tags": [
{
"TagKey": "test-key",
"TagValue": "test-value"
}
],
"ModelMoveMode": "COPY",
"TrainingModelIndex": "test123",
"ReasoningEnvironment": "tione.tencentcloudcr.com/qcloud-ti-platform/ti-cloud-infer-pytorch-gpu:py38-torch1.9.0-cu111-tiacc3.0.0-2.0.2",
"ReasoningEnvironmentId": "pytorch1.9.0-py38(gpu)",
"TrainingModelName": "test-model",
"AlgorithmFramework": "PYTORCH",
"ImportMethod": "MODEL",
"ReasoningEnvironmentSource": "SYSTEM",
"TrainingModelCosPath": {
"Path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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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output/train-608753141184489472/model/"
],
"Region": "ap-guangzhou",
"Bucket": "test-bucket"
}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Id": "m-664968589676184576",
"RequestId": "ced11c16-fd5a-4f12-8a0b-17c7f0b14659",
"TrainingModelVersionId": "mv-v1-66497519338134016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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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AuthFailure.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BindingTagsFailed

绑定标签失败。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FailedOperation.ExecTagFail

标签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MoveModelDirFailed

移动模型目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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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FailedOperation.QueryDatabaseFail

数据库查询错误。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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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rationDenied

操作被拒绝。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UnknownParameter

未知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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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创建模型加速任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02 01:47:41

1. 接口描述
批量创建模型加速任务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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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BatchModelAccTask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ModelAccTaskName

是

String

模型加速任务名称

BatchModelAccTasks.N

是

Array of BatchModelAccTask

批量模型加速任务

ModelOutputPath

是

CosPathInfo

模型加速保存路径

Tags.N

否

Array of Tag

标签

OptimizationLevel

否

String

优化级别(NO_LOSS/FP16/INT8)，默认FP16

GPUType

否

String

GPU卡类型(T4/V100/A10)，默认T4

HyperParameter

否

HyperParameter

专业参数设置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ModelAccTaskIds

Array of String

模型优化任务ID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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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量创建模型加速任务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CreateBatchModelAccTasks
<公共请求参数>
{
"BatchModelAccTas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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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lName": "test",
"ModelFormat": "TORCH_SCRIPT",
"ModelVersion": "v1",
"ModelSource": "COS",
"ModelInputPath": {
"Paths": [
"test/input/inception.pt"
],
"Region": "ap-guangzhou",
"Bucket": "test-bucket"
},
"AccEngineVersion": "v2.0",
"TensorInfos": [
"input_0:float(1*3*640*640)"
],
"ModelId": "m-660879334503305216"
}
],
"ModelAccTaskName": "test-acc-task",
"ModelOutputPath": {
"Paths": [
"test/output/"
],
"Region": "ap-guangzhou",
"Bucket": "test-bucket"
},
"Tags": [
{
"TagKey": "test-key",
"TagValue": "test-value"
}
],
"HyperParameter": {
"CpuCachePercentage": "0.2",
"SlotNum": "1",
"GpuCachePercentage": "0.2",
"MaxNNZ": "1"
},
"OptimizationLevel": "FP16",
"GPUType": "T4"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ced11c16-fd5a-4f12-8a0b-17c7f0b14659",
"ModelAccTaskIds": [
"acc-50rjzj2xtest"
]
}
}

5. 开发者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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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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AuthFailure.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FailedOperation.ExecTagFail

标签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QueryDatabaseFail

数据库查询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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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rationDenied

操作被拒绝。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UnsupportedOperation

操作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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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22

1. 接口描述
模型列表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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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TrainingModel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Filters.N

否

Array of
Filter

过滤器
Filter.Name: 枚举值:
keyword (模型名称)
TrainingModelId (模型ID)
ModelVersionType (模型版本类型) 其值Filter.Values支持: NORMAL(通用) ACCELERATE (加速)
TrainingModelSource (模型来源) 其值Filter.Values支持： JOB/COS
ModelFormat（模型格式）其值Filter.Values支持：
PYTORCH/TORCH_SCRIPT/DETECTRON2/SAVED_MODEL/FROZEN_GRAPH/PMML/MMDETECTION/O
Filter.Values: 当长度为1时，支持模糊查询; 不为1时，精确查询
每次请求的Filters的上限为10，Filter.Values的上限为100
Filter.Fuzzy取值：true/false，是否支持模糊匹配

OrderField

否

String

排序字段，默认CreateTime

Order

否

String

排序方式，ASC/DESC，默认DESC

Offset

否

Integer

偏移量

Limit

否

Integer

返回结果数量

TagFilters.N

否

Array of
TagFilter

标签过滤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TrainingModels

Array of TrainingModelDTO

模型列表

TotalCount

Integer

模型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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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列表请求
输入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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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scribeTrainingModels
<公共请求参数>
{
"Filters": [
{
"Fuzzy": false,
"Values": [
"NORMAL"
],
"Name": "ModelVersionType",
"Negative": false
}
],
"TagFilters": [
{
"TagValues": [
"test-value"
],
"TagKey": "test-key"
}
],
"Limit": 10,
"Offset": 0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TotalCount": 1,
"RequestId": "ced11c16-fd5a-4f12-8a0b-17c7f0b14659",
"TrainingModels": [
{
"TrainingModelName": "test-model",
"TrainingModelId": "m-660879334503305216",
"CreateTime": "2022-11-17 20:09:16",
"Tags": [
{
"TagKey": "test-key",
"TagValue": "test-value"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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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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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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AuthFailure.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FailedOperation.QueryBindingTagsFailed

查询资源标签失败。

FailedOperation.QueryDatabaseFail

数据库查询错误。

FailedOperation.QueryModelsByTagsFailed

根据标签查询资源失败。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UnknownParameter

未知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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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模型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30

1. 接口描述
删除模型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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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TrainingModel。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TrainingModelId

是

String

模型ID

EnableDeleteCos

否

Boolean

是否同步清理cos

ModelVersionType

否

String

删除模型类型，枚举值：NORMAL 普通，ACCELERATE 加速，不传则删除所有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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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示例
示例1 删除模型请求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leteTrainingModel
<公共请求参数>
{
"TrainingModelId": "m-660879334503305216"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ced11c16-fd5a-4f12-8a0b-17c7f0b14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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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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AuthFailure.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FailedOperation.ExecTagFail

标签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QueryDatabaseFail

数据库查询错误。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ResourceNotFound.NoModel

没有该模型。

UnknownParameter

未知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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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模型版本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25

1. 接口描述
查询模型版本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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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TrainingModelVersion。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TrainingModelVersionId

是

String

模型版本ID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TrainingModelVersion

TrainingModelVersionDTO

模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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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模型版本请求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scribeTrainingModelVersion
<公共请求参数>
{
"TrainingModelVersionId": "mv-v1-634036602245424384"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TrainingModelVersion": {
"ReasoningEnvironment": "tione.tencentcloudcr.com/qcloud-ti-platform/ti-cloud-infer-pytorch-gpu:py38-torch1.9.0-cu111-tiacc2.5.0-2.0.2",
"TrainingModelCosPa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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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s": [
"test/model/"
],
"Region": "ap-guangzhou",
"Bucket": "test-bucket"
},
"TrainingJobId": "",
"TrainingModelProgress": 100,
"TrainingModelStatus": "STATUS_SUCCESS",
"AutoClean": "false",
"MaxReservedModels": 0,
"TrainingModelName": "test-model",
"AlgorithmFramework": "PYTORCH",
"ModelCleanPeriod": 0,
"ModelHotUpdatePath": {
"Paths": [
"test/model/"
],
"Region": "ap-guangzhou",
"Bucket": "test-bucket"
},
"TrainingModelErrorMsg": "",
"TrainingModelCreator": "102311000",
"TrainingModelCreateTime": "2022-09-29T03:17:24Z",
"TrainingModelVersion": "v1",
"TrainingModelSource": "COS",
"ReasoningEnvironmentSource": "SYSTEM",
"GPUType": "",
"TrainingModelFormat": "TORCH_SCRIPT",
"TrainingJobName": "",
"TrainingModelVersionId": "mv-v1-634036602245424384",
"TrainingModelIndex": "",
"TrainingModelId": "m-608587242317024640",
"VersionType": "NORMAL",
"ReasoningImageInfo": {
"ImageUrl": "",
"RegistryRegion": "",
"RegistryId": "",
"ImageType": ""
},
"CreateTime": "2022-09-29T03:17:24Z"
},
"RequestId": "ced11c16-fd5a-4f12-8a0b-17c7f0b1465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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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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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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AuthFailure.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FailedOperation.QueryDatabaseFail

数据库查询错误。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UnknownParameter

未知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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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版本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24

1. 接口描述
模型版本列表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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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TrainingModelVersion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TrainingModelId

是

String

模型ID
过滤条件

Filters.N

否

Array of
Filter

Filter.Name: 枚举值:
TrainingModelVersionId (模型版本ID)
ModelVersionType (模型版本类型) 其值支持: NORMAL(通用) ACCELERATE (加速)
ModelFormat（模型格式）其值Filter.Values支持：
TORCH_SCRIPT/PYTORCH/DETECTRON2/SAVED_MODEL/FROZEN_GRAPH/PMML
AlgorithmFramework (算法框架) 其值Filter.Values支持：
TENSORFLOW/PYTORCH/DETECTRON2
Filter.Values: 当长度为1时，支持模糊查询; 不为1时，精确查询
每次请求的Filters的上限为10，Filter.Values的上限为100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TrainingModelVersions

Array of TrainingModelVersionDTO

模型版本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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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版本列表请求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scribeTrainingModelVersions
<公共请求参数>
{
"TrainingModelId": "m-6085872423170246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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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示例
{
"Response": {
"TrainingModelVersions": [
{
"ReasoningEnvironment": "tione.tencentcloudcr.com/qcloud-ti-platform/ti-cloud-infer-pytorch-gpu:py38-torch1.9.0-cu111-tiacc2.5.0-2.0.2",
"TrainingModelCosPath": {
"Paths": [
"test/model/"
],
"Region": "ap-guangzhou",
"Bucket": "test-bucket"
},
"TrainingJobId": "",
"TrainingModelProgress": 100,
"TrainingModelStatus": "STATUS_SUCCESS",
"AutoClean": "false",
"MaxReservedModels": 0,
"TrainingModelName": "test-model",
"AlgorithmFramework": "PYTORCH",
"ModelCleanPeriod": 0,
"ModelHotUpdatePath": {
"Paths": [
"test/model/"
],
"Region": "ap-guangzhou",
"Bucket": "test-bucket"
},
"TrainingModelErrorMsg": "",
"TrainingModelCreator": "100020000",
"TrainingModelCreateTime": "2022-09-06T08:34:13Z",
"TrainingModelVersion": "v1",
"TrainingModelSource": "COS",
"ReasoningEnvironmentSource": "SYSTEM",
"GPUType": "",
"TrainingModelFormat": "TORCH_SCRIPT",
"TrainingJobName": "",
"TrainingModelVersionId": "mv-v1-625097625049989888",
"TrainingModelIndex": "",
"TrainingModelId": "m-608587242317024640",
"VersionType": "NORMAL",
"ReasoningImageInfo": {
"ImageUrl": "",
"RegistryRegion": "",
"RegistryId": "",
"ImageType": ""
},
"CreateTime": "2022-09-29T03:17:24Z"
}
],
"RequestId": "ced11c16-fd5a-4f12-8a0b-17c7f0b14659"
}
}

发者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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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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AuthFailure.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FailedOperation.QueryDatabaseFail

数据库查询错误。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ResourceNotFound.NoModel

没有该模型。

UnknownParameter

未知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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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模型版本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29

1. 接口描述
删除模型版本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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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TrainingModelVersion。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TrainingModelVersionId

是

String

模型版本ID

EnableDeleteCos

否

Boolean

是否同步清理cos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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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示例
示例1 删除模型版本请求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leteTrainingModelVersion
<公共请求参数>
{
"TrainingModelVersionId": "mv-v2-662319300915299328"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ced11c16-fd5a-4f12-8a0b-17c7f0b14659"
}
}

发者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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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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AuthFailure.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FailedOperation.QueryDatabaseFail

数据库查询错误。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UnknownParameter

未知参数错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00 共389页

TI-ONE 训练平台

停止模型加速任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20

1. 接口描述
停止模型加速任务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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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ModelAccelerateTask。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ModelAccTaskId

是

String

模型加速任务ID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ModelAccTaskId

String

模型加速任务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AsyncTaskId

String

异步任务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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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模型加速任务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StopModelAccelerateTask
<公共请求参数>
{
"ModelAccTaskId": "acc-50rjzj2xtest"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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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AccTaskId": "acc-50rjzj2xtest",
"RequestId": "ced11c16-fd5a-4f12-8a0b-17c7f0b14659",
"AsyncTaskId": "task-3wioaushicu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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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AuthFailure.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FailedOperation.QueryDatabaseFail

数据库查询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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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模型加速任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02 01:47:39

1. 接口描述
重启模型加速任务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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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rtModelAccelerateTask。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ModelAccTaskId

是

String

模型加速任务ID

ModelAccTaskName

否

String

模型加速任务名称

ModelSource

否

String

模型来源（JOB/COS）

AlgorithmFramework

否

String

算法框架（废弃）

ModelId

否

String

模型ID

ModelName

否

String

模型名称

ModelVersion

否

String

模型版本

ModelInputPath

否

CosPathInfo

模型输入cos路径

OptimizationLevel

否

String

优化级别（NO_LOSS/FP16/INT8），默认FP16

ModelInputNum

否

Integer

input节点个数（废弃）

ModelInputInfos.N

否

Array of
ModelInputInfo

input节点信息（废弃）

ModelOutputPath

否

CosPathInfo

模型输出cos路径

ModelFormat

否

String

TensorInfos.N

否

Array of String

模型Tensor信息

GPUType

否

String

GPU类型（T4/V100/A10），默认T4

HyperParameter

否

HyperParameter

模型专业参数

AccEngineVersion

否

String

加速引擎版本

Tags.N

否

Array of Tag

标签

ModelSignature

否

String

SavedModel保存时配置的签名

模型格式
（TORCH_SCRIPT/DETECTRON2/SAVED_MODEL/FROZEN_GRAPH/MMDETECTION/O

3. 输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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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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启模型加速任务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RestartModelAccelerateTask
<公共请求参数>
{
"ModelName": "test-model",
"ModelAccTaskName": "test-acc-task",
"ModelAccTaskId": "acc-3wj738qaxy80",
"ModelVersion": "v1",
"ModelSource": "COS",
"ModelInputPath": {
"Paths": [
"test/input/inception.pt"
],
"Region": "ap-guangzhou",
"Bucket": "test-bucket"
},
"ModelOutputPath": {
"Paths": [
"test/output/"
],
"Region": "ap-guangzhou",
"Bucket": "test-bucket"
},
"ModelFormat": "TORCH_SCRIPT",
"TensorInfos": [
"input_0:float(1*3*640*640)"
],
"OptimizationLevel": "FP16"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ced11c16-fd5a-4f12-8a0b-17c7f0b1465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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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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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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AuthFailure.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FailedOperation.QueryDatabaseFail

数据库查询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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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模型加速任务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26

1. 接口描述
查询模型加速任务列表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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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ModelAccelerateTask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Filters.N

否

Array of Filter

过滤器
ModelAccTaskName 任务名称
ModelSource 模型来源

OrderField

否

String

排序字段，默认CreateTime

Order

否

String

排序方式：ASC/DESC，默认DESC

Offset

否

Integer

偏移量

Limit

否

Integer

返回记录条数，默认10

TagFilters.N

否

Array of TagFilter

标签过滤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ModelAccelerateTasks

Array of ModelAccelerateTask

模型加速任务列表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otalCount

Integer

任务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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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模型加速任务列表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scribeModelAccelerateTasks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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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it": 10,
"Offset": 0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TotalCount": 1,
"ModelAccelerateTasks": [
{
"ModelName": "test-model",
"ModelAccTaskName": "test-acc-task",
"ModelAccTaskId": "acc-3wj738qaxy80",
"ModelVersion": "v1",
"ModelSource": "COS",
"Speedup": "2.1x",
"TaskStatus": "STATUS_SUCCESS",
"ModelInputPath": {
"Paths": [
"test/input/inception.pt"
],
"Region": "ap-guangzhou",
"Bucket": "test-bucket"
},
"ChargeType": "FREE",
"OptimizationLevel": "FP16",
"GPUType": "T4",
"ModelOutputPath": {
"Paths": [
"test/output/"
],
"Region": "ap-guangzhou",
"Bucket": "test-bucket"
},
"ModelId": "m-2301425965990297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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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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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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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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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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模型优化任务详情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27

1. 接口描述
查询模型优化任务详情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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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ModelAccelerateTask。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ModelAccTaskId

是

String

模型加速任务ID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ModelAccelerateTask

ModelAccelerateTask

模型加速任务详情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odelAccRuntimeInSecond

Integer

模型加速时长，单位s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odelAccStartTime

String

模型加速任务开始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odelAccEndTime

String

模型加速任务结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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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模型优化任务详情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scribeModelAccelerateTask
<公共请求参数>
{
"ModelAccTaskId": "acc-50rjzj2xtest"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09 共389页

