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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前必读

1.1 概述
欢迎使用企业主机安全（Host Security Service，HSS）。企业主机安全是提升主机整
体安全性的服务，通过主机管理、风险预防、入侵检测、高级防御、安全运营、网页
防篡改功能，全面识别并管理主机中的信息资产，实时监测主机中的风险并阻止非法
入侵行为，帮助企业构建服务器安全体系，降低当前服务器面临的主要安全风险。

您可以使用本文档提供的API对企业主机安全进行相关操作。

在调用企业主机安全服务API之前，请确保已经充分了解企业主机安全相关概念，详细
信息请参见产品介绍。

1.2 调用说明
企业主机安全提供了REST（Representational State Transfer）风格API，支持您通过
HTTPS请求调用，调用方法请参见如何调用API。

同时企业主机安全还提供多种编程语言的SDK供您使用，SDK的使用方法请参见SDK概
述。

1.3 终端节点
终端节点（Endpoint）即调用API的请求地址，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终端节点不同。

企业主机安全服务的终端节点如表1-1所示，请您根据业务需要选择对应区域的终端节
点。

表 1-1 企业主机安全服务的终端节点

区域名称 区域 终端节点（Endpoint） 协议类型

华北-北京
一

cn-north-1 hss.cn-
north-1.myhuaweicloud.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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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名称 区域 终端节点（Endpoint） 协议类型

华北-北京
四

cn-north-4 hss.cn-
north-4.myhuaweicloud.com

HTTPS

西南-贵阳
一

cn-
southwest-2

hss.cn-
southwest-2.myhuaweicloud.
com

HTTPS

华东-上海
二

cn-east-2 hss.cn-
east-2.myhuaweicloud.com

HTTPS

华东-上海
一

cn-east-3 hss.cn-
east-3.myhuaweicloud.com

HTTPS

华南-广州 cn-south-1 hss.cn-
south-1.myhuaweicloud.com

HTTPS

华南-深圳 cn-south-2 hss.cn-
south-2.myhuaweicloud.com

HTTPS

中国-香港 ap-
southeast-1

hss.ap-
southeast-1.myhuaweicloud.
com

HTTPS

亚太-曼谷 ap-
southeast-2

hss.ap-
southeast-2.myhuaweicloud.
com

HTTPS

亚太-新加
坡

ap-
southeast-3

hss.ap-
southeast-3.myhuaweicloud.
com

HTTPS

 

1.4 约束与限制
● 每个租户或每个IP每分钟只允许调用5次。

● 更详细的限制请参见具体API的说明。

1.5 基本概念
● 帐号

用户注册时的帐号，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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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帐号是付费主体，为了确保帐号安全，建
议您不要直接使用帐号进行日常管理工作，而是创建用户并使用创建的用户进行
日常管理工作。

● 帐号

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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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帐号是付费主体，为了确保帐号安全，建议您不要直接使用帐
号进行日常管理工作，而是创建用户并使用创建的用户进行日常管理工作。

●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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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帐号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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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查看帐号ID和用户ID。通常在调用API的鉴权过程中，您需
要用到帐号、用户和密码等信息。

● 用户

由帐号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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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在调用API的鉴权过程中，您需要用到帐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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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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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访问您
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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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子项目中创建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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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企业项目

企业项目是项目的升级版，针对企业不同项目间资源的分组和管理，是逻辑隔
离。企业项目中可以包含多个区域的资源，且项目中的资源可以迁入迁出。

关于企业项目ID的获取及企业项目特性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企业管理服务用户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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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调用 API

