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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前必读

本文档提供了关系型数据库RDS（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API的描述、语法、参
数说明及样例等内容。您可以根据表1-1查找您需要的内容。

表 1-1 文档导读

阶段 相关链接

了解RDS接口组成及接口列表 接口简介

使用接口前的必做准备工作 环境准备

REST消息体组成、调用方法及示例 接口使用方法

具体接口使用说明 API说明

公共参数 公共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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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口简介

关系型数据库所提供的接口为扩展接口和OpenStack语义兼容接口。通过使用RDS接
口，您可以使用RDS的所有功能，包括创建实例、备份恢复、获取日志信息等。

类型 说明

获取API版本 获取API版本接口，包括查询API版本列表和查询API版本信
息接口。

获取数据库版本信息 获取数据库版本信息接口。

实例管理 实例管理接口，包括创建实例、调整实例容量、调整实例规
格、重启实例、删除实例、获取实例列表、获取指定实例详
细信息等接口。

参数配置 参数配置接口，包括获取参数列表、获取配置参数信息、获
取实例默认参数、设置配置参数、恢复默认参数、获取参数
组列表、获取参数组等接口。

备份与恢复 备份与恢复接口，包括设置自动备份策略、获取自动备份策
略、创建手动备份、删除手动备份等接口。

获取日志信息 获取日志信息接口，包括查询数据库错误日志和查询数据库
慢日志接口。

 

获取 API 版本接口

表 2-1 获取 API 版本接口

API 说明

查询API版本列表 查询当前支持的API版本列表。

查询API版本信息 查询API指定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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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数据库版本信息

表 2-2 获取数据库版本信息

API 说明

获取数据库版本信息 获取指定类型的数据库版本相关信息。

 

实例管理

表 2-3 管理实例

API 说明

创建实例 创建的RDS实例，可分为单实例、HA实
例和只读副本。

调整实例容量 调整实例相关的容量大小。

调整实例规格 调整实例的规格。

重启实例 重启实例的数据库服务。

删除实例 删除数据库实例。

获取实例列表 获取实例列表。

获取指定实例详细信息 获取指定实例详细信息。

获取所有实例规格信息 获取指定数据库ID和区域下的所有实例
规格信息。

获取指定实例规格信息 获取指定规格ID下的实例规格信息。

 

参数配置

表 2-4 参数配置

API 说明

获取参数列表 获取数据库版本的所有可修改参数信
息。

获取配置参数信息 获取指定数据库版本下可修改的参数信
息。

设置配置参数 设置实例参数。

恢复默认参数 该接口用于将实例参数组恢复为默认参
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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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与恢复

表 2-5 备份与恢复

API 说明

设置自动备份策略 设置自动备份策略。

获取自动备份策略 获取自动备份策略。

创建手动备份 创建手动备份。

以列表形式返回手动备份信息 以列表形式返回所有手动备份信息。

删除手动备份 删除手动备份。

恢复到当前实例 恢复到当前指定实例。

恢复到新实例 恢复指定实例到新实例。

 

获取日志信息

表 2-6 获取日志信息

API 说明

查询数据库错误日志 查询数据库错误日志信息。

查询数据库慢日志 查询数据库慢日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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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准备

3.1 获取请求认证

3.1.1 请求认证方式

调用接口需进行Token认证鉴权。

Token认证：通过Token认证调用请求。

3.1.2 Token 认证

应用场景

当您使用Token认证方式完成认证鉴权时，需要获取用户Token并在调用接口时增加
“X-Auth-Token”到业务接口请求消息头中。

本节介绍如何调用接口完成Token认证。

调用接口步骤

1. 发送“POST https://IAM的Endpoint/v3/auth/tokens”请求。

获取IAM的Endpoint以及消息体中的区域名称，请参见地区和终端节点。

表 3-1 Header 说明

名称 描述 是否必选 示例

Content-Type 发送的实体的
MIME类型。

是 application/json

 

