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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前必读

1.1 概述
欢迎使用分布式消息服务。分布式消息服务（Distributed Message Service，简称
DMS）是一项基于高可用分布式集群技术的消息中间件服务，提供了可靠且可扩展的
托管消息队列，用于收发消息和存储消息。

本文档提供了分布式消息服务（Distributed Message Service）API的描述、语法、参
数说明及样例等内容。

须知

DMS服务持续增加新的功能，将不可避免对现有接口有所调整，比如增加响应参数。

为了减少接口变更带来的影响，除了DMS服务自身尽量做到接口向下兼容的同时，用
户在使用过程中，应当接受出现返回内容（JSON格式）含有未使用的参数和值的现
象，即能够正常忽略未使用的参数和值。

1.2 调用说明
分布式消息服务提供了REST（Representational State Transfer）风格API，支持您通
过HTTPS请求调用，调用方法请参见如何调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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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从地区和
终端节点中查询服务的终端节点。

1.4 约束与限制
● 您能创建的队列数上限，具体请参见服务配额。

● 更详细的限制请参见具体API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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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基本概念
● 帐号

用户注册帐号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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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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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云资源所在的物理位置，同一区域内可用区间内网互通，不同区域间内
网不互通。通过在不同地区创建云资源，可以将应用程序设计的更接近特定客户
的要求，或满足不同地区的法律或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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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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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 项目隔离模型

● 企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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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企业项目ID的获取及企业项目特性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企业管理服务用户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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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PI 概览

表 2-1 队列与消息管理类接口

API 说明

创建队列 创建普通队列。

查看所有队列 查看所有队列。

查看指定队列 查看指定的队列。

删除指定队列 删除指定的队列。

创建消费组 创建消费组，可同时为指定队列创建多个消费组。

查看指定队列的所有消费组 获取指定队列的所有消费组。

删除指定消费组 删除指定的消费组。

向指定队列发送消息 向指定队列发送消息，可同时发送多条消息。

消费消息 消费指定队列中的消息。可同时消费多条消息，每次
消费的消息负载不超过512KB。

确认已消费指定消息 确认已经消费指定消息。

查看配额 查看当前项目的配额。

消费死信消息 消费指定消费组产生的死信消息。可同时消费多条消
息，每次消费的消息负载不超过512KB。

确认已消费死信消息 确认已经消费指定的死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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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调用 API

3.1 构造请求
本节如何构造REST API的请求，并以调用IAM服务的获取用户Token说明如何调用
API，该API获取用户的Token，Token可以用于调用其他API时鉴权。

请求 URI

请求URI由如下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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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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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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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ndpoint：
指定承载REST服务端点的服务器域名或IP，不同服务不同区域的Endpoint不同，
您可以地区和终端节点获取。

例如IAM服务在“华北-北京一”区域的Endpoint为“iam.cn-
north-1.myhuaweiclou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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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query-string：
查询参数，是可选部分，并不是每个API都有查询参数。查询参数前面需要带一个
“？”，形式为“参数名=参数取值”，例如“limit=10”，表示查询不超过10条
数据。

例如您需要获取IAM在“华北-北京一”区域的Token，则需使用“华北-北京一”区域
的Endpoint（iam.cn-north-1.myhuaweicloud.com），并在获取用户Token的URI部
分找到resource-path（/v3/auth/tokens），拼接起来如下所示。

https://iam.cn-north-1.myhuaweicloud.com/v3/auth/tok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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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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服务的Endpoint在同一个区域也相同，所以简洁起见
将这两部分省略。

请求方法

HTTP请求方法（也称为操作或动词），它告诉服务你正在请求什么类型的操作。

● GET：请求服务器返回指定资源。

● PUT：请求服务器更新指定资源。

● POST：请求服务器新增资源或执行特殊操作。

● DELETE：请求服务器删除指定资源，如删除对象等。

● HEAD：请求服务器资源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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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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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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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消息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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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下公共消息头需要添加到请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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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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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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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SK认证的详细说明请参见AK/SK认证。

对于获取用户Token接口，由于不需要认证，所以只添加“Content-Type”即可，添
加消息头后的请求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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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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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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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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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scope参数定义了Token的作用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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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point}}/v3/auth/tokens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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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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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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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调用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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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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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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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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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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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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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 https://{{endpoint}}/v3/auth/projects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ABCDEF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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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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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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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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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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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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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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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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布式消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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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快速入门

场景描述

您可以根据业务需要创建普通队列，用于存储消息。

API调用方法请参考如何调用API。

前提条件

● 已获取IAM的Endpoint，具体请参见地区和终端节点。

● 已获取DMS的Endpoint，具体请参见地区和终端节点。

创建队列

如下示例是创建有序队列的请求消息：
{
  "name" : "queue-001",
  "queue_mode" : "FIFO",
  "redrive_policy" : "enable",
  "max_consume_count" : 3
}

● name：表示队列的名称，必须唯一，由您自行定义。

● queue_mode：表示队列类型。取值范围：

– NORMAL：普通队列，更高的并发性能，不保证先入先出（FIFO）的严格顺
序。

– FIFO：有序队列，保证消息先入先出（FIFO）的严格顺序。

– KAFKA_HA：高可靠模式的kafka队列。消息多副本同步落盘，保证消息的可
靠性。

– KAFKA_HT：高吞吐模式的kafka队列。消息副本异步落盘，具有较高的性
能。

● redrive_policy：表示是否开启死信消息。取值范围：

– enable：开启

– disable：不开启

● max_consume_count：表示最大确认消费失败的次数，当达到最大确认失败次数
后，DMS会将该条消息转存到死信队列中。

分布式消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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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更多描述，请参考创建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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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队列与消息管理类接口

