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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基本概念

1.1 概述
欢迎使用部署服务（CodeArts Deploy）。部署服务提供可视化、一键式部署服务，支
持部署到虚拟机或者容器，提供Tomcat、SpringBoot等模板或者自由组装编排原子步
骤进行部署，支持并行部署和流水线无缝集成，实现部署环境标准化和部署过程自动
化。您可以使用本文档提供的API对部署服务进行相关操作，如新建主机、新建主机
组、部署应用等。支持的全部操作请参见2 API概览。

在调用部署服务的API之前，请确保已经充分了解部署服务的相关概念，详细信息请参
见产品介绍。

1.2 调用说明
部署服务提供了REST（Representational State Transfer）风格API，支持您通过
HTTPS请求调用，调用方法请参见3.1 构造请求。

1.3 终端节点
终端节点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终端节点不同，您可以从地区和
终端节点中查询服务的终端节点。

部署服务的终端节点如表1所示，请您根据业务需要选择对应区域的终端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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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部署服务的终端节点

区域名称 区域 终端节点（Endpoint） 协议
类型

华南-广州 cn-south-1 clouddeploy.cn-south-1.myhuaweicloud.com HTT
PS

华东-上海
一

cn-east-3 clouddeploy.cn-east-3.myhuaweicloud.com HTT
PS

华东-上海
二

cn-east-2 clouddeploy.cn-east-2.myhuaweicloud.com HTT
PS

西南-贵阳
一

cn-
southwest-
2

clouddeploy.cn-
southwest-2.myhuaweicloud.com

HTT
PS

华北-北京
四

cn-north-4 clouddeploy.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HTT
PS

华北-北京
一

cn-north-1 clouddeploy.cn-north-1.myhuaweicloud.com HTT
PS

 

1.4 基本概念
● 账号

用户注册华为云时的账号，账号对其所拥有的资源及云服务具有完全的访问权
限，可以重置用户密码、分配用户权限等。由于账号是付费主体，为了确保账号
安全，建议您不要直接使用账号进行日常管理工作，而是创建用户并使用他们进
行日常管理工作。

● 用户

由账号在IAM中创建的用户，是云服务的使用人员，具有身份凭证（密码和访问
密钥）。

在我的凭证下，您可以查看账号ID和用户ID。通常在调用API的鉴权过程中，您需
要用到账号、用户和密码等信息。

● 区域（Region）

从地理位置和网络时延维度划分，同一个Region内共享弹性计算、块存储、对象
存储、VPC网络、弹性公网IP、镜像等公共服务。Region分为通用Region和专属
Region，通用Region指面向公共租户提供通用云服务的Region；专属Region指只
承载同一类业务或只面向特定租户提供业务服务的专用Region。

详情请参见区域和可用区。

● 可用区（AZ，Availability Zone）

一个AZ是一个或多个物理数据中心的集合，有独立的风火水电，AZ内逻辑上再将
计算、网络、存储等资源划分成多个集群。一个Region中的多个AZ间通过高速光
纤相连，以满足用户跨AZ构建高可用性系统的需求。

● 项目

华为云的区域默认对应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由系统预置，用来隔离物理区域间的
资源（计算资源、存储资源和网络资源），以默认项目为单位进行授权，用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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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访问您账号中该区域的所有资源。如果您希望进行更加精细的权限控制，可以
在区域默认的项目中创建子项目，并在子项目中购买资源，然后以子项目为单位
进行授权，使得用户仅能访问特定子项目中资源，使得资源的权限控制更加精
确。

图 1-1 项目隔离模型

同样在我的凭证下，您可以查看项目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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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PI 概览

表 2-1 部署服务-API 概览

类型 API 说明

主机组
管理

4.1.1 新建主机组 在项目下新建主机组。

4.1.2 查询主机组列
表

按条件查询主机组列表。

4.1.3 删除主机组 根据主机组id删除主机组。

4.1.4 查询主机组 根据主机组id查询主机组详情。

4.1.5 修改主机组 根据主机组id修改主机组信息。

主机管
理

4.2.1 新建主机 在指定主机组下新建主机。

4.2.2 查询主机列表 根据主机组id查询指定主机组下的主机列表。

4.2.3 查询主机详情 根据主机id查询主机详情。

4.2.4 修改主机 根据主机id修改主机信息。

4.2.5 删除主机 根据主机id删除主机。

应用管
理

4.3.1 获取应用列表 查询项目下应用列表。

4.3.2 通过模板新建
应用

通过模板新建应用。

4.3.3 部署应用 根据部署任务id部署应用。

4.3.4 获取应用详情 根据部署任务id获取应用详情。

4.3.5 删除应用 根据部署任务id删除应用。

4.3.6 根据开始时间
和结束时间查询项目
下指定应用的历史部
署记录列表

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项目下指定应用的
历史部署记录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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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API 说明

执行记
录度量

4.4.1 获取指定项目
的应用部署成功率

获取指定项目的应用部署成功率

4.4.2 获取指定应用
的应用部署成功率

获取指定任务的应用部署执行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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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调用 API

3.1 构造请求

3.2 认证鉴权

3.3 返回结果

3.1 构造请求

3.2 认证鉴权

3.3 返回结果

3.1 构造请求
本节介绍REST API请求的组成，并以调用IAM服务的获取用户Token接口说明如何调
用API，该API获取用户的Token，Token可以用于调用其他API时鉴权。

您还可以通过这个视频教程了解如何构造请求调用API：https://
bbs.huaweicloud.com/videos/102987 。

请求 URI

请求URI由如下部分组成。

{URI-scheme} :// {Endpoint} / {resource-path} ? {query-string}

尽管请求URI包含在请求消息头中，但大多数语言或框架都要求您从请求消息中单独传
递它，所以在此单独强调。

● URI-scheme：表示用于传输请求的协议，当前所有API均采用HTTPS协议。

● Endpoint：指定承载REST服务端点的服务器域名或IP，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
Endpoint不同，您可以从地区和终端节点中获取。例如IAM服务在“华北-北京
一”区域的Endpoint为“iam.cn-north-1.myhuaweicloud.com”。

● resource-path：资源路径，也即API访问路径。从具体API的URI模块获取，例如
“获取用户Token”API的resource-path为“/v3/auth/tokens”。

● query-string：查询参数，是可选部分，并不是每个API都有查询参数。查询参数
前面需要带一个“？”，形式为“参数名=参数取值”，例如“limit=10”，表示
查询不超过10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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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您需要获取IAM在“华北-北京一”区域的Token，则需使用“华北-北京一”区域
的Endpoint（iam.cn-north-1.myhuaweicloud.com），并在获取用户Token的URI部
分找到resource-path（/v3/auth/tokens），拼接起来如下所示。

https://iam.cn-north-1.myhuaweicloud.com/v3/auth/tokens

图 3-1 URI 示意图

说明

为查看方便，在每个具体API的URI部分，只给出resource-path部分，并将请求方法写在一起。
这是因为URI-scheme都是HTTPS，而Endpoint在同一个区域也相同，所以简洁起见将这两部分
省略。

请求方法

HTTP请求方法（也称为操作或动词），它告诉服务你正在请求什么类型的操作。

● GET：请求服务器返回指定资源。

● PUT：请求服务器更新指定资源。

● POST：请求服务器新增资源或执行特殊操作。

● DELETE：请求服务器删除指定资源，如删除对象等。

● HEAD：请求服务器资源头部。

● PATCH：请求服务器更新资源的部分内容。当资源不存在的时候，PATCH可能会
去创建一个新的资源。

在获取用户Token的URI部分，您可以看到其请求方法为“POST”，则其请求为：

POST https://iam.cn-north-1.myhuaweicloud.com/v3/auth/tokens

请求消息头

附加请求头字段，如指定的URI和HTTP方法所要求的字段。例如定义消息体类型的请
求头“Content-Type”，请求鉴权信息等。

如下公共消息头需要添加到请求中。

● Content-Type：消息体的类型（格式），必选，默认取值为“application/
json”，有其他取值时会在具体接口中专门说明。

● X-Auth-Token：用户Token，可选，当使用Token方式认证时，必须填充该字
段。用户Token也就是调用获取用户Token接口的响应值，该接口是唯一不需要认
证的接口。

说明

公有云API同时支持使用AK/SK认证，AK/SK认证是使用SDK对请求进行签名，签名过程会自动往
请求中添加Authorization（签名认证信息）和X-Sdk-Date（请求发送的时间）请求头。

AK/SK认证的详细说明请参加AK/SK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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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获取用户Token接口，由于不需要认证，所以只添加“Content-Type”即可，添
加消息头后的请求如下所示。

POST https://iam.cn-north-1.myhuaweicloud.com/v3/auth/tokens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请求消息体

请求消息体通常以结构化格式发出，与请求消息头中Content-type对应，传递除请求
消息头之外的内容。若请求消息体中参数支持中文，则中文字符必须为UTF-8编码。

每个接口的请求消息体内容不同，也并不是每个接口都需要有请求消息体（或者说消
息体为空），GET、DELETE操作类型的接口就不需要消息体，消息体具体内容需要根
据具体接口而定。

对于获取用户Token接口，您可以从接口的请求部分看到所需的请求参数及参数说
明。将消息体加入后的请求如下所示，加粗的斜体字段需要根据实际值填写，其中
username为用户名，domainname为用户所属的账号名称，********为用户登录密
码，xxxxxxxxxx为project的名称，如cn-north-1，您可以从地区和终端节点中获取。

说明

scope参数定义了Token的作用域，下面示例中获取的Token仅能访问project下的资源。您还可
以设置Token额作用域为某个账号下所有资源或账号的某个project下的资源，详细定义请参见获
取用户Token。

POST https://iam.cn-north-1.myhuaweicloud.com/v3/auth/tokens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auth": { 
        "identity": { 
            "methods": [ 
                "password" 
            ], 
            "password": { 
                "user": { 
                    "name": "username", 
                    "password": "********", 
                    "domain": { 
                        "name": "domainname" 
                    } 
                } 
            } 
        }, 
        "scope": { 
            "project": { 
                "name": "xxxxxxxx" 
            } 
        } 
    } 
}

获取用户Token到这里为止这个请求需要的内容就具备齐全了，您可以使用curl、
Postman或直接编写代码等方式发送请求调用API。对于获取用户Token接口，返回的
响应消息头中“x-subject-token”就是需要获取的用户Token。有了Token之后，您就
可以使用Token认证调用其他API。

3.2 认证鉴权
调用接口有如下两种认证方式，您可以选择其中一种进行认证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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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ken认证：通过Token认证通用请求。

● AK/SK认证：通过AK（Access Key ID）/SK（Secret Access Key)加密调用请求。

Token 认证

说明

Token的有效期为24小时，需要使用一个Token鉴权时，可以先缓存起来，避免频繁调用。

Token在计算机系统中代表令牌（临时）的意思，拥有Token就代表拥有某种权限。
Token认证就是在调用API的时候将Token加到请求消息头，从而通过身份认证，获得
操作API的权限。

Token可通过调用获取用户Token接口获取，调用本服务API需要project级别的
Token，即调用获取用户Token接口时，请求body中auth.scope的取值需要选择
project，如下所示。

{ 
    "auth": { 
        "identity": { 
            "methods": [ 
                "password" 
            ], 
            "password": { 
                "user": { 
                    "name": "username", 
                    "password": "********", 
                    "domain": { 
                        "name": "domainname" 
                    } 
                } 
            } 
        }, 
        "scope": { 
            "project": { 
                "name": "xxxxxxxx" 
            } 
        } 
    } 
}

获取Token后，再调用其他接口时，您需要在请求消息头中添加“X-Auth-Token”，
其值即为Token。例如Token值为“ABCDEFJ....”，则调用接口时将“X-Auth-Token:
ABCDEFJ....”加到请求消息头即可，如下所示。

GET https://iam.cn-north-1.myhuaweicloud.com/v3/auth/projects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ABCDEFJ....