请求内容示例如下：

说明

下面示例代码中的斜体字需要替换为实际内容，详细情况请参见《统一身份认证服务API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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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 {
        "identity": {
            "methods": [
                "password"
            ],
            "password": {
                "user": {
                    "name": "username",
                    "password": "password",
                    "domain": {
                        "name": "domainname"
                    }
                }
            }
        },
        "scope": {
            "project": {
               "name": "regioncode"
             }
        }
    }
}

说明

请求体中的regioncode，请参见地区和终端节点。

2. 获取Token，请参见《统一身份认证服务API参考》的“获取用户Token”章节。请
求响应成功后在响应消息头中包含的“X-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值。

3. 从Token的响应结构体中可以获取到对应的project_id（部分URI需要填入
project_id）。Token响应结构体示例如下：
{
    "token": {
        "expires_at": "2016-06-24T07:42:43.907000Z",
        "issued_at": "2016-06-23T07:42:43.907000Z",
        "methods": [
            "password"
        ],
        "project": {
            "name": "projectname",
            "id": "project_id",
            "domain": {
                "name": "domainname",
                "id": "domainid",
                "xdomain_type": "xdomaintype",
                "xdomain_id": "xdomainid"
            }
        },
        "user": {
            "domain": {
                "name": "domainname",
                "id": "domainid",
                "xdomain_type": "xdomaintype",
                "xdomain_id": "xdomainid"
            },
            "id": "userid",
            "name": "username"
        },
        "catalog": [],
        "roles": [
            {
                "name": "rolesnam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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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rolesid1"
            },
            {
                "id": "rolesid2",
                "name": "rolesname2"
            }
        ]
    }
}

4. 调用业务接口，在请求消息头中增加“X-Auth-Token”，“X-Auth-Token”的取值
为2中获取的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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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口使用方法

第三方应用对关系型数据库（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简称RDS）API的访问需经
过签名认证。

本章主要介绍了使用签名的过程和注意事项，并通过示例代码展示了如何使用默认的
Signer对请求进行签名和利用HTTP Client发送请求。

4.1 服务使用方法

RDS API符合RESTful API的设计理论。

REST从资源的角度来观察整个网络，分布在各处的资源由URI（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确定，客户端应用通过URL（Unified Resource Locator）来获取资源。

URL的一般格式为：https://Endpoint/uri

URL中的参数说明如表4-1所示。

表 4-1 URL 中的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Endpoint 请求使用的服务器名。

请参见地区和终端节点。

uri 资源路径，即API访问路径。

从具体接口的URI模块获取，例如“v3/
auth/tokens”。

 

4.2 请求方法

在HTTP协议中，请求可以使用多种请求方法，如：GET、PUT、POST、DELETE，用
于指明以何种方式来访问指定的资源，目前获取的REST接口所支持的请求方法如表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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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请求方法一览表

方法 说明

GET 请求服务器返回指定资源。

PUT 请求服务器更新指定资源。

POST 请求服务器新增资源或执行特殊操作。

DELETE 请求服务器删除指定资源，如删除对象。

 

4.3 公共消息头
REST公共消息头包含两类：公共请求消息头和公共响应消息头，本章对这部分内容进
行介绍。

4.3.1 公共请求消息头

表 4-3 公共请求消息头

名称 描述 是否必选 示例

Content-Type 发送的实体的
MIME类型。

是。 application/json

Content-Length 请求body长度，单
位为Byte。

POST/PUT请求为
可选，GET不包
含。

3495

X-Auth-Token 用户Token。 是。 -

X-Language 请求语言类型。 是。 en-us

 

说明

其它header属性，请遵照http协议。

4.3.2 公共响应消息头

表 4-4 公共响应消息头

名称 描述

Content-Length 响应消息体的字节长度，单位为Byte。

Date 系统响应的时间。

Content-Type 发送的实体的MIME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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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DS API 使用场景

RDS的OpenAPI提供针对用户数据库实例的创建、查看、删除等基本操作，以及查询系
统支持的API版本、数据库引擎及版本、运行环境规格、可用区域等操作。其主要的调
用场景见下图：

图 5-1 使用场景一

在创建实例之前，需要获取系统支持的数据库引擎及版本，运行环境规格以及可用区
域信息。

在获取到信息之后，可以将返回结果作为调用参数，执行创建实例操作。

在实例创建成功后，用户可以对自己所属的实例进行列举、查询详细信息、删除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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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使用场景二

