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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本文档提供了对象存储服务OBS Go SDK所有接口的描述与使用方式、方法定义及参数
说明等内容。

SDK API 概览

接口名 定义方法 功能描述

创建桶 obsClient.CreateBucket 创建桶。

获取桶列表 obsClient.ListBuckets 查询桶列表，返回结果按
照桶名字典序排列。

判断桶是否存在 obsClient.HeadBucket 判断桶是否存在。

删除桶 obsClient.DeleteBucket 删除桶，待删除的桶必须
为空。

列举桶内对象 obsClient.ListObjects 列举桶内对象，默认返回
最大1000个对象。

列举桶内多版本对象 obsClient.ListVersions 列举桶内多版本对象，默
认返回最大1000个多版本
对象。

获取桶元数据 obsClient.GetBucketMeta
data

对桶发送HEAD请求，获
取桶的存储类型，CORS规
则（若已设置）等信息。

获取桶区域位置 obsClient.GetBucketLocat
ion

获取桶所在的区域位置。

获取桶存量信息 obsClient.GetBucketStora
geInfo

获取桶的存量信息，包含
桶的空间大小以及对象个
数。

设置桶配额 obsClient.SetBucketQuot
a

设置桶的配值，单位为字
节，支持的最大值为
263-1，配额值设为0表示
桶的配额没有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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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名 定义方法 功能描述

获取桶配额 obsClient.GetBucketQuot
a

获取桶的配额值，0代表配
额没有上限。

设置桶存储类型 obsClient.SetBucketStora
gePolicy

设置桶的存储类型，桶中
对象的存储类型默认将与
桶的存储类型保持一致。

获取桶存储类型 obsClient.GetBucketStora
gePolicy

获取桶的存储类型。

设置桶ACL obsClient.SetBucketAcl 设置桶的访问权限。

获取桶ACL obsClient.GetBucketAcl 获取桶的访问权限。

设置桶日志管理配置 obsClient.SetBucketLoggi
ngConfiguration

设置桶的访问日志配置。

获取桶日志管理配置 obsClient.GetBucketLogg
ingConfiguration

获取桶的访问日志配置。

设置桶策略 obsClient.SetBucketPolicy 配置桶的策略，如果桶已
经存在一个策略，那么当
前请求中的策略将完全覆
盖桶中现存的策略。

获取桶策略 obsClient.GetBucketPolic
y

获取桶的策略配置。

删除桶策略 obsClient.DeleteBucketPo
licy

删除桶的策略配置。

设置桶的生命周期配置 obsClient.SetBucketLifecy
cleConfiguration

配置桶的生命周期规则，
实现定时转换桶中对象的
存储类型，以及定时删除
桶中对象的功能。

获取桶的生命周期配置 obsClient.GetBucketLifec
ycleConfiguration

获取桶的生命周期规则。

删除桶的生命周期配置 obsClient.DeleteBucketLif
ecycleConfiguration

删除桶所有的生命周期规
则。

设置桶的Website 配置 obsClient.SetBucketWebs
iteConfiguration

设置桶的Website配置。

获取桶的Website 配置 obsClient.GetBucketWeb
siteConfiguration

获取桶的Website配置。

删除桶的Website 配置 obsClient.DeleteBucketW
ebsiteConfiguration

删除指定桶的Website配
置。

设置桶的多版本状态 obsClient.SetBucketVersi
oning

设置桶的多版本状态。

获取桶的多版本状态 obsClient.GetBucketVersi
oning

获取桶的多版本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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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名 定义方法 功能描述

设置桶的CORS 配置 obsClient.SetBucketCors 设置桶的跨域资源共享规
则，以允许客户端浏览器
进行跨域请求。

获取桶的CORS 配置 obsClient.GetBucketCors 获取指定桶的跨域资源共
享规则。

删除桶的CORS 配置 obsClient.DeleteBucketC
ors

删除指定桶的跨域资源共
享规则。

设置桶标签 obsClient.SetBucketTaggi
ng

设置桶的标签。

获取桶标签 obsClient.GetBucketTaggi
ng

获取指定桶的标签。

删除桶标签 obsClient.DeleteBucketTa
gging

删除指定桶的标签。

上传对象 obsClient.PutObject 上传对象到指定桶中。

上传文件 obsClient.PutFile 上传文件/文件夹到指定桶
中。

下载对象 obsClient.GetObject 下载指定桶中的对象。

复制对象 obsClient.CopyObject 为指定桶中的对象创建一
个副本。

删除对象 obsClient.DeleteObject 删除指定桶中的对象。

批量删除对象 obsClient.DeleteObjects 批量删除指定桶中的多个
对象。

获取对象元数据 obsClient.GetObjectMeta
data

对指定桶中的对象发送
HEAD请求，获取对象的
元数据信息。

设置对象元数据 obsClient.SetObjectMeta
data

对指定桶中的对象的元数
据信息。

设置对象ACL obsClient.SetObjectAcl 设置指定桶中对象的访问
权限。

获取对象ACL obsClient.GetObjectAcl 获取指定桶中对象的访问
权限。

初始化分传段任务 obsClient.InitiateMultipar
tUpload

在指定桶中初始化分段上
传任务。

上传段 obsClient.UploadPart 初始化分段上传任务后，
通过分段上传任务的ID，
上传段到指定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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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名 定义方法 功能描述

复制段 obsClient.CopyPart 初始化分段上传任务后，
通过分段上传任务的ID，
复制段到指定桶中。

列举已上传的段 obsClient.ListParts 通过分段上传任务的ID，
列举指定桶中已上传的
段。

列举分段上传任务 obsClient.ListMultipartUp
loads

列举指定桶中所有的初始
化后还未合并或还未取消
的分段上传任务。

合并段 obsClient.CompleteMulti
partUpload

通过分段上传任务的ID，
合并指定桶中已上传的
段。

取消分段上传任务 obsClient.AbortMultipart
Upload

通过分段上传任务的ID，
取消指定桶中的分段上传
任务。

恢复归档存储对象 obsClient.RestoreObject 恢复指定桶中的归档存储
对象。

生成带授权信息的URL obsClient.CreateSignedUr
l

通过访问密钥、请求方法
类型、请求参数等信息生
成一个在Query参数中携
带鉴权信息的URL，以对
OBS服务进行特定操作。

生成带授权信息的表单上
传参数

obsClient.CreateBrowser
BasedSignature

生成用于鉴权的请求参
数，以进行基于浏览器的
POST表单上传。

断点续传上传 obsClient.UploadFile 对分段上传的封装和加
强，解决上传大文件时由
于网络不稳定或程序崩溃
导致上传失败的问题。

断点续传下载 obsClient.DownloadFile 对范围下载的封装和加
强，解决下载大对象到本
地时由于网络不稳定或程
序崩溃导致下载失败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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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DK 下载

● OBS Go SDK最新版本源码下载：最新源码下载

兼容性
● 版本修订记录信息：ChangeLog
● 推荐使用的Golang版本：Go 1.14+。

● 命名空间：与旧版本（2.2.x）保持兼容，使用obs作为命名空间。

● 接口函数：与旧版本（2.2.x）保持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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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示例程序

OBS Go SDK提供了丰富的示例程序，方便用户参考或直接使用。您可以从OBS Go
SDK开发包中获取示例程序。您也可以从下面表格中直接下载示例程序。

示例包括以下内容：

示例代码 说明

bucket_operations_sample 展示了桶相关接口的用法

object_operations_sample 展示了对象相关接口的用法

download_sample 展示了下载对象的用法

create_folder_sample 展示了创建文件夹的用法

delete_objects_sample 展示了批量删除对象的用法

list_objects_sample 展示了列举对象的用法

list_versions_sample 展示了列举多版本对象的用法

list_objects_in_folder_sample 展示了列举文件夹内对象的用法

object_meta_sample 展示了自定义对象元数据的用法

simple_multipart_upload_sample 展示了分段上传的基本用法

restore_object_sample 展示了下载归档存储对象的用法

concurrent_copy_part_sample 展示了分段并发复制大对象的用法

concurrent_download_object_sample 展示了分段并发下载大对象的用法

concurrent_upload_part_sample 展示了分段并发上传大对象的用法

temporary_signature_sample 展示了使用URL进行授权访问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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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开发环境准备

● 从Go官网下载并安装合适的Golang版本。

● 【可选】从Jetbrains官网下载并安装GoLand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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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装 SDK

方法一：

以安装OBS Go SDK最新版本为例，步骤如下：

1. 下载OBS Go SDK开发包。

2. 解压该开发包，可以看到其中包含obs文件夹（SDK源码）、main文件夹和
examples文件夹（示例代码）和README.MD（SDK版本特性描述文件）。

3. 使用GoLand新建Go工程，将obs、examples、main文件夹拷贝至新建工程中的
src文件夹下。

4. 右键单击建好的Go工程，运行弹出菜单中的“Build Project”命令编译工程并等
待编译完成。

说明

编译成功后，您的目录结构应该像下面这样：

├── bin
├── pkg
├── src
-----├── examples
-----├── main
-----└── obs
└── README.MD

方法二：

go get github.com/huaweicloud/huaweicloud-sdk-go-obs/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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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快速使用 SDK

创建 AK、SK
OBS通过用户帐户中的AK和SK进行签名验证，确保通过授权的帐户才能访问指定的
OBS资源。以下是对AK和SK的解释说明：

● AK：Access Key ID，接入键标识，用户在对象存储服务系统中的接入键标识，一
个接入键标识唯一对应一个用户，一个用户可以同时拥有多个接入键标识。对象
存储服务系统通过接入键标识识别访问系统的用户。

● SK：Secret Access Key，安全接入键，用户在对象存储服务系统中的安全接入
键，是用户访问对象存储服务系统的密钥，用户根据安全接入键和请求头域生成
鉴权信息。安全接入键和接入键标识一一对应。

创建访问密钥的操作步骤如下：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用户名，并选择“我的凭证”。

3. 在“我的凭证”页面，单击左侧导航栏的“访问密钥”。

4. 在“访问密钥”页面，单击“新增访问密钥”。

说明

每个用户最多可创建两个有效的访问密钥。

5. 在弹出的“新增访问密钥”对话框中，输入描述内容（建议），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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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选）在弹出的“身份验证”对话框中，选择合适的验证方式进行验证，单击
“确定”。

7. 在弹出的“创建成功”提示框中，单击“立即下载”后，密钥会直接保存到浏览
器默认的下载文件夹中。

8. 打开下载下来的“credentials.csv”文件既可获取到访问密钥（AK和SK）。

说明

● 在密钥文件中，Access Key ID列对应的值即AK，Secret Access Key列对应的值即SK。

● 为防止访问密钥泄露，建议您将其保存到安全的位置。如果用户在此提示框中单击“取
消”，则不会下载密钥，后续也将无法重新下载。如果需要使用访问密钥，可以重新创建新
的访问密钥。

获取服务地址

● 您可以从这里查看OBS当前开通的服务地址和区域信息。

对象存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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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SDK支持带协议名和不带协议名两种方式传入服务地址，例如获取到的服务地址为
“your-endpoint”，则初始化OBS客户端时传入的服务地址可以为“http://your-
endpoint”、“https://your-endpoint”和“your-endpoint”三种形式。

初始化 OBS 客户端

向OBS发送任一HTTP/HTTPS请求之前，必须先创建一个ObsClient结构体：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obs"
)

func main()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err = obs.New(ak, sk, endPoint)
       if err == nil {
              // 使用访问OBS

              // 关闭obsClient
              obsClient.Close()
       }
}

说明

● 更多关于OBS客户端初始化的内容请参考“初始化”章节。

● 日志配置详见日志初始化

● 如果设置的endpoint不带协议类型，则默认使用HTTPS协议。

● 出于DNS解析性能和OBS服务可靠性的考虑，不允许将endpoint设置为IP，必须使用域名访
问OBS服务。

创建桶

桶是OBS全局命名空间，相当于数据的容器、文件系统的根目录，可以存储若干对
象。以下代码展示如何新建一个桶：

input := &obs.CreateBucket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output, err := obsClient.CreateBucket(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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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桶的名字是全局唯一的，所以您需要确保不与已有的桶名称重复。

● 桶命名规则如下：

● 3～63个字符，数字或字母开头，支持小写字母、数字、“-”、“.”。

● 禁止使用类IP地址。

● 禁止以“-”或“.”开头及结尾。

● 禁止两个“.”相邻（如：“my..bucket”）。

● 禁止“.”和“-”相邻（如：“my-.bucket”和“my.-bucket”）。

● 同一用户多次创建同名桶不会报错，创建的桶属性以第一次请求为准。

● 更多创建桶的信息，请参见创建桶。

须知

创建桶时，如果使用的终端节点归属于默认区域华北-北京一（cn-north-1），则可以
不指定区域；如果使用的终端节点归属于其他区域，则必须指定区域（指定方法参见
带参数创建），且指定的区域必须与终端节点归属的区域一致。当前有效的区域名称
可从这里查询。

上传对象

以下代码展示如何上传对象至OBS：

input := &obs.PutFile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name"
input.SourceFile = "localfile"  // localfile为待上传的本地文件路径，需要指定到具体的文件名
output, err := obsClient.PutFile(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说明

更多上传对象的信息，请参见上传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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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初始化

7.1 命名空间
OBS Go SDK使用obs作为命名空间，SDK包含的所有数据类型和接口定义均归属于该
命名空间，使用SDK前需要引入obs。

7.2 ObsClient 初始化

功能说明

ObsClient是访问OBS服务的Go客户端，它为调用者提供一系列与OBS服务进行交互的
接口，用于管理、操作桶（Bucket）和对象（Object）等OBS服务上的资源。使用
OBS Go SDK向OBS发起请求，您需要初始化一个ObsClient实例，并根据需要调整客
户端配置参数。

初始化方法
func New(ak, sk, endpoint string, configurers ...configurer) (*ObsClient, error)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ak string 必选 访问密钥中的AK。

sk string 必选 访问密钥中的SK。

endpoint string 必选 连接OBS的服务地址。包含协议类
型、域名（或IP）、端口号。示例：
https://your-endpoint:443。（出于
安全性考虑，建议使用https协议）

您可以从这里查看OBS当前开通的服
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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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configurer
s

configurer（obs
包中的私有类
型）

可选 一组用于配置ObsClient的参数，可进
行连接超时时间、最大重试次数、最
大连接数等配置。

 

可用的 configurer
您可通过configurer（obs命名空间中的私有类型）对ObsClient进行配置，可用的
configurer见下表：

创建方式 描述 建议值

WithSslVerifyAndPemCert
s(sslVerify bool, pemCerts
[]byte)

配置验证服务端证书的参数。默
认为不验证。

N/A

WithHeaderTimeout(head
erTimeout int)

配置获取响应头的超时时间。默
认为60秒。

[10，60]

WithMaxConnections(ma
xIdleConns int)

配置允许最大HTTP空闲连接
数。默认为1000。

N/A

WithConnectTimeout(con
nectTimeout int)

配置建立HTTP/HTTPS连接的超
时时间（单位：秒）。默认为60
秒。

[10，60]

WithSocketTimeout(socke
tTimeout int)

配置读写数据的超时时间（单
位：秒）。默认为60秒。

[10，60]

WithIdleConnTimeout(idl
eConnTimeout int)

配置空闲的HTTP连接在连接池
中的超时时间（单位：秒）。默
认为30秒。

默认

WithMaxRetryCount(max
RetryCount int)

配置HTTP/HTTPS连接异常时的
请求重试次数。默认为3次。

[1，5]

WithProxyUrl(proxyUrl
string)

配置HTTP代理。 N/A

WithHttpTransport(transp
ort *http.Transport)

配置自定义的Transport。 默认

WithRequestContext(ctx
context.Context)

配置每次HTTP请求的上下文。 N/A

WithMaxRedirectCount(m
axRedirectCount int)

配置HTTP/HTTPS请求重定向的
最大次数。默认为3次。

[1，5]

WithSecurityToken(securit
yToken string)

配置临时访问密钥中的
SecurityToken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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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建议值为N/A的表示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

● 如网络状况不佳，建议增大WithConnectTimeout和WithSocketTimeout的值。

代码样例
● 您可以通过New函数创建OBS客户端，永久访问密钥（AK/SK）创建OBS客户端示

例代码如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err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f err == nil {
         // 使用访问OBS

         // 关闭obsClient
         obsClient.Close()
   }
}

● 携带代理proxy创建OBS客户端代码如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err = obs.New(ak, sk, endpoint, obs.WithProxyUrl("https://username:password!
@yourProxy"))

func main() {
   if err == nil {
         // 使用访问OBS

         // 关闭obsClient
         obsClient.Close()
   }
}

● 临时访问密钥（AK/SK和SecurityToken）创建OBS客户端代码如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var securityToken = "*** Provide your SecurityToken ***"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err = obs.New(ak, sk, endpoint, obs.WithSecurityToken(securityToken))

func ma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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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err == nil {
         // 使用访问OBS

         // 关闭obsClient
         obsClient.Close()
   }
}

● 您还可以通过配置系统环境变量的方式或者通过访问ECS服务器获取临时访问密钥
的方式创建OBS客户端。

– 从环境变量中获取访问密钥创建OBS客户端的代码如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指定ak，sk为空字符串；指定从环境变量获取AK，SK，环境变量后缀为空
var obsClient, err = obs.New(ak, sk, endpoint, 
obs.WithSecurityProviders(obs.NewEnvSecurityProvider(""))
)

func main() {
   if err == nil {
         // 使用访问OBS

         // 关闭obsClient
         obsClient.Close()
   }
}

说明

以上方式会从当前系统的环境变量中寻找访问密钥，需要对应在环境变量中定义
OBS_ACCESS_KEY_ID、OBS_SECRET_ACCESS_KEY字段。同时如果采用临时访问密
钥时，还需要在环境变量中定义OBS_SECURITY_TOKEN字段。

– 从ECS获取临时访问密钥创建OBS客户端的代码如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指定ak，sk为空字符串；指定从ECS获取临时访问密钥，指定重试次数为1
var obsClient, err = obs.New(ak, sk, endpoint, 
obs.WithSecurityProviders(obs.NewEcsSecurityProvider(1))
)

func main() {
   if err == nil {
         // 使用访问OBS

         // 关闭obsClient
         obsClient.Close()
   }
}

说明

当应用程序部署在ECS服务器上且该ECS绑定了相关委托项时，可以采用以上方式从
ECS服务器上自动获取临时访问密钥。

– 使用链式方式从系统环境变量及ECS上获取访问密钥创建OBS客户端的代码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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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指定ak，sk为空字符串；指定从环境变量和ECS中顺序获取访问密钥
var obsClient, err = obs.New(ak, sk, endpoint, 
                     obs.WithSecurityProviders(obs.NewEnvSecurityProvider(""), 
obs.NewEcsSecurityProvider(1))
)

func main() {
   if err == nil {
         // 使用访问OBS

         // 关闭obsClient
         obsClient.Close()
   }
}

说明

以上初始化过程指定以链式的方式从环境变量和ECS中顺序获取访问密钥，并采用第
一组成功获取到的访问密钥创建obsClient。

说明

● 您的工程中可以有多个ObsClient，也可以只有一个ObsClient。

● ObsClient是协程安全的，可在并发场景下使用。

● ObsClient在调用ObsClient.close方法关闭后不能再次使用。

● 您可以通过调用WithHttpTransport传入自定义Transport实现指定单Host最大连
接数的功能，示例代码如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obs"
       "time"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初始化自定义transport 
var maxIdleConns = 1000
var maxConnsPerHost = 1000
var idleConnTimeout = 30
var transport = &http.Transport{
    MaxIdleConns:          maxIdleConns,
    MaxIdleConnsPerHost:   maxIdleConns,
    MaxConnsPerHost:       maxConnsPerHost,
    IdleConnTimeout:       time.Second * time.Duration(idleConnTimeout),
}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err = obs.New(ak, sk, endpoint, obs.WithHttpTransport(transport))

func main() {
   if err == nil {
         // 使用访问OBS

         // 关闭obsClient
         obsClient.Clos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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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 只有在Golang 1.11以上的版本中才支持在Transport结构中指定
MaxConnsPerHost参数；