5.1 创建队列

功能介绍

每个project_id默认只能创建30个队列。

说明

创建队列时系统内部完成初始化需要1-3秒，如果创建队列后立即进行操作，可能会导致生产消
息、消费消息、查询队列详情、创建消费组和删除队列等操作失败。建议3秒后再操作该队列。

URI
POST /v1.0/{project_id}/queues

参数说明请参见表5-1。

表 5-1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project_id String 是 项目ID。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参数说明请参见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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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是否必
选

说明

name String 是 队列的名称，必须唯一。

长度不超过64位的字符串，包含a~z，A~Z，
0~9、中划线（-）和下划线（_）。

创建队列后无法修改名称。

queue_mode String 否 队列类型。

取值范围：

● NORMAL：普通队列，更高的并发性能，
不保证先入先出（FIFO）的严格顺序。

● FIFO：有序队列，保证消息先入先出
（FIFO）的严格顺序。

● KAFKA_HA：高可靠模式的kafka队列。消
息多副本同步落盘，保证消息的可靠性。

● KAFKA_HT：高吞吐模式的kafka队列。消
息副本异步落盘，具有较高的性能。

默认值：NORMAL

description String 否 队列的描述信息。

长度不超过160位的字符串，不能包含尖括号
<>。

redrive_polic
y

String 否 仅当queue_mode为“NORMAL”或者
“FIFO”时，该参数有效。

是否开启死信消息，死信消息是指无法被正常
消费的消息。

当达到最大消费次数仍然失败后，DMS会将
该条消息转存到死信队列中，有效期为72小
时，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对死信消息进行重新消
费。

消费死信消息时，只能消费该消费组产生的死
信消息。

有序队列的死信消息依然按照先入先出
（FIFO）的顺序存储在死信队列中。

取值范围：

● enable：开启

● disable：不开启

默认值：dis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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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
选

说明

max_consum
e_count

Integer 否 仅当redrive_policy为enable时，该参数必
选。

最大确认消费失败的次数，当达到最大确认失
败次数后，DMS会将该条消息转存到死信队
列中。

取值范围：1~100

retention_ho
urs

Integer 否 指定kafka队列的消息保存时间，单位为小
时。

仅当queue_mode为KAFKA_HA或者
KAFKA_HT才有效。

取值范围 : 1-72（小时）

 

请求示例

创建FIFO队列：

{
  "name" : "queue-001",
  "description" : "This is a FIFO queue.",
  "queue_mode" : "FIFO",
  "redrive_policy" : "enable",
  "max_consume_count" : 3
}

创建Kafka队列：
{
  "name" : "queue-002",
  "description" : "This is a Kafka queue.",
  "queue_mode" : "KAFKA_HA",
  "retention_hours" : 36
}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响应参数如表5-3所示。

表 5-3 响应参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id String 队列ID。

name String 队列的名称。

kafka_topic String 仅Kafka队列才有该响应参数。

使用Kafka SDK时的Kafka topic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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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示例

创建FIFO队列：

{
    "id": "9bf46390-38a2-462d-b392-4d5b2d519c55", 
    "name": "queue_001"
}

创建Kafka队列：
{
  "id" : "3ec7a4a2-541b-430a-9c2b-77fa4b64ed8",
  "name" : "queue_002",
  "kafka_topic" : "k-fdc60cfe407a4b2a96a498efda55c785-3ec7a4a2-541b-430a-9c2b-77fa4b64ed8"
}

状态码

操作成功的状态码如表5-4所示，操作失败的状态码请参考状态码。

表 5-4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1 队列创建成功。

 

5.2 查看所有队列

功能介绍

查看所有队列。

URI

GET /v1.0/{project_id}/queues?include_deadletter={include_deadletter}

参数说明请参见表5-5。

表 5-5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project_id String 是 项目ID。

include_deadle
tter

Boolean 否 是否包含死信信息。

支持的值如下：

● true：包含死信消息。

● false：不包含死信消息。

默认值为：false。
Kafka队列没有死信功能，该参数
对于Kafka队列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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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GET v1.0/b78a90ae2a134b4b8b2ba30acab4e23a/queues?&include_deadletter=true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无。

请求示例

无。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响应参数如表5-6和表5-7所示。

表 5-6 响应参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total Integer 该租户的所有队列总数。

queues Array 该租户的所有队列数组。

 

表 5-7 queues 参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id String 队列ID。

name String 队列的名称。

created String 创建队列的时间。

description String 队列的描述信息。

queue_mode String 队列类型。

reservation Integer 消息在队列中允许保留的时长（单位分钟）。

max_msg_size_byte Integer 队列中允许的最大消息大小（单位Byte）。

produced_messages Integer 队列的消息总数。

redrive_policy String 该队列是否开启死信消息。仅当
include_deadletter为true时，才有该响应参
数。

● enable：表示开启。

● disable：表示不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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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max_consume_cou
nt

Integer 最大确认消费失败的次数，当达到最大确认失
败次数后，DMS会将该条消息转存到死信队列
中。

仅当include_deadletter为true时，才有该响应
参数。

group_count Integer 该队列下的消费组数量。

eff_date String 创建队列的时间。

 