数据库实例需要先查询数据库所有参数和参数信息后才能进行设置参数取值和参数恢
复默认值。

数据库实例可以进行扩容和重启，可以将返回的任务号作为调用参数查询异步任务的
进展情况。

图 5-3 使用场景三

Microsoft SQL Server创建局部备份说明，

在Microsoft SQL Server实例创建成功后，用户可在实例上创建自己的数据库(需要使用
“create database”的SQL)，可以对自己所属的实例查询自建数据库，通过创建手动备
份的接口创建Microsoft SQL Server局部备份。

用户可以通过查询数据库列表获取指定实例的自建数据库信息列表，从中选择需要做
局部备份的数据库名。

在获取到信息之后，用户可通过创建手动备份来创建局部备份，通过查询手动备份信
息查看Microsoft SQL Server局部备份的数据库列表。

关系型数据库
API 参考 5 RDS API 使用场景

文档版本 13 (2018-08-03)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1



6 RDS API 涉及的数据模型

在RDS的Web界面中，考虑到面向用户的易用性，将用户的数据库实例组织成集群的形
式进行展现，通常一个MySQL集群中可以包含一个主实例、一个HA备实例、若干个只
读副本，或者只包含一个主实例和若干个只读副本，不包含备实例，其中只读副本不
超过5个。如图6-1所示。

图 6-1 API 数据模型

在RDS的OpenAPI中，考虑到与OpenStack Trove的兼容，对外只以实例级别提供服务，
与Web界面上的集群组织方式的对应关系为：

在创建实例时会默认创建出一个集群，并将创建出的实例显示在此集群下。

在列举实例时会将此用户所属的所有实例以列表方式给出，不会体现出集群到实例的
层次关系。

删除只读副本与界面功能相同，都是指定实例进行删除；删除主备实例时会同时将实
例所属的集群以及只读实例一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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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DS API 使用样例

7.1 获取 token
RDS API的访问需经过签名认证，当RDS API采用Token认证方式来完成认证鉴权时，
需要获取用户Token，并在调用接口时增加“X-Auth-Token”到业务接口请求消息头
中。

获取Token，请参见《统一身份认证服务API参考》的“获取用户Token”章节，请求响
应成功后在响应消息头中包含的“X-Subject-Token”的值即为Token值。

curl命令获取Token具体如下所示：

curl -X POST $TOKEN_URL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d '{"auth": {"identity": {"methods": 
["password"], "password": {"user": {"name": "'"$OS_USERNAME"'", "password": "'"$OS_PASSWORD"'", 
"domain": {"name": "'"$OS_DOMAINNAME"'"}}}}, "scope": {"project":
{"name":"'"$OS_REGIONCODE"'","domain":{"name":"'"$OS_DOMAINNAME"'"}}}}}'

正确响应如下所示：

{
    "token": {
        "expires_at": "2016-06-21T10:02:13.752000Z",
        "issued_at": "2016-06-20T10:02:13.752000Z",
        "methods": [
            "password"
        ],
        "project": {
            "name": "projectname",
            "id": "project_id",
            "domain": {
                "name": "domainname",
                "id": "domainid"
            }
        },
        "user": {
            "domain": {
                "name": "domainname",
                "id": "domainid"
            },
            "id": "userid",
            "name": "username"
        },
        "catalo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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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les": [
            {
                "name": "rolesname1",
                "id": " rolesid1"
            },
            {
                "id": " rolesid2",
                "name": " rolesname2"
            }
        ]
    }
}

7.2 创建数据库单实例

本节说明创建数据库单实例流程及调用接口过程。

7.2.1 流程图

图 7-1 创建数据库实例流程图

流程如下：

1. 查询List Datastore Version接口获取数据库ID、版本，响应结构体中的ID定义为
$dbId，version定义为$version。

2. 获取region。变量定义为$region。
请参见地区和终端节点。

3. 查询List Flavor接口获取flavorRef（对应接口ID），查询时用到1的$dbId、2的
$region，响应ID定义为$flavorId。

4. 获取availabilityZone，变量定义为$availabilityZone。
请参见地区和终端节点。

5. 查询VPC接口，响应结果分别为$vpc、$subnetId、$securityGroup.id。
6. 调用Create Database Instance接口，请求body用到2的$region、3的$flavorId、4的

