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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前必读

1.1 概述
欢迎使用可信智能计算服务TICS（ Trusted Intelligent Computing Service ）。可信智
能计算服务TICS打破数据孤岛，在数据隐私保护的前提下，实现行业内部、各行业间
的多方数据联合分析和联邦计算。TICS基于安全多方计算MPC、区块链等技术，实现
了数据在存储、流通、计算过程中端到端的安全和可审计，推动了跨行业的可信数据
融合和协同。

您可以使用本文档提供的API对TICS的各组件进行相关操作，如新建联邦分析作业、执
行作业等。支持的全部操作请参见API概览。

在调用可信智能计算服务TICS API之前，请确保已经充分了解可信智能计算服务TICS
相关概念，详细信息请参见产品介绍。

1.2 调用说明
可信智能计算服务TICS提供了REST（Representational State Transfer）风格API，支
持您通过HTTPS请求调用。详情请参见如何调用API。

1.3 基本概念
● 帐号

用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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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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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进行日常管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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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项目ID下，您可以查看项目ID和帐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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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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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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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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项目 ID

获取项目 ID
项目ID表示租户的资源，帐号ID对应当前帐号。用户可在对应页面下查看不同Region
对应的项目ID和帐号ID。

1. 注册并登录管理控制台。

2. 在用户名的下拉列表中单击“我的凭证”。

3. 在“API凭证”页面，查看帐号名和帐号ID，在项目列表中查看项目ID。

调用 API 获取项目 ID
项目ID可以通过调用IAM服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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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应示例如下，其中projects下的“id”即为项目ID。当返回多个id，请依据实际的区
域（name）获取。

{
    "projects": [
        {
            "domain_id": "65382450e8f64ac0870cd180d14e684b",
            "is_domain": false,
            "parent_id": "65382450e8f64ac0870cd180d14e684b",
            "name": "region-name",
            "description": "",
            "links": {
                "next": null,
                "previous": null,
                "self": "https://www.example.com/v3/projects/a4a5d4098fb4474fa22cd05f897d6b99"
            },
            "id": "a4a5d4098fb4474fa22cd05f897d6b99",
            "enabled": true
        }
    ],
    "lin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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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t": null,
        "previous": null,
        "self": "https://www.example.com/v3/projects"
    }
}

1.5 终端节点 Endpoint

获取终端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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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信智能计算服务的终端节点Endpoint构造规则如下，请您根据业务需要选择对应区
域的终端节点。

表 1-1 可信智能计算服务 Endpoint

区域名称 区域ID 终端节点（Endpoint） 协议类型

华北-北京二 cn-north-2 tics.cn-north-2.myhuaweicloud.com HTTPS

华北-北京四 cn-north-4 tic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HTTPS

华北-乌兰察
布一

cn-north-5 tics.cn-north-5.myhuaweicloud.com HTTPS

可信智能计算服务
API 参考 1 使用前必读

文档版本 01 (2023-05-1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



2 API 概览

TICS提供的接口为符合RESTful API设计规范的自研接口。通过TICS的自研接口，您可
以完整使用TICS的所有功能。

表 2-1 TICS 接口说明

类型 API 说明

统计信息管理 查询租户下统计信
息

本接口用于查询租户下统计信息。

数据集统计 本接口用于数据集统计。

作业统计 本接口用于作业统计。

合作方统计 本接口用于合作方统计。

联盟管理 获取联盟列表 本接口用于获取联盟列表。

获取联盟组员信息 本接口用于获取联盟组员信息。

查询通知管理列表 本接口用于查询通知管理列表。

开启审批 本接口用于开启审批。

获取联盟详细信息 本接口用于获取联盟详细信息。

更新联盟信息 本接口用于更新联盟信息。

查询联盟节点列表 本接口用于查询联盟节点列表。

可信节点管理 获取计算节点列表 本接口用于获取计算节点列表。

获取计算节点详细
信息

本接口用于获取计算节点详细信
息。

数据集管理 查询联盟已注册数
据集列表

本接口用于查询联盟已注册数据集
列表。

联邦分析作业管理 查询联邦分析作业
列表

本接口用于查询联邦分析作业列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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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API 说明

联邦学习作业管理 查询联邦学习作业
列表

本接口用于查询联邦学习作业列
表。

作业实例管理 查询作业的历史实
例列表

本接口用于查询作业的历史实例列
表。

获取实例执行图 本接口用于获取实例执行图。

查询实例执行报告 本接口用于查询实例执行报告。

审计日志管理 查询审计日志 本接口用于查询审计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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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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为例说明如
何调用API。该API获取用户的Token，Token是用户的访问令牌，承载身份与权限信
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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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 URI 中的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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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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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服务的Endpoint您可以从终端节点Endpoint获
取。

例如IAM服务在“华北-北京四”区域的Endpoint为“iam.cn-
north-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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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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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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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区域的Token，则需使用“华北-北京四”区域
的Endpoint（iam.cn-north-4.myhuaweicloud.com），并在获取用户Token的URI部
分找到resource-path（/v3/auth/tokens），拼接起来如下所示。

https://iam.cn-north-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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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2 HTTP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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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M的获取用户Token接口的URI部分，您可以看到其请求方法为“POST”，则其
请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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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https://iam.cn-north-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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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的公共请求消息头字段请参见表3-3。

表 3-3 公共请求消息头

名称 描述 是否必选 示例

Content-
Type

消息体的类型（格式），默
认取值为“application/
json”。

如果请求消息体中含有中文
字符，则还需要通过
charset=utf8指定中文字符
集。

是 application/
json;charset=utf8

Content-
Length

请求body长度，单位为
Byte。

否 3495

X-
Languag
e

请求语言 否 en_us

X-
Project-
Id

project id，项目编号。请参
考项目ID章节获取项目编
号。

否 e9993fc787d94b6
c886cbaa340f9c0f
4

X-Auth-
Token

用户Token。
用户Token也就是调用获取
用户Token接口的响应值，
因此调用该接口时，不用填
写本字段。

请求响应成功后在响应消息
头中包含的“X-Subject-
Token”的值即为Token值。

使用Token认证时
该字段必选。

注：以下仅为
Token示例片段

MIIPAgYJKoZIhvc
NAQcCo...ggg1BBI
INPXsidG9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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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yhuaweicloud.com/v3/auth/tokens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请求消息体

该部分可选。请求消息体通常以结构化格式（如JSON或X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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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请求消息体中的参数支持中
文，则中文字符必须为UTF-8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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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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获取方法请参见项目ID。

说明

scope参数定义了Token的作用域，上面示例中获取的Token仅能访问project下的资源。您还可
以设置Token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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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yhuaweicloud.com/v3/auth/tokens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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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认证鉴权
调用接口提供如下认证方式。

● Token认证：通过Token认证通用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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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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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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d": "xxxxxxxxxxxxxxxxxx" 
            } 
        } 
    } 
}

获取Token后，再调用其他接口时（以数据开发组件的“查询连接列表”接口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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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yhuaweicloud.com/v1/{project_id}/conn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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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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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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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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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获取用户 Token 响应消息头

响应消息体（可选）

该部分可选。响应消息体通常以结构化格式（如JSON或X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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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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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信智能计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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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用示例

本节通过cURL方式调用TICS API，获取TICS相关资源信息为例，介绍使用TICS管控面
API的基本流程。另TICS业务功能类API调用可参见用户指南中-节点侧API参考

1. 获取用户token
获取用户的token，因为在后续的请求中需要将token放到请求消息头中作为认
证。

2. 获取联盟列表

获取调用后续接口参数信息，例如可信节点id。

准备数据

在调用API之前(分析类型)，您需要准备如下数据。

表 4-1 准备数据

数据项 名称 说明 样例

云账户信息 项目名 TICS所属的项目名。 Project Name

项目ID TICS所属的项目ID。 1551c7f6c808414d8e9
f3c514a170f2e

账户名 用户所属的企业帐户名
称。

Account Name

用户名 使用云服务的用户名，
该用户需要拥有TICS的
操作权限。

Username

密码 用户密码。 password

Endpoint IAM的
Endp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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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point您可以从终端
节点Endpoint获取。

iam_endpoint

TICS的
Endpoint

tics_end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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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用户 token
调用获取用户TokenAPI获取token。

1. 调用其他API前，需要获取token，并设置成环境变量。
curl -H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https://{iam_endpoint}/v3/auth/tokens -X POST -d '
{
    "auth": {
        "identity": {
            "methods": [
                "password"
            ],
            "password": {
                "user": {
                    "name": "Username",
                    "password": "password",
                    "domain": {
                        "name": "Account Name"
                    }
                }
            }
        },
        "scope": {
            "project": {
                "id": "1551c7f6c808414d8e9f3c514a170f2e"
            }
        }
    }
}
' -v -k

响应Header中“X-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
X-Subject-Token:MIIDkgYJKoZIhvcNAQcCoIIDgzCCA38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XXXXX...

2. 使用如下命令将token设置为环境变量，方便后续事项。
export Token = MIIDkgYJKoZIhvcNAQcCoIIDgzCCA38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XXXXX...