● 如果指定了自定义的Transport，则无法通过WithMaxConnections、
WithProxyUrl等配置方法配置Transport相关的最大空闲连接数、代理配置等参
数，对应参数应直接在自定义Transport中指定；

7.3 日志初始化

功能说明

通过开启SDK日志功能，可将接口调用过程中产生的日志信息记录到日志文件，用于
后续的数据分析或问题定位。您可以通过InitLog开启日志；CloseLog关闭日志并同步
缓存中的日志内容到日志文件。

初始化方法
func InitLog(logFullPath string, maxLogSize int64, backups int, level Level, logToConsole bool) error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logFullPath string 必选 日志文件的全路径。

maxLogSize int64 必选 日志文件大小，单位：字节。

backups int 必选 最大可保留的日志文件个数。

level Level 必选 日志级别。

logToConsole bool 必选 是否将日志打印到控制台。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obs"
)

func main() {
       // 设置日志文件存放的路径
       var logFullPath string = "./logs/OBS-SDK.log"
       // 设置每个日志文件的大小，单位：字节
       var maxLogSize int64 = 1024 * 1024 * 10
       // 设置保留日志文件的个数
       var backups int = 10
       // 设置日志的级别
       var level = obs.LEVEL_INFO
       // 设置是否打印日志到控制台
       var logToConsole bool = false
       // 开启日志
       obs.InitLog(logFullPath, maxLogSize, backups, level, logToConsole)
       // 关闭日志，同步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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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s.CloseLog()

}

说明

● 日志功能默认是关闭的，需要主动开启。

● 您可以从日志分析章节获取更多关于SDK日志的信息。

● 日志默认首先写入缓存（累积一定量后再写入文件），程序退出前调用obs.CloseLog()可同
步缓存中的日志内容到日志文件。

7.4 SDK 自定义错误

功能说明

调用ObsClient的相关接口发生错误时，通常会返回SDK自定义错误，其包含服务端返
回的HTTP状态码、OBS错误码、错误信息等，便于用户定位问题，并做出适当的处
理。

类型定义
type ObsError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ResponseHeaders map[string]
[]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Status string HTTP文本描述。

Code string OBS服务端错误码。

Message string OBS服务端错误描述。

Resource string 发生错误时相关的桶或对象。

HostId string 请求的服务端ID。

 

7.5 SDK 接口拓展配置

功能说明

增加拓展配置extensionOptions（obs包中的私有类型），当前可以通过调用如下拓展
配置项为对应请求配置额外的拓展请求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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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的拓展请求头

创建方式 说明

WithTrafficLimitHeader(traffic
Limit int64)

配置在请求中携带单链接限速头域。目前仅支持
GetObject 方法

取值范围：819200 ~ 838860800, 单位 bit/s。

 

代码样例

携带单链接限速头域调用下载对象接口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GetObject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name"
       var traffic int64 = 41943040
       output, err := obsClient.GetObject(input, obs.WithTrafficLimitHeader(traffic))
      if err == nil {
              defer output.Body.Close()
              fmt.Printf("StorageClass:%s, ETag:%s, ContentType:%s, ContentLength:%d, LastModified:%s\n",
                     output.StorageClass, output.ETag, output.ContentType, output.ContentLength, 
output.LastModified)
              p := make([]byte, 1024)
              var readErr error
              var readCount int
              // 读取对象内容
              for {
                     readCount, readErr = output.Body.Read(p)
                     if readCount > 0 {
                           fmt.Printf("%s", p[:readCount])
                     }
                     if readErr != nil {
                           break
                     }
              }
       } else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f("Code:%s\n", obsError.Code)
              fmt.Printf("Message:%s\n", obsError.Messag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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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枚举常量

8.1 日志级别

类型定义
type Level int

常量列表

常量名 原始值 说明

LEVEL_OFF 500 关闭级别，如果设置为这个级别，日志打印功能将被
关闭。

LEVEL_ERROR 400 错误级别，如果设置为这个级别，仅打印发生异常时
的错误信息。

LEVEL_WARN 300 告警级别，如果设置为这个级别，除了打印错误级别
的信息外，还将打印一些关键事件的信息。

LEVEL_INFO 200 信息级别，如果设置为这个级别，除了打印告警级别
的信息外，还将打印HTTP/HTTPS请求的耗时时间，
ObsClient接口的耗时时间等。

LEVEL_DEBUG 100 调试级别，如果设置为这个级别，除了打印INFO级
别的信息外，还将打印每次HTTP/HTTPS请求和响应
的头信息、鉴权算法计算出的stringToSign信息等。

 

8.2 预定义访问策略

类型定义
type AclType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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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量列表

常量名 原始值 说明

AclPrivate private 私有读写。

AclPublicRead public-read 公共读私有写。

AclPublicReadWrite public-read-write 公共读写。

AclPublicReadDelivered public-read-delivered 桶公共读，桶内对象公共
读。

AclPublicReadWriteDelive
red

public-read-write-
delivered

桶公共读写，桶内对象公共
读写。

 

说明

AclPublicReadDelivered和AclPublicReadWriteDelivered不能应用于对象。

8.3 存储类型

类型定义
type StorageClassType string

常量列表

常量名 原始值 说明

StorageClassStandard STANDARD 标准存储。

StorageClassWarm WARM 低频访问存储。

StorageClassCold COLD 归档存储。

 

8.4 权限类型

类型定义
type PermissionType string

常量列表

常量名 原始值 说明

PermissionRead READ 读权限。

PermissionWrite WRITE 写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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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量名 原始值 说明

PermissionReadAcp READ_ACP 读ACP权限。

PermissionWriteAcp WRITE_ACP 写ACP权限。

PermissionFullControl FULL_CONTROL 完全控制权限。

 

8.5 可被授权的用户类别

类型定义
type GranteeType string

常量列表

常量名 原始值 说明

GranteeGroup Group 用户组。

GranteeUser CanonicalUser 单个用户。

 

8.6 可被授权的用户组

类型定义
type GroupUriType string

常量列表

常量名 原始值 说明

GroupAllUsers AllUsers 所有用户。

GroupAuthenticatedUse
rs

AuthenticatedUsers 授权用户，已废弃。

GroupLogDelivery LogDelivery 日志投递组，已废弃。

 

8.7 规则状态

类型定义
type RuleStatusType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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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量列表

常量名 原始值 说明

RuleStatusEnable
d

Enabled 启用规则。

RuleStatusDisabl
ed

Disabled 禁用规则。

 

8.8 重定向协议

类型定义
type ProtocolType string

常量列表

常量名 原始值 说明

ProtocolHttp http 重定向请求时使用HTTP协议。

ProtocolHttps https 重定向请求时使用HTTPS协议。

 

8.9 多版本状态

类型定义
type VersioningStatusType string

常量列表

常量名 原始值 说明

VersioningStatus
Enabled

Enabled 开启多版本。

VersioningStatus
Suspended

Suspended 暂停多版本。

 

8.10 复制策略

类型定义
type MetadataDirectiveType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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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量列表

常量名 原始值 说明

CopyMetadata COPY 复制对象时，复制源对象属性。

ReplaceMetadata REPLACE 复制对象时，重写源对象属性。

 

8.11 恢复选项

类型定义
type RestoreTierType string

常量列表

常量名 原始值 说明

RestoreTierExpedited Expedited 快速恢复，恢复耗时1~5分钟。

RestoreTierStandard Standard 标准恢复，恢复耗时3~5小时。

 

8.12 事件类型

类型定义
type EventType string

常量列表

常量名 原始值 说明

ObjectCreatedAll ObjectCreated:* 所有创建对象操作的事件。

包含PUT上传对象、POST上传对象、
复制对象、合并段。

ObjectCreatedPut ObjectCreated:Put PUT上传对象的事件。

ObjectCreatedPost ObjectCreated:Post POST上传对象的事件。

ObjectCreatedCopy ObjectCreated:Cop
y

复制对象的事件。

ObjectCreatedCom
pleteMultipartUplo
ad

ObjectCreated:Co
mpleteMultipartUp
load

合并段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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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量名 原始值 说明

ObjectRemovedAll ObjectRemoved:* 所有调用删除、取消段接口的对象操作
的事件。

包含指定对象版本号删除对象；多版本
开启后，不指定对象版本号删除对象。

ObjectRemovedDel
ete

ObjectRemoved:De
lete

指定对象版本号删除对象的事件。

ObjectRemovedDel
eteMarkerCreated

ObjectRemoved:De
leteMarkerCreated

多版本开启后，不指定对象版本号删除
对象的事件。

 

8.13 HTTP 方法类型

类型定义
type HttpMethodType string

常量列表

常量名 原始值 说明

HttpMethodGet GET HTTP GET请求。

HttpMethodPut POST HTTP POST请求。

HttpMethodPost PUT HTTP PUT请求。

HttpMethodDelete DELETE HTTP DELETE请求。

HttpMethodHead HEAD HTTP HEAD请求。

HttpMethodOptions OPTIONS HTTP OPTIONS请求。

 

8.14 子资源类型

类型定义
type SubResourceType string

常量列表

常量名 原始值 适用接口

SubResourceStoragePolicy storagePolicy 设置/获取桶存储类型。

SubResourceQuota quota 设置/获取桶配额。

SubResourceStorageInfo storageinfo 获取桶存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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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量名 原始值 适用接口

SubResourceLocation location 获取桶区域位置。

SubResourceAcl acl 设置/获取桶ACL、设置/获取对象
ACL。

SubResourcePolicy policy 设置/获取/删除桶策略。

SubResourceCors cors 设置/获取/删除桶CORS配置。

SubResourceVersioning versioning 设置/获取桶多版本状态。

SubResourceWebsite website 设置/获取/删除桶Website配置。

SubResourceLogging logging 设置/获取桶日志管理配置。

SubResourceLifecycle lifecycle 设置/获取/删除桶生命周期配置。

SubResourceNotification notification 设置/获取桶时间通知配置。

SubResourceTagging tagging 设置/获取/删除桶标签。

SubResourceDelete delete 批量删除对象。

SubResourceVersions versions 列举桶内多版本对象。

SubResourceUploads uploads 列举桶内分段上传任务、初始化分
段上传任务。

SubResourceRestore restore 恢复归档存储对象。

 

8.15 桶状态

类型定义
type FSStatus string

常量列表

常量名 原始值 说明

FSStatusEnabled Enabled 对应桶为POSIX桶。

FSStatusDisabled Disabled 对应桶对非POSIX桶。

 

8.16 桶类型
type BucketType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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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量列表

常量名 原始值 说明

OBJECT OBJECT 对应桶类型为对象桶。

POSIX POSIX 对应桶类型为POSIX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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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桶相关接口

9.1 桶相关接口说明
OBS Go SDK为桶相关接口均提供了使用带授权信息的URL访问OBS服务的方法，这些
方法可能包含三个参数：带授权信息的URL、通过带授权信息的URL发起请求时实际应
携带的头域、请求携带的数据（可选）。

关于如何生成带授权信息的URL，请参考生成带授权信息的URL。

9.2 创建桶

功能说明

按照用户指定的桶名创建一个新桶。新创建桶的桶名在OBS中必须是唯一的。如果是
同一个用户重复创建同一区域的同名桶时返回HTTP状态码200。除此以外的其他场景
重复创建同名桶返回HTTP状态码409，表明桶已存在。一个用户可以拥有的桶的数量
不能超过100个。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CreateBucket(input *CreateBucketInput)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CreateBucket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data io.Reader)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CreateBucketInput 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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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CreateBucket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Location = "bucketlocation"
       input.ACL = obs.AclPrivate
       input.StorageClass = obs.StorageClassWarm
       input.AvailableZone = "3az"
       output, err := obsClient.CreateBucket(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说明

● 桶的名字是全局唯一的，所以您需要确保不与已有的桶名称重复。

● 桶命名规则如下：

● 3～63个字符，数字或字母开头，支持小写字母、数字、“-”、“.”。

● 禁止使用类IP地址。

● 禁止以“-”或“.”开头及结尾。

● 禁止两个“.”相邻（如：“my..bucket”）。

● 禁止“.”和“-”相邻（如：“my-.bucket”和“my.-bucket”）。

● 同一用户在同一个区域多次创建同名桶不会报错，创建的桶属性以第一次请求为准。

● 本示例创建的桶的访问权限默认是私有读写，存储类型默认是标准类型，区域位置是默认区
域华北-北京一（cn-north-1）。

● 使用ACL参数指定桶的访问权限；使用StorageClass参数指定桶的存储类型；使用Location
参数指定桶的区域位置。使用AvailableZone参数指定桶是否支持多AZ存储（如果Location
不支持多AZ，则该参数则为默认值单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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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 创建桶时，如果使用的终端节点归属于默认区域华北-北京一（cn-north-1），则可
以不指定区域；如果使用的终端节点归属于其他区域，则必须指定区域，且指定的
区域必须与终端节点归属的区域一致。当前有效的区域名称可从这里查询。比如初
始化时使用的终端节点EndPoint是obs.cn-north-4. myhuaweicloud.com，那么在
创建桶的时候必须指定Location：cn-north-4 才会创建成功，否则会返回状态码
400。

9.3 获取桶列表

功能说明

查询桶列表，返回结果按照桶名字典序排列。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ListBuckets(input *ListBucketsInput) (output *ListBuckets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ListBuckets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ListBuckets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ListBucketsInput 可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ListBuckets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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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 main() {
       output, err := obsClient.ListBuckets(nil)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fmt.Printf("Owner.ID:%s\n", output.Owner.ID)
              for index, val := range output.Buckets {
                     fmt.Printf("Bucket[%d]-Name:%s,CreationDate:%s\n", index, val.Name, val.CreationDate)
              }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9.4 判断桶是否存在

功能说明

判断桶是否存在，返回的结果中HTTP状态码为200表明桶存在，否则返回404表明桶
不存在。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HeadBucket(bucketName string)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HeadBucket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Name string 必选 桶名。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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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_, err := obsClient.HeadBucket("bucketname")
       if err == nil {
              fmt.Println("Bucket exists")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if obsError.StatusCode == 404 {
                           fmt.Println("Bucket does not exists")
                     } else {
                           fmt.Printf("StatusCode:%d\n", obsError.StatusCode)
                     }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9.5 删除桶

功能说明

删除桶，待删除的桶必须为空（不包含对象、历史版本对象或分段上传碎片）。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DeleteBucket(bucketName string)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DeleteBucket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Name string 必选 桶名。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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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output, err := obsClient.DeleteBucket("bucketname")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9.6 列举桶内对象

功能说明

列举桶内对象，默认返回最大1000个对象。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ListObjects(input *ListObjectsInput) (output *ListObjects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ListObjects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ListObjects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ListObjects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ListObjectsOutput

err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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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ListObjects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output, err := obsClient.ListObjects(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for index, val := range output.Contents {
                     fmt.Printf("Content[%d]-OwnerId:%s, ETag:%s, Key:%s, LastModified:%s, Size:%d\n",
                           index, val.Owner.ID, val.ETag, val.Key, val.LastModified, val.Size)
              }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9.7 列举桶内多版本对象

功能说明

列举桶内多版本对象，默认返回最大1000个多版本对象。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ListVersions(input *ListVersionsInput) (output *ListVersions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ListVersions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ListVersions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ListVersionsInput 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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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ListVersions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ListVersions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MaxKeys = 100
       output, err := obsClient.ListVersions(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for index, val := range output.Versions {
                     fmt.Printf("Version[%d]-OwnerId:%s, ETag:%s, Key:%s, VersionId:%s, LastModified:%s, Size:
%d\n",
                           index, val.Owner.ID, val.ETag, val.Key, val.VersionId, val.LastModified, val.Size)
              }
              for index, val := range output.DeleteMarkers {
                     fmt.Printf("DeleteMarker[%d]-OwnerId:%s, Key:%s, VersionId:%s, LastModified:%s\n",
                           index, val.Owner.ID, val.Key, val.VersionId, val.LastModified)
              }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9.8 获取桶元数据

功能说明

对桶发送HEAD请求，获取桶的存储类型，CORS规则（若已设置）等信息。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BucketMetadata(input *GetBucketMetadataInput) (output 
*GetBucketMetadataOutput, err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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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BucketMetadata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GetBucketMetadata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GetBucketMetadata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GetBucketMetadata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GetBucketMetadata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output, err := obsClient.GetBucketMetadata(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fmt.Printf("StorageClass:%s\n", output.StorageClass)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f("StatusCode:%d\n", obsError.StatusCod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9.9 获取桶区域位置

功能说明

获取桶所在的区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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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BucketLocation(bucketName string) (output *GetBucketLocation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BucketLocation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GetBucketLocation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Name string 必选 桶名。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GetBucketLocation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output, err := obsClient.GetBucketLocation("bucketname")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fmt.Printf("Location:%s\n", output.Location)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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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获取桶存量信息

功能说明

获取桶的存量信息，包含桶的空间大小以及对象个数。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BucketStorageInfo(bucketName string) (output 
*GetBucketStorageInfo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BucketStorageInfo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GetBucketStorageInfo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Name string 必选 桶名。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GetBucketStorageInfo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output, err := obsClient.GetBucketStorageInfo("bucketname")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fmt.Printf("Size:%d, ObjectNumber:%d\n", output.Size, output.ObjectNumber)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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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mt.Println(err)
              }
       }
}

9.11 设置桶配额

功能说明

设置桶的配置值，单位为字节，支持的最大值为263-1，配额值设为0表示桶的配额没
有上限。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SetBucketQuota(input *SetBucketQuotaInput)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SetBucketQuota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data io.Reader)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SetBucketQuota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SetBucketQuota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Quota = 1024 * 1024 * 1024
       output, err := obsClient.SetBucketQuota(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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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9.12 获取桶配额

功能说明

获取桶的配置值，0代表配额没有上限。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BucketQuota(bucketName string) (output *GetBucketQuota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BucketQuota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GetBucketQuota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Name string 必选 桶名。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GetBucketQuota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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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 main() {
       output, err := obsClient.GetBucketQuota("bucketname")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fmt.Printf("Quota:%d\n", output.Quota)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9.13 设置桶存储类型

功能说明

设置桶的存储类型，桶中对象的存储类型默认将与桶的存储类型保持一致。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SetBucketStoragePolicy(input *SetBucketStoragePolicyInput)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SetBucketStoragePolicy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data io.Reader)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SetBucketStoragePolicy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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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SetBucketStoragePolicy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StorageClass = obs.StorageClassWarm
       output, err := obsClient.SetBucketStoragePolicy(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9.14 获取桶存储类型

功能说明

获取桶的存储类型。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BucketStoragePolicy(bucketName string) (output 
*GetBucketStoragePolicy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BucketStoragePolicy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GetBucketStoragePolicy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Name string 必选 桶名。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GetBucketStoragePolicy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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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output, err := obsClient.GetBucketStoragePolicy("bucketname")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fmt.Printf("StorageClass:%s\n", output.StorageClass)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9.15 设置桶 ACL

功能说明

设置桶的访问权限。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SetBucketAcl(input *SetBucketAclInput)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SetBucketAcl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data io.Reader)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SetBucketAcl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对象存储服务
Go SDK 开发指南 9 桶相关接口

文档版本 06 (2022-01-04)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44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SetBucketAcl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Owner.ID = "ownerid"
       var grants [3]obs.Grant
       grants[0].Grantee.Type = obs.GranteeGroup
       grants[0].Grantee.URI = obs.GroupAuthenticatedUsers
       grants[0].Permission = obs.PermissionRead

       grants[1].Grantee.Type = obs.GranteeUser
       grants[1].Grantee.ID = "userid"
       grants[1].Permission = obs.PermissionWrite

       grants[2].Grantee.Type = obs.GranteeUser
       grants[2].Grantee.ID = "userid"
       grants[2].Permission = obs.PermissionRead
       input.Grants = grants[0:3]
       output, err := obsClient.SetBucketAcl(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9.16 获取桶 ACL

