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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前必读

1.1 概述
提供可视化、可定制的持续交付流水线服务，实现缩短交付周期和提升交付质量的效
果。

您可以使用本文档提供的API对流水线进行相关操作，如：启动流水线、停止流水线
等。支持的全部操作请参见API概览。

在调用流水线的API之前，请确保已经充分了解流水线的相关概念，详细信息请参见产
品介绍。

1.2 调用说明
流水线提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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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在API Explorer中调用API，查看API请求和返回结果。此外，API Explorer会自
动生成相应API调用示例，帮助您使用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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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线的终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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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水线的终端节点

区域名称 区域 终端节点（Endpoint） 协议类型

东北-大连 cn-
northeast-1

cloudpipeline-ext.cn-
northeast-1.myhuaweicloud.co
m

HTTPS

华北-北京
四

cn-north-4 cloudpipeline-ext.cn-
north-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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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cn-north-1 cloudpipeline-ext.cn-
north-1.myhuaweicloud.com

HTTPS

华东-上海
二

cn-east-2 cloudpipeline-ext.cn-
east-2.myhuaweicloud.com

HTTPS

华南-广州 cn-south-1 cloudpipeline-ext.cn-
south-1.myhuaweicloud.com

HTTPS

 

1.4 约束与限制
详细的限制请参见具体API的说明。

1.5 基本概念
● 帐号

用户注册华为云时的帐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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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进
行日常管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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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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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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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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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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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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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I 概览

表 2-1 流水线接口说明

分类 接口

模板管理（新版） ● 查询模板列表

● 查询模板详情

流水线管理（新
版）

● 启动流水线

● 批量获取流水线状态

● 获取流水线状态/获取流水线执行详情

● 获取流水线列表/获取项目下流水线执行状况

● 删除流水线

● 停止流水线

● 获取流水线执行记录

● 基于模板创建流水线

模板管理（旧版） ● 查询模板列表(待下线)
● 查询模板详情(待下线)

流水线管理（旧
版）

● 基于模板快速创建流水线及流水线内任务(待下线)
● 检查流水线创建状态(待下线)
● 启动流水线

● 停止流水线

● 批量获取流水线状态

● 删除流水线

● 获取流水线列表

● 获取流水线状态

● 获取项目下流水线执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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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调用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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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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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URI由四部分构成：{URI-scheme} :// {Endpoint} / {resource-path} ? {query-
string}

参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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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API访问路径，从具体API的URI模块获取。例如，获
取用户Token接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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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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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方法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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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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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描述 是否必选 备注

Content-Type 消息体的类型（格
式）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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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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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Project-ID 子项目ID 否 在多项目场景中使
用

X-Domain-ID 帐号I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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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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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用户所属的帐号名称，********为用户登录密
码，xxxxxxxxxx为project的名称，如cn-north-1，您可以从终端节点中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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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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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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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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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构造请求中以调用获取用户Token接口为例说明了如何调用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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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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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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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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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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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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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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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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PI

4.1 模板管理（新版）
  

4.1.1 查询模板列表

功能介绍

查询流水线模板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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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 /v5/{tenant_id}/api/pipeline-templates/list

表 4-1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ID

 

请求参数

表 4-2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language 否 String 模板语言

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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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is_system 否 Boolean 是否系统模板

name 否 String 模板名称

offset 否 Long 偏移量，表示从此偏移量开始查
询，offset大于等于0，默认为0

limit 否 Long 每次查询的条目数量。

sort_key 否 String 用于排序的字段，非必选。取值
为：name, create_time

sort_dir 否 String 排序类型，非必选。asc按排序
字段升序，desc按排序字段降序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4-3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offset Integer 起始偏移

limit Integer 每页大小

total Integer 总数

templates Array of
PipelineTemp
lateSimpleV
O objects

流水线模板列表

 

表 4-4 PipelineTemplateSimpleV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id String 模板ID

name String 模板名称

icon String 模板图标

manifest_versi
on

String 版本

language String 模板语言

description String 模板描述

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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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is_system Boolean 是否系统模板

region String 模板局点

domain_id String 模板所属租户ID

creator_id String 模板创建人ID

creator_name String 模板创建人名称

updater_id String 模板更新人ID

create_time Integer 创建时间

update_time Integer 更新时间

is_collect Boolean 是否收藏

is_show_sourc
e

String 是否展示流水线源

stages Array of
stages
objects

模板编排stages

 

表 4-5 stages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name String 阶段名称

sequence Integer 阶段顺序

 

状态码： 400

表 4-6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请求示例

查询流水线模板列表请求体

POST https://{endpoint}/v5/api/pipeline-templates/list

{
  "is_system" : "",

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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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set" : 0,
  "limit" : 3,
  "name" : ""
}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查询流水线模板列表响应体

{
  "offset" : 0,
  "limit" : 3,
  "total" : 19,
  "templates" : [ {
    "id" : "e908740fe06e44a28f30c0f3c81b2ad5",
    "name" : "Serverless-maven编译部署",
    "icon" : "maven60",
    "manifest_version" : "3.0",
    "language" : "Java",
    "description" : "Serverless-maven编译构建、打包部署模板",
    "is_system" : true,
    "region" : "Cloud Pipeline",
    "domain_id" : "Cloud Pipeline",
    "creator_id" : "Cloud Pipeline",
    "creator_name" : "Cloud Pipeline",
    "updater_id" : "e908740fe06e44a28f30c0f3c81b2ad5",
    "create_time" : 1671172288000,
    "update_time" : 1677640980000,
    "is_collect" : true,
    "is_show_source" : null,
    "stages" : [ {
      "name" : "构建和检查",
      "sequence" : 0
    }, {
      "name" : "部署和测试",
      "sequence" : 1
    } ]
  }, {
    "id" : "ac3b3b9a6cb64ef6b732c8f8459ab578",
    "name" : "Node构建容器镜像",
    "icon" : "npm60",
    "manifest_version" : "3.0",
    "language" : "Node.js",
    "description" : "使用Node构建容器镜像，推送到SWR存储",
    "is_system" : true,
    "region" : "Cloud Pipeline",
    "domain_id" : "Cloud Pipeline",
    "creator_id" : "Cloud Pipeline",
    "creator_name" : "Cloud Pipeline",
    "updater_id" : "ac3b3b9a6cb64ef6b732c8f8459ab578",
    "create_time" : 1671172288000,
    "update_time" : 1677640980000,
    "is_collect" : true,
    "is_show_source" : null,
    "stages" : [ {
      "name" : "构建",
      "sequence" : 0
    } ]
  }, {
    "id" : "8ea4d170ba0d45d9b1b647a9780ebcf8",
    "name" : "新手上路",
    "icon" : null,
    "manifest_version" : "3.0",
    "language" : "java",
    "description" : "流水线新手体验模板",
    "is_system" : true,
    "region" : "Cloud Pip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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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main_id" : "Cloud Pipeline",
    "creator_id" : "system",
    "creator_name" : "system",
    "updater_id" : "Cloud Pipeline",
    "create_time" : 1680769082000,
    "update_time" : 1680770243000,
    "is_collect" : false,
    "is_show_source" : null,
    "stages" : [ {
      "name" : "代码检查",
      "sequence" : 0
    }, {
      "name" : "构建阶段",
      "sequence" : 1
    }, {
      "name" : "部署发布",
      "sequence" : 2
    } ]
  } ]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查询流水线模板列表响应体

400 Bad request

401 Unauthorized

403 Forbidden

404 Not Found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4.1.2 查询模板详情

功能介绍

查询模板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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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5/{tenant_id}/api/pipeline-templates/{template_id}

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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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ID

template_id 是 String 模板ID

 

请求参数

无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4-8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id String 模板ID

name String 模板名称

icon String 模板图标

manifest_versi
on

String 版本

language String 模板语言

description String 模板描述

is_system Boolean 是否系统模板

region String 所属局点

domain_id String 所属租户ID

variables Array of
CustomVaria
ble objects

自定义参数

creator_id String 创建人ID

updater_id String 编辑人ID

create_time Integer 创建日期

update_time Integer 更新日期

is_collect String 是否收藏

is_show_sourc
e

Boolean 是否显示流水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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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definition String 模板编排json，包含stages

 

表 4-9 CustomVariable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pipeline_id String 流水线ID

name String 自定义参数名称

sequence Integer 自定义参数顺序

type String 自定义参数类型

value String 自定义参数默认值

is_secret Boolean 是否私密参数

description String 自定义参数描述

is_runtime Boolean 是否运行时设置

limits Array of
objects

限制

is_reset Boolean 是否重置

latest_value String 最近一次参数值

runtime_value String 运行时传入值

 

请求示例

查询流水线模板详情

GET https://{endpoint}/v5/api/pipeline-templates/deb18013bb6c4659b160b15fd7468644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模板详情返回体

{
  "id" : "deb18013bb6c4659b160b15fd7468644",
  "name" : "新建流水线模板-20230112115711",
  "icon" : null,
  "manifest_version" : "3.0",
  "language" : "none",
  "description" : "",
  "is_system" : false,
  "region" : "cn-north-5",
  "domain_id" : "70ffec613024477bbaf266128bd9778d",
  "variables" : [ ],
  "creator_id" : "5ffd41c9df9d4506862ce27e209bb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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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dater_id" : "5ffd41c9df9d4506862ce27e209bb106",
  "create_time" : 1673495851000,
  "update_time" : 1673495851000,
  "is_collect" : null,
  "is_show_source" : true,
  "definition" : "{\"stages\":[{\"name\":\"阶段_1\",\"sequence\":\"0\",\"jobs\":[{\"stage_id\":
1673495831907,\"identifier\":\"16734958501367554c26c-561b-4831-a906-e88316c8e674\",\"name\":\"新建
任务\",\"depends_on\":[],\"timeout\":\"\",\"timeout_unit\":\"\",\"steps\":[],\"exec_type\":\"AGENTLESS_JOB\",
\"sequence\":0}],\"identifier\":\"0\",\"pre\":[{\"task\":\"official_devcloud_autoTrigger\",\"sequence\":0}],
\"post\":null,\"depends_on\":[],\"run_always\":false}]}"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模板详情返回体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4.2 流水线管理（新版）
  