TI-ONE 训练平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ModelAccRuntimeInSecond": 322,
"ModelAccStartTime": "2022-11-08 21:52:31",
"ModelAccEndTime": "2022-11-08 21:57:53",
"ModelAccelerateTask": {
"ModelFormat": "TORCH_SCRIPT",
"ModelSource": "COS",
"WaitNumber": 0,
"AccEngineVersion": "v2.0",
"IsSaved": true,
"Tags": [
{
"TagKey": "test-key",
"TagValue": "test-value"
}
],
"HyperParameter": {
"EnableDistributed": "",
"MaxNNZ": "1",
"GpuCachePercentage": "0.2",
"CpuCachePercentage": "0.2",
"MinBlockSizeTf": "10",
"SlotNum": "1",
"MinBlockSizePt": "3"
},
"ModelAccTaskId": "acc-50rjzj2xtest",
"AlgorithmFramework": "PYTORCH",
"ModelName": "test-model",
"ModelAccTaskName": "test-acc-task",
"ModelOutputPath": {
"Paths": [
"test/output/"
],
"Region": "ap-guangzhou",
"Bucket": "test-bucket"
},
"OptimizationLevel": "FP16",
"ModelVersion": "v1",
"TaskProgress": 100,
"TaskStatus": "STATUS_SUCCESS",
"ModelInputPath": {
"Paths": [
"test/input/inception.pt"
],
"Region": "ap-guangzhou",
"Bucket": "test-bucket"
},
"GPUType": "T4",
"ModelId": "m-608587242317024640",
"ErrorMsg": "",
"Speedup": "4.66x",
"ChargeType": "FREE",
"ModelSignature": "",
"TensorInfo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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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_0:float(1*3*640*640)"
],
"CreateTime": "2022-11-08 21:52:31"
},
"RequestId": "ced11c16-fd5a-4f12-8a0b-17c7f0b1465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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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AuthFailure.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FailedOperation.QueryDatabaseFail

数据库查询错误。

FailedOperation.RecordNotFound

记录不存在。

FailedOperation.UnmarshalData

数据解析失败。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LimitExceeded

超过配额限制。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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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模型加速引擎版本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28

1. 接口描述
查询模型加速引擎版本列表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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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ModelAccEngineVersion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ModelAccEngineVersions

Array of ModelAccEngineVersion

RequestId

String

描述
模型加速版本列表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唯一请求 ID，每次请求都会返回。定位问题时需要提供该次请求的 RequestId。

4. 示例
示例1 查询模型加速引擎版本列表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scribeModelAccEngineVersions
<公共请求参数>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ModelAccEngineVersions": [
{
"EngineVersions": [
{
"Image": "tione.tencentcloudcr.com/qcloud-ti-platform/ti-cloud-infer-pytorch-gpu:py38-torch1.9.0-cu111-1.0.1",
"Version": "v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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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odelFormat": "TORCH_SCRIPT"
}
],
"RequestId": "ced11c16-fd5a-4f12-8a0b-17c7f0b1465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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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AuthFailure.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FailedOperation.QueryDatabaseFail

数据库查询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TgwInvalidInterface

无效的接口。

InvalidParameter.TgwInvalidRequestBody

无效的请求包体。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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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模型加速任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31

1. 接口描述
删除模型加速任务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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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ModelAccelerateTask。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ModelAccTaskId

是

String

模型加速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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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模型加速任务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leteModelAccelerateTask
<公共请求参数>
{
"ModelAccTaskId": "acc-50rjzj2xtest"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ced11c16-fd5a-4f12-8a0b-17c7f0b14659"
}
}

发者资源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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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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AuthFailure.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FailedOperation.QueryDatabaseFail

数据库查询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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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优化模型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33

1. 接口描述
保存优化模型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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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OptimizedModel。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ModelAccTaskId

是

String

模型加速任务ID

Tags.N

否

Array of Tag

标签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ModelId

String

模型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odelVersionId

String

模型版本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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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优化模型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CreateOptimizedModel
<公共请求参数>
{
"ModelAccTaskId": "acc-50rjzj2xtest"
}

输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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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onse": {
"ModelVersionId": "mv-v1-660879334503305217",
"RequestId": "ced11c16-fd5a-4f12-8a0b-17c7f0b14659",
"ModelId": "m-6608793345033052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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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AuthFailure.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FailedOperation.QueryDatabaseFail

数据库查询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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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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日志相关接口
获取日志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35

1. 接口描述
获取训练、推理、Notebook服务的日志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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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Log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Service

是

String

查询哪个服务的事件（可选值为TRAIN, NOTEBOOK, INFER）

PodName

是

String

查询哪个Pod的日志（支持结尾通配符*)

StartTime

否

String

日志查询开始时间（RFC3339格式的时间字符串），默认值为当前时间的前一个小时

EndTime

否

String

日志查询结束时间（RFC3339格式的时间字符串），默认值为当前时间

Limit

否

Integer

日志查询条数，默认值100，最大值100

Order

否

String

排序方向（可选值为ASC, DESC ），默认为DESC

OrderField

否

String

按哪个字段排序（可选值为Timestamp），默认值为Timestamp

Context

否

String

日志查询上下文，查询下一页的时候需要回传这个字段，该字段来自本接口的返回

Array of Filter

过滤条件
注意:
1. Filter.Name：目前只支持Key（也就是按关键字过滤日志）
2. Filter.Values：表示过滤日志的关键字；Values为多个的时候表示同时满足
3. Filter. Negative和Filter. Fuzzy没有使用

Filters.N

否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ntext

String

分页的游标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ontent

Array of LogIdentity

日志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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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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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scribeLogs
<公共请求参数>
{
"Service": "INFER",
"StartTime": "2022-01-10T12:15:03+08:00",
"Limit": 100,
"PodName": "ms-cp6rgw9r-1*",
"EndTime": "2022-01-11T12:15:03+08:00"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Content": [
{
"Id": "77b5d420-73bc-47f2-96ab-3a2b32262ffe",
"Message": "This is a log",
"PodName": "ms-cp6rgw9r-1-864587bdb4-p5cv6",
"Timestamp": "2022-01-11T04:14:36.348499491Z"
}
],
"RequestId": "305ce475-e534-4cad-a4ab-a472a27ca3fd",
"Context": "Y29udGV4dC0wYTdiNTRkMi0xOGI0LTQwNzEtYjIzYy1kZDE4NmM2NDFjNTIxNjQxODc0NTA2MTE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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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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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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

CAM签名/鉴权错误。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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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跑批相关接口
创建跑批任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19

1. 接口描述
创建跑批任务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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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BatchTask。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BatchTaskName

是

String

跑批任务名称，不超过60个字符，仅支持中英文、数字、下划线"_"、短横"-"，只能以中英文、数字
开头

ChargeType

是

String

计费模式，eg：PREPAID预付费，即包年包月；POSTPAID_BY_HOUR按小时后付费

ResourceConfigInfo

是

ResourceConfigInfo

资源配置

Outputs.N

是

Array of DataConfig

结果输出

LogEnable

是

Boolean

是否上报日志

JobType

否

Integer

工作类型 1:单次 2:周期

CronInfo

否

CronInfo

任务周期描述

ResourceGroupId

否

String

预付费专用资源组

Tags.N

否

Array of Tag

标签配置

ModelInfo

否

ModelInfo

服务对应的模型信息，有模型文件时需要填写

ImageInfo

否

ImageInfo

自定义镜像信息

CodePackage

否

CosPathInfo

代码包

StartCmd

否

String

启动命令

DataConfigs.N

否

Array of DataConfig

数据配置

LogConfig

否

LogConfig

日志配置

VpcId

否

String

VPC Id

SubnetId

否

String

子网Id

Remark

否

String

备注

CallbackUrl

否

String

任务执行结果回调URL，仅支持http和https。回调格式&内容详见: TI-ONE 接口回调说明

3. 输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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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BatchTaskId

String

跑批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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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BatchTask
离线批处理示例请求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CreateBatchTask
<公共请求参数>
{
"BatchTaskName": "xx",
"JobType": 1,
"CronInfo": {
"StartTime": "2020-09-22",
"EndTime": "2020-09-22",
"CronConfig": "xx"
},
"ChargeType": "xx",
"ResourceGroupId": "xx",
"ResourceConfigInfo": {
"Role": "xx",
"Cpu": 1,
"Memory": 1,
"GpuType": "xx",
"Gpu": 1,
"InstanceType": "xx",
"InstanceNum": 1,
"InstanceTypeAlias": "xx"
},
"Tags": [
{
"TagKey": "xx",
"TagValue": "xx"
}
],
"ModelInfo": {
"ModelId": "xx",
"ModelName": "xx",
"ModelVersionId": "xx",
"ModelVersion": "xx",
"ModelSource": "xx",
"CosPathInfo": {
"Bucket": "xx",
"Region": "xx",
"Paths": [
"x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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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gorithmFramework": "xx",
"ModelType": "xx"
},
"ImageInfo": {
"ImageType": "xx",
"ImageUrl": "xx",
"RegistryRegion": "xx",
"RegistryId": "xx"
},
"CodePackage": {
"Bucket": "xx",
"Region": "xx",
"Paths": [
"xx"
]
},
"StartCmd": "xx",
"DataConfigs": [
{
"MappingPath": "xx",
"DataSourceType": "xx",
"DataSetSource": {
"Id": "xx"
},
"COSSource": {
"Bucket": "xx",
"Region": "xx",
"Paths": [
"xx"
]
},
"CFSSource": {
"Id": "xx",
"Path": "xx"
},
"HDFSSource": {
"Id": "xx",
"Path": "xx"
}
}
],
"Outputs": [
{
"MappingPath": "xx",
"DataSourceType": "xx",
"DataSetSource": {
"Id": "xx"
},
"COSSource": {
"Bucket": "xx",
"Region": "xx",
"Paths": [
"xx"
]
},
"CFSSour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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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xx",
"Path": "xx"
},
"HDFSSource": {
"Id": "xx",
"Path": "xx"
}
}
],
"LogEnable": true,
"LogConfig": {
"LogsetId": "xx",
"TopicId": "xx"
},
"VpcId": "xx",
"SubnetId": "xx",
"Remark": "xx",
"CallbackUrl": "xx"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BatchTask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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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

CAM签名/鉴权错误。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ExecTagFail

标签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QueryTagFail

查询标签服务失败。

FailedOperation.UnmarshalData

数据解析失败。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OperationDenied.BalanceInsufficient

余额不足，创建/更新失败。

OperationDenied.WhitelistQuotaExceed

白名单免费配额不足。

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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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跑批任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17

1. 接口描述
查询跑批任务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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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BatchTask。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BatchTaskId

是

String

跑批任务ID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BatchTaskDetail

BatchTaskDetail

跑批任务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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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跑批任务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scribeBatchTask
<公共请求参数>
{
"BatchTaskId": "xx"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BatchTaskDetail": {
"BatchTaskName":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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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chTaskId": "xx",
"EndTime": "xx",
"SubUin": "xx",
"ChargeStatus": "xx",
"Status": "xx",
"UpdateTime": "xx",
"VpcId": "xx",
"Tags": [
{
"TagKey": "xx",
"TagValue": "xx"
}
],
"Outputs": [
{
"DataSetSource": {
"Id": "xx"
},
"CFSSource": {
"Path": "xx",
"Id": "xx"
},
"DataSourceType": "xx",
"HDFSSource": {
"Path": "xx",
"Id": "xx"
},
"COSSource": {
"Paths": [
"xx"
],
"Region": "xx",
"Bucket": "xx"
},
"MappingPath": "xx"
}
],
"CodePackagePath": {
"Paths": [
"xx"
],
"Region": "xx",
"Bucket": "xx"
},
"ResourceGroupId": "xx",
"LatestInstanceId": "xx",
"SubnetId": "xx",
"DataConfigs": [
{
"DataSetSource": {
"Id": "xx"
},
"CFSSource": {
"Path": "xx",
"Id": "xx"
},
"DataSourceType":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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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Source": {
"Path": "xx",
"Id": "xx"
},
"COSSource": {
"Paths": [
"xx"
],
"Region": "xx",
"Bucket": "xx"
},
"MappingPath": "xx"
}
],
"FailureReason": "xx",
"Remark": "xx",
"StartTime": "xx",
"BillingInfo": "xx",
"Region": "xx",
"ResourceGroupName": "xx",
"LogEnable": true,
"ModelInfo": {
"ModelName": "xx",
"ModelVersion": "xx",
"ModelSource": "xx",
"ModelType": "xx",
"AlgorithmFramework": "xx",
"ModelVersionId": "xx",
"ModelId": "xx"
},
"ImageInfo": {
"ImageUrl": "xx",
"RegistryRegion": "xx",
"RegistryId": "xx",
"ImageType": "xx"
},
"Uin": "xx",
"RuntimeInSeconds": 1,
"ResourceConfigInfo": {
"InstanceType": "xx",
"InstanceNum": 1,
"Cpu": 1,
"Role": "xx",
"Memory": 1,
"Gpu": 1,
"GpuType": "xx",
"InstanceTypeAlias": "xx"
},
"ChargeType": "xx",
"CreateTime": "xx",
"StartCmd": "xx",
"LogConfig": {
"TopicId": "xx",
"LogsetId": "xx"
}
},
"Reques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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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

CAM签名/鉴权错误。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AuthFailure.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ExecTagFail

标签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QueryTagFail

查询标签服务失败。

FailedOperation.UnmarshalData

数据解析失败。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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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批实例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16

1. 接口描述
查询跑批实例列表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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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BatchTaskInstance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BatchTaskId

是

String

跑批任务id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BatchInstances

Array of BatchTaskInstance

实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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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批实例列表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scribeBatchTaskInstances
<公共请求参数>
{
"BatchTaskId": "xx"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BatchInstance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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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xx",
"StartTime": "xx",
"End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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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码

描述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ExecTagFail

标签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QueryTagFail

查询标签服务失败。

FailedOperation.UnmarshalData

数据解析失败。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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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批任务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15

1. 接口描述
批量预测任务列表信息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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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BatchTask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过滤器，eg：[{ "Name": "Id", "Values": ["train-23091792777383936"] }]

Filters.N

否

Array of Filter

取值范围：
Name（名称）：task1
Id（task ID）：train-23091792777383936
Status（状态）：STARTING / RUNNING / STOPPING / STOPPED / FAILED / SUCCEED /
SUBMIT_FAILED
ChargeType（计费类型）：PREPAID（预付费）/ POSTPAID_BY_HOUR（后付费）
CHARGE_STATUS（计费状态）：NOT_BILLING（未开始计费）/ BILLING（计费中）/
ARREARS_STOP（欠费停止）

TagFilters.N

否

Array of
TagFilter

标签过滤器，eg：[{ "TagKey": "TagKeyA", "TagValue": ["TagValueA"] }]

Offset

否

Integer

偏移量，默认为0

Limit

否

Integer

返回数量，默认为10，最大为50

Order

否

String

输出列表的排列顺序。取值范围：ASC（升序排列）/ DESC（降序排列），默认为DESC

OrderField

否

String

排序的依据字段， 取值范围 "CreateTime" "UpdateTime"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TotalCount

Integer

数量

BatchTaskSet

Array of BatchTaskSetItem

任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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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批任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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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scribeBatchTasks
<公共请求参数>
{
"Filters": [
{
"Fuzzy": true,
"Values": [
"xx"
],
"Name": "xx",
"Negative": true
}
],
"TagFilters": [
{
"TagValues": [
"xx"
],
"TagKey": "xx"
}
],
"Limit": 1,
"OrderField": "xx",
"Offset": 1,
"Order": "xx"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TotalCount": 1,
"BatchTaskSet": [
{
"Status": "xx",
"UpdateTime": "xx",
"EndTime": "xx",
"ModelInfo": {
"CosPathInfo": {
"Paths": [
"xx"
],
"Region": "xx",
"Bucket": "xx"
},
"AlgorithmFramework": "xx",
"ModelVersion": "xx",
"ModelSource": "xx",
"ModelType": "xx",
"ModelName": "xx",
"ModelVersionId":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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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d": "xx"
},
"BillingInfo": "xx",
"ImageInfo": {
"ImageUrl": "xx",
"RegistryRegion": "xx",
"RegistryId": "xx",
"ImageType": "xx"
},
"BatchTaskName": "xx",
"Outputs": [
{
"DataSetSource": {
"Id": "xx"
},
"CFSSource": {
"Path": "xx",
"Id": "xx"
},
"DataSourceType": "xx",
"HDFSSource": {
"Path": "xx",
"Id": "xx"
},
"COSSource": {
"Paths": [
"xx"
],
"Region": "xx",
"Bucket": "xx"
},
"MappingPath": "xx"
}
],
"Tags": [
{
"TagKey": "xx",
"TagValue": "xx"
}
],
"ResourceGroupName": "xx",
"RuntimeInSeconds": 1,
"ResourceGroupId": "xx",
"BatchTaskId": "xx",
"ChargeType": "xx",
"StartTime": "xx",
"CreateTime": "xx",
"ChargeStatus": "xx",
"FailureReason": "xx"
}
],
"RequestId": "xx"
}
}

5. 开发者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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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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

CAM签名/鉴权错误。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FailedOperation.ExecTagFail

标签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QueryTagFail

查询标签服务失败。

FailedOperation.UnmarshalData

数据解析失败。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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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跑批任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14

1. 接口描述
停止跑批任务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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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BatchTask。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BatchTaskId

是

String

跑批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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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跑批任务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StopBatchTask
<公共请求参数>
{
"BatchTaskId": "xx"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3d033484-30f4-42e7-837e-825f33fdd23b"
}
}

发者资源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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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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

CAM签名/鉴权错误。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AuthFailure.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ExecTagFail

标签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QueryTagFail

查询标签服务失败。

FailedOperation.UnmarshalData

数据解析失败。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UnauthorizedOperation.NoPermission

资源不属于当前登陆用户主账号，无权限访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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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跑批任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8:18

1. 接口描述
删除跑批任务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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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BatchTask。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21-11-11。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BatchTaskId

是

String

跑批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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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跑批任务
输入示例
POST / HTTP/1.1
Host: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TC-Action: DeleteBatchTask
<公共请求参数>
{
"BatchTaskId": "xx"
}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3d033484-30f4-42e7-837e-825f33fdd23b"
}
}

发者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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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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

CAM签名/鉴权错误。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AuthFailure.NoPermission

没有权限。

AuthFailure.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ExecTagFail

标签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QueryTagFail

查询标签服务失败。

FailedOperation.UnmarshalData

数据解析失败。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MissingParameter

缺少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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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构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06 01:49:15

APIConfigDetail
接口描述信息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APIConfigs。
名称