响应示例

{
  "queues" : [{
      "id" : "ef808d2d-58c2-4a36-9e58-d018b2193f80",
      "name" : "aaa_fifo_525",
      "description" : "test_fifo_detail",
      "queue_mode" : "NORMAL",
      "reservation" : 4320,
      "created" : 1495701557000,
      "max_msg_size_byte" : 524288,
      "produced_messages" : 1,
      "redrive_policy" : "enable",
      "max_consume_count" : 3,
      "eff_date": 1495701557000,
      "group_count" : 0
    }, {
      "id" : "bc0ac1ec-a4d6-4490-84cb-9d475f1ec3c5",
      "name" : "aaa_normal_525",
      "description" : "test",
      "queue_mode" : "NORMAL",
      "reservation" : 4320,
      "created" : 1495701490000,
      "max_msg_size_byte" : 524288,
      "produced_messages" : 0,
      "redrive_policy" : "enable",
      "max_consume_count" : 3,
      "eff_date": 1495701490000,
      "group_count" : 0
    }, {
      "id" : "1aaf34d0-7bb0-43be-9b71-f4b719d7ca47",
      "name" : "queue-normal",
      "description" : null,
      "queue_mode" : "NORMAL",
      "reservation" : 4320,
      "created" : 1495447342000,
      "max_msg_size_byte" : 524288,
      "produced_messages" : 2,
      "redrive_policy" : "enable",
      "max_consume_count" : 3,
      "eff_date": 1495447342000,
      "group_count" : 0
    }, {
      "id" : "f685ed59-43f4-4cf9-b609-7f333820d72d",
      "name" : "queue-835807102",
      "description" : "",
      "reservation" : 2160,
      "created" : 1517379348000,
      "queue_mode" : "KAFKA_HA",
      "max_msg_size_byte" : 524288,
      "produced_messages" : 0,
      "eff_date": 15173793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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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_count" : 0
    }
  ],
  "total" : 4
}

状态码

操作成功的状态码如表5-8所示，操作失败的状态码请参考状态码。

表 5-8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获取信息成功。

 

5.3 查看指定队列

功能介绍

查看指定的队列。

URI

GET /v1.0/{project_id}/queues/{queue_id}?include_deadletter={include_deadletter}

参数说明请参见表5-9。

表 5-9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project_id String 是 项目ID。

queue_id String 是 待查询的队列ID。

include_dea
dletter

Boolean 否 是否包含死信信息。

支持的值如下：

● true：包含死信消息。

● false：不包含死信消息。

默认值为：false。
Kafka队列没有死信功能，该参数对于
Kafka队列无效。

 

示例
GET v1.0/b78a90ae2a134b4b8b2ba30acab4e23a/queues/075ae7da-6ce5-4966-940c-17c19fb5175e?
include_deadletter=true

分布式消息服务
接口参考 5 队列与消息管理类接口

文档版本 05 (2019-03-14)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8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无。

请求示例

无。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响应参数如表5-10所示。

表 5-10 响应参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id String 队列ID。

name String 队列的名称。

created String 创建队列的时间。

description String 队列的描述信息。

queue_mode String 队列类型。

reservation Integer 消息在队列中允许保留的时长（单位分钟）。

max_msg_size_
byte

Integer 队列中允许的最大消息大小（单位Byte）。

produced_mes
sages

Integer 队列的消息总数。

redrive_policy String 该队列是否开启死信消息。仅当include_deadletter
为true时，才有该响应参数。

● enable：表示开启。

● disable：表示不开启。

max_consume
_count

Integer 最大确认消费失败的次数，当达到最大确认失败次
数后，DMS会将该条消息转存到死信队列中。

仅当include_deadletter为true时，才有该响应参
数。

group_count Integer 该队列下的消费组数量。

kafka_topic String 仅Kafka队列才有该参数。

eff_date String 创建队列的时间。

 

响应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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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0611d466-a327-4b7b-8034-f84a0f6a6f42",
    "name": "queue-001",
    "description": "This is a FIFO queue.",
    "reservation": 4320,
    "created": 1558691803000,
    "queue_mode": "FIFO",
    "max_msg_size_byte": 524288,
    "produced_messages": 14,
    "eff_date": 1558691803000,
    "group_count": 1
}

状态码

操作成功的状态码如表5-11所示，操作失败的状态码请参考状态码。

表 5-11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获取信息成功。

 

5.4 删除指定队列

功能介绍

删除指定的队列。

URI

DELETE /v1.0/{project_id}/queues/{queue_id}

参数说明请参见表5-12。

表 5-12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project_id String 是 项目ID。

queue_id String 是 待删除的队列ID。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无。

请求示例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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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无

响应示例

无。

状态码

操作成功的状态码如表5-13所示，操作失败的状态码请参考状态码。

表 5-13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4 队列删除成功。

 

5.5 创建消费组

功能介绍

创建消费组。

可同时为指定队列创建多个消费组。

说明

创建消费组后系统内部完成初始化需要1-3秒，如果创建消费组后立即进行操作，可能会导致消
费失败。建议3秒后再操作该队列。

URI
POST /v1.0/{project_id}/queues/{queue_id}/groups

参数说明请参见表5-14。

表 5-14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project_id String 是 项目ID。

queue_id String 是 指定的队列ID。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参数说明请参见表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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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5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groups Array 是 消费组信息。

每个队列最多能创建3个消费组，如
果请求中的消费组个数超过3个，请
求校验不通过，无法创建消费组。

 

表 5-16 groups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name String 是 消费组的名称。

长度不超过32位的字符串，仅包含
a~z，A~Z，0~9、下划线（_）和中
划线（-）。

 

请求示例

{
  "groups" : [{
      "name" : "group-aa"
    }
  ]
}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响应参数如表5-17所示。

表 5-17 响应参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id String 消费组的ID。

name String 消费组的名称。

 

响应示例

{
  "groups" : [{
      "id" : "g-02fb1974-9be1-4eee-8448-ed2d3e89884a",
      "name" : "group-a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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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操作成功的状态码如表5-18所示，操作失败的状态码请参考状态码。

表 5-18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1 消费组创建成功。

 

5.6 查看指定队列的所有消费组

功能介绍

获取指定队列的所有消费组。

URI

GET /v1.0/{project_id}/queues/{queue_id}/groups?
include_deadletter={include_deadletter}&include_messages_num={boolean}&page
_size={page_size}&current_page={current_page}