4.2.1 启动流水线

功能介绍

启动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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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5/{project_id}/api/pipelines/{pipeline_id}/run

表 4-10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pipeline_id 是 String 流水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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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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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2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sources 否 Array of
sources
objects

使用的源

description 否 String 运行描述

variables 否 Array of
variables
objects

使用的自定义参数

choose_jobs 否 Array of
strings

选择的任务

 

表 4-13 sources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type 否 String 源类型

params 否 params
object

源参数

 

表 4-14 params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git_type 否 String 代码仓类型

codehub_id 否 String codehub代码库ID

default_branc
h

否 String 默认分支

git_url 否 String git仓库https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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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endpoint_id 否 String 扩展点ID

build_params 否 build_params
object

具体构建参数

 

表 4-15 build_params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build_type 否 String 分支还是tag触发

target_branch 否 String 运行分支

tag 否 String 运行tag

event_type 否 String 触发事件类型

 

表 4-16 variables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name 否 String 参数名

value 否 String 参数值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4-17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pipeline_run_i
d

String 流水线运行实例ID

 

请求示例
POST https://{endpoint}/v5/54f90b75fc1447b1b65e8d3a9f77923d/api/pipelines/
e5460d1d403146a1935c2d4b68ef506c/run

{
  "sources" : [ {
    "type" : "code",
    "params" : {
      "git_type" : "codehub",
      "codehub_id" : "2111699716",
      "default_branch" : "test-lbdsb11",
      "git_url" : "https://***.com/clsyz00001/111.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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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ild_params" : {
        "build_type" : "branch",
        "event_type" : "Manual",
        "target_branch" : "test-lbdsb11"
      }
    }
  } ],
  "description" : "运行描述",
  "variables" : [ {
    "name" : "key",
    "value" : "val"
  } ],
  "choose_jobs" : [ "16772939480734f4abbc4-b3b9-4235-82c2-46559434cbd4" ]
}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
  "pipeline_run_id" : "ad6b7f66283a45be9c1f82b06c831e59"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401 Unauthorized

403 Forbidden

404 Not Found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4.2.2 批量获取流水线状态

功能介绍

批量获取流水线状态，仅返回有执行记录的流水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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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5/{project_id}/api/pipelines/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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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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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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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0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数组元素] 是 Array of
strings

流水线ID列表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4-21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数组元素] Array of
PipelineLates
tRun objects

OK

 

表 4-22 PipelineLatestRun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pipeline_id String 流水线ID

pipeline_run_i
d

String 流水线运行实例ID

executor_id String 执行人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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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xecutor_nam
e

String 执行人名称

stage_status_l
ist

Array of
stage_status_
list objects

阶段状态信息

status String 流水线状态

run_number Integer 运行序号

trigger_type String 触发类型

build_params build_params
object

运行构建参数

artifact_para
ms

artifact_para
ms object

运行制品源参数

start_time Long 开始时间

end_time Long 结束时间

 

表 4-23 stage_status_lis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name String 阶段名

sequence Integer 阶段序列号

status String 阶段状态

start_time String 阶段开始时间

end_time String 阶段结束时间

 

表 4-24 build_params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action String 合并请求的事件类型

build_type String 基于分支还是tag触发

commit_id String 代码库提交ID

event_type String 触发的事件类型

merge_id String 合并请求的ID

message String 代码库提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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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source_branch String 合并请求的源分支

tag String 标签

target_branch String 目标分支

codehub_id String codehub代码仓ID

git_url String 代码仓https地址

 

表 4-25 artifact_params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version String 包版本

branch_filter String 过滤分支

package_nam
e

String 包名称

organization String docker组织信息

 

请求示例
POST https://{endpoint}/v5/54f90b75fc1447b1b65e8d3a9f77923d/api/pipelines/status

[ "d19799d619424b2bb2625ec2d93ea087" ]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 {
  "pipeline_id" : "d19799d619424b2bb2625ec2d93ea087",
  "pipeline_run_id" : "ad6b7f66283a45be9c1f82b06c831e59",
  "executor_id" : "847a5317086c41798469d0868535943a",
  "executor_name" : "devcloud_devcloud_h00485561_01",
  "stage_status_list" : [ {
    "name" : "阶段_1",
    "sequence" : 0,
    "status" : "FAILED",
    "start_time" : "2023-03-04 16:48:09",
    "end_time" : "2023-03-04 16:50:11"
  } ],
  "status" : "FAILED",
  "run_number" : 2,
  "trigger_type" : "Manual",
  "build_params" : {
    "action" : null,
    "build_type" : "branch",
    "commit_id" : "fc93c34f906aeb1cc031e3f6f8b2baeac078ae4b",
    "event_type" : "Manual",
    "merge_id" : null,
    "message" : "i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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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_branch" : null,
    "tag" : null,
    "target_branch" : "test-lbdsb11",
    "codehub_id" : "2111699716",
    "git_url" : "https://***.com/clsyz00001/111.git"
  },
  "artifact_params" : null,
  "start_time" : 1677919688000,
  "end_time" : 1677919811000
}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401 Unauthorized

403 Forbidden

404 Not Found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4.2.3 获取流水线状态/获取流水线执行详情

功能介绍

获取流水线状态/获取流水线执行详情，仅返回有执行记录的流水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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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5/{project_id}/api/pipelines/{pipeline_id}/pipeline-runs/detail

表 4-26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pipeline_id 是 String 流水线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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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Quer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ipeline_run_i
d

否 String 流水线运行实例ID

 

请求参数

表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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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id String 流水线运行实例ID

pipeline_id String 流水线ID

manifest_versi
on

String 流水线版本

name String 流水线名称

description String 运行描述

is_publish Boolean 是否为变更流水线

executor_id String 运行人ID

executor_nam
e

String 运行人名称

status String 状态

trigger_type String 触发类型

run_number Integer 运行序号

start_time Long 开始时间

end_time Long 结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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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stages Array of
StageRun
objects

阶段信息

domain_id String 租户ID

project_id String 项目ID

region String 局点

component_id String 组件ID

language String 语言

sources Array of
RunPipelineS
ource objects

运行源信息

artifacts Array of
PackageInfo
objects

流水线运行产物

subject_id String 流水线运行实例ID

 

表 4-30 StageRun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id String 阶段ID

category String 阶段类型

name String 阶段名称

identifier String 唯一标识

run_always Boolean 是否总是运行

parallel String 是否并行

is_select Boolean 是否选中

sequence Integer 序列号

depends_on Array of
strings

依赖

condition String 运行条件

status String 状态

start_time Long 开始时间

end_time Long 结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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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pre Array of
StepRun
objects

阶段准入

post Array of
StepRun
objects

阶段准出

jobs Array of
JobRun
objects

任务

 

表 4-31 JobRun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id String 任务ID

category String 任务类型

sequence Integer 序列号

async String 是否异步

name String 任务名称

identifier String 任务唯一标识

depends_on Array of
strings

依赖

condition String 运行条件

resource String 执行资源

is_select Boolean 是否选中

timeout String 任务超时设置

last_dispatch_
id

String 任务上次下发ID

status String 状态

message String 错误信息

start_time Long 开始时间

end_time Long 结束时间

steps Array of
StepRun
objects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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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StepRun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name String 步骤名称

task String 步骤插件

business_type String 插件业务类型

inputs Array of
inputs objects

输入参数

sequence Integer 序列号

official_task_v
ersion

String 官方插件版本号

identifier String 唯一标识符

multi_step_ed
itable

Integer 是否可编辑

id String 步骤ID

endpoint_ids String 扩展点

last_dispatch_
id

String 上次下发任务ID

status String 状态

message String 错误消息

start_time Long 开始时间

end_time Long 结束时间

 

表 4-33 inputs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key String 输入参数名

value Object 输入参数值

 

表 4-34 RunPipelineSource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ype String 源类型

params params
object

源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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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 params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git_type String 代码仓类型

git_url String 代码仓https地址

ssh_git_url String 代码仓ssh地址

web_url String 代码仓页面地址

repo_name String 代码仓名

default_branc
h

String 默认分支

endpoint_id String 扩展点ID

codehub_id String codehub代码仓ID

alias String 代码仓别名

build_params build_params
object

构建参数

 

表 4-36 build_params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action String 合并请求事件类型

build_type String 基于分支还是tag运行

commit_id String 代码仓提交ID

event_type String 运行事件类型

merge_id String 合并请求ID

message String 代码仓提交信息

source_branch String 源分支

tag String 标签

target_branch String 目标分支

codehub_id String codehub代码仓ID

 

表 4-37 PackageInf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name String 产物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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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packageType String 产物类型

version String 产物版本号

downloadUrl String 产物下载地址

 