获取联盟列表

1.调用获取联盟列表API获取联盟列表信息：
curl -X GET -H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H "X-Auth-Token:$Token" https://
{tics_endpoint}/v1/1551c7f6c808414d8e9f3c514a170f2e/league-info -k -v

2.查看联盟查询结果，成功响应如下：

{ 
  "total" : 1, 
  "lists" : [ { 
    "id" : "ef73b252a0ad4b5db21a12c40a413b2f", 
    "name" : "test", 
    "partners" : 3, 
    "league_status" : "NORMAL", 
    "type" : "OWNER", 
    "creator_id" : "098593b08f00d2a34f64c004408b64bc", 
    "creator_name" : "user01", 
    "create_time" : 1665215103413, 
    "create_date" : "2022-10-08T07:45:03.413+00:00", 
    "expire_time" : 0, 
    "version" : "1.15.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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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PI

5.1 统计信息管理

5.1.1 查询租户下统计信息

功能介绍

查询当前租户的联盟及代理统计数量

URI

GET /v1/{project_id}/overview/statistics

表 5-1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请求参数

表 5-2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凭证

Content-Type 是 String 消息体的类型（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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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5-3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agent_cnt Long 可信节点数

instance_cnt Long 作业执行历史数

league_cnt Long 有效联盟数

notice_to_han
dle_cnt

Long 待处理消息通知数

 

状态码： 500

表 5-4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请求示例

获取租户统计信息

get /v1/{project_id}/overview/statistics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获取租户统计信息成功

{
  "agent_cnt" : 2,
  "instance_cnt" : 2,
  "league_cnt" : 1,
  "notice_to_handle_cnt" : 0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获取租户统计信息成功

500 获取租户统计信息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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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5.1.2 数据集统计

功能介绍

用户可以使用该接口进行联盟数据集统计。

URI

GET /v1/{project_id}/leagues/{league_id}/datasets-statistics

表 5-5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league_id 是 String 联盟id，最大32位，字母和数字
组成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最大32位，字母和数字
组成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表 5-6 Quer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start_date 否 String 开始日期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end_date 否 String 结束日期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请求参数

表 5-7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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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Content-Type 是 String 消息体的类型（格式）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5-8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数组元素] Array of
LeagueDatas
etStatisticsV
o objects

数据集统计信息

 

表 5-9 LeagueDatasetStatisticsV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dataset_doma
in_alias

String 参与方别名

dataset_doma
in_name

String 参与方租户名称

dataset_id String 数据集id

dataset_interc
ept_cnt

Long 数据集拦截次数

dataset_name String 数据集名称

dataset_use_c
nt

Long 数据集使用次数

 

状态码： 401

表 5-10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状态码：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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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状态码： 500

表 5-12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请求示例

数据集统计

get /v1/{project_id}/leagues/{league_id}/datasets-statistics?start_date=2023-04-17&end_date=2023-04-23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数据集统计信息

[ {
  "dataset_id" : "fc072100587a4d97b49e949aa0db15ea",
  "dataset_name" : "autotest_tfdata2_zx_guest",
  "dataset_use_cnt" : 108,
  "dataset_intercept_cnt" : 0,
  "dataset_domain_name" : "user1",
  "dataset_domain_alias" : "dayu002"
}, {
  "dataset_id" : "98da677393984e9cb250cf16090bd085",
  "dataset_name" : "autotest_tfdata_zx_host",
  "dataset_use_cnt" : 107,
  "dataset_intercept_cnt" : 0,
  "dataset_domain_name" : "user2",
  "dataset_domain_alias" : "league_creator"
}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数据集统计信息

401 操作无权限

403 Forbid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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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描述

500 内部服务器错误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5.1.3 作业统计

功能介绍

功能描述：用户可以使用该接口进行联盟作业统计。

URI

GET /v1/{project_id}/leagues/{league_id}/jobs-statistics

表 5-13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league_id 是 String 联盟id，最大32位，字母和数字
组成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最大32位，字母和数字
组成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表 5-14 Quer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start_date 否 String 开始日期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end_date 否 String 结束日期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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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表 5-15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凭证

Content-Type 是 String 消息体的类型（格式）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5-16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job_cnt Long 作业数量统计

job_ins_cnt Long 作业实例次数

job_ins_fail_cn
t

Long 作业实例失败次数

job_ins_interc
ept_cnt

Long 作业实例拦截次数

job_ins_succes
s_cnt

Long 作业实例成功次数

 

状态码： 401

表 5-17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状态码： 403

表 5-18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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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码： 404

表 5-19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状态码： 500

表 5-20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请求示例

作业统计

get /v1/{project_id}/leagues/{league_id}/jobs-statistics?start_date=2023-04-17&end_date=2023-04-23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作业统计信息

{
  "job_cnt" : 3,
  "job_ins_cnt" : 232,
  "job_ins_success_cnt" : 209,
  "job_ins_fail_cnt" : 23,
  "job_ins_intercept_cnt" : 0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作业统计信息

401 操作无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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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描述

403 Forbidden

404 Not Found

500 内部服务器错误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5.1.4 合作方统计

功能介绍

功能描述：用户可以使用该接口进行联盟合作方统计。

URI
GET /v1/{project_id}/leagues/{league_id}/partners-statistics

表 5-21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league_id 是 String 联盟id，最大32位，字母和数字
组成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最大32位，字母和数字
组成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表 5-22 Quer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start_date 否 String 开始日期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end_date 否 String 结束日期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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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表 5-23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凭证

Content-Type 是 String 消息体的类型（格式）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5-24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数组元素] Array of
LeaguePartn
erStatisticsV
o objects

合作方信息统计

 

表 5-25 LeaguePartnerStatisticsV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partner_acces
s_cnt

Long 合作方访问次数

partner_doma
in_alias

String 租户别名

partner_doma
in_name

String 租户名

partner_job_c
nt

Long 作业总数

partner_job_in
s_cnt

Long 实例总数

partner_job_in
s_fail_cnt

Long 实例失败数

partner_job_in
s_intercept_cn
t

Long 实例拦截数

partner_job_in
s_success_cnt

Long 实例成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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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401

表 5-26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状态码： 403

表 5-27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状态码： 500

表 5-28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请求示例

合作方统计

get /v1/{project_id}/leagues/{league_id}/partners-statistics?start_date=2023-04-17&end_date=2023-04-23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合作方信息统计

[ {
  "partner_domain_name" : "user1",
  "partner_domain_alias" : "dayu002",
  "partner_access_cnt" : 193,
  "partner_job_cnt" : 0,
  "partner_job_ins_cnt" : 3,
  "partner_job_ins_success_cnt" : 3,
  "partner_job_ins_fail_cnt" : 0,
  "partner_job_ins_intercept_cnt" : 0
}, {
  "partner_domain_name" : "use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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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ner_domain_alias" : "league_creator",
  "partner_access_cnt" : 230,
  "partner_job_cnt" : 3,
  "partner_job_ins_cnt" : 229,
  "partner_job_ins_success_cnt" : 206,
  "partner_job_ins_fail_cnt" : 23,
  "partner_job_ins_intercept_cnt" : 0
}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合作方信息统计

401 操作无权限

403 Forbidden

500 内部服务器错误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5.2 联盟管理

5.2.1 获取联盟列表

功能介绍

功能描述：用户可以使用该接口获取联盟列表。

URI
GET /v1/{project_id}/league-info

表 5-29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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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0 Quer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limit 是 Integer 每页记录数

最小值：0
最大值：100

offset 是 Integer 记录数偏移量

最小值：0
最大值：2147483647

type 是 String 查询的联盟类型，owned:创建
者，participativenormal:参与
者

枚举值：

● owned
● participativenormal

 

请求参数

表 5-31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凭证

Content-Type 是 String 消息体的类型（格式）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5-32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lists Array of
TicsLeagueLi
stVo objects

实例集合

total Long 总记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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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3 TicsLeagueListV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bcs_channel_n
ame

String BCS通道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bcs_ip String BCS浏览器ip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bcs_org_name String BCS组织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block_chain_i
d

String BCS服务实例ID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64

block_chain_n
ame

String BCS服务实例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create_date String 创建日期

create_time Long 创建时间

creator_id String 创建人id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creator_nam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expire_time Long 过期时间

id String 联盟id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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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league_status String 联盟状态,CREATING.创建中,CREATE_FAILED.创
建失败,NORMAL.正常,UPDATING.升级
中,UPDATE_FAILED.升级失败,ROLLING.回滚
中,ROLL_FAILED.回滚失败,DELETING.删除
中,DELETE_FAILED.删除失败,DELETED.已删除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枚举值：

● CREATE_FAILED
● CREATING
● DELETED
● DELETE_FAILED
● DELETING
● NORMAL
● ROLLING
● ROLL_FAILED
● UPDATE_FAILED
● UPDATING

name String 联盟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partners Long 联盟成员数

type String 参与类型,OWNER.所有者,PARTNER.参与者

枚举值：

● OWNER
● PARTNER

version String 联盟版本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状态码： 500

表 5-34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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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获取节点列表信息

get /v1/{project_id}/league-info?type=owned&limit=10&offset=0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
  "total" : 1,
  "lists" : [ {
    "id" : "ef73b252a0ad4b5db21a12c40a413b2f",
    "name" : "test",
    "partners" : 3,
    "league_status" : "NORMAL",
    "type" : "OWNER",
    "creator_id" : "098593b08f00d2a34f64c004408b64bc",
    "creator_name" : "user01",
    "create_time" : 1665215103413,
    "create_date" : "2022-10-08T07:45:03.413+00:00",
    "expire_time" : 0,
    "version" : "1.15.1"
  } ]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500 获取节点列表失败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5.2.2 获取联盟组员信息

功能介绍

功能描述：用户可以使用该接口获取联盟组员信息

URI
GET /v1/{project_id}/leagues/{league_id}/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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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5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league_id 是 String 联盟ID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表 5-36 Quer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limit 是 Integer 每页记录数

最小值：0
最大值：100

offset 是 Integer 记录数偏移量

最小值：0
最大值：2147483647

 

请求参数

表 5-37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凭证

Content-Type 是 String 消息体的类型（格式）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5-38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lists Array of
TicsLeaguePa
rtnerVo
objects

实例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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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otal Long 总记录数

 

表 5-39 TicsLeaguePartnerV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id String 联盟合作方Id

partner_doma
in_alias

String 联盟合作方别名

partner_doma
in_name

String 联盟合作方租户名

partner_status String 联盟合作方状态

 

状态码： 500

表 5-40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请求示例

获取联盟组员信息

get /v1/{project_id}/leagues/{league_id}/partners?offset=0&limit=10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获取联盟组员信息成功

{
  "total" : 3,
  "lists" : [ {
    "id" : "8e06e2722ef54f67a8b42e9609f3cf04",
    "partner_domain_name" : "user1",
    "partner_domain_alias" : "dayu003",
    "partner_status" : "JOINED"
  }, {
    "id" : "2820810528fc4f1ba7eda2ae2de0a119",
    "partner_domain_name" : "user2",
    "partner_domain_alias" : "tics02",
    "partner_status" : "JOINED"
  }, {
    "id" : "351bbd7f60e54c9d93d1a4e0b1a099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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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ner_domain_name" : "user2",
    "partner_domain_alias" : "league_creator",
    "partner_status" : "JOINED"
  } ]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获取联盟组员信息成功

500 获取联盟组员信息失败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5.2.3 查询通知管理列表