类型

描述

Id

String

接口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erviceGroupId

String

接口所属服务组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Description

String

接口描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elativeUrl

String

相对路径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erviceType

String

服务类型 HTTP HTTPS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HttpMethod

String

GET POST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HttpInputExample

String

请求示例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HttpOutputExample

String

回包示例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UpdatedBy

String

更新成员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UpdatedAt

String

更新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Uin

String

主账号uin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ubUin

String

子账号subuin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BatchModelAccTask
批量模型加速任务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BatchModelAccTasks。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ModelId

String

是

模型ID

ModelVersion

String

是

模型版本

ModelSource

String

是

模型来源(JOB/COS)

ModelFormat

String

是

TensorInfos
AccEngineVersion

Array of
String
String

模型格式
(TORCH_SCRIPT/DETECTRON2/SAVED_MODEL/FROZEN_GRAPH/MMDETECTION/ONNX/H

是

模型Tensor信息

是

加速引擎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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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ModelInputPath

CosPathInfo

是

模型输入cos路径

ModelName

String

否

模型名称

ModelSignature

String

否

SavedModel保存时配置的签名

BatchTaskDetail
跑批任务详情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BatchTask。
名称

类型

描述

BatchTaskId

String

跑批任务ID

BatchTaskName

String

跑批任务名称

Uin

String

主账号uin

SubUin

String

子账号uin

Region

String

地域

ChargeType

String

计费模式

ResourceGroupId

String

预付费专用资源组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esourceGroupName

String

预付费专用资源组名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esourceConfigInfo

ResourceConfigInfo

资源配置

Tags

Array of Tag

标签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odelInfo

ModelInfo

服务对应的模型信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ImageInfo

ImageInfo

自定义镜像信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odePackagePath

CosPathInfo

代码包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tartCmd

String

启动命令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DataConfigs

Array of DataConfig

输入数据配置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Outputs

Array of DataConfig

输出数据配置

LogEnable

Boolean

是否上报日志

LogConfig

LogConfig

日志配置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VpcId

String

vpc 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ubnetId

String

子网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tatus

String

任务状态

RuntimeInSeconds

Integer

运行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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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UpdateTime

String

更新时间

StartTime

String

任务开始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EndTime

String

任务结束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hargeStatus

String

计费状态，eg：BILLING计费中，ARREARS_STOP欠费停止，NOT_BILLING不在计费中

LatestInstanceId

String

最近一次实例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emark

String

备注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FailureReason

String

失败原因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BillingInfo

String

计费金额信息，eg：2.00元/小时 (for后付费)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BatchTaskInstance
批处理任务实例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BatchTaskInstances。
名称

类型

描述

BatchTaskInstanceId

String

任务实例id

StartTime

String

开始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EndTime

String

Status

String

任务状态

RuntimeInSeconds

Integer

运行时长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结束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BatchTaskSetItem
出参类型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BatchTasks。
名称

类型

描述

BatchTaskId

String

跑批任务ID

BatchTaskName

String

跑批任务名称

ModelInfo

ModelInfo

ImageInfo

ImageInfo

镜像信息

ChargeType

String

计费模式

ChargeStatus

String

计费状态，eg：BILLING计费中，ARREARS_STOP欠费停止，NOT_BILLING不在计费中

ResourceGroupId

String

预付费专用资源组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模型信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第242 共389页

TI-ONE 训练平台

名称

类型

描述

ResourceConfigInfo

ResourceConfigInfo

资源配置

Tags

Array of Tag

Status

String

任务状态

RuntimeInSeconds

Integer

运行时长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StartTime

String

开始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EndTime

String

结束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UpdateTime

String

更新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Outputs

Array of DataConfig

输出

ResourceGroupName

String

预付费专用资源组名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FailureReason

String

失败原因

BillingInfo

String

计费金额信息，eg：2.00元/小时 (for后付费)

标签配置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FSConfig
CFS存储的配置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BatchTask, CreateModelService, CreateTrainingTask, DescribeModelServiceHotUpdated, ModifyModelService。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Id

String

是

cfs的实例的ID

Path

String

是

存储的路径

CosPathInfo
cos的路径信息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BatchModelAccTasks, CreateBatchTask, CreateDataset, CreateModelService, CreateTrainingModel,
CreateTrainingTask, DescribeBatchTask, DescribeDatasets, DescribeModelAccelerateTask, DescribeModelAccelerateTasks,
DescribeModelServiceHotUpdated, DescribeTrainingModelVersion, DescribeTrainingModelVersions, DescribeTrainingTask,
DescribeTrainingTasks, ModifyModelService, RestartModelAccelerateTask。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Bucket

String

是

存储桶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egion

String

是

所在地域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Paths

Array of String

是

路径列表，目前只支持单个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ronInfo
跑批任务周期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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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BatchTask。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CronConfig

String

是

cron配置

StartTime

Date

否

周期开始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EndTime

Date

否

周期结束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ronScaleJob
定时扩缩任务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ModelService, ModifyModelService。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Schedule

String

是

Cron表达式，标识任务的执行时间，精确到分钟级

Name

String

否

定时任务名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argetReplicas

Integer

否

目标实例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inReplicas

Integer

否

目标min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axReplicas

Integer

否

目标max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ExcludeDates

Array of String

否

例外时间，Cron表达式，在对应时间内不执行任务。最多支持3条。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ustomTrainingData
自定义指标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TrainingMetrics。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MetricName

String

否

指标名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etrics

Array of CustomTrainingMetric

否

指标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ustomTrainingMetric
自定义指标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TrainingMetrics。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XType

String

否

X轴数据类型: TIMESTAMP; EPOCH; STEP

Points

Array of CustomTrainingPoint

否

数据点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ustomTrainingPoint
自定义训练指标数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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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TrainingMetrics。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XValue

Float

否

X值

YValue

Float

否

Y值

DataConfig
数据配置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BatchTask, CreateTrainingTask, DescribeBatchTask, DescribeBatchTasks, DescribeTrainingTask。
名称

类型

描述

MappingPath

String

映射路径

DataSourceType

String

DataSetSource

DataSetConfig

COSSource

CosPathInfo

CFSSource

CFSConfig

HDFSSource

HDFSConfig

DATASET、COS、CFS、HDFS、WEDATA_HDFS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来自数据集的数据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来自cos的数据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来自CFS的数据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来自HDFS的数据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DataPoint
数据点
被如下接口引用：PushTrainingMetrics。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Name

String

是

指标名字

Value

Float

是

值

DataSetConfig
数据集结构体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BatchTask, CreateTrainingTask。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Id

String

是

数据集ID

DatasetGroup
数据集组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Datasets。
名称

类型

描述

DatasetId

String

数据集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DatasetName

String

数据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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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or

String

创建者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DatasetVersion

String

数据集版本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DatasetType

String

数据集类型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DatasetTags

Array of Tag

数据集标签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DatasetAnnotationTaskName

String

数据集标注任务名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DatasetAnnotationTaskId

String

数据集标注任务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Process

Integer

处理进度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DatasetStatus

String

数据集状态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ErrorMsg

String

错误详情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UpdateTime

String

更新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ExternalTaskType

String

外部关联TASKType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DatasetSize

String

数据集大小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FileNum

Integer

数据集数据量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torageDataPath

CosPathInfo

数据集源COS路径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torageLabelPath

CosPathInfo

数据集标签存储路径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DatasetVersions

Array of DatasetInfo

数据集版本聚合详情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AnnotationStatus

String

数据集标注状态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AnnotationType

String

数据集类型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AnnotationFormat

String

数据集标注格式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DatasetScope

String

数据集范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DatasetInfo
数据集详情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Data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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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DatasetId

String

DatasetName

String

Creator

String

DatasetVersion

String

DatasetType

String

DatasetTags

Array of Tag

DatasetAnnotationTaskName

String

DatasetAnnotationTaskId

String

Process

Integer

DatasetStatus

String

ErrorMsg

String

错误详情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reateTime

String

数据集创建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UpdateTime

String

数据集更新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ExternalTaskType

String

外部任务类型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DatasetSize

String

数据集存储大小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FileNum

Integer

数据集数据数量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torageDataPath

CosPathInfo

数据集源cos 路径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torageLabelPath

CosPathInfo

数据集输出cos路径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AnnotationStatus

String

数据集标注状态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AnnotationType

String

数据集类型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AnnotationFormat

String

数据集标注格式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DatasetScope

String

数据集范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数据集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数据集名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数据集创建者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数据集版本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数据集类型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数据集标签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数据集对应标注任务名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数据集对应标注任务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处理进度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数据集状态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DetectionLabelInfo
图像检测参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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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DatasetDetailUnstructured。
名称

类型

描述

Points

Array of PointInfo

Labels

Array of String

FrameType

String

点坐标列表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标签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类别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EngineVersion
引擎版本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ModelAccEngineVersions。
名称

类型

描述

Version

String

引擎版本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Image

String

运行镜像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EnvVar
环境变量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ModelService, DescribeModelService,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s,
DescribeModelServices, ModifyModelService, ModifyModelServicePartialConfig, ModifyServiceGroupWeights。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Name

String

否

环境变量key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Value

String

否

环境变量value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Filter
过滤器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APIConfigs, DescribeBatchTasks, DescribeBillingResourceGroups, DescribeDatasets, DescribeLogs,
DescribeModelAccelerateTasks,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s, DescribeModelServices, DescribeTrainingModelVersions,
DescribeTrainingModels, DescribeTrainingTasks。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Name

String

否

过滤字段名称

Values

Array of String

否

过滤字段取值

Negative

Boolean

否

是否开启反向查询

Fuzzy

Boolean

否

是否开启模糊匹配

FilterLabelInfo
图片列表查询结果详情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DatasetDetailUnstructured。
名称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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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DatasetId

String

数据集id

FileId

String

文件ID

FileName

String

文件路径

ClassificationLabels

Array of String

分类标签结果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DetectionLabels

Array of DetectionLabelInfo

检测标签结果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egmentationLabels

Array of SegmentationInfo

分割标签结果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GBPath

String

RGB 图片路径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LabelTemplateType

String

标签模板类型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DownloadUrl

String

下载url链接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DownloadThumbnailUrl

String

缩略图下载链接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DownloadRGBUrl

String

分割结果图片下载链接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OcrScene

String

OCR场景
IDENTITY：识别
STRUCTURE：智能结构化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OcrLabels

Array of OcrLabelInfo

OCR场景标签列表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OcrLabelInfo

String

OCR场景标签信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extClassificationLabelList

String

文本分类场景标签结果，内容是json结构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owText

String

文本内容，返回50字符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ontentOmit

Boolean

文本内容是否完全返回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FrameworkInfo
框架信息列表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TrainingFrameworks。
名称

类型

描述

Name

String

框架名称

VersionInfos

Array of FrameworkVersion

框架版本以及对应的训练模式

FrameworkVersion
框架版本以及对应的训练模式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TrainingFrame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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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Version

String

是

框架版本

TrainingModes

Array of String

是

训练模式

Environment

String

否

框架运行环境

GpuDetail
gpu 详情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ModelService, DescribeBillingResourceGroups, ModifyModelService。
名称

类型

描述

Name

String

GPU 显卡类型；枚举值: V100 A100 T4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Value

Integer

GPU 显卡数；单位为1/100卡，比如100代表1卡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GroupResource
资源信息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BillingResourceGroups。
名称

类型

描述

Cpu

Integer

CPU核数; 单位为1/1000核，比如100表示0.1核

Memory

Integer

内存；单位为MB

Gpu

Integer

总卡数；GPUDetail 显卡数之和；单位为1/100卡，比如100代表1卡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GpuDetailSet

Array of GpuDetail

Gpu详情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HDFSConfig
HDFS的参数配置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BatchTask, CreateTrainingTask。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Id

String

是

集群实例ID,实例ID形如: emr-xxxxxxxx

Path

String

是

路径

HorizontalPodAutoscaler
hpa的描述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ModelService, DescribeModelService,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s,
DescribeModelServices, ModifyModelService, ModifyModelServicePartialConfig, ModifyServiceGroupWeights。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MinReplicas

Integer

是

最小实例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axReplicas

Integer

是

最大实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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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选

描述

HpaMetrics

Array of Option

是

扩缩容指标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HyperParameter
模型专业参数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BatchModelAccTasks, DescribeModelAccelerateTask, DescribeModelAccelerateTasks,
RestartModelAccelerateTask。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MaxNNZ

String

否

最大nnz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lotNum

String

否

slot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puCachePercentage

String

否

gpu cache 使用率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GpuCachePercentage

String

否

cpu cache 使用率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EnableDistributed

String

否

是否开启分布式模式(true/false)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inBlockSizePt

String

否

TORCH_SCRIPT、MMDETECTION、DETECTRON2、HUGGINGFACE格式在进行优化时切分子图的
最小算子数目，一般无需进行改动，默认为3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inBlockSizeTf

String

否

FROZEN_GRAPH、SAVED_MODEL格式在进行优化时切分子图的最小算子数目，一般无需进行改动，默认
为10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ImageInfo
镜像描述信息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BatchTask, CreateModelService, CreateTrainingModel, CreateTrainingTask, DescribeBatchTask,
DescribeBatchTasks, DescribeModelService,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s,
DescribeModelServiceHotUpdated, DescribeModelServices, DescribeTrainingModelVersion, DescribeTrainingModelVersions,
DescribeTrainingTask, DescribeTrainingTasks, ModifyModelService, ModifyModelServicePartialConfig, ModifyServiceGroupWeights。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ImageType

String

是

镜像类型：TCR为腾讯云TCR镜像; CCR为腾讯云TCR个人版镜像，PreSet为平台预置镜像

ImageUrl

String

是

镜像地址

RegistryRegion

String

否

TCR镜像对应的地域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egistryId

String

否

TCR镜像对应的实例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InferGatewayCallInfo
服务的调用信息，服务组下唯一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ModelServiceCallInfo。
名称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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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VpcHttpAddr

String

内网http调用地址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VpcHttpsAddr

String

内网https调用地址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VpcGrpcTlsAddr

String

内网grpc调用地址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VpcId

String

可访问的vpc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ubnetId

String

后端ip对应的子网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InferTemplate
推理镜像详情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InferTemplates。
名称

类型

描述

InferTemplateId

String

模板ID

InferTemplateImage

String

模板镜像

InferTemplateGroup
推理镜像组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InferTemplates。
名称

类型

描述

Framework

String

算法框架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FrameworkVersion

String

版本号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Groups

Array of String

支持的训练框架集合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InferTemplates

Array of InferTemplate

镜像模板参数列表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Instance
资源组节点信息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BillingResourceGroups。
名称

类型

描述

InstanceId

String

资源组节点id

UsedResource

ResourceInfo

TotalResource

ResourceInfo

节点已用资源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节点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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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点状态
注意：此字段为枚举值
说明:
DEPLOYING: 部署中
RUNNING: 运行中
DEPLOY_FAILED: 部署失败
RELEASING 释放中
RELEASED：已释放
EXCEPTION：异常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InstanceStatus

String

SubUin

String

创建人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注意：北京时间，比如: 2021-12-01 12:00:00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ExpireTime

String

到期时间
注意：北京时间，比如：2021-12-11 12:00:00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AutoRenewFlag

自动续费标识
注意：此字段为枚举值
说明：
NOTIFY_AND_MANUAL_RENEW：手动续费(取消自动续费)且到期通知

String

NOTIFY_AND_AUTO_RENEW：自动续费且到期通知
DISABLE_NOTIFY_AND_MANUAL_RENEW：手动续费(取消自动续费)且到期不通知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pecId

String

计费项ID

SpecAlias

String

计费项别名

LogConfig
日志配置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BatchTask, CreateModelService, CreateTrainingTask, DescribeBatchTask, DescribeModelService,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s, DescribeModelServices, DescribeTrainingTask, ModifyModelService,
ModifyModelServicePartialConfig, ModifyServiceGroupWeights。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LogsetId

String

是

日志需要投递到cls的日志集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opicId

String

是

日志需要投递到cls的主题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LogIdentity
单条日志数据结构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Logs。
名称

类型

描述

Id

String

单条日志的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essage

String

单条日志的内容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PodName

String

这条日志对应的Pod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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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stamp

String

日志的时间戳（RFC3339格式的时间字符串）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etricData
指标数据
被如下接口引用：PushTrainingMetrics。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TaskId

String

是

训练任务id

Timestamp

Integer

否

时间戳.unix timestamp,单位为秒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Uin

String

否

用户uin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Epoch

Integer

否

本次上报数据所处的训练周期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tep

Integer

否

本次上报数据所处的训练迭代次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otalSteps

Integer

否

训练停止所需的迭代总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Points

Array of DataPoint

否

数据点。数组元素为不同指标的数据。数组长度不超过10。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odelAccEngineVersion
模型加速引擎版本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ModelAccEngineVersions。
名称

类型

描述

ModelFormat

String

模型格式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EngineVersions

Array of EngineVersion

引擎版本信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odelAccelerateTask
模型加速任务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ModelAccelerateTask, DescribeModelAccelerateTasks。
名称

类型

ModelAccTaskId

String

ModelAccTaskName

String

ModelId

String

ModelName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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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模型加速任务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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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ModelVersion

String

模型版本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odelSource

String

模型来源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OptimizationLevel

String

优化级别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askStatus

String

任务状态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odelInputNum

Integer

input节点个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odelInputInfos

Array of ModelInputInfo

input节点信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GPUType

String

GPU型号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hargeType

String

计费模式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peedup

String

加速比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odelInputPath

CosPathInfo

模型输入cos路径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odelOutputPath

CosPathInfo

模型输出cos路径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ErrorMsg

String

错误信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AlgorithmFramework

String

算法框架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WaitNumber

Integer

排队个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askProgress

Integer

任务进度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odelFormat

String

模型格式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ensorInfos

Array of String

模型Tensor信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HyperParameter

HyperParameter

模型专业参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AccEngineVersion

String

加速引擎版本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ags

Array of Tag

标签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IsSaved

Boolean

优化模型是否已保存到模型仓库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odelSignature

String

SAVED_MODEL保存时配置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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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ATModel