$availabilityZone、5的$vpc、$subnetId、$securityGrou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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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调用样例

1. curl命令获取数据库版本信息的请求如下所示：
curl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X-Subject-Token" "X-Language: en-
us"$SERVER_URL/v1/{project_id}/datastores/{datastore_name}/versions

正确响应如下所示：

{
    "id": "e8a8b8cc-63f8-4fb5-8d4a-24c502317a61",
    "name": "5.6",
    "datastore": "abc8b8cc-63f8-4fb5-8d4a-24c502317a61",
    "image": "89932337-cde6-4d8f-847a-b76014ec6796",
    "packages": "MySQL-server-5.6",
    "active": 1
}

2. 获取region。变量定义为$region。
请参见地区和终端节点。

3. curl命令获取flavorId的请求如下所示：
curl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X-Subject-Token" "X-Language: en-
us"$SERVER_URL/v1/{project_id}/flavors?dbId=$dbId&region=$region

正确响应如下所示：

{
    "flavor": {
        "id": "f7f51f85-cfcd-4409-ae91-b3eae186d0ea",
        "name": "RDS_MYLM_XLARGE",
        "ram": 32768,
        "specCode": "rds.mysql.m1.xlarge"
    }
}
flavorId变量定义为$flavorId。

4. curl命令创建单实例的请求如下所示：
curl -X POST $SERVER_URL/v1/{project_id}/instances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
Auth-Token: $X-Subject-Token" "X-Language: en-us" -d '{"instance": {"name": "tenant-
instance-123","datastore": {"type": "MySQL","version": "$version"},"flavorRef": " 
$flavorId","volume": {"type": "COMMON","size": 100},"region": " $region","availabilityZone": 
" $availabilityZone","vpc": "$vpc ","nics": {"subnetId": "$subnetid "},"securityGroup": 
{"id": "bb62ffb9-a37a-4821-92b9-f9e0712e389f"},"backupStrategy": {"startTime": 
"01:00:00","keepDay": 3} ,"dbRtPd": "Test@123"}}'

正确响应如下所示：

{
    "instance": {
        "id": "b0468a4a-5790-4a4f-8442-9030e52369e6",
        "status": "BUILD",
        "name": "tenant-instance-123",
        "created": "",
        "hostname": "",
        "type": "master",
        "region": "aaa",
        "updated": "",
        "availabilityZone": "bbb",
        "vpc": "f7513b5d-5c48-4332-8f47-a3c29c2613e7",
        "nics": {
            "subnetId": "4a7d3555-6410-4338-8859-2be61d51662a"
        },
        "securityGroup": {
            "id": "bb62ffb9-a37a-4821-92b9-f9e0712e389f"
        },
        "flav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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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bf07a6d4-844a-4023-a776-fc5c5fb71fb4"
        },
        "volume": {
            "type": "COMMON",
            "size": 100
        },
        "extendparam": {
            "jobs": [
                {
                    "id": "8a3eb75e5577819f0155778220600001"
                }
            ]
        },
        "backupStrategy": {
            "startTime": "01:00:00",
            "keepDays": 3
        }
    }
}

说明

响应样例中参数“region”和“availabilityZone”的值为示例值。

7.3 创建数据库 HA 实例
本节说明创建数据库HA实例流程及调用接口过程。

7.3.1 流程图

创建数据库HA实例流程同创建数据库单实例流程，具体参见流程图。

7.3.2 调用样例

1. 查询List Datastore Version接口。请参见调用样例中1。
2. 获取region。请参见调用样例中2。
3. 查询List Flavor接口。请参见调用样例中3。
4. curl命令创建数据库HA实例的请求如下所示：