功能介绍

功能描述：用户可以使用该接口查询通知管理列表。

URI

GET /v1/{project_id}/notices

表 5-41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表 5-42 Quer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limit 是 Integer 每页记录数

最小值：0
最大值：100

offset 是 Integer 记录数偏移量

最小值：0
最大值：214748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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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表 5-43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凭证

Content-Type 是 String 消息体的类型（格式）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5-44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lists Array of
TicsApproveL
ogVo objects

实例集合

total Long 总记录数

 

表 5-45 TicsApproveLogV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create_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creator_id String 创建者Id

creator_name String 创建者名称

domain_alias String 租户别名

domain_name String 租户名称

league TicsLeagueN
oticeVo
object

联盟信息

league_id String 联盟Id

league_name String 联盟名称

partner_id String 联盟参与方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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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partner_status String 联盟参与方状态，JOINED.已加入，
JOIN_PENDING_APPROVAL.待审核，
JOIN_REJECTED.拒绝加入，QUIT.已退出

枚举值：

● JOINED
● JOIN_PENDING_APPROVAL
● JOIN_REJECTED
● QUIT

partners Array of
TicsLeaguePa
rtnerVo
objects

联盟合作方信息

update_id String 更新者Id

update_name String 更新者名称

update_time String 更新时间

 

表 5-46 TicsLeagueNoticeV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bcs_channel_n
ame

String BCS通道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bcs_ip String BCS浏览器ip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bcs_org_name String BCS组织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block_chain_i
d

String BCS服务实例ID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64

block_chain_n
ame

String BCS服务实例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create_time Long 创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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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creator_nam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description String 描述信息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512

expire_time Long 过期时间

id String 联盟id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name String 联盟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partners Long 联盟成员数

 

表 5-47 TicsLeaguePartnerV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id String 联盟合作方Id

partner_doma
in_alias

String 联盟合作方别名

partner_doma
in_name

String 联盟合作方租户名

partner_status String 联盟合作方状态

 

状态码： 500

表 5-48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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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查询通知管理列表

get /v1/{project_id}/notices?limit=10&offset=0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OK

{
  "total" : 1,
  "lists" : [ {
    "league" : {
      "id" : "ef73b252a0ad4b5db21a12c40a413b2f",
      "name" : "1.14.1升级验证",
      "partners" : 0,
      "creator_name" : "user01",
      "create_time" : 0,
      "expire_time" : 0
    },
    "partners" : [ {
      "id" : "2820810528fc4f1ba7eda2ae2de0a119",
      "partner_domain_name" : "user02",
      "partner_domain_alias" : "tics02",
      "partner_status" : "JOINED"
    }, {
      "id" : "351bbd7f60e54c9d93d1a4e0b1a099bc",
      "partner_domain_name" : "user01",
      "partner_domain_alias" : "league_creator",
      "partner_status" : "JOINED"
    }, {
      "id" : "8e06e2722ef54f67a8b42e9609f3cf04",
      "partner_domain_name" : "user03",
      "partner_domain_alias" : "dayu003",
      "partner_status" : "JOINED"
    } ],
    "league_id" : "ef73b252a0ad4b5db21a12c40a413b2f",
    "league_name" : "1.14.1升级验证",
    "partner_id" : "098593b06a80d2a30f5fc004c28f6da0",
    "domain_name" : "user01",
    "domain_alias" : "league_creator",
    "partner_status" : "JOINED",
    "creator_id" : "098593b08f00d2a34f64c004408b64bc",
    "creator_name" : "user01",
    "create_time" : "2022-10-08T08:00:55.000+00:00",
    "update_time" : "2022-10-08T08:00:55.000+00:00",
    "update_name" : "user01"
  } ]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OK

500 获取节点列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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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5.2.4 获取联盟详细信息

功能介绍

功能描述：用户可以使用该接口获取联盟详细信息。

URI
GET /v1/{project_id}/leagues/{league_id}

表 5-49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league_id 是 String 联盟id，最大32位，字母和数字
组成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最大32位，字母和数字
组成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请求参数

表 5-50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凭证

Content-Type 是 String 消息体的类型（格式）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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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1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bcs_channel_n
ame

String BCS通道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bcs_ip String BCS浏览器ip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bcs_org_name String BCS组织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block_chain_i
d

String BCS服务实例ID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64

block_chain_n
ame

String BCS服务实例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create_date String 创建日期

create_time Long 创建时间

creator_id String 创建人id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creator_nam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description String 描述信息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512

dp_enabled Boolean 是否开启差分隐私

expire_time Long 过期时间

id String 联盟id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is_access_cont
rol

Boolean 是否开启访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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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is_need_appro
val

Boolean 是否开启审批

league_status String 联盟状态，CREATE_FAILED.创建失败，
CREATING.创建中，DELETED.已删除，
DELETE_FAILED.删除失败，DELETING.删除中，
NORMAL.正常，ROLLING.回滚中，
ROLL_FAILED.回滚失败，UPDATE_FAILED.升级
失败，UPDATING.升级中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枚举值：

● CREATE_FAILED
● CREATING
● DELETED
● DELETE_FAILED
● DELETING
● NORMAL
● ROLLING
● ROLL_FAILED
● UPDATE_FAILED
● UPDATING

name String 联盟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partners Long 联盟成员数

privacy_protec
tion_type

String 隐私保护级别，STANDARD.标准,HIGH.高
枚举值：

● HIGH
● STANDARD

type String 参与类型，OWNER.所有者,PARTNER.参与者

枚举值：

● OWNER
● PARTNER

version String 联盟版本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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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401

表 5-52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状态码： 403

表 5-53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状态码： 500

表 5-54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请求示例

获取联盟详细信息

get /v1/{project_id}/leagues/{league_id}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获取联盟详细信息

{
  "id" : "ef73b252a0ad4b5db21a12c40a413b2f",
  "name" : "1.14.1升级验证",
  "description" : "jj",
  "partners" : 3,
  "league_status" : "NORMAL",
  "type" : "OWNER",
  "creator_id" : "098593b08f00d2a34f64c004408b64bc",
  "creator_name" : "user2",
  "create_time" : 1665216188000,
  "create_date" : "2022-10-08T08:03:08.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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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ire_time" : 0,
  "is_access_control" : false,
  "is_need_approval" : true,
  "privacy_protection_type" : "HIGH",
  "version" : "1.15.1",
  "dp_enabled" : true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获取联盟详细信息

401 操作无权限

403 Forbidden

500 内部服务器错误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5.2.5 更新联盟信息

功能介绍

功能描述：用户可以使用接口更新联盟信息（包含联盟描述，联盟版本，隐私保护等
级，查分隐私开关）。

URI

PUT /v1/{project_id}/leagues/{league_id}

表 5-55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最大32位，字母和数字
组成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league_id 是 String 联盟id，最大32位，字母和数字
组成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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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表 5-56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凭证

Content-Type 是 String 消息体的类型（格式）

 

表 5-57 请求 Bod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description 否 String 描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512

dp_enabled 否 Boolean 差分隐私开关

privacy_protec
tion_type

否 String 隐私保护类别，HIGH.高，
STANDARD.标准

枚举值：

● HIGH
● STANDARD

 

响应参数

状态码： 401

表 5-58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状态码： 403

表 5-59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可信智能计算服务
API 参考 5 API

文档版本 01 (2023-05-1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42



状态码： 500

表 5-60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请求示例

更新联盟信息

put /v1/{project_id}/leagues/{league_id}

{
  "description" : "测试联盟",
  "privacy_protection_type" : "STANDARD",
  "dp_enabled" : true
}

响应示例

无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更新联盟信息成功

401 操作无权限

403 Forbidden

500 内部服务器错误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5.2.6 查询联盟节点列表

功能介绍

功能描述：用户可以使用该接口查询联盟可信节点（包含聚合节点和计算节点）列
表。

URI

GET /v1/{project_id}/leagues/{league_id}/n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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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1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最大32位，字母和数字
组成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league_id 是 String 联盟id，最大32位，字母和数字
组成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表 5-62 Quer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offset 是 Integer 记录数偏移量

最小值：0
最大值：2147483647

limit 是 Integer 每页记录数，取值0-100
最小值：0
最大值：100

 

请求参数

表 5-63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凭证

Content-Type 是 String 消息体的类型（格式）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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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4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lists Array of
TicsTrustInfo
Vo objects

实例集合

total Long 总记录数

 

表 5-65 TicsTrustInfoV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create_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ha_mode String 主备模式，ACTIVE.主，STANDBY.备
枚举值：

● ACTIVE
● STANDBY

ne_deploy_typ
e

String 网元部署类型，CCE.容器集群部署，IEF.边缘部署

枚举值：

● CCE
● IEF

ne_node_type String 节点类型,AGENT.计算节点，AGG.聚合节点，
AGG_MANAGER.聚合器管理节点,SERVER.控制节
点

枚举值：

● AGENT
● AGG
● AGG_MANAGER
● SERVER

ne_status String 网元状态，INIT.初始化,UNKNOWN.未
知,OFFLINE.离线,ONLINE.在线,FAULT.故
障,TRUSTING.互信中,TRUST.已互信

枚举值：

● FAULT
● INIT
● OFFLINE
● ONLINE
● TRUST
● TRUSTING
● 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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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node_id String 节点id

node_name String 节点名称

partner_alias String 合作方别名

update_time String 更新时间

 

状态码： 401

表 5-66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状态码： 403

表 5-67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状态码： 404

表 5-68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状态码： 500

表 5-69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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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示例

查询联盟节点列表

get /v1/{project_id}/leagues/{league_id}/nodes?offset=0&limit=10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查询联盟网元信息