请求示例
GET https://{endpoint}/v5/54f90b75fc1447b1b65e8d3a9f77923d/api/pipelines/
e5460d1d403146a1935c2d4b68ef506c/pipeline-runs/detail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
  "id" : "25adfa6784124cfc9b9274ceaecf9957",
  "pipeline_id" : "98b6ea1536374df883bcc3b129bca4e9",
  "manifest_version" : "3.0",
  "name" : "子流水线qqq",
  "description" : null,
  "is_publish" : false,
  "executor_id" : "847a5317086c41798469d0868535943a",
  "executor_name" : "beta环境帐号",
  "status" : "COMPLETED",
  "trigger_type" : "Manual",
  "run_number" : 1,
  "start_time" : 1674207197000,
  "end_time" : 1674207197000,
  "stages" : [ {
    "id" : "aac8063fbf084eec9722c77ece6dd283",
    "category" : null,
    "name" : "阶段_1",
    "identifier" : "0",
    "run_always" : false,
    "parallel" : null,
    "is_select" : true,
    "sequence" : 0,
    "depends_on" : [ ],
    "condition" : null,
    "status" : "COMPLETED",
    "start_time" : 1674207197000,
    "end_time" : 1674207197000,
    "pre" : [ {
      "name" : null,
      "task" : "official_devcloud_autoTrigger",
      "business_type" : null,
      "inputs" : null,
      "sequence" : 0,
      "official_task_version" : null,
      "identifier" : null,
      "multi_step_editable" : 0,
      "id" : "5a03bdb6ad2848ac972ba21744627a8c",
      "endpoint_ids" : null,
      "last_dispatch_id" : "6b3fa4c664844f33abc02053ddd76f62",
      "status" : "COMPLETED",
      "message" : null,
      "start_time" : 1674207197000,
      "end_time" : 1674207197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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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 : [ ],
    "jobs" : [ {
      "id" : "1cde6a3815164cd18d0fa4038f876e46",
      "category" : null,
      "sequence" : 0,
      "async" : null,
      "name" : "新建任务",
      "identifier" : "1674207161661b4a41d77-a478-4538-870b-ffb589c1af06",
      "depends_on" : [ ],
      "condition" : null,
      "resource" : null,
      "is_select" : true,
      "timeout" : "",
      "last_dispatch_id" : null,
      "status" : "COMPLETED",
      "message" : "not found steps",
      "start_time" : 1674207197000,
      "end_time" : 1674207197000,
      "steps" : [ ]
    } ]
  } ],
  "domain_id" : "ce8df55870164338a72d7e828a966a2a",
  "project_id" : "6428c2e2b4b64affa14ec80896695c49",
  "region" : "cn-north-7",
  "component_id" : "",
  "language" : "zh-cn",
  "sources" : [ {
    "type" : "code",
    "params" : {
      "git_type" : "codehub",
      "git_url" : "https://***.com/clsyz00001/aaaaa.git",
      "ssh_git_url" : "git@***.com:clsyz00001/aaaaa.git",
      "web_url" : "",
      "repo_name" : "aaaaa",
      "default_branch" : "master",
      "endpoint_id" : "",
      "codehub_id" : "2111677704",
      "alias" : "",
      "build_params" : {
        "action" : null,
        "build_type" : "branch",
        "commit_id" : "990ea057751d299f5575aac25bf97e88a60b461e",
        "event_type" : "Manual",
        "merge_id" : null,
        "message" : "新建文件 Dockerfile",
        "source_branch" : null,
        "tag" : null,
        "target_branch" : "master",
        "codehub_id" : "2111677704"
      }
    }
  } ],
  "artifacts" : null,
  "subject_id" : "25adfa6784124cfc9b9274ceaecf9957"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401 Unauthorized

403 Forbidden

404 Not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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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4.2.4 获取流水线列表/获取项目下流水线执行状况

功能介绍

获取流水线列表/获取项目下流水线执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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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5/{project_id}/api/pipelines/list

表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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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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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40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roject_ids 否 Array of
strings

项目ID列表

component_id 否 String 组件ID

name 否 String 流水线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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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status 否 Array of
strings

状态

is_publish 否 Boolean 是否为变更流水线

creator_ids 否 Array of
strings

创建人ID列表

executor_ids 否 Array of
strings

执行人ID列表

start_time 否 String 开始时间

end_time 否 String 结束时间

offset 否 Long 起始偏移

limit 否 Long 查询数量

sort_key 否 String 排序字段名称

sort_dir 否 String 排序规则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4-41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offset Integer 起始偏移

limit Integer 查询大小

total Integer 总数

pipelines Array of
pipelines
objects

流水线

 

表 4-42 pipelines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pipeline_id String 流水线ID

name String 流水线名称

project_id String 项目ID

component_id String 组件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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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is_publish Boolean 是否为变更流水线

is_collect Boolean 是否收藏此流水线

manifest_versi
on

String 流水线版本

create_time Long 创建时间

latest_run latest_run
object

最近一次运行信息

 

表 4-43 latest_run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pipeline_id String 流水线ID

pipeline_run_i
d

String 流水线运行实例ID

executor_id String 执行人ID

executor_nam
e

String 执行人名称

stage_status_l
ist

Array of
stage_status_
list objects

阶段信息列表

status String 状态

run_number Integer 运行序号

trigger_type String 触发类型

build_params build_params
object

构建参数

artifact_para
ms

artifact_para
ms object

制品源参数

start_time Long 开始时间

end_time Long 结束时间

 

表 4-44 stage_status_lis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name String 阶段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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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sequence Integer 序列号

status String 状态

start_tim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_time String 结束时间

 

表 4-45 build_params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action String 合并请求事件类型

build_type String 基于分支还是tag运行

commit_id String 代码仓提交ID

event_type String 运行事件类型

merge_id String 合并请求ID

message String 代码仓提交信息

source_branch String 源分支

tag String 标签

target_branch String 目标分支

codehub_id String codehub仓库ID

git_url String 代码仓https地址

 

表 4-46 artifact_params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version String 包版本

branch_filter String 过滤分支

package_nam
e

String 包名称

organization String docker组织

 

请求示例
POST https://{endpoint}/v5/54f90b75fc1447b1b65e8d3a9f77923d/api/pipelines/li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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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set" : 0,
  "limit" : 10,
  "name" : ""
}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
  "offset" : 0,
  "limit" : 10,
  "total" : 1,
  "pipelines" : [ {
    "pipeline_id" : "cd65d6f2dc17493e97eb5175f872761a",
    "name" : "新建流水线-20230222181032",
    "project_id" : "6428c2e2b4b64affa14ec80896695c49",
    "component_id" : "7bb171e9e9fc415dbd1666ceb68668da",
    "is_publish" : true,
    "is_collect" : false,
    "manifest_version" : "3.0",
    "create_time" : 1677060662000,
    "latest_run" : {
      "pipeline_id" : "cd65d6f2dc17493e97eb5175f872761a",
      "pipeline_run_id" : "88a195482b8a48a1808e87ec21565c2f",
      "executor_id" : "847a5317086c41798469d0868535943a",
      "executor_name" : "beta环境帐号",
      "stage_status_list" : [ {
        "name" : "合并集成分支",
        "sequence" : 0,
        "status" : "FAILED",
        "start_time" : "2023-02-22 18:12:25",
        "end_time" : "2023-02-22 18:12:32"
      }, {
        "name" : "阶段_1",
        "sequence" : 1,
        "status" : "INIT",
        "start_time" : null,
        "end_time" : null
      }, {
        "name" : "合并主干",
        "sequence" : 1,
        "status" : "INIT",
        "start_time" : null,
        "end_time" : null
      } ],
      "status" : "FAILED",
      "run_number" : 1,
      "trigger_type" : "Manual",
      "build_params" : null,
      "artifact_params" : null,
      "start_time" : 1677060745000,
      "end_time" : 1677060752000
    }
  } ]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401 Unautho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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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描述

403 Forbidden

404 Not Found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4.2.5 删除流水线

功能介绍

删除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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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5/{project_id}/api/pipelines/{pipeline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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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peline_id 是 String 流水线ID

 

请求参数

表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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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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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9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pipeline_id String 流水线ID

 

请求示例
DELETE https://{endpoint}/v5/54f90b75fc1447b1b65e8d3a9f77923d/api/pipelines/
e5460d1d403146a1935c2d4b68ef506c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
  "pipeline_id" : "e5460d1d403146a1935c2d4b68ef506c"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401 Unauthorized

403 Forbidden

404 Not Found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4.2.6 停止流水线

功能介绍

停止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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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5/{project_id}/api/pipelines/{pipeline_id}/pipeline-runs/{pipeline_run_id}/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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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0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pipeline_id 是 String 流水线ID

pipeline_run_i
d

是 String 流水线运行实例ID

 

请求参数

表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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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success Boolean 操作是否成功

 

请求示例
POST https://{endpoint}/v5/93d8e0553c20411fba06bb112b5b59af/api/pipelines/
794514e0a3184e5db0a4740112deee0f/pipeline-runs/de6c9098f45a4ac58a6efc9c1b81df82/stop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
  "success" :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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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401 Unauthorized

403 Forbidden

404 Not Found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4.2.7 获取流水线执行记录

功能介绍

获取流水线执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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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5/{project_id}/api/pipelines/{pipeline_id}/pipeline-runs/list

表 4-53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pipeline_id 是 String 流水线ID

 

请求参数

表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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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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5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status 否 Array of
strings

状态

start_time 否 String 开始时间

end_time 否 String 结束时间

offset 否 Long 起始偏移

limit 否 Long 查询大小

sort_key 否 String 排序字段名称

sort_dir 否 String 排序规则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4-56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offset Integer 起始偏移

limit Integer 查询大小

total Integer 总数

pipeline_runs Array of
pipeline_runs
objects

流水线运行信息

 

表 4-57 pipeline_runs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pipeline_id String 流水线ID

pipeline_run_i
d

String 流水线运行实例ID

executor_id String 执行人ID

executor_nam
e

String 执行人名称

stage_status_l
ist

Array of
stage_status_
list objects

阶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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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status String 状态

run_number Integer 运行序号

trigger_type String 触发类型

build_params build_params
object

构建参数

artifact_para
ms

artifact_para
ms object

制品源参数

start_time Long 开始时间

end_time Long 结束时间

 