您还可以通过这个视频教程了解如何使用Token认证：https://
bbs.huaweicloud.com/videos/101333 。

AK/SK 认证

说明

AK/SK签名认证方式仅支持消息体大小12M以内，12M以上的请求请使用Token认证。

AK/SK认证就是使用AK/SK对请求进行签名，在请求时将签名信息添加到消息头，从而
通过身份认证。

● AK(Access Key ID)：访问密钥ID。与私有访问密钥关联的唯一标识符；访问密钥
ID和私有访问密钥一起使用，对请求进行加密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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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Secret Access Key)：与访问密钥ID结合使用的密钥，对请求进行加密签名，
可标识发送方，并防止请求被修改。

使用AK/SK认证时，您可以基于签名算法使用AK/SK对请求进行签名，也可以使用专门
的签名SDK对请求进行签名。详细的签名方法和SDK使用方法请参见API签名指南。

须知

签名SDK只提供签名功能，与服务提供的SDK不同，使用时请注意。

3.3 返回结果

状态码

请求发送以后，您会收到响应，包含状态码、响应消息头和消息体。

状态码是一组从1xx到5xx的数字代码，状态码表示了请求响应的状态，完整的状态码
列表请参见6.1 状态码。

对于获取用户Token接口，如果调用后返回状态码为“201”，则表示请求成功。

响应消息头

对应请求消息头，响应同样也有消息头，如“Content-type”。

对于获取用户Token接口，返回如图3-2所示的消息头，其中“x-subject-token”就是
需要获取的用户Token。有了Token之后，您就可以使用Token认证调用其他API。

图 3-2 获取用户 Token 响应消息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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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消息体

响应消息体通常以结构化格式返回，与响应消息头中Content-type对应，传递除响应
消息头之外的内容。

对于获取用户Token接口，返回如下消息体。为篇幅起见，这里只展示部分内容。

{ 
    "token": { 
        "expires_at": "2019-02-13T06:52:13.855000Z", 
        "methods": [ 
            "password" 
        ], 
        "catalog": [ 
            { 
                "endpoints": [ 
                    { 
                        "region_id": "cn-north-1", 
......

当接口调用出错时，会返回错误码及错误信息说明，错误响应的Body体格式如下所
示。

{ 
    "error_msg": "The format of message is error", 
    "error_code": "AS.0001" 
}

其中，error_code表示错误码，error_msg表示错误描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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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PI

4.1 主机组管理

4.2 主机管理

4.3 应用管理

4.4 执行记录度量

4.1 主机组管理

4.1.1 新建主机组

功能介绍

在项目下新建主机组。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URI
POST /v2/host-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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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表 4-1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Content-Type 是 String 消息体的类型（格式），下方类
型可任选其一使用：
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application/json
缺省值：application/
json;charset=utf-8
枚举值：

● application/
json;charset=utf-8

●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通过调用IAM服务
获取用户Token接口获取（响应
消息头中X-Subject-Token的
值）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20000

 

表 4-2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name 是 String 主机组名

最小长度：3
最大长度：128

region_name 是 String 局点信息

最小长度：1
最大长度：20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os 是 String 操作信息：windows|linux
枚举值：

● windows
● linux

slave_cluster_i
d

否 String slave集群id，默认为null时使用
八爪鱼slave集群，用户自定义
slave时为slave集群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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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description 否 String 描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500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4-3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group_id String 主机组ID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v2/host-groups

{
  "name" : "test123",
  "description" : "",
  "region_name" : "cn-north-7",
  "project_id" : "6039d4480efc4dddb178abff98719913",
  "os" : "linux",
  "slave_cluster_id" : ""
}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
  "group_id" : "f3938bd63e354d2bb9d9cf7b5dc3bf95"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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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查询主机组列表

功能介绍

按条件查询主机组列表。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URI

GET /v2/host-groups

表 4-4 Quer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roject_id 否 String 创建的项目id
最小长度：32
最大长度：32

region_name 是 String 局点信息

最小长度：1
最大长度：256

os 否 String 操作系统：windows|linux
枚举值：

● windows
● linux

offset 否 Integer 偏移量,表示从此偏移量开始查
询,offset大于等于0
最小值：0

limit 否 Integer 每页显示的条目数量，默认为
1000
最小值：1
最大值：1000

name 否 String 主机组名

最小长度：3
最大长度：128

sort_key 否 String 排序字段：nickName|NAME|
OWNER_NAME|CREATE_TIME|
name|owner_name|
create_time，不传使用默认排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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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sort_dir 否 String 排序方式：DESC、ASC，默认
为DESC
枚举值：

● DESC
● ASC

 

请求参数

表 4-5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通过调用IAM服务
获取用户Token接口获取（响应
消息头中X-Subject-Token的
值）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20000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4-6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otal Integer 主机组个数

最小值：0
最大值：1000

host_groups Array of
Deployment
GroupDetail
objects

主机组详情响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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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DeploymentGroupDetail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group_id String 主机组id
最小长度：32
最大长度：32

created_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updated_time String 修改时间

host_count Integer 组内主机数量，一个主机组内最多可添加200台
主机

最小值：0
最大值：200

project_name String 项目名称

最小长度：3
最大长度：128

name String 主机组名

region_name String 局点信息

project_id String 项目id

os String 操作系统：windows|linux

auto_connecti
on_test_switc
h

Integer 自动连通性验证 0不执行 1每日 2每周

slave_cluster_i
d

String slave集群id，默认为null时使用八爪鱼slave集
群，用户自定义slave时为slave集群id

nick_name String 用户昵称

created_by UserInfo
object

用户信息

updated_by UserInfo
object

用户信息

description String 描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500

permission PermissionGr
oupDetail
object

主机组相关权限详情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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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UserInf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user_id String 用户id

user_name String 用户名

 

表 4-9 PermissionGroupDetail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can_view Boolean 是否有查看权限

can_edit Boolean 是否有编辑权限

can_delete Boolean 是否有删除权限

can_add_host Boolean 是否有添加主机权限

can_manage Boolean 是否有管理权限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v2/host-groups?region_name=cn-
north-7&project_id=6039d4480efc4dddb178abff98719913&offset=1&limit=10&sort_key=create_time&sort_di
r=DESC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
  "total" : 1,
  "host_groups" : [ {
    "name" : "testwyk",
    "description" : "11122211",
    "os" : "linux",
    "nick_name" : "AB边账号",
    "group_id" : "ab7647b0863c4e969c8949d38d591339",
    "region_name" : "cn-north-7",
    "project_id" : "6039d4480efc4dddb178abff98719913",
    "permission" : {
      "can_view" : true,
      "can_edit" : true,
      "can_delete" : true,
      "can_add_host" : true,
      "can_manage" : true
    },
    "created_by" : {
      "user_id" : "6baa7454109d47c192f22078fe6cda20",
      "user_name" : "devcloud_devcloud_l00490255_01"
    },
    "updated_by" : {
      "user_id" : "6baa7454109d47c192f22078fe6cda20",
      "user_name" : "devcloud_devcloud_l00490255_01"
    },
    "auto_connection_test_switch"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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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ave_cluster_id" : "",
    "created_time" : "2021-04-01 17:05:53",
    "updated_time" : "2021-04-21 14:29:14",
    "host_count" : 1,
    "project_name" : null
  } ]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4.1.3 删除主机组

功能介绍

根据主机组id删除主机组。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URI
DELETE /v2/host-groups/{group_id}

表 4-10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group_id 是 String 主机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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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表 4-11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Content-Type 是 String 消息体的类型（格式），下方类
型可任选其一使用：
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application/json
缺省值：application/
json;charset=utf-8
枚举值：

● application/
json;charset=utf-8

●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通过调用IAM服务
获取用户Token接口获取（响应
消息头中X-Subject-Token的
值）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20000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4-12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group_id String 主机组ID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v2/host-groups/f3938bd63e354d2bb9d9cf7b5dc3bf95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
  "group_id" : "f3938bd63e354d2bb9d9cf7b5dc3bf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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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4.1.4 查询主机组

功能介绍

根据主机组id查询主机组详情。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URI
GET /v2/host-groups/{group_id}

表 4-13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group_id 是 String 主机组id

 

请求参数

表 4-14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通过调用IAM服务
获取用户Token接口获取（响应
消息头中X-Subject-Token的
值）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20000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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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group_id String 主机组id
最小长度：32
最大长度：32

created_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updated_time String 修改时间

host_count Integer 组内主机数量，一个主机组内最多可添加200台
主机

最小值：0
最大值：200

project_name String 项目名称

最小长度：3
最大长度：128

name String 主机组名

region_name String 局点信息

project_id String 项目id

os String 操作系统：windows|linux

auto_connecti
on_test_switc
h

Integer 自动连通性验证 0不执行 1每日 2每周

slave_cluster_i
d

String slave集群id，默认为null时使用八爪鱼slave集
群，用户自定义slave时为slave集群id

nick_name String 用户昵称

created_by UserInfo
object

用户信息

updated_by UserInfo
object

用户信息

description String 描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500

permission PermissionGr
oupDetail
object

主机组相关权限详情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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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UserInf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user_id String 用户id

user_name String 用户名

 