功能说明

获取桶的访问权限。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BucketAcl(bucketName string) (output *GetBucketAcl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BucketAcl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GetBucketAclOutput, err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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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Name string 必选 桶名。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GetBucketAcl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output, err := obsClient.GetBucketAcl("bucketname")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fmt.Printf("Owner.ID:%s\n", output.Owner.ID)
              for index, grant := range output.Grants {
                     fmt.Printf("Grant[%d]-Type:%s, ID:%s, URI:%s, Permission:%s\n", index, grant.Grantee.Type, 
grant.Grantee.ID, grant.Grantee.URI, grant.Permission)
              }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9.17 设置桶日志管理配置

功能说明

设置桶的访问日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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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SetBucketLoggingConfiguration(input *SetBucketLoggingConfigurationInput)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SetBucketLoggingConfiguration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data io.Reader)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SetBucketLoggingConfigurationIn
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SetBucketLoggingConfiguration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TargetPrefix = "your-agency"
       input.TargetBucket = "target-bucket"
       input.TargetPrefix = "prefix"
       output, err := obsClient.SetBucketLoggingConfiguration(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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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 获取桶日志管理配置

功能说明

获取桶的访问日志配置。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BucketLoggingConfiguration(bucketName string) (output 
*GetBucketLoggingConfiguration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BucketLoggingConfiguration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GetBucketLoggingConfiguration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Name string 必选 桶名。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GetBucketLoggingConfiguration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output, err := obsClient.GetBucketLoggingConfiguration("bucketname")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fmt.Printf("TargetBucket:%s, TargetPrefix:%s\n", output.TargetBucket, output.TargetPrefix)
              for index, grant := range output.TargetGrants {
                     fmt.Printf("Grant[%d]-Type:%s, ID:%s, URI:%s, Permission:%s\n", index, grant.Grantee.Type, 
grant.Grantee.ID, grant.Grantee.URI, grant.Permission)
              }
       } e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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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9.19 设置桶策略

功能说明

配置桶的策略，如果桶已经存在一个策略，那么当前请求中的策略将完全覆盖桶中现
存的策略。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SetBucketPolicy(input *SetBucketPolicyInput)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SetBucketPolicy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data io.Reader)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SetBucketPolicy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SetBucketPolicy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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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Policy = "your policy"
       output, err := obsClient.SetBucketPolicy(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9.20 获取桶策略

功能说明

获取桶的策略配置。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BucketPolicy(bucketName string) (output *GetBucketPolicy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BucketPolicy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GetBucketPolicy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Name string 必选 桶名。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GetBucketPolicy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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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output, err := obsClient.GetBucketPolicy("bucketname")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fmt.Printf("Policy:%s\n", output.Policy)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9.21 删除桶策略

功能说明

删除桶的策略配置。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DeleteBucketPolicy(bucketName string)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DeleteBucketPolicy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Name string 必选 桶名。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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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output, err := obsClient.DeleteBucketPolicy("bucketname")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9.22 设置桶的生命周期配置

功能说明

配置桶的生命周期规则，实现定时转换桶中对象的存储类型，以及定时删除桶中对象
的功能。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SetBucketLifecycleConfiguration(input *SetBucketLifecycleConfigurationInput)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SetBucketLifecycleConfiguration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data io.Reader)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SetBucketLifecycleConfigurationI
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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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SetBucketLifecycleConfiguration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var lifecycleRules [2]obs.LifecycleRule
       lifecycleRule0 := obs.LifecycleRule{}
       lifecycleRule0.ID = "rule0"
       lifecycleRule0.Prefix = "prefix0"
       lifecycleRule0.Status = obs.RuleStatusEnabled

       var transitions [2]obs.Transition
       transitions[0] = obs.Transition{}
       transitions[0].Days = 30
       transitions[0].StorageClass = obs.StorageClassWarm

       transitions[1] = obs.Transition{}
       transitions[1].Days = 60
       transitions[1].StorageClass = obs.StorageClassCold
       lifecycleRule0.Transitions = transitions[:]

       lifecycleRule0.Expiration.Days = 100
       lifecycleRule0.NoncurrentVersionExpiration.NoncurrentDays = 20

       lifecycleRules[0] = lifecycleRule0

       lifecycleRule1 := obs.LifecycleRule{}
       lifecycleRule1.Status = obs.RuleStatusEnabled
       lifecycleRule1.ID = "rule1"
       lifecycleRule1.Prefix = "prefix1"
       lifecycleRule1.Expiration.Date = time.Now().Add(time.Duration(24) * time.Hour)

       var noncurrentTransitions [2]obs.NoncurrentVersionTransition
       noncurrentTransitions[0] = obs.NoncurrentVersionTransition{}
       noncurrentTransitions[0].NoncurrentDays = 30
       noncurrentTransitions[0].StorageClass = obs.StorageClassWarm

       noncurrentTransitions[1] = obs.NoncurrentVersionTransition{}
       noncurrentTransitions[1].NoncurrentDays = 60
       noncurrentTransitions[1].StorageClass = obs.StorageClassCold
       lifecycleRule1.NoncurrentVersionTransitions = noncurrentTransitions[:]
       lifecycleRules[1] = lifecycleRule1

       input.LifecycleRules = lifecycleRules[:]

       output, err := obsClient.SetBucketLifecycleConfiguration(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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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获取桶的生命周期配置

功能说明

获取桶的生命周期规则。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BucketLifecycleConfiguration(bucketName string) (output 
*GetBucketLifecycleConfiguration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BucketLifecycleConfiguration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GetBucketLifecycleConfiguration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Name string 必选 桶名。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GetBucketLifecycleConfiguration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output, err := obsClient.GetBucketLifecycleConfiguration("bucketname")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for index, lifecycleRule := range output.LifecycleRules {
                     fmt.Printf("LifecycleRule[%d]:\n", index)
                     fmt.Printf("ID:%s, Prefix:%s, Status:%s\n", lifecycleRule.ID, lifecycleRule.Prefix, 
lifecycleRule.Status)

                     dat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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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_, transition := range lifecycleRule.Transitions {
                           if !transition.Date.IsZero() {
                                  date = transition.Date.String()
                           }
                           fmt.Printf("transition.StorageClass:%s, Transition.Date:%s, Transition.Days:%d\n", 
transition.StorageClass, date, transition.Days)
                     }

                     date = ""
                     if !lifecycleRule.Expiration.Date.IsZero() {
                           date = lifecycleRule.Expiration.Date.String()
                     }
                     fmt.Printf("Expiration.Date:%s, Expiration.Days:%d\n", lifecycleRule.Expiration.Date, 
lifecycleRule.Expiration.Days)

                     for _, noncurrentVersionTransition := range lifecycleRule.NoncurrentVersionTransitions {
                           fmt.Printf("noncurrentVersionTransition.StorageClass:%s, 
noncurrentVersionTransition.NoncurrentDays:%d\n",
                                  noncurrentVersionTransition.StorageClass, 
noncurrentVersionTransition.NoncurrentDays)
                     }
                     fmt.Printf("NoncurrentVersionExpiration.NoncurrentDays:%d\n", 
lifecycleRule.NoncurrentVersionExpiration.NoncurrentDays)
              }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9.24 删除桶的生命周期配置

功能说明

删除桶所有的生命周期规则。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DeleteBucketLifecycleConfiguration(bucketName string)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DeleteBucketLifecycleConfiguration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Name string 必选 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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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output, err := obsClient.DeleteBucketLifecycleConfiguration("bucketname")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9.25 设置桶的 Website 配置

功能说明

设置桶的Website配置。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SetBucketWebsiteConfiguration(input *SetBucketWebsiteConfigurationInput)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SetBucketWebsiteConfiguration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data io.Reader)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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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SetBucketWebsiteConfigurationIn
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SetBucketWebsiteConfiguration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IndexDocument.Suffix = "suffix"
       input.ErrorDocument.Key = "key"

       var routingRules [2]obs.RoutingRule
       routingRule0 := obs.RoutingRule{}

       routingRule0.Redirect.HostName = "www.a.com"
       routingRule0.Redirect.Protocol = obs.ProtocolHttp
       routingRule0.Redirect.ReplaceKeyPrefixWith = "prefix"
       routingRule0.Redirect.HttpRedirectCode = "304"
       routingRules[0] = routingRule0

       routingRule1 := obs.RoutingRule{}

       routingRule1.Redirect.HostName = "www.b.com"
       routingRule1.Redirect.Protocol = obs.ProtocolHttps
       routingRule1.Redirect.ReplaceKeyWith = "replaceKey"
       routingRule1.Redirect.HttpRedirectCode = "304"

       routingRule1.Condition.HttpErrorCodeReturnedEquals = "404"
       routingRule1.Condition.KeyPrefixEquals = "prefix"

       routingRules[1] = routingRule1

       input.RoutingRules = routingRules[:]
       output, err := obsClient.SetBucketWebsiteConfiguration(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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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9.26 获取桶的 Website 配置

功能说明

获取桶的Website配置。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BucketWebsiteConfiguration(bucketName string) (output 
*GetBucketWebsiteConfiguration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BucketWebsiteConfiguration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GetBucketWebsiteConfiguration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Name string 必选 桶名。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GetBucketWebsiteConfiguration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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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put, err := obsClient.GetBucketWebsiteConfiguration("bucketname")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fmt.Printf("Suffix:%s\n", output.IndexDocument.Suffix)
              fmt.Printf("Key:%s\n", output.ErrorDocument.Key)
              for index, routingRule := range output.RoutingRules {
                     fmt.Printf("Condition[%d]-KeyPrefixEquals:%s, HttpErrorCodeReturnedEquals:%s\n", index, 
routingRule.Condition.KeyPrefixEquals, routingRule.Condition.HttpErrorCodeReturnedEquals)
                     fmt.Printf("Redirect[%d]-Protocol:%s, HostName:%s, ReplaceKeyPrefixWith:%s, 
HttpRedirectCode:%s\n",
                           index, routingRule.Redirect.Protocol, routingRule.Redirect.HostName, 
routingRule.Redirect.ReplaceKeyPrefixWith, routingRule.Redirect.HttpRedirectCode)
              }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9.27 删除桶的 Website 配置

功能说明

删除指定桶的Website配置。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DeleteBucketWebsiteConfiguration(bucketName string)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DeleteBucketWebsiteConfiguration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Name string 必选 桶名。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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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output, err := obsClient.DeleteBucketWebsiteConfiguration("bucketname")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9.28 设置桶的多版本状态

功能说明

设置桶的多版本状态。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SetBucketVersioning(input *SetBucketVersioningInput)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SetBucketVersioning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data io.Reader)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SetBucketVersioning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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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SetBucketVersioning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Status = obs.VersioningStatusEnabled
       output, err := obsClient.SetBucketVersioning(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9.29 获取桶的多版本状态

功能说明

获取桶的多版本状态。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BucketVersioning(bucketName string) (output *GetBucketVersioning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BucketVersioning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GetBucketVersioning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Name string 必选 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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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GetBucketVersioning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output, err := obsClient.GetBucketVersioning("bucketname")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fmt.Printf("Status:%s\n", output.Status)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9.30 设置桶的 CORS 配置

功能说明

设置桶的跨域资源共享规则，以允许客户端浏览器进行跨域请求。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SetBucketCors(input *SetBucketCorsInput)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SetBucketCors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data io.Reader)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SetBucketCorsInput 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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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SetBucketCors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var corsRules [2]obs.CorsRule
       corsRule0 := obs.CorsRule{}
       corsRule0.ID = "rule1"
       corsRule0.AllowedOrigin = []string{"http://www.a.com", "http://www.b.com"}
       corsRule0.AllowedMethod = []string{"GET", "PUT", "POST", "HEAD"}
       corsRule0.AllowedHeader = []string{"header1", "header2"}
       corsRule0.MaxAgeSeconds = 100
       corsRule0.ExposeHeader = []string{"obs-1", "obs-2"}
       corsRules[0] = corsRule0
       corsRule1 := obs.CorsRule{}

       corsRule1.ID = "rule2"
       corsRule1.AllowedOrigin = []string{"http://www.c.com", "http://www.d.com"}
       corsRule1.AllowedMethod = []string{"GET", "PUT", "POST", "HEAD"}
       corsRule1.AllowedHeader = []string{"header3", "header4"}
       corsRule1.MaxAgeSeconds = 50
       corsRule1.ExposeHeader = []string{"obs-3", "obs-4"}
       corsRules[1] = corsRule1
       input.CorsRules = corsRules[:]
       output, err := obsClient.SetBucketCors(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对象存储服务
Go SDK 开发指南 9 桶相关接口

文档版本 06 (2022-01-04)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3



9.31 获取桶的 CORS 配置

功能说明

获取指定桶的跨域资源共享规则。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BucketCors(bucketName string) (output *GetBucketCors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BucketCors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GetBucketCors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Name string 必选 桶名。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GetBucketCors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output, err := obsClient.GetBucketCors("bucketname")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for _, corsRule := range output.CorsRules {
                     fmt.Printf("ID:%s, AllowedOrigin:%s, AllowedMethod:%s, AllowedHeader:%s, MaxAgeSeconds:
%d, ExposeHeader:%s\n",
                           corsRule.ID, strings.Join(corsRule.AllowedOrigin, "|"), 
strings.Join(corsRule.AllowedMethod, "|"),
                           strings.Join(corsRule.AllowedHeader, "|"), corsRule.MaxAgeSeconds, 
strings.Join(corsRule.ExposeHead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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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9.32 删除桶的 CORS 配置

功能说明

删除指定桶的跨域资源共享规则。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DeleteBucketCors(bucketName string)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DeleteBucketCors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Name string 必选 桶名。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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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put, err := obsClient.DeleteBucketCors("bucketname")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9.33 设置桶标签

功能说明

设置桶的标签。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SetBucketTagging(input *SetBucketTaggingInput)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SetBucketTagging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data io.Reader)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SetBucketTagging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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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 main() {
       input := &obs.SetBucketTagging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var tags [2]obs.Tag
       tags[0] = obs.Tag{Key: "key0", Value: "value0"}
       tags[1] = obs.Tag{Key: "key1", Value: "value1"}
       input.Tags = tags[:]
       output, err := obsClient.SetBucketTagging(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9.34 获取桶标签

功能说明

获取指定桶的标签。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BucketTagging(bucketName string) (output *GetBucketTagging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BucketTagging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GetBucketTagging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Name string 必选 桶名。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GetBucketTagging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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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output, err := obsClient.GetBucketTagging("bucketname")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for index, tag := range output.Tags {
                     fmt.Printf("Tag[%d]-Key:%s, Value:%s\n", index, tag.Key, tag.Value)
              }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9.35 删除桶标签

功能

删除指定桶的标签。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DeleteBucketTagging(bucketName string)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DeleteBucketTagging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Name string 必选 桶名。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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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output, err := obsClient.DeleteBucketTagging("bucketname")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9.36 设置桶加密配置

功能说明

设置桶的加密配置，以允许在该桶中上传对象时，采用对应加密配置对数据进行加
密。当前支持配置的服务端加密方式为KMS托管密钥的服务端加密(SSE-KMS)。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SetBucketEncryption(input *SetBucketEncryptionInput)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SetBucketEncryption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data io.Reader)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SetBucketEncryption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Base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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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型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obs.WithSignature(obs.SignatureObs))

func main() {
       input := &obs.SetBucketEncryption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 指定传入加密算法及对应的KMS加密密钥
       input.SSEAlgorithm = "kms"
       input.KMSMasterKeyID = "your kms key id"
       output, err := obsClient.SetBucketEncryption(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9.37 获取桶加密配置

功能说明

获取桶的加密配置。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BucketEncryption(bucketName string) (output *GetBucketEncryption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BucketEncryption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GetBucketEncryptionOutput, err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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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Name string 必选 桶名。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GetBucketEncryption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obs.WithSignature(obs.SignatureObs))

func main() 
       // 获取指定桶的加密配置信息
       output, err := obsClient.GetBucketEncryption("bucketName")
       if err == nil {
                fmt.Printf("Encryption:%s\n", outputGet.SSEAlgorithm)
        fmt.Printf("KeyID:%s\n", outputGet.KMSMasterKeyID)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9.38 删除桶加密配置

功能说明

删除桶的加密配置。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DeleteBucketEncryption(bucketName string)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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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DeleteBucketEncryption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Name string 必选 桶名。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obs.WithSignature(obs.SignatureObs))

func main() 
       // 删除指定桶的加密配置信息
       output, err := obsClient.DeleteBucketEncryption("bucketName")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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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对象相关接口

10.1 对象相关接口说明
OBS Go SDK为对象相关接口（断点续传除外），均提供了使用带授权信息的URL访问
OBS服务的方法，这些方法可能包含三个参数（ObsClient.PutFileWithSignedUrl除
外）：带授权信息的URL、通过带授权信息的URL发起请求时实际应携带的头域、请求
携带的数据（可选）。

关于如何生成带授权信息的URL，请参考生成带授权信息的URL。

10.2 上传对象简介
在OBS中，用户操作的基本数据单元是对象。OBS Go SDK提供了丰富的对象上传接
口，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上传对象：

● 流式上传

● 文件上传

● 分段上传

● 断点续传上传

SDK支持上传0KB~5GB的对象。流式上传和文件上传的内容大小不能超过5GB；当上
传较大文件时，请使用分段上传，分段上传每段内容大小不能超过5GB。

若上传的对象权限设置为匿名用户读取权限，对象上传成功后，匿名用户可通过链接
地址访问该对象数据。对象链接地址格式为：https://桶名.域名/文件夹目录层级/对象
名。如果该对象存在于桶的根目录下，则链接地址将不需要有文件夹目录层级。

10.3 上传对象-流式上传

功能说明

流式上传使用io.Reader作为对象的数据源，可以通过ObsClient.PutObject上传数据流
到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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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PutObject(input *PutObjectInput) (output *PutObject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PutObject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data io.Reader) (output *PutObject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PutObject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PutObject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上传字符串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PutObject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name"
       input.Body = strings.NewReader("Hello OBS")
       output, err := obsClient.PutObject(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fmt.Printf("ETag:%s\n", output.ETag)
       } else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f("Code:%s\n", obsError.Code)
              fmt.Printf("Message:%s\n", obsError.Message)
       }
}

上传文件流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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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PutObject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name"
       fd, _ := os.Open("localfile")
       input.Body = fd
       output, err := obsClient.PutObject(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fmt.Printf("ETag:%s\n", output.ETag)
       } else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f("Code:%s\n", obsError.Code)
              fmt.Printf("Message:%s\n", obsError.Message)
       }
}

须知

● 大文件上传建议使用分段上传。

● 上传内容大小不能超过5GB。

10.4 上传对象-文件上传

功能说明

上传文件到指定桶中。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PutFile(input *PutFileInput) (output *PutObject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PutFile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sourceFile string)) (output *PutObject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PutFileInput 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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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PutObject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文件上传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PutFile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key"
       input.SourceFile = "localfile"
       output, err := obsClient.PutFile(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fmt.Printf("ETag:%s, StorageClass:%s\n", output.ETag, output.StorageClass)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10.5 上传对象-追加上传

功能说明

在指定桶内的一个对象尾追加上传数据，不存在相同对象键值的对象则创建新对象。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AppendObject(input *AppendObjectInput) (output *AppendObject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AppendObject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data io.Reader)) (output *AppendObjectOutput, err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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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AppendObject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AppendObject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AppendObject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key"
       // 第一次追加上传，指定传入追加上传位置为0
       input.Position= 0
       input.Body = strings.NewReader("Hello OBS")
       output, err := obsClient.AppendObject(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fmt.Printf("NextAppendPosition:%d\n", output.NextAppendPosition)