表 4-58 stage_status_lis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name String 阶段名称

sequence Integer 序列号

status String 状态

start_time String 开始时间

end_time String 结束时间

 

表 4-59 build_params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action String 合并请求事件类型

build_type String 基于分支还是tag触发

commit_id String 代码仓提交ID

event_type String 运行事件类型

merge_id String 合并请求ID

message String 代码仓提交信息

source_branch String 源分支

tag String 标签

target_branch String 目标分支

codehub_id String codehub代码仓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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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git_url String 代码仓https地址

 

表 4-60 artifact_params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version String 包版本

branch_filter String 过滤分支

package_nam
e

String 包名称

organization String docker组织

 

请求示例
POST https://{endpoint}/v5/54f90b75fc1447b1b65e8d3a9f77923d/api/pipelines/
e5460d1d403146a1935c2d4b68ef506c/pipeline-runs/list

{
  "offset" : 0,
  "limit" : 10,
  "status" : [ "COMPLETED", "RUNNING", "FAILED", "CANCELED", "PAUSED", "SUSPEND", "QUEUED" ],
  "sort_key" : "start_time",
  "sort_dir" : "DESC",
  "start_time" : 1677513600000,
  "end_time" : 1678118399000
}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
  "offset" : 0,
  "limit" : 10,
  "total" : 1,
  "pipeline_runs" : [ {
    "pipeline_id" : "24949d4f4453495f8e5a76f993af7f43",
    "pipeline_run_id" : "ddb7532cb0e948f2af7bb4397fc19864",
    "executor_id" : "847a5317086c41798469d0868535943a",
    "executor_name" : "beta环境帐号",
    "stage_status_list" : [ {
      "name" : "阶段_1",
      "sequence" : 0,
      "status" : "COMPLETED",
      "start_time" : "2023-03-06 10:04:46",
      "end_time" : "2023-03-06 10:04:46"
    } ],
    "status" : "COMPLETED",
    "run_number" : 11,
    "trigger_type" : "Manual",
    "build_params" : {
      "action" : null,
      "build_type" : "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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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it_id" : "990ea057751d299f5575aac25bf97e88a60b461e",
      "event_type" : "Manual",
      "merge_id" : null,
      "message" : "新建文件 Dockerfile",
      "source_branch" : null,
      "tag" : null,
      "target_branch" : "cloud_pipeline_release_1674026917209",
      "codehub_id" : "2111677704",
      "git_url" : "https://***.com/clsyz00001/aaaaa.git"
    },
    "artifact_params" : null,
    "start_time" : 1678066487000,
    "end_time" : 1678066488000
  } ]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401 Unauthorized

403 Forbidden

404 Not Found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4.2.8 基于模板创建流水线

功能介绍

基于模板创建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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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5/{project_id}/api/pipeline-templates/{template_id}/create-pipeline

表 4-61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template_id 是 String 模板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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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2 Quer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component_id 否 String 微服务id

 

请求参数

表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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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64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name 否 String 流水线名称

description 否 String 流水线描述

is_publish 否 Boolean 是否为变更流水线

sources 否 Array of
CodeSource
objects

流水线源

 

表 4-65 CodeSource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type 否 String 流水线源类型

params 否 params
object

流水线源参数

 

表 4-66 params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git_type 否 String git类型

codehub_id 否 String codehub代码仓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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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endpoint_id 否 String 扩展点id

default_branc
h

否 String 默认分支

git_url 否 String git链接

ssh_git_url 否 String ssh_git链接

web_url 否 String 网页url

repo_name 否 String 流水线源名称

alias 否 String 代码仓别名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4-67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pipeline_id String 流水线ID

 

请求示例
POST https://{endpoint}/v5/54f90b75fc1447b1b65e8d3a9f77923d/api/pipeline-templates/
434d660a96de423a935a0571c2223bca/create-pipeline

{
  "name" : "新建流水线-2023041516464511",
  "description" : "",
  "is_publish" : false,
  "sources" : [ {
    "type" : "code",
    "params" : {
      "git_type" : "codehub",
      "codehub_id" : "2111717853",
      "endpoint_id" : "",
      "default_branch" : "master",
      "git_url" : "https://***.com/cjrTest00002/test001.git",
      "ssh_git_url" : "git@***.com:cjrTest00002/test001.git",
      "web_url" : "",
      "repo_name" : "test001",
      "alias" : ""
    }
  } ]
}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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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peline_id" : "ad6b7f66283a45be9c1f82b06c831e59"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401 Unauthorized

403 Forbidden

404 Not Found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4.3 模板管理（旧版）
  

4.3.1 查询模板列表(待下线)

功能介绍

查询模板列表，支持分页查询,支持模板名字模糊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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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3/templates

表 4-68 Quer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template_type 是 String 模板类型

is_build_in 是 String 是否内置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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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it 否 Integer 每页显示的条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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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name 否 String 模板名称，匹配规则为模糊匹配

sort 否 String 排序字段

asc 否 String 是否正序

 

请求参数

表 4-69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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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otal Integer 总数

page_number Integer 页码数

page_size Integer 每页显示数

content Array of
TemplateVie
w objects

模板数据,list类型数据

 

表 4-71 TemplateView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emplate_id String 模板ID

template_na
me

String 模板名字

template_type String 模板类型

template_url String 模板编辑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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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user_id String 用户ID

user_name String 用户名字

domain_id String 租户ID

domain_name String 租户名字

is_build_in Boolean 是否内置模板

region String 系统模板region为Cloud Pipeline。自定义模板
region为实际region

project_id String 项目ID

project_name String 项目名字

create_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last_modify_ti
me

String 修改时间

is_watch Boolean 是否关注

description String 模板描述

parameter Array of
TemplatePar
am objects

模板参数

flow Map<String,M
ap<String,Stri
ng>>

编排flow详情，描述流水线内各阶段任务的串并
行关系。map类型数据，key为阶段名字，默认第
一阶段initial，最后阶段为final，其余名字以
'state_数字'标识。value为该阶段内任务(以
'Task_数字'标识)以及后续阶段的标识。本字段为
描述流水线基础编排数据之一，建议可通过流水
线真实界面基于模板创建接口中获取

states Map<String,T
emplateState
>

编排State详情，map类型数据。本字段为描述流
水线基础编排数据之一，建议可通过流水线真实
界面基于模板创建接口中获取

can_update Boolean 是否可以修改

can_delete Boolean 是否可以删除

need_hub Boolean 是否需要代码仓库

 

表 4-72 TemplateParam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quired String 是否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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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visible String 是否可见

name String 流水线参数名字

value String 流水线参数值

description String 流水线参数描述

paramtype String 流水线参数类型

display_type String 流水线参数展示类型

display_name String 流水线参数展示名字

is_static Boolean 是否静态参数

is_default Boolean 是否默认参数

limits Array of
ParamTypeLi
mits objects

array类型数据

constraints Array of
Constraint
objects

array类型数据

 

表 4-73 ParamTypeLimits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disable String 是否废弃

name String 语言名字

displayname String 语言展示名字

id String 规则集ID

language String 扫描语言

 

表 4-74 Constrain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ype String 校验规则类型

value String 校验规则

errormsg String 校验失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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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5 TemplateState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ype String 任务类型

name String 任务名字

module_or_te
mplate_id

String 模板任务ID

module_or_te
mplate_name

String 模板任务名字

display_name String 任务在流水线页面展示名字

dsl_method String 流水线可挂载任务类型

parameters Map<String,O
bject>

任务参数,map类型数据

is_manual_ex
ecution

Boolean 是否手动执行

job_paramete
r_validate

Boolean 任务参数是否校验

is_show_code
hub_url

Boolean 是否显示代码仓URL

is_execute Boolean 是否执行

job_id String 执行任务ID

job_name String 执行任务名字

project_id String 任务所属项目ID

execution_mo
de

String 控制阶段下任务的串并行（type是task的
execution_mode值为null，type是stage的
execution_mode可选parallel（并行）或者serial
（串行））

 

状态码： 400

表 4-76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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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GET https://{endpoint}/v3/templates?template_type=pipeline&is_build_in=false&offset=0&limit=10

响应示例

无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400 Bad request

401 Unauthorized

403 Forbidden

404 Not Found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4.3.2 查询模板详情(待下线)

功能介绍

查询模板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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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3/templates/{template_id}

表 4-77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template_id 是 String 模板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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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8 Quer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template_type 是 String 模板类型

source 否 String 接口调用方

 

请求参数

表 4-79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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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emplate_id String 模板ID

template_na
me

String 模板名字

template_type String 模板类型

user_id String 用户ID

user_name String 用户名字

domain_id String 租户ID

domain_name String 租户名字

is_build_in Boolean 是否内置模板

region String region

project_id String 项目ID

project_name String 项目名字

create_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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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last_modify_ti
me

String 修改时间

is_watch Boolean 是否关注

description String 模板描述

parameter Array of
TemplatePar
am objects

模板参数

flow Map<String,M
ap<String,Stri
ng>>

编排flow详情，描述流水线内各阶段任务的串并
行关系。map类型数据，key为阶段名字，默认第
一阶段initial，最后阶段为final，其余名字以
'state_数字'标识。value为该阶段内任务(以
'Task_数字'标识)以及后续阶段的标识。本字段为
描述流水线基础编排数据之一，建议可通过流水
线真实界面基于模板创建接口中获取

states Map<String,T
emplateState
>

编排State详情，map类型数据。本字段为描述流
水线基础编排数据之一，建议可通过流水线真实
界面基于模板创建接口中获取

 