表 4-17 PermissionGroupDetail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can_view Boolean 是否有查看权限

can_edit Boolean 是否有编辑权限

can_delete Boolean 是否有删除权限

can_add_host Boolean 是否有添加主机权限

can_manage Boolean 是否有管理权限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v2/host-groups/ab7647b0863c4e969c8949d38d591339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
  "name" : "test",
  "description" : "11122211",
  "os" : "linux",
  "region_name" : "cn-north-7",
  "project_id" : "6039d4480efc4dddb178abff98719913",
  "created_by" : {
    "user_id" : "6baa7454109d47c192f22078fe6cda20",
    "user_name" : "devcloud_devcloud_l00490255_01"
  },
  "updated_by" : {
    "user_id" : "6baa7454109d47c192f22078fe6cda20",
    "user_name" : "devcloud_devcloud_l00490255_01"
  },
  "permission" : {
    "can_view" : true,
    "can_edit" : true,
    "can_delete" : true,
    "can_add_host" : true,
    "can_manage" : true
  },
  "auto_connection_test_switch" : 0,
  "slave_cluster_id" : "",
  "nick_name" : "AB边账号",
  "group_id" : "ab7647b0863c4e969c8949d38d591339",
  "created_time" : "2021-04-01 17:05:53",
  "updated_time" : "2021-04-21 14: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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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st_count" : 1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4.1.5 修改主机组

功能介绍

根据主机组id修改主机组信息。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URI
PUT /v2/host-groups/{group_id}

表 4-18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group_id 是 String 主机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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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表 4-19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Content-Type 是 String 消息体的类型（格式），下方类
型可任选其一使用：
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application/json
缺省值：application/
json;charset=utf-8
枚举值：

● application/
json;charset=utf-8

●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通过调用IAM服务
获取用户Token接口获取（响应
消息头中X-Subject-Token的
值）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20000

 

表 4-20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name 是 String 主机组名

最小长度：3
最大长度：128

description 否 String 描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500

slave_cluster_i
d

否 String 自定义slave资源池id

auto_connecti
on_test_switc
h

否 Integer 自动连通性验证 0不执行 1每日
2每周

枚举值：

● 0
●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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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4-21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group_id String 主机组ID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v2/host-groups/f3938bd63e354d2bb9d9cf7b5dc3bf95

{
  "name" : "test123",
  "description" : "这是一条描述信息",
  "slave_cluster_id" : "",
  "auto_connection_test_switch" : 0
}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
  "group_id" : "f3938bd63e354d2bb9d9cf7b5dc3bf95"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4.2 主机管理

4.2.1 新建主机

功能介绍

在指定主机组下新建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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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URI

POST /v2/host-groups/{group_id}/hosts

表 4-22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group_id 是 String 主机组id

 

请求参数

表 4-23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Content-Type 是 String 消息体的类型（格式），下方类
型可任选其一使用：
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application/json
缺省值：application/
json;charset=utf-8
枚举值：

● application/
json;charset=utf-8

●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通过调用IAM服务
获取用户Token接口获取（响应
消息头中X-Subject-Token的
值）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20000

 

表 4-24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host_name 是 String 主机名称

最小长度：3
最大长度：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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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ip 是 String IP，请输入弹性ip格式：
161.17.101.12

port 是 Integer ssh端口，如：22

os 是 String 操作系统：windows|linux，需
要和主机组保持一致

枚举值：

● windows
● linux

as_proxy 是 Boolean 是否为代理机

proxy_host_id 否 String 代理机id

authorization 是 Deployment
HostAuthoriz
ationBody
object

登录主机鉴权，使用密码登录则
填写密码即可，使用密钥则填写
密钥，二选一即可。

install_icagent 否 Boolean 免费启用应用运维服务
（AOM），提供指标监控、日
志查询、告警功能（自动安装数
据采集器 ICAgent，仅支持华为
云linux主机）

 

表 4-25 DeploymentHostAuthorizationBody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username 是 String 用户名，可输入中英文，数字和
符号(-_.)。
最小长度：3
最大长度：128

password 否 String 密码，认证类型为0时，密码必
填。

private_key 否 String 密钥，认证类型为1时，密钥必
填

最小长度：1
最大长度：5000

trusted_type 是 Integer 认证类型，0表示使用密码认
证，1表示使用密钥认证

枚举值：

● 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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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4-26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host_id String 主机id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v2/host-groups/ab7647b0863c4e969c8949d38d591339/hosts

{
  "host_name" : "100.101.28.215",
  "ip" : "100.101.28.215",
  "port" : "22",
  "os" : "linux",
  "as_proxy" : false,
  "proxy_host_id" : "",
  "authorization" : {
    "username" : "root",
    "password" : "*****",
    "private_key" : "",
    "trusted_type" : 0
  },
  "install_icagent" : true
}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
  "host_id" : "300d6d2e53624d0da08b182099ad10f7"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4.2.2 查询主机列表

功能介绍

根据主机组id查询指定主机组下的主机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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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URI
GET /v2/host-groups/{group_id}/hosts

表 4-27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group_id 是 String 主机组id

 

表 4-28 Quer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as_proxy 否 Boolean 是否为代理机

offset 否 Integer 偏移量,表示从此偏移量开始查
询,offset大于等于0
最小值：0

limit 否 Integer 每页显示的条目数量，默认为
1000
最小值：1
最大值：1000

name 否 String 主机名，可输入中英文，数字和
符号(-_.)
最小长度：3
最大长度：128

sort_key 否 String 排序字段，支持：AS_PROXY|
HOST_NAME|OS|
OWNER_NAME|as_proxy|
host_name|os|owner_name|
nickName。不填默认为：
as_proxy

sort_dir 否 String 排序方式,默认为：DESC。
DESC：降序排序。ASC：升序
排序

枚举值：

● DESC
● ASC

with_auth 否 Boolean 返回结果是否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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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表 4-29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通过调用IAM服务
获取用户Token接口获取（响应
消息头中X-Subject-Token的
值）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20000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4-30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otal Integer 主机数量

最小值：0
最大值：200

group_name String 主机组名称

最小长度：3
最大长度：128

hosts Array of
Deployment
HostDetail
objects

主机列表信息

 

表 4-31 DeploymentHostDetail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group_id String 主机组id
最小长度：32
最大长度：32

host_name String 主机名称

最小长度：3
最大长度：128

ip String IP，请输入弹性ip格式：161.17.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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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port Integer ssh端口，如：22

os String 操作系统：windows|linux，需要和主机组保持一
致

枚举值：

● windows
● linux

as_proxy Boolean 是否为代理机

proxy_host_id String 代理机id

authorization Deployment
HostAuthoriz
ationBody
object

登录主机鉴权，使用密码登录则填写密码即可，
使用密钥则填写密钥，二选一即可。

install_icagent Boolean 免费启用应用运维服务（AOM），提供指标监
控、日志查询、告警功能（自动安装数据采集器
ICAgent，仅支持华为云linux主机）

host_id String 主机ID

proxy_host Deployment
HostDetail
object

主机信息详情

group_name String 主机组名

最小长度：3
最大长度：128

project_id String 项目id

project_name String 项目名称

最小长度：3
最大长度：128

permission PermissionH
ostDetail
object

主机相关权限详情类

update_time String 更新时间

lastest_conne
ction_time

String 最后连接时间

connection_st
atus

String 连接状态

owner_name String 拥有者名称

updator_id String 维护者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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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create_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nick_name String 昵称

owner_id String 拥有者id

updator_nam
e

String 维护者名称

connection_re
sult

String 连接结果

 

表 4-32 DeploymentHostAuthorizationBody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username String 用户名，可输入中英文，数字和符号(-_.)。
最小长度：3
最大长度：128

password String 密码，认证类型为0时，密码必填。

private_key String 密钥，认证类型为1时，密钥必填

最小长度：1
最大长度：5000

trusted_type Integer 认证类型，0表示使用密码认证，1表示使用密钥
认证

枚举值：

● 0
● 1

 

表 4-33 PermissionHostDetail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can_view Boolean 是否有查看权限

can_edit Boolean 是否有编辑权限

can_delete Boolean 是否有删除权限

can_add_host Boolean 是否有添加主机权限

can_connectio
n_test

Boolean 是否测试主机连通性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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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v2/host-groups/ab7647b0863c4e969c8949d38d591339/hosts?
offset=0&limit=10&sort_key=AS_PROXY&sort_dir=asc&with_auth=false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
  "hosts" : [ {
    "host_name" : "100.101.28.203",
    "ip" : "100.101.28.203",
    "port" : 22,
    "os" : "linux",
    "authorization" : {
      "username" : "root",
      "password" : null,
      "private_key" : null,
      "trusted_type" : 0
    },
    "permission" : {
      "can_view" : true,
      "can_edit" : true,
      "can_delete" : true,
      "can_add_host" : true,
      "can_connection_test" : true
    },
    "host_id" : "2cc913cc9a494f09b7320801ebacad02",
    "group_id" : "ab7647b0863c4e969c8949d38d591339",
    "as_proxy" : false,
    "proxy_host_id" : null,
    "owner_id" : "6baa7454109d47c192f22078fe6cda20",
    "owner_name" : "devcloud_devcloud_l00490255_01",
    "updator_id" : "6baa7454109d47c192f22078fe6cda20",
    "updator_name" : "devcloud_devcloud_l00490255_01",
    "connection_status" : "success",
    "install_icagent" : false,
    "create_time" : "2021-04-15 11:01:51",
    "update_time" : "2021-04-21 15:04:24",
    "connection_result" : "连接成功",
    "lastest_connection_time" : "2021-04-15 11:02:00",
    "nick_name" : "AB边账号",
    "proxy_host" : null,
    "group_name" : null,
    "project_id" : "6039d4480efc4dddb178abff98719913",
    "project_name" : null
  } ],
  "total" : 1,
  "group_name" : "test"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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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查询主机详情

功能介绍

根据主机id查询主机详情。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URI

GET /v2/host-groups/{group_id}/hosts/{host_id}

表 4-34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group_id 是 String 主机组id

host_id 是 String 主机id

 

请求参数

表 4-35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通过调用IAM服务
获取用户Token接口获取（响应
消息头中X-Subject-Token的
值）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20000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4-36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group_id String 主机组id
最小长度：32
最大长度：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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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host_name String 主机名称