replicationMode值定义为$replicationMode。
curl -X POST $SERVER_URL/v1/{project_id}/instances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
Auth-Token: $X-Subject-Token" "X-Language: en-us" -d '{"instance": {"name": "tenant-
instance-123","datastore": {"type": "MySQL","version": "$version"},"flavorRef": " 
$flavorId","volume": {"type": "COMMON","size": 100},"region": " $region","availabilityZone": 
" $availabilityZone","vpc": "$vpc ","nics": {"subnetId": "$subnetid "},"securityGroup": 
{"id": "bb62ffb9-a37a-4821-92b9-f9e0712e389f"},"backupStrategy": {"startTime": 
"01:00:00","keepDay": 3} ,"dbRtPd": "Test@123" ,"ha": {"enable": true,"replicationMode": 
"$replicationMode" } }}'

正确响应如下所示：

{
    "instance": {
        "id": "b0468a4a-5790-4a4f-8442-9030e52369e6",
        "status": "BUILD",
        "name": "tenant-instance-123",
        "created": "",
        "hostname": "",
        "type": "master",
        "region": "aaa",
        "upda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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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ailabilityZone": "bbb",
        "vpc": "f7513b5d-5c48-4332-8f47-a3c29c2613e7",
        "nics": {
            "subnetId": "4a7d3555-6410-4338-8859-2be61d51662a"
        },
        "securityGroup": {
            "id": "bb62ffb9-a37a-4821-92b9-f9e0712e389f"
        },
        "flavor": {
            "id": "bf07a6d4-844a-4023-a776-fc5c5fb71fb4"
        },
        "volume": {
            "type": "COMMON",
            "size": 100
        },
        "extendparam": {
            "jobs": [
                {
                    "id": "8a3eb75e5577819f0155778220600001"
                },
                {
                    "id": "ae3081675564ddf5357564f64a560025"
                }
            ]
        },
        "backupStrategy": {
            "startTime": "01:00:00",
            "keepDays": 3
        },
        "slaveId": "9405d8b8-a87d-4531-bd3a-e504c8434281",
        "ha": {
            "replicationMode": "async"
        }
    }
}

说明

响应样例中参数“region”和“availabilityZone”的值为示例值。

创建数据库HA实例返回实例信息列表中，若主机status为FAILED，则在调用Show Database
Instance Details以及Delete Database Instance接口时需要使用备机ID。

7.4 创建数据库只读副本
本节说明创建数据库主实例只读副本流程及客户端调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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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流程图

图 7-2 创建数据库主实例只读副本流程图

流程如下：

1. 查询List Datastore Version接口，获取数据库ID、版本，响应结构体中的ID定义为
$dbId，version定义为$version。

2. 获取region。变量定义为$region。
请参见地区和终端节点。

3. 查询List Flavor接口获取flavorRef（对应接口ID），查询时用到1的$dbId、2的
$region，响应ID定义为$flavorId。

4. 查询List Database Instance获取租户数据库实例ID，响应ID定义为$instanceId。
5. 调用Create Read Replica接口，请求body用到了3的$flavorId、4的$instanceId参数。

7.4.2 调用样例

1. 查询List Datastore Version接口。请参见调用样例中1 。
2. 获取region。请参见调用样例中2。
3. 查询List Flavor接口。请参见调用样例中3 。
4. curl命令查询实例列表获取主实例ID，定义为$instanceId，作为只读副本的

replicaOf。请求如下所示：
curl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X-Subject-Token" "X-Language: en-
us"$SERVER_URL/v1/{project_id}/instances

正确响应如下所示：

{
    "instances": {
        "id": "252f11f1-2912-4c06-be55-1999bde659c5",
        "status": "ACTIVE",
        "name": "trove-instance-rep3",
        "created": "2016-06-18T21:21:50+0200",
        "hostname": "",
        "type": "master",
        "region": "aaa",
        "updated": "2016-06-18T21:21:50+0200",
        "availabilityZone": "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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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pc": "490a4a08-ef4b-44c5-94be-3051ef9e4fce",
        "nics": {
            "subnetId": "0e2eda62-1d42-4d64-a9d1-4e9aa9cd994f"
        },
        "securityGroup": {
            "id": "2a1f7fc8-3307-42a7-aa6f-42c8b9b8f8c5"
        },
        "flavor": {
            "id": "bf07a6d4-844a-4023-a776-fc5c5fb71fb4"
        },
        "volume": {
            "type": "COMMON",
            "size": 100,
        },
        "backupStrategy": {
            "startTime": "01:00:00",
            "keepDays": 3
        }
    }
}