表 4-81 TemplateParam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quired String 是否必须

visible String 是否可见

name String 流水线参数名字

value String 流水线参数值

description String 流水线参数描述

paramtype String 流水线参数类型

display_type String 流水线参数展示类型

display_name String 流水线参数展示名字

is_static Boolean 是否静态参数

is_default Boolean 是否默认参数

limits Array of
ParamTypeLi
mits objects

array类型数据

constraints Array of
Constraint
objects

array类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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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2 ParamTypeLimits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disable String 是否废弃

name String 语言名字

displayname String 语言展示名字

id String 规则集ID

language String 扫描语言

 

表 4-83 Constrain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ype String 校验规则类型

value String 校验规则

errormsg String 校验失败描述

 

表 4-84 TemplateState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ype String 任务类型

name String 任务名字

module_or_te
mplate_id

String 模板任务ID

module_or_te
mplate_name

String 模板任务名字

display_name String 任务在流水线页面展示名字

dsl_method String 流水线可挂载任务类型

parameters Map<String,O
bject>

任务参数,map类型数据

is_manual_ex
ecution

Boolean 是否手动执行

job_paramete
r_validate

Boolean 任务参数是否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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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is_show_code
hub_url

Boolean 是否显示代码仓URL

is_execute Boolean 是否执行

job_id String 执行任务ID

job_name String 执行任务名字

project_id String 任务所属项目ID

execution_mo
de

String 控制阶段下任务的串并行（type是task的
execution_mode值为null，type是stage的
execution_mode可选parallel（并行）或者serial
（串行））

 

状态码： 400

表 4-85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请求示例
GET https://{endpoint}/v3/templates/6efb0b24e2e9489eb0e53ee12904a19e?template_type=deployMan

响应示例

无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400 Bad request

401 Unauthorized

403 Forbidden

404 Not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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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4.4 流水线管理（旧版）

4.4.1 基于模板快速创建流水线及流水线内任务(待下线)

功能介绍

基于模板快速创建流水线及流水线内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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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3/templates/task

请求参数

表 4-86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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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87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flow 是 Map<String,M
ap<String,Stri
ng>>

编排flow详情，描述流水线内各
阶段任务的串并行关系。map类
型数据，key为阶段名字，默认
第一阶段initial，最后阶段为
final，其余名字以'state_数
字'标识。value为该阶段内任务
(以'Task_数字'标识)以及后续阶
段的标识。本字段为描述流水线
基础编排数据之一，建议可通过
流水线真实界面基于模板创建接
口中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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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states 是 Map<String,T
emplateState
>

编排State详情，map类型数
据。本字段为描述流水线基础编
排数据之一，建议可通过流水线
真实界面基于模板创建接口中获
取

workflow 是 Workflow
object

参数详情

 

表 4-88 TemplateState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type 是 String 任务类型

name 是 String 任务名字

module_or_te
mplate_id

是 String 模板任务ID

module_or_te
mplate_name

是 String 模板任务名字

display_name 是 String 任务在流水线页面展示名字

dsl_method 是 String 流水线可挂载任务类型

parameters 是 Map<String,O
bject>

任务参数,map类型数据

is_manual_ex
ecution

是 Boolean 是否手动执行

job_paramete
r_validate

是 Boolean 任务参数是否校验

is_show_code
hub_url

是 Boolean 是否显示代码仓URL

is_execute 是 Boolean 是否执行

job_id 是 String 执行任务ID

job_name 是 String 执行任务名字

project_id 是 String 任务所属项目ID

execution_mo
de

是 String 控制阶段下任务的串并行（type
是task的execution_mode值为
null，type是stage的
execution_mode可选parallel
（并行）或者serial（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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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9 Workflow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arameter 是 Array of
PipelinePara
m objects

任务类型,list类型数据

source 是 Array of
Source
objects

源码仓,list类型数据

name 是 String 流水线名字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project_name 是 String 项目名字

 

表 4-90 PipelineParam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name 是 String 流水线参数名字

value 是 String 流水线参数值

description 是 String 流水线参数描述

param_type 是 String 流水线参数类型

is_static 是 Boolean 是否静态参数

is_default 是 Boolean 是否默认参数

 

表 4-91 Source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codehub_nam
e

是 String 源码仓名字

branches 是 Array of
strings

触发分支

scm_type 是 String 源码仓来源

hook_flag 是 Boolean 是否开启触发执行流水线功能

branch 是 String 触发分支

git_url 是 String 源码仓ssh地址

codehub_id 是 String 源码仓ID

web_url 是 String 源码仓首页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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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branch_list 是 Array of
strings

分支列表

init_id 是 String 初始化ID

disable 是 Boolean 是否废弃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4-92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ask_id String 实例ID

 

状态码： 400

表 4-93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请求示例
POST https://{endpoint}/v3/templates/task

{
  "flow" : {
    "initial" : {
      "state_3" : "always"
    },
    "state_3" : {
      "state_4" : "always"
    },
    "state_4" : {
      "state_5" : "always",
      "Task_1" : "always",
      "Task_2" : "always"
    },
    "state_5" : {
      "final" : "always"
    }
  },
  "states" : {
    "initial" : {
      "type" : "stage",
      "name" : "initial",
      "module_or_template_id" : null,

流水线
API 参考 4 API

文档版本 22 (2023-05-19)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1



      "module_or_template_name" : null,
      "display_name" : "Initial",
      "dsl_method" : "initial",
      "parameters" : {
        "display" : "hidden"
      },
      "params" : null,
      "is_manual_mxecution" : false,
      "execution_mode" : "parallel"
    },
    "state_3" : {
      "type" : "stage",
      "name" : "state_3",
      "module_or_template_id" : null,
      "module_or_template_name" : null,
      "display_name" : "Source",
      "dsl_method" : "source",
      "parameters" : null,
      "params" : null,
      "is_manual_execution" : false,
      "execution_mode" : "parallel"
    },
    "Task_1" : {
      "type" : "task",
      "name" : "Task_1",
      "module_or_template_id" : "00012",
      "module_or_template_name" : "Maven",
      "display_name" : "Build_Task",
      "dsl_method" : "buildJob",
      "parameters" : {
        "__repository__" : {
          "repo_name" : "fdfdfdf",
          "url" : "git@***.com:CloudPipelineTest-Copy00001/fdfdfdf.git"
        }
      },
      "params" : null,
      "is_manual_execution" : false,
      "execution_mode" : null,
      "job_parameter_palidate" : true,
      "is_show_code_hub_url" : false,
      "is_execute" : true,
      "job_id" : "00012",
      "job_name" : "Maven",
      "project_id" : "4719b59466624abfbae0f83c3ce3a0dc"
    },
    "Task_2" : {
      "type" : "task",
      "name" : "Task_2",
      "module_or_template_id" : "d7dffaefb6d94c63a09cf141668356c7",
      "module_or_template_name" : "codecheck_template",
      "display_name" : "Code_Check_Task",
      "dsl_method" : "codeCheck",
      "parameters" : {
        "language" : {
          "disable" : null,
          "name" : "Java",
          "display_name" : "Java",
          "id" : "782aade71ffb4ab780303555eb2e4825",
          "language" : "java"
        },
        "codeBranch" : "master",
        "__repository__" : {
          "repo_name" : "fdfdfdf",
          "url" : "git@***.com:CloudPipelineTest-Copy00001/fdfdfdf.git"
        }
      },
      "params" : null,
      "is_manual_execution" : false,
      "execution_mode" :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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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b_parameter_palidate" : true,
      "is_show_code_hub_url" : false,
      "is_execute" : true,
      "job_id" : "d7dffaefb6d94c63a09cf141668356c7",
      "job_name" : "codecheck_template",
      "project_id" : "4719b59466624abfbae0f83c3ce3a0dc"
    },
    "state_4" : {
      "type" : "stage",
      "name" : "state_4",
      "module_or_template_id" : null,
      "module_or_template_name" : null,
      "display_name" : "Build_and_Check",
      "dsl_method" : "build",
      "parameters" : null,
      "params" : null,
      "is_manual_mxecution" : false,
      "execution_mode" : "parallel"
    },
    "state_5" : {
      "type" : "stage",
      "name" : "state_5",
      "module_or_template_id" : null,
      "module_or_template_name" : null,
      "display_name" : "Release",
      "dsl_method" : "release",
      "parameters" : null,
      "params" : null,
      "is_manual_mxecution" : false,
      "execution_mode" : "parallel"
    },
    "final" : {
      "type" : "stage",
      "name" : "final",
      "module_or_template_id" : null,
      "module_or_template_name" : null,
      "display_name" : "Final",
      "dsl_method" : "final",
      "parameters" : null,
      "params" : null,
      "is_manual_mxecution" : false,
      "execution_mode" : "parallel"
    }
  },
  "workflow" : {
    "parameter" : [ {
      "name" : "serviceName",
      "value" : "pipeline-20201229165622",
      "description" : "this is a text type param",
      "paramtype" : "normalparam",
      "display_name" : null,
      "isStatic" : true,
      "isDefault" : true,
      "constraints" : null
    }, {
      "name" : "releaseVersion",
      "value" : "1.0.0",
      "description" : "this is a growth type param",
      "paramtype" : "growthparam",
      "display_name" : null,
      "isStatic" : false,
      "isDefault" : true,
      "constraints" : null
    } ],
    "source" : [ {
      "scmType" : "codehub",
      "codeHubName" : "fdfdfdf",
      "hookFlag" : false,
      "branche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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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aultBranch" : "master",
      "branch" : "",
      "codeHubId" : "5224040",
      "gitUrl" : "git@***.com:CloudPipelineTest-Copy00001/fdfdfdf.git",
      "webUrl" : "https://***.com/codehub/project/bc97c4d99c7d4f98bb6cd104a77fddd6/codehub/140000127/
home",
      "branchList" : [ "master" ]
    } ],
    "name" : "pipeline-123123",
    "description" : "",
    "project_id" : "bc97c4d99c7d4f98bb6cd104a77fddd6",
    "project_name" : "CloudPipelineTest-Copy"
  },
  "changeInfo" : null
}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
  "task_id" : "eafaff0bf9094d3d8456d13dddf67b40"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400 Bad request