              // 第二次追加上传，指定传入追加上传位置为上次追加上传返回的位置信息
              input := &obs.AppendObject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key"
              input.Position= output.NextAppendPosition
              input.Body = strings.NewReader("Hello OBS Again")
              output, err := obsClient.AppendObject(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fmt.Printf("NextAppendPosition:%d\n", output.NextAppendPosition)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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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10.6 上传对象-断点续传上传

功能说明

对分段上传的封装和加强，解决上传大文件时由于网络不稳定或程序崩溃导致上传失
败的问题。其原理是将待上传的文件分成若干个分段分别上传，并实时地将每段上传
结果统一记录在checkpoint文件中，仅当所有分段都上传成功时返回上传成功的结
果，否则返回错误信息提醒用户再次调用接口进行重新上传（重新上传时因为有
checkpoint文件记录当前的上传进度，避免重新上传所有分段，从而节省资源提高效
率）。

注意

● 断点续传上传接口传入的文件大小至少要100K以上。

您可以通过ObsClient.UploadFile进行断点续传上传。该接口可设置的主要参数如下：

参数 作用

Bucket 桶名，必选参数。

Key 对象名，必选参数。

UploadFile 待上传的本地文件，必选参数。

PartSize 分段大小，单位字节，取值范围是100KB~5GB。

TaskNum 分段上传时的最大并发数。

EnableCheckpoint 是否开启断点续传模式，默认为False，表示不开启。

CheckpointFile 记录上传进度的文件，只在断点续传模式下有效。当该值为
空时，默认与待上传的本地文件同目录。

Metadata 对象自定义元数据。

ContentType 待上传对象的MIME类型。

ACL 上传对象时可指定的预定义访问策略。

StorageClass 上传对象时可指定的对象的存储类型。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UploadFile(input *UploadFileInput) (output *CompleteMultipartUploadOutput, 
err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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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UploadFile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CompleteMultipartUpload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UploadFile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name"
       input.UploadFile = "localfile"   // localfile为待上传的本地文件路径，需要指定到具体的文件名
       input.EnableCheckpoint = true    // 开启断点续传模式
       input.PartSize = 9 * 1024 * 1024  // 指定分段大小为9MB
       input.TaskNum = 5  // 指定分段上传时的最大并发数
       output, err := obsClient.UploadFile(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fmt.Printf("ETag:%s\n", output.ETag)
       } else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f("Code:%s\n", obsError.Code)
              fmt.Printf("Message:%s\n", obsError.Message)
       }
}

10.7 下载对象简介
OBS Go SDK提供了丰富的对象下载接口，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下载对象：

● 流式下载

● 范围下载

● 限定条件下载

● 断点续传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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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下载对象-流式下载

功能说明

流式下载指定文件。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Object(input *GetObjectInput) (output *GetObject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Object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GetObject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GetObject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GetObject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GetObject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name"
       output, err := obsClient.GetObject(input)
       if err == nil {
              defer output.Body.Close()
              fmt.Printf("StorageClass:%s, ETag:%s, ContentType:%s, ContentLength:%d, LastModified:%s\n",
                     output.StorageClass, output.ETag, output.ContentType, output.ContentLength, 
output.LastModified)
              p := make([]byte,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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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readErr error
              var readCount int
              // 读取对象内容
              for {
                     readCount, readErr = output.Body.Read(p)
                     if readCount > 0 {
                           fmt.Printf("%s", p[:readCount])
                     }
                     if readErr != nil {
                           break
                     }
              }
       } else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f("Code:%s\n", obsError.Code)
              fmt.Printf("Message:%s\n", obsError.Message)
       }
}

须知

GetObjectOutput.Body获取的可读流一定要显式关闭，否则会造成资源泄露。

10.9 下载对象-范围下载

功能说明

如果只需要下载对象的其中一部分数据，可以使用范围下载，下载指定范围的数据。
如果指定的下载范围是0~1000，则返回第0到第1000个字节的数据，包括第1000个，
共1001字节的数据，即[0, 1000]。如果指定的范围无效，则返回整个对象的数据。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Object(input *GetObjectInput) (output *GetObject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Object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GetObject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GetObject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GetObjectOutput

err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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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GetObject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name"
       // 指定开始和结束范围
       input.RangeStart = 0
       input.RangeEnd = 1000
       output, err := obsClient.GetObject(input)
       if err == nil {
              defer output.Body.Close()
              p := make([]byte, 1024)
              var readErr error
              var readCount int
              // 获取对象内容
              for {
                     readCount, readErr = output.Body.Read(p)
                     if readCount > 0 {
                           fmt.Printf("%s", p[:readCount])
                     }
                     if readErr != nil {
                           break
                     }
              }
       } else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f("Code:%s\n", obsError.Code)
              fmt.Printf("Message:%s\n", obsError.Message)
       }
}

说明

● 如果指定的范围无效（比如开始位置、结束位置为负数，大于文件大小），则会返回整个对
象。

● 可以利用范围下载并发下载大对象，详细代码示例请参考
concurrent_download_object_sample。

10.10 下载对象-限定条件下载

功能说明

下载对象时，可以指定一个或多个限定条件，满足限定条件时则进行下载，否则返回
异常码，下载对象失败。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Object(input *GetObjectInput) (output *GetObjectOutput, err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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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Object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GetObject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GetObject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GetObject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GetObject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name"

       format := "2006/01/02 15:04:05"
       t, _ := time.Parse(format, "2015/12/31 00:00:00")
       input.IfModifiedSince = t

       output, err := obsClient.GetObject(input)
       if err == nil {
              defer output.Body.Close()
              fmt.Printf("StorageClass:%s, ETag:%s, ContentType:%s, ContentLength:%d, LastModified:%s\n",
                     output.StorageClass, output.ETag, output.ContentType, output.ContentLength, 
output.LastModified)
       } else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f("Code:%s\n", obsError.Code)
              fmt.Printf("Message:%s\n", obsError.Messag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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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下载对象-断点续传下载

功能说明

当下载大对象到本地文件时，经常出现因网络不稳定或程序崩溃导致下载失败的情
况。失败后再次重新下载不仅浪费资源，而且当网络不稳定时仍然有下载失败的风
险。断点续传下载接口能有效地解决此类问题引起的下载失败，其原理是将待下载的
对象分成若干个分段分别下载，并实时地将每段下载结果统一记录在checkpoint文件
中，仅当所有分段都下载成功时返回下载成功的结果，否则返回错误信息提醒用户再
次调用接口进行重新下载（重新下载时因为有checkpoint文件记录当前的下载进度，
避免重新下载所有分段，从而节省资源提高效率）。

您可以通过ObsClient.DownloadFile进行断点续传下载。该接口可设置的主要参数如
下：

参数 作用

Bucket 桶名，必选参数。

Key 对象名，必选参数。

DownloadFile 下载对象的本地文件全路径。当该值为空时，默认为当前
程序的运行目录。

PartSize 分段大小，单位字节。

TaskNum 分段下载时的最大并发数。

EnableCheckpoint 是否开启断点续传模式，默认为False，表示不开启。

CheckpointFile 记录下载进度的文件，只在断点续传模式下有效。当该值
为空时，默认与下载对象的本地文件路径同目录。

VersionId 下载对象的版本号。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DownloadFile(input *DownloadFileInput) (output *GetObjectMetadata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DownloadFileInput 必选

 

对象存储服务
Go SDK 开发指南 10 对象相关接口

文档版本 06 (2022-01-04)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84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GetObjectMetadata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DownloadFile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name"
       input.DownloadFile = "localfile"   // localfile为下载对象的本地文件全路径
       input.EnableCheckpoint = true    // 开启断点续传模式
       input.PartSize = 9 * 1024 * 1024  // 指定分段大小为9MB
       input.TaskNum = 5  // 指定分段下载时的最大并发数
       output, err := obsClient.DownloadFile(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f("Code:%s\n", obsError.Code)
              fmt.Printf("Message:%s\n", obsError.Message)
       }
}

说明

● 断点续传下载接口是利用范围下载特性实现的，是对范围下载的封装和加强。

● 断点续传下载接口不仅能在失败重下时节省资源提高效率，还因其对分段进行并发下载的机
制能加快下载速度，帮助用户快速完成下载业务；且其对用户透明，用户不用关心
checkpoint文件的创建和删除、分段任务的切分、并发下载的实现等内部细节。

● EnableCheckpoint参数默认是False，代表不启用断点续传模式，此时断点续传下载接口退
化成对范围下载的简单封装，不会产生checkpoint文件。

● CheckpointFile参数仅在EnableCheckpoint参数为True时有效。

10.12 创建文件夹

功能说明

OBS本身是没有文件夹的概念的，桶中存储的元素只有对象。创建文件夹实际上是创
建了一个大小为0且对象名以“/”结尾的对象，这类对象与其他对象无任何差异，可
以进行下载、删除等操作，只是OBS控制台会将这类以“/”结尾的对象以文件夹的方
式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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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PutObject(input *PutObjectInput) (output *PutObject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PutObject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data io.Reader) (output *PutObject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PutObject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PutObject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PutObject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parent_directory/"
       // 创建文件夹
       output, err := obsClient.PutObject(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f("Code:%s\n", obsError.Code)
              fmt.Printf("Message:%s\n", obsError.Message)
       }

       input.Key = "parent_directory/objectname"
       input.Body = strings.NewReader("Hello OBS")
       // 在文件夹下创建对象
       output, err = obsClient.PutObject(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f("Code:%s\n", obsError.Code)
              fmt.Printf("Message:%s\n", obsError.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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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说明

● 创建文件夹本质上来说是创建了一个大小为0且对象名以“/”结尾的对象。

● 多级文件夹创建最后一级即可，比如src1/src2/src3/，创建src1/src2/src3/即可，无需创建
src1/、src1/src2/。

10.13 复制对象

功能说明

为指定桶中的对象创建一个副本。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CopyObject(input *CopyObjectInput) (output *CopyObject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CopyObject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CopyObject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CopyObject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CopyObject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CopyObject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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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key"
       input.CopySourceBucket = "sourcebucketname"
       input.CopySourceKey = "sourceobjectkey"
       output, err := obsClient.CopyObject(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fmt.Printf("ETag:%s, LastModified:%s\n",
                     output.ETag, output.LastModified)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10.14 删除对象

功能说明

删除指定桶中的对象。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DeleteObject(input *DeleteObjectInput) (output *DeleteObject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DeleteObject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DeleteObject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DeleteObject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DeleteObject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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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DeleteObject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key"
       output, err := obsClient.DeleteObject(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10.15 批量删除对象

功能说明

批量删除指定桶中的多个对象。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DeleteObjects(input *DeleteObjectsInput) (output *DeleteObjects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DeleteObjects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data io.Reader) (output *DeleteObjects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DeleteObjects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DeleteObjectsOutput

err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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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DeleteObjects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var objects [3]obs.ObjectToDelete
       objects[0] = obs.ObjectToDelete{Key: "key1"}
       objects[1] = obs.ObjectToDelete{Key: "key2"}
       objects[2] = obs.ObjectToDelete{Key: "key3"}

       input.Objects = objects[:]
       output, err := obsClient.DeleteObjects(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for index, deleted := range output.Deleteds {
                     fmt.Printf("Deleted[%d]-Key:%s, VersionId:%s\n", index, deleted.Key, deleted.VersionId)
              }
              for index, err := range output.Errors {
                     fmt.Printf("Error[%d]-Key:%s, Code:%s\n", index, err.Key, err.Code)
              }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10.16 获取对象元数据

功能说明

对指定桶中的对象发送HEAD请求，获取对象的元数据信息。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ObjectMetadata(input *GetObjectMetadataInput) (output 
*GetObjectMetadata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ObjectMetadata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GetObjectMetadataOutput, err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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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GetObjectMetadata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GetObjectMetadata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GetObjectMetadata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key"
       output, err := obsClient.GetObjectMetadata(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fmt.Printf("StorageClass:%s, ETag:%s, ContentType:%s, ContentLength:%d, LastModified:%s\n",
                     output.StorageClass, output.ETag, output.ContentType, output.ContentLength, 
output.LastModified)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StatusCod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10.17 设置对象 ACL

功能说明

设置指定桶中对象的访问权限。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SetObjectAcl(input *SetObjectAclInput)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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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SetObjectAcl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data io.Reader)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SetObjectAcl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SetObjectAcl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key"
       input.Owner.ID = "ownerid"
       var grants [3]obs.Grant
       grants[0].Grantee.Type = obs.GranteeGroup
       grants[0].Grantee.URI = obs.GroupAuthenticatedUsers
       grants[0].Permission = obs.PermissionRead

       grants[1].Grantee.Type = obs.GranteeUser
       grants[1].Grantee.ID = "userid"
       grants[1].Permission = obs.PermissionWrite

       grants[2].Grantee.Type = obs.GranteeUser
       grants[2].Grantee.ID = "userid"
       grants[2].Permission = obs.PermissionRead
       input.Grants = grants[0:3]
       output, err := obsClient.SetObjectAcl(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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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0.18 获取对象 ACL

功能说明

获取指定桶中对象的访问权限。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ObjectAcl(input *GetObjectAclInput) (output *GetObjectAcl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ObjectAcl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GetObjectAcl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GetObjectAcl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GetObjectAcl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GetObjectAcl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key"
       output, err := obsClient.GetObjectAcl(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fmt.Printf("Owner.ID:%s\n", output.Owne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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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index, grant := range output.Grants {
                     fmt.Printf("Grant[%d]-Type:%s, ID:%s, URI:%s, Permission:%s\n", index, grant.Grantee.Type, 
grant.Grantee.ID, grant.Grantee.URI, grant.Permission)
              }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10.19 设置对象属性

功能说明

您可以在上传对象时设置对象属性。对象属性包含对象长度、对象MIME类型、对象
MD5值（用于校验）、对象存储类型、对象自定义元数据。对象属性可以在多种上传
方式下（流式上传、文件上传、分段上传），或复制对象时进行设置。

对象属性详细说明见下表：

名称 描述 默认值

对象长度（Content-
Length）

上传对象的长度，超过流/
文件的长度会截断。

流/文件实际长度

对象MIME类型
（Content-Type）

对象的MIME类型，定义
对象的类型及网页编码，
决定浏览器将以什么形
式、什么编码读取对象。

binary/octet-stream

对象MD5值（Content-
MD5）

对象数据的MD5值（经过
Base64编码），提供给
OBS服务端，校验数据完
整性。

无

对象存储类型 对象的存储类型，不同的
存储类型可以满足客户业
务对存储性能、成本的不
同诉求。默认与桶的存储
类型保持一致，可以设置
为与桶的存储类型不同。

无

对象自定义元数据 用户对上传到桶中对象的
自定义属性描述，以便对
对象进行自定义管理。

无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PutFile(input *PutFileInput) (output *PutObjectOutput, err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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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PutFile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sourceFile string)) (output *PutObject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PutFile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PutObject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您可以通过PutObjectInput.ContentLength或者PutFileInput.ContentLength来设置对
象长度。以下代码展示如何设置对象长度：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PutFile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name"
       input.SourceFile = "localfile"
       // 只上传100个字节
       input.ContentLength = 100
       output, err := obsClient.PutFile(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f("Code:%s\n", obsError.Code)
              fmt.Printf("Message:%s\n", obsError.Message)
       }
}

您可以通过PutObjectInput.ContentType或者PutFileInput.ContentType来设置对象
MIME类型。以下代码展示如何设置对象MIME类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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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PutFile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name"
       input.SourceFile = "localimage.jpg"
       // 上传图片
       input.ContentType = "image/jpeg"
       output, err := obsClient.PutFile(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f("Code:%s\n", obsError.Code)
              fmt.Printf("Message:%s\n", obsError.Message)
       }
}

说明

如果不设置对象MIME类型，SDK会根据上传对象的后缀名自动判断对象MIME类型，如.xml判
断为application/xml文件；.html判断为text/html文件。

您可以通过PutObjectInput.ContentMD5或者PutFileInput.ContentMD5来设置对象
MD5值。以下代码展示如何设置对象MD5值：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PutFile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name"
       input.SourceFile = "localfile"
       // 设置MD5值
       input.ContentMD5 = "your md5 which should be encoded by base64"
       output, err := obsClient.PutFile(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f("Code:%s\n", obsError.Code)
              fmt.Printf("Message:%s\n", obsError.Messag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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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对象数据的MD5值必须经过Base64编码。

● OBS服务端会将该MD5值与对象数据计算出的MD5值进行对比，如果不匹配则上传失败，返
回HTTP 400错误。

● 如果不设置对象的MD5值，OBS服务端会忽略对对象数据的MD5值校验。

您可以通过PutObjectInput.StorageClass或者PutFileInput.StorageClass来设置对象存
储类型。以下代码展示如何设置对象存储类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PutFile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name"
       input.SourceFile = "localfile"
       // 设置对象存储类型为归档存储
       
       input.StorageClass = obs.StorageClassCold
       output, err := obsClient.PutFile(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f("Code:%s\n", obsError.Code)
              fmt.Printf("Message:%s\n", obsError.Message)
       }
}

说明

● 如果不设置，对象的存储类型默认与桶的存储类型保持一致。

● 对象的存储类型分为三类，其含义与桶存储类型一致。

● 下载归档存储类型的对象前必须将其恢复。

您可以通过PutObjectInput.Metadata或者PutFileInput.Metadata参数来设置对象自定
义元数据。以下代码展示如何设置对象自定义元数据：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PutObject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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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name"
       input.Body = strings.NewReader("Hello OBS")
       input.Metadata = map[string]string{"property1": "property-value1", "property2": "property-value2"}
       output, err := obsClient.PutObject(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f("Code:%s\n", obsError.Code)
              fmt.Printf("Message:%s\n", obsError.Message)
       }
}

说明

● 在上面设置对象自定义元数据示例代码中，用户自定义了一个名称为“property1”，值为
“property-value1”的元数据和一个名称为“property2”，值为“property-value2”的元
数据

● 一个对象可以有多个元数据，总大小不能超过8KB。

● 对象的自定义元数据可以通过ObsClient.GetObjectMetadata获取，参见获取对象元数据。

● 使用ObsClient.GetObject下载对象时，对象的自定义元数据也会同时下载。

● 当前元数据名称不支持非ASCII码字符，元数据值包含非ASCII码字符时需进行base64编码。

10.20 重写响应头

功能说明

下载对象时，可以重写部分HTTP/HTTPS响应头信息。可重写的响应头信息见下表：

参数 作用

GetObjectInput.ResponseContentType 重写HTTP/HTTPS响应中的Content-Type

GetObjectInput.ResponseContentLangu
age

重写HTTP/HTTPS响应中的Content-
Language

GetObjectInput.ResponseExpires 重写HTTP/HTTPS响应中的Expires

GetObjectInput.ResponseCacheControl 重写HTTP/HTTPS响应中的Cache-
Control

GetObjectInput.ResponseContentDispo
sition

重写HTTP/HTTPS响应中的Content-
Disposition

GetObjectInput.ResponseContentEncod
ing

重写HTTP/HTTPS响应中的Content-
Encoding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Object(input *GetObjectInput) (output *GetObject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Object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GetObjectOutput, err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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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GetObject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GetObject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GetObject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name"

       input.ResponseContentType = "image/jpeg"
       output, err := obsClient.GetObject(input)
       if err == nil {
              defer output.Body.Close()
              // 获取重写的响应头
              fmt.Printf("ContentType:%s\n", output.ContentType)
       } else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f("Code:%s\n", obsError.Code)
              fmt.Printf("Message:%s\n", obsError.Message)
       }
}