2.1 构造请求
本节介绍如何构造REST API的请求，并以调用IAM服务的获取用户Tok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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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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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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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服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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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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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AK/SK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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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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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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用户所属的帐号名称，********为用户登录密
码，xxxxxxxxxxxxxxxxxx为project的名称，如“cn-north-1”，您可以从地区和终端
节点获取，对应地区和终端节点页面的“区域”字段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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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域为某个帐号下所有资源或帐号的某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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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xxxxxxxxxxxxxxx"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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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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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oken认证：通过Token认证调用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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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SK认证：通过AK（Access Key ID）/SK（Secret Access Key）加密调用请求。
推荐使用AK/SK认证，其安全性比Token认证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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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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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MB以内，12M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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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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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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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获取用户 Token 响应消息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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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消息体（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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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xxxx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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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essage": "The request you have made requires authentication.",
        "title": "Unauthorized"
    }
}

其中，error_code表示错误码，error_msg表示错误描述信息。

企业主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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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PI 说明

3.1 主机管理

3.1.1 查询弹性云服务器状态列表

功能介绍

查询弹性云服务器状态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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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project_id}/api/host-management/hosts

表 3-1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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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Quer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version 否 String 主机开通的版本，包含如下5种
输入。

● hss.version.null ：无。

● hss.version.basic ：基础版。

● hss.version.enterprise ：企
业版。

● hss.version.premium ：旗舰
版。

● hss.version.wtp ：网页防篡
改版。

agent_status 否 String Agent状态，包含如下3种。

● not_register ：未注册。

● online ：在线。

● offline ：离线。

host_status 否 String Agent状态，包含如下4种。

● ACTIVE ：正在运行。

● SHUTOFF ：关机。

● BUILDING ：创建中。

● ERROR ：故障。

protect_status 否 String 防护状态，包含如下2种。

● closed ：关闭。

● opened ：开启。

detect_result 否 String 防护状态，包含如下3种。

● undetect ：未检测。

● clean ：无风险。

● risk ：有风险。

host_name 否 String 云主机名称

host_ip 否 String 云主机私有IP

public_ip 否 String 云主机公网IP

os_type 否 String 操作系统类型

charging_mod
e

否 String 收费模式，包含如下2种。

● packet_cycle ：包年/包月。

● on_demand ：按需。

limit 否 Integer 默认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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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offset 否 Integer 默认0

 

请求参数

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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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3-4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otal_num Integer 总数

data_list Array of Host
objects

查询弹性云服务器状态列表

 

表 3-5 Hos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agent_id String Agent ID

host_id String 服务器ID

host_name String 云主机名称

host_ip String 云主机私有IP

public_ip String 云主机公网IP

enterprise_pro
ject_name

String 所属企业项目名称

group_name String 服务器组名称

expire_time Long 服务到期时间

企业主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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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policy_group_
name

String 策略组名称

host_status String Agent状态，包含如下4种。

● ACTIVE ：正在运行。

● SHUTOFF ：关机。

● BUILDING ：创建中。

● ERROR ：故障。

agent_status String Agent状态，包含如下3种。

● uninstall ：未注册。

● online ：在线。

● offline ：离线。

version String 主机开通的版本，包含如下5种输入。

● hss.version.null ：无。

● hss.version.basic ：基础版。

● hss.version.enterprise ：企业版。

● hss.version.premium ：旗舰版。

● hss.version.wtp ：网页防篡改版。

protect_status String 防护状态，包含如下2种。

● closed ：关闭。

● opened ：开启。

os_image String 系统镜像

os_type String 系统类型

os_bit String 操作系统位数

detect_result String 云主机安全检测结果，包含如下3种。

● undetect ：未检测。

● clean ：无风险。

● risk ：有风险。

risk_port_num Integer 资产风险个数

risk_vul_num Integer 漏洞风险个数

risk_intrusion_
num

Integer 入侵风险个数

risk_baseline_
num

Integer 基线风险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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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charging_mod
e

String 收费模式，包含如下2种。

● packet_cycle ：包年/包月。

● on_demand ：按需。

resource_id String 购买的云服务配额资源实例ID（UUID）

 