{
  "total" : 5,
  "lists" : [ {
    "node_id" : "4ad46f57d7d94772a7b8bc9ea498140c",
    "node_name" : "agent_4637",
    "ne_node_type" : "AGENT",
    "ne_deploy_type" : "CCE",
    "ne_status" : "TRUST",
    "update_time" : "2022-11-09T14:33:29.000+00:00",
    "partner_alias" : "tics02",
    "create_time" : "2022-11-09T14:33:21.000+00:00"
  }, {
    "node_id" : "1258f54f3f044a77b1727844ded89e72",
    "node_name" : "100.93.6.52",
    "ne_node_type" : "AGG",
    "ne_deploy_type" : "CCE",
    "ne_status" : "TRUST",
    "update_time" : "2022-11-08T14:30:51.000+00:00",
    "create_time" : "2022-11-08T14:30:51.000+00:00"
  }, {
    "node_id" : "5f9e5414b4fb4e8fae80857a65807eb1",
    "node_name" : "10.247.117.119",
    "ne_node_type" : "AGG_MANAGER",
    "ne_deploy_type" : "CCE",
    "ne_status" : "INIT",
    "update_time" : "2022-11-06T11:42:41.000+00:00",
    "create_time" : "2022-11-06T11:42:41.000+00:00",
    "ha_mode" : "STANDBY"
  }, {
    "node_id" : "8e8d878701c747dda739c37273d3d712",
    "node_name" : "100.93.6.52",
    "ne_node_type" : "AGG",
    "ne_deploy_type" : "CCE",
    "ne_status" : "TRUST",
    "update_time" : "2022-11-06T11:42:33.000+00:00",
    "create_time" : "2022-11-06T11:42:33.000+00:00"
  }, {
    "node_id" : "2ec9ac500b2740ee8bdd95e7da9e94f4",
    "node_name" : "10.247.118.105",
    "ne_node_type" : "AGG_MANAGER",
    "ne_deploy_type" : "CCE",
    "ne_status" : "TRUST",
    "update_time" : "2022-11-05T12:32:01.000+00:00",
    "create_time" : "2022-11-05T11:15:08.000+00:00",
    "ha_mode" : "ACTIV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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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查询联盟网元信息

401 操作无权限

403 Forbidden

404 Not Found

500 内部服务器错误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5.3 可信节点管理

5.3.1 获取计算节点列表

功能介绍

功能描述：用户可以使用该接口获取可信节点信息列表。支持节点名称与联盟名称的
模糊查询。

URI

GET /v1/{project_id}/agents

表 5-70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表 5-71 Quer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limit 是 Integer 每页记录数

最小值：0
最大值：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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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offset 是 Integer 记录数偏移量

最小值：0
最大值：2147483647

agent_name 否 String 可信节点名称

league_name 否 String 联盟名称

 

请求参数

表 5-72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凭证

Content-Type 是 String 消息体的类型（格式）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5-73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lists Array of
AgentListVo
objects

实例集合

total Long 总记录数

 

表 5-74 AgentListV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agent_id String 可信节点id

agent_name String 可信节点名称

create_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creator_domai
n_id

String 创建者租户id

creator_user_
name

String 创建者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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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deploy_status String 部署状态 ABNORMAL.正常,RESTARTING.重启
中,RESTART_FAILED.重启失败，ROLLBACKING.
回滚中，STARTING.启动中，DEPLOYING.创建
中,DEPLOY_FAILED.创建失败,DEPLOY_SUCCESS.
创建成功,RUNNING.运行中,DELETING.删除
中,DELETE_FAILED.删除失败,DELETE_SUCCESS.
删除成功,UPGRADING.升级
中,UPGRADE_FAILED.升级失败,ROLLBACK.回退
中,ROLLBACK_FAILED.回退失败,SUCCESS.成
功,FAILED.失败,TO_START.待开始,IN_PROGRESS.
进行中

枚举值：

● ABNORMAL
● DELETE_FAILED
● DELETE_SUCCESS
● DELETING
● DEPLOYING
● DEPLOY_FAILED
● DEPLOY_SUCCESS
● FAILED
● IN_PROGRESS
● RESTARTING
● RESTART_FAILED
● ROLLBACK
● ROLLBACKING
● ROLLBACK_FAILED
● RUNNING
● STARTING
● SUCCESS
● TO_START
● UPGRADE_FAILED
● UPGRADING

deploy_type String 部署类型 CCE,IEF,EXTERNAL
枚举值：

● CCE
● EXTERNAL
● IEF

deployment_e
vent_informat
ion

String 部署事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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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nable_delete Boolean 是否可删除

enable_upgra
de

Boolean 是否可升级

image_version String 节点镜像版本

is_high_avail Boolean 节点是否高可用

league_id String 联盟ID

league_name String 联盟名称

league_versio
n

String 联盟版本

 

状态码： 500

表 5-75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请求示例

获取节点列表信息

get /v1/{project_id}/agents?offset=0&limit=10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查询节点列表成功

{
  "total" : 1,
  "lists" : [ {
    "highAvail" : false,
    "agent_id" : "22a38e92ef7e4284b666b2a14bc29462",
    "agent_name" : "agent_7819",
    "league_name" : "test",
    "image_version" : "1.15.1",
    "league_version" : "1.15.1",
    "league_id" : "ef73b252a0ad4b5db21a12c40a413b2f",
    "creator_user_name" : "user01",
    "creator_domain_id" : "098593b06a80d2a30f5fc004c28f6da0",
    "is_high_avail" : false,
    "deploy_type" : "CCE",
    "deploy_status" : "RUNNING",
    "create_time" : "2022-10-08T08:54:26.000+00:00",
    "enable_upgrade" :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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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loyment_event_information" : "Closing agent container",
    "enable_delete" : false
  } ]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查询节点列表成功

500 查询节点列表失败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5.3.2 获取计算节点详情信息

功能介绍

功能描述：用户可以使用该接口获取单个可信计算节点详情信息。

URI
GET /v1/{project_id}/agents/{agent_id}

表 5-76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agent_id 是 String 可信节点ID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请求参数

表 5-77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凭证

Content-Type 是 String 消息体的类型（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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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5-78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agent_deploy TicsAgentDe
ploy object

可信节点部署情况

agent_deploy
_bcs

TicsAgentDe
ployBcs
object

区块链相关信息

agent_deploy
_detail

TicsAgentDe
ployDetail
object

可信节点部署详情

agent_deploy
_nat

TicsAgentNat
CommonInfo
object

可信节点网关公共信息

agent_deploy
_node

TicsAgentNo
deInfo object

可信节点信息表

 

表 5-79 TicsAgentDeploy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agent_id String 可信节点Id

agent_name String 可信节点名称

aom_flag String 是否开启aom监控

bcs_flag String 是否使用区块链存证

cce_version String 可信节点使用cce集群的版本

create_time String 可信节点创建时间

creator_domai
n_id

String 可信节点创建者的租户Id

creator_id String 可信节点创建者的Id

creator_name String 可信节点创建者的名称

creator_projec
t_id

String 创建可信节点所在项目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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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deploy_status String 可信节点部署状态，ABNORMAL.正
常,RESTARTING.重启中,RESTART_FAILED.重启失
败，ROLLBACKING.回滚中，STARTING.启动
中，DEPLOYING.创建中,DEPLOY_FAILED.创建失
败,DEPLOY_SUCCESS.创建成功,RUNNING.运行
中,DELETING.删除中,DELETE_FAILED.删除失
败,DELETE_SUCCESS.删除成功,UPGRADING.升
级中,UPGRADE_FAILED.升级失败,ROLLBACK.回
退中,ROLLBACK_FAILED.回退失败,SUCCESS.成
功,FAILED.失败,TO_START.待开始,IN_PROGRESS.
进行中

枚举值：

● ABNORMAL
● DELETE_FAILED
● DELETE_SUCCESS
● DELETING
● DEPLOYING
● DEPLOY_FAILED
● DEPLOY_SUCCESS
● FAILED
● IN_PROGRESS
● RESTARTING
● RESTART_FAILED
● ROLLBACK
● ROLLBACKING
● ROLLBACK_FAILED
● RUNNING
● STARTING
● SUCCESS
● TO_START
● UPGRADE_FAILED
● UPGRADING

deploy_type String 可信节点部署类型，CCE.云容器集群，IEF.边缘容
器

枚举值：

● CCE
● IEF

deployment_e
vent_informat
ion

String 可信节点部署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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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high_avail String 可信节点是否高可用部署

image_id String 可信节点部署使用的镜像Id

image_version String 可信节点部署使用的镜像版本

league_id String 可信节点所在联盟的Id

league_name String 可信节点所在联盟的名称

league_region
_name

String 可信节点所在联盟的区域

league_versio
n

String 可信节点所在联盟的版本

nat_id String 可信节点使用的网关的Id

storage_moun
t_type

String 可信节点使用的存储方式，HOST_PATH.本地存
储，OBS.对象云存储，SFS_TURBO.极速文件存
储

枚举值：

● HOST_PATH
● OBS
● SFS_TURBO

 

表 5-80 TicsAgentDeployBcs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agent_id String 可信节点Id

bcs_ip String 区块链ip

block_chain_i
d

String 区块链Id

block_chain_n
ame

String 区块链名称

channel_nam
e

String 通道名称

org_name String 组织名称

org_name_ha
sh

String 组织名称的h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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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1 TicsAgentDeployDetail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agent_access_
address

String 可信节点访问地址

agent_id String 可信节点Id

cce_cluster_id String 可信节点所在cce集群的Id

cce_cluster_na
me

String 可信节点所在cce集群的名称

console_ip String 可信节点所在ip

console_port Integer 可信节点服务端口

host_path String 主机挂载路径，本地挂载才会有值

namespace_n
ame

String 命名空间名称

obs_pvc_nam
e

String 可信节点CCE部署场景，对象文件存储PVC

persistence_id String 持久化存储唯一标识

resource_spec
_code

String 代理部署规格

web_port Integer 可信节点访问端口

 

表 5-82 TicsAgentNatCommonInf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nat_id String 可信节点绑定的网关id

project_id String 项目id

subnet_id String 可信节点绑定的CCE集群所在子网id

vpc_id String 可信节点绑定的CCE集群所在虚拟私有云id

 

表 5-83 TicsAgentNodeInf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agent_id String 可信节点Id

ecs_server_id String 弹性云服务器Id，IEF部署同node_id

nat_eip String 可信节点绑定的网关的ip，CCE部署时会返回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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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nat_eip_id String 可信节点绑定的网关的ip的Id，CCE部署时会返回
该值

node_az String 弹性云服务器所在可用区，CCE部署时会返回该
值

node_id String 可信节点部署的虚机id，CCE部署情况返回CCE节
点ID。

node_ip String 弹性云服务器的私网ip

node_name String 弹性云服务器的名称

 

状态码： 500

表 5-84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请求示例

获取计算节点详情信息

GET /v1/{project_id}/agents/{agent_id}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获取计算节点详情信息成功