401 Unauthorized

403 Forbidden

404 Not Found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4.4.2 检查流水线创建状态(待下线)

功能介绍

检查流水线创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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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3/templates/{task_id}/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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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4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task_id 是 String 实例ID

 

请求参数

表 4-95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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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ask_id String 流水线创建实例ID

task_status String 实例创建状态，取值和含义:initializing：初始化
中；processing：处理中；finished：已完成；
succeeded：成功

pipeline_id String 流水线ID

pipeline_nam
e

String 流水线名称

pipeline_url String 流水线详情页面url

 

状态码： 400

表 4-97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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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GET https://{endpoint}/v3/templates/eafaff0bf9094d3d8456d13dddf67b40/status

GET https://{endpoint}/v3/templates/eafaff0bf9094d3d8456d13dddf67b40/status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
  "task_id" : "eafaff0bf9094d3d8456d13dddf67b40",
  "task_status" : "succeeded",
  "pipeline_id" : "4f73c81f5d98455eab7a2fda2f3d2434",
  "pipeline_name" : "pipeline-20200316144601",
  "pipeline_url" : "https://xxx/3560a08e3c5143c5bb0236e0ef910926/pipeline/detail/
4f73c81f5d98455eab7a2fda2f3d2434"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400 Bad request

401 Unauthorized

403 Forbidden

404 Not Found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4.4.3 启动流水线

功能介绍

启动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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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3/pipelines/{pipeline_id}/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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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8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ipeline_id 是 String 流水线ID

 

请求参数

表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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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00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build_params 否 Array of
StartPipeline
BuildParams
objects

启动流水线时的构建参数

 

表 4-101 StartPipelineBuildParams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name 是 String 构建参数名

value 是 String 构建参数值，最大长度为8192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4-102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pipeline_id String 流水线ID

build_id String 流水线执行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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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400

表 4-103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请求示例
{
  "build_params" : [ {
    "name" : "ServiceName",
    "value" : "pipeline-Test"
  }, {
    "name" : "version",
    "value" : "1.0.0"
  } ]
}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
  "pipeline_id" : "8025ba36a87a4dd5af496708c2961817",
  "build_id" : "23"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400 Bad request

401 Unauthorized

403 Forbidden

404 Not Found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流水线
API 参考 4 API

文档版本 22 (2023-05-19)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8



4.4.4 停止流水线

功能介绍

停止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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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3/pipelines/{pipeline_id}/stop

表 4-104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ipeline_id 是 String 流水线ID

 

表 4-105 Quer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build_id 是 String 流水线执行ID

 

请求参数

表 4-106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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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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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7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pipeline_id String 流水线ID

pipeline_nam
e

String 流水线名字

 

状态码： 400

表 4-108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请求示例
POST https://{endpoint}/v3/pipelines/8025ba36a87a4dd5af496708c2961817/stop?build_id=1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
  "pipeline_id" : "8025ba36a87a4dd5af496708c2961817",
  "pipeline_name" : "pipeline-23"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400 Bad request

401 Unauthorized

403 Forbidden

404 Not Found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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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批量获取流水线状态

功能介绍

批量获取流水线状态和阶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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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v3/pipelines/status

表 4-109 Quer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ipeline_ids 是 String 要获取状态的流水线ID，用逗号
隔开

 

请求参数

表 4-110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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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1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数组元素] Array of
PipelineExec
uteStates
objects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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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2 PipelineExecuteStates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String 流水线执行结果。取值及含义：success：成功；
error：失败；aborted：终止

status String 流水线执行状态.取值和含义:waiting:等
待;running:执行中;verifying:待审核;suspending:
挂起;completed:完成

stages Array of
Stages
objects

阶段执行情况

executor String 执行人

pipeline_nam
e

String 流水线名字

pipeline_id String 流水线ID

build_id String 流水线执行ID

detail_url String 流水线详情页URL

modify_url String 流水线编辑页URL

start_time String 开始执行时间

end_time String 结束执行时间

 

表 4-113 Stages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result String 阶段执行结果。取值及含义：success：成功；
error：失败；aborted：终止

status String 阶段执行状态。取值和含义:waiting:等
待;running:执行中;verifying:待审核;suspending:
挂起;completed:完成

name String 阶段名字

parameters Object 阶段运行参数

order Integer 阶段顺序

dsl_method String 阶段类型

display_name String 阶段显示名称

 

状态码：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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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4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请求示例
GET https://{endpoint}/v3/pipelines/status?
pipeline_ids=8025ba36a87a4dd5af496708c2961817,413937e669914f95bed293617886c6c1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 {
  "result" : "error",
  "status" : "completed",
  "stages" : [ {
    "result" : "success",
    "status" : "completed",
    "name" : "initial",
    "parameters" : null,
    "order" : 1,
    "dsl_method" : "initial",
    "display_name" : "源代码"
  }, {
    "result" : "success",
    "status" : "completed",
    "name" : "state_3",
    "parameters" : null,
    "order" : 2,
    "dsl_method" : "build",
    "display_name" : "构建"
  } ],
  "executor" : "devcloud_devcloud_h00485561_01",
  "pipeline_name" : "PipelineSvc测试勿删_继续执行",
  "pipeline_id" : "92a65e2337174fabbdbccda97ab7ffad",
  "detail_url" : "https://xxxxx",
  "modify_url" : "https://xxxxxx",
  "start_time" : "2022-09-09 00:00:00",
  "end_time" : "2022-09-09 00:00:24",
  "build_id" : "25"
}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400 Bad request

401 Unauthorized

403 Forbid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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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描述

404 Not Found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4.4.6 删除流水线

功能介绍

根据id删除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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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3/pipelines/{pipeline_id}

表 4-115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ipeline_id 是 String 要删除的流水线ID

 

请求参数

表 4-116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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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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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7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pipeline_id String 流水线ID

pipeline_nam
e

String 流水线名字

 

状态码： 400

表 4-118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请求示例
DELETE https://{endpoint}/v3/pipelines/8025ba36a87a4dd5af496708c2961817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
  "pipeline_id" : "eafaff0bf9094d3d8456d13dddf67b40",
  "pipeline_name" : "pipeline-test"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400 Bad request

401 Unauthorized

403 Forbidden

404 Not Found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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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获取流水线列表

功能介绍

获取流水线列表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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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3/pipelines/list

请求参数

表 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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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20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ipeline_nam
e

否 String 流水线名字。查询时进行模糊匹
配。

project_ids 否 String 项目id，有多个值时用逗号分
隔，id个数取值[0,10]，非必
选。如果该参数有值，则获取对
应项目下的流水线列表；如果没
有值，则获取用户有权限的所有
项目的流水线列表

creator_ids 否 String 创建人id，有多个值时用逗号分
隔，id个数取值[0,10]，非必选

executor_ids 否 String 执行人id。有多个值时用逗号分
隔，id个数取值[0,10]，非必选

status 否 String 流水线运行状态.取值和含
义:waiting:等待;running:执行
中;verifying:待审核;suspending:
挂起;completed: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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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outcome 否 String 流水线执行结果。取值及含义：
success：成功；error：失败；
aborted：终止

sort_key 否 String 用于排序的字段。取值为：
pipeline_name,create_time,star
t_time

sort_dir 否 String 排序方式。asc按排序字段升
序，desc按排序字段降序

git_url 否 String 代码仓地址。仅支持codehub仓
库，如：git@codehub.XXX.git

offset 否 Integer 偏移量。表示从此偏移量开始查
询，offset大于等于0，默认取
值为0

limit 否 Integer 每次查询的条目数量。取值
[10-50]，默认取值为10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4-121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offset Integer 偏移量,表示从此偏移量开始查询,offset大于等于0

limit Integer 每次查询的条目数量

total Integer 总条目数量

result Array of
PipelineBasic
Info objects

流水线列表

 

表 4-122 PipelineBasicInf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project_id String 项目id

project_name String 项目名称

pipeline_id String 流水线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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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pipeline_nam
e

String 流水线名称

creator_id String 流水线创建人id

creator_name String 流水线创建人名字

executor_id String 流水线执行人id

executor_nam
e

String 流水线执行人名字

start_time String 启动时间

create_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watched String 用户是否关注流水线：true（关注），false（未
关注）

 

状态码： 400

表 4-123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请求示例
POST https://{endpoint}/v3/pipelines/list

{
  "pipeline_name" : "",
  "project_ids" : "e12ed176898d4841aa9881fe9b933c87",
  "creator_ids" : "847a5317086c41798469d0868535943a",
  "executor_ids" : "847a5317086c41798469d0868535943a",
  "status" : "waiting,running,verifying,handling,suspending,completed",
  "outcome" : "error,success,aborted",
  "sort_key" : "pipeline_name",
  "sort_dir" : "desc",
  "git_url" : "",
  "offset" : 4,
  "limit" : 10
}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
  "offse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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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it" : 10,
  "total" : 88,
  "result" : [ {
    "project_id" : "e12ed176898d4841aa9881fe9b933c87",
    "project_name" : "Pipeline_Beta_自动测试",
    "pipeline_id" : "d33f98177c3e44f8841b005e1badcaed",
    "pipeline_name" : "马云多仓",
    "creator_id" : "847a5317086c41798469d0868535943a",
    "creator_name" : "大Beta测试帐号",
    "executor_id" : "847a5317086c41798469d0868535943a",
    "executor_name" : "大Beta测试帐号",
    "start_time" : "2022-09-08 17:08:02",
    "create_time" : "2022-07-28 17:02:11",
    "watched" : "true"
  }, {
    "project_id" : "e12ed176898d4841aa9881fe9b933c87",
    "project_name" : "Pipeline_Beta_自动测试",
    "pipeline_id" : "2ec08a45031c4d2896292a48b7fb1a30",
    "pipeline_name" : "门禁专用测试_勿删",
    "creator_id" : "847a5317086c41798469d0868535943a",
    "creator_name" : "大Beta测试帐号",
    "executor_id" : "847a5317086c41798469d0868535943a",
    "executor_name" : "大Beta测试帐号",
    "start_time" : "2022-09-08 16:52:03",
    "create_time" : "2020-10-29 17:05:02",
    "watched" : "true"
  } ]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400 Bad request