10.21 获取自定义元数据

功能说明

获取自定义元数据。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Object(input *GetObjectInput) (output *GetObjectOutput, err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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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Object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GetObject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GetObject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GetObject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 上传对象，设置自定义元数据
       putObjectInput := &obs.PutObjectInput{}
       putObjectInput.Bucket = "bucketname"
       putObjectInput.Key = "objectname"
       putObjectInput.Metadata = map[string]string{"property": "property-value"}
       _, err := obsClient.PutObject(putObjectInput)
       if err != nil {
              panic(err)
       }

       input := &obs.GetObject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name"
       // 下载对象
       output, err := obsClient.GetObject(input)
       if err == nil {
              defer output.Body.Close()
              // 获取对象自定义元数据
              fmt.Printf("Metadata:%v\n", output.Metadata)
       } else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f("Code:%s\n", obsError.Code)
              fmt.Printf("Message:%s\n", obsError.Messag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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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图片处理

功能说明

OBS为用户提供了稳定、安全、高效、易用、低成本的图片处理服务。当要下载的对
象是图片文件时，您可以通过传入图片处理参数对图片文件进行图片剪切、图片缩
放、图片水印、格式转换等处理。

更多关于图片处理的内容，参见图片处理特性指南。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Object(input *GetObjectInput) (output *GetObject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Object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GetObject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GetObject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GetObject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GetObject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name"
       // 对图片依次进行缩放、旋转
       input.ImageProcess = "image/resize,m_fixed,w_100,h_100/rotate,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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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载对象
       output, err := obsClient.GetObject(input)
       if err == nil {
              defer output.Body.Close()
              fmt.Printf("ETag:%s\n", output.ETag)
       } else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f("Code:%s\n", obsError.Code)
              fmt.Printf("Message:%s\n", obsError.Message)
       }
}

说明

● 使用GetObjectInput.ImageProcess指定图片处理参数。

● 图片处理参数支持级联处理，可对图片文件依次实施多条命令。

10.23 恢复归档存储对象

功能说明

恢复指定桶中的归档存储对象。

注意

重复恢复归档存储数据时在延长恢复有效期的同时，也将会对恢复时产生的恢复费用
进行重复收取。产生的标准存储类别的对象副本有效期将会延长，并且收取延长时间
段产生的标准存储副本费用。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RestoreObject(input *RestoreObjectInput)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RestoreObject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data io.Reader)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RestoreObject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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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RestoreObject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key"
       input.Days = 1
       input.Tier = obs.RestoreTierExpedited
       output, err := obsClient.RestoreObject(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说明

● ObsClient.RestoreObject中指定的对象必须是归档存储类型，否则调用该接口会报错。

● 使用RestoreObjectInput.Days指定恢复对象保存的时间，取值范围是1~30；使用
RestoreObjectInput.Tier指定恢复选项，表示恢复选项。

10.24 修改写对象

功能说明

将指定并行文件系统内的一个对象从指定位置起修改为其他内容。

说明

目前接口仅在并行文件系统支持，普通对象桶不支持，如何创建并行文件系统请参考创建桶；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ModifyObject(input *ModifyObjectInput) (output *ModifyObject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ModifyObject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data io.Reader)) (output *ModifyObjectOutput, err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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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ModifyObject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ModifyObject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 普通上传用于后续进行修改写操作
       input := &obs.PutObject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name"
       input.Body = strings.NewReader("Hello OBS")
       output, err := obsClient.PutObject(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fmt.Printf("ETag:%s\n", output.ETag)
              // 基于已上传对象，从位置零开始进行修改写
              input2 := &obs.ModifyObjectInput{}
              input2.Bucket = "bucketname"
              input2.Key = "objectname"
              input2.Position = 0
              input2.Body = strings.NewReader("Modify Hello OBS")
              output2, err := obsClient.ModifyObject(input2)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fmt.Printf("ETag:%s\n", output2.ETag)
              } else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f("Code:%s\n", obsError.Code)
                  fmt.Printf("Message:%s\n", obsError.Message)
              }
       } else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f("Code:%s\n", obsError.Code)
              fmt.Printf("Message:%s\n", obsError.Messag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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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多段相关接口

11.1 分段相关接口说明
对于较大文件上传，可以切分成段上传。用户可以在如下的应用场景内（但不仅限于
此），使用分段上传的模式：

● 上传超过100MB大小的文件。

● 网络条件较差，和OBS服务端之间的链接经常断开。

● 上传前无法确定将要上传文件的大小。

分段上传分为如下3个步骤：

1. 初始化分段上传任务（ObsClient.InitiateMultipartUpload）。

2. 逐个或并行上传段（ObsClient.UploadPart）。

3. 合并段（ObsClient.CompleteMultipartUpload）或取消分段上传任务
(ObsClient.AbortMultipartUpload)。

以下代码简单展示了分段上传的各个步骤：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var uploadId = ""
       var eTag1 = ""
       var eTag2 = ""
       var partNumber1= 1
       var partNumber2= 2

       // 初始化分段上传任务
       inputInit := &obs.InitiateMultipartUploadInput{}
       inputInit.Bucket = "bucke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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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putInit.Key = "objectkey"
       outputInit, err := obsClient.InitiateMultipartUpload(inputIni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Init.RequestId)
              fmt.Printf("UploadId:%s\n", outputInit.UploadId)
              uploadId = outputInit.UploadId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上传段
       inputUploadPart := &obs.UploadPartInput{}
       inputUploadPar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UploadPart.Key = "objectkey"
       inputUploadPart.UploadId = uploadId
       inputUploadPart.PartNumber = partNumber1
       inputUploadPart.SourceFile = "localFilePath"
       outputUploadPart, err := obsClient.UploadPart(inputUploadPar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UploadPart.RequestId)
              fmt.Printf("ETag:%s\n", outputUploadPart.ETag)
              eTag1 = outputUploadPart.ETag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inputUploadPart = &obs.UploadPartInput{}
       inputUploadPar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UploadPart.Key = "objectkey"
       inputUploadPart.UploadId = uploadId
       inputUploadPart.PartNumber = partNumber2
       inputUploadPart.SourceFile = "localFilePath"
       outputUploadPart, err = obsClient.UploadPart(inputUploadPar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UploadPart.RequestId)
              fmt.Printf("ETag:%s\n", outputUploadPart.ETag)
              eTag2 = outputUploadPart.ETag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合并段
       inputCompleteMultipart := &obs.CompleteMultipartUploadInput{}
       inputCompleteMultipar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CompleteMultipart.Key = "objectkey"
       inputCompleteMultipart.UploadId = uploadId
       inputCompleteMultipart.Parts = []obs.Part{
              obs.Part{PartNumber: partNumber1, ETag: eTag1},
              obs.Part{PartNumber: partNumber2, ETag: eTag2},
       }
       outputCompleteMultipart, err := obsClient.CompleteMultipartUpload(inputCompleteMultipar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CompleteMultipart.RequestId)
              fmt.Printf("Location:%s, Bucket:%s, Key:%s, ETag:%s\n", outputCompleteMultipart.Location, 
outputCompleteMultipart.Bucket, outputCompleteMultipart.Key, outputCompleteMultipart.E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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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其他分段操作请参考：

● 分段上传-列举分段上传任务

● 分段上传-列举已上传的段

● 分段上传-复制段

● 分段上传-取消分段上传任务

11.2 分段上传-初始化分传段任务

功能说明

在指定桶中初始化分段上传任务。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InitiateMultipartUpload(input *InitiateMultipartUploadInput) (output 
*InitiateMultipartUpload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InitiateMultipartUpload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InitiateMultipartUpload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InitiateMultipartUplo
ad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InitiateMultipartUpload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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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InitiateMultipartUpload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key"
       output, err := obsClient.InitiateMultipartUpload(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fmt.Printf("UploadId:%s\n", output.UploadId)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11.3 分段上传-上传段

功能说明

初始化分段上传任务后，通过分段上传任务的ID，上传段到指定桶中。除了最后一段
以外，其他段的大小范围是100KB~5GB；最后段大小范围是0~5GB。上传的段的编号
也有范围限制，其范围是1~10000。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UploadPart(input *UploadPartInput) (output *UploadPart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UploadPart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data io.Reader) (output *UploadPart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UploadPart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UploadPart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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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型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UploadPart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key"
       input.UploadId = "uploadid"
       input.PartNumber = 1
       input.Body = strings.NewReader("Hello OBS")
       output, err := obsClient.UploadPart(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fmt.Printf("ETag:%s\n", output.ETag)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11.4 分段上传-合并段

功能说明

通过分段上传任务的ID，合并指定桶中已上传的段。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CompleteMultipartUpload(input *CompleteMultipartUploadInput) (output 
*CompleteMultipartUpload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CompleteMultipartUpload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data io.Reader) (output *CompleteMultipartUploadOutput, err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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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CompleteMultipartUp
load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CompleteMultipartUpload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CompleteMultipartUpload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key"
       input.UploadId = "uploadid"
       input.Parts = []obs.Part{
              obs.Part{PartNumber: 1, ETag: "etag1"},
              obs.Part{PartNumber: 2, ETag: "etag2"},
              obs.Part{PartNumber: 3, ETag: "etag3"},
       }
       output, err := obsClient.CompleteMultipartUpload(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fmt.Printf("Location:%s, Bucket:%s, Key:%s, ETag:%s\n", output.Location, output.Bucket, 
output.Key, output.ETag)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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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分段上传-列举分段上传任务

功能说明

列举指定桶中所有的初始化后还未合并或还未取消的分段上传任务。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ListMultipartUploads(input *ListMultipartUploadsInput) (output 
*ListMultipartUploads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ListMultipartUploads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ListMultipartUploads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ListMultipartUploads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ListMultipartUploads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ListMultipartUploads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MaxUploads = 10
       output, err := obsClient.ListMultipartUploads(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for index, upload := range output.Uploads {
                     fmt.Printf("Upload[%d]-OwnerId:%s, UploadId:%s, Key:%s, Initiated:%s\n",
                           index, upload.Owner.ID, upload.UploadId, upload.Key, upload.Initi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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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11.6 分段上传-列举已上传的段

功能说明

通过分段上传任务的ID，列举指定桶中已上传的段。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ListParts(input *ListPartsInput) (output *ListParts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ListParts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ListParts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ListParts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ListParts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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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put := &obs.ListParts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key"
       input.UploadId = "uploadid"
       output, err := obsClient.ListParts(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for index, part := range output.Parts {
                     fmt.Printf("Part[%d]-ETag:%s, PartNumber:%d, LastModified:%s, Size:%d\n", index, part.ETag,
                           part.PartNumber, part.LastModified, part.Size)
              }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11.7 分段上传-复制段

功能说明

初始化分段上传任务后，通过分段上传任务的ID，复制段到指定桶中。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CopyPart(input *CopyPartInput) (output *CopyPartOutput,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CopyPart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CopyPart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CopyPart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CopyPart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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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CopyPart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key"
       input.CopySourceBucket = "sourcebucketname"
       input.CopySourceKey = "sourceobjectkey"
       input.UploadId = "uploadid"
       input.PartNumber = 1
       input.CopySourceRangeStart = 0
       input.CopySourceRangeEnd = 1024
       output, err := obsClient.CopyPart(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fmt.Printf("ETag:%s\n", output.ETag)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11.8 分段上传-取消分段上传任务

功能说明

通过分段上传任务的ID，取消指定桶中的分段上传任务。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AbortMultipartUpload(input *AbortMultipartUploadInput)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使用带授权信息 URL 的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AbortMultipartUploadWithSignedUrl(signedUrl string,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http.Header)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AbortMultipartUploa
dInput

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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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BaseModel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AbortMultipartUpload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key"
       input.UploadId = "uploadid"
       output, err := obsClient.AbortMultipartUpload(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ln(obsError.Code)
                     fmt.Println(obs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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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其他接口

12.1 生成带授权信息的 URL

功能说明

通过访问密钥、请求方法类型、请求参数等信息生成一个在Query参数中携带鉴权信息
的URL，以对OBS服务进行特定操作。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CreateSignedUrl(input *CreateSignedUrlInput) (output *CreateSignedUrl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CreateSignedUrl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CreateSignedUrlOutput

err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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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遇到跨域报错、签名不匹配问题，请参考以下步骤排查问题：

1. 未配置跨域，需要在控制台配置CORS规则，请参考配置桶允许跨域请求。

2. 签名计算问题，请参考URL中携带签名排查签名参数是否正确；比如上传对象功
能，后端将Content-Type参与计算签名生成授权URL，但是前端使用授权URL时没
有设置Content-Type字段或者传入错误的值，此时会出现跨域错误。解决方案为：
Content-Type字段前后端保持一致。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 生成上传对象的带授权信息的URL
       putObjectInput := &obs.CreateSignedUrlInput{}
       putObjectInput.Method = obs.HttpMethodPut
       putObjectInput.Bucket = "bucketname"
       putObjectInput.Key = "objectkey"
       putObjectInput.Expires = 3600
       putObjectOutput, err := obsClient.CreateSignedUrl(putObject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SignedUrl:%s\n", putObjectOutput.SignedUrl)
              fmt.Printf("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v\n", putObjectOutput.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 else {
              fmt.Println(err)
       }

       // 生成下载对象的带授权信息的URL
       getObjectInput := &obs.CreateSignedUrlInput{}
       getObjectInput.Method = obs.HttpMethodGet
       getObjectInput.Bucket = "bucketname"
       getObjectInput.Key = "objectkey"
       getObjectInput.Expires = 3600
       getObjectOutput, err := obsClient.CreateSignedUrl(getObject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SignedUrl:%s\n", getObjectOutput.SignedUrl)
              fmt.Printf("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v\n", getObjectOutput.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 else {
              fmt.Println(err)
       }

       // 生成删除对象的带授权信息的URL
       deleteObjectInput := &obs.CreateSignedUrlInput{}
       deleteObjectInput.Method = obs.HttpMethodDelete
       deleteObjectInput.Bucket = "bucketname"
       deleteObjectInput.Key = "objectkey"
       deleteObjectInput.Expires = 3600
       deleteObjectOutput, err := obsClient.CreateSignedUrl(deleteObject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SignedUrl:%s\n", deleteObjectOutput.SignedUrl)
              fmt.Printf("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v\n", deleteObjectOutput.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 e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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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mt.Println(err)
       }
}

12.2 生成带授权信息的表单上传参数

功能说明

生成用于鉴权的请求参数，以进行基于浏览器的POST表单上传。

说明

使用SDK生成的用于鉴权的请求参数包括两个：

● Policy，对应表单中policy字段，

● Signature，对应表单中的x-amz-signature字段。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CreateBrowserBasedSignature(input *CreateBrowserBasedSignatureInput) 
(output *CreateBrowserBasedSignature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CreateBrowserBasedSignatu
reInput

必选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CreateBrowserBasedSignature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CreateBrowserBasedSignature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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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put.Key = "objectkey"
       input.FormParams = map[string]string{
              "content-type": "text/plain",
       }
       output, err := obsClient.CreateBrowserBasedSignature(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Policy:%s\n", output.Policy)
              fmt.Printf("Signature:%s\n", output.Signature)
       } else {
              fmt.Println(err)
       }
}

12.3 服务端加密

功能说明

OBS支持服务端加密功能，使对象加密的行为在OBS服务端进行。

更多关于服务端加密的内容请参考服务端加密。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PutFile(input *PutFileInput) (output *PutObjectOutput, err error)

支持接口

OBS Go SDK支持服务端加密的接口见下表：

OBS Go SDK接口方法 描述 支持加密类型

ObsClient.PutObject 上传内容时设置加密算法、密钥，对
对象启用服务端加密。

SSE-KMS
SSE-C

ObsClient.PutFile 上传文件时设置加密算法、密钥，对
对象启用服务端加密。

SSE-KMS
SSE-C

ObsClient.GetObject 下载对象时设置解密算法、密钥，用
于解密对象。

SSE-C

ObsClient.CopyObject 1. 复制对象时设置源对象的解密算
法、密钥，用于解密源对象。

2. 复制对象时设置目标对象的加密
算法、密钥，对目标对象启用加
密算法。

SSE-KMS
SSE-C

ObsClient.GetObjectMet
adata

获取对象元数据时设置解密算法、密
钥，用于解密对象。

SSE-C

ObsClient.InitiateMultipa
rtUpload

初始化分段上传任务时设置加密算
法、密钥，对分段上传任务最终生成
的对象启用服务端加密。

SSE-KMS
SSE-C

ObsClient.UploadPart 上传段时设置加密算法、密钥，对分
段数据启用服务端加密。

S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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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 Go SDK接口方法 描述 支持加密类型

ObsClient.CopyPart 1. 复制段时设置源对象的解密算
法、密钥，用于解密源对象。

2. 复制段时设置目标段的加密算
法、密钥，对目标段启用加密算
法。

SSE-C

 

代码样例

上传对象加密：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PutFile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name"
       input.SourceFile = "localfile"
       // 设置SSE-C算法加密对象
       input.SseHeader = obs.SseCHeader{Encryption: "AES256", Key: "your base64-encoded sse-c key 
generated by AES-256 algorithm"}
       output, err := obsClient.PutFile(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f("Code:%s\n", obsError.Code)
              fmt.Printf("Message:%s\n", obsError.Message)
       }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name2"
       input.SourceFile = "localfile2"
       // 设置SSE-KMS算法加密对象
       input.SseHeader = obs.SseKmsHeader{Encryption: "kms"}
       output, err = obsClient.PutFile(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f("Code:%s\n", obsError.Code)
              fmt.Printf("Message:%s\n", obsError.Message)
       }
}

下载对象解密：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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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GetObject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name"
       //设置SSE-C算法解密对象，此处的密钥必须和上传对象加密时使用的密钥一致
       input.SseHeader = obs.SseCHeader{Encryption: "AES256", Key: "your base64-encoded sse-c key 
generated by AES-256 algorithm"}
       output, err := obsClient.GetObject(input)
       if err == nil {
              defer output.Body.Close()
              fmt.Printf("ETag:%s\n", output.ETag)
       } else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f("Code:%s\n", obsError.Code)
              fmt.Printf("Message:%s\n", obsError.Message)
       }
}

12.4 静态网站托管

功能说明

支持将静态网站文件上传至OBS的桶中作为对象，并对这些对象赋予公共读权限，然
后将该桶配置成静态网站托管模式，以实现在OBS上托管静态网站的目的。第三方用
户在访问静态托管网站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访问OBS的桶中的对象。在使用静态网站
托管功能时，OBS还支持配置请求重定向，通过重定向配置可以将特定的请求或所有
请求实施重定向。

更多关于静态网站托管的内容请参考静态网站托管。

网站文件托管

1. 将网站文件上传至OBS的桶中，并设置对象MIME类型。

2. 设置对象访问权限为公共读。

3. 通过浏览器访问对象。

以下代码展示了如何实现网站文件托管：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PutFile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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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put.Key = "test.html"
       input.SourceFile = "localfile.html"
       // 设置对象MIME类型
       input.ContentType = "text/html"
       // 设置对象访问权限为公共读
       input.ACL = obs.AclPublicRead
       // 上传对象
       output, err := obsClient.PutFile(input)
       if err == nil {
              fmt.Printf("RequestId:%s\n", output.RequestId)
       } else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f("Code:%s\n", obsError.Code)
              fmt.Printf("Message:%s\n", obsError.Message)
       }
}

说明

上例中可以使用http://bucketname.your-endpoint/test.html在浏览器直接访问托管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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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单链接限速

功能说明

客户端访问OBS对象时占用大量带宽，会影响其他应用的正常使用，可以通过使用单
链接限速功能解决该问题。

须知

目前仅支持GetObject方法。

方法定义
func (obsClient ObsClient) GetObject(input *GetObjectInput, obs.WithTrafficLimitHeader(traffic *int64)) 
(output *GetObjectOutput, err error)

请求参数

参数名 类型 约束

input *GetObjectInput 必选

traffic *int64 必选，取值范围：819200
~ 838860800, 单位 bit/s。

 

返回结果

参数名 类型

output *GetObjectOutput

err error

 