{
  "agent_deploy" : {
    "agent_id" : "22a38e92ef7e4284b666b2a14bc29462",
    "agent_name" : "agent_7819",
    "league_region_name" : "cn-north-4",
    "league_id" : "ef73b252a0ad4b5db21a12c40a413b2f",
    "league_name" : "test",
    "league_version" : "1.15.1",
    "image_id" : "115",
    "image_version" : "1.15.1",
    "creator_project_id" : "098593b07680d2a32f62c004a482da10",
    "creator_name" : "user01",
    "creator_id" : "098593b08f00d2a34f64c004408b64bc",
    "creator_domain_id" : "098593b06a80d2a30f5fc004c28f6da0",
    "create_time" : "2022-10-08T08:54:26.000+00:00",
    "storage_mount_type" : "OBS",
    "deploy_type" : "CCE",
    "deploy_status" : "RUNNING",
    "deployment_event_information" : "Closing agent container",
    "bcs_flag"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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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e_version" : "v1.19.10",
    "aom_flag" : 1,
    "nat_id" : "baedab5b-d120-43a6-b965-5b3d7e2deae5",
    "high_avail" : 0
  },
  "agent_deploy_detail" : {
    "agent_id" : "22a38e92ef7e4284b666b2a14bc29462",
    "namespace_name" : "default",
    "resource_spec_code" : "agent.middle",
    "cce_cluster_id" : "233ac994-46e7-11ed-9162-0255ac100b09",
    "cce_cluster_name" : "tics-agent-22a38e92ef7e4284b666b2a14bc29462",
    "console_ip" : "100.85.116.131",
    "web_port" : 30964,
    "console_port" : 30912,
    "obs_pvc_name" : "cce-obs-22a38e92ef7e4284b666b2a14bc29462",
    "persistence_id" : "pvc-747d6aa1-22cc-4993-a32e-1c6c64f38bdb"
  },
  "agent_deploy_bcs" : null,
  "agent_deploy_node" : {
    "ecs_server_id" : "5461246e-29fc-4016-b422-4b0db86a89a6",
    "node_id" : "8e204053-46e8-11ed-9162-0255ac100b09",
    "agent_id" : "22a38e92ef7e4284b666b2a14bc29462",
    "node_ip" : "192.168.0.208",
    "node_name" : "node-22a38e92ef7e4284b666b2a14bc29462-0",
    "node_az" : "cn-north-7c",
    "nat_eip" : "100.85.116.131",
    "nat_eip_id" : "1966fa41-229e-4595-a725-e99266ce9587"
  },
  "agent_deploy_nat" : {
    "nat_id" : "baedab5b-d120-43a6-b965-5b3d7e2deae5",
    "project_id" : "098593b07680d2a32f62c004a482da10",
    "vpc_id" : "670ad039-5188-4c18-9ca2-a6b29bd18d67",
    "subnet_id" : "9cc4bdd1-ad35-4d0f-849c-71d305121f61"
  }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获取计算节点详情信息成功

500 获取计算节点详情信息失败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5.4 数据集管理

5.4.1 查询联盟已注册数据集列表

功能介绍

功能描述：用户可以使用该接口查询联盟已注册数据集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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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GET /v1/{project_id}/leagues/{league_id}/datasets

表 5-85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最大32位，字母和数字
组成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league_id 是 String 联盟id，最大32位，字母和数字
组成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表 5-86 Quer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offset 是 Integer 记录数偏移量

最小值：0
最大值：2147483647

limit 是 Integer 每页记录数，取值0-100
最小值：0
最大值：100

dataset_name 否 String 数据集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partner_name 否 String partner_name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请求参数

表 5-87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凭证

Content-Type 是 String 消息体的类型（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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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5-88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lists Array of
PartnerData
Vo objects

实例集合

total Long 总记录数

 

表 5-89 PartnerDataV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column_list Array of
TicsDatasetC
olumn
objects

字段信息集合

create_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data_type String 数据类型，DWS.DWS类型数据集，LOCAL_CSV.
本地文件类型数集据，MRS.HIVE类型数据集，
MYSQL.MySql类型数据集，ORACLE.Oracle类型
数据集，RDS.RDS类型数据集

枚举值：

● DWS
● LOCAL_CSV
● MRS
● MYSQL
● ORACLE
● RDS

description String 描述

id String 数据集id

name String 数据集名称

partner_doma
in_name

String 参与方租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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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0 TicsDatasetColumn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column_name String 字段名称

comments String 备注信息

data_id String 数据集id

data_type String 字段类型

fl_label_type String 学习数据集标签类型，UNIQUE_ID.唯一标
识,FEATURE.特征,LABEL.标签,FILTER.过滤字段

枚举值：

● FEATURE
● FILTER
● LABEL
● UNIQUE_ID

is_discrete Boolean 是否离散

length Integer 长度

privacy_policy String 隐私策略，HASH.哈希处理，MASK.掩码，
NONE.不处理

枚举值：

● HASH
● MASK
● NONE

privacy_policy
_ext

String 隐私策略描述

sacle Integer 精度

sql_col_privac
y_type

String 分析数据集字段隐私类别，NON_SENSITIVE.非
敏感，SENSITIVE.敏感，UNIQUE_ID.唯一主键

枚举值：

● NON_SENSITIVE
● SENSITIVE
● UNIQUE_ID

 

状态码： 401

表 5-91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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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码： 403

表 5-92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状态码： 500

表 5-93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请求示例

查询联盟已注册数据集列表

get /v1/{project_id}/leagues/{league_id}/datasets?offset=0&limit=10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查询成功

{
  "total" : 1,
  "lists" : [ {
    "id" : "22a1537969d442a8a29f6148cd3c9b9b",
    "name" : "ccc",
    "description" : "",
    "columnList" : [ {
      "data_id" : "22a1537969d442a8a29f6148cd3c9b9b",
      "column_name" : "id",
      "data_type" : "STRING",
      "fl_label_type" : "UNIQUE_ID"
    }, {
      "data_id" : "22a1537969d442a8a29f6148cd3c9b9b",
      "column_name" : "0",
      "data_type" : "FLOAT",
      "fl_label_type" : "FEATURE",
      "feature_type" : "CONTINUOU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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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_id" : "22a1537969d442a8a29f6148cd3c9b9b",
      "column_name" : "1",
      "data_type" : "FLOAT",
      "fl_label_type" : "FEATURE",
      "feature_type" : "DISCRETE"
    }, {
      "data_id" : "22a1537969d442a8a29f6148cd3c9b9b",
      "column_name" : "2",
      "data_type" : "FLOAT",
      "fl_label_type" : "LABEL"
    } ],
    "data_type" : "LOCAL_CSV",
    "partner_domain_name" : "user2",
    "create_time" : "2022-11-14T09:08:35.000+00:00"
  } ]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查询成功

401 操作无权限

403 Forbidden

500 内部服务器错误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5.5 联邦分析作业管理

5.5.1 查询联邦分析作业列表

功能介绍

查询联邦分析作业列表

URI
GET /v1/{project_id}/leagues/{league_id}/sql-jobs

表 5-94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最大32位，字母和数字
组成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可信智能计算服务
API 参考 5 API

文档版本 01 (2023-05-1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3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league_id 是 String 联盟id，最大32位，字母和数字
组成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表 5-95 Quer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limit 是 Integer 每页记录数，取值0-100
最小值：0
最大值：100

offset 是 Integer 记录数偏移量

最小值：0
最大值：2147483647

 

请求参数

表 5-96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凭证

Content-Type 是 String 消息体的类型（格式）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5-97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lists Array of
TicsSqlJobVo
objects

实例集合

total Long 总记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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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8 TicsSqlJobV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approval_stat
us

String 作业审批状态，APPROVED.审批通过，
APPROVING.审批中，NEW.新建，REJECTED.驳
回，REVOKED.撤销

枚举值：

● APPROVED
● APPROVING
● NEW
● REJECTED
● REVOKED

create_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creator_id String 创建人id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creator_nam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deleted Boolean 删除标记

description String 作业描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512

domain_id String 作业发起方domainId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id String 作业id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job_type String 作业类型，SQL.联合SQL分析,HFL.横向联邦学
习,VFL.纵向联邦学习,PREDICT.预测，
DATA_EXCHANGE.数据交换

枚举值：

● HFL
● PREDICT
● SQL
● VFL
● DATA_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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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league_id String 联盟id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name String 作业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update_time String 变更时间

update_user_i
d

String 变更人id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update_user_
name

String 变更人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状态码： 401

表 5-99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状态码： 500

表 5-100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请求示例

查询联邦分析作业列表

get /v1/{project_id}/leagues/{league_id}/sql-jobs?offset=0&limit=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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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查询联邦分析作业列表成功

{
  "total" : 2,
  "lists" : [ {
    "id" : "81b5641f6f14452aa251c5389433d0d9",
    "name" : "内存不足作业",
    "description" : "",
    "deleted" : false,
    "job_type" : "SQL",
    "domain_id" : "098593b06a80d2a30f5fc004c28f6da0",
    "league_id" : "ef73b252a0ad4b5db21a12c40a413b2f",
    "creator_id" : "09c680046180d4f91f41c0043e77e0e8",
    "creator_name" : "zhangyafei",
    "create_time" : "2022-10-10T08:05:41.000+00:00",
    "update_user_id" : "09c680046180d4f91f41c0043e77e0e8",
    "update_user_name" : "zhangyafei",
    "update_time" : "2022-10-13T06:35:20.000+00:00",
    "approval_status" : "NEW"
  }, {
    "id" : "ccb1d77a6ca140248d74fce2ceb3679d",
    "name" : "sql1",
    "description" : "",
    "deleted" : false,
    "job_type" : "SQL",
    "domain_id" : "098593b06a80d2a30f5fc004c28f6da0",
    "league_id" : "ef73b252a0ad4b5db21a12c40a413b2f",
    "creator_id" : "09c680046180d4f91f41c0043e77e0e8",
    "creator_name" : "zhangyafei",
    "create_time" : "2022-10-08T09:37:25.000+00:00",
    "update_user_id" : "09c680046180d4f91f41c0043e77e0e8",
    "update_user_name" : "zhangyafei",
    "update_time" : "2022-10-09T08:02:39.000+00:00",
    "approval_status" : "NEW"
  } ]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查询联邦分析作业列表成功