请求示例

无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获取主机列表成功

{
  "total_num" : 1,
  "data_list" : [ {
    "agent_id" : "ab212327-25c5-478e-bbd4-8db0acdb84c3",
    "agent_status" : "online",
    "charging_mode" : "packet_cycle",
    "detect_result" : "risk",
    "enterprise_project_name" : "default",
    "group_name" : "tttt",
    "host_id" : "8c9bb665-70c5-4297-91a6-4f8e5e2cb7a7",
    "host_ip" : "192.168.0.132",
    "host_name" : "ecs-3a34",
    "host_status" : "",
    "os_bit" : "64",
    "os_type" : "Linux",
    "policy_group_name" : "default_wtp_policy_group",
    "protect_status" : "opened",
    "public_ip" : "",
    "resource_id" : "51513d06-924b-41d5-8c9a-19962280fd2d",
    "risk_baseline_num" : 13,
    "risk_intrusion_num" : 0,
    "risk_port_num" : 0,
    "risk_vul_num" : 0,
    "version" : "hss.version.wtp"
  } ]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获取主机列表成功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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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入侵检测

3.2.1 查入侵事件列表

功能介绍

查入侵事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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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project_id}/api/event-management/events

表 3-6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表 3-7 Quer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begin_time 是 String 查询时间段的起始时间，毫秒级
时间戳，end_time减去
begin_time小于等于2天

end_time 是 String 查询时间段的终止时间，毫秒级
时间戳，end_time减去
begin_time小于等于2天

host_name 否 String 云主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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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event_types 是 Array 事件类型，包含如下:
● Abnormal Login : 账户异常

登录

● Invalid System Account : 风
险账号

● Brute Force Cracking : 账号
暴力破解

● System Start Script
Change : 自启动检测

● Process Abnormal Activity :
进程异常行为

● Process Privilege
Escalation : 进程提权操作

● File Privilege Escalation : 文
件提权操作

● General Malware : 恶意程序
（云查杀）

● Abnormal Shell : 异常shell
● Reverse Shell : 反弹Shell
● High-Risk Command

Execution : 高危命令执行

● Key File Change : 关键文件
变更

● Webshell : 网站后门

handle_status 否 String 是否已处理，包含如下类型：

● "unhandled" ： 未处理

● "handled" ： 已处理

limit 否 Integer 默认10

offset 否 Integer 默认0

 

请求参数

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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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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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3-9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otal_num Integer 总数

data_list Array of
Event objects

查询弹性云服务器状态列表

 

表 3-10 Even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host_id String 云主机id

host_name String 云主机名称

event_type String 事件类型，包含如下:
● Abnormal Login : 账户异常登录

● Invalid System Account : 风险账号

● Brute Force Cracking : 账号暴力破解

● System Start Script Change : 自启动检测

● Process Abnormal Activity : 进程异常行为

● Process Privilege Escalation : 进程提权操作

● File Privilege Escalation : 文件提权操作

● General Malware : 恶意程序（云查杀）

● Abnormal Shell : 异常shell
● Reverse Shell : 反弹Shell
● High-Risk Command Execution : 高危命令执

行

● Key File Change : 关键文件变更

● Webshell : 网站后门

occur_time Long 发生时间，毫秒

handle_time Long 处理时间，毫秒

handle_status String 处理状态，包含如下类型：

● "unhandled"：未处理

● "handled"：已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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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handle_metho
d

String 处理方式，包含如下类型：

● "mark_as_handled" ： 手动处理

● "ignore" ： 忽略

● "add_to_alarm_whitelist" ：加入告警白名单

● "add_to_login_whitelist" ：加入登录白名单

● "isolate_and_kill" ：隔离查杀

append_info Object 事件详细信息，json格式

 

请求示例
{
  "begin_time" : "1661775720513",
  "end_time" : "1661775720513",
  "event_types" : [ "Abnormal Login" ]
}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获取入侵事件列表成功

{
  "total_num" : 1,
  "data_list" : [ {
    "host_name" : "",
    "host_id" : "71a15ecc-049f-4cca-bd28-5e90aca1817d",
    "event_type" : "Abnormal Login"
  } ]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获取入侵事件列表成功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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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历史 API