参数说明请参见表5-19。

表 5-19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project_id String 是 项目ID。

queue_id String 是 指定的队列ID。

include_dea
dletter

Boolean 否 是否包含死信信息。默认值为：
false。

include_mes
sages_num

Boolean 否 是否查询消费组的详情，默认值为
true。
配置为false时，查询的消费组列表不
包含消费详情，接口响应速度快。

page_size Integer 否 设置每页显示的消费组数量。

page_size和current_page必须同时配
置有效值，否则默认查询所有消费
组。

current_pag
e

Integer 否 设置查询消费组的页码。

page_size和current_page必须同时配
置有效值，否则默认查询所有消费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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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GET v1.0/b78a90ae2a134b4b8b2ba30acab4e23a/queues/075ae7da-6ce5-4966-940c-17c19fb5175e/groups?
include_deadletter=true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无。

请求示例

无。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响应参数如表5-20和表5-21所示。

表 5-20 响应参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queue_id String 队列ID。

queue_name String 队列的名称。

groups Array 消费组列表。

redrive_policy String 该队列是否开启死信消息。仅当
include_deadletter为true时，才有该响应参
数。

● enable：表示开启。

● disable：表示不开启。

 

表 5-21 groups 参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id String 消费组的ID。

name String 消费组的名称。

produced_messages Integer 队列的消息总数，不包含过期删除的消息
数。

consumed_messages Integer 已正常消费的消息总数。

available_messages Integer 该消费组可以消费的普通消息数。

produced_deadletter
s

Integer 该消费组产生的死信息消息总数。仅当
include_deadletter为true时，才有该响应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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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描述

available_deadletter
s

Integer 该消费组未消费的死信消息数。仅当
include_deadletter为true时，才有该响应参
数。

 

响应示例

{
    "queue_name" : "queue-772289871",
    "groups" : [{
            "name" : "group-1690260950",
            "id" : "g-eb9305bb-5bec-4712-84ab-0a36fbe9c2c0",
            "consumed_messages" : 0,
            "available_messages" : 8,
            "produced_messages" : 10,
        }
    ],
    "redrive_policy" : "enable",
    "queue_id" : "f5b6dd28-08dd-4f0f-866c-2eadf6788163"
}

include_messages_num配置为false时：
{
    "queue_name" : "queue-586845368",
    "groups" : [{
            "name" : "group-364417183",
            "id" : "g-33d53064-2ab9-4acc-8566-3faa8c8578bf",
            "consumed_messages" : 0,
            "available_messages" : 0,
            "produced_messages" : 0,
        }, {
            "name" : "group-1722391629",
            "id" : "g-876fc3a2-e8c1-4a81-af3e-9ef68e3e46cf",
            "consumed_messages" : 0,
            "available_messages" : 0,
            "produced_messages" : 0,
        }
    ],
    "queue_id" : "e7e6d7f6-c555-470a-b9ee-3175e3408250"
}

状态码

操作成功的状态码如表5-22所示，操作失败的状态码请参考状态码。

表 5-22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获取信息成功。

 

5.7 删除指定消费组

功能介绍

删除指定的消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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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DELETE /v1.0/{project_id}/queues/{queue_id}/groups/{group_id}

参数说明请参见表5-23。

表 5-23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project_id String 是 项目ID。

queue_id String 是 队列ID。

group_id String 是 待删除的消费组ID。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无。

请求示例

无。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无

响应示例

无。

状态码

操作成功的状态码如表5-24所示，操作失败的状态码请参考状态码。

表 5-24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4 消费组删除成功。

 

5.8 向指定队列发送消息

功能介绍

向指定队列发送消息，可同时发送多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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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最多发送10条。

● 每次发送的消息总负载不超过512KB。
● Kafka队列的消息保存时间在创建队列时可以设置，可设置范围为1~72小时。其

他队列的消息最大保存时长为72小时。

URI
POST /v1.0/{project_id}/queues/{queue_id}/messages

参数说明请参见表5-25。

表 5-25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project_id String 是 项目ID。

queue_id String 是 指定的队列ID。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请求参数如表5-26和表5-27所示。

表 5-26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messages Array 是 消息列表。

returnId Boolean 否 发送消息成功后，是否返回
Message ID，默认为false，设置为
true时，返回参数才有Message
ID。

 

表 5-27 messages 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body JSON 是 消息正文。

attributes JSON对象 否 属性列表，包含属性名称和属性值。

同一条消息的属性名称不可重复，否则
属性值将被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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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tags JSON对象 否 消息标签，即Label，是通过对消息增加
Label来区分队列中的消息分类，DMS允
许消费者按照Label对消息进行过滤，确
保消费者最终只消费到他关心的消息类
型。

消息标签只能包含a~z，A~Z，0-9，-，
_，长度是[1，64]。
最多可添加3个标签。

delayTim
e

Long 否 延时消息的延时时长。

延时消息是指消息发送到DMS服务后，
并不期望这条消息立即被消费，而是延
迟一段时间后才能被消费。

取值范围：0~604800000
单位：毫秒

不配置该参数或者配置为0，表示无延
时。

配置为浮点数时，自动取小数点前面的
整数值，比如配置为6000.9，则自动取
值为6000。
仅NORMAL队列和FIFO队列可以设置延
时消息，Kafka队列不支持延时消息的功
能，如果向Kafka队列生产延时消息，提
示{"code":10540010,
"message":"Invalid request format:
kafka queue message could not have
delayTime."}。

 

请求示例

{
    "messages" : [{
            "body" : "TEST11",
            "attributes" : {
                "attribute1" : "value1",
                "attribute2" : "value2"
            },
            "tags" : ["tag1", "tag2"],
             "delayTime":60000
        }, {
            "body" : {
                "foo" : "test02"
            },
            "attributes" : {
                "attribute1" : "value1",
                "attribute2" : "value2"
            },
            "tags" : ["tag1", "tag2"],
            "delayTime":10000
        }
    ],
    "returnId" :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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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响应参数如表5-28和表5-29所示。

表 5-28 响应参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message Array 消息列表。

 