401 操作无权限

500 内部服务器错误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5.6 联邦学习作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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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查询联邦学习作业列表

功能介绍

查询联邦学习作业列表

URI

GET /v1/{project_id}/leagues/{league_id}/fl-jobs

表 5-101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最大32位，字母和数字
组成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league_id 是 String 联盟id，最大32位，字母和数字
组成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表 5-102 Quer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limit 是 Integer 每页记录数，取值0-100
最小值：0
最大值：100

offset 是 Integer 记录数偏移量

最小值：0
最大值：2147483647

 

请求参数

表 5-103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凭证

Content-Type 是 String 消息体的类型（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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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5-104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lists Array of
FlJobListVo
objects

实例集合

total Long 总记录数

 

表 5-105 FlJobListV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algorithm_typ
e

String 纵向联邦算法类型枚举，
XG_BOOST.XGBoost,LIGHT_BGM.LightGBM,LO
GISTIC_REGRESSION.逻辑回
归,NEURAL_NETWORK.神经网络，
FIBINET.FIBINET
枚举值：

● FIBINET
● LIGHT_BGM
● LOGISTIC_REGRESSION
● NEURAL_NETWORK
● XG_BOOST

approval_stat
us

String fl作业审批状态，APPROVED.审批通过，
APPROVING.审批中，NEW.新建，REJECTED.驳
回，REVOKED.撤销

枚举值：

● APPROVED
● APPROVING
● NEW
● REJECTED
● REVOKED

create_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creator_name String 创建人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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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description String 作业描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512

ext String 参数等额外信息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512

hfl_platform_t
ype

String 联邦学习运行平台枚举值，LOCAL.本地

枚举值：

● LOCAL

hfl_type String fl作业类型枚举,TRAIN.训练,EVALUATE.评估

枚举值：

● EVALUATE
● TRAIN

is_single_predi
ct

Boolean 单方还是双方预测

job_id String 作业id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job_name String 作业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job_type String 作业类型,SQL.联合SQL分析,HFL.横向联邦学
习,VFL.纵向联邦学习,PREDICT.预测，
DATA_EXCHANGE.数据交换

枚举值：

● HFL
● PREDICT
● SQL
● VFL
● DATA_EXCHANGE

learning_task_
type

String 纵向联邦任务类型,CLASSIFICATION.分类，
REGRESSION.拟合

枚举值：

● CLASSIFICATION
●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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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401

表 5-106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状态码： 500

表 5-107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请求示例

查询联邦学习作业列表

get /v1/{project_id}/leagues/{league_id}/fl-jobs?offset=0&limit=10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保存联邦学习作业成功

{
  "total" : 2,
  "lists" : [ {
    "job_id" : "25e5a949eb1c44528b2881448a1db5aa",
    "job_name" : "ss",
    "job_type" : "VFL",
    "creator_name" : "zhangsan",
    "create_time" : "2022-10-26T09:04:50.000+00:00",
    "hfl_type" : "TRAIN",
    "hfl_platform_type" : "LOCAL",
    "algorithm_type" : "FIBINET"
  }, {
    "description" : "cc",
    "job_id" : "1aec7ad4ee834e3c9f08adefb7ab2fe8",
    "job_name" : "featuretest",
    "job_type" : "VFL",
    "creator_name" : "zhangsan",
    "create_time" : "2022-10-19T06:45:37.000+00:00",
    "hfl_type" : "TRAIN",
    "hfl_platform_type" : "LOCAL",
    "algorithm_type" : "LOGISTIC_REGRESSIO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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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保存联邦学习作业成功

401 操作无权限

500 内部服务器错误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5.7 作业实例管理

5.7.1 查询作业的历史实例列表

功能介绍

查询作业的历史实例列表

URI
GET /v1/{project_id}/leagues/{league_id}/job-instances

表 5-108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最大32位，字母和数字
组成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league_id 是 String 联盟id，最大32位，字母和数字
组成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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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9 Quer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limit 是 Integer 每页记录数，取值0-100
最小值：0
最大值：100

offset 是 Integer 记录数偏移量

最小值：0
最大值：2147483647

job_id 否 String 任务id，最大32位，字母和数字
组成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请求参数

表 5-110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凭证

Content-Type 是 String 消息体的类型（格式）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5-111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lists Array of
TicsJobInstan
ceVo objects

实例集合

total Long 总记录数

 

表 5-112 TicsJobInstanceV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nd_time String 结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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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xt String 参数等额外信息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512

id String 实例id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is_single_predi
ct

Boolean 单方还是双方预测

job_instance_t
ype

String 作业类型，HFL.横向联邦，SQL.联邦分析，
VFL_EVALUATE.联邦评估，
VFL_FEATURE_SELECTION.特征选择，
VFL_ID_TRUNCATION.Id截断，VFL_PREDICT.联
邦预测，VFL_SAMPLE_ALIGNMENT.样本对齐，
VFL_TRAIN.联邦训练

枚举值：

● HFL
● SQL
● VFL_EVALUATE
● VFL_FEATURE_SELECTION
● VFL_ID_TRUNCATION
● VFL_PREDICT
● VFL_SAMPLE_ALIGNMENT
● VFL_TRAIN

job_name String 作业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job_partner String 参与方信息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result_ext String 参数等额外信息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512

round_id Integer 作业执行总轮数

start_time String 开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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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status String 作业、任务状态，作业任务状态，NEW.新
建,SUBMITING.提交中,ACCEPTED.已接
收,DEPLOYING.部署中,RUNNING.运行
中,SUCCEEDED.成功,FAILED.失败,TERMINATED.
中止,TERMINATING.中止中,PENDING.等待中

枚举值：

● ACCEPTED
● DEPLOYING
● FAILED
● NEW
● PENDING
● RUNNING
● SUBMITING
● SUCCEEDED
● TERMINATED
● TERMINATING

 

状态码： 401

表 5-113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状态码： 500

表 5-114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请求示例

查询作业的历史实例列表

get /v1/{project_id}/leagues/{league_id}/job-instances?offset=0&limit=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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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查询作业的历史实例列表成功

{
  "total" : 1,
  "lists" : [ {
    "id" : "f9533bfefca7467e88feca4f592c3b04",
    "status" : "SUCCEEDED",
    "job_name" : "F3jDA",
    "job_instance_type" : "SQL",
    "round_id" : 1,
    "start_time" : "2022-10-28T03:34:28.000+00:00",
    "end_time" : "2022-10-28T03:34:35.000+00:00",
    "result_ext" : "1"
  } ]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查询作业的历史实例列表成功

401 操作无权限

500 内部服务器错误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5.7.2 获取实例执行图

功能介绍

获取实例执行图

URI

GET /v1/{project_id}/leagues/{league_id}/job-instances/{instance_id}/dag

表 5-115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最大32位，字母和数字
组成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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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instance_id 是 String 实例id，最大32位，字母和数字
组成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league_id 是 String 联盟id，最大32位，字母和数字
组成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表 5-116 Quer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round_id 是 Integer 轮数，最小值0最大值0x7fffffff
最小值：0
最大值：2147483647

 

请求参数

表 5-117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凭证

Content-Type 是 String 消息体的类型（格式）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表 5-118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数组元素] Array of
DeployVo
objects

获取实例执行图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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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9 DeployV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node_id String 节点Id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node_name String 节点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node_partner_
alias

String 参与方别名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node_type String 节点类型,AGENT.计算节点，AGG.聚合节点，
AGG_MANAGER.聚合器管理节点,SERVER.控制节
点

枚举值：

● AGENT
● AGG
● AGG_MANAGER
● SERVER

stages Array of
StageVo
objects

执行阶段

 

表 5-120 StageV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id Integer 执行阶段id

last_step_stag
e_id

Array of
integers

上游的stageId

processors Array of
ProcessorVo
objects

执行过程

stage_name String 执行阶段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可信智能计算服务
API 参考 5 API

文档版本 01 (2023-05-1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8



表 5-121 ProcessorV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nd_time Long 结束时间

exec_duration
_nano

Long 执行时长

id String 执行过程id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last_step_task
_ins_id

Array of
strings

上游子任务id

start_time Long 开始时间

task_in_record
_cnt

Long 输入个数

task_name String 执行过程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task_out_reco
rd_cnt

Long 输出个数

task_show_inf
o

Object processor对外展示信息，k,v

task_status String 执行状态，作业任务状态，NEW.新
建,SUBMITING.提交中,ACCEPTED.已接
收,DEPLOYING.部署中,RUNNING.运行
中,SUCCEEDED.成功,FAILED.失败,TERMINATED.
中止,TERMINATING.中止中,PENDING.等待中

枚举值：

● ACCEPTED
● DEPLOYING
● FAILED
● NEW
● PENDING
● RUNNING
● SUBMITING
● SUCCEEDED
● TERMINATED
● TERMINATING

 

状态码：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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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2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状态码： 500

表 5-123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请求示例

获取实例执行图

get /v1/{project_id}/leagues/{league_id}/job-instances/{instance_id}/dag?round_id=1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获取实例执行图成功