最小长度：3
最大长度：128

ip String IP，请输入弹性ip格式：161.17.101.12

port Integer ssh端口，如：22

os String 操作系统：windows|linux，需要和主机组保持一
致

枚举值：

● windows
● linux

as_proxy Boolean 是否为代理机

proxy_host_id String 代理机id

authorization Deployment
HostAuthoriz
ationBody
object

登录主机鉴权，使用密码登录则填写密码即可，
使用密钥则填写密钥，二选一即可。

install_icagent Boolean 免费启用应用运维服务（AOM），提供指标监
控、日志查询、告警功能（自动安装数据采集器
ICAgent，仅支持华为云linux主机）

host_id String 主机ID

proxy_host Deployment
HostDetail
object

主机信息详情

group_name String 主机组名

最小长度：3
最大长度：128

project_id String 项目id

project_name String 项目名称

最小长度：3
最大长度：128

permission PermissionH
ostDetail
object

主机相关权限详情类

update_time String 更新时间

lastest_conne
ction_time

String 最后连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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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connection_st
atus

String 连接状态

owner_name String 拥有者名称

updator_id String 维护者id

create_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nick_name String 昵称

owner_id String 拥有者id

updator_nam
e

String 维护者名称

connection_re
sult

String 连接结果

 

表 4-37 DeploymentHostAuthorizationBody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username String 用户名，可输入中英文，数字和符号(-_.)。
最小长度：3
最大长度：128

password String 密码，认证类型为0时，密码必填。

private_key String 密钥，认证类型为1时，密钥必填

最小长度：1
最大长度：5000

trusted_type Integer 认证类型，0表示使用密码认证，1表示使用密钥
认证

枚举值：

● 0
● 1

 

表 4-38 PermissionHostDetail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can_view Boolean 是否有查看权限

can_edit Boolean 是否有编辑权限

can_delete Boolean 是否有删除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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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can_add_host Boolean 是否有添加主机权限

can_connectio
n_test

Boolean 是否测试主机连通性权限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v2/host-groups/ab7647b0863c4e969c8949d38d591339/hosts/
300d6d2e53624d0da08b182099ad10f7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
  "ip" : "100.101.28.215",
  "port" : 22,
  "os" : "linux",
  "authorization" : {
    "username" : "root",
    "password" : null,
    "private_key" : null,
    "trusted_type" : 0
  },
  "permission" : {
    "can_view" : true,
    "can_edit" : true,
    "can_delete" : true,
    "can_add_host" : true,
    "can_connection_test" : true
  },
  "group_id" : "ab7647b0863c4e969c8949d38d591339",
  "host_name" : "100.101.28.215",
  "as_proxy" : false,
  "proxy_host_id" : null,
  "owner_id" : "6baa7454109d47c192f22078fe6cda20",
  "owner_name" : "devcloud_devcloud_l00490255_01",
  "updator_id" : "6baa7454109d47c192f22078fe6cda20",
  "updator_name" : "devcloud_devcloud_l00490255_01",
  "connection_status" : "success",
  "install_icagent" : false,
  "create_time" : "2021-05-13 09:35:41",
  "update_time" : "2021-05-13 09:35:41",
  "connection_result" : "连接成功",
  "lastest_connection_time" : "2021-05-13 09:36:11",
  "nick_name" : "AB边账号",
  "host_id" : "300d6d2e53624d0da08b182099ad10f7"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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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4.2.4 修改主机

功能介绍

根据主机id修改主机信息。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URI
PUT /v2/host-groups/{group_id}/hosts/{host_id}

表 4-39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group_id 是 String 主机组id

host_id 是 String 主机id

 

请求参数

表 4-40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Content-Type 是 String 消息体的类型（格式），下方类
型可任选其一使用：
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application/json
缺省值：application/
json;charset=utf-8
枚举值：

● application/
json;charset=utf-8

● applicati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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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通过调用IAM服务
获取用户Token接口获取（响应
消息头中X-Subject-Token的
值）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20000

 

表 4-41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host_name 是 String 主机名称

最小长度：3
最大长度：128

ip 是 String IP，请输入弹性ip格式：
161.17.101.12

port 是 Integer ssh端口，如：22

as_proxy 是 Boolean 是否为代理机

proxy_host_id 否 String 代理机id

authorization 是 Deployment
HostAuthoriz
ationBody
object

登录主机鉴权，使用密码登录则
填写密码即可，使用密钥则填写
密钥，二选一即可。

install_icagent 否 Boolean 免费启用应用运维服务
（AOM），提供指标监控、日
志查询、告警功能（自动安装数
据采集器 ICAgent，仅支持华为
云linux主机）

sync 否 Boolean 是否将当前主机的密码信息同步
到同一项目下其他主机组中具有
相同IP、用户名、端口的主机。

 

表 4-42 DeploymentHostAuthorizationBody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username 是 String 用户名，可输入中英文，数字和
符号(-_.)。
最小长度：3
最大长度：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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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assword 否 String 密码，认证类型为0时，密码必
填。

private_key 否 String 密钥，认证类型为1时，密钥必
填

最小长度：1
最大长度：5000

trusted_type 是 Integer 认证类型，0表示使用密码认
证，1表示使用密钥认证

枚举值：

● 0
● 1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4-43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host_id String 主机id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v2/host-groups/ab7647b0863c4e969c8949d38d591339/hosts/
300d6d2e53624d0da08b182099ad10f7

{
  "host_name" : "100.101.28.215",
  "ip" : "100.101.28.215",
  "port" : 22,
  "as_proxy" : false,
  "proxy_host_id" : null,
  "authorization" : {
    "username" : "root",
    "password" : null,
    "private_key" : "",
    "trusted_type" : 0
  },
  "install_icagent" : false,
  "sync" : true
}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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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st_id" : "300d6d2e53624d0da08b182099ad10f7"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4.2.5 删除主机

功能介绍

根据主机id删除主机。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URI
DELETE /v2/host-groups/{group_id}/hosts/{host_id}

表 4-44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group_id 是 String 主机组id

host_id 是 String 主机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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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表 4-45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Content-Type 是 String 消息体的类型（格式），下方类
型可任选其一使用：
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application/json
缺省值：application/
json;charset=utf-8
枚举值：

● application/
json;charset=utf-8

●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通过调用IAM服务
获取用户Token接口获取（响应
消息头中X-Subject-Token的
值）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20000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4-46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host_id String 主机id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v2/host-groups/ab7647b0863c4e969c8949d38d591339/hosts/
300d6d2e53624d0da08b182099ad10f7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
  "host_id" : "300d6d2e53624d0da08b182099ad10f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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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4.3 应用管理

4.3.1 获取应用列表

功能介绍

查询项目下应用列表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URI

GET /v2/{project_id}/tasks/list

表 4-47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最小长度：32
最大长度：32

 

表 4-48 Quer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age 是 Integer 分页页码， 表示从此页开始查
询， page大于等于1

size 是 Integer 每页显示的条目数量，size小于
等于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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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表 4-49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Content-Type 是 String 消息体的类型（格式），下方类
型可任选其一使用：
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application/json
缺省值：application/
json;charset=utf-8
枚举值：

● application/
json;charset=utf-8

●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通过调用IAM服务
获取用户Token接口获取（响应
消息头中X-Subject-Token的
值）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20000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4-50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otal_num Integer 总数

result Array of
TaskInfo
objects

返回结果

 

表 4-51 TaskInf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ask_id String 部署任务id

name String 应用名称

最小长度：3
最大长度：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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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project_id String 项目id

project_name String 项目名称

最小长度：3
最大长度：128

deploy_syste
m

String 部署类型模式，包括deployTemplate，ansible，
shell

create_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最小长度：3
最大长度：128

update_time String 修改时间

最小长度：3
最大长度：128

state String 应用状态，Draft表示草稿状态，Available表示可
用状态

枚举值：

● Available
● Draft

execution_tim
e

String 最后一次部署时间

最小长度：3
最大长度：128

description String 描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024

is_defaut_per
mission

Boolean 是否使用默认权限矩阵

template_id String 模板id

owner String 应用创建者用户名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nick_name String 应用创建者昵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owner_id String 应用创建者用户ID

tenant_id String 应用创建者租户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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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enant_name String 应用创建者租户名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slave_cluster_i
d

String slave集群id，默认为null时使用八爪鱼slave集
群，用户自定义slave时为slave集群id

is_care Boolean 当前用户是否已收藏

can_modify Boolean 是否有编辑权限

can_delete Boolean 是否有删除的权限

can_view Boolean 是否有查看权限

can_execute Boolean 是否有部署权限

can_copy Boolean 是否有复制权限

can_manage Boolean 是否有管理权限，包含增删改查部署以及权限修
改

app_compone
nt_list

Array of
AppCompone
ntDao objects

应用和AOM应用组件对应关系

role_id Integer 角色ID,0：应用创建者，-1：项目创建者，3：项
目经理，4：开发人员，5：测试经理，6：测试
人员，7：参与者，8：浏览者

id String 部署任务id

release_id Integer 部署记录序列号

duration String 部署时间

execution_stat
e

String 部署状态

executor_id String 部署者id

executor_nick
_name

String 部署者名称

steps Map<String,St
ep>

部署步骤

 

表 4-52 AppComponentDa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ask_id String 部署任务id

app_id String AOM应用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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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app_name String AOM应用名称

comp_id String AOM应用组件id

comp_name String AOM应用组件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domain_id String 租户ID

region String 局点信息

最小长度：1
最大长度：256

state String AOM应用组件是否生效，0表示初始化，1表示执
行成功，已生效

最小长度：1
最大长度：32

 

表 4-53 Step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id String id

name String 名称

params Map<String,St
ring>

参数

enable Boolean 是否开启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v2/332f53cbabc44863a46ce6b4f82a9fe7/tasks/list?page=1&size=2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应用列表