401 Unauthorized

403 Forbidden

404 Not Found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4.4.8 获取流水线状态

功能介绍

获取流水线状态,阶段及任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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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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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GET /v3/pipelines/{pipeline_id}/status

表 4-124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ipeline_id 是 String 要获取状态的流水线ID

 

表 4-125 Quer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build_id 否 String 要获取状态的执行ID

 

请求参数

表 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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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7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pipeline_id String 流水线ID

pipeline_nam
e

String 流水线名称

executor String 执行人

build_id String 流水线执行ID

start_time String 开始执行时间

end_time String 结束执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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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parameters Array of
PipelinePara
meter objects

流水线参数

states Array of
PipelineState
Status objects

流水线执行情况

elapsed_time String 执行耗时

status String 流水线运行状态.取值和含义:waiting:等
待;running:执行中;verifying:待审核;suspending:
挂起;completed:完成

outcome String 流水线执行结果。取值及含义：success：成功；
error：失败；aborted：终止

detail_url String 流水线详情页地址

 

表 4-128 PipelineParameter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name String 参数名称

value String 参数值

 

表 4-129 PipelineStateStatus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id String 阶段或任务标识

name String 阶段或任务名称

type String 类别(阶段/任务)

start_time String 执行开始时间

end_time String 执行结束时间

elapsed_time String 运行耗时

status String 运行状态.取值和含义:waiting:等待;running:执行
中;verifying:待审核;suspending:挂起;completed:
完成

outcome String 运行结果。取值及含义：success：成功；error：
失败；aborted：终止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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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children Array of
PipelineState
Status objects

子任务运行信息(对任务来说是空的)

detail_url String 任务运行记录跳转链接

 

状态码： 400

表 4-130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请求示例
GET https://{endpoint}/v3/pipelines/8025ba36a87a4dd5af496708c2961817/status?build_id=2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
  "executor" : null,
  "status" : null,
  "outcome" : null,
  "pipeline_id" : "75c562a081574ff28224fb2c123a0643",
  "pipeline_name" : "pipeline-1185523_Cx2Ur",
  "build_id" : null,
  "start_time" : "2022-04-01 19:44:16",
  "end_time" : null,
  "elapsed_time" : null,
  "detail_url" : "https://xxx",
  "parameters" : [ {
    "name" : "seviceName",
    "value" : "pipeline-23"
  }, {
    "name" : "codeBranch",
    "value" : "master"
  } ],
  "states" : [ {
    "id" : "state_4",
    "name" : "构建",
    "type" : "stage",
    "status" : null,
    "outcome" : null,
    "children" : [ {
      "id" : "Task_1",
      "name" : "人工审核",
      "type" :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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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us" : null,
      "outcome" : null,
      "start_time" : null,
      "end_time\"" : null,
      "elapsed_time" : null,
      "error_code" : null,
      "error_msg" : null,
      "detail_url" : null
    } ],
    "start_time" : null,
    "end_time" : null,
    "elapsed_time" : null
  } ]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400 Bad request

401 Unauthorized

403 Forbidden

404 Not Found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4.4.9 获取项目下流水线执行状况

功能介绍

获取项目下流水线执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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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3/pipelines/build-result

表 4-131 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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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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start_date 是 String 起始日期,起始日期和结束日期
间隔不超过一个月，查询包含起
始日期

end_date 是 String 结束日期，起始日期和结束日期
间隔不超过一个月，查询包含结
束日期

offset 是 Integer 偏移量,表示从此偏移量开始查
询,offset大于等于0

limit 是 Integer 每次查询的条目数量

 

请求参数

表 4-132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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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3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offset Integer 偏移量,表示从此偏移量开始查询,offset大于等于0

limit Integer 每次查询的条目数量

total Integer 总条目数量

build_results Array of
PipelineBuild
Result objects

执行状况数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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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4 PipelineBuildResult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build_id String 流水线执行ID

elapse_time String 运行耗时，单位为毫秒

end_time String 执行结束时间

outcome String 运行结果。取值及含义：success：成功；error：
失败；aborted：终止

pipeline_id String 流水线id

pipeline_nam
e

String 流水线名称

start_time String 执行开始时间

status String 运行状态。取值及含义：waiting：等待中；
running：运行中；verifying:待审核；
suspending：挂起；completed：执行完成

 

状态码： 400

表 4-135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请求示例
GET https://{endpoint}/v3/pipelines/build-result?
project_id=8025ba36a87a4885af496708c2961817&start_date=2020-07-01&end_date=2020-07-31&offset=0&
limit=10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
  "offset" : 0,
  "limit" : 10,
  "total" : 29,
  "build_results" : [ {
    "status" : "completed",
    "outcome" : "success",
    "pipeline_id" : "fbe06e5655764f049f4d988bd2941279",
    "pipeline_name" : "接口测试流水线_YN96I241",
    "build_id" : "12",
    "start_time" : "2021-08-10 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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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_time" : "2021-08-10 00:00:02",
    "elapse_time" : "917"
  } ]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400 Bad request

401 Unauthorized

403 Forbidden

404 Not Found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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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用示例

5.1 示例 1: 执行流水线

场景描述

本章将指导您通过API执行流水线任务。

API的调用方法请参见3-如何调用API。

约束限制

待执行流水线任务已经在流水线服务中创建。

涉及接口

通过用户token、流水线id等请求参数启动流水线。

操作步骤

步骤1 执行流水线任务。

● 接口信息

URI：POST /v3/pipelines/{pipeline_id}/start
API文档详情请参见：启动流水线。

API Explorer在线调试请参见：启动流水线。

● 请求示例
POST  https://cloudpipeline-ext.cn-north-1.myhuaweicloud.com/v3/pipelines/{pipeline_id}/start

● 请求体示例
{}

● 响应示例
{
    "build_id": "xxx",
    "pipeline_id": "824e784b3f43492e99152a....."
}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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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示例 2：停止流水线

场景描述

本章将指导您通过API根据流水线ID停止流水线任务。

API的调用方法请参见4.2.5如何调用AP。

约束限制

已有流水线，并且流水线正在执行中。

涉及接口

通过用户token、流水线id停止流水线。

操作步骤

步骤1 查看项目下构建任务列表。

● 接口信息

URI：POST /v3/pipelines/stop
API文档详情请参见：停止流水线。

API Explorer在线调试请参见： 停止流水线。

● 请求示例
https://cloudpipeline-ext.cn-north-1.myhuaweicloud.com/v3/pipelines/stop?
pipeline_id=824e784b3f43492e99152a.....

● 请求体示例
{}

● 响应示例
{
    "result": {
        "name": "pipeline-test",
        "pipelineId": "e9bdc806955e48368e3ecbcdf2...."
    },
    "error": null,
    "status": "success"
}

----结束

5.3 示例 3：获取流水线状态

场景描述

本章将指导您通过API获取流水线状态。

API的调用方法请参见3-如何调用API。

约束限制

流水线任务已经在流水线服务中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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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接口

通过用户token、流水线id等请求参数获取流水线状态。

操作步骤

步骤1 查询流水线任务执行状态。

● 接口信息

URI：POST v3/pipelines/{pipeline_id}/status
API文档详情请参见：获取流水线状态。

API Explorer在线调试请参见： 获取流水线状态。

● 请求示例
GET  https://cloudpipeline-ext.cn-north-1.myhuaweicloud.com/v3/pipelines/{pipeline_id}/status

● 响应示例
{
    "executor": "xxx",
    "status": "completed",
    "outcome": "success",
    "parameters": [
        {
            "name": "serviceName",
            "value": "test测试"
        },
        {
            "name": "codeBranch",
            "value": "master"
        },
        {
            "name": "releaseVersion",
            "value": "1.0.0"
        }
    ],
    "states": [
        {
            "id": "state_3",
            "name": "源代码",
            "type": "stage",
            "status": "completed",
            "outcome": "success",
            "children": [],
            "start_time": "2020-09-01 17:13:18",
            "end_time": "2020-09-01 17:13:18",
            "elapsed_time": "0"
        },
        {
            "id": "state_4",
            "name": "构建",
            "type": "stage",
            "status": "completed",
            "outcome": "success",
            "children": [
                {
                    "id": "Task_1",
                    "name": "默认任务",
                    "type": "task",
                    "status": "completed",
                    "outcome": "success",
                    "start_time": "2020-09-01 17:13:18",
                    "end_time": "2020-09-01 17:16:22",
                    "elapsed_time": "183",
                    "error_code": null,
                    "error_msg": null,
                    "detail_url":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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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start_time": "2020-09-01 17:13:18",
            "end_time": "2020-09-01 17:16:22",
            "elapsed_time": "183"
        },
        {
            "id": "state_5",
            "name": "发布仓库",
            "type": "stage",
            "status": "completed",
            "outcome": "success",
            "children": [],
            "start_time": "2020-09-01 17:16:22",
            "end_time": "2020-09-01 17:16:22",
            "elapsed_time": "0"
        }
    ],
    "pipeline_id": "824e784b3f43492e99152a4....",
    "pipeline_name": "pipeline_测试",
    "build_id": "xxxx",
    "start_time": "2020-09-01 17:13:18",
    "end_time": "2020-09-01 17:16:22",
    "elapsed_time": "184",
    "detail_url": "https://xxxxxx/pipeline/detail/824e784b3f43492e99152a....."
}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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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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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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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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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编码 错误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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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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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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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编码 错误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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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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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调用出错时，HTTP请求返回一个4xx或5xx的HTTP状态码。返回的消息体中是具体
的错误代码及错误信息。

在调用方找不到错误原因时，可以联系华为云客服，并提供错误码，以便我们尽快帮
您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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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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msg": "Insufficient permission",
    "error_code": "DEVCP.00014031"
}

其中，error_code表示错误码，error_msg表示错误描述信息。

错误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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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CP.
00014031

权限不足 无创建流水线权限
不足

检查是否有创建流水
线权限

200 DEVCP.
00012002

数据库中不存在
相关记录

instanceId在数据
库中不存在

检查请求参数
instanceId是否正确

500 DEVCP.
00010000

未知服务异常 系统内部异常 联系管理员

200 DEVCP.
00014004

参数不合法 请求参数或请求体
格式不合法

检查请求参数或请求
体

400 DEVCP.
00021400

请求参数有误，
请检查!