5. curl命令创建只读副本的请求如下所示：
curl -X POST $SERVER_URL/v1/{project_id}/instances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
Auth-Token: $X-Subject-Token" "X-Language: en-us" -d '{"instance": {"name": "tenant-
instance-123-rep","flavorRef": "$flavorId","replicaOf": $instanceId }}'

正确响应如下所示：

{
    "instance": {
        "id": "b0468a4a-5790-4a4f-8442-9030e52369e6",
        "status": "BUILD",
        "name": "tenant-instance-123-rep",
        "created": "",
        "hostname": "172.16.4.210",
        "type": "readreplica",
        "region": "aaa",
        "updated": "",
        "availabilityZone": "bbb",
        "vpc": "490a4a08-ef4b-44c5-94be-3051ef9e4fce",
        "nics": {
            "subnetId": "0e2eda62-1d42-4d64-a9d1-4e9aa9cd994f"
        },
        "securityGroup": {
            "id": "2a1f7fc8-3307-42a7-aa6f-42c8b9b8f8c5"
        },
        "flavor": {
            "id": "bf07a6d4-844a-4023-a776-fc5c5fb71fb4"
        },
        "volume": {
            "type": "COMMON",
            "size": 100
        },
        "extendparam": {
            "jobs": [
                {
                    "id": "8a3eb75e5577819f0155778220600001"
                }
            ]
        },
        "replica_of": "252f11f1-2912-4c06-be55-1999bde659c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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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响应样例中参数“region”和“availabilityZone”的值为示例值。

7.5 删除数据库实例

本节说明删除数据库实例流程及客户端调用过程。

7.5.1 流程图

图 7-3 删除数据库实例流程图

1. 查询List Database Instance获取租户数据库实例ID，响应ID定义为$instanceId。
2. 调用Delete Database Instance接口，请求URL中{instanceId}为1的$instanceId。

7.5.2 调用样例

1. curl命令获取实例列表的请求如下所示：
curl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X-Subject-Token" "X-Language: en-
us"$SERVER_URL/v1/{project_id}/instances

正确响应如下所示：

{
    "instance": {
        "id": "b0468a4a-5790-4a4f-8442-9030e52369e6",
        "status": "ACTIVE",
        "name": "tenant-instance-1232213",
        "created": "2016-06-22T17:47:44+0800",
        "hostname": "172.16.4.208",
        "type": "master",
        "region": "aaa",
        "updated": "2016-06-22T17:47:44+0800",
        "availabilityZone": "bbb",
        "vpc": "f7513b5d-5c48-4332-8f47-a3c29c2613e7",
        "nics": {
            "subnetId": "4a7d3555-6410-4338-8859-2be61d51662a"
        },
        "securityGroup": {
            "id": "bb62ffb9-a37a-4821-92b9-f9e0712e389f"
        },
        "flavor": {
            "id": "bf07a6d4-844a-4023-a776-fc5c5fb71fb4"
        },
        "volume": {
            "type": "COMMON",
            "size": 100,
        },
        "backupStrategy": {
            "startTime": "01:00:00",
            "keepDays":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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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url命令删除实例的请求如下所示：
curl -X DELETE $SERVER_URL/v1/{project_id}/instances/{instanceId}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X-Subject-Token" "X-Language: en-us"

正确响应如下所示：

{
   "extendparam": {
      "jobs": [ 
         {
             "id":"ff8080815a88d52c015a8a0db2250003"
         } 
      ]
   }
}

说明

响应样例中参数“region”和“availabilityZone”的值为示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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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PI 说明

8.1 获取 API 版本

8.1.1 查询 API 版本列表

功能介绍

查询当前支持的API版本列表。

URI
l URI格式

PATH：/rds/
Method：GET

l 参数说明

N/A
l Header说明

表 8-1 Header 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说明

X-Auth-Token 是 从IAM服务获取的用户Token。

X-Language 否 请求语言类型，示例：en-us，不区分大小写。

Content-Type 是 指定类型为application/json。

 