{
  "result" : [ {
    "id" : "2c82ffe8d00d4968a4e5f7a36d87ae17",
    "name" : "消息通知",
    "state" : "succeeded",
    "owner" : "devcloud_devcloud_l00490255_01",
    "duration" : "00:00:50",
    "project_id" : "332f53cbabc44863a46ce6b4f82a9fe7",
    "project_name" : "DeployMan-UI-L0",
    "deploy_system" : "deploy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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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_time" : "2022-02-09 16:34:20",
    "update_time" : "2022-03-05 09:04:39",
    "execution_time" : "2022-04-11 15:50:23",
    "execution_state" : "succeeded",
    "role_id" : -1,
    "is_defaut_permission" : false,
    "executor_id" : "6baa7454109d47c192f22078fe6cda20",
    "executor_nick_name" : "AB边账号",
    "nick_name" : "AB边账号",
    "owner_id" : "6baa7454109d47c192f22078fe6cda20",
    "is_care" : true,
    "can_modify" : true,
    "can_delete" : true,
    "can_view" : true,
    "can_execute" : true,
    "can_copy" : true,
    "can_manage" : true,
    "release_id" : 61640
  }, {
    "id" : "a9c3ef27a1f34a1abf1dc84d927d7d39",
    "name" : "412",
    "state" : "failed",
    "owner" : "paas_clouddeploy_h00472130_01",
    "duration" : "00:02:36",
    "project_id" : "332f53cbabc44863a46ce6b4f82a9fe7",
    "project_name" : "DeployMan-UI-L0",
    "deploy_system" : "deployTemplate",
    "create_time" : "2022-04-12 17:26:07",
    "update_time" : "2022-04-12 17:26:07",
    "execution_time" : "2022-04-13 11:45:09",
    "execution_state" : "failed",
    "role_id" : -1,
    "is_defaut_permission" : false,
    "executor_id" : "04ec4661a8df4359b50980a9c958c86d",
    "executor_nick_name" : "paas_clouddeploy_h00472130_01",
    "nick_name" : "paas_clouddeploy_h00472130_01",
    "owner_id" : "04ec4661a8df4359b50980a9c958c86d",
    "is_care" : false,
    "can_modify" : true,
    "can_delete" : true,
    "can_view" : true,
    "can_execute" : true,
    "can_copy" : true,
    "can_manage" : true,
    "release_id" : 29
  } ],
  "total_num" : 331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应用列表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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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通过模板新建应用

功能介绍

通过模板新建应用。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URI

POST /v2/tasks/template-task

请求参数

表 4-54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Content-Type 是 String 消息体的类型（格式），下方类
型可任选其一使用：
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application/json
缺省值：application/
json;charset=utf-8
枚举值：

● application/
json;charset=utf-8

●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通过调用IAM服务
获取用户Token接口获取（响应
消息头中X-Subject-Token的
值）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20000

 

表 4-55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roject_id 是 String 创建的项目id

project_name 是 String 创建的项目名称

最小长度：3
最大长度：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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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template_id 是 String 部署模板id

task_name 是 String 应用名称

最小长度：3
最大长度：128

slave_cluster_i
d

否 String 自定义slave资源池id

configs 否 Array of
ConfigInfoD
O objects

部署参数类

 

表 4-56 ConfigInfoDO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name 否 String 部署参数名称，用户可自定义

type 否 String 类型，如果填写name字段，则
type必选,若type为空则默认为
text
枚举值：

● text
● host_group
● enum
● encrypt

description 否 String 描述

value 否 String 部署参数值

task_id 否 String 部署任务id，创建应用后由系统
自动生成

最小长度：32
最大长度：32

static_status 否 Integer 表示是否为静态参数，值为1时
不支持部署时变更参数，值为0
时支持，并且也会把该参数上报
流水线

缺省值：1
枚举值：

● 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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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limits 否 Array of
ParamTypeLi
mits objects

当参数类型为enum枚举类型
时，必须填写可选值

 

表 4-57 ParamTypeLimits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name 否 String 枚举值可选参数

最小长度：1
最大长度：128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4-58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ask_name String 应用名称

最小长度：3
最大长度：128

task_id String 部署任务id
最小长度：32
最大长度：32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v2/tasks/template-task

{
  "project_id" : "6039d4480efc4dddb178abff98719913",
  "project_name" : "Deploy",
  "template_id" : "6efb0b24e2e9489eb0e53ee12904a19e",
  "task_name" : "Deploytest",
  "configs" : [ {
    "name" : "serviceName",
    "type" : "text",
    "description" : "服务名称",
    "value" : "SpringBoot-Demo"
  }, {
    "name" : "releaseVersion",
    "type" : "text",
    "description" : "版本号",
    "value" : "1.1.1"
  }, {
    "name" : "jdk_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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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 : "text",
    "description" : "",
    "value" : "/usr/local/jdk"
  }, {
    "name" : "package_url",
    "type" : "text",
    "description" : "",
    "value" : "/${serviceName}/${releaseVersion}/${serviceName}.jar"
  }, {
    "name" : "spring_path",
    "type" : "text",
    "description" : "",
    "value" : "/usr/local/${serviceName}.jar"
  }, {
    "name" : "download_path",
    "type" : "text",
    "description" : "",
    "value" : "/usr/local/"
  }, {
    "name" : "service_port",
    "type" : "text",
    "description" : "",
    "value" : "<%= service_port%>"
  }, {
    "name" : "host_group",
    "type" : "host_group",
    "description" : "",
    "value" : "<%= host_group%>"
  }, {
    "name" : "component_name",
    "type" : "text",
    "description" : "",
    "value" : "aom-${serviceName}"
  }, {
    "name" : "log_path",
    "type" : "text",
    "description" : "",
    "value" : "/usr/local/*.log"
  } ]
}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请求响应成功

{
  "task_name" : "Deploytest",
  "task_id" : "140ca97e701d4c4c93c59ffd5bdb32ec"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请求响应成功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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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部署应用

功能介绍

根据部署任务id部署应用。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URI

POST /v2/tasks/{task_id}/start

表 4-59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task_id 是 String 部署任务id

 

请求参数

表 4-60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Content-Type 是 String 消息体的类型（格式），下方类
型可任选其一使用：
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application/json
缺省值：application/
json;charset=utf-8
枚举值：

● application/
json;charset=utf-8

●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通过调用IAM服务
获取用户Token接口获取（响应
消息头中X-Subject-Token的
值）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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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1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arams 否 Array of
DynamicConf
igInfo objects

部署应用时传递的参数

record_id 否 String 应用的部署id，可通过record_id
回滚至之前的部署状态。选中应
用历史部署记录，在URL中获取

trigger_source 否 String 限制触发来源,0不限制任何部署
请求来源,1时只允许通过流水线
触发部署

 

表 4-62 DynamicConfigInfo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key 否 String 部署应用时传递的参数名称

最小长度：1
最大长度：128

value 否 String 部署应用时传递的参数值

最小长度：1
最大长度：8192

type 否 String 类型，如果填写动态参数，则类
型必选

枚举值：

● text
● host_group
● encrypt
● enum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4-63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id String 部署记录id

task_id String 部署任务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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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job_name String 执行任务名称

最小长度：45
最大长度：55

app_compone
nt_list

Array of
AppCompone
ntDao objects

应用和AOM应用组件对应关系

 

表 4-64 AppComponentDa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ask_id String 部署任务id

app_id String AOM应用id

app_name String AOM应用名称

comp_id String AOM应用组件id

comp_name String AOM应用组件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domain_id String 租户ID

region String 局点信息

最小长度：1
最大长度：256

state String AOM应用组件是否生效，0表示初始化，1表示执
行成功，已生效

最小长度：1
最大长度：32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v2/tasks/d2dc947ec2424d8789bb3984bb3adf45/start

{
  "params" : [ ]
}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
  "id" : "0ee9c8e6a7dc44109541e53c6dccf4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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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sk_id" : "d2dc947ec2424d8789bb3984bb3adf45",
  "job_name" : "job_0ee9c8e6a7dc44109541e53c6dccf47c_1620810492008",
  "app_component_list" : [ ]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4.3.4 获取应用详情

功能介绍

根据部署任务id获取应用详情。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URI
GET /v2/tasks/{task_id}

表 4-65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task_id 是 String 部署任务id

 

请求参数

表 4-66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通过调用IAM服务
获取用户Token接口获取（响应
消息头中X-Subject-Token的
值）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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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4-67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ask_id String 部署任务id

name String 应用名称

最小长度：3
最大长度：128

project_id String 项目id

project_name String 项目名称

最小长度：3
最大长度：128

deploy_syste
m

String 部署类型模式，包括deployTemplate，ansible，
shell

create_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最小长度：3
最大长度：128

update_time String 修改时间

最小长度：3
最大长度：128

state String 应用状态，Draft表示草稿状态，Available表示可
用状态

枚举值：

● Available
● Draft

execution_tim
e

String 最后一次部署时间

最小长度：3
最大长度：128

description String 描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024

is_defaut_per
mission

Boolean 是否使用默认权限矩阵

template_id String 模板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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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owner String 应用创建者用户名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nick_name String 应用创建者昵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owner_id String 应用创建者用户ID

tenant_id String 应用创建者租户ID

tenant_name String 应用创建者租户名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slave_cluster_i
d

String slave集群id，默认为null时使用八爪鱼slave集
群，用户自定义slave时为slave集群id

is_care Boolean 当前用户是否已收藏

can_modify Boolean 是否有编辑权限

can_delete Boolean 是否有删除的权限

can_view Boolean 是否有查看权限

can_execute Boolean 是否有部署权限

can_copy Boolean 是否有复制权限

can_manage Boolean 是否有管理权限，包含增删改查部署以及权限修
改

app_compone
nt_list

Array of
AppCompone
ntDao objects

应用和AOM应用组件对应关系

role_id Integer 角色ID,0：应用创建者，-1：项目创建者，3：项
目经理，4：开发人员，5：测试经理，6：测试
人员，7：参与者，8：浏览者

id String 部署任务id

release_id Integer 部署记录序列号

duration String 部署时间

execution_stat
e

String 部署状态

executor_id String 部署者id

executor_nick
_name

String 部署者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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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steps Map<String,St
ep>

部署步骤

 

表 4-68 AppComponentDa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ask_id String 部署任务id

app_id String AOM应用id

app_name String AOM应用名称

comp_id String AOM应用组件id

comp_name String AOM应用组件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domain_id String 租户ID

region String 局点信息

最小长度：1
最大长度：256

state String AOM应用组件是否生效，0表示初始化，1表示执
行成功，已生效

最小长度：1
最大长度：32

 