请求参数有误，请
检查!

检查请求参数是否有
误或不合法

400 DEVCP.
00021008

不支持该服务的
模板

不支持该服务的模
板

检查参数是否正确

400 DEVCP.
00021006

模板不存在 数据库中该模板不
存在

检查模板id是否正确

401 DEVCP.
00021018

用户没有该操作
权限

用户没有创建权限 检查是否有创建权限

500 DEVCP.
00020500

网络繁忙，请稍
后重试

系统异常 联系管理员

500 COCT.
0070003

访问太频繁，请
稍等

访问太频繁，请稍
等

访问太频繁，请稍等

500 COCT.
0070500

网络繁忙，请稍
后重试

网络繁忙，请稍后
重试

网络繁忙，请稍后重
试

400 COCT.
0070026

该Agent已经存
在，请检查状态

该Agent已经存
在，请检查状态

该Agent已经存在，
请检查状态

流水线
API 参考 6 附录

文档版本 22 (2023-05-19)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94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devg-apisign/api-sign-errorcode.html
https://apierrorcenter.developer.huaweicloud.com/apierrorcenter


状态
码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处理措施

404 COCT.
0070010

资源池不存在 注册Agent选择的
资源池不存在

注册Agent选择的资
源池不存在，请检查
资源池是否存在

404 COCT.
0070040

当前Agent版本，
不是最新版本

当前Agent版本不
是最新版本

当前Agent版本不是
最新版本

401 COCT.
0070009

操作权限不足 所选择资源池中没
有，操作权限，请
联系资源池管理者
增加权限

所选择资源池中没
有，操作权限，请联
系资源池管理者增加
权限

400 COCT.
0070037

label参数不合法 label参数不合法 label参数不合法，
请按照规范填写

500 COCT.
0070006

注册Agent失败,
请稍后再试

注册Agent失败,请
稍后再试

注册Agent失败,请稍
后再试

400 COCT.
0070026

该Agent已经存
在，请检查状态

所注册的Agent已
经存在，请在所在
资源池中检查

所注册的Agent已经
存在，请在所在资源
池中检查

400 COCT.
0070038

超过租户最大资
源池数

超过租户最大资源
池数

超过租户最大资源池
数，请检查当前租户
的资源池数

400 COCT.
0070039

超过资源池中最
大Agent数

超过资源池中最大
Agent数

超过资源池中最大
Agent数，请检查当
前资源池中的agent
数

500 COCT.
0070008

删除Agent失败 删除Agent失败 删除Agent失败，请
查看是否已经不存在

500 COCT.
0070019

访问CC服务失败 访问CC服务失败，
请稍后重试！

访问CC服务失败，
请稍后重试！

400 COCT.
0070400

资源池id仅支持
数字、字母字符
（32字符)

资源池id仅支持数
字、字母字符（32
字符)

资源池id仅支持数
字、字母字符（32字
符)，请按规范填写

400 COCT.
0070400

Agent名称仅支持
数字、字母，._-
字符（1-50字符)

Agent名称仅支持
数字、字母，._-字
符（1-50字符)

Agent名称仅支持数
字、字母，._-字符
（1-50字符)，请按
规范填写

404 COCT.
0070007

Agent已经被删
除，不存在

Agent已经被删
除，不存在

Agent已经被删除，
不存在，请检查

400 COCT.
0070021

该Agent已经下
线，请重新注册

该Agent已经下
线，请重新注册

该Agent已经下线，
请重新注册

200 DEVPIPE.
00011104

单条流水线最大
并发数为{0}条

单条流水线最大并
发数为{0}条

单条流水线最大并发
数为{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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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码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处理措施

200 DEVPIPE.
00011105

租户下流水线最
大并发数为{0}条

租户下流水线最大
并发数为{0}条

租户下流水线最大并
发数为{0}条

200 DEVPIPE.
00011127

系统繁忙，请稍
后再试

系统繁忙，请稍后
再试

联系管理员

200 DEVPIPE.
00011129

选择任务不能为
空

选择任务不能为空 请检查任务参数是否
正确

200 DEVPIPE.
00011132

选择的任务不存
在

选择的任务不存在 选择的任务不存在

200 DEVPIPE.
00011301

当前用户无操作
权限

当前用户无操作权
限

检查是否有操作权限

200 DEVPIPE.
00011401

流水线不存在 流水线不存在 流水线不存在

200 DEVPIPE.
00011408

流水线正在运行
中

流水线正在运行
中，不可删除

等待流水线运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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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终端节点获取。接口的认证鉴权请参见认证鉴权。

响应示例如下，其中projects下的“id”即为项目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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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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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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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标悬停在右上角的用户名，在下拉列表中单击“我的凭证”。

进入“我的凭证 > API凭证”页面，在项目列表中查看项目ID。

图 6-1 查看项目 ID

说明

多项目时，展开“所属区域”，从“项目ID”列获取子项目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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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鼠标悬停在右上角的用户名，在下拉列表中单击“我的凭证”。

进入“我的凭证 > API凭证”页面，即可查看帐号ID。

图 6-2 获取帐号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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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文档修订记录

文档修订记录累积了每次文档更新的说明。最新版本的文档包含以前所有文档版本的
更新内容。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第二十二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删除请求参数X-Language参数。

2023-05-19

第二十一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查询模板列表接口请求参数更新。

2023-05-08

第二十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接口参数描述优化。

2023-05-05

第十九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 新增新版模板相关接口。

● 新增基于模板创建流水线接口。

2023-04-21

第十八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 批量获取流水线状态功能介绍优化。

● 获取流水线状态/获取流水线执行详情功能介绍
优化。

2023-04-04

第十七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更新接口请求示例和响应示例。

2023-03-07

第十六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 新增新版流水线相关接口。

● 新增八个错误码。

2023-02-24

第十五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下线四个接口：创建流水线、编辑流水线、执行流
水线和Webhook触发流水线。

2022-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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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第十四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新增接口：创建流水线、编辑流水线、执行流水线
和Webhook触发流水线。

2022-11-08

第十三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下线资源池管理相关接口：register注册Slave接口
和Agent状态查询。

2022-09-20

第十二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补充接口请求示例和响应示例。

2022-09-13

第十一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 查询模板列表(待下线)接口新增带下线标记。

● 查询模板详情(待下线)接口新增带下线标记。

● 基于模板快速创建流水线及流水线内任务(待下
线)接口新增带下线标记。

● 检查流水线创建状态(待下线)接口新增带下线标
记。

2022-05-18

第十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 更新批量获取流水线状态响应参数。

● 更新获取流水线状态响应参数。

● 更新获取项目下流水线执行状况响应参数。

2021-03-16

第九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 更新基于模板快速创建流水线及流水线内任务请
求参数。

● 更新批量获取流水线状态请求参数。

2021-09-27

第八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 新增接口获取流水线列表。

● 更新查询模板列表响应参数。

● 更新查询模板详情响应参数。

● 更新基于模板快速创建流水线及流水线内任务请
求参数及响应参数。

2021-07-27

第七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 更新查询模板列表响应参数。

● 更新查询模板详情响应参数。

● 更新基于模板快速创建流水线及流水线内任务请
求参数。

2021-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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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第六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 新增接口批量获取流水线状态。

● 新增接口获取项目下流水线执行状况。

● 更新查询模板详情响应参数。

2021-05-27

第五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 更新接口基于模板快速创建流水线及流水线内任
务，请求示例新增flow、workflow、states参
数。

2020-12-31

第五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 更新接口查询模板列表，优化响应参数region描
述信息。

● 更新接口查询模板详情，去掉响应参数
template_url。

2020-12-01

第四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 新增应用示例。

● 更新接口，并增加历史API。
– 更新接口启动流水线，并将旧接口保存至历

史API。
– 更新接口获取流水线状态，并将旧接口保存

至历史API。

2020-09-02

第三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 新增接口查询模板列表。

● 新增接口查询模板详情。

● 新增接口基于模板快速创建流水线及流水线内任
务。

● 新增接口检查流水线创建状态。

● 新增接口删除流水线。

● 更新接口启动流水线。

● 更新接口获取流水线状态。

2020-07-24

第二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切换新模板，新增如下接口。

● 新增接口启动流水线。

● 新增接口停止流水线。

● 新增接口获取流水线状态。

● 新增接口：register注册Slave接口。

● 新增接口：Agent状态查询。

2020-06-20

第一次正式发布。 2020-03-03

流水线
API 参考 7 文档修订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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