4.1 主机管理

4.1.1 查询弹性云服务器状态列表

功能介绍

查询弹性云服务器状态列表

URI
GET /hss/v1/{project_id}/api/host-management/hosts

表 4-1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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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Quer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version 否 String 主机开通的版本，包含如下5种
输入。

● hss.version.null ：无。

● hss.version.basic ：基础版。

● hss.version.enterprise ：企
业版。

● hss.version.premium ：旗舰
版。

● hss.version.wtp ：网页防篡
改版。

agent_status 否 String Agent状态，包含如下3种。

● not_register ：未注册。

● online ：在线。

● offline ：离线。

host_status 否 String Agent状态，包含如下4种。

● ACTIVE ：正在运行。

● SHUTOFF ：关机。

● BUILDING ：创建中。

● ERROR ：故障。

protect_status 否 String 防护状态，包含如下2种。

● closed ：关闭。

● opened ：开启。

detect_result 否 String 防护状态，包含如下3种。

● undetect ：未检测。

● clean ：无风险。

● risk ：有风险。

host_name 否 String 云主机名称

host_ip 否 String 云主机私有IP

public_ip 否 String 云主机公网IP

os_type 否 String 操作系统类型

charging_mod
e

否 String 收费模式，包含如下2种。

● packet_cycle ：包年/包月。

● on_demand ：按需。

limit 否 Integer 默认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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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offset 否 Integer 默认0

 

请求参数

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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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4-4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otal_num Integer 总数

data_list Array of 表1-5
objects

查询弹性云服务器状态列表

 

表 4-5 Hos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agent_id String agent id

host_id String 云主机id

host_name String 云主机名称

host_ip String 云主机私有IP

public_ip String 云主机公网IP

enterprise_pro
ject_name

String 所属企业项目名称

group_name String 服务器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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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xpire_time Long 服务到期时间

policy_group_
name

String 策略组名称

host_status String Agent状态，包含如下4种。

● ACTIVE ：正在运行。

● SHUTOFF ：关机。

● BUILDING ：创建中。

● ERROR ：故障。

agent_status String Agent状态，包含如下3种。

● uninstall ：未注册。

● online ：在线。

● offline ：离线。

version String 主机开通的版本，包含如下5种输入。

● hss.version.null ：无。

● hss.version.basic ：基础版。

● hss.version.enterprise ：企业版。

● hss.version.premium ：旗舰版。

● hss.version.wtp ：网页防篡改版。

protect_status String 防护状态，包含如下2种。

● closed ：关闭。

● opened ：开启。

os_image String 系统镜像

os_type String 系统类型

os_bit String 操作系统位数

detect_result String 云主机安全检测结果，包含如下3种。

● undetect ：未检测。

● clean ：无风险。

● risk ：有风险。

risk_port_num Integer 资产风险个数

risk_vul_num Integer 漏洞风险个数

risk_intrusion_
num

Integer 入侵风险个数

risk_baseline_
num

Integer 基线风险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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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charging_mod
e

String 收费模式，包含如下2种。

● packet_cycle ：包年/包月。

● on_demand ：按需。

resource_id String 购买的防护配额资源实例ID（UUID）

 

请求示例

无

响应示例

无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获取主机列表成功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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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录

A.1 状态码

状态码 编码 状态说明

200 OK 请求已成功。

400 Bad Request 请求参数有误。

5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服务内部错误。

 

A.2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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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HSS.0001 invalid param
error

参数不合法 请检查参数是否合
法

500 HSS.0041 Query host
extend info
error

查询信息出错 请检查参数是否合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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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改说明

2022-03-11 第四次正式发布

补充约束与限制内容。

2021-12-10 第三次正式发布。

终端节点新增中国-香港、亚太-曼谷、亚
太-新加坡。

2021-08-17 第二次正式发布。

● 新增查入侵事件列表接口。

● 新增历史API。

2021-05-19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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