表 5-29 messages 响应参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error String 错误描述信息。

error_code Integer 错误码。

state Integer 发送消息的状态。

0：表示发送成功。

1：表示发送失败，失败原因参考对应的error和
error_code。

id String 消息ID。

 

响应示例

{
  "messages" : [{
      "error" : null,
      "state" : 0,
      "id" : 
"eyJ0b3BpYyI6InEtNjdjMDFiOTI5NDQxNDRhMTlkMmRhOTY4ZWYzNGE5MTItNGZhMWQ5YTQtNjRhNC00M
mYxLTk3MzAtZGU4NTFjMTU0Mjg2Iiwib2Zmc2V0IjoyMzQ4LCJwYXJ0aXRpb24iOjIsInRhcmdldFRvcGljIjpudWxs
fQ==",
      "error_code" : null
    },
    {
      "error" : null,
      "state" : 0,
      "id" : "jhGwdWEpnyrXMlauz72j+7cD8W9F4I2HAk6GyQFJCJMX6Va3W7KlA2IVCZ
+hYHFcKqA0n1DQLdKMCyGKvd0ZrQRfwHzjAabgYnWg2VCHtb12fJkzKMQB4JwwcyHvsPNffmFW6gxC4VVaT
4cHf8sLYzrZmES1fd36r5o9wpbpqOgi2I==",
      "error_code" : null
    }
  ]
}

状态码

操作成功的状态码如表5-30所示，操作失败的状态码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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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0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1 发送消息成功。

 

5.9 消费消息

功能介绍

消费指定队列中的消息。可同时消费多条消息，每次消费的消息负载不超过512KB。

当队列中消息较少时，单次消费返回的消息数量可能会少于指定条数，但多次消费最
终可获取全部消息，当队列为空时，返回为空。

每个消费组只支持一种Label规则，如果第二次消费更换了Label规则，则消费失败。

URI

GET /v1.0/{project_id}/queues/{queue_id}/groups/{consumer_group_id}/messages?
max_msgs={max_msgs}&time_wait={time_wait}&ack_wait={ack_wait}&tag={tag1
}&tag={tag2}&tag_type={TYPE}

参数说明请参见表5-31。

表 5-31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是否必
选

说明 取值范围

project_id String 是 项目ID。 N/A

queue_id String 是 指定的队列ID。 N/A

consumer_g
roup_id

String 是 消费组的ID。从查看指定
队列的所有消费组的响应
消息中获取消费组ID。

N/A

max_msgs Integer 否 获取可消费的消息的条
数。

取值范围：
1~10。
默认值：10

time_wait Integer 否 设定队列可消费的消息为
0时的读取消息等待时
间。

如果在等待时间内有新的
消息，则立即返回消费结
果，如果等待时间内没有
新的消息，则到等待时间
后返回消费结果。

取值范围：1~60s
默认值：3s
说明：不带该参数
或者配置为空，都
默认为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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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
选

说明 取值范围

ack_wait Integer 否 提交确认消费的超时时
间，客户端需要在该时间
内提交消费确认，如果超
过指定时间，没有确认消
费，系统会报消息确认超
时或handler无效，则默
认为消费失败。

取值范围：
15~300s
默认值：30s
说明：不带该参数
或者配置为空，都
默认为30s。

tag String 否 添加标签后可以按照Tag
进行过滤，只消费匹配上
标签的消息。

Tag的数量不超过
3个。

每个Tag长度不超
过64。

tag_type String 否 多个消息标签的过滤类
型。

取值范围：

● and：必须所
有标签匹配
上，才能消费
消息。

● or：只要有一
条标签匹配
上，就可以消
费消息。

默认值为：or。

 

示例

GET v1.0/b78a90ae2a134b4b8b2ba30acab4e23a/queues/075ae7da-6ce5-4966-940c-17c19fb5175e/groups/
g-5ec247fd-d4a2-4d4f-9876-e4ff3280c461/messages?
max_msgs=10&ack_wait=30&tag=tag1&tag=tag2&tag_type=or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无。

请求示例

无。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响应参数如表5-32和表5-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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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 响应参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message JSON对象 消息的内容。

handler String 消息handler。

 

表 5-33 message 参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body JSON 消息体的内容。

attributes JSON对象 属性的列表。

tags JSON数组 标签值。

 

响应示例

[{
  "message" : {
   "body" : {
    "foo" : "123="
   },
   "attributes": {
       "attribute1": "value1",
       "attribute2": "value2"
        }
  },
  "tags":["tag1","tag2"],  
  "handler" : 
"eyJjZyI6Im15X2pzb25fZ3JvdXAiLCJjaSI6InJlc3QtY29uc3VtZXItYzNlNThiNjEtYzA0NC00NGJkLTkxM2ItZDgzNjlj
NmJhYTQxIiwiY291bnQiOjAsIm9mZnNldCI6MCwicCI6MCwidCI6InRlc3QyIn0="
 }, {
  "message" : {
   "body" : {
    "foo" : "123="
   },
   "attributes": {
       "attribute1": "value1",
       "attribute2": "value2"
        }
  },
  "tags":["tag1","tag2"],  
  "handler" : 
"eyJjZyI6Im15X2pzb25fZ3JvdXAiLCJjaSI6InJlc3QtY29uc3VtZXItYzNlNThiNjEtYzA0NC00NGJkLTkxM2ItZDgzNjlj
NmJhYTQxIiwiY291bnQiOjAsIm9mZnNldCI6MSwicCI6MCwidCI6InRlc3QyIn0="
 }
]

状态码

操作成功的状态码如表5-34所示，操作失败的状态码请参考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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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4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获取信息成功。

 

5.10 确认已消费指定消息

功能介绍

确认已经消费指定消息。

在消费者消费消息期间，消息仍然停留在队列中，但消息从被消费开始的30秒内不能
被该消费组再次消费，若在这30秒内没有被消费者确认消费，则DMS认为消息未消费
成功，将可以被继续消费。

