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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base/js-sdk  能让您可以在 Web 端（例如 PC Web 页面、微信公众平台 H5 等）使用 JavaScript 访

问 Cloudbase 服务和资源。

安装

方式一：通过包管理器引入

#npm 

npm install @cloudbase/js-sdk -S 

# yarn 

yarn add @cloudbase/js-sdk

方式二：通过 CDN 引入

通过 CDN 引入有两种方式：

引入全量 SDK

按需引入功能模块

SDK 文档

客户端 SDK

Web 端 SDK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4 09:17:56

<script src="//static.cloudbase.net/cloudbase-js-sdk/${version}/cloudbase.full.js"></script> 

<script> 

const app = cloudbase.init({ 

env: "your-env-id" 

}); 

</script>

<!-- 内核 --> 

<script src="//imgcache.qq.com/qcloud/cloudbase-js-sdk/${version}/cloudbase.js"></script

> 

<!-- 登录模块 --> 

<script src="//imgcache.qq.com/qcloud/cloudbase-js-sdk/${version}/cloudbase.auth.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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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版本号 version 可以前往 NPM 查看。

开发文档

初始化

登录认证

云函数

数据库

文件存储

跨端开发

script> 

<!-- 云函数模块 --> 

<script src="//imgcache.qq.com/qcloud/cloudbase-js-sdk/${version}/cloudbase.functions.j

s"></script> 

<!-- 云存储模块 --> 

<script src="//imgcache.qq.com/qcloud/cloudbase-js-sdk/${version}/cloudbase.storage.js">

</script> 

<!-- 云数据库模块 --> 

<script src="//imgcache.qq.com/qcloud/cloudbase-js-sdk/${version}/cloudbase.database.j

s"></script> 

<!-- 实时推送模块，引入前必须首先引入云数据库模块 --> 

<script src="//imgcache.qq.com/qcloud/cloudbase-js-sdk/${version}/cloudbase.realtime.j

s"></script> 

<!-- 广告上报模块--> 

<script src="//imgcache.qq.com/qcloud/cloudbase-js-sdk/${version}/cloudbase.analytics.j

s"></script> 

<script> 

const app = cloudbase.init({ 

env: "your-env-id" 

}); 

</script>

说明：

功能模块必须在内核之后引入，并且登录模块必须引入。

说明：

https://www.npmjs.com/package/@cloudbase/js-sdk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webv2/initialization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webv2/authentication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webv2/functions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webv2/database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webv2/storage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webv2/ad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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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 JavaScript SDK 已更名 @cloudbase/js-sdk ，旧版本 tcb-js-sdk  未来不再更新，详情请参见

迁移指南。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webv2/mig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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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小程序

微信小程序的 SDK，已经直接内置到微信小程序运行框架内，无需额外引用，节省空间。通过微信小程序 SDK，

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中直接访问 CloudBase 的服务。

支持版本

在开发过程中，请在微信开发者工具中，单击工具菜单中的设置，在项目设置 > 本地设置 > 调试基础库中选择

2.2.3或以上版本。

开发文档

云存储

数据库

云函数

QQ 小程序

QQ 小程序的 SDK，已经直接内置到 QQ 小程序运行框架内，无需额外引用，节省空间。通过 QQ 小程序

SDK，您可以在QQ 小程序中直接访问 CloudBase 的服务。

支持版本

在开发过程中，请在 QQ 开发者工具中，单击右上角的详情菜单，在项目设置 > 调试基础库中选择1.9.1或以上版

本。

开发文档

云存储

数据库

云函数

扩展能力

小程序端 SDK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1:19:45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dev/wxcloud/guide/storage.html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dev/wxcloud/guide/database.html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dev/wxcloud/guide/functions.html
https://q.qq.com/wiki/cloud/guide/storage/
https://q.qq.com/wiki/cloud/guide/database/
https://q.qq.com/wiki/cloud/guide/functions/
https://q.qq.com/wiki/cloud/guide/ex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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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base Server Node.js SDK 让您可以在服务端（例如腾讯云云函数或云服务器等）使用 Node.js 服务访