表 4-69 Step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id String id

name String 名称

params Map<String,St
ring>

参数

enable Boolean 是否开启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v2/tasks/d2dc947ec2424d8789bb3984bb3ad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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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
  "task_id" : "d2dc947ec2424d8789bb3984bb3adf45",
  "name" : "wyktest111",
  "state" : "Available",
  "description" : "111222",
  "owner" : "devcloud_devcloud_l00490255_01",
  "steps" : {
    "step1" : {
      "id" : "1583",
      "name" : "选择部署来源",
      "params" : { },
      "enable" : true
    },
    "step2" : {
      "id" : "1293",
      "name" : "URL健康测试",
      "params" : { },
      "enable" : true
    }
  },
  "project_id" : "6039d4480efc4dddb178abff98719913",
  "project_name" : "wyk_test",
  "deploy_system" : "deployTemplate",
  "create_time" : "2021-04-01 17:07:49",
  "update_time" : "2021-05-17 11:26:58",
  "role_id" : 0,
  "is_defaut_permission" : false,
  "template_id" : "242ea879b3444b8391c3feb2e9c073de",
  "nick_name" : "AB边账号",
  "owner_id" : "6baa7454109d47c192f22078fe6cda20",
  "tenant_id" : "26a680dd72e7482eb60d2ef5513588bb",
  "tenant_name" : "devcloud_devcloud_l00490255_01",
  "slave_cluster_id" : "",
  "is_care" : false,
  "can_modify" : true,
  "can_delete" : true,
  "can_view" : true,
  "can_execute" : true,
  "can_copy" : true,
  "can_manage" : true,
  "app_component_list" : [ ]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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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删除应用

功能介绍

根据部署任务id删除应用。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URI
DELETE /v2/tasks/{task_id}

表 4-70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task_id 是 String 部署任务id

 

请求参数

表 4-71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Content-Type 是 String 消息体的类型（格式），下方类
型可任选其一使用：
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application/json
缺省值：application/
json;charset=utf-8
枚举值：

● application/
json;charset=utf-8

●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通过调用IAM服务
获取用户Token接口获取（响应
消息头中X-Subject-Token的
值）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20000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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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2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ask_id String 部署任务id
最小长度：32
最大长度：32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v2/tasks/b024060ac00749178e72713ae82b0da2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
  "task_id" : "b024060ac00749178e72713ae82b0da2"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4.3.6 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项目下指定应用的历史部署记录
列表

功能介绍

根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项目下指定应用的历史部署记录列表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URI

GET /v2/{project_id}/task/{id}/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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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3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最小长度：32
最大长度：32

id 是 String 任务ID

 

表 4-74 Quer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age 是 Integer 分页页码， 表示从此页开始查
询， page大于等于1

size 是 Integer 每页显示的条目数量，size小于
等于100

start_date 是 String 区间开始时间，格式yyyy-MM-
dd。 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间隔
不能超过30天

end_date 是 String 区间结束时间，格式yyyy-MM-
dd。 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间隔
不能超过30天

 

请求参数

表 4-75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Token。通过调用IAM服务
获取用户Token接口获取（响应
消息头中X-Subject-Token的
值）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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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Content-Type 是 String 消息体的类型（格式），下方类
型可任选其一使用：
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application/json
缺省值：application/
json;charset=utf-8
枚举值：

● application/
json;charset=utf-8

● application/json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4-76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Array of
ExecuteRecor
dV2Body
objects

应用历史部署记录列表

total_num Integer 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内应用历史部署记录总数

 

表 4-77 ExecuteRecordV2Body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duration String 部署用时

state String 应用状态

operator String 操作人用户名

execution_id String 部署记录ID

start_time String 部署应用的开始时间

nickname String 操作人昵称

end_time String 部署应用的结束时间

release_id Long 部署记录序列号

type String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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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v2/5ab1363a143f46aa9959a4a8c2616589/task/ad9c1d60282544d2b5a380ea22539cf1/
history?page=2&size=2&start_date=2022-03-16&end_date=2022-04-15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
  "result" : [ {
    "duration" : "00:16:53",
    "state" : "succeeded",
    "type" : "install",
    "operator" : "devcloud_devcloud_l00490255_01",
    "execution_id" : "50f18ce454a64ea5a62a33d56617b831",
    "start_time" : "2022-04-15 15:03:24",
    "nickname" : "AB边账号",
    "end_time" : "2022-04-15 15:20:17",
    "release_id" : 20
  }, {
    "duration" : "00:15:31",
    "state" : "failed",
    "type" : "install",
    "operator" : "devcloud_devcloud_l00490255_01",
    "execution_id" : "f757fbe93d35494ba0ff73b34e2f79aa",
    "start_time" : "2022-04-15 15:03:15",
    "nickname" : "AB边账号",
    "end_time" : "2022-04-15 15:18:46",
    "release_id" : 19
  } ],
  "total_num" : 20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4.4 执行记录度量

4.4.1 获取指定项目的应用部署成功率

功能介绍

获取指定项目的应用部署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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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URI

GET /v2/{project_id}/metrics/success-rate

表 4-78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表 4-79 Quer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start_date 是 String 部署应用开始时间范围的左边界
（包含），格式yyyy-MM-dd

end_date 是 String 部署应用开始时间范围的右边界
（包含），格式yyyy-MM-dd 。
最大时间范围为1年。

 

请求参数

无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4-80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success_rate String 成功率

project_id String 项目id

project_name String 项目名称

start_date String 应用部署开始时间范围的左边界（包含），格式
yyyy-MM-dd

end_date String 应用部署开始时间范围的右边界（包含），格式
yyyy-MM-dd

task_count Integer 查询到的应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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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cord_count Integer 查询到的应用部署记录数

success_recor
d_count

Integer 成功的应用部署记录数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v2/89931e210b214b5892ea833712f0f5e0/metrics/success-rate?
start_date=2022-01-01&end_date=2022-10-26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
  "success_rate" : "34.09",
  "project_id" : "89931e210b214b5892ea833712f0f5e0",
  "project_name" : "Happy",
  "start_date" : "2022-01-01",
  "end_date" : "2022-10-26",
  "task_count" : 8,
  "record_count" : 44,
  "success_record_count" : 15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4.4.2 获取指定应用的应用部署成功率

功能介绍

获取指定应用的应用部署成功率

调试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试该接口，支持自动认证鉴权。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
SDK代码示例，并提供SDK代码示例调试功能。

URI
POST /v2/{project_id}/tasks/metrics/success-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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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1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参数

表 4-82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start_date 是 String 部署应用开始时间范围的左边界
（包含），格式yyyy-MM-dd

end_date 是 String 部署应用开始时间范围的右边界
（包含），格式yyyy-MM-dd 。
最大时间范围为1年。

task_ids 是 Array of
strings

任务id列表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4-83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project_id String 项目id

project_name String 项目名称

start_date String 部署应用开始时间范围的左边界（包含），格式
yyyy-MM-dd

end_date String 部署应用开始时间范围的右边界（包含），格式
yyyy-MM-dd 。最大时间范围为1年。

tasks_success_
rate

Array of
TaskSuccessR
ate objects

应用的成功率列表

 

表 4-84 TaskSuccessRate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ask_id String 任务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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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ask_name String 应用名称

success_rate String 成功率

record_count Integer 部署记录数

success_recor
d_count

Integer 成功的部署记录数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v2/89931e210b214b5892ea833712f0f5e0/tasks/metrics/success-rate

{
  "start_date" : "2022-01-01",
  "end_date" : "2022-10-26",
  "task_ids" : [ "5bf0a54f36b04ddda7b94470fee39307", "b6d20b703ffe4a04bc68790ddabf6ab7" ]
}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
  "project_id" : "89931e210b214b5892ea833712f0f5e0",
  "project_name" : "Happy",
  "start_date" : "2022-01-01",
  "end_date" : "2022-10-26",
  "tasks_success_rate" : [ {
    "task_id" : "5bf0a54f36b04ddda7b94470fee39307",
    "task_name" : "happy482URL健康测试",
    "success_rate" : "0",
    "record_count" : 8,
    "success_record_count" : 0
  }, {
    "task_id" : "b6d20b703ffe4a04bc68790ddabf6ab7",
    "task_name" : "happy486启动停止Tomcat",
    "success_rate" : "14.29",
    "record_count" : 14,
    "success_record_count" : 2
  } ]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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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用示例

5.1 示例1：查询主机组列表

5.2 示例2：根据主机组id查询主机组详情

5.3 示例3：查询指定主机组的主机列表

5.1 示例 1：查询主机组列表

场景描述

本章以软件开发生产线用户为例，指导您通过API查询主机组列表。

API的调用方法请参见如何调用API。

前提条件

用户已经创建软件开发生产线项目。

总体思路

通过用户token查询当前用户所有的主机组列表。

查询主机组列表
● 接口信息：
URI：GET /v2/host-groups

API Explorer在线调试请参见：查询主机组列表。

● 请求示例：
GET  https://{endpoint}/v2/host-groups?region_name=cn-
north-7&project_id=6039d4480efc4dddb178abff98719913&offset=1&limit=10&sort_key=create_time&sort_di
r=DESC

● 响应示例：
{ 
  "total" : 1, 
  "host_groups" : [ { 
    "name" : "testwyk", 
    "description" : "1112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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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 : "linux", 
    "nick_name" : "AB边账号", 
    "id" : 200001291, 
    "group_id" : "ab7647b0863c4e969c8949d38d591339", 
    "region_name" : "cn-north-7",
    "project_id" : "6039d4480efc4dddb178abff98719913", 
    "permission" : { 
      "can_view" : true, 
      "can_edit" : true, 
      "can_delete" : true, 
      "can_add_host" : true, 
      "can_manage" : true 
    }, 
    "created_by" : { 
      "user_id" : "6baa7454109d47c192f22078fe6cda20", 
      "user_name" : "devcloud_devcloud_l00490255_01" 
    }, 
    "updated_by" : { 
      "user_id" : "6baa7454109d47c192f22078fe6cda20", 
      "user_name" : "devcloud_devcloud_l00490255_01" 
    }, 
    "auto_connection_test_switch" : 0, 
    "slave_cluster_id" : "", 
    "created_time" : "2021-04-01 17:05:53", 
    "updated_time" : "2021-04-21 14:29:14", 
    "host_count" : 1, 
    "project_name" : null 
  } ] 
}