Boolean

是否是QAT模型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odelInfo
模型描述信息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BatchTask, CreateModelService, DescribeBatchTask, DescribeBatchTasks, DescribeModelService,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s, DescribeModelServiceHotUpdated, DescribeModelServices,
ModifyModelService, ModifyModelServicePartialConfig, ModifyServiceGroupWeights。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ModelVersionId

String

是

模型版本id, DescribeTrainingModelVersion查询模型接口时的id
自动学习类型的模型填写自动学习的任务id

ModelId

String

否

模型id

ModelName

String

否

模型名

ModelVersion

String

否

模型版本

ModelSource

String

否

模型来源

CosPathInfo

CosPathInfo

否

cos路径信息

AlgorithmFramework

String

否

模型对应的算法框架，预留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odelType

String

否

默认为 NORMAL, 已加速模型: ACCELERATE, 自动学习模型 AUTO_ML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odelInputInfo
模型输入信息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ModelAccelerateTask, DescribeModelAccelerateTasks, RestartModelAccelerateTask。
名称

类型

必选

ModelInputType

String

是

ModelInputDimension

Array of String

是

描述
input数据类型
FIXED：固定
RANGE：浮动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input数据尺寸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OcrLabelInfo
OCR场景标签列表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DatasetDetailUnstructured。
名称

类型

描述

Points

Array of PointInfo

坐标点围起来的框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FrameType

String

框的形状：
FRAME_TYPE_RECTANGLE
FRAME_TYPE_POLYGON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Key

String

智能结构化：key区域对应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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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Id

String

智能结构化：上述key的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Value

String

识别：框区域的内容
智能结构化：value区域对应的内容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KeyIdsForValue

Array of String

智能结构化：value区域所关联的key 区域的keyID的集合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Direction

key或者value区域内容的方向：
DIRECTION_VERTICAL
DIRECTION_HORIZONTAL

String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Option
键值对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ModelService, ModifyModelService。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Name

String

是

指标名

Value

Integer

是

指标值

PointInfo
点信息描述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DatasetDetailUnstructured。
名称

类型

X

Float

Y

Float

描述
X坐标值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Y坐标值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esourceConfigInfo
资源配置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BatchTask, CreateTrainingTask, DescribeBatchTask, DescribeBatchTasks, DescribeTrainingTask,
DescribeTrainingTasks。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Role

String

是

角色，eg：PS、WORKER、DRIVER、EXECUTOR

Cpu

Integer

否

cpu核数，1000=1核

Memory

Integer

否

内存，单位为MB

GpuType

String

否

gpu卡类型

Gpu

Integer

否

gpu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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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必选

InstanceType

String

否

InstanceNum

Integer

否

描述
算力规格ID
计算规格 (for后付费)，可选值如下：
TI.S.LARGE.POST: 4C8G
TI.S.2XLARGE16.POST: 8C16G
TI.S.2XLARGE32.POST: 8C32G
TI.S.4XLARGE32.POST: 16C32G
TI.S.4XLARGE64.POST: 16C64G
TI.S.6XLARGE48.POST: 24C48G
TI.S.6XLARGE96.POST: 24C96G
TI.S.8XLARGE64.POST: 32C64G
TI.S.8XLARGE128.POST : 32C128G
TI.GN10.2XLARGE40.POST: 8C40G V1001
TI.GN10.5XLARGE80.POST: 18C80G V1002
TI.GN10.10XLARGE160.POST : 32C160G V1004
TI.GN10.20XLARGE320.POST : 72C320G V1008
TI.GN7.8XLARGE128.POST: 32C128G T41
TI.GN7.10XLARGE160.POST: 40C160G T42
TI.GN7.20XLARGE320.POST: 80C32
计算节点数
算力规格名称
计算规格 (for后付费)，可选值如下：
4C8G
8C16G

InstanceTypeAlias

String

否

8C32G
16C32G
6C64G
24C48G
24C96G
32C64G
32C128G
8C40G V1001
8C80G V1002
32C160G V1004

72C320G V1008
32C128G T41
40C160G T42
80C32

ResourceGroup
资源组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BillingResourceGroups。
名称

类型

描述

ResourceGroupId

String

资源组id

ResourceGroupName

String

资源组名称

FreeInstance

Integer

可用节点个数(运行中的节点)

TotalInstance

Integer

总节点个数(所有节点)

UsedResource

GroupResource

资资源组已用的资源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otalResource

GroupResource

资源组总资源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InstanceSet

Array of Instance

节点信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agSet

Array of Tag

标签列表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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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Info
描述资源信息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ModelService, DescribeBillingResourceGroups, DescribeModelService,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s, DescribeModelServices, ModifyModelService, ModifyModelServicePartialConfig,
ModifyServiceGroupWeights。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Cpu

Integer

是

处理器资源, 单位为1/1000核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emory

Integer

是

内存资源, 单位为1M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Gpu卡个数资源, 单位为0.01单位的GpuType.
Gpu=100表示使用了“一张”gpu卡, 但此处的“一张”卡有可能是虚拟化后的1/4卡, 也有可能是整张卡. 取决
于实例的机型
例1 实例的机型带有1张虚拟gpu卡, 每张虚拟gpu卡对应1/4张实际T4卡, 则此时 GpuType=T4, Gpu=100,
RealGpu=25.
例2 实例的机型带有4张gpu整卡, 每张卡对应1张实际T4卡, 则 此时 GpuType=T4, Gpu=400,
RealGpu=400.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Gpu

Integer

否

GpuType

String

否

Gpu卡型号 T4或者V100。仅展示当前 GPU 卡型号，若存在多类型同时使用，则参考 RealGpuDetailSet
的值。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ealGpu

Integer

否

创建或更新时无需填写，仅展示需要关注
后付费非整卡实例对应的实际的Gpu卡资源, 表示gpu资源对应实际的gpu卡个数.
RealGpu=100表示实际使用了一张gpu卡, 对应实际的实例机型, 有可能代表带有1/4卡的实例4个, 或者带有
1/2卡的实例2个, 或者带有1卡的实力1个.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ealGpuDetailSet

Array of
GpuDetail

否

创建或更新时无需填写，仅展示需要关注。详细的GPU使用信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owItem
文本行信息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DatasetDetailStructured。
名称

类型

描述

Values

Array of RowValue

rowValue 数组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owValue
文件行信息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DatasetDetailStructured。
名称

类型

描述

Name

String

列名

Value

String

列值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cheduledAction
定时的事务和行为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ModelService, DescribeModelService,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s,
DescribeModelServices, ModifyModelService, ModifyModelServicePartialConfig, ModifyServiceGroupWe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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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ScheduleStop

Boolean

否

是否要定时停止服务，true or false。true 则 ScheduleStopTime 必填， false 则 ScheduleStopTime 不
生效

ScheduleStopTime

String

否

要执行定时停止的时间，格式：“2022-01-26T19:46:22+08:00”

SchemaInfo
表格数据集表头信息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Dataset。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Name

String

是

长度30字符内

Type

String

是

数据类型

SegmentationInfo
图片分割参数信息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DatasetDetailUnstructured。
名称

类型

描述

Points

Array of PointInfo

点坐标数组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Label

String

分割标签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Gray

Integer

灰度值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olor

String

颜色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ervice
描述在线服务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ModelService, DescribeModelService,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s,
DescribeModelServices, ModifyModelService, ModifyModelServicePartialConfig, ModifyServiceGroupWeights。
名称

类型

描述

ServiceGroupId

String

服务组id

ServiceId

String

服务id

ServiceGroupName

String

服务组名

ServiceDescription

String

服务描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lusterId

String

集群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egion

String

地域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Namespace

String

命名空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hargeType

String

付费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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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GroupId

String

后付费资源组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reatedBy

String

创建者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UpdateTime

String

更新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Uin

String

主账号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ubUin

String

子账号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AppId

Integer

app_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Version

String

版本号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LatestVersion

String

服务组下服务的最高版本号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erviceInfo

ServiceInfo

服务的详细信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BusinessStatus

String

服务的业务状态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reateSource

String

服务的创建来源
AUTO_ML: 来自自动学习的一键发布
DEFAULT: 其他来源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BillingInfo

String

费用信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tatus

String

服务状态
CREATING 创建中
CREATE_FAILED 创建失败
Normal 正常运行中
Stopped 已停止
Stopping 停止中
Abnormal 异常
Pending 启动中
Waiting 就绪中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Weight

Integer

模型权重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IngressName

String

服务所在的 ingress 的 name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erviceLimit

ServiceLimit

服务限速限流相关配置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cheduledAction

ScheduledAction

定时停止的配置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reateFailedReason

String

服务创建失败的原因，创建成功后该字段为默认值 CREATE_SUCCEE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esourceGroupName

String

预付费服务对应的资源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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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gs

Array of Tag

服务的标签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erviceCallInfo
服务的调用信息，服务组下唯一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ModelServiceCallInfo。
名称

类型

描述

ServiceGroupId

String

InnerHttpAddr

String

内网http调用地址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InnerHttpsAddr

String

内网https调用地址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OuterHttpAddr

String

内网http调用地址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OuterHttpsAddr

String

内网https调用地址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AppKey

String

调用key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AppSecret

String

调用secret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服务组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erviceGroup
在线服务一个服务组的信息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s, ModifyServiceGroupWeights。
名称

类型

描述

ServiceGroupId

String

服务组id

ServiceGroupName

String

服务组名

CreatedBy

String

创建者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UpdateTime

String

更新时间

Uin

String

主账号

ServiceCount

Integer

服务组下服务总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unningServiceCount

Integer

服务组下在运行的服务数量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ervices

Array of Service

服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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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组状态，与服务一致
CREATING 创建中
CREATE_FAILED 创建失败
Normal 正常运行中
Stopped 已停止
Stopping 停止中
Abnormal 异常
Pending 启动中
Waiting 就绪中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tatus

String

Tags

Array of Tag

服务组标签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LatestVersion

String

服务组下最高版本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服务的业务状态
CREATING 创建中
CREATE_FAILED 创建失败
ARREARS_STOP 因欠费被强制停止

BusinessStatus

String

BillingInfo

String

服务的计费信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reateSource

String

服务的创建来源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tring

服务组的权重更新状态
UPDATING 更新中
UPDATED 更新成功
UPDATE_FAILED 更新失败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WeightUpdateStatus

BILLING 计费中
WHITELIST_USING 白名单试用中
WHITELIST_STOP 白名单额度不足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erviceHistory
服务历史版本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ModelServiceHistory。
名称

类型

描述

Revision

String

版本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UpdateTime

String

更新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Image

String

镜像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odelFile

String

模型文件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awData

String

原始数据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erviceInfo
推理服务在集群中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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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ModelService, DescribeModelService,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s,
DescribeModelServices, ModifyModelService, ModifyModelServicePartialConfig, ModifyServiceGroupWeights。
名称

Replicas

类型

Integer

描述
期望运行的Pod数量，停止状态是0
不同计费模式和调节模式下对应关系如下
PREPAID 和 POSTPAID_BY_HOUR:
手动调节模式下对应 实例数量
自动调节模式下对应 基于时间的默认策略的实例数量
HYBRID_PAID:
后付费实例手动调节模式下对应 实例数量
后付费实例自动调节模式下对应 时间策略的默认策略的实例数量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ImageInfo

ImageInfo

镜像信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Env

Array of EnvVar

环境变量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esources

ResourceInfo

资源信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InstanceType

String

后付费实例对应的机型规格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odelInfo

ModelInfo

模型信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LogEnable

Boolean

是否启用日志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LogConfig

LogConfig

日志配置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AuthorizationEnable

Boolean

是否开启鉴权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HorizontalPodAutoscaler

HorizontalPodAutoscaler

hpa配置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tatus

WorkloadStatus

服务的状态描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Weight

Integer

权重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PodList

Array of String

实例列表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esourceTotal

ResourceInfo

OldReplicas

Integer

HybridBillingPrepaidReplicas

Integer

OldHybridBillingPrepaidReplicas

Integer

历史 HYBRID_PAID 时的实例数，用户恢复服务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odelHotUpdateEnable

Boolean

是否开启模型的热更新。默认不开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资源总量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历史实例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计费模式[HYBRID_PAID]时生效, 用于标识混合计费模式下的预付费实例数, 若不填则
默认为1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erviceLimit
服务的限流限速等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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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ModelService, DescribeModelService,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s,
DescribeModelServices, ModifyModelService, ModifyModelServicePartialConfig, ModifyServiceGroupWeights。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EnableInstanceRpsLimit

Boolean

否

是否开启实例层面限流限速，true or false。true 则 InstanceRpsLimit 必填， false 则
InstanceRpsLimit 不生效

InstanceRpsLimit

Integer

否

每个服务实例的 request per second 限速, 0 为不限流

Spec
计费项内容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BillingSpecs。
名称

类型

描述

SpecId

String

计费项标签

SpecName

String

计费项名称

SpecAlias

String

计费项显示名称

Available

Boolean

是否售罄

AvailableRegion

Array of String

当前资源售罄时，可用的区域有哪些

SpecPrice
计费项询价结果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BillingSpecsPrice。
名称

类型

描述

SpecName

String

计费项名称

TotalCost

Integer

原价，单位：分。最大值42亿，超过则返回0

RealTotalCost

Integer

优惠后的价格，单位：分

SpecUnit
计费项询价单元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BillingSpecsPrice。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SpecName

String

是

计费项名称

SpecCount

Integer

是

计费项数量,建议不超过100万

StartCmdInfo
启动命令信息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TrainingTask, DescribeTrainingTask。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StartCmd

String

否

启动命令

PsStartCmd

String

否

ps启动命令

WorkerStartCmd

String

否

worker启动命令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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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fulSetCondition
实例状况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ModelService, DescribeModelService,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s,
DescribeModelServices, ModifyModelService, ModifyModelServicePartialConfig, ModifyServiceGroupWeights。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Message

String

是

信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eason

String

是

原因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tatus

String

是

Status of the condition, one of True, False, Unknown.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ype

String

是

类型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LastTransitionTime

String

是

上次更新的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ag
描述腾讯云标签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BatchModelAccTasks, CreateBatchTask, CreateDataset, CreateModelService, CreateOptimizedModel,
CreateTrainingModel, CreateTrainingTask, DescribeBatchTask, DescribeBatchTasks, DescribeBillingResourceGroups, DescribeDatasets,
DescribeModelAccelerateTask, DescribeModelAccelerateTasks, DescribeModelService,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s, DescribeModelServices, DescribeTrainingModels, DescribeTrainingTask, DescribeTrainingTasks,
ModifyModelService, ModifyModelServicePartialConfig, ModifyServiceGroupWeights, RestartModelAccelerateTask。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TagKey

String

是

标签键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agValue

String

是

标签值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agFilter
Tag过滤参数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BatchTasks, DescribeBillingResourceGroups, DescribeDatasets, DescribeModelAccelerateTasks,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s, DescribeModelServices, DescribeTrainingModels, DescribeTrainingTasks。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TagKey

String

否

标签键

TagValues

Array of String

否

多个标签值

TextLabelDistributionDetailInfoFifthClass
五级标签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DatasetDetailUnstructured。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LabelValue

String

否

标签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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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选

LabelCount

Integer

否

LabelPercentage

Float

否

描述
标签个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标签占比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extLabelDistributionDetailInfoFirstClass
一级标签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DatasetDetailUnstructured。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LabelValue

String

否

标签名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LabelCount

Integer

否

标签个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LabelPercentage

Float

否

标签占比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hildLabelList

Array of TextLabelDistributionDetailInfoSecondClass

否

子标签分布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extLabelDistributionDetailInfoFourthClass
四级标签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DatasetDetailUnstructured。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LabelValue

String

否

标签名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LabelCount

Integer

否

标签个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LabelPercentage

Float

否

标签占比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hildLabelList

Array of TextLabelDistributionDetailInfoFifthClass

否

子标签分布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extLabelDistributionDetailInfoSecondClass
二级标签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DatasetDetailUnstructured。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LabelValue

String

否

标签名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LabelCount

Integer

否

标签个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LabelPercentage

Float

否

标签占比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hildLabelList

Array of TextLabelDistributionDetailInfoThirdClass

否

子标签分布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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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LabelDistributionDetailInfoThirdClass
三级标签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DatasetDetailUnstructured。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LabelValue

String

否

标签名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LabelCount

Integer

否

标签个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LabelPercentage

Float

否

标签占比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hildLabelList

Array of TextLabelDistributionDetailInfoFourthClass

否

子标签分布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extLabelDistributionInfo
文本标签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DatasetDetailUnstructured。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Theme

String

否

文本分类题目名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lassLabelList

Array of TextLabelDistributionDetailInfoFirstClass

否

一级标签分布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rainingDataPoint
训练数据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LatestTrainingMetrics。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TrainingMetric
训练指标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LatestTrainingMetrics。
名称

类型

描述

MetricName

String

指标名

Values

Array of TrainingDataPoint

数据值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Epochs

Array of TrainingDataPoint

上报的Epoch. 可能为空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teps

Array of TrainingDataPoint

上报的Step. 可能为空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otalSteps

Array of TrainingDataPoint

上报的TotalSteps. 可能为空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rainingModelDTO
模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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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TrainingModels。
名称

类型

描述

TrainingModelId

String

模型id

TrainingModelName

String

模型名称

Tags

Array of Tag

标签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reateTime

String

模型创建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rainingModelVersionDTO
模型版本列表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TrainingModelVersion, DescribeTrainingModelVersions。
名称

类型

描述

TrainingModelId

String

模型id

TrainingModelVersionId

String

模型版本id

TrainingModelVersion

String

模型版本

TrainingModelSource

String

模型来源

TrainingModel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TrainingModelCreator