如果消息被确认消费成功，消息将不能被该消费组再次消费，但是消息仍然保持在队
列中，并且可以被其它消费组消费，消息在队列中的保留时间默认为72小时（除非队
列被删除），72小时后会被删除。

消息批量消费确认时，必须严格按照消息消费的顺序提交确认，DMS按顺序判定消息
是否消费成功，如果某条消息未确认或消费失败，则不再继续检测，默认后续消息全
部消费失败。建议当对某一条消息处理失败时，不再需要继续处理本批消息中的后续
消息，直接对已正确处理的消息进行确认。

确认消费失败后，可以再次重新消费和确认。当开启死信时，消息进行多次重复消费
仍然失败后，DMS会将该条消息转存到死信队列中，有效期为72小时，用户可以根据
需要对死信消息进行重新消费。

URI

POST /v1.0/{project_id}/queues/{queue_id}/groups/{consumer_group_id}/ack

参数说明请参见表5-35。

表 5-35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project_id String 是 项目ID。

queue_id String 是 队列ID。

consumer_group_id String 是 消费组ID。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请求参数如表5-36和表5-3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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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6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message Array 是 确认消息数组。

 

表 5-37 message 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handler String 是 消费时返回的ID。

status String 否 客户端处理数据的状态。

取值为“success”或者“fail”。

 

请求示例

{
  "message": [
    {
      "handler": 
"eyJjb25zdW1lckdyb3VwIjoibXFzX2NvbnN1bWVyXzMiLCJjb25zdW1lckluc3RhbmNlIjoicmVzdC1jb25zdW1lci1h
MWM5YTRlMy1mNTY5LTQyYTgtOTQ1Ni1hYmU0NDVmZjUxYzkiLCJjb3VudCI6MSwib2Zmc2V0IjowLCJvZmZz
ZXRJbmRleCI6LTEsInBhcnRpdGlvbiI6MiwidG9waWMiOiJxLWI3OGE5MGFlMmExMzRiNGI4YjJiYTMwYWNhYjRl
MjNhLTA3NWFlN2RhLTZjZTUtNDk2Ni05NDBjLTE3YzE5ZmI1MTc1ZSJ9",
      "status": "success"
    }
  ]
}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响应参数如表5-38所示。

表 5-38 响应参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success Integer 确认成功的数目（如果为N，则表示前N条消息确认成
功）。

fail Integer 确认失败的数目（如果为N，则表示后N条消息确认失
败）。

 

响应示例

{
  "success": 1, 
  "fail": 2
}

分布式消息服务
接口参考 5 队列与消息管理类接口

文档版本 05 (2019-03-14)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4



状态码

操作成功的状态码如表5-39所示，操作失败的状态码请参考状态码。

表 5-39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消息确认成功。

 

5.11 查看配额

功能介绍

查看当前项目的配额。

URI
GET /v1.0/{project_id}/quotas/dms

参数说明请参见表5-40。

表 5-40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project_id String 是 项目ID。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无。

请求示例

无。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响应参数如表5-41、表5-42和表5-43所示。

表 5-41 响应参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quotas JSON 配额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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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2 quotas 参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resources Array 配额列表。

 

表 5-43 resources 参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type String 配额名称。

quota Integer 配额数量。

used Integer 已使用的数量。

min Integer 配额调整的最小值。

max Integer 配额调整的最大值。

 

响应示例

{
  "quotas" : {
    "resources" : [{
        "type" : "queue",
        "quota" : 30,
        "used" : 5,
        "min" : 0,
        "max" : 500
      } 
    ]
  }
}

状态码

操作成功的状态码如表5-44所示，操作失败的状态码请参考状态码。

表 5-44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获取信息成功。

 

5.12 消费死信消息

功能介绍

消费指定消费组产生的死信消息。可同时消费多条消息，每次消费的消息负载不超过
512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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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NORMAL队列和FIFO队列可以开启死信消息，因为只有NORMAL队列和FIFO队列可
消费死信消息。

URI

GET /v1.0/{project_id}/queues/{queue_id}/groups/{consumer_group_id}/
deadletters?max_msgs={max_msgs}&time_wait={time_wait}&ack_wait={ack_wait}

参数说明请参见表5-45。

表 5-45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是否必
选

说明 取值范围

project_id String 是 项目ID。 N/A

queue_id String 是 指定的队列ID。 N/A

consumer_g
roup_id

String 是 消费组的ID。从查看指定
队列的所有消费组的响应
消息中获取消费组ID。

N/A

max_msgs Integer 否 获取可消费的死信消息的
条数。

说明
单次消费返回的消息数量
可能会少于指定条数，但
多次消费最终可获取全部
消息。

取值范围：
1~10。
默认值：10

time_wait Integer 否 设定消费组中可消费的死
信为0时的读取消息等待
时间。

如果在等待时间内有新的
死信消息，则立即返回消
费结果，如果等待时间内
没有新的死信消息，则到
等待时间后返回消费结
果。

取值范围：1~60s
默认值：3s
说明：不带该参数
或者配置为空，都
默认为3s。

ack_wait Integer 否 commit提交超时时间，
在该时间内提交确认，确
认有效，如果超过指定时
间，系统会报消息确认超
时，或handler无效。

取值范围：
15~300s
默认值：30s
说明：不带该参数
或者配置为空，都
默认为30s。

 

示例

v1.0/b78a90ae2a134b4b8b2ba30acab4e23a/queues/075ae7da-6ce5-4966-940c-17c19fb5175e/groups/
g-5ec247fd-d4a2-4d4f-9876-e4ff3280c461/deadletters?max_msgs=10&ack_wait=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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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无。

请求示例

无。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响应参数如表5-46和表5-47所示。

表 5-46 响应参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message JSON对象 消息的内容。

handler String 消息handler。

 