5.2 示例 2：根据主机组 id 查询主机组详情

场景描述

本章以软件开发生产线用户为例，指导您通过API查询指定主机组详情。

API的调用方法请参见如何调用API。

前提

用户已经创建软件开发生产线项目，并且项目下有主机组。

总体思路

先通过api查看所有的主机组列表，并获得想要查看的主机组group_id，使用该
group_id在本api中查询该主机组的详细信息，步骤如下：

1. 查询用户的所有主机组。

2. 查询某个主机组的详细信息。

步骤 1：查询用户所有主机组
● 接口信息：

URI：GET /v2/host-groups

API Explorer在线调试请参见：查询主机组列表 。

● 请求示例：
GET  https://{endpoint}/v2/host-groups?region_name=cn-
north-7&project_id=6039d4480efc4dddb178abff98719913&offset=1&limit=10&sort_key=create_time&s
ort_dir=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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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应示例：
{ 
  "total" : 1, 
  "host_groups" : [ { 
    "name" : "testwyk", 
    "description" : "11122211", 
    "os" : "linux", 
    "nick_name" : "AB边账号", 
    "id" : 200001291, 
    "group_id" : "ab7647b0863c4e969c8949d38d591339", 
    "region_name" : "cn-north-7", 
    "project_id" : "6039d4480efc4dddb178abff98719913", 
    "permission" : { 
      "can_view" : true, 
      "can_edit" : true, 
      "can_delete" : true, 
      "can_add_host" : true, 
      "can_manage" : true 
    }, 
    "created_by" : { 
      "user_id" : "6baa7454109d47c192f22078fe6cda20", 
      "user_name" : "devcloud_devcloud_l00490255_01" 
    }, 
    "updated_by" : { 
      "user_id" : "6baa7454109d47c192f22078fe6cda20", 
      "user_name" : "devcloud_devcloud_l00490255_01" 
    }, 
    "auto_connection_test_switch" : 0, 
    "slave_cluster_id" : "", 
    "created_time" : "2021-04-01 17:05:53", 
    "updated_time" : "2021-04-21 14:29:14", 
    "host_count" : 1, 
    "project_name" : null 
  } ] 
}

步骤 2：查询主机组详情
● 接口信息：

URI：GET /v2/host-groups/{group_id}

API Explorer在线调试请参见： 查询主机组详情。

● 请求示例：
GET  https://{endpoint}/v2/host-groups/ab7647b0863c4e969c8949d38d591339

● 响应示例：
{ 
  "name" : "test", 
  "description" : "11122211", 
  "os" : "linux", 
  "region_name" : "cn-north-7", 
  "project_id" : "6039d4480efc4dddb178abff98719913", 
  "created_by" : { 
    "user_id" : "6baa7454109d47c192f22078fe6cda20", 
    "user_name" : "devcloud_devcloud_l00490255_01" 
  }, 
  "updated_by" : { 
    "user_id" : "6baa7454109d47c192f22078fe6cda20", 
    "user_name" : "devcloud_devcloud_l00490255_01" 
  }, 
  "permission" : { 
    "can_view" : true, 
    "can_edit" : true, 
    "can_delete" : true, 
    "can_add_host" : true, 
    "can_manage" : true 
  }, 
  "auto_connection_test_switch"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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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ave_cluster_id" : "", 
  "nick_name" : "AB边账号", 
  "group_id" : "ab7647b0863c4e969c8949d38d591339", 
  "created_time" : "2021-04-01 17:05:53", 
  "updated_time" : "2021-04-21 14:29:14", 
  "host_count" : 1 
}

5.3 示例 3：查询指定主机组的主机列表

场景描述

本章以软件开发生产线用户为例，指导您通过API查询指定主机组的主机列表。

API的调用方法请参见如何调用API。

前提条件

用户已经创建软件开发生产线项目，并且项目下有主机组。

总体思路

先通过用户token查询主机组列表，再通过主机组group_id，查询指定主机组的主机列
表，步骤如下：

1. 查询用户的所有主机组。

2. 查询某主机组对应的主机列表。

步骤 1：查询用户的所有主机组
● 接口信息：

URI：GET /v2/host-groups

API Explorer在线调试请参见：查询主机组列表 。

● 请求示例：
GET  https://{endpoint}/v2/host-groups?region_name=cn-
north-7&project_id=6039d4480efc4dddb178abff98719913&offset=1&limit=10&sort_key=create_time&s
ort_dir=DESC

● 响应示例：
{ 
  "total" : 1, 
  "host_groups" : [ { 
    "name" : "testwyk", 
    "description" : "11122211", 
    "os" : "linux", 
    "nick_name" : "AB边账号", 
    "id" : 200001291, 
    "group_id" : "ab7647b0863c4e969c8949d38d591339", 
    "region_name" : "cn-north-7", 
    "project_id" : "6039d4480efc4dddb178abff98719913", 
    "permission" : { 
      "can_view" : true, 
      "can_edit" : true, 
      "can_delete" : true, 
      "can_add_host" : true, 
      "can_manage" : true 
    }, 
    "created_by" : { 
      "user_id" : "6baa7454109d47c192f22078fe6cda20", 
      "user_name" : "devcloud_devcloud_l00490255_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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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pdated_by" : { 
      "user_id" : "6baa7454109d47c192f22078fe6cda20", 
      "user_name" : "devcloud_devcloud_l00490255_01" 
    }, 
    "auto_connection_test_switch" : 0, 
    "slave_cluster_id" : "", 
    "created_time" : "2021-04-01 17:05:53", 
    "updated_time" : "2021-04-21 14:29:14", 
    "host_count" : 1, 
    "project_name" : null 
  } ] 
}

步骤 2：查询主机列表
● 接口信息：

URI：GET /v2/host-groups/{group_id}/hosts

API Explorer在线调试请参见：查询主机列表。

● 请求示例：
GET  https://{endpoint}/v2/host-groups/ab7647b0863c4e969c8949d38d591339/hosts?
offset=0&limit=10&sort_key=AS_PROXY&sort_dir=asc&with_auth=false

● 响应示例：
{ 
   "hosts" : [ { 
     "hostname" : "100.101.28.203", 
     "ip" : "100.101.28.203", 
     "port" : 22, 
     "os" : "linux", 
     "authorization" : { 
       "username" : "root", 
       "password" : null, 
       "private_key" : null, 
       "trusted_type" : 0 
     }, 
     "permission" : { 
       "can_view" : true, 
       "can_edit" : true, 
       "can_delete" : true, 
       "can_add_host" : true, 
       "can_connection_test" : true 
     }, 
     "nickName" : "AB边账号", 
     "id" : 200001149, 
     "host_id" : "2cc913cc9a494f09b7320801ebacad02", 
     "group_id" : "ab7647b0863c4e969c8949d38d591339", 
     "as_proxy" : false, 
     "proxy_host_id" : null, 
     "owner_id" : "6baa7454109d47c192f22078fe6cda20", 
     "owner_name" : "devcloud_devcloud_l00490255_01", 
     "updator_id" : "6baa7454109d47c192f22078fe6cda20", 
     "updator_name" : "devcloud_devcloud_l00490255_01", 
     "connection_status" : "success", 
     "install_icagent" : false, 
     "create_time" : "2021-04-15 11:01:51", 
     "update_time" : "2021-04-21 15:04:24", 
     "connection_result" : "连接成功", 
     "lastest_connection_time" : "2021-04-15 11:02:00", 
     "nick_name" : "AB边账号", 
     "proxy_host" : null, 
     "group_name" : null, 
     "project_id" : "6039d4480efc4dddb178abff98719913", 
     "project_name" : null 
   } ], 
   "total"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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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_name" : "t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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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录

6.1 状态码

6.2 错误码

6.3 获取项目ID

6.4 获取账号ID

6.1 状态码

表 6-1 状态码

状态码 编码 错误码说明

100 Continue 继续请求。

这个临时响应用来通知客户端，它的部分请求已经
被服务器接收，且仍未被拒绝。

101 Switching
Protocols

切换协议。只能切换到更高级的协议。

例如，切换到HTTP的新版本协议。

201 Created 创建类的请求完全成功。

202 Accepted 已经接受请求，但未处理完成。

203 Non-
Authoritative
Information

非授权信息，请求成功。

204 NoContent 请求完全成功，同时HTTP响应不包含响应体。

在响应OPTIONS方法的HTTP请求时返回此状态
码。

205 Reset Content 重置内容，服务器处理成功。

206 Partial Content 服务器成功处理了部分GET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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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编码 错误码说明

300 Multiple Choices 多种选择。请求的资源可包括多个位置，相应可返
回一个资源特征与地址的列表用于用户终端（例
如：浏览器）选择。

301 Moved
Permanently

永久移动，请求的资源已被永久的移动到新的
URI，返回信息会包括新的URI。

302 Found 资源被临时移动。

303 See Other 查看其它地址。

使用GET和POST请求查看。

304 Not Modified 所请求的资源未修改，服务器返回此状态码时，不
会返回任何资源。

305 Use Proxy 所请求的资源必须通过代理访问。

306 Unused 已经被废弃的HTTP状态码。

400 BadRequest 非法请求。

建议直接修改该请求，不要重试该请求。

401 Unauthorized 在客户端提供认证信息后，返回该状态码，表明服
务端指出客户端所提供的认证信息不正确或非法。

402 Payment
Required

保留请求。

403 Forbidden 请求被拒绝访问。

返回该状态码，表明请求能够到达服务端，且服务
端能够理解用户请求，但是拒绝做更多的事情，因
为该请求被设置为拒绝访问，建议直接修改该请
求，不要重试该请求。

404 NotFound 所请求的资源不存在。

建议直接修改该请求，不要重试该请求。

405 MethodNotAllow
ed

请求中带有该资源不支持的方法。

建议直接修改该请求，不要重试该请求。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无法根据客户端请求的内容特性完成请求。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请求要求代理的身份认证，与401类似，但请求者
应当使用代理进行授权。

408 Request Time-out 服务器等候请求时发生超时。

客户端可以随时再次提交该请求而无需进行任何更
改。

409 Conflict 服务器在完成请求时发生冲突。

返回该状态码，表明客户端尝试创建的资源已经存
在，或者由于冲突请求的更新操作不能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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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编码 错误码说明

410 Gone 客户端请求的资源已经不存在。

返回该状态码，表明请求的资源已被永久删除。

411 Length Required 服务器无法处理客户端发送的不带Content-Length
的请求信息。

412 Precondition
Failed

未满足前提条件，服务器未满足请求者在请求中设
置的其中一个前提条件。

413 Request Entity
Too Large

由于请求的实体过大，服务器无法处理，因此拒绝
请求。为防止客户端的连续请求，服务器可能会关
闭连接。如果只是服务器暂时无法处理，则会包含
一个Retry-After的响应信息。