String

创建人uin

AlgorithmFramework

String

算法框架

ReasoningEnvironment

String

推理环境

ReasoningEnvironmentSource

String

推理环境来源

TrainingModelIndex

String

模型指标

TrainingJobName

String

训练任务名称

TrainingModelCosPath

CosPathInfo

模型cos路径

TrainingModelName

String

模型名称

TrainingJobId

String

训练任务id

ReasoningImageInfo

ImageInfo

自定义推理环境

CreateTime

String

模型版本创建时间

TrainingModelStatus

String

模型处理状态
STATUS_SUCCESS：导入成功，STATUS_FAILED：导入失败 ，STATUS_RUNNING：导入
中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rainingModelProgress

Integer

模型处理进度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rainingModelErrorMsg

String

模型错误信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rainingModelFormat

String

模型格式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VersionType

String

模型版本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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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UType

String

GPU类型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AutoClean

String

模型自动清理开关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odelCleanPeriod

Integer

模型清理周期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axReservedModels

Integer

模型数量保留上限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odelHotUpdatePath

CosPathInfo

模型热更新目录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rainingTaskDetail
训练任务详情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TrainingTask。
名称

类型

描述

Id

String

训练任务ID

Name

String

训练任务名称

Uin

String

主账号uin

SubUin

String

子账号uin

Region

String

地域

FrameworkName

String

训练框架名称，eg：SPARK、PYSARK、TENSORFLOW、PYTORCH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FrameworkVersion

String

训练框架版本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FrameworkEnvironment

String

框架运行环境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hargeType

String

计费模式

ResourceGroupId

String

预付费专用资源组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esourceConfigInfos

Array of
ResourceConfigInfo

资源配置

Tags

Array of Tag

标签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rainingMode

String

训练模式，eg：PS_WORKER、DDP、MPI、HOROVO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odePackagePath

CosPathInfo

代码包

StartCmdInfo

StartCmdInfo

启动命令信息

DataSource

String

DataConfigs

Array of DataConfig

TuningParameters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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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eg：DATASET、COS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数据配置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调优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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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put

CosPathInfo

训练输出

LogEnable

Boolean

是否上报日志

LogConfig

LogConfig

日志配置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VpcId

String

VPC 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ubnetId

String

子网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ImageInfo

ImageInfo

自定义镜像信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untimeInSeconds

Integer

运行时长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StartTime

String

训练开始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hargeStatus

String

计费状态，eg：BILLING计费中，ARREARS_STOP欠费停止，NOT_BILLING不在计费中

LatestInstanceId

String

最近一次实例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ensorBoardId

String

TensorBoard 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emark

String

备注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FailureReason

String

失败原因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UpdateTime

String

更新时间

EndTime

String

BillingInfo

String

计费金额信息，eg：2.00元/小时 (for后付费)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esourceGroupName

String

预付费专用资源组名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essage

String

任务信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tatus

String

任务状态，eg：STARTING启动中、RUNNING运行中、STOPPING停止中、STOPPED已停
止、FAILED异常、SUCCEED已完成

CallbackUrl

String

回调地址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训练结束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rainingTaskSetItem
出参类型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TrainingTasks。
名称

类型

描述

Id

String

训练任务ID

Name

String

训练任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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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FrameworkName

String

框架名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FrameworkVersion

String

训练框架版本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FrameworkEnvironment

String

框架运行环境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hargeType

String

计费模式

ChargeStatus

String

计费状态，eg：BILLING计费中，ARREARS_STOP欠费停止，NOT_BILLING不在计费中

ResourceGroupId

String

预付费专用资源组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esourceConfigInfos

Array of
ResourceConfigInfo

资源配置

TrainingMode

String

训练模式eg：PS_WORKER、DDP、MPI、HOROVO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tatus

String

任务状态，eg：STARTING启动中、RUNNING运行中、STOPPING停止中、STOPPED已停
止、FAILED异常、SUCCEED已完成

RuntimeInSeconds

Integer

运行时长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StartTime

String

训练开始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EndTime

String

训练结束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Output

CosPathInfo

训练输出

FailureReason

String

失败原因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UpdateTime

String

更新时间

BillingInfo

String

计费金额信息，eg：2.00元/小时 (for后付费)

ResourceGroupName

String

预付费专用资源组名称

ImageInfo

ImageInfo

Message

String

Tags

Array of Tag

CallbackUrl

String

自定义镜像信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任务信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标签配置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回调地址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VolumeMount
外部挂载信息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ModelService, DescribeModelServiceHotUpdated, ModifyModelService。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CFSConfig

CFSConfig

是

cfs的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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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VolumeSourceType

String

否

挂载源类型

WeightEntry
服务的权重
被如下接口引用：ModifyServiceGroupWeights。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ServiceId

String

是

服务id

Weight

Integer

是

流量权重值，同 ServiceGroup 下 总和应为 100

WorkloadStatus
工作负载的状态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ModelService, DescribeModelService,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 DescribeModelServiceGroups,
DescribeModelServices, ModifyModelService, ModifyModelServicePartialConfig, ModifyServiceGroupWeights。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Replicas

Integer

是

当前实例数

UpdatedReplicas

Integer

是

更新的实例数

ReadyReplicas

Integer

是

就绪的实例数

AvailableReplicas

Integer

是

可用的实例数

UnavailableReplicas

Integer

是

不可用的实例数
Normal 正常运行中
Abnormal 服务异常，例如容器启动失败等
Waiting 服务等待中，例如容器下载镜像过程等
Stopped 已停止
Pending 启动中
Stopping 停止中

Status

String

是

StatefulSetCondition

Array of StatefulSetCondition

否

工作负载的状况信息

Conditions

Array of StatefulSetCondition

否

工作负载历史的状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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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03 01:5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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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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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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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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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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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CamException

CAM系统异常。

AuthFailure.NoPermission

没有权限。

FailedOperation.ApiGatewayQueryFailed

API网关访问失败，请重试。

FailedOperation.BillingQueryFailed

计费模块访问失败。

FailedOperation.BindingTagsFailed

绑定标签失败。

FailedOperation.CAMFailure

CAM内部错误。

FailedOperation.CallClusterFail

调用集群失败。

FailedOperation.ClsServiceNotActived

尚未开通CLS日志服务，请开前往开通。

FailedOperation.ClusterQueryFailed

集群访问失败。

FailedOperation.CreateJobInstanceFailed

启动实例失败。

FailedOperation.DCCosClientErr

cos client 内部错误。

FailedOperation.DCCreateAsyncTaskError

创建内部异步任务失败。

FailedOperation.DCCreateUserCosClientErr

创建cos client 失败。

FailedOperation.DCDataAnnotationRpcErr

数据标注 rpc 内部错误。

FailedOperation.DCDatarepoRpcErr

数据仓库 rpc 内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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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说明

FailedOperation.DCDatasetExceedLimit

数据集操作超过上限。

FailedOperation.DCDatasetStatusNotReady

数据集状态未恢复。

FailedOperation.DCGetUserTemporarySecretErr

获取用户临时秘钥失败。

FailedOperation.DCMarshalDataErr

数据序列化错误。

FailedOperation.DCQueryDatasetContentErr

数据集获取文件内容异常。

FailedOperation.DCUnmarshalDataErr

数据反序列化错误。

FailedOperation.DCUnsupportedOperation

数据集操作不支持。

FailedOperation.DuplicateName

名称重复。

FailedOperation.ExecDatabaseFail

数据库执行错误。

FailedOperation.ExecTagFail

标签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InsufficientWhitelistQuota

白名单免费配额不足。

FailedOperation.InvalidUserType

操作失败，用户类型异常。

FailedOperation.KmsKeyNotOpen

密钥管理系统服务未开通，请先开通腾讯云密钥管理系统服务。

FailedOperation.MoveModelDirFailed

移动模型目录失败。

FailedOperation.NoFreeBucket

没有空闲免费桶。

FailedOperation.NoPermission

没有权限。

FailedOperation.NotAllow

操作不允许。

FailedOperation.Processing

请求正在处理中，请稍候再试。

FailedOperation.QueryBindingTagsFailed

查询资源标签失败。

FailedOperation.QueryDatabaseFail

数据库查询错误。

FailedOperation.QueryModelsByTagsFailed

根据标签查询资源失败。

FailedOperation.QueryPriceFailed

查询计费价格失败。

FailedOperation.QuerySpecsFailed

查询计费项失败。

FailedOperation.QueryTagFail

查询标签服务失败。

FailedOperation.RecordNotFound

记录不存在。

FailedOperation.RepoBindByInstance

存储库有绑定的实例，请先删除绑定的实例。

FailedOperation.StsQueryFailed

密钥服务访问失败，请重试。

FailedOperation.Timedout

实例启动失败。

FailedOperation.UnknownInstanceType

未知的实例规格。

FailedOperation.UnmarshalData

数据解析失败。

InternalError.FreezeBillFailed

冻结失败。

InternalError.InsufficientBalance

余额不足。

InternalError.NoPermission

没有权限。

InternalError.NotAllow

操作不允许。

InternalError.QueryHDFSInfoFailed

获取HDFS存储信息失败。

InternalError.QueryResourceGroupFailed

查询预付费资源组详情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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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说明

InternalError.StopJobInstanceFailed

停止任务失败。

InvalidParameter.ModelFileInvalid

模型包不符合规范。

InvalidParameter.TgwInvalidInterface

无效的接口。

InvalidParameter.TgwInvalidRequestBody

无效的请求包体。

InvalidParameter.ValidateError

请求参数校验失败。

InvalidParameterValue.BadName

名称不合法。

InvalidParameterValue.ClsConfigRequired

请设置日志集、日志主题ID。

InvalidParameterValue.CodeRepoNotFound

存储库不存在。

InvalidParameterValue.DCAnnotationType

不支持的标注类型。

InvalidParameterValue.DCCosPathInfo

存储桶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DCDatasetAnnotationNotMatch

数据集标注状态不匹配。

InvalidParameterValue.DCDatasetIdNotExist

数据集Id不存在。

InvalidParameterValue.DCDatasetNameExist

数据集重名已存在。

InvalidParameterValue.DCDatasetType

不支持的数据集类型。

InvalidParameterValue.DCFilterValues

不支持的过滤参数。

InvalidParameterValue.DatasetNumLimitExceeded

数据集数量超过限制。

InvalidParameterValue.DuplicateName

实例名称冲突，请更换名称后重试。

InvalidParameterValue.FrameworkVersionNotSupport

训练框架对应的版本不支持，请阅读文档查看TIONE目前支持的框架和版本。

InvalidParameterValue.InvalidFilter

无效的过滤器。

InvalidParameterValue.LimitExceeded

参数值数量超过限制。

InvalidParameterValue.NotAllow

操作不允许。

OperationDenied

操作被拒绝。

OperationDenied.BalanceInsufficient

余额不足，创建/更新失败。

OperationDenied.BillingStatusResourceInsufficient

后付费资源售罄。

OperationDenied.MIYINGBalanceInsufficient

觅影资源包余额不足，请先充值。

OperationDenied.NetworkCidrIllegal

网段不合法。

OperationDenied.ResourceGroupInsufficient

预付费资源组余量不足。

OperationDenied.WhitelistQuotaExceed

白名单免费配额不足。

ResourceNotFound.NoModel

没有该模型。

ResourcesSoldOut

资源售罄。

UnauthorizedOperation.NoPermission

资源不属于当前登陆用户主账号，无权限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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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 TI 平台 TI-ONE API 2019-10-22
产品版本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11 07:07:24

您正在浏览tione产品文档的版本: 2019-10-22

最新版本
2021-11-11

以往版本
2019-10-22 (当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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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历史
最近更新时间：2020-09-15 08:01:03

第 12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0-08-14 08:02:11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修改接口：
CreateTrainingJob
新增入参：RetryWhenResourceInsufficient
修改数据结构：
StoppingCondition
新增成员：MaxWaitTimeInSeconds

第 11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0-08-06 08:02:02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修改接口：
CreateNotebookInstance
新增入参：ClsConfig
DescribeNotebookInstance
新增出参：ClsConfig
UpdateNotebookInstance
新增入参：ClsConfig
新增数据结构：
ClsConfig

第 10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0-07-22 08:01:55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修改接口：
CreateTrainingJob
修改入参：InputDataConfig

第 9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0-07-03 08:01:35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修改数据结构：
OutputDataConfig
新增成员：FileSystemDataSource

第

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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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0-07-02 08:01:32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DescribeTrainingJobs
修改接口：
DescribeTrainingJob
新增出参：LogUrl, InstanceId
新增数据结构：
TrainingJobSummary

第 7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0-06-16 08:02:57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修改数据结构：
NotebookInstanceSummary
新增成员：RuntimeInSeconds, RemainTimeInSeconds

第 6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0-06-15 08:01:29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DescribeNotebookSummary
修改接口：
CreateNotebookInstance
新增入参：StoppingCondition, AutoStopping
DescribeNotebookInstance
新增出参：Prepay, Deadline, StoppingCondition
StartNotebookInstance
新增入参：AutoStopping, StoppingCondition
UpdateNotebookInstance
新增入参：AutoStopping, StoppingCondition
新增数据结构：
BillingLabel
修改数据结构：
NotebookInstanceSummary
新增成员：StartupTime, Deadline, StoppingCondition, Prepay, BillingLabel

第 5 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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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15 08:01:29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修改接口：
CreateNotebookInstance
新增入参：ClsAccess
DescribeNotebookInstance
新增出参：ClsAccess
UpdateNotebookInstance
新增入参：ClsAccess

第 4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0-04-02 08:00:31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修改接口：
CreateNotebookInstance
新增入参：LifecycleScriptsName, DefaultCodeRepository, AdditionalCodeRepositories
删除入参：RoleArn, SecurityGroupIds, Tags
修改入参：NotebookInstanceName, InstanceType, VolumeSizeInGB
DescribeNotebookInstance
新增出参：LifecycleScriptsName, DefaultCodeRepository, AdditionalCodeRepositories
删除出参：SecurityGroupIds, Url, NetworkInterfaceId
UpdateNotebookInstance
新增入参：LifecycleScriptsName, DisassociateLifecycleScript, DefaultCodeRepository, AdditionalCodeRepositories,
DisassociateDefaultCodeRepository, DisassociateAdditionalCodeRepositories
删除数据结构：
Tag
修改数据结构：
GitSecret
新增成员：NoSecret
删除成员：None

第 3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0-04-01 08:01:02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CreateCodeRepository
CreateNotebookLifecycleScript
DeleteCodeRepository
DeleteNotebookLifecycleScript
DescribeCodeRepositories
DescribeCodeRepository
DescribeNotebookLifecycleScript
DescribeNotebookLifecycleScripts
UpdateCodeRepository
UpdateNotebookLifecycle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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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接口：
DescribeNotebookInstances
新增入参：Filters
删除入参：CreationTimeAfter, CreationTimeBefore, LastModifiedTimeAfter, LastModifiedTimeBefore, NameContains, StatusEquals,
MaxResults
新增数据结构：
CodeRepoSummary
Filter
GitConfig
GitSecret
NotebookLifecycleScriptsSummary

第 2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0-03-31 08:00:28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修改接口：
CreateTrainingJob
修改入参：AlgorithmSpecification, InputDataConfig, OutputDataConfig, ResourceConfig

第 1 次发布
发布时间：2020-03-18 14:38:04
本次发布包含了以下内容：
改善已有的文档。
新增接口：
CreateNotebookInstance
CreatePresignedNotebookInstanceUrl
CreateTrainingJob
DeleteNotebookInstance
DescribeNotebookInstance
DescribeNotebookInstances
DescribeTrainingJob
StartNotebookInstance
StopNotebookInstance
StopTrainingJob
UpdateNotebookInstance
新增数据结构：
AlgorithmSpecification
CosDataSource
DataSource
EnvConfig
FileSystemDataSource
InputDataConfig
ModelArtifacts
NotebookInstanceSummary
OutputDataConfig
ResourceConfig
SecondaryStatusTransition
Stopping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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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VpcConfig

简介
最近更新时间：2022-01-07 08:14:35
欢迎使用 腾讯云 TI 平台 TI-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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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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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 TI 平台 TI-ONE 是为 AI 工程师打造的一站式机器学习服务平台，为用户提供从数据预处理、模型构建、模型训练到模型评估的全流程开发支持。腾讯云TI平台TIONE内置丰富的算法组件，支持多种算法框架，满足多种AI应用场景的需求。自动化建模（AutoML）的支持与拖拽式任务流设计让 AI 初学者也能轻松上手。

API 概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9 02:08:27

Notebook相关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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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名称

接口功能

频率限制

CreateNotebookInstance

创建Notebook实例

20

CreatePresignedNotebookInstanceUrl

创建Notebook授权Url

20

DeleteNotebookInstance

删除Notebook实例

20

DescribeNotebookInstance

查询Notebook实例

20

DescribeNotebookInstances

查询Notebook实例列表

20

DescribeNotebookSummary

查询Notebook概览

20

StartNotebookInstance

启动Notebook实例

20

StopNotebookInstance

停止Notebook实例

20

UpdateNotebookInstance

更新Notebook实例

20

生命周期脚本相关接口
接口名称

接口功能

频率限制

CreateNotebookLifecycleScript

创建Notebook生命周期脚本

20

DeleteNotebookLifecycleScript

删除Notebook生命周期脚本

20

DescribeNotebookLifecycleScript

查看notebook生命周期脚本详情

20

DescribeNotebookLifecycleScripts

查看notebook生命周期脚本列表

20

UpdateNotebookLifecycleScript

更新notebook生命周期脚本

20

存储库相关接口
接口名称

接口功能

频率限制

CreateCodeRepository

创建存储库

20

DeleteCodeRepository

删除存储库

20

DescribeCodeRepositories

查询存储库列表

20

DescribeCodeRepository

查询存储库详情

20

UpdateCodeRepository

更新存储库

20

任务训练相关接口
接口名称

接口功能

频率限制

CreateTrainingJob

创建训练任务

20

DescribeTrainingJob

查询训练任务

20

DescribeTrainingJobs

查询训练任务列表

20

StopTrainingJob

停止训练任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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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方式
请求结构
最近更新时间：2020-09-28 08: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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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one.tencentcloudapi.com