代码样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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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mt"
       "obs"
)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Endpoint以北京四为例，其他地区请按实际情况填写。
var endPoint = "https://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 限速下载
       input := &obs.GetObjectInpu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input.Key = "objectname"
       // 定义下载限速参数，类型为数字，单位为bit/s。
       // 819200 表示此请求限速 100KB/s。
       var traffic int64 = 819200
       output, err := obsClient.GetObject(input, obs.WithTrafficLimitHeader(traffic))
      if err == nil {
              defer output.Body.Close()
              fmt.Printf("StorageClass:%s, ETag:%s, ContentType:%s, ContentLength:%d, LastModified:%s\n",
                     output.StorageClass, output.ETag, output.ContentType, output.ContentLength, 
output.LastModified)
              p := make([]byte, 1024)
              var readErr error
              var readCount int
              // 读取对象内容
              for {
                     readCount, readErr = output.Body.Read(p)
                     if readCount > 0 {
                           fmt.Printf("%s", p[:readCount])
                     }
                     if readErr != nil {
                           break
                     }
              }
       } else if obsError, ok := err.(obs.ObsError); ok {
              fmt.Printf("Code:%s\n", obsError.Code)
              fmt.Printf("Message:%s\n", obsError.Messag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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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类型

14.1 SDK 公共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BaseModel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ResponseHeaders map[string]
[]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14.2 创建桶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CreateBucketIn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选 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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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Location string 如果请求的
OBS服务地
址所在区域
为默认区
域，则可为
空，否则为
必选。

桶所在的区域。

该参数定义了桶将会被创建在哪个区域，
如果使用的终端节点归属于默认区域华北-
北京一（cn-north-1），可以不携带此参
数；如果使用的终端节点归属于其他区
域，则必须携带此参数。当前有效的区域
名称可从这里查询。有关OBS区域和终端
节点的更多信息，请参考地区和终端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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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向企
业管理员获取区域和终端节点信息。

ACL AclType 可选 创桶时可指定的预定义访问策略。

StorageClas
s

Storage
ClassTy
pe

可选 创桶时可指定的桶的存储类型。

GrantReadI
d

string 可选 授权指定账号有READ权限。允许列举桶
内对象、列举桶中多段任务、列举桶中多
版本对象、获取桶元数据。

GrantWriteI
d

string 可选 授权指定账号有WRITE权限。允许创建、
删除、覆盖桶内所有对象，允许初始化
段、上传段、拷贝段、合并段、取消多段
上传任务。

GrantRead
AcpId

string 可选 授权指定账号有READ_ACP权限。允许读
桶的ACL信息。

GrantWrite
AcpId

string 可选 授权指定账号有WRITE_ACP权限，允许修
改桶的ACL信息。

GrantFullCo
ntrolId

string 可选 授权指定账号有FULL_CONTROL权限。

GrantRead
DeliveredId

string 可选 授权指定账号有READ权限，并且在默认
情况下，该READ权限将传递给桶内所有
对象。

GrantFullCo
ntrolDeliver
edId

string 可选 授权指定账号有FULL_CONTROL权限，并
且在默认情况下，该FULL_CONTROL权限
将传递给桶内所有对象。

Epid string 可选 创桶时可指定的企业项目id，开通企业项
目的用户可以从企业项目服务获取，格式
为uuid，默认项目传“0”或者不带该头
域，未开通企业项目的用户可以不带该头
域。

AvailableZo
ne

string 可选 创桶时可指定的AZ类型，可选值3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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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IsFSFileInte
rface

bool 可选 支持创建POSIX桶。

 

14.3 获取桶列表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ListBucketsIn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QueryLocat
ion

bool 可选 是否同时查询桶的区域位置。

BucketType BucketT
ype

可选 列举指定类型的桶，可选取值：OBJECT，
POSIX

 

14.4 获取桶列表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ListBucketsOut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ResponseHeader
s

map[string]
[]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Owner Owner 桶的所有者。

Buckets []Bucket 桶列表信息。

 

14.5 所有者信息

类型定义
type Owner str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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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ID string 作为请求参数时必
选

所有者的DomainId。

Display
Name

string 可选 所有者的名称。

 

14.6 创建者信息

类型定义
type Initiator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ID strin
g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必选

创建者的DomainId。

DisplayName strin
g

可选 创建者的名称。

 

14.7 桶信息

类型定义
type Bucke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Name string 桶名。

CreationDate time.Time 桶的创建时间。

Location string 桶的区域位置。

BucketType string 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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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列举桶内对象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ListObjectsIn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选 桶名。

Marker string 可选 列举对象的起始位置，返回的对象列表将
是对象名按照字典序排序后该参数以后的
所有对象。

Prefix string 可选 限定返回的对象名必须带有prefix前缀。

MaxKeys int 可选 列举对象的最大数目，取值范围为
1~1000，当超出范围时，按照默认的
1000进行处理。

Delimiter string 可选 指定用于对对象名分组的字符。分组步骤
如下：① 先选出所有含此Delimiter的对
象名；② 去掉这些对象名中的prefix（若
请求中未指定prefix字段，则跳过此
步）；③ 以首字符与Delimiter间的字符
串（后续会作为CommonPrefix返回）为
标准进行分组。

Origin string 可选 预请求指定的跨域请求Origin（通常为域
名）。

RequestHeade
r

string 可选 跨域请求可以使用的HTTP头域。

EncodingType string 可选 对响应中的部分元素进行指定类型的编
码。如果Delimiter、Marker、Prefix、
CommonPrefixes、NextMarker和Key包
含xml 1.0标准不支持的控制字符，可通过
设置该参数指定对响应中的Delimiter、
Marker、Prefix、CommonPrefixes、
NextMarker和Key进行编码。

可选值：url。

 

14.9 列举桶内对象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ListObjectsOutput str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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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ResponseHeaders map[string][]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Location string 桶的区域位置。

Name string 桶名。

Prefix string 对象名的前缀，与请求中的该参数对
应。

Marker string 列举对象的起始位置，与请求中的该
参数对应。

Delimiter string 用于对对象名进行分组的字符，与请
求中的该参数对应。

MaxKeys int 列举对象的最大数目，与请求中的该
参数对应。

IsTruncated bool 表明本次请求是否返回了全部结果，
true表示没有返回全部结果；false表
示已返回了全部结果。

NextMarker string 下次列举对象请求的起始位置。

Contents []Content 桶内对象列表。

CommonPrefixes []string 当请求中设置了Delimiter分组字符
时，返回按Delimiter分组后的对象名
称前缀列表。

EncodingType string 表明响应中的部分元素的编码类型。

 

14.10 桶内对象

类型定义
type Conten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Key string 对象名。

LastModified time.Time 对象最近一次被修改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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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说明

ETag string 对象的MD5值（当对象是服务端加密的对象
时，ETag值不是对象的MD5值）。

Size int64 对象的字节数。

Owner Owner 对象的所有者。

StorageClass string 对象的存储类型。

 

14.11 列举桶内多版本对象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ListVersionsIn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选 桶名。

KeyMarker string 可选 列举多版本对象的起始位置，返回的对象
列表将是对象名按照字典序排序后该参数
以后的所有对象。

VersionIdMark
er

string 可选 与KeyMarker配合使用，返回的对象列表
将是对象名和版本号按照字典序排序后该
参数以后的所有对象。

如果VersionIdMarker不是KeyMarker的一
个版本号，则该参数无效。

Prefix string 可选 限定返回的对象名必须带有prefix前缀。

MaxKeys int 可选 列举多版本对象的最大数目，取值范围为
1~1000，当超出范围时，按照默认的
1000进行处理。

Delimiter string 可选 指定用于对对象名分组的字符。分组步骤
如下：① 先选出所有含此Delimiter的对
象名；② 去掉这些对象名中的prefix（若
请求中未指定prefix字段，则跳过此
步）；③ 以首字符与Delimiter间的字符
串（后续会作为CommonPrefix返回）为
标准进行分组。

Origin string 可选 预请求指定的跨域请求Origin（通常为域
名）。

RequestHeader string 可选 跨域请求可以使用的HTTP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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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EncodingType string 可选 对响应中的部分元素进行指定类型的编
码。如果Delimiter、KeyMarker、
Prefix、CommonPrefixes、
NextKeyMarker和Key包含xml 1.0标准不
支持的控制字符，可通过设置该参数对响
应中的Delimiter、KeyMarker、Prefix、
CommonPrefixes、NextKeyMarker和Key
进行编码。

可选值：url。

 

14.12 列举桶内多版本对象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ListVersionsOut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ResponseHeaders map[string]
[]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Location string 桶的区域位置。

Name string 桶名。

Prefix string 对象名的前缀，与请求中的该参数对应。

KeyMarker string 列举多版本对象的起始位置，与请求中的该参
数对应。

VersionIdMarKer string 表示列举多版本对象的起始位置（VersionId
标识），与请求中的该参数对应。

Delimiter string 用于对对象名进行分组的字符，与请求中的该
参数对应。

MaxKeys int 列举多版本对象的最大数目，与请求中的该参
数对应。

IsTruncated bool 表明本次请求是否返回了全部结果，true表示
没有返回全部结果；false表示已返回了全部结
果。

NextKeyMarker string 下次列举多版本对象请求的起始位置。

对象存储服务
Go SDK 开发指南 14 数据类型

文档版本 06 (2022-01-04)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32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NextVersionIdMar
ker

string 下次列举多版本对象请求的起始位置
（VersionId标识），与NextKeyMarker配合
使用。

Versions []Version 桶内多版本对象列表。

DeleteMarkers []DeleteMar
ker

桶内多版本删除标记列表。

CommonPrefixes []string 当请求中设置了Delimiter分组字符时，返回
按Delimiter分组后的对象名称前缀列表。

EncodingType string 表明响应中的部分元素的编码类型。

 

14.13 桶内多版本对象

类型定义
type Version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Key string 对象名。

VersionId string 对象的版本号。

LastModified time.Time 对象最近一次被修改的时间。

ETag string 对象的MD5值。

Size int64 对象的字节数。

Owner Owner 对象的所有者。

StorageClass StorageClassTyp
e

对象的存储类型。

IsLatest bool 标识对象是否是最新的版本，True代表是
最新的版本。

 

14.14 桶内多版本删除标记

类型定义
type DeleteMarker str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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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Key string 对象名。

VersionId string 对象的版本号。

IsLatest bool 标识对象是否是最新的版本，True代表是最新
的版本。

LastModified time.Time 对象最近一次被修改的时间。

Owner Owner 对象的所有者。

StorageClass StorageClassT
ype

对象的存储类型。

 

14.15 列举桶内分段上传任务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ListMultipartUploadsIn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选 桶名。

Prefix string 可选 限定返回的分段上传任务中的对象名必须
带有prefix前缀。

MaxUploads int 可选 列举分段上传任务的最大数目，取值范围
为1~1000，当超出范围时，按照默认的
1000进行处理。

Delimiter string 可选 指定用于对对象名分组的字符。分组步骤
如下：① 先选出所有含此Delimiter的对
象名；② 去掉这些对象名中的prefix（若
请求中未指定prefix字段，则跳过此
步）；③ 以首字符与Delimiter间的字符
串（后续会作为CommonPrefix返回）为
标准进行分组。

KeyMarker string 可选 表示列举时返回指定的KeyMarker之后的
分段上传任务。

UploadIdMarker string 可选 只有与KeyMarker参数一起使用时才有意
义，用于指定返回结果的起始位置，即列
举时返回指定KeyMarker的
UploadIdMarker之后的分段上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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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EncodingType string 可选 对响应中的部分元素进行指定类型的编
码。如果Delimiter、KeyMarker、
Prefix、CommonPrefixes、
NextKeyMarker和Key包含xml 1.0标准不
支持的控制字符，可通过设置该参数对响
应中的Delimiter、KeyMarker、Prefix、
CommonPrefixes、NextKeyMarker和Key
进行编码。

可选值：url。

 

14.16 列举桶内分段上传任务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ListMultipartUploadsOut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ResponseHeaders map[string]
[]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Bucket string 桶名。

KeyMarker string 列举分段上传任务的起始位置，与请求中的该
参数对应。

UploadIdMarker string 列举分段上传任务的起始位置（uploadId标
识），与请求中的该参数对应。

NextKeyMarker string 下次列举分段上传任务请求的起始位置。

NextUploadIdMark
er

string 下次列举分段上传任务请求的起始位置
（uploadId标识），与nextKeyMarker配合使
用。

MaxUploads int 列举分段上传任务的最大数目，与请求中的该
参数对应。

IsTruncated bool 表明本次请求是否返回了全部结果，true表示
没有返回全部结果；false表示已返回了全部结
果。

Prefix string 分段上传任务中的对象名前缀，与请求中的该
参数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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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说明

Delimiter string 用于对分段上传任务中的对象名进行分组的字
符，与请求中的该参数对应。

Uploads []Upload 桶内分段上传任务列表。

CommonPrefixes []string 当请求中设置了Delimiter分组字符时，返回
按Delimiter分组后的对象名称前缀列表。

EncodingType string 表明响应中的部分元素的编码类型。

 

14.17 桶内分段上传任务

类型定义
type Upload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Key string 分段上传任务的对象名。

UploadId string 分段上传任务的ID。

Initiator Initiator 分段上传任务的创建者。

Owner Owner 和Initiator相同，代表分段上传任务的创建
者。

StorageClass StorageClassTyp
e

分段上传的对象的存储类型。

Initiated time.Time 分段上传任务的初始化时间。

 

14.18 获取桶元数据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GetBucketMetadataIn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选 桶名。

Origin string 可选 预请求指定的跨域请求Origin（通常为域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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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RequestHea
der

string 可选 跨域请求可以使用的HTTP头域。

 

14.19 获取桶元数据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GetBucketMetadataOut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ResponseHeaders map[string]
[]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Location string 桶的区域位置。

Version string OBS服务端版本。

StorageClass StorageClass
Type

桶的存储类型，当桶存储类型是标准存储时，
该值为空。

AllowOrigin string 如果请求中的Origin满足桶的CORS规则，则
返回CORS规则中的AllowedOrigin。

AllowHeader string 如果请求中的RequestHeader满足桶的CORS
规则，则返回CORS规则中的
AllowedHeader。

AllowMethod string 桶CORS规则中的AllowedMethod。

ExposeHeader string 桶CORS规则中的ExposeHeader。

MaxAgeSeconds int 桶CORS规则中的MaxAgeSeconds。

Epid string 创桶时可指定的企业项目id，开通企业项目的
用户可以从企业项目服务获取，格式为uuid，
默认项目传“0”或者不带该头域，未开通企
业项目的用户可以不带该头域。

FSStatus FSStatusType 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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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说明

AZRedundancy string 桶的数据冗余存储策略属性，反映数据是单
AZ存储还是多AZ存储。

取值为3az，表示数据冗余存储在同一区域的
多个可用区。

不携带此头域表示为单az存储，仅使用1个可
用区存储。

 

14.20 桶区域位置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GetBucketLocationOut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ResponseHeaders map[string]
[]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Location string 桶的区域位置。

 

14.21 桶存量信息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GetBucketStorageInfoOut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ResponseHeaders map[strin
g][]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Size int64 桶的空间大小。

ObjectNumber int 桶内对象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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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 设置桶配额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SetBucketQuotaIn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选 桶名。

Quota int64 必选 桶的配额值，非负整数。

 

14.23 获取桶配额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GetBucketQuotaOut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ResponseHeaders map[string]
[]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Quota int64 桶的配额值。

 

14.24 设置桶存储类型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SetBucketStoragePolicyIn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选 桶名。

StorageClas
s

StorageCl
assType

必选 桶的存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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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5 获取桶存储类型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GetBucketStoragePolicyOut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ResponseHeaders map[strin
g][]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StorageClass StorageCl
assType

桶的存储类型。

 

14.26 设置桶 ACL 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SetBucketAclIn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选 桶名。

ACL AclType 可选 预定义访问策略。

Owner Owner 可选 桶的所有者。

Grants []Grant 可选 被授权用户权限信息。

Delivered string 可选 桶的ACL是否向桶内对象传递。

 

说明

Owner和Grants必须配套使用，且与ACL互斥。

14.27 获取桶 ACL 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GetBucketAclOutput str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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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ResponseHead
ers

map[string
][]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Owner Owner 桶的所有者。

Grants []Grant 被授权用户权限信息。

Delivered string 桶的ACL是否向桶内对象传递。

 

14.28 被授权用户权限信息

类型定义
type Gran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Grantee Grantee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必选

被授权用户。

Permission Permissio
nType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必选

被授予的权限。

Delivered bool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可选

桶的ACL是否向桶内对象传递。

 

14.29 被授权用户

类型定义
type Grantee str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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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Type Grantee
Type

作为请求
参数时必
选

被授权用户的类型。

ID string 作为请求
参数时，
如果Type
为用户类
型则必
选。

被授权用户的DomainId。

DisplayName string 作为请求
参数时可
选

被授权用户的名字。

URI GroupUr
iType

作为请求
参数时，
如果Type
为用户组
类型则必
选。

被授权的用户组。

 

14.30 设置桶日志管理配置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SetBucketLoggingConfigurationIn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选 桶名。

Agency string 作为请求
参数时如
果是设置
桶日志配
置则必选

委托名。

TargetBucket string 可选 生成日志的目标桶。

TargetPrefix string 可选 在目标桶中生成日志对象的对象名前缀。

TargetGrants []Grant 可选 被授权用户权限信息列表。

 

对象存储服务
Go SDK 开发指南 14 数据类型

文档版本 06 (2022-01-04)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42



14.31 获取桶日志管理配置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GetBucketLoggingConfigurationOut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ResponseHeader
s

map[string
][]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Agency string 委托名。

TargetBucket string 生成日志的目标桶。

TargetPrefix string 在目标桶中生成日志对象的对象名前缀。

TargetGrants []Grant 被授权用户权限信息列表。

 

14.32 设置桶策略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SetBucketPolicyIn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选 桶名。

Policy string 必选 策略信息，JSON格式的字符串。具体格式
请参考Policy格式。

 

须知

Policy中的Resource字段包含的桶名必须和当前设置桶策略的桶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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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3 获取桶策略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GetBucketPolicyOut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ResponseHeader
s

map[string
][]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Policy string 策略信息，JSON格式的字符串。

 

14.34 设置桶生命周期配置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SetBucketLifecycleConfigurationIn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选 桶名。

LifecycleRules []Lifecyc
leRule

必选 桶生命周期规则列表。

 

14.35 获取桶生命周期配置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GetBucketLifecycleConfigurationOut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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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说明

ResponseHeaders map[strin
g][]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LifecycleRules []Lifecycle
Rule

桶生命周期规则列表。

 

14.36 桶生命周期规则

类型定义
type LifecycleRule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ID string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可选

规则ID，由不超过255个字符的字符串
组成。

Prefix string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必选

对象名前缀，用以标识哪些对象可以匹
配到当前这条规则。可为空字符串，代
表匹配桶内所有对象。

Status RuleStat
usType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必选

标识当前这条规则是否启用。

Transitions []Transiti
on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可选

对象转换策略列表。

Expiration Expiratio
n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可选

对象过期时间配置。

NoncurrentVersion
Transitions

[]Noncur
rentVersi
onTransit
ion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可选

历史版本对象转换策略列表。

NoncurrentVersion
Expiration

Noncurre
ntVersion
Expiratio
n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可选

历史版本对象过期时间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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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Transitions、Expiration、NoncurrentVersionTransitions、NoncurrentVersionExpiration不能全
为空。

14.37 对象转换策略

类型定义
type Transition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StorageClas
s

StorageClas
sType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必选

对象转换后的存储类型。

说明
不支持“标准存储”类型。

Date time.Time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如
果没有
设置
Days则
必选

表示对象转换的日期。

Days int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如
果没有
设置
Date则
必选

表示在对象创建时间后第几天时转换，正
整数。

 

14.38 对象过期时间配置

类型定义
type Expiration str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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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Date time.
Time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如
果没有
设置
Days则
必选