[ {
  "node_id" : "efb586519206414eb280e5ea1693cbe3",
  "node_name" : "agent_跨region_ief",
  "node_type" : "AGENT",
  "node_partner_alias" : "league_creator",
  "stages" : [ {
    "id" : 502,
    "stage_name" : "最终结果存储阶段_502",
    "processors" : [ {
      "id" : "SQLExecute_@efb586519206414eb280e5ea1693cbe3#be9d",
      "task_name" : "本地SQL计算",
      "last_step_task_ins_id" : [ "SQLValidate_@efb586519206414eb280e5ea1693cbe3#e660" ],
      "start_time" : 1667482475000,
      "end_time" : 1667482476000,
      "exec_duration_nano" : 361,
      "task_in_record_cnt" : 0,
      "task_out_record_cnt" : 14,
      "task_status" : "SUCCEEDED",
      "task_show_info" : {
        "LAST_ITERATION_PROCESS_INPUT_END_TIME" : "2022/11/03 21:34:35 GMT+8:00",
        "FIRST_ITERATION_COLLECT_INPUT_START_TIME" : "2022/11/03 21:34:35 GMT+8:00",
        "CURRENT_ITERATION_COUNT" : "1",
        "FIRST_ITERATION_PROCESS_INPUT_START_TIME" : "2022/11/03 21:34:35 GMT+8:00",
        "ACCUMULATED_COLLECT_INPUT_TIME" : "2ms",
        "ACCUMULATED_OUTPUT_SIZE" : "14",
        "ACCUMULATED_PROCESS_INPUT_TIME" : "359ms",
        "datasets" : "de",
        "LAST_ITERATION_COLLECT_INPUT_END_TIME" : "2022/11/03 21:34:35 GMT+8:00",
        "sql" : "SELECT `DEPARTMENT_ID`, `EMPLOYEE_ID`, `AVG_SALARY`, `NEW_TIME`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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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GUE_CREATOR`.`DE`"
      }
    }, {
      "id" : "SQLValidate_@efb586519206414eb280e5ea1693cbe3#e660",
      "task_name" : "隐私规则检查",
      "last_step_task_ins_id" : [ ],
      "start_time" : 1667482475000,
      "end_time" : 1667482475000,
      "exec_duration_nano" : 0,
      "task_in_record_cnt" : 0,
      "task_out_record_cnt" : 0,
      "task_status" : "SUCCEEDED",
      "task_show_info" : {
        "LAST_ITERATION_PROCESS_INPUT_END_TIME" : "2022/11/03 21:34:35 GMT+8:00",
        "FIRST_ITERATION_COLLECT_INPUT_START_TIME" : "2022/11/03 21:34:35 GMT+8:00",
        "CURRENT_ITERATION_COUNT" : "1",
        "FIRST_ITERATION_PROCESS_INPUT_START_TIME" : "2022/11/03 21:34:35 GMT+8:00",
        "ACCUMULATED_COLLECT_INPUT_TIME" : "0ms",
        "sqlValidateResult" : "success",
        "ACCUMULATED_OUTPUT_SIZE" : "0",
        "ACCUMULATED_PROCESS_INPUT_TIME" : "0ms",
        "LAST_ITERATION_COLLECT_INPUT_END_TIME" : "2022/11/03 21:34:35 GMT+8:00",
        "sql" : "SELECT `DEPARTMENT_ID`, `EMPLOYEE_ID`, `AVG_SALARY`, `NEW_TIME`FROM 
`LEAGUE_CREATOR`.`DE`"
      }
    }, {
      "id" : "SaveResult_@efb586519206414eb280e5ea1693cbe3#cbf4",
      "task_name" : "结果存储",
      "last_step_task_ins_id" : [ "SQLExecute_@efb586519206414eb280e5ea1693cbe3#be9d" ],
      "start_time" : 1667482475000,
      "end_time" : 1667482476000,
      "exec_duration_nano" : 364,
      "task_in_record_cnt" : 14,
      "task_out_record_cnt" : 0,
      "task_status" : "SUCCEEDED",
      "task_show_info" : {
        "LAST_ITERATION_PROCESS_INPUT_END_TIME" : "2022/11/03 21:34:35 GMT+8:00",
        "FIRST_ITERATION_COLLECT_INPUT_START_TIME" : "2022/11/03 21:34:35 GMT+8:00",
        "CURRENT_ITERATION_COUNT" : "1",
        "FIRST_ITERATION_PROCESS_INPUT_START_TIME" : "2022/11/03 21:34:35 GMT+8:00",
        "filename" : "/output/sql/
efb586519206414eb280e5ea1693cbe3/0c8c73c00d3d4b59a820e39f319d8204/20221103213432-709b11224f
3d4804b2bb4abc4b809d55.csv",
        "ACCUMULATED_COLLECT_INPUT_TIME" : "362ms",
        "ACCUMULATED_OUTPUT_SIZE" : "0",
        "saveResultRecordCount" : "14",
        "ACCUMULATED_PROCESS_INPUT_TIME" : "2ms",
        "LAST_ITERATION_COLLECT_INPUT_END_TIME" : "2022/11/03 21:34:35 GMT+8:00"
      }
    } ],
    "last_step_stage_id" : [ ]
  } ]
}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获取实例执行图成功

401 操作无权限

500 内部服务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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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5.7.3 查询实例执行报告

功能介绍

查询实例执行报告

URI

GET /v1/{project_id}/leagues/{league_id}/job-instances/{instance_id}/report

表 5-124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instance_id 是 String 实例id，最大32位，字母和数字
组成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league_id 是 String 联盟id，最大32位，字母和数字
组成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最大32位，字母和数字
组成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请求参数

表 5-125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凭证

Content-Type 是 String 消息体的类型（格式）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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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6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job_report_ba
se_info

JobReportBas
eInfoVo
object

基本信息

job_report_en
v

JobReportEnv
Vo object

执行环境

job_report_ou
tput

JobReportOu
tputVo object

作业输出

job_report_pa
rtners

Array of
JobReportPar
tnerVo
objects

合作方信息

round_deploy
s

Array of
RoundDeploy
Vo objects

计算过程

 

表 5-127 JobReportBaseInfoV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xe_time String 执行时间

executor String 执行人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hfl_type String hfl作业类型枚举，TRAIN.训练,EVALUATE.评估

枚举值：

● EVALUATE
● TRAIN

job_name String 作业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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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job_type String 作业类型，HFL.横向联邦，SQL.联邦分析，
VFL_EVALUATE.联邦评估，
VFL_FEATURE_SELECTION.特征选择，
VFL_ID_TRUNCATION.Id截断，VFL_PREDICT.联
邦预测，VFL_SAMPLE_ALIGNMENT.样本对齐，
VFL_TRAIN.联邦训练

枚举值：

● HFL
● SQL
● VFL_EVALUATE
● VFL_FEATURE_SELECTION
● VFL_ID_TRUNCATION
● VFL_PREDICT
● VFL_SAMPLE_ALIGNMENT
● VFL_TRAIN

status String 作业任务状态，NEW.新建,SUBMITING.提交
中,ACCEPTED.已接收,DEPLOYING.部署
中,RUNNING.运行中,SUCCEEDED.成功,FAILED.
失败,TERMINATED.中止,TERMINATING.中止
中,PENDING.等待中

枚举值：

● ACCEPTED
● DEPLOYING
● FAILED
● NEW
● PENDING
● RUNNING
● SUBMITING
● SUCCEEDED
● TERMINATED
● TERMINATING

 

表 5-128 JobReportEnvV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agg_name String 聚合器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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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league_id String 联盟id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league_name String 联盟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project_id String 项目id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region_id String 区域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表 5-129 JobReportOutputV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xt String 参数等额外信息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024

result_storage
_agent_name

String 结果存储agent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result_storage
_domain_alias

String 结果存储方别名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表 5-130 JobReportPartnerV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agent_name String 数据集所在代理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data_output_c
nt

Long 代理输出数据总量

最小值：0
最大值：214748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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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dataset_name String 数据集名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partner_doma
in_alias

String 租户别名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partner_doma
in_name

String 租户名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表 5-131 RoundDeployV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deploys Array of
DeployVo
objects

deploy

round_id Integer 轮数

 

表 5-132 DeployV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node_id String 节点Id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node_name String 节点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node_partner_
alias

String 参与方别名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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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node_type String 节点类型,AGENT.计算节点，AGG.聚合节点，
AGG_MANAGER.聚合器管理节点,SERVER.控制节
点

枚举值：

● AGENT
● AGG
● AGG_MANAGER
● SERVER

stages Array of
StageVo
objects

执行阶段

 

表 5-133 StageV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id Integer 执行阶段id

last_step_stag
e_id

Array of
integers

上游的stageId

processors Array of
ProcessorVo
objects

执行过程

stage_name String 执行阶段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表 5-134 ProcessorVo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nd_time Long 结束时间

exec_duration
_nano

Long 执行时长

id String 执行过程id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last_step_task
_ins_id

Array of
strings

上游子任务id

start_time Long 开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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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task_in_record
_cnt

Long 输入个数

task_name String 执行过程名称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128

task_out_reco
rd_cnt

Long 输出个数

task_show_inf
o

Object processor对外展示信息，k,v

task_status String 执行状态，作业任务状态，NEW.新
建,SUBMITING.提交中,ACCEPTED.已接
收,DEPLOYING.部署中,RUNNING.运行
中,SUCCEEDED.成功,FAILED.失败,TERMINATED.
中止,TERMINATING.中止中,PENDING.等待中

枚举值：

● ACCEPTED
● DEPLOYING
● FAILED
● NEW
● PENDING
● RUNNING
● SUBMITING
● SUCCEEDED
● TERMINATED
● TERMINATING

 

状态码： 401

表 5-135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状态码： 500

可信智能计算服务
API 参考 5 API

文档版本 01 (2023-05-1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88



表 5-136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error_code String 错误码

error_msg String 错误信息

 

请求示例

查询实例执行报告

get /v1/{project_id}/leagues/{league_id}/job-instances/{instance_id}/report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查询实例执行报告成功