华南地区(广州)

tione.ap-guangzhou.tencentcloudapi.com

华东地区(上海)

tione.ap-shanghai.tencentcloudapi.com

华北地区(北京)

tione.ap-beijing.tencentcloudapi.com

西南地区(成都)

tione.ap-chengdu.tencentcloudapi.com

西南地区(重庆)

tione.ap-chongqing.tencentcloudapi.com

港澳台地区(中国香港)

tione.ap-hongkong.tencentcloudapi.com

亚太东南(新加坡)

tione.ap-singapore.tencentcloudapi.com

亚太东南(曼谷)

tione.ap-bangkok.tencentcloudapi.com

亚太南部(孟买)

tione.ap-mumbai.tencentcloudapi.com

亚太东北(首尔)

tione.ap-seoul.tencentcloudapi.com

亚太东北(东京)

tione.ap-tokyo.tencentcloudapi.com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

tione.na-ashburn.tencentcloudapi.com

美国西部(硅谷)

tione.na-siliconvalley.tencentcloudapi.com

北美地区(多伦多)

tione.na-toronto.tencentcloudapi.com

欧洲地区(法兰克福)

tione.eu-frankfurt.tencentcloudapi.com

欧洲地区(莫斯科)

tione.eu-mosc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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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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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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3HMAC-SHA256）时支持10MB。

4. 字符编码
均使用 UTF-8 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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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参数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12 06: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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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ization

String

是

HTTP 标准身份认证头部字段，例如：
TC3-HMAC-SHA256 Credential=AKIDEXAMPLE/Date/service/tc3_request, SignedHeaders=contenttyp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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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T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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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o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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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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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ization: TC3-HMAC-SHA256 Credential=AKID********EXAMPLE/2018-10-09/cvm/tc3_request, SignedHeader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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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ID********EXAMPLE/2018-05-30/cvm/tc3_request, SignedHeaders=content-typ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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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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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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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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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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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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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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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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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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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tamp=1527672334&
Signature=37ac2f4fde00b0ac9bd9eadeb459b1bbee224158d66e7ae5fcadb70b2d181d02&Region=ap-guangzhou&Nonce=23823223&SecretId=A
KI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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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ac2f4fde00b0ac9bd9
eadeb459b1bbee224158d66e7ae5fcadb70b2d181d02&Region=ap-guangzhou&Nonce=23823223&SecretId=AKID********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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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南地区(广州)

ap-guangzhou

华东地区(上海)

ap-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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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方法 v3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6 07: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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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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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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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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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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edHeaders=conte
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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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onicalQueryString

发起 HTTP 请求 URL 中的查询字符串，对于 POST 请求，固定为空字符串""，对于 GET 请求，则为 URL 中问号（?）后面的字
符串内容，例如：Limit=10&Offset=0。
注意：CanonicalQueryString 需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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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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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onicalH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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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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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hedRequestPayload

name"}]}）的哈希值，计算伪代码为 Lowercase(HexEncode(Hash.SHA256(RequestPayload)))，即对 HTTP 请求正
文做 SHA256 哈希，然后十六进制编码，最后编码串转换成小写字母。对于 GET 请求，RequestPayload 固定为空字符串。此示
例计算结果是 35e9c5b0e3ae67532d3c9f17ead6c90222632e5b1ff7f6e89887f1398934f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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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规则，示例中得到的规范请求串如下：
POST
/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host:cvm.tencentcloudapi.com
content-type;host
35e9c5b0e3ae67532d3c9f17ead6c90222632e5b1ff7f6e89887f1398934f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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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段名称

解释

Algorithm

签名算法，目前固定为 TC3-HMAC-SHA256。

RequestTimestamp

CredentialScope

HashedCanonical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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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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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2-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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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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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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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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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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type;host, Sign
atu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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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edHeaders=content-t
ype;host, Signature=2230eefd229f582d8b1b891af7107b91597240707d778ab3738f756258d7652c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Host: cvm.tencentcloudapi.com
X-TC-Action: DescribeInstances
X-TC-Version: 2017-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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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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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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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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service = "cvm";
String host = "cvm.tencentcloudapi.com";
String region = "ap-guangzhou";
String action = "DescribeInstances";
String version = "2017-03-12";
String algorithm = "TC3-HMAC-SHA256";
String timestamp = "1551113065";
//String timestamp = String.valueOf(System.currentTimeMillis() / 1000);
SimpleDateFormat sdf = new SimpleDateFormat("yyyy-MM-dd");
// 注意时区，否则容易出错
sdf.setTimeZone(TimeZone.getTimeZone("UTC"));
String date = sdf.format(new Date(Long.valueOf(timestamp + "000")));
// ************* 步骤 1：拼接规范请求串 *************
String httpRequestMethod = "POST";
String canonicalUri = "/";
String canonicalQueryString = "";
String canonicalHeaders =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n" + "host:" + host + "\n";
String signedHeaders = "content-type;host";
String payload = "{\"Limit\": 1, \"Filters\": [{\"Values\": [\"\\u672a\\u547d\\u540d\"], \"Name\": \"instance-name\"}]}";
String hashedRequestPayload = sha256Hex(payload);
String canonicalRequest = httpRequestMethod + "\n" + canonicalUri + "\n" + canonicalQueryString + "\n"
+ canonicalHeaders + "\n" + signedHeaders + "\n" + hashedRequestPayload;
System.out.println(canonicalRequest);
// ************* 步骤 2：拼接待签名字符串 *************
String credentialScope = date + "/" + service + "/" + "tc3_request";
String hashedCanonicalRequest = sha256Hex(canonicalRequest);
String stringToSign = algorithm + "\n" + timestamp + "\n" + credentialScope + "\n" + hashedCanonicalRequest;
System.out.println(stringToSign);
// ************* 步骤 3：计算签名 *************
byte[] secretDate = hmac256(("TC3" + SECRET_KEY).getBytes(UTF8), date);
byte[] secretService = hmac256(secretDate, service);
byte[] secretSigning = hmac256(secretService, "tc3_request");
String signature = DatatypeConverter.printHexBinary(hmac256(secretSigning, stringToSign)).toLowerCase();
System.out.println(signature);
// ************* 步骤 4：拼接 Authorization *************
String authorization = algorithm + " " + "Credential=" + SECRET_ID + "/" + credentialScope + ", "
+ "SignedHeaders=" + signedHeaders + ", " + "Signature=" + signature;
System.out.println(authorization);
TreeMap<String, String> headers = new TreeMap<String, String>();
headers.put("Authorization", authorization);
headers.put("Content-Type", CT_JSON);
headers.put("Host", host);
headers.put("X-TC-Action", action);
headers.put("X-TC-Timestamp", timestamp);
headers.put("X-TC-Version", version);
headers.put("X-TC-Region", region);
StringBuilder sb = new StringBuilder();
sb.append("curl -X POST https://").append(host)
.append(" -H \"Authorization: ").append(authorization).append("\"")
.append("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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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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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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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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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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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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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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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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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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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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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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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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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denti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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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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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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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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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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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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builder.ToStrin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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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ashedCanonical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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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步骤 4：拼接 Authorization *************
string authorization = algorithm + " "
+ "Credential=" + secretid + "/" + credentialScope + ", "
+ "SignedHeaders=" + signedHeaders + ", "
+ "Signature=" +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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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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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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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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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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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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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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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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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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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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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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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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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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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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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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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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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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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AC_Init_ex(h, key, strlen(key), EVP_sha256(),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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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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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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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 canonicalRequest[256] = {0};
sprintf(canonicalRequest, "%s\n%s\n%s\n%s\n%s\n%s", httpRequestMethod, canonicalUri, canonicalQueryString, canonicalHeaders, signedHeade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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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edHeaders, signat
ure);
printf("%s\n", authorization);
char curlcmd[10240] = {0};
sprintf(curlcmd, "curl -X POST https://%s\n \
-H \"Authorization: %s\"\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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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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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失败
存在以下签名失败的错误码，请根据实际情况处理。
错误码

错误描述

AuthFailure.SignatureExpire

签名过期。Timestamp 与服务器接收到请求的时间相差不得超过五分钟。

AuthFailure.SecretIdNotFound

密钥不存在。请到控制台查看密钥是否被禁用，是否少复制了字符或者多了字符。

AuthFailure.Signature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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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TokenFailure

临时证书 Token 错误。

AuthFailure.InvalidSecretId

密钥非法（不是云 API 密钥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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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方法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12 06: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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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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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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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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IDz8krbsJ5yKB
ZQpn74WFkmLPx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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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p-guangzh
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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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cStr = 'GETcvm.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Instances&InstanceIds.0=ins-09dx96dg&Limit=20&Nonce=11886&Offset=0&Region=a
p-guangzhou&SecretId=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Timestamp=1465185768&Version=2017-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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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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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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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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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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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SecretId=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Signature=zmmjn35mikh6pM3V7sUEuX4wyYM%3D&Timestamp=1465185768&Vers
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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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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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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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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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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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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e main
import (
"bytes"
"crypto/hmac"
"crypto/sha1"
"encoding/bas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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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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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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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it' => 20,
'Nonce' => 11886,
'Offset' => 0,
'Region' => 'ap-guangzhou',
'SecretId' => secret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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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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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Host, string requestP
ath)
{
string retStr = "";
retStr += request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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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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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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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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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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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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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09 11: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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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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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01T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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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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训练相关接口
停止训练任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6:23

1. 接口描述
停止训练任务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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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TrainingJob。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10-22。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TrainingJobName

是

String

训练任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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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训练任务
输入示例
https://tione.tencentcloudapi.com/?Action=StopTrainingJob
&TrainingJobName=test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fe8f6fd2-1f51-4699-b19d-efa8b6efde8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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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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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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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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训练任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6:26

1. 接口描述
查询训练任务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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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TrainingJob。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10-22。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TrainingJobName

是

String

训练任务名称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AlgorithmSpecification

AlgorithmSpecification

算法镜像配置

TrainingJobName

String

任务名称

HyperParameters

String

算法超级参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InputDataConfig

Array of InputDataConfig

输入数据配置

OutputDataConfig

OutputDataConfig

输出数据配置

StoppingCondition

StoppingCondition

中止条件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esourceConfig

ResourceConfig

计算实例配置

VpcConfig

VpcConfig

私有网络配置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FailureReason

String

失败原因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LastModifiedTime

Timestamp

最近修改时间

TrainingStartTime

Timestamp

任务开始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rainingEndTime

Timestamp

任务完成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odelArtifacts

ModelArtifacts

模型输出配置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27 共389页

TI-ONE 训练平台

参数名称

SecondaryStatus

类型

String

描述
详细状态，取值范围
Starting：启动中
Downloading: 准备训练数据
Training: 正在训练
Uploading: 上传训练结果
Completed：已完成
Failed: 失败
MaxRuntimeExceeded: 任务超过最大运行时间
Stopping: 停止中
Stopped：已停止

SecondaryStatusTransitions

Array of
SecondaryStatusTransition

详细状态事件记录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oleName

String

角色名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rainingJobStatus

String

训练任务状态，取值范围
InProgress：运行中
Completed: 已完成
Failed: 失败
Stopping: 停止中
Stopped：已停止

LogUrl

String

训练任务日志链接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InstanceId

String

训练任务实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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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训练任务
输入示例
https://tione.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TrainingJob
&TrainingJobName=api_test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9f91ba5c-03bb-4c02-b9cc-d2740821112f",
"TrainingJobName": "api_test",
"AlgorithmSpecification": {
"AlgorithmName": null,
"TrainingImageName": "ccr.ccs.tencentyun.com/ti_public/tensorflow:1.14.0-py3",
"TrainingInputMode": "File"
},
"HyperParameters": "{\"b\":2}",
"InputDataConfig": [
{
"ChannelName": "training",
"ContentType": null,
"DataSource": null,
"InputMode":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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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utputDataConfig": {
"CosOutputBucket": "ti-ap-guangzhou-100005457260-1256633383",
"CosOutputKeyPrefix": ""
},
"StoppingCondition": {
"MaxRuntimeInSeconds": 86400
},
"ResourceConfig": {
"InstanceCount": 1,
"InstanceType": "TI.SMALL2.1core2g",
"VolumeSizeInGB": 10
},
"VpcConfig": null,
"RoleName": "role_name",
"FailureReason": "create training job failure",
"LastModifiedTime": "2019-11-22 11:57:52",
"TrainingStartTime": null,
"TrainingEndTime": null,
"ModelArtifacts": null,
"TrainingJobStatus": "Failed",
"SecondaryStatus": "Failed",
"SecondaryStatusTransitions": [
{
"StartTime": "2019-11-22 11:09:52",
"EndTime": "2019-11-22 11:11:34",
"Status": "Starting",
"StatusMessage": "Launching ML instance"
},
{
"StartTime": "2019-11-22 11:11:34",
"EndTime": "2019-11-22 11:11:36",
"Status": "Starting",
"StatusMessage": "ML instance ready"
},
{
"StartTime": "2019-11-22 11:11:36",
"EndTime": "2019-11-22 11:11:37",
"Status": "Downloading",
"StatusMessage": "Training data ready"
},
{
"StartTime": "2019-11-22 11:11:37",
"EndTime": null,
"Status": "Failed",
"StatusMessage": "create training job failur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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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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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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ResourceUnavailable

资源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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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训练任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6:27

1. 接口描述
创建训练任务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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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TrainingJob。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10-22。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AlgorithmSpecification

是

AlgorithmSpecification

算法镜像配置

OutputDataConfig

是

OutputDataConfig

输出数据配置

ResourceConfig

是

ResourceConfig

资源实例配置

TrainingJobName

是

String

训练任务名称

InputDataConfig.N

否

Array of
InputDataConfig

输入数据配置

StoppingCondition

否

StoppingCondition

中止条件

VpcConfig

否

VpcConfig

私有网络配置

HyperParameters

否

String

算法超级参数

EnvConfig.N

否

Array of EnvConfig

环境变量配置

RoleName

否

String

角色名称
在资源不足（ResourceInsufficient）时后台不定时尝试重新创建训练任务。可

RetryWhenResourceInsufficient

否

String

取值Enabled/Disabled
默认值为Disabled即不重新尝试。设为Enabled时重新尝试有一定的时间期限，
定义在 StoppingCondition 中 MaxWaitTimeInSecond中 ，默认值为1天，
超过该期限创建失败。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TrainingJobName

String

训练任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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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一个训练任务
输入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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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ione.tencentcloudapi.com/?Action=CreateTrainingJob
&TrainingJobName=test
&HyperParameters={"learning_rate":1.0}
&AlgorithmSpecification.TrainingImageName=ccr.ccs.tencentyun.com/ti_public/tensorflow:1.14.0-py3
&AlgorithmSpecification.TrainingInputMode=File
&OutputDataConfig.CosOutputBucket=bucket
&OutputDataConfig.CosOutputKeyPrefix=test
&ResourceConfig.InstanceCount=1
&ResourceConfig.InstanceType=TI.SMALL2.1core2g
&ResourceConfig.VolumeSizeInGB=10
&InputDataConfig.0.ChannelName=train
&InputDataConfig.0.DataSource.CosDataSource.Bucket=bucket
&InputDataConfig.0.DataSource.CosDataSource.KeyPrefix=test
&InputDataConfig.0.InputMode=File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89719e50-4e38-4287-9205-00afcf4dd780",
"TrainingJobName": "tes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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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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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FailedOperation.ClsServiceNotActived

尚未开通CLS日志服务，请开前往开通。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DuplicateName

实例名称冲突，请更换名称后重试。

InvalidParameterValue.FileSystemNeedVpcConfigSupport

文件系统作为训练数据源时需要指定VPC配置。

InvalidParameterValue.FileSystemNumLimit

文件系统超过限额，最大为2。

InvalidParameterValue.FileSystemVpcNotMatch

文件系统的vpc必须和任务的vpc相同。

InvalidParameterValue.FrameworkVersionNotSupport

训练框架对应的版本不支持，请阅读文档查看TIONE目前支持的框架和版本。

InvalidParameterValue.ImageNotFound

训练任务镜像不存在。

InvalidParameterValue.InvalidInstanceType

无效的资源类型,支持的资源类型参考：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51/41239。

InvalidParameterValue.InvalidTrainingImageName

训练任务镜像名称无效。

InvalidParameterValue.MpiProcessesPerHostTooMuch

MPI分布式任务参数ti_mpi_num_of_processes_per_host不能超过GPU卡数。

InvalidParameterValue.SubnetNotFound

子网不存在。

InvalidParameterValue.TrainCodeNotFound

训练代码不存在或无效。

LimitExceeded

超过配额限制。

ResourceInsufficient

资源不足。

ResourceUnavailable

资源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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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训练任务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6:24

1. 接口描述
查询训练任务列表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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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TrainingJob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10-22。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Offset

否

Integer

偏移量

Limit

否

Integer

限制数目

CreationTimeAfter

否

Timestamp

创建时间晚于

CreationTimeBefore

否

Timestamp

创建时间早于

NameContains

否

String

根据名称过滤

StatusEquals

否

String

根据状态过滤

Filters.N

否

Array of Filter

过滤条件。
instance-name - String - 是否必填：否 -（过滤条件）按照名称过滤。
search-by-name - String - 是否必填：否 -（过滤条件）按照名称检索，模糊匹配。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TrainingJobSet

Array of TrainingJobSummary

训练任务列表

TotalCount

Integer

训练任务总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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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训练任务列表
输入示例
https://tione.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TrainingJobs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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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onse": {
"RequestId": "f7094a2d-ffa8-4dc9-8bd8-2349ea4f9c63",
"TotalCount": 1,
"TrainingJobSet": [
{
"CreationTime": "2019-11-22 11:09:43",
"LastModifiedTime": "2019-11-22 11:27:08",
"TrainingEndTime": null,
"TrainingJobName": "api_test",
"TrainingJobStatus": "Failed",
"ResourceConfig": {
"InstanceCount": 1,
"InstanceType": "TI.SMALL2.1core2g",
"VolumeSizeInGB": 10
},
"InstanceId": "timaker-jly3z0hluj"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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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ResourceUnavailable