表示对象转换的日期。

Days int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如
果没有
设置
Date则
必选

表示在对象创建时间后第几天时转换，正
整数。

 

说明

对象过期时间配置示例可参见：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sdk-go-devg-obs/
obs_33_0423.html

14.39 历史版本对象转换策略

类型定义
type NoncurrentVersionTransition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StorageClass Stora
geCla
ssTyp
e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必选

历史版本对象转换后的存储类型。

说明
不支持“标准存储”类型。

NoncurrentDays int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必选

表示对象成为历史版本后第几天时转换，
正整数。

 

14.40 历史版本对象过期时间配置

类型定义
type NoncurrentVersionExpiration str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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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NoncurrentDays int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必选

表示对象成为历史版本后第几天时过期，
正整数。

 

14.41 设置桶 Website 配置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SetBucketWebsiteConfigurationIn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选 桶名。

RedirectAllRequest
sTo

RedirectAllR
equestTo

可选 所有请求重定向规则。

IndexDocument IndexDocum
ent

可选 默认页面配置，包含Suffix字段。

ErrorDocument ErrorDocum
ent

可选 错误页面配置，包含Key字段。

RoutingRules []RoutingRu
le

可选 请求重定向规则列表。

 

说明

● ErrorDocument，IndexDocument和RoutingRules必须配套使用，且与
RedirectAllRequestsTo互斥。当设置了这三个字段时，不能设置RedirectAllRequestsTo；反
之，当设置了RedirectAllRequestsTo时，不能设置ErrorDocument，IndexDocument和
RoutingRules。

● 当ErrorDocument，IndexDocument和RoutingRules三个字段一起使用时，RoutingRules可
为空。

● IndexDocument，IndexDocument、RoutingRules与RedirectAllRequestsTo不能全为空。

14.42 获取桶 Website 配置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GetBucketWebsiteConfigurationOutput str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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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ResponseHeaders map[string]
[]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RedirectAllReques
tsTo

RedirectAllR
equestTo

所有请求重定向规则。

IndexDocument IndexDocum
ent

默认页面配置，包含Suffix字段。

ErrorDocument ErrorDocum
ent

错误页面配置，包含Key字段。

RoutingRules []RoutingRu
le

请求重定向规则列表。

 

14.43 所有请求重定向规则

类型定义
type RedirectAllRequestsTo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HostName string 作为
请求
参数
时必
选

重定向时使用的站点名。

Protocol Protoco
lType

作为
请求
参数
时可
选

重定向时使用的协议。

 

14.44 错误页面配置

类型定义
type ErrorDocument struct

对象存储服务
Go SDK 开发指南 14 数据类型

文档版本 06 (2022-01-04)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49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Key string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可选

指定当4XX错误出现时返回的页面。

 

14.45 默认页面配置

类型定义
type IndexDocumen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Suffix string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必选

该字段被追加在对文件夹的请求的末尾
（例如：配置的是“index.html”，请求
的是“samplebucket/images/”，返回的
数据将是“samplebucket”桶内名为
“images/index.html”的对象的内容）。
该字段不能为空或者包含“/”字符。

 

14.46 请求重定向规则

类型定义
type RoutingRule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Condition Conditi
on

作为
请求
参数
时可
选

重定向规则的匹配条件。

Redirect Redire
ct

作为
请求
参数
时必
选

重定向请求时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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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7 重定向规则的匹配条件

类型定义
type Condition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KeyPrefixEquals string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可选

重定向规则生效需要匹配的对象名前缀。

HttpErrorCodeRetu
rnedEquals

string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可选

重定向规则生效需要匹配的HTTP错误码。

 

14.48 重定向请求时的具体信息

类型定义
type Redirec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Protocol Protoc
olType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可选

重定向请求时使用的协议。

HostName string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可选

重定向请求时使用的站点名。

ReplaceKeyPrefixW
ith

string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可选

重定向请求时使用的对象名前缀。

ReplaceKeyWith string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可选

重定向请求时使用的对象名。不可与
replaceKeyPrefixWith同时存在。

HttpRedirectCode string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可选

重定向请求时响应中的HTTP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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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9 设置桶多版本状态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SetBucketVersioningIn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选 桶名。

Status VersioningSt
atusType

必选 桶的多版本状态。

 

14.50 获取桶多版本状态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GetBucketVersioningOut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ResponseHeaders map[string]
[]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Status VersioningSt
atusType

桶的多版本状态。

 

14.51 设置桶 CORS 配置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SetBucketCorsIn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选 桶名。

CorsRules []CorsRule 必选 桶的CORS规则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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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2 获取桶 CORS 配置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GetBucketCorsOut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ResponseHeaders map[string]
[]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CorsRules []CorsRule 桶的CORS规则列表。

 

14.53 桶 CORS 规则

类型定义
type CorsRule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ID string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可选

CORS规则ID，由不超过255个字符的字符
串组成。

AllowedMethod []strin
g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必选

CORS规则允许的HTTP方法，支持的值：

● GET
● PUT
● HEAD
● POST
● DELETE

AllowedOrigin []strin
g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必选

CORS规则允许的请求来源（表示域名的字
符串）。可以带一个匹配符“*”，每一个
AllowedOrigin最多可以带一个“*”通配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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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AllowedHeader []strin
g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可选

CORS规则允许请求中可携带的头域，不可
出现空格。可以带一个匹配符“*”，且每
一个AllowedHeader最多可以带一个“*”
通配符。

MaxAgeSeconds int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可选

CORS规则允许客户端可以对跨域请求返回
结果的缓存时间，以秒为单位，整数类
型。

ExposeHeader []strin
g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可选

CORS规则允许响应中可返回的附加头域，
不可出现空格。

 

14.54 设置桶标签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SetBucketTaggingIn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选 桶名。

Tags []Tag 必选 桶标签列表。

 

14.55 获取桶标签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GetBucketTaggingOut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ResponseHeaders map[str
ing]
[]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Tags []Tag 桶标签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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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6 桶标签

类型定义
type Tag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Key string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必选

标签的名字，最大36个字符。不能为空，
不能包含非打印字ASCII（0-31）、
“=”、“*”、“<”、“>”、“\”。同
一个桶，Tag中的key不能重复。

Value string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必选

标签的值，最大43个字符。可以为空，不
能包含非打印字ASCII（0-31）、“=”、
“*”、“<”、“>”、“\”。

 

14.57 SSE-C 方式加解密头信息

类型定义
type SseCHeader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Encryption string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必选

SSE-C方式加解密对象的算法，支持的
值：

● AES256

Key string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必选

SSE-C方式下的密钥，由AES256算法算出
值再经过Base64编码后得到。

KeyMD5 string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可选

SSC-C方式下密钥的校验值，由密钥值经
过MD5加密再经过Base64编码后得到。

 

14.58 SSE-KMS 方式加密头信息

类型定义
type SseKmsHeader str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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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Encryption string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必选

以SSE-KMS方式加密对象，支持的值：

● kms

Key string 作为请
求参数
时可选

SSE-KMS方式下的主密钥，可为空。

 

14.59 上传对象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PutObjectIn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
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
选

桶名。

Key string 必
选

对象名。

ContentMD5 string 可
选

待上传对象数据的MD5值（经过Base64编
码），提供给OBS服务端，校验数据完整
性。

ACL AclType 可
选

创建对象时可指定的预定义访问策略。

WebsiteRedirectLoc
ation

string 可
选

当桶设置了Website配置，该参数指明对
象的重定向地址。

ContentType string 可
选

待上传对象的MIME类型。

ContentLength int64 可
选

待上传对象数据的长度。

SseHeader SseCHea
der
或

SseKmsH
eader

可
选

服务端加密头信息。

StorageClass StorageC
lassType

可
选

创建对象时可指定的对象的存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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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约
束

说明

Metadata map[strin
g]string

可
选

待上传对象的自定义元数据。

Body io.Reader 可
选

待上传对象的数据流。

GrantReadId string 可
选

授权指定租户有读对象和获取对象元数据
的权限。

GrantReadAcpId string 可
选

授权指定租户有获取对象ACL的权限。

GrantWriteAcpId string 可
选

授权指定租户有写对象ACL的权限。

GrantFullControlId string 可
选

授权指定租户有读对象、获取对象元数
据、获取对象ACL、写对象ACL的权限。

Expires int64 可
选

表示对象的过期时间。

 

14.60 上传文件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PutFileIn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
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
选

桶名。

Key string 必
选

对象名。

ContentMD5 string 可
选

待上传对象数据的MD5值（经过Base64编
码），提供给OBS服务端，校验数据完整
性。

ACL AclType 可
选

创建对象时可指定的预定义访问策略。

WebsiteRedirectLoc
ation

string 可
选

当桶设置了Website配置，该参数指明对
象的重定向地址。

ContentType string 可
选

待上传对象的MIME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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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约
束

说明

ContentLength int64 可
选

待上传对象数据的长度。

SseHeader SseCHea
der
或

SseKmsH
eader

可
选

服务端加密头信息。

StorageClass StorageC
lassType

可
选

创建对象时可指定的对象的存储类型。

Metadata map[strin
g]string

可
选

待上传对象的自定义元数据。

SourceFile string 可
选

待上传对象的源文件路径。

GrantReadId string 可
选

授权指定租户有读对象和获取对象元数据
的权限。

GrantReadAcpId string 可
选

授权指定租户有获取对象ACL的权限。

GrantWriteAcpId string 可
选

授权指定租户有写对象ACL的权限。

GrantFullControlId string 可
选

授权指定租户有读对象、获取对象元数
据、获取对象ACL、写对象ACL的权限。

Expires int64 可
选

表示对象的过期时间。

 

14.61 上传对象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PutObjectOut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ResponseHeaders map[strin
g][]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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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orageClass StorageCl
assType

对象的存储类型，当对象存储类型是标准存储
时，该值为空。

VersionId string 对象的版本号。

ETag string 对象的ETag值。

SseHeader SseCHead
er
或

SseKmsHe
ader

服务端加密头信息。

 

14.62 下载对象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GetObjectIn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
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
选

桶名。

Key string 必
选

对象名。

ResponseCacheCon
trol

string 可
选

获取对象时重写响应中的Cache-Control
头。

ResponseContentD
isposition

string 可
选

获取对象时重写响应中的Content-
Disposition头。

ResponseContentE
ncoding

string 可
选

获取对象时重写响应中的Content-
Encoding头。

ResponseContentL
anguage

string 可
选

获取对象时重写响应中的Content-
Language头。

ResponseContentT
ype

string 可
选

获取对象时重写响应中的Content-Type
头。

ResponseExpires string 可
选

获取对象时重写响应中的Expires头。

VersionId string 可
选

对象的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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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约
束

说明

ImageProcess string 可
选

图片处理参数。

RangeStart int64 可
选

指定下载对象的起始位置，非负整数。

RangeEnd int64 可
选

指定下载对象的结束位置。如果该值大于
对象长度-1，实际仍取对象长度-1。

IfMatch string 可
选

如果对象的ETag值与该参数值相同，则返
回对象内容，否则返回错误。

IfNoneMatch string 可
选

如果对象的ETag值与该参数值不相同，则
返回对象内容，否则返回错误。

IfModifiedSince time.Time 可
选

如果对象的修改时间晚于该参数值指定的
时间，则返回对象内容，否则返回错误。

IfUnmodifiedSince time.Time 可
选

如果对象的修改时间早于该参数值指定的
时间，则返回对象内容，否则返回错误。

Origin string 可
选

预请求指定的跨域请求Origin（通常为域
名）。

RequestHeader string 可
选

跨域请求可以使用的HTTP头域。

SseHeader SseCHea
der

可
选

服务端解密头信息。

 

说明

● 如果包含IfUnmodifiedSince并且不符合或者包含IfMatch并且不符合，则下载对象失败，返
回错误信息：412 precondition failed。

● 如果包含IfModifiedSince并且不符合或者包含IfNoneMatch并且不符合，则下载对象失败，
返回错误信息：304 Not Modified。

14.63 下载对象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GetObjectOut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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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说明

ResponseHeaders map[string
][]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Body io.ReadClo
ser

对象的数据流。

DeleteMarker bool 标识删除的对象是否是删除标记。

StorageClass StorageCl
assType

对象的存储类型。

AllowOrigin string 如果请求中的Origin满足桶的CORS规则，则
返回CORS规则中的AllowedOrigin。

AllowHeader string 如果请求的RequestHeader满足桶的CORS规
则，则返回CORS规则中的AllowedHeader。

AllowMethod string 桶CORS规则中的AllowedMethod。

ExposeHeader string 桶CORS规则中的ExposeHeader。

MaxAgeSeconds int 桶CORS规则中的MaxAgeSeconds。

ContentLength int64 对象数据的长度。

CacheControl string 响应中的Cache-Control头。

ContentDisposition string 响应中的Content-Disposition头。

ContentEncoding string 响应中的Content-Encoding头

ContentLanguage string 响应中的Content-Language头

ContentType string 对象的MIME类型。

Expires string 响应中的Expires头。

LastModified time.Time 对象的最近一次修改时间。

ETag string 对象的ETag值。

VersionId string 对象的版本号。

Restore string 归档存储类型对象的恢复状态，如果对象不为
归档存储类型，则该值为空。

Expiration string 对象的详细过期信息。

SseHeader SseCHead
er
或

SseKmsHe
ader

服务端加密头信息。

WebsiteRedirectLoca
tion

string 当桶设置了Website配置，该参数指明对象的
重定向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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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说明

Metadata map[string
]string

对象自定义元数据。

 

须知

从Body字段中读取数据完成后必须调用其Close方法关闭。

14.64 复制对象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CopyObjectIn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
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
选

目标桶名。

Key string 必
选

目标对象名。

CopySourceBucket string 必
选

源桶名。

CopySourceKey string 必
选

源对象名。

CopySourceVersion
Id

string 可
选

源对象版本号。

ACL AclType 可
选

复制对象时可指定的预定义访问策略。

MetadataDirective Metadat
aDirectiv
eType

可
选

复制源对象属性的策略。

CopySourceIfMatc
h

string 可
选

如果源对象的ETag值与该参数值相同，则
进行复制，否则返回错误。

CopySourceIfNone
Match

string 可
选

如果源对象的ETag值与该参数值不相同，
则进行复制，否则返回错误。

CopySourceIfUnmo
difiedSince

time.Time 可
选

如果源对象的修改时间晚于该参数值指定
的时间，则进行复制，否则返回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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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约
束

说明

CopySourceIfModif
iedSince

time.Time 可
选

如果源对象的修改时间早于该参数值指定
的时间，则进行复制，否则返回错误。

WebsiteRedirectLo
cation

string 可
选

当桶设置了Website配置，该参数指明对象
的重定向地址。

SseHeader SseCHea
der
或

SseKmsH
eader

可
选

服务端加密头信息，用于加密目标对象。

SourceSseHeader SseCHea
der

可
选

服务端解密头信息，用于解密源对象。

CacheControl string 可
选

复制时重写响应中的Cache-Control头。

ContentDisposition string 可
选

复制时重写响应中的Content-Disposition
头。

ContentEncoding string 可
选

复制时重写响应中的Content-Encoding
头。

ContentLanguage string 可
选

复制时重写响应中的Content-Language
头。

ContentType string 可
选

复制时重写响应中的Content-Type头。

Expires string 可
选

复制时重写响应中的Expires头。

StorageClass StorageCl
assType

可
选

复制时设置对象的存储类型。

Metadata map[strin
g]string

可
选

目标对象的自定义元数据。

GrantReadId string 可
选

授权指定租户有读对象和获取对象元数据
的权限。

GrantReadAcpId string 可
选

授权指定租户有获取对象ACL的权限。

GrantWriteAcpId string 可
选

授权指定租户有写对象ACL的权限。

GrantFullControlId string 可
选

授权指定租户有读对象、获取对象元数
据、获取对象ACL、写对象ACL的权限。

SuccessActionRedir
ect

string 可
选

指定当此次请求操作成功响应后的重定向
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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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果包含CopySourceIfUnmodifiedSince并且不符合，或者包含CopySourceIfMatch并且不符
合，或者包含CopySourceIfModifiedSince并且不符合，或者包含CopySourceIfNoneMatch并且
不符合，则复制对象失败，返回错误：412 precondition failed。

14.65 复制对象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CopyObjectOut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ResponseHeaders map[strin
g][]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LastModified time.Time 目标对象的最近一次修改时间。

ETag string 目标对象的ETag值。

CopySourceVersionId string 源对象的版本号。

VersionId string 目标对象的版本号。

SseHeader SseCHead
er
或

SseKmsHe
ader

服务端加密头信息。

 

14.66 删除对象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DeleteObjectInput str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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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
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
选

桶名。

Key string 必
选

对象名。

VersionId string 可
选

待删除对象的版本号。

 

14.67 删除对象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DeleteObjectOut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ResponseHeaders map[strin
g][]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DeleteMarker bool 标识删除的对象是否是删除标记。

VersionId str 对象的版本号。

 

14.68 批量删除对象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DeleteObjectsIn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
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
选

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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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约
束

说明

Quiet bool 可
选

批量删除对象的响应方式，false表示详细
模式，返回的删除成功和删除失败的所有
结果；true表示简单模式，只返回的删除
过程中出错的结果。

Objects []Object
ToDelete

必
选

待删除的对象列表。

EncodingType string 可
选

用于指定待删除的对象Key和响应中的对
象Key的编码类型。如果Key包含xml 1.0
标准不支持的控制字符，可通过设置该参
数指定对象Key的编码类型。

可选值：url。

 

14.69 批量删除对象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DeleteObjectsOut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ResponseHeaders map[strin
g][]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Deleteds []Deleted 删除成功的对象列表。

Errors []Error 删除失败的对象列表。

EncodingType string 响应中的Key的编码类型。

 

14.70 待删除对象

类型定义
type ObjectToDelete str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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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
束

说明

Key string 必
选

待删除的对象名。

VersionId string 可
选

待删除的对象版本号。

 

14.71 删除成功的对象

类型定义
type Deleted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Key string 删除成功的对象名。

VersionId string 删除成功的对象版本号。

DeleteMarker bool 标识删除的对象是否是删除标记。

DeleteMarkerVersion
Id

string 删除标记的版本号。

 

14.72 删除失败的对象

类型定义
type Error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Key string 删除失败的对象名。

VersionId string 删除失败的对象版本号。

Code string 删除失败的错误码。

Message string 删除失败的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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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3 获取对象元数据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GetObjectMetadataIn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
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
选

桶名。

Key string 必
选

对象名。

VersionId string 可
选

对象的版本号。

Origin string 可
选

预请求指定的跨域请求Origin（通常为域
名）。

RequestHeader string 可
选

跨域请求可以使用的HTTP头域。

SseHeader SseCHea
der

可
选

服务端解密头信息。

 

14.74 获取对象元数据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GetObjectMetadataOut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ResponseHeaders map[strin
g][]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StorageClass StorageCl
assType

对象的存储类型。

AllowOrigin string 如果请求中的Origin满足桶的CORS规则，则
返回CORS规则中的AllowedOri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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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说明

AllowHeader string 如果请求的RequestHeader满足桶的CORS规
则，则返回CORS规则中的AllowedHeader。

AllowMethod string 桶CORS规则中的AllowedMethod。

ExposeHeader string 桶CORS规则中的ExposeHeader。

MaxAgeSeconds int 桶CORS规则中的MaxAgeSeconds。

ContentLength int64 对象数据的长度。

ContentType string 对象的MIME类型。

LastModified time.Time 对象的最近一次修改时间。

ETag string 对象的ETag值。

VersionId string 对象的版本号。

Restore string 归档存储类型对象的恢复状态，如果对象不为
归档存储类型，则该值为空。

Expiration string 对象的详细过期信息。

SseHeader SseCHead
er
或

SseKmsHe
ader

服务端加密头信息。

WebsiteRedirectLoca
tion

string 当桶设置了Website配置，该参数指明对象的
重定向地址。

Metadata map[strin
g]string

对象自定义元数据。

ObjectType string 对象类型，对象为非Normal对象时，会返回
此头域。

NextAppendPosition string 下次追加位置。

 