{
  "job_report_base_info" : {
    "status" : "SUCCEEDED",
    "executor" : "lisi",
    "job_name" : "自定义json",
    "job_type" : "VFL_TRAIN",
    "hfl_type" : null,
    "exe_time" : "2022-10-28T06:33:11.000+00:00"
  },
  "job_report_partners" : [ {
    "partner_domain_name" : "user2",
    "partner_domain_alias" : "league_creator",
    "dataset_name" : "host_train_data",
    "agent_name" : "agent_4760",
    "data_output_cnt" : 0
  }, {
    "partner_domain_name" : "user1",
    "partner_domain_alias" : "dayu002",
    "dataset_name" : "guest_train_data",
    "agent_name" : "agent_5358",
    "data_output_cnt" : 0
  } ],
  "job_report_env" : {
    "region_id" : "cn-north-7",
    "project_id" : "098593b07680d2a32f62c004a482da10",
    "league_id" : "00a5b6c8ed214c45b7d2f52ca8eb8d86",
    "league_name" : "1.15.0_new",
    "agg_name" : "100.95.147.107(SANDBOX)"
  },
  "job_report_output" : {
    "ext" : null,
    "metrics" : {
      "accuracy" : 0.535375,
      "auc" : 0.535375,
      "f1" : 0.364941,
      "ks" : 0.07075,
      "recall" : 0.267,
      "precision" : 0.576363
    },
    "result_storage_domain_alias" : "league_creator,dayu002",
    "result_storage_agent_name" : "agent_5358,agent_4760"
  },
  "round_deploys" : [ {
    "round_id"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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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loys" : [ {
      "node_id" : "0ff04349773448b39e3fc5ed0de761aa",
      "node_name" : "agent_5358",
      "node_type" : "AGENT",
      "node_partner_alias" : "dayu002",
      "stages" : [ {
        "id" : 5,
        "stage_name" : "执行算法阶段_5",
        "processors" : [ {
          "id" : "FiBiNetMessagePassing_@0ff04349773448b39e3fc5ed0de761aa#4dc5",
          "task_name" : "执行FiBiNet计算",
          "last_step_task_ins_id" : [ ],
          "start_time" : 1666938794000,
          "end_time" : 1666938817000,
          "exec_duration_nano" : 22798,
          "task_in_record_cnt" : 0,
          "task_out_record_cnt" : 0,
          "task_status" : "SUCCEEDED",
          "task_show_info" : {
            "LAST_ITERATION_PROCESS_INPUT_END_TIME" : "2022/10/28 14:33:36 GMT+8:00",
            "FIRST_ITERATION_PROCESS_INPUT_START_TIME" : "2022/10/28 14:33:14 GMT+8:00",
            "calculationStatus" : "false",
            "ACCUMULATED_PROCESS_INPUT_TIME" : "22798ms",
            "datasets" : "guest_train_data",
            "callMessage" : "保存计算结果"
          }
        } ],
        "last_step_stage_id" : [ ]
      } ]
    }, {
      "node_id" : "AGG",
      "node_name" : "AGG",
      "node_type" : "AGG",
      "node_partner_alias" : "",
      "stages" : [ {
        "id" : 4,
        "stage_name" : "协调算法执行阶段_4",
        "processors" : [ {
          "id" : "FiBiNetCoordinator_@51cd56e53f934368a4d18131c7d76fb6#d6a4",
          "task_name" : "协调FiBiNet计算",
          "last_step_task_ins_id" : [ "FiBiNetMessagePassing_@0ff04349773448b39e3fc5ed0de761aa#4dc5", 
"FiBiNetMessagePassing_@804a167cd4414ed38f006b252efd18a0#4328" ],
          "start_time" : 1666938794000,
          "end_time" : 1666938821988,
          "exec_duration_nano" : 27948,
          "task_in_record_cnt" : 0,
          "task_out_record_cnt" : 0,
          "task_status" : "SUCCEEDED",
          "task_show_info" : {
            "LAST_ITERATION_PROCESS_INPUT_END_TIME" : "2022/10/28 14:33:41 GMT+8:00",
            "FIRST_ITERATION_COLLECT_INPUT_START_TIME" : "2022/10/28 14:33:14 GMT+8:00",
            "CURRENT_ITERATION_COUNT" : "1",
            "FIRST_ITERATION_PROCESS_INPUT_START_TIME" : "2022/10/28 14:33:14 GMT+8:00",
            "ACCUMULATED_COLLECT_INPUT_TIME" : "0ms",
            "ACCUMULATED_OUTPUT_SIZE" : "0",
            "ACCUMULATED_PROCESS_INPUT_TIME" : "27948ms",
            "LAST_ITERATION_COLLECT_INPUT_END_TIME" : "2022/10/28 14:33:14 GMT+8:00"
          }
        } ],
        "last_step_stage_id" : [ 5, 6 ]
      } ]
    }, {
      "node_id" : "804a167cd4414ed38f006b252efd18a0",
      "node_name" : "agent_4760",
      "node_type" : "AGENT",
      "node_partner_alias" : "league_creator",
      "stages" : [ {
        "id" : 6,
        "stage_name" : "执行算法阶段_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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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cessors" : [ {
          "id" : "FiBiNetMessagePassing_@804a167cd4414ed38f006b252efd18a0#4328",
          "task_name" : "执行FiBiNet计算",
          "last_step_task_ins_id" : [ ],
          "start_time" : 1666938794000,
          "end_time" : 1666938822000,
          "exec_duration_nano" : 27945,
          "task_in_record_cnt" : 0,
          "task_out_record_cnt" : 0,
          "task_status" : "SUCCEEDED",
          "task_show_info" : {
            "LAST_ITERATION_PROCESS_INPUT_END_TIME" : "2022/10/28 14:33:41 GMT+8:00",
            "FIRST_ITERATION_PROCESS_INPUT_START_TIME" : "2022/10/28 14:33:14 GMT+8:00",
            "calculationStatus" : "false",
            "ACCUMULATED_PROCESS_INPUT_TIME" : "27945ms",
            "datasets" : "host_train_data",
            "callMessage" : "保存计算结果"
          }
        } ],
        "last_step_stage_id" : [ ]
      } ]
    } ]
  } ]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查询实例执行报告成功

401 操作无权限

500 内部服务器错误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5.8 审计日志管理

5.8.1 查询审计日志

功能介绍

查询审计日志信息

URI
GET /v1/{project_id}/leagues/{league_id}/audit-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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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7 路径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league_id 是 String 联盟id，最大32位，字母和数字
组成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最大32位，字母和数字
组成

最小长度：0
最大长度：32

 

表 5-138 Query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limit 是 Integer 每页记录数，取值0-100
最小值：0
最大值：100

offset 是 Integer 记录数偏移量

最小值：0
最大值：2147483647

 

请求参数

表 5-139 请求 Header 参数

参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描述

X-Auth-Token 是 String 用户凭证

Content-Type 是 String 消息体的类型（格式）

 

响应参数

状态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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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0 响应 Body 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lists Array of
TicsLeagueA
uditLog
objects

实例集合

total Long 总记录数

 

表 5-141 TicsLeagueAuditLog

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create_user_d
omain_id

String 创建者账户id

create_user_p
roject_id

String 创建者项目id

creator_alias_
name

String 创建者别名

event_end_ti
me

String 事件结束时间

event_info String 事件信息

event_start_ti
me

String 事件开始时间

event_status String 事件状态，NEW.新建,SUBMITING.提交
中,ACCEPTED.已接收,DEPLOYING.部署
中,RUNNING.运行中,SUCCEEDED.成功,FAILED.
失败,TERMINATED.中止,TERMINATING.中止
中,PENDING.等待中

枚举值：

● ACCEPTED
● DEPLOYING
● FAILED
● NEW
● PENDING
● RUNNING
● SUBMITING
● SUCCEEDED
● TERMINATED
● TERMINATING

id Long 日志记录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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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描述

league_id String 联盟id

sponsor_agen
t_name

String 作业发起节点名称

 

请求示例

查询审计日志信息

get /v1/{project_id}/leagues/{league_id}/audit-info?offset=0&limit=10

响应示例

状态码： 200

查询审计日志成功

{
  "total" : 1,
  "lists" : [ {
    "id" : 73423,
    "league_id" : "00a5b6c8ed214c45b7d2f52ca8eb8d86",
    "event_info" : "Partner [league_creator] execute [VFL] job [目录_样本对齐] id:
[5dc4ab1bfd664e80ae52d71d8b46472a] , use dataset [{\"league_creator\":\"multidir_true1\",\"dayu002\":
\"breast_hetero_mini_guest\"}], consume [10000] millis, [SUCCEEDED]",
    "event_status" : "SUCCEEDED",
    "event_start_time" : "2022-10-28T07:48:26.000+00:00",
    "event_end_time" : "2022-10-28T07:48:36.000+00:00",
    "create_user_project_id" : "098593b07680d2a32f62c004a482da10",
    "create_user_domain_id" : "098593b06a80d2a30f5fc004c28f6da0",
    "creator_alias_name" : "league_creator",
    "sponsor_agent_name" : "agent_4760"
  } ]
}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查询审计日志成功

 

错误码

请参见错误码。

可信智能计算服务
API 参考 5 API

文档版本 01 (2023-05-1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94



6 附录

6.1 公共消息头

公共请求消息头

公共请求消息头如表6-1所示。

表 6-1 公共请求消息头

名称 描述 是否必选 示例

Content-
Type

发送的实体的MIME类型。
推荐用户默认使用
application/json，有其他取
值时会在具体接口中专门说
明。

是 application/json

X-
Languag
e

根据自己偏好的语言来获取
不同语言的返回内容

是 zh-cn或者en_us

X-Auth-
Token

用户Token。
用户Token也就是调用可信
节点接口的响应值，因此调
用该接口时，不用填写本字
段。

请求响应成功后在响应体中
包含的“token”的值即为
Token值。

TICS仅支持Token
认证，该字段必
选。

注：以下仅为
Token示例片段

MIIPAgYJKoZIhvc
NAQcCo...ggg1BBI
INPXsidG9rZ

 

公共响应消息头

公共响应消息头如表6-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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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公共响应消息头

参数名 说明

Content-Length 响应消息体的字节长度，单位为Byte。

Date 系统响应的时间。

Content-type 发送的实体的MIME类型。

 

6.2 状态码
状态代码由三位数字组成，第一个数字定义了响应的类别，有五种可能取值：

● 1xx：指示信息，表示请求已接收，继续处理。

● 2xx：成功，表示请求已被成功接收、理解、接受。

● 3xx：重定向，要完成请求必须进行更进一步的操作。

● 4xx：客户端错误，请求有语法错误或请求无法实现。

● 5xx：服务器端错误，服务器未能实现合法的请求。

状态码如表6-3所示。

表 6-3 状态码

状态码 编码 状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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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OK 接口调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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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请求时返回此
状态码。

205 Reset Content 重置内容，服务器处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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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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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Moved
Perman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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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Found 资源被临时移动。

303 See Other 查看其它地址。使用GET和POST请求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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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Use Proxy 所请求的资源必须通过代理访问。

306 Unused 已经被废弃的HTTP状态码。

400 BadRequest 非法请求。

建议直接修改该请求，不要重试该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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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 Payment Required 保留请求。

403 Forbidden 请求被拒绝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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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 NotFound 所请求的资源不存在。

建议直接修改该请求，不要重试该请求。

405 MethodNotAllow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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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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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编码 状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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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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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processableEnti
ty

请求格式正确，但是由于含有语义错误，无
法响应。

429 TooManyRequ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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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lServerErr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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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Un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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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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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编码 状态说明

505 HTTP Version not
supported

服务器不支持请求的HTTP协议的版本，无法
完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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