资源不可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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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book相关接口
更新Notebook实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6:28

1. 接口描述
更新Notebook实例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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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NotebookInstance。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10-22。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NotebookInstanceName

是

String

Notebook实例名称
规则：“^[a-zA-Z0-9](-*[a-zA-Z0-9])*$”

RoleArn

否

String

角色的资源描述

RootAccess

否

String

Root访问权限

VolumeSizeInGB

否

Integer

数据卷大小(GB)

InstanceType

否

String

算力资源类型

LifecycleScriptsName

否

String

notebook生命周期脚本名称

DisassociateLifecycleScript

否

Boolean

是否解绑生命周期脚本，默认 false。
该值为true时，LifecycleScriptsName将被忽略

DefaultCodeRepository

否

String

默认存储库名称
可以是已创建的存储库名称或者已https://开头的公共git库

AdditionalCodeRepositories.N

否

Array of String

其他存储库列表
每个元素可以是已创建的存储库名称或者已https://开头的公共git库

DisassociateDefaultCodeRepository

否

Boolean

是否取消关联默认存储库，默认false
该值为true时，DefaultCodeRepository将被忽略

DisassociateAdditionalCodeRepositories

否

Boolean

是否取消关联其他存储库，默认false
该值为true时，AdditionalCodeRepositories将被忽略

ClsAccess

否

String

已弃用，请使用ClsConfig配置。是否开启CLS日志服务，可取值
Enabled/Disabled

AutoStopping

否

String

自动停止，可取值Enabled/Disabled
取值为Disabled的时候StoppingCondition将被忽略
取值为Enabled的时候读取StoppingCondition作为自动停止的配置

StoppingCondition

否

StoppingCondition

自动停止配置，只在AutoStopping为Enabled的时候生效

ClsConfig

否

ClsConfig

接入日志的配置，默认使用免费日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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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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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Notebook实例
输入示例
https://tione.tencentcloudapi.com/?Action=UpdateNotebookInstance
&NotebookInstanceName=apitest
&RoleArn=role_name
&RootAccess=Enabled
&VolumeSizeInGB=20
&LifecycleScriptsName=aaa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1ac85a52-fb9d-4b28-b0fa-1017b9ada1a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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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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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AuthFailure

CAM签名/鉴权错误。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ClsServiceNotActived

尚未开通CLS日志服务，请开前往开通。

FailedOperation.NotAllow

操作不允许。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ClsConfigRequired

请设置日志集、日志主题ID。

InvalidParameterValue.CodeRepoNotFound

存储库不存在。

InvalidParameterValue.LogSetNotFound

未找到当前日志集。

InvalidParameterValue.TopicNotFound

未找到当前日志主题。

InvalidParameterValue.VolumeShrinkNotAllow

Notebook卷大小只能增加，如需减小容量请重新创建实例。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ResourceUnavailable.BillNotActivated

未开通该地域服务，请先开通。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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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Notebook实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6:29

1. 接口描述
停止Notebook实例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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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NotebookInstance。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10-22。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NotebookInstanceName

是

String

Notebo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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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Notebook实例
输入示例
https://tione.tencentcloudapi.com/?Action=StopNotebookInstance
&NotebookInstanceName=api_test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fe8f6fd2-1f51-4699-b19d-efa8b6efde8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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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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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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ledOperation.NotAllow

操作不允许。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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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Notebook实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6:30

1. 接口描述
启动Notebook实例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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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NotebookInstance。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10-22。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NotebookInstanceName

是

String

Notebook实例名称

AutoStopping

否

String

自动停止，可取值Enabled/Disabled
取值为Disabled的时候StoppingCondition将被忽略
取值为Enabled的时候读取StoppingCondition作为自动停止的配置

StoppingCondition

否

StoppingCondition

自动停止配置，只在AutoStopping为Enabled的时候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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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一个Notebook实例
输入示例
https://tione.tencentcloudapi.com/?Action=StartNotebookInstance
&NotebookInstanceName=apitest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fe8f6fd2-1f51-4699-b19d-efa8b6efde8a"
}
}

5. 开发者资源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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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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Allow

操作不允许。

LimitExceeded

超过配额限制。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ResourceUnavailable

资源不可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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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Notebook实例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6:32

1. 接口描述
查询Notebook实例列表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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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NotebookInstance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10-22。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Offset

否

Integer

偏移量

Limit

否

Integer

限制数目

SortOrder

否

String

排序规则。默认取Descending
Descending 按更新时间降序
Ascending 按更新时间升序

Filters.N

否

Array of Filter

过滤条件。
instance-name - String - 是否必填：否 -（过滤条件）按照名称过滤。
search-by-name - String - 是否必填：否 -（过滤条件）按照名称检索，模糊匹配。
lifecycle-name - String - 是否必填：否 -（过滤条件）按照生命周期脚本名称过滤。
default-code-repo-name - String - 是否必填：否 -（过滤条件）按照默认存储库名称过滤。
additional-code-repo-name - String - 是否必填：否 -（过滤条件）按照其他存储库名称过滤。
billing-status - String - 是否必填：否 - （过滤条件）按照计费状态过滤，可取以下值
StorageOnly：仅存储计费的实例
Computing：计算和存储都计费的实例

SortBy

否

String

【废弃字段】排序字段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NotebookInstanceSet

Array of NotebookInstanceSummary

Notebook实例列表

TotalCount

Integer

Notebook实例总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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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book实例列表
输入示例
https://tione.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NotebookInstances
&Offse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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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10
&SortOrder=Descending
&Filters.0.Name=instance-name
&Filters.0.Values.0=aaaafixa1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15838635149573473305",
"TotalCount": 1,
"NotebookInstanceSet": [
{
"CreationTime": "2020-03-06 12:40:35",
"LastModifiedTime": "2020-03-06 12:43:39",
"NotebookInstanceName": "aaaafixa1",
"NotebookInstanceStatus": "Inservice",
"InstanceType": "MEDIUM4",
"InstanceId": "notebook-jq5r1whsjl"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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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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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ResourceUnavailable

资源不可用。

查询Notebook实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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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6:33

1. 接口描述
查询Notebook实例详情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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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NotebookInstance。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10-22。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NotebookInstanceName

是

String

Notebook实例名称
规则：“^[a-zA-Z0-9](-*[a-zA-Z0-9])*$”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NotebookInstanceName

String

Notebook实例名称

InstanceType

String

Notebook算力资源类型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oleArn

String

角色的资源描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DirectInternetAccess

String

外网访问权限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ootAccess

String

Root用户权限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ubnetId

String

子网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VolumeSizeInGB

Integer

数据卷大小(GB)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FailureReason

String

创建失败原因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reationTime

Timestamp

Notebook实例创建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LastModifiedTime

Timestamp

Notebook实例最近修改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LogUrl

String

Notebook实例日志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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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ebook实例状态
Pending: 创建中
Inservice: 运行中
Stopping: 停止中
Stopped: 已停止
Failed: 失败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NotebookInstanceStatus

String

InstanceId

String

Notebook实例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LifecycleScriptsName

String

notebook生命周期脚本名称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DefaultCodeRepository

String

默认存储库名称
可以是已创建的存储库名称或者已https://开头的公共git库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AdditionalCodeRepositories

Array of String

其他存储库列表
每个元素可以是已创建的存储库名称或者已https://开头的公共git库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lsAccess

String

是否开启CLS日志服务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Prepay

Boolean

是否预付费实例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Deadline

Timestamp

实例运行截止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toppingCondition

StoppingCondition

自动停止配置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lsConfig

ClsConfig

Cls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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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book实例
输入示例
https://tione.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NotebookInstance
&NotebookInstanceName=test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b869fa8e-f3b8-449b-a356-83e44204942b",
"NotebookInstanceName": "test",
"InstanceType": "TI.SMALL2.1core2g",
"RoleArn": "qcs::cam::uin/20548499:roleName/TIONE_QCSRole",
"DirectInternetAccess": "Enabled",
"RootAccess": "Enabled",
"SubnetId": "subnet-xxx",
"VolumeSizeInGB":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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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ureReason": "InternalError.GetRoleError-[QC_STS] role not exist",
"CreationTime": "2019-11-22 10:15:52",
"LastModifiedTime": "2019-11-22 10:17:48",
"LogUrl":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ls/search?region=ap-guangzhou&logset_id=e9c9d84c-b9bc-4b08-a7c5-93441ce4e790&topic_id=29
728e56-8076-4100-808e-c22bf69d4c47&product=tione&start_time=2019-11-21+10%3A31%3A21&end_time=2019-11-22+10%3A31%3A21&qu
ery=app%3Anotebook-fzdfj62ktj",
"NotebookInstanceStatus": "Failed",
"InstanceId": "notebook-fzdfj62ktj",
"LifecycleScriptsName": "aaa",
"ClsAccess": "Enable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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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

CAM签名/鉴权错误。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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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Notebook实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6:34

1. 接口描述
删除notebook实例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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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NotebookInstance。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10-22。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NotebookInstanceName

是

String

Notebo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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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Notebook实例
输入示例
https://tione.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leteNotebookInstance
&NotebookInstanceName=api_test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fe8f6fd2-1f51-4699-b19d-efa8b6efde8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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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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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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ledOperation.NotAllow

操作不允许。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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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Notebook授权Url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6:35

1. 接口描述
创建Notebook授权Url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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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PresignedNotebookInstanceUrl。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10-22。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NotebookInstanceName

是

String

Notebook实例名称
规则：“^[a-zA-Z0-9](-*[a-zA-Z0-9])*$”

SessionExpirationDurationInSeconds

否

Integer

session有效时间，秒，取值范围[1800, 43200]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AuthorizedUrl

String

授权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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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book授权Url
输入示例
https://tione.tencentcloudapi.com/?Action=CreatePresignedNotebookInstanceUrl
&NotebookInstanceName=test
&SessionExpirationDurationInSeconds=1800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1f0a0715-e1d9-41a6-b511-729f96b97810",
"AuthorizedUrl": "https://test.notebook.ap-guangzhou.ti.tencentcs.com/auth?authToken=eyJhbGciOiJIUzI1NiJ9.eyJzdWIiOiIyMDU0ODQ5OSIsImV4cC
I6MTU3NDM5MjUzMSwiaWF0IjoxNTc0MzkwNzMxLCJuYmYiOjE1NzQzOTA2MTEsImNpcGhlclRleHQiOiJTODZrK0hOdjRpZnZteUlVamtEZ2hkdmlTdndQc
2VUK2FFckRobk1Uemxnc0tpT1krWkNqQ0oyV0tmbGdlaytiQVdpM3ROazhwckxYTlh3aXhhdGR0UT09LWstZktWUDNXSWxHcGc4bTlMTVc0akVrUT09
LWstNXd4U2kzVys5d3NFVTVvOXJVWnNkcEpMdXk5Z2V1VWlUelNRSTBiTmgxdU4yQ0laaTl3WVhQYXVySUpWODBnSjVFMnE1ZHlxRkZYSkdvK2k1WT
grNUZYTE5Sdz0iLCJjcmVkZW50aWFscyI6IkFRTjRBTkpMZDFWNk1rNVNURnBESzNWQ1JXazJVa1ZZVWpSYVMxVkJRbU5UWWtOeGJYUlhNMHg0YWx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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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JrVTRSUzlHZFRVeE1uSTFTRTFWYUZwa2VYQXhPWE55WjNKbE1rbHZTM293YW5aR1pGSkdlV1ZEVFVKTFVUMDlMV3N0Wmt0V1VETlhTV3hIY0djNGJ
UbE1UVmMwYWtWclVUMDlMV3N0VWt4WFNsUXJlRmg2Ym5OcFZUaFJSbUp3VWxBd0wwUndUWEZIVURVdmNFdENPVnBCT0RkWVZtUTJlVkpoZUhw
R0wybzRZa1kxWkZaVVZIaExWVmRGWld0b01FVkxOMElyUW1sdFFuaG1MeXRwYWtOWlMyZDBNRFEwVFQwQURNcExxR3BzQVZhcGNXV3J0d0FBQ
UFBQUFBQ2Y1NE44NlVjSjdLaWVNbjJDV1dmaTZHSUFBYkhUR2ZlZTA4RWszTjRRMmZkWCtmN29lRWc3Mkh4RkZkcnBtQ2VsbmRNOVdOdW1waU04K
0EzbTJmbHJBUTRQenBLTk9GYW1iUGMrMzR2R0Vlb0ZUTm5oNnZDY2Q5dUVUbjlGdkFOWGR0S1pUMy9YQWJLU1o0L09VSU1SWU5PMVJBejFManh1Q
3ovN1JRRExFUXhKU3RkWWpEVXlUZFlwWjVuZ1d3VzNJN2kxdk1KMzRLcUFLTW5UaXJNYSJ9.wIUFsHrhNhysizMtabH74bTqpKJmx5XeoxIily0JRWs&view
=la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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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ResourceUnavailable

资源不可用。

ResourceUnavailable.NotAlive

实例未成功启动。

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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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Notebook实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6:36

1. 接口描述
创建Notebook实例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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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NotebookInstance。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10-22。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NotebookInstanceName

是

String

Notebook实例名称，不能超过63个字符
规则：“^[a-zA-Z0-9](-*[a-zA-Z0-9])*$”

InstanceType

是

String

Notebook算力类型
参考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51/41239

VolumeSizeInGB

是

Integer

数据卷大小(GB)
用户持久化Notebook实例的数据

DirectInternetAccess

否

String

外网访问权限，可取值Enabled/Disabled
开启后，Notebook实例可以具有访问外网80，443端口的权限

RootAccess

否

String

Root用户权限，可取值Enabled/Disabled
开启后，Notebook实例可以切换至root用户执行命令

SubnetId

否

String

子网ID
如果需要Notebook实例访问VPC内的资源，则需要选择对应的子网

LifecycleScriptsName

否

String

生命周期脚本名称
必须是已存在的生命周期脚本，具体参考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51/43140

DefaultCodeRepository

否

String

默认存储库名称
可以是已创建的存储库名称或者已https://开头的公共git库
参考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51/43139

AdditionalCodeRepositories.N

否

Array of String

其他存储库列表
每个元素可以是已创建的存储库名称或者已https://开头的公共git库
参考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51/43139

ClsAccess

否

String

已弃用，请使用ClsConfig配置。
是否开启CLS日志服务，可取值Enabled/Disabled，默认为Disabled
开启后，Notebook运行的日志会收集到CLS中，CLS会产生费用，请根据需要选择

StoppingCondition

否

StoppingCondition

自动停止配置
选择定时停止Notebook实例

AutoStopping

否

String

自动停止，可取值Enabled/Disabled
取值为Disabled的时候StoppingCondition将被忽略
取值为Enabled的时候读取StoppingCondition作为自动停止的配置

ClsConfig

否

ClsConfig

接入日志的配置，默认接入免费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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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ebookInstanceName

String

Notebook实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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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一个Notebook实例
输入示例
https://tione.tencentcloudapi.com/?Action=CreateNotebookInstance
&NotebookInstanceName=test
&InstanceType=TI.SMALL2.1core2g
&DirectInternetAccess=Enabled
&RootAccess=Enabled
&SubnetId=subnet-xxx
&VolumeSizeInGB=10
&LifecycleScriptsName=abc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fe8f6fd2-1f51-4699-b19d-efa8b6efde8a",
"NotebookInstanceName": "tes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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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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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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ClsServiceNotActived

尚未开通CLS日志服务，请开前往开通。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ClsConfigRequired

请设置日志集、日志主题ID。

InvalidParameterValue.CodeRepoNotFound

存储库不存在。

InvalidParameterValue.DuplicateName

实例名称冲突，请更换名称后重试。

InvalidParameterValue.LogSetNotFound

未找到当前日志集。

InvalidParameterValue.SubnetNotFound

子网不存在。

InvalidParameterValue.TopicNotFound

未找到当前日志主题。

LimitExceeded

超过配额限制。

ResourceInsufficient

资源不足。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ResourceUnavailable

资源不可用。

ResourceUnavailable.BillNotActivated

未开通该地域服务，请先开通。

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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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Notebook概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6:31

1. 接口描述
查询Notebook概览数据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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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NotebookSummary。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10-22。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AllInstanceCnt

Integer

实例总数

BillingInstanceCnt

Integer

计费实例总数

StorageOnlyBillingInstanceCnt

Integer

仅存储计费的实例总数

ComputingBillingInstanceCnt

Integer

计算和存储都计费的实例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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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book概览数据
输入示例
https://tione.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NotebookSummary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48b8674d-83aa-4dcc-9d6d-bfa3eff1130f",
"AllInstanceCnt": 17,
"BillingInstanceCnt": 17,
"StorageOnlyBillingInstanceCnt": 8,
"ComputingBillingInstanceCnt": 9
}
}

发者资源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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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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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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脚本相关接口
更新notebook生命周期脚本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6:12

1. 接口描述
更新notebook生命周期脚本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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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NotebookLifecycleScript。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10-22。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NotebookLifecycleScriptsName

是

String

notebook生命周期脚本名称

CreateScript

否

String

创建脚本，base64编码
base64后的脚本长度不能超过16384个字符

StartScript

否

String

启动脚本，base64编码
base64后的脚本长度不能超过16384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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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notebook生命周期脚本
输入示例
https://tione.tencentcloudapi.com/?Action=UpdateNotebookLifecycleScripts
&NotebookLifecycleScriptsName=abc
&CreateScript=YWJj&StartScript=YWJj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15833967702530096378"
}
}

发者资源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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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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BadName

名称不合法。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59 共389页

TI-ONE 训练平台

查看notebook生命周期脚本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6:13

1. 接口描述
查看notebook生命周期脚本列表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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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NotebookLifecycleScript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10-22。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Offset