表 5-47 message 参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body JSON 消息体的内容。

attributes JSON对象 属性的列表。

 

响应示例

[{
  "message" : {
   "body" : {
    "foo" : "123="
   },
   "attributes": {
       "attribute1": "value1",
       "attribute2": "value2"
        }
  },
  "handler" : 
"eyJjZyI6Im15X2pzb25fZ3JvdXAiLCJjaSI6InJlc3QtY29uc3VtZXItYzNlNThiNjEtYzA0NC00NGJkLTkxM2ItZDgzNjlj
NmJhYTQxIiwiY291bnQiOjAsIm9mZnNldCI6MCwicCI6MCwidCI6InRlc3QyIn0="
 }, {
  "message" : {
   "body" : {
    "foo" : "123="
   },
   "attributes": {
       "attribute1": "value1",
       "attribute2": "value2"
        }
  },
  "handl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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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JjZyI6Im15X2pzb25fZ3JvdXAiLCJjaSI6InJlc3QtY29uc3VtZXItYzNlNThiNjEtYzA0NC00NGJkLTkxM2ItZDgzNjlj
NmJhYTQxIiwiY291bnQiOjAsIm9mZnNldCI6MSwicCI6MCwidCI6InRlc3QyIn0="
 }
]

状态码

操作成功的状态码如表5-48所示，操作失败的状态码请参考状态码。

表 5-48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获取信息成功。

 

5.13 确认已消费死信消息

功能介绍

确认已经消费指定的死信消息。

在消费者消费死信消息期间，死信消息仍然停留在队列中，但死信消息从被消费开始
的30秒内不能被该消费组再次消费，若在这30秒内没有被消费者确认消费，则DMS认
为死信消息未消费成功，将可以被继续消费。

如果死信消息被确认消费成功，该死信消息将不能被该消费组再次消费，死信消息的
保留时间为72小时（除非消费组被删除），72小时后会被删除。

消息批量消费确认时，必须严格按照消息消费的顺序提交确认，DMS按顺序判定消息
是否消费成功，如果某条消息未确认或消费失败，则不再继续检测，默认后续消息全
部消费失败。建议当对某一条消息处理失败时，不再需要继续处理本批消息中的后续
消息，直接对已正确处理的消息进行确认。

仅NORMAL队列和FIFO队列可以开启死信消息，因为只有NORMAL队列和FIFO队列可
消费死信消息。

URI

POST /v1.0/{project_id}/queues/{queue_id}/groups/{consumer_group_id}/
deadletters/ack

参数说明请参见表5-49。

表 5-49 参数说明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project_id String 是 项目ID。

queue_id String 是 队列ID。

consumer_group_id String 是 消费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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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请求参数如表5-50和表5-51所示。

表 5-50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message Array 是 确认消息数组。

 

表 5-51 message 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handler String 是 消费时返回的ID。

status String 否 客户端处理数据的状态。

取值为“success”或者“fail”。

 

请求示例

{
  "message": [
    {
      "handler": 
"eyJjb25zdW1lckdyb3VwIjoibXFzX2NvbnN1bWVyXzMiLCJjb25zdW1lckluc3RhbmNlIjoicmVzdC1jb25zdW1lci1h
MWM5YTRlMy1mNTY5LTQyYTgtOTQ1Ni1hYmU0NDVmZjUxYzkiLCJjb3VudCI6MSwib2Zmc2V0IjowLCJvZmZz
ZXRJbmRleCI6LTEsInBhcnRpdGlvbiI6MiwidG9waWMiOiJxLWI3OGE5MGFlMmExMzRiNGI4YjJiYTMwYWNhYjRl
MjNhLTA3NWFlN2RhLTZjZTUtNDk2Ni05NDBjLTE3YzE5ZmI1MTc1ZSJ9",
      "status": "success"
    }
  ]
}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响应参数如表5-52所示。

表 5-52 响应参数

参数 类型 描述

success Integer 确认成功的数目（如果为N，则表示前N条死信消息确
认成功）。

fail Integer 确认失败的数目（如果为N，则表示后N条死信消息确
认失败）。

 

响应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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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cess": 1, 
  "fail": 2
}

状态码

操作成功的状态码如表5-53所示，操作失败的状态码请参考状态码。

表 5-53 状态码

状态码 描述

200 消息确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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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AQ

6.1 访问 DMS 服务提示 IAM 连接超时

问题描述

访问DMS服务的API报错，提示IAM连接超时，显示如下：

Get quota fail: 401
{"message": "Connect IAM Timeout", "request_id": 
"5ACB6B21-DAF6-47C8-B7A4-45A7BDC57FC6"}

可能原因

在Web Console删除AK/SK，导致AK/SK无效。

处理方法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用户名，在下拉列表中单击“我的认证”。

步骤3 单击“管理访问密钥”。

步骤4 单击“新增访问密钥”，进入“新增访问密钥”页面。

步骤5 输入登录密码和短信验证码，单击“确定”，下载密钥，请妥善保管。

步骤6 用新的AK/SK访问DMS服务。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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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录

7.1 状态码
状态码如表7-1所示

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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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OK 请求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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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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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编码 错误码说明

301 Moved
Perman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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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Found 资源被临时移动。

303 See Other 查看其它地址。

使用GET和POST请求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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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Use Proxy 所请求的资源必须通过代理访问。

306 Unused 已经被废弃的HTTP状态码。

400 BadRequest 非法请求。

建议直接修改该请求，不要重试该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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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 Payment
Required

保留请求。

403 Forbidden 请求被拒绝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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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 NotFound 所请求的资源不存在。

建议直接修改该请求，不要重试该请求。

405 MethodNotAllow
ed

请求中带有该资源不支持的方法。

建议直接修改该请求，不要重试该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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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请求要求代理的身份认证，与401类似，但请求者
应当使用代理进行授权。