414 Request-URI Too
Large

请求的URI过长（URI通常为网址），服务器无法处
理。

415 Unsupported
Media Type

服务器无法处理请求附带的媒体格式。

416 Requested range
not satisfiable

客户端请求的范围无效。

417 Expectation
Failed

服务器无法满足Expect的请求头信息。

422 UnprocessableEnt
ity

请求格式正确，但是由于含有语义错误，无法响
应。

429 TooManyRequest
s

表明请求超出了客户端访问频率的限制或者服务端
接收到多于它能处理的请求。建议客户端读取相应
的Retry-After首部，然后等待该首部指出的时间后
再重试。

500 InternalServerErr
or

表明服务端能被请求访问到，但是不能理解用户的
请求。

501 Not Implemented 服务器不支持请求的功能，无法完成请求。

502 Bad Gateway 充当网关或代理的服务器，从远端服务器接收到了
一个无效的请求。

503 ServiceUnavailabl
e

被请求的服务无效。

建议直接修改该请求，不要重试该请求。

504 ServerTimeout 请求在给定的时间内无法完成。客户端仅在为请求
指定超时（Timeout）参数时会得到该响应。

505 HTTP Version not
supported

服务器不支持请求的HTTP协议的版本，无法完成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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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错误码
调用接口出错后，将不会返回结果数据。调用方可根据每个接口对应的错误码来定位
错误原因。返回的消息体中是具体的错误代码及错误信息。

错误响应 Body 体格式说明

当接口调用出错时，会返回错误码及错误信息说明，错误响应的Body体格式如下所
示。

{
 "error": {
  "code": "DEV.CH.10001",
  "message": "Param invalid"
 },
 "status": "failed"
}

其中，error_code表示错误码，error_msg表示错误描述信息。

当您调用API时，如果遇到“APIGW”开头的错误码，请参见API网关错误码进行处
理。

更多服务错误码请参见API错误中心。

状态码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处理措施

200 Deploy.
00011154

该用户没有权
限

该用户没有权
限

请确认权限后操作

200 Deploy.
00010001

系统繁忙，请
稍后再试

系统繁忙，请
稍后再试

系统繁忙，请稍后
再试

200 Deploy.
00011001

应用已存在 应用已存在 请确认应用名无误
后重试

200 Deploy.
00011020

没有此应用 没有此应用 请确认应用存在后
重试

200 Deploy.
00011027

应用正在部署
中

应用正在部署
中

请稍后重试

200 Deploy.
00011042

草稿应用无法
部署

草稿应用无法
部署

请将草稿应用保存
为正式应用后重试

200 Deploy.
00011043

创建应用失败 创建应用失败 创建应用失败，请
稍后重试

200 Deploy.
00011129

该租户的应用
数量已经超过
上限

该租户的应用
数量已经超过
上限

请删除部分应用后
重试

200 Deploy.
00011155

该用户没有实
名认证

该用户没有实
名认证

请先实名认证后再
访问

200 Deploy.
00011156

没有启用的原
子操作

没有启用的原
子操作

请确认原子操作无
误后稍后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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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处理措施

200 Deploy.
00011161

应用正在部署
中

应用正在部署
中

请停止部署应用后
重试

200 Deploy.
00011602

未查询到符合
条件的模板

未查询到符合
条件的模板

请确认使用的模板
存在后重试

200 Deploy.
00015002

请求参数非法 请求参数非法 请确认参数无误后
重试

200 Deploy.
00015155

创建权限异常 创建权限异常 请确认权限后操作

200 Deploy.
00015156

修改权限异常 修改权限异常 请确认权限后操作

200 Deploy.
00015829

此应用正在部
署

此应用正在部
署

请等待应用部署完
成后重试

200 Deploy.
00015830

应用数已达上
限

应用数已达上
限

您的应用数已达到
上限，请稍候。

200 Deploy.
00015832

应用数已达上
限

应用数已达上
限

您的应用数已达到
上限，请稍候。

200 Deploy.
00015901

非法的时间范
围：$
{start_date} -
${end_date}

非法的时间范
围：$
{start_date} -
${end_date}

检查时间范围，例
如起始时间不应该
大于结束时间

200 Deploy.
00015902

超过最大的时
间范围（$
{max_time_ra
nge}）

超过最大的时
间范围（$
{max_time_ra
nge}）

检查时间跨度是否
超过最大时间跨度

200 Deploy.
00015903

不是项目成员 不是项目成员 检查当前用户是否
是项目成员

200 Deploy.
00015904

非法的日期格
式：$
{invalid_input
_date}

非法的日期格
式：$
{invalid_input
_date}

检查输入的日期格
式

200 Deploy.
00015905

主机组和枚举
类型的非静态
参数不能为空

主机组和枚举
类型的非静态
参数不能为空

请检查主机组和枚
举类型的非静态参
数值是否为空

200 Deploy.
00016902

项目不存在 项目不存在 请检查项目id后重
试

200 Deploy.
00016903

项目名称不正
确

项目名称不正
确

请检查项目名称后
重试

200 Deploy.
00016905

参数名称不为
空时参数类型
要求必填

参数名称不为
空时参数类型
要求必填

请检查参数类型是
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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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处理措施

200 Deploy.
00016906

枚举值不正
确，请检查您
的输入参数

枚举值不正
确，请检查您
的输入参数

请检查输入的枚举
值是否存在

200 Deploy.
00021001

非法参数 非法参数 请确认参数无误后
重试

200 Deploy.
00021008

密码输入不符
合规范

密码输入不符
合规范

请按照规范输入密
码

200 Deploy.
00021100

创建主机组失
败

创建主机组失
败

服务异常，请稍后
重试

200 Deploy.
00021102

主机组名称已
存在

主机组名称已
存在

请修改主机组名后
重试

200 Deploy.
00021103

删除主机组失
败

删除主机组失
败

系统繁忙，请稍后
再试

200 Deploy.
00021104

主机组不存在 主机组不存在 请确认主机组存在
后重试

200 Deploy.
00021105

修改主机组失
败

修改主机组失
败

请稍后再试

200 Deploy.
00021106

主机名称已存
在

主机名称已存
在

请修改主机名后重
试

200 Deploy.
00021107

创建主机失败 创建主机失败 系统繁忙，请稍后
再试

200 Deploy.
00021108

主机不存在 主机不存在 请确认查询的主机
存在于主机组

200 Deploy.
00021109

修改主机失败 修改主机失败 请稍后再试

200 Deploy.
00021110

删除主机失败 删除主机失败 请稍后再试

200 Deploy.
00021111

主机组下存在
主机，不可删
除

主机组下存在
主机，不可删
除

请先删除该主机组
下的主机

200 Deploy.
00021112

请确定所选代
理机为本主机
组中的代理机

请确定所选代
理机为本主机
组中的代理机

请确定所选代理机
为本主机组中的代
理机后重试

200 Deploy.
00021113

项目下部署主
机组个数过多

项目下部署主
机组个数过多

请删除无用主机组
后重试

200 Deploy.
00021114

主机的操作系
统与主机组的
操作系统不一
致

主机的操作系
统与主机组的
操作系统不一
致

请确认主机操作系
统与主机组一致后
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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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处理措施

200 Deploy.
00021115

主机组下的主
机数量已达到
最大值1000

主机组下的主
机数量已达到
最大值1000

请删除无用主机后
重试

200 Deploy.
00021116

主机组下ip+端
口重复

主机组下ip+端
口重复

请确认ip无误后重
试

200 Deploy.
00021117

该代理主机下
有被代理的主
机未删除

该代理主机下
有被代理的主
机未删除

请先删除该代理主
机下被代理的主机

200 Deploy.
00021123

传入的主机未
在当前组下找
到

传入的主机未
在当前组下找
到

请确认修改主机在
当前主机组内后重
试

200 Deploy.
00021135

auth_region和
传入的region
信息不一致

auth_region和
传入的region
信息不一致

请确认传入的
region信息无误

200 Deploy.
00021200

当前用户无权
限创建主机组

当前用户无权
限创建主机组

请确认权限后重试

200 Deploy.
00021201

当前用户无权
限删除主机组

当前用户无权
限删除主机组

请添加权限后重试

200 Deploy.
00021202

当前用户无权
限修改主机组

当前用户无权
限修改主机组

请添加权限后重试

200 Deploy.
00021203

当前用户无权
限查看

当前用户无权
限查看

请申请权限后重试

200 Deploy.
00021204

该用户没有实
名认证

该用户没有实
名认证

请实名认证后重试

200 Deploy.
00021205

当前用户无权
限创建主机

当前用户无权
限创建主机

请申请权限后重试

200 Deploy.
00021206

当前用户无权
限删除主机

当前用户无权
限删除主机

请添加权限后重试

200 Deploy.
00021207

当前用户无权
限更新主机

当前用户无权
限更新主机

请添加权限后重试

 

6.3 获取项目 ID

调用 API 获取项目 ID
项目ID还用通过调用查询指定条件下的项目信息API获取。

获取项目ID的接口为“GET https://{Endpoint}/v3/projects/”，其中{Endpoint}为IAM
的终端节点，可以从地区和终端节点获取。接口的认证鉴权请参见3.2 认证鉴权。

响应示例如下，其中projects下的“id”即为项目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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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jects": [ 
        { 
            "domain_id": "65382450e8f64ac0870cd180d14e684b", 
            "is_domain": false, 
            "parent_id": "65382450e8f64ac0870cd180d14e684b", 
            "name": "cn-north-4", 
            "description": "", 
            "links": { 
                "next": null, 
                "previous": null, 
                "self": "https://www.example.com/v3/projects/a4a5d4098fb4474fa22cd05f897d6b99" 
            }, 
            "id": "a4a5d4098fb4474fa22cd05f897d6b99", 
            "enabled": true 
        } 
    ], 
    "links": { 
        "next": null, 
        "previous": null, 
        "self": "https://www.example.com/v3/projects" 
    } 
}

从控制台获取项目 ID

在调用接口的时候，部分URL中需要填入项目编号，所以需要获取到项目编号。项目
编号获取步骤如下：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用户名，在下拉列表中单击“基本信息”。

3. 在基本信息页面单击“管理我的凭证”。

在“API凭证”页面的项目列表中查看项目ID。

图 6-1 查看项目 ID

多项目时，展开“所属区域”，从“项目ID”列获取子项目ID。

6.4 获取账号 ID
在调用接口的时候，部分URL中需要填入账号ID，所以需要先在管理控制台上获取到
账号ID。账号ID获取步骤如下：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用户名，在下拉列表中单击“我的凭证”。

在“API凭证”页面中查看账号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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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获取账号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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