否

Integer

偏移量，默认为0

Limit

否

Integer

返回数量，默认为20

Filters.N

否

Array of Filter

SortOrder

否

String

过滤条件。
instance-name - String - 是否必填：否 -（过滤条件）按照名称过滤。
search-by-name - String - 是否必填：否 -（过滤条件）按照名称检索，模糊匹配。
排序规则。默认取Descending
Descending 按更新时间降序
Ascending 按更新时间升序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NotebookLifecycleScriptsSet

Array of
NotebookLifecycleScriptsSummary

Notebook生命周期脚本列表

TotalCount

Integer

Notebook生命周期脚本总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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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notebook生命周期脚本列表
输入示例
https://tione.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NotebookLifecycleScripts
&Offset=0
&Limit=10
&SortBy=created
&SortOrder=Descending
&Filters.0.Name=search-by-nam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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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ters.0.Values.0=s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15838617732076459472",
"TotalCount": 3,
"NotebookLifecycleScriptsSet": [
{
"CreationTime": "2020-03-08 15:02:34",
"LastModifiedTime": "2020-03-08 16:35:14",
"NotebookLifecycleScriptsName": "bashsss"
},
{
"CreationTime": "2020-03-08 14:45:28",
"LastModifiedTime": "2020-03-08 14:45:28",
"NotebookLifecycleScriptsName": "bashSs"
},
{
"CreationTime": "2020-03-08 14:44:03",
"LastModifiedTime": "2020-03-08 14:44:03",
"NotebookLifecycleScriptsName": "bashShell"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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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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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BadName

名称不合法。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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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notebook生命周期脚本详情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6:15

1. 接口描述
查看notebook生命周期脚本详情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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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NotebookLifecycleScript。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10-22。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NotebookLifecycleScriptsName

是

String

生命周期脚本名称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NotebookLifecycleScriptsName

String

生命周期脚本名称

CreateScript

String

创建脚本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tartScript

String

启动脚本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reationTime

Timestamp

创建时间

LastModifiedTime

Timestamp

最后修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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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notebook生命周期脚本详情
输入示例
https://tione.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NotebookLifecycleScripts&NotebookLifecycleScriptsName=abc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15833920455685922818",
"NotebookLifecycleScriptsName": "abc",
"CreateScript": "Y2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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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Script": "Y2Nj",
"CreationTime": "2020-03-04 20:58:54",
"LastModifiedTime": "2020-03-04 20:58:5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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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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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Notebook生命周期脚本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6:16

1. 接口描述
删除Notebook生命周期脚本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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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NotebookLifecycleScript。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10-22。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NotebookLifecycleScriptsName

是

String

生命周期脚本名称

Forcible

否

Boolean

是否忽略已关联的 notebook 实例强行删除生命周期脚本，默认 false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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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示例
示例1 删除Notebook生命周期脚本
输入示例
https://tione.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leteNotebookLifecycleScripts&NotebookLifecycleScriptsName=abc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d1bf5910-d5c8-443d-80f1-15fd8adce51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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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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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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BadName

名称不合法。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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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Notebook生命周期脚本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6:17

1. 接口描述
创建Notebook生命周期脚本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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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NotebookLifecycleScript。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10-22。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NotebookLifecycleScriptsName

是

String

Notebook生命周期脚本名称

CreateScript

否

String

创建脚本，base64编码
base64后的脚本长度不能超过16384个字符

StartScript

否

String

启动脚本，base64编码
base64后的脚本长度不能超过16384个字符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NotebookLifecycleScriptsName

String

生命周期脚本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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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book生命周期脚本
输入示例
https://tione.tencentcloudapi.com/?Action=CreateNotebookLifecycleScripts
&NotebookLifecycleScriptsName=abc
&CreateScript=YWJj&StartScript=YWJj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d1bf5910-d5c8-443d-80f1-15fd8adce51e",
"NotebookLifecycleScriptsName": "ab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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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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ledOperation.DuplicateName

名称重复。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BadName

名称不合法。

InvalidParameterValue.DuplicateName

实例名称冲突，请更换名称后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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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库相关接口
更新存储库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6:18

1. 接口描述
更新存储库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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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CodeRepository。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10-22。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CodeRepositoryName

是

String

查询存储库名称

GitSecret

否

GitSecret

Git凭证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RepositoryName

String

存储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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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存储库秘钥
输入示例
https://tione.tencentcloudapi.com/?Action=UpdateCodeRepository
&CodeRepositoryName=private
&GitSecret.Secret={"UserName":"xxx", "Password":"xxx"}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15837643767558277241",
"CodeRepositoryName": "private"
}
}

发者资源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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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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

CAM签名/鉴权错误。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KmsKeyNotFound

KMS密钥不存在。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ResourceUnavailable.BillNotActivated

未开通该地域服务，请先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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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存储库详情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6:19

1. 接口描述
查询存储库详情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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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CodeRepository。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10-22。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CodeRepositoryName

是

String

存储库名称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reationTime

Timestamp

创建时间

LastModifiedTime

Timestamp

更新时间

CodeRepositoryName

String

存储库名称

GitConfig

GitConfig

Git存储配置

NoSecret

Boolean

是否有Git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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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存储库详情
查看存储库详情
输入示例
https://tione.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CodeRepository
&CodeRepositoryName=private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15837634774603167083",
"CreationTime": "2020-03-09 17: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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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ModifiedTime": "2020-03-09 17:59:15",
"CodeRepositoryName": "private",
"GitConfig": {
"Branch": "master",
"RepositoryUrl": "https://github.com/example/test.git"
},
"NoSecret": tru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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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

CAM签名/鉴权错误。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ResourceUnavailable

资源不可用。

ResourceUnavailable.BillNotActivated

未开通该地域服务，请先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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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存储库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6:20

1. 接口描述
查询存储库列表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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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CodeRepositories。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10-22。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Offset

否

Integer

偏移量，默认为0

Limit

否

Integer

返回数量，默认为20

Filters.N

否

Array of Filter

过滤条件。
instance-name - String - 是否必填：否 -（过滤条件）按照名称过滤。
search-by-name - String - 是否必填：否 -（过滤条件）按照名称检索，模糊匹配。
排序规则。默认取Descending

SortOrder

否

String

Descending 按更新时间降序
Ascending 按更新时间升序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TotalCount

Integer

存储库总数目

CodeRepoSet

Array of CodeRepoSummary

存储库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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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存储库名称查询
输入示例
https://tione.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scribeCodeRepositories
&Offset=0
&Limit=20
&Filters.0.Name=instance-name
&Filters.0.Values=private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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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15837636504347136271",
"TotalCount": 1,
"CodeRepoSet": [
{
"CreationTime": "2020-03-09 22:01:50",
"LastModifiedTime": "2020-03-09 22:01:50",
"CodeRepositoryName": "private",
"GitConfig": {
"Branch": "master",
"RepositoryUrl": "https://github.com/example/test.git"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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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

CAM签名/鉴权错误。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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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ResourceUnavailable.BillNotActivated

未开通该地域服务，请先开通。

删除存储库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6:21

接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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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口描述
删除存储库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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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CodeRepository。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10-22。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CodeRepositoryName

是

String

存储库名称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RepositoryName

String

存储库名称

RequestId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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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示例
示例1 删除存储库
删除存储库
输入示例
https://tione.tencentcloudapi.com/?Action=DeleteCodeRepository
&CodeRepositoryName=private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1583763583474760630",
"CodeRepositoryName": "privat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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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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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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

CAM签名/鉴权错误。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FailedOperation.RepoBindByInstance

存储库有绑定的实例，请先删除绑定的实例。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ResourceNotFound

资源不存在。

ResourceUnavailable.BillNotActivated

未开通该地域服务，请先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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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存储库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8 15:56:22

1. 接口描述
创建存储库接口请求域名： ti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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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CodeRepository。

Vers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本接口取值：2019-10-22。

Region

是

String

公共参数，详见产品支持的 地域列表。

CodeRepositoryName

是

String

存储库名称

GitConfig

是

GitConfig

Git相关配置

GitSecret

是

GitSecret

Git凭证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CodeRepositoryName

String

存储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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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无密钥的存储库
创建一个基于Git协议的无密钥存储库
输入示例
https://tione.tencentcloudapi.com/?Action=CreateCodeRepository
&CodeRepositoryName=public
&GitConfig.RepositoryUrl=https://github.com/example/test.git
&GitConfig.Branch=master
&GitSecret.NoSecret=true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15837630207346314662",
"CodeRepositoryNam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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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示例2 创建有密钥的存储库
创建一个基于Git协议的需要密钥的存储库
输入示例
https://tione.tencentcloudapi.com/?Action=CreateCodeRepository
&CodeRepositoryName=private
&GitConfig.RepositoryUrl=https://github.com/example/test.git
&GitConfig.Branch=master
&GitSecret.Secret={"UserName":"xxx","Password":"xxx"}
&<公共请求参数>

输出示例
{
"Response": {
"RequestId": "15837630207346314662",
"CodeRepositoryName": "privat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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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Failure

CAM签名/鉴权错误。

FailedOperation

操作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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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InvalidParameter

参数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

参数取值错误。

InvalidParameterValue.DuplicateName

实例名称冲突，请更换名称后重试。

InvalidParameterValue.KmsKeyNotFound

KMS密钥不存在。

InvalidParameterValue.RepositoryUrlInvalid

存储库地址无效。

LimitExceeded

超过配额限制。

ResourceUnavailable.BillNotActivated

未开通该地域服务，请先开通。

UnauthorizedOperation

未授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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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构
最近更新时间：2020-08-14 08:02:15

AlgorithmSpecification
算法配置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TrainingJob, DescribeTrainingJob。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TrainingImageName

String

否

镜像名字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rainingInputMode

String

否

输入模式File

AlgorithmName

String

否

算法名字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BillingLabel
计费标签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NotebookInstances。
名称

类型

描述

Label

String

计费项标识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VolumeSize

Integer

存储大小

String

计费状态
None: 不计费
StorageOnly: 仅存储计费
Computing: 计算和存储都计费

Status

ClsConfig
接入CLS服务的配置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NotebookInstance, DescribeNotebookInstance, UpdateNotebookInstance。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Type

String

是

接入类型，可选项为free、customer

LogSetId

String

否

自定义CLS的日志集ID，只有当Type为customer时生效

TopicId

String

否

自定义CLS的日志主题ID，只有当Type为customer时生效

CodeRepoSummary
存储库列表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CodeRepositories。
名称

类型

描述

CreationTime

Timestamp

创建时间

LastModifiedTime

Timestamp

更新时间

CodeRepositoryName

String

存储库名称

GitConfig

GitConfig

Git配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81 共389页

TI-ONE 训练平台

名称

类型

描述

NoSecret

Boolean

是否有Git凭证

CosDataSource
cos路径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TrainingJob, DescribeTrainingJob。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Bucket

String

是

cos桶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KeyPrefix

String

是

cos文件key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DataDistributionType

String

是

分布式数据下载方式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DataType

String

是

数据类型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DataSource
数据源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TrainingJob, DescribeTrainingJob。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CosDataSource

CosDataSource

否

cos数据源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FileSystemDataSource

FileSystemDataSource

否

文件系统输入源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EnvConfig
环境变量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TrainingJob。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Name

String

是

名称

Value

String

是

值

FileSystemDataSource
文件系统输入数据源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TrainingJob, DescribeTrainingJob。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DirectoryPath

String

否

文件系统目录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FileSystemType

String

否

文件系统类型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FileSystemAccessMode

String

否

文件系统访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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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选

描述

FileSystemId

String

否

文件系统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Filter
过滤器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CodeRepositories, DescribeNotebookInstances, DescribeNotebookLifecycleScripts, DescribeTrainingJobs。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Name

String

否

过滤字段名称

Values

Array of String

否

过滤字段取值

GitConfig
存储库Git相关配置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CodeRepository, DescribeCodeRepositories, DescribeCodeRepository。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RepositoryUrl

String

是

git地址

Branch

String

否

代码分支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GitSecret
Git凭证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CodeRepository, UpdateCodeRepository。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NoSecret

Boolean

否

无秘钥，默认选项

Secret

String

否

Git用户名密码base64编码后的字符串
编码前的内容应为Json字符串，如
{"UserName": "用户名", "Password":"密码"}

InputDataConfig
输入数据配置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TrainingJob, DescribeTrainingJob。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ChannelName

String

否

通道名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DataSource

DataSource

否

数据源配置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InputMode

String

否

输入类型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ontentType

String

否

文件类型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odelArti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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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输出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TrainingJob。
名称

类型

描述

CosModelArtifacts

String

cos输出路径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NotebookInstanceSummary
notebook实例概览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NotebookInstances。
名称

类型

描述

CreationTime

Timestamp

创建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LastModifiedTime

String

最近修改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NotebookInstanceName

String

notebook实例名字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NotebookInstanceStatus

String

notebook实例状态，取值范围：
Pending: 创建中
Inservice: 运行中
Stopping: 停止中
Stopped: 已停止
Failed: 失败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InstanceType

String

算力类型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InstanceId

String

实例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tartupTime

Timestamp

启动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Deadline

Timestamp

运行截止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toppingCondition

StoppingCondition

自动停止配置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Prepay

Boolean

是否是预付费实例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BillingLabel

BillingLabel

计费标识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untimeInSeconds

Integer

运行时长，秒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emainTimeInSeconds

Integer

剩余时长，秒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NotebookLifecycleScriptsSummary
notebook生命周期脚本实例概览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NotebookLifecycleScripts。
名称

类型

描述

NotebookLifecycleScriptsName

String

notebook生命周期脚本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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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CreationTime

Timestamp

创建时间

LastModifiedTime

Timestamp

修改时间

OutputDataConfig
输出数据配置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TrainingJob, DescribeTrainingJob。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CosOutputBucket

String

否

cos输出桶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CosOutputKeyPrefix

String

否

cos输出key前缀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FileSystemDataSource

FileSystemDataSource

否

文件系统输出，如果指定了文件系统，那么Cos输出会被忽略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esourceConfig
计算资源配置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TrainingJob, DescribeTrainingJob, DescribeTrainingJobs。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InstanceCount

Integer

是

计算实例数量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InstanceType

String

是

计算实例类型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VolumeSizeInGB

Integer

否

挂载CBS大小（GB）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econdaryStatusTransition
二级状态流水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TrainingJob。
名称

类型

描述

StartTime

Timestamp

状态开始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EndTime

Timestamp

状态结束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tatus

String

状态名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tatusMessage

String

状态详情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toppingCondition
终止条件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NotebookInstance, CreateTrainingJob, DescribeNotebookInstance, DescribeNotebookInstances,
DescribeTrainingJob, StartNotebookInstance, UpdateNotebookIn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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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MaxRuntimeInSeconds

Integer

否

最长运行运行时间（秒）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MaxWaitTimeInSeconds

Integer

否

最长等待运行时间（秒）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rainingJobSummary
训练任务概要
被如下接口引用：DescribeTrainingJobs。
名称

类型

描述

CreationTime

Timestamp

任务创建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LastModifiedTime

Timestamp

最近修改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rainingJobName

String

训练任务名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rainingJobStatus

训练任务状态，取值范围
InProgress：运行中
Completed: 已完成
Failed: 失败

String

Stopping: 停止中
Stopped：已停止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TrainingEndTime

Timestamp

完成时间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InstanceId

String

算了实例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ResourceConfig

ResourceConfig

资源配置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VpcConfig
VPC配置
被如下接口引用：CreateTrainingJob, DescribeTrainingJob。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SecurityGroupIds

Array of String

是

安全组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SubnetId

String

是

子网id
注意：此字段可能返回 null，表示取不到有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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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最近更新时间：2022-02-28 08: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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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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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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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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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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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sServiceNotActived

尚未开通CLS日志服务，请开前往开通。

FailedOperation.DuplicateName

名称重复。

FailedOperation.NotAllow

操作不允许。

FailedOperation.RepoBindByInstance

存储库有绑定的实例，请先删除绑定的实例。

InvalidParameterValue.BadName

名称不合法。

InvalidParameterValue.ClsConfigRequired

请设置日志集、日志主题ID。

InvalidParameterValue.CodeRepoNotFound

存储库不存在。

InvalidParameterValue.DuplicateName

实例名称冲突，请更换名称后重试。

InvalidParameterValue.FileSystemNeedVpcConfigSupport

文件系统作为训练数据源时需要指定VPC配置。

InvalidParameterValue.FileSystemNumLimit

文件系统超过限额，最大为2。

InvalidParameterValue.FileSystemVpcNotMatch

文件系统的vpc必须和任务的vpc相同。

InvalidParameterValue.FrameworkVersionNotSupport

训练框架对应的版本不支持，请阅读文档查看TIONE目前支持的框架和版本。

InvalidParameterValue.ImageNotFound

训练任务镜像不存在。

InvalidParameterValue.InvalidInstanceType

无效的资源类型,支持的资源类型参考：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51/4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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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说明

InvalidParameterValue.InvalidTrainingImageName

训练任务镜像名称无效。

InvalidParameterValue.KmsKeyNotFound

KMS密钥不存在。

InvalidParameterValue.LogSetNotFound

未找到当前日志集。

InvalidParameterValue.MpiProcessesPerHostTooMuch

MPI分布式任务参数ti_mpi_num_of_processes_per_host不能超过GPU卡数。

InvalidParameterValue.RepositoryUrlInvalid

存储库地址无效。

InvalidParameterValue.SubnetNotFound

子网不存在。

InvalidParameterValue.TopicNotFound

未找到当前日志主题。

InvalidParameterValue.TrainCodeNotFound

训练代码不存在或无效。

InvalidParameterValue.VolumeShrinkNotAllow

Notebook卷大小只能增加，如需减小容量请重新创建实例。

ResourceUnavailable.BillNotActivated

未开通该地域服务，请先开通。

ResourceUnavailable.NotAlive

实例未成功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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