408 Request Time-out 服务器等候请求时发生超时。

客户端可以随时再次提交该请求而无需进行任何更
改。

409 Conflict 服务器在完成请求时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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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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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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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编码 错误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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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Precondition
Failed

未满足前提条件，服务器未满足请求者在请求中设
置的其中一个前提条件。

413 Request Entity
Too 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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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Request-URI Too
Large

请求的URI过长（URI通常为网址），服务器无法处
理。

415 Unsupported
Media Type

服务器无法处理请求附带的媒体格式。

416 Requested range
not satisfiable

客户端请求的范围无效。

417 Expectation
Failed

服务器无法满足Expect的请求头信息。

422 UnprocessableEnt
ity

请求格式正确，但是由于含有语义错误，无法响
应。

429 TooManyReques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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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InternalServerErr
or

表明服务端能被请求访问到，但是不能理解用户的
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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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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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ServiceUnavailabl
e

被请求的服务无效。

建议直接修改该请求，不要重试该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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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 HTTP Version not
supported

服务器不支持请求的HTTP协议的版本，无法完成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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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错误码

表 7-2 DMS 的错误码

状态码 错误码 描述

400 10240002 查询队列的数量超过了范围。

400 10240004 Tag名称无效。

400 10240005 Project ID的格式无效。

400 10240007 名称包含无效字符。

400 10240009 消息体不是JSON格式或字段非法。

400 10240010 描述包含无效字符。

400 10240011 名称长度必须为[1,64]。

400 10240012 名称长度必须为[1,32]。

400 10240013 描述长度必须为[0,160]。

400 10240014 最大消费消息数不在合法范围内。

400 10240015 Queue ID的格式无效。

400 10240016 Group ID的格式无效。

400 10240017 队列已经存在。

400 10240018 消费组已存在。

400 10240019 消费组的数目超出限制。

400 10240020 配额不足。

400 10240021 消费等待时间不在[1,60]范围内。

400 10240022 进入死信队列前的最大消费次数的值必须在[1,100]范围内。

400 10240027 Kafka队列的消息保存时间必须在[1,72]范围内。

400 10240028 非Kafka队列不能设置消息保存时间。

400 10240032 队列正在创建。

401 10240101 Token无效。

401 10240102 Token已过期。

401 10240103 Token缺失。

401 10240104 Project-ID和Token不匹配。

403 10240304 修改队列或者消费组的配额小于已使用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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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错误码 描述

403 10240306 租户已被冻结，您无法操作DMS。

403 10240308 队列的配额必须在[1,20]范围内。

403 10240309 访问被拒绝，您无法操作DMS。

403 10240310 租户只读权限，您无法操作DMS。

403 10240311 角色没有操作权限，您无法操作DMS。

403 10240312 租户受限，您无法操作DMS。

404 10240401 队列ID错误或者没找到。

404 10240405 消费组ID错误或者没找到。

404 10240406 Url或Endpoint不存在。

500 10250002 内部服务错误。

500 10250003 内部服务错误。

500 10250004 内部服务错误。

500 10250005 内部通讯异常。

500 10250006 内部服务错误。

400 10540001 消息体的字段非法。

400 10540003 消息确认status字段值必须为'success'或'fail'，目前为
{status}。

400 10540004 请求错误：queue或group name与handler的信息不匹配。

400 10540010 请求的格式错误：{错误描述信息}。

400 10540011 请求消息大小超过阈值，目前为{消息大小}，最大限制为：
{最大消息大小}。

400 10540012 消息体不是JSON格式或字段非法。

400 10540014 URI中参数错误。

400 10540202 请求的格式错误：{错误描述信息} 。

400 10542204 消费消息失败，错误信息为：{错误描述}。

400 10542205 handler不存在，获取消费实例失败，可能是因为1分钟后消
费实例释放，导致从handler获取consumer实例失败。

该错误码会在如下场景出现：

● 消费后提交其他消费实例的handler。
● 消费超过1分钟确认。

● 普通消费用死信接口确认。

● 死信消费用普通接口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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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错误码 描述

400 10542206 ack_wait的取值必须在15~300范围内。

400 10542209 handler不存在，可能是因为handler解析失败、消费确认超
时或重复确认。

该错误码会在如下场景出现：

● 消费后提交错误的handler。
● 未消费且使用伪造的handler直接确认。

● 消费后超过30秒后确认。

● 消费后30秒内，相同handler重复确认。

为性能考虑，系统超时计时都是非精确的，而且超时检测是
周期检测，非实时检测。

400 10542214 请求的格式错误：{错误描述信息}。

404 10240407 请求过于频繁，正在流控，请稍后再试。

404 10540401 队列名不存在。

500 10550035 tag_type不正确，tag_type必须为or或者and。

 

7.3 获取项目 ID

调用 API 获取项目 ID

项目ID可以通过调用查询指定条件下的项目信息API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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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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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
            "description": "",
            "links": {
                "next": null,
                "previous": null,
                "self": "https://www.example.com/v3/projects/a4a5d4098fb4474fa22cd05f897d6b99"
            },
            "id": "a4a5d4098fb4474fa22cd05f897d6b99",
            "enabled": true
        }
    ],
    "links": {
        "next": null,
        "previous": null,
        "self": "https://www.example.com/v3/project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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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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project_id），所以需要先在管理控
制台上获取到项目ID。

项目ID获取步骤如下：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用户名，在下拉列表中单击“我的凭证”，查看项目ID。

图 7-1 查看项目 ID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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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用户名，在下拉列表中单击“我的凭证”。

查看帐户名和帐户ID。

图 7-2 查看帐户名和帐户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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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19-03-14 增加创建、修改、查询和删除RabbitMQ实例。

2019-03-04 增加实例管理类接口，DMS支持创建、修改、查询和删除
Kafka专享版实例。

2019-01-04 下线ActiveMQ队列类型。

2018-09-29 第二次正式发布。

2018-05-10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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