14.75 设置对象 ACL 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SetObjectAclInput str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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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
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
选

桶名。

Key string 必
选

对象名。

VersionId string 可
选

对象的版本号。

ACL AclType 可
选

预定义访问策略。

Owner Owner 可
选

对象的所有者。

Grants []Grant 可
选

被授权用户权限信息。

Delivered string 可
选

设置对象ACL是否继承桶的ACL。

 

说明

Owner和Grants必须配套使用，且与ACL互斥。

14.76 获取对象 ACL 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GetObjectAclIn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
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
选

桶名。

Key string 必
选

对象名。

VersionId string 可
选

对象的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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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7 获取对象 ACL 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GetObjectAclOut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ResponseHeaders map[strin
g][]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VersionId string 对象的版本号。

Owner Owner 对象的所有者。

Grants []Grant 被授权用户权限信息。

Delivered string 对象ACL是否继承桶的ACL。

 

14.78 初始化分段上传任务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InitiateMultipartUploadIn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
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
选

桶名。

Key string 必
选

对象名。

ACL AclType 可
选

预定义访问策略。

WebsiteRedirectLoc
ation

string 可
选

当桶设置了Website配置，该参数指明对
象的重定向地址。

ContentType string 可
选

对象的MIME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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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约
束

说明

SseHeader SseCHea
der
或

SseKmsH
eader

可
选

服务端加密头信息。

StorageClass StorageC
lassType

可
选

对象的存储类型。

Metadata map[strin
g]string

可
选

对象的自定义元数据信息。

GrantReadId string 可
选

授权指定租户有读对象和获取对象元数据
的权限。

GrantReadAcpId string 可
选

授权指定租户有获取对象ACL的权限。

GrantWriteAcpId string 可
选

授权指定租户有写对象ACL的权限。

GrantFullControlId string 可
选

授权指定租户有读对象、获取对象元数
据、获取对象ACL、写对象ACL的权限。

Expires int64 可
选

表示对象的过期时间。

EncodingType string 可
选

用于指定对响应中的Key进行指定类型的
编码。如果Key包含xml 1.0标准不支持的
控制字符，可通过设置该参数对响应中的
Key进行编码。

可选值：url。

 

14.79 初始化分段上传任务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InitiateMultipartUploadOut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ResponseHeader
s

map[string]
[]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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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说明

Bucket string 分段上传任务的桶名。

Key string 分段上传任务的对象名。

UploadId string 分段上传任务的ID。

SseHeader SseCHeader
或

SseKmsHeade
r

服务端加密头信息。

EncodingType string 分段上传对象Key的编码类型。

 

14.80 上传段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UploadPartIn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
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
选

桶名。

Key string 必
选

对象名。

PartNumber int 必
选

段号，取值范围：1~10000。

UploadId string 必
选

分段上传任务的ID。

ContentMD5 string 可
选

待上传段数据的MD5值（经过Base64编
码），提供给OBS服务端，校验数据完整
性。

SseHeader SseCHea
der

可
选

服务端加密头信息。

Body io.Reader 可
选

待上传段的数据流。

SourceFile string 可
选

待上传段的源文件路径。

Offset int64 可
选

源文件中某一分段的起始偏移大小，默认
值为0， 单位为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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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约
束

说明

PartSize int64 可
选

源文件中某一分段的大小，默认值为文件
大小减去Offset的剩下字节数，单位为字
节。

 

说明

● Body与SourceFile不能同时使用。

● 当Body与SourceFile都为空时，上传对象的大小为0字节。

● Offset、PartSize和SourceFile配套使用，用于指定上传源文件中的某一分段数据。

14.81 上传段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UploadPartOut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ResponseHeader
s

map[string]
[]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PartNumber int 段号。

ETag string 当前上传段的ETag值。

SseHeader SseCHeader
或

SseKmsHeade
r

服务端加密头信息。

 

14.82 复制段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CopyPartInput str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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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
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
选

目标桶名。

Key string 必
选

目标对象名。

PartNumber int 必
选

段号，取值范围：1~10000。

UploadId string 必
选

分段上传任务的ID。

CopySourceBucket string 必
选

源桶名。

CopySourceKey string 必
选

源对象名。

CopySourceVersion
Id

string 可
选

源对象版本号。

CopySourceRangeS
tart

int64 可
选

指定复制源对象的起始位置，非负整数。

CopySourceRangeE
nd

int64 可
选

指定复制源对象的结束位置。如果该值大
于源对象长度-1，实际仍取源对象长
度-1。

SseHeader SseCHea
der

可
选

服务端加密头信息，用于加密目标对象。

SourceSseHeader SseCHea
der

可
选

服务端加密头信息，用于解密源对象。

 

14.83 复制段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CopyPartOut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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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说明

ResponseHeader
s

map[string]
[]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ETag string 目标段的ETag值。

LastModified time.Time 目标段的最近一次修改时间。

SseHeader SseCHeader
或

SseKmsHeade
r

服务端加密头信息。

PartNumber int 段号。

 

14.84 列举已上传段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ListPartsIn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选 桶名。

Key string 必选 对象名。

UploadId string 必选 分段上传任务的ID。

PartNumbe
rMarker

int 可选 列举已上传段的起始位置，只有
PartNumber大于该参数的段会被列出。

MaxParts int 可选 列举已上传段的返回结果最大段数目，即
分页时每一页中段数目。

EncodingTy
pe

string 可选 对响应中的Key进行指定类型的编码。如
果Key包含xml 1.0标准不支持的控制字
符，可通过设置该参数对响应中的Key进
行编码。

可选值：url。

 

14.85 列举已上传段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ListPartsOutput str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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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ResponseHeaders map[string]
[]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Bucket string 桶名。

Key string 对象名。

UploadId string 分段上传任务的ID。

Initiator Initiator 分段上传任务的创建者。

Owner Owner 和initiator相同，代表分段上传任务的创
建者。

StorageClass string 待分段上传的对象的存储类型。

PartNumberMarke
r

int 列举段的起始位置，与请求中的该参数
对应。

NextPartNumberM
arker

int 下次列举段请求的起始位置。

MaxParts int 列举段的返回结果最大段数目，与请求
中的该参数对应。

IsTruncated bool 表明本次请求是否返回了全部结果，true
表示没有返回全部结果；false表示已返
回了全部结果。

Parts []Part 已上传段信息列表。

EncodingType string 对象Key的编码类型。

 

14.86 已上传段信息

类型定义
type Par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PartNumber int 段号。

LastModified time.Time 段的最后上传时间。

ETag string 段的ETag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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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ize int64 段的大小。

 

14.87 合并段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CompleteMultipartUploadIn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选 桶名。

Key string 必选 对象名。

UploadId string 必选 分段上传任务的ID。

Parts []Part 必选 待合并的段列表。

EncodingTy
pe

string 可选 对响应中的Key进行指定类型的编码。如
果Key包含xml 1.0标准不支持的控制字
符，可通过设置该参数对响应中的Key进
行编码。

可选值：url。

 

14.88 合并段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CompleteMultipartUploadOut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ResponseHeaders map[string]
[]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ETag string 合并段后根据各个段的ETag值计算出的结
果。

Bucket string 合并段所在的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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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说明

Key string 合并段后得到的对象名。

Location string 合并段后得到的对象的url。

VersionId string 合并段后得到的对象版本号。

SseHeader SseCHeader
或

SseKmsHead
er

服务端加密头信息。

EncodingType string 对象Key的编码类型。

 

14.89 取消分段上传任务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AbortMultipartUploadIn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选 桶名。

Key string 必选 对象名。

UploadId string 必选 分段上传任务的ID。

 

14.90 恢复归档存储对象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RestoreObjectIn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选 桶名。

Key string 必选 对象名。

Version
Id

string 可选 待恢复归档存储对象的版本号。

Days int 必选 恢复对象的保存时间（单位：天），取值
范围：[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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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Tier RestoreTier
Type

可选 恢复选项，默认为标准恢复。

 

14.91 生成带授权信息的 URL 请求参数
type CreateSignedUrlIn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Method HttpMethodTyp
e

必选 HTTP方法类型。

Bucket string 可选 桶名。

Key string 可选 对象名。

SubResou
rce

SubResourceTyp
e

可选 要访问的子资源。

Expires int 可选 带授权信息的URL的过期时间（单位：
秒），默认值：300。

Headers map[string]string 可选 请求中携带的头域。

QueryPar
ams

map[string]string 可选 请求中携带的查询参数。

 

14.92 生成带授权信息的 URL 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CreateSignedUrlOut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ignedUrl string 带授权信息的URL。

ActualSignedReq
uestHeaders

http.Header 通过带授权信息的URL发起请求时实际应携带
的头域。

 

14.93 生成带授权信息的表单上传请求参数
type CreateBrowserBasedSignatureInput str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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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可选 桶名。

Key string 可选 对象名，对应表单中的key字段。

Expires int 可选 表单上传鉴权的过期时间（单位：秒），
默认值：300。

FormPar
ams

map[string]str
ing

可选 除key，policy，signature外，表单上传时
的其他参数，支持的值：

● acl
● cache-control
● content-type
● content-disposition
● content-encoding
● expires

 

14.94 生成带授权信息的表单上传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CreateBrowserBasedSignatureOut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OriginPolicy string Policy未经过base64之前的值，仅用于校验。

Policy string 表单中的policy。

Signature string 表单中的signature。

Algorithm string 表单中的algorithm。

Credential string 表单中的credential。

Date string 表单中的date。

 

14.95 断点续传上传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UploadFileInput str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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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
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
选

桶名。

Key string 必
选

对象名。

UploadFile string 必
选

待上传的本地文件名。

PartSize int64 必
选

分段大小，单位字节，取值范围是
100KB~5GB。

TaskNum int 可
选

分段上传时的最大并发数。

EnableCheckpoint bool 可
选

是否开启断点续传模式，默认为False，表
示不开启。

CheckpointFile string 可
选

记录上传进度的文件，只在断点续传模式下
有效。当该值为空时，默认与待上传的本地
文件同目录。

ACL AclType 可
选

预定义访问策略。

WebsiteRedirectLoc
ation

string 可
选

当桶设置了Website配置，该参数指明对象
的重定向地址。

ContentType string 可
选

对象的MIME类型。

SseHeader SseCHea
der
或

SseKms
Header

可
选

服务端加密头信息。

StorageClass Storage
ClassTyp
e

可
选

对象的存储类型。

Metadata map[stri
ng]strin
g

可
选

对象的自定义元数据信息。

Expires int64 可
选

待上传对象的生命周期，单位：天。

GrantReadId string 可
选

授权指定租户有读对象和获取对象元数据的
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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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约
束

说明

GrantReadAcpId string 可
选

授权指定租户有获取对象ACL的权限。

GrantWriteAcpId string 可
选

授权指定租户有写对象ACL的权限。

GrantFullControlId string 可
选

授权指定租户有读对象、获取对象元数据、
获取对象ACL、写对象ACL的权限。

EncodingType string 可
选

用于指定对响应中的Key进行指定类型的编
码。如果Key包含xml 1.0标准不支持的控制
字符，可通过设置该参数对响应中的Key进
行编码。

可选值：url。

 

14.96 断点续传下载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DownloadFileIn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
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
选

桶名。

Key string 必
选

对象名。

VersionId string 可
选

对象的版本号。

DownloadFile string 可
选

下载对象的本地文件全路径。当该值为空
时，默认为当前程序的运行目录。

PartSize int64 可
选

分段大小，单位字节。

TaskNum int 可
选

分段下载时的最大并发数。

EnableCheckpoint bool 可
选

是否开启断点续传模式，默认为False，表
示不开启。

CheckpointFile string 可
选

记录下载进度的文件，只在断点续传模式
下有效。当该值为空时，默认与下载对象
的本地文件路径同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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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约
束

说明

Origin string 可
选

预请求指定的跨域请求Origin（通常为域
名）。

RequestHeader string 可
选

跨域请求可以使用的HTTP头域。

SseHeader SseCHea
der

可
选

服务端解密头信息。

IfMatch string 可
选

如果对象的ETag值与该参数值相同，则返
回对象内容，否则返回错误。

IfNoneMatch string 可
选

如果对象的ETag值与该参数值不相同，则
返回对象内容，否则返回错误。

IfModifiedSince time.Time 可
选

如果对象的修改时间晚于该参数值指定的
时间，则返回对象内容，否则返回错误。

IfUnmodifiedSince time.Time 可
选

如果对象的修改时间早于该参数值指定的
时间，则返回对象内容，否则返回错误。

 

14.97 设置桶加密配置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SetBucketEncryptionIn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选 桶名。

SSEAlgorithm string 必选 桶的默认加密配置要使用的服务端加
密算法。有效值：kms。

KMSMasterKeyID string 可选 SSE-KMS加密方式下使用的KMS主密
钥，如果用户没有提供该头域，那么
默认的主密钥将会被使用。

ProjectID string 可选 SSE-KMS加密方式下KMS主秘钥所属
的项目ID。

有效值：

1. 与KMSMasterKeyID相匹配的项目
ID。

2. 在未设置KMSMasterKeyID的情况
下，不可设置项目ID。

 

对象存储服务
Go SDK 开发指南 14 数据类型

文档版本 06 (2022-01-04)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84



14.98 获取桶加密配置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GetBucketEncryptionOut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ResponseHeaders map[string]
[]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SSEAlgorithm string 桶的加密配置使用的服务端加密算法。

KMSMasterKeyID string SSE-KMS加密方式下使用的KMS主密钥。

ProjectID string SSE-KMS加密方式下KMS主秘钥所属的项目
ID。

 

14.99 追加上传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AppendObjectIn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
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
选

桶名。

Key string 必
选

对象名。

Position int64 必
选

追加写位置。需要追加写的对象首次上传
时就必须指定position为0，下次追加需要
填写的position会在服务端本次上传成功
返回消息的头域x-obs-next-append-
position中携带。

ContentMD5 string 可
选

待上传对象数据的MD5值（经过Base64编
码），提供给OBS服务端，校验数据完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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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 类型 约
束

说明

ACL AclType 可
选

创建对象时可指定的预定义访问策略。

WebsiteRedirectLoc
ation

string 可
选

当桶设置了Website配置，该参数指明对
象的重定向地址。

ContentType string 可
选

第一次写时，指定待上传对象的MIME类
型。

ContentLength int64 可
选

待上传对象数据的长度。

SseHeader SseCHea
der
或

SseKmsH
eader

可
选

服务端加密头信息。

StorageClass StorageC
lassType

可
选

第一次写时，指定的对象的存储类型。

Metadata map[strin
g]string

可
选

第一次写时，指定待上传对象的自定义元
数据。

Body io.Reader 可
选

待上传对象的数据流。

GrantReadId string 可
选

第一次写时，指定授权指定租户有读对象
和获取对象元数据的权限。

GrantReadAcpId string 可
选

第一次写时，指定授权指定租户有获取对
象ACL的权限。

GrantWriteAcpId string 可
选

第一次写时，指定授权指定租户有写对象
ACL的权限。

GrantFullControlId string 可
选

第一次写时，指定授权指定租户有读对
象、获取对象元数据、获取对象ACL、写
对象ACL的权限。

Expires int64 可
选

表示对象的过期时间。

 

14.100 追加上传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AppendObjectOutput str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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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ResponseHeaders map[strin
g][]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VersionId string 桶开启了多版本时，该值为对象的版本号。

ETag string ETag返回的是本次追加上传数据的Hash值，
不是整个对象的Hash值。

SseHeader SseCHead
er
或

SseKmsHe
ader

服务端加密头信息。

NextAppendPosition int64 下一次请求应该提供的position。

 

14.101 修改写对象请求参数

类型定义
type ModifyObjectIn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约
束

说明

Bucket string 必
选

桶名。

Key string 必
选

对象名。

Position int64 必
选

修改写操作的位置。

ContentLength int64 可
选

待上传对象数据的长度。

Body io.Reader 可
选

待上传对象的数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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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2 修改写对象响应结果

类型定义
type ModifyObjectOutput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ResponseHeaders map[strin
g][]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ETag string ETag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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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异常处理

15.1 OBS 服务端错误码
在向OBS服务端发出请求后，如果遇到错误，会在响应中包含响应的错误码描述错误
信息。详细的错误码及其对应的描述和HTTP状态码参见OBS API错误码。。

15.2 SDK 自定义错误
调用ObsClient的相关接口发生错误时，通常会返回SDK自定义错误，其包含服务端返
回的HTTP状态码、OBS错误码、错误信息等，便于用户定位问题，并做出适当的处
理。该结构体的具体定义如下：

类型定义
type ObsError struct

参数描述

字段名 类型 说明

StatusCode int HTT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OBS服务端返回的请求ID。

ResponseHeaders map[string]
[]string

HTTP响应头信息。

Status string HTTP文本描述。

Code string OBS服务端错误码。

Message string OBS服务端错误描述。

Resource string 发生错误时相关的桶或对象。

HostId string 请求的服务端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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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日志分析

日志配置

OBS Go SDK基于标准库log提供了日志功能，您可以通过InitLog开启日志、CloseLog
关闭并同步缓存中的日志内容到日志文件。示例代码如下：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obs"
)

func main() {
       // 设置日志文件存放的路径
       var logFullPath string = "./logs/OBS-SDK.log"
       // 设置每个日志文件的大小，单位：字节
       var maxLogSize int64 = 1024 * 1024 * 10
       // 设置保留日志文件的个数
       var backups int = 10
       // 设置日志的级别
       var level = obs.LEVEL_INFO
       // 设置是否打印日志到控制台
       var logToConsole bool = false

       // 开启日志
       obs.InitLog(logFullPath, maxLogSize, backups, level, logToConsole)
       // 关闭日志
       obs.CloseLog()
}

说明

● 日志功能默认是关闭的，需要主动开启。

● 日志默认首先写入缓存（累积一定量后再写入文件），程序退出前调用obs.CloseLog()可同
步缓存中的日志内容到日志文件。

日志内容格式

SDK日志格式为：日志时间|打印日志所在的文件：行号|日志级别|日志内容。示例如
下：

2018/03/13 16:21:50 [INFO]: http.go:79|Enter method ListBuckets...
2018/03/13 16:21:52 [INFO]: http.go:287|Do http request cost 2597 ms

日志级别

当系统出现问题需要定位且当前的日志无法满足要求时，可以通过修改日志的级别来
获取更多的信息。SDK提供了代表日志级别的枚举常量以设置不同的日志级别，具体
说明如下：

常量名 原始值 说明

LEVEL_OFF 500 关闭级别，如果设置为这个级别，日志打印功能将
被关闭。

LEVEL_ERROR 400 错误级别，如果设置为这个级别，仅打印发生异常
时的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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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量名 原始值 说明

LEVEL_WARN 300 告警级别，如果设置为这个级别，除了打印错误级
别的信息外，还将打印一些关键事件的信息。

LEVEL_INFO 200 信息级别，如果设置为这个级别，除了打印告警级
别的信息外，还将打印HTTP/HTTPS请求的耗时时
间，ObsClient接口的耗时时间等。

LEVEL_DEBUG 100 调试级别，如果设置为这个级别，除了打印INFO级
别的信息外，还将打印每次HTTP/HTTPS请求和响
应的头信息、鉴权算法计算出的stringToSign信息
等。

 

15.4 资源无法释放
如果发现使用OBS Go SDK后存在OBS服务端连接未断开的情况，请检查是否正确调用
了ObsClient.Close释放资源。

15.5 签名不匹配错误
如果从SDK自定义错误中获取到的StatusCode为403，从Code字段中获取到的OBS服
务端错误码错误码为SignatureDoesNotMatch，请检查AK/SK是否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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