问 TCB 的服务，例如云函数调用，文件上传下载，数据库集合文档操作等，方便快速搭建应用。

需要 Node.js v8.9 及以上版本。

安装

Cloudbase Server Node.js SDK 可以通过 npm 安装： 

npm install --save @cloudbase/node-sdk

API 文档

介绍

初始化

登录认证

云函数

数据库

文件存储

服务端 SDK

Node.js SDK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1:20:56

说明：

当您计划在项目中使用 @cloudbase/node-sdk 替代 tcb-admin-node 时，请务必阅读 迁移文档。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server/node-sdk/introduction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server/node-sdk/initialization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server/node-sdk/auth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server/node-sdk/functions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server/node-sdk/database/database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server/node-sdk/storage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server/node/introduction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server/node-sdk/packageUp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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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B 提供开发应用所需服务和基础设施。tcb-php-sdk 让您可以在服务端（例如腾讯云云函数或 CVM 等）使

用 PHP 服务访问 TCB 的的服务。

需要 php7 及以上版本。

安装

使用 composer 安装 CloudBase PHP SDK：

API 文档

介绍

应用初始化

数据库

云函数

存储

云函数引入 php-sdk 快速教程

PHP SDK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1:21:45

注意

PHP SDK 目前尚不支持广州地域，请使用上海地域。

composer require tcb-php-sdk

说明

国内使用时，可切换为国内镜像：

composer config -g repo.packagist composer https://packagist.phpcomposer.com

https://getcomposer.org/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server/php/introduction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server/php/initialization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server/php/database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server/php/functions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server/php/storage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server/php/tut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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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开发 manager-node sdk 支持开发者通过接口形式对云开发提供的云函数、数据库、文件存储等资源进行创

建、管理、配置等操作。更多源码内容请参见 cloudbase-manager-node。

安装

npm： 

npm install @cloudbase/manager-node

yarn： 

yarn add @cloudbase/manager-node

API 文档

介绍

初始化

环境管理

云函数

数据库

文件存储

静态网站托管

HTTP 访问服务

安全规则

安全来源

公共接口

管理端 SDK

Node.js SDK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1:23:04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Base/cloudbase-manager-node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manager/node/introduction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manager/node/initialization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manager/node/env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manager/node/function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manager/node/database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manager/node/storage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manager/node/hosting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manager/node/access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manager/node/rule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manager/node/safeSource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manager/node/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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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base Open API 让开发者可以通过 HTTP 的方式，以管理员身份调用 CloudBase 的服务。

对于 CloudBase 尚未提供 SDK 的语言（如 Java、Go、C++ 等），开发者可以通过此种方式访问

Cloudbase。

了解请求结构

1. 服务地址

2. 请求方法

支持的 HTTP 请求方法：GET, POST, PUT, PATCH, DELETE

3. 请求头构造

头部字段 类型 必填 说明

X-CloudBase-

Authorization
String 是

结构为："<凭证版本> <CloudBase 签名>"，

CloudBase Open API 标准凭证

X-CloudBase-

SessionToken
String 是 腾讯云 CAM 临时密钥的 Session Token

X-CloudBase-

TimeStamp
Number 否 Unix 时间戳，以秒为单位

content-type String 否 POST 时请指定 application/json

API 文档

介绍

数据库

云函数

文件存储

Open API
最近更新时间：2021-12-28 17:19:53

https://tcb-api.tencentcloudapi.com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openapi/introduction.html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openapi/database.html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openapi/function.html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openapi/stora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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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开发 tcb-manager-php SDK 支持开发者通过接口形式对云开发提供的云函数、数据库、文件存储资源进行

创建、管理、配置等操作。更多源码内容请参见 tcb-manager-php SDK。

安装

云开发 tcb-manager-php SDK 的安装方式有两种，通过 composer 安装和手动安装源码包。

通过 composer 安装（推荐使用）： 

具体安装步骤请参见 官方说明文档。

手动安装源码包：

i. 前往 源码仓库 下载源码包。

ii. 将源码包放到项目合适的目录。

API 文档

介绍

初始化

云数据库

云存储

云函数

PHP SDK
最近更新时间：2021-12-29 10:23:20

composer require tencentcloudbase/tcb-manager-php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Base/tcb-manager-php
https://getcomposer.org/doc/00-intro.md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Base/tcb-manager-php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manager/php/overview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manager/php/initialization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manager/php/clouddatabase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manager/php/cloudstorage
https://docs.cloudbase.net/api-reference/manager/php/cloudfun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