请求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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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响应

l 要素说明

表 8-2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versions 列表数据结构，请参见表8-3。 API版本详细信息列表。

 

表 8-3 versions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d String。 API版本号。

links 列表数据结构，请参见表
8-4。

对应该API的链接信息，
v1版本该字段为空。

status String。 版本状态。

updated String。 版本更新时间。

格式为“yyyy-mm-dd
Thh:mm:ssZ”。

其中，T指某个时间的开
始；Z指UTC时间。

 

表 8-4 links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href String 对应该API的URL，该字
段为""。

rel String 取值为“self”，表示
href为本地链接。

 
l 响应样例

{      
 "versions": [
    {
           "id": "v1",
           "links": [],
           "status": "CURRENT",
           "updated": "2017-02-07T17:34:02Z"
        },      
        {         
            "id": "v1.0",
            "links": [
                 {
                     "href": "",
                     "rel": "sel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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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tatus": "CURRENT",               
            "updated": "2017-03-23T17:34:02Z"
     } 
  ]  
}

异常响应

请参见异常请求结果。

8.1.2 查询 API 版本信息

功能介绍

查询API指定版本信息。

URI
l URI格式

PATH：/rds/{versionId}
Method：GET

l 参数说明

表 8-5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versionId 是 API版本号，区分大小写，取值：v1。

 
l Header说明

表 8-6 Header 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说明

X-Auth-Token 是 从IAM服务获取的用户Token。

X-Language 否 请求语言类型，示例：en-us，不区分大小写。

Content-Type 是 指定类型为application/json。

 

请求

N/A

正常响应

l 要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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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7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versions 列表数据结构，请参见
表8-8。

API版本详细信息列表。

version 列表数据结构，请参见
表8-8。

API版本详细信息列表。

 

表 8-8 versions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d String。 API版本号。

links 列表数据结构，请参见
表8-9。

对应该API版本的链接信
息，该字段为空。

status String。 版本状态。

updated String。 版本更新时间。

格式为“yyyy-mm-dd
Thh:mm:ssZ”。

其中，T指某个时间的开
始；Z指UTC时间。

 

表 8-9 links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href String 对应该API的URL，该字
段为""。

rel String 取值为“self”，表示
href为本地链接。

 

l 响应样例
{
  "version": {
    "id": "v1",
    "links": [],
    "status": "CURRENT",
    "updated": "2017-02-07T17:34:02Z"
  },
  "versions": {
    "id": "v1",
    "links": [],
    "status": "CURRENT",
    "updated": "2017-02-07T17:34:02Z"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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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响应

请参见异常请求结果。

8.2 获取数据库版本信息

功能介绍

获取指定类型的数据库版本相关信息。

URI
l URI格式

PATH：/rds/{versionId}/{project_id}/datastores/{datastore_name}/versions

Method：GET

l 参数说明

表 8-10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versionId 是 API版本号，区分大小写，取值：v1。

project_id 是 租户在某一region下的project ID。

datastore_name 是 数据库引擎。取值为MySQL，PostgreSQL或
SQLServer，区分大小写。

 

l Header说明

表 8-11 Header 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说明

X-Auth-Token 是 从IAM服务获取的用户Token。

X-Language 是 请求语言类型，示例：en-us，不区分大小写。

Content-Type 是 指定类型为application/json。

 

请求

N/A

正常响应

l 要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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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2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dataStores 列表数据结构，请参见表8-13。 数据库版本信息列表。

 

表 8-13 dataStores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d String 数据库版本ID，该字段不会有重复。

name String 数据库版本号。

datastore String 数据库ID。

image String 数据库镜像ID。

packages String 数据库版本包信息。

active Int 当前数据库版本激活状态，0为非激活，1为激活。接
口仅会查出激活状态下的版本信息。

 
l 响应样例

{
  "dataStores": [
    {
      "id": "e8a8b8cc-63f8-4fb5-8d4a-24c502317a62",
      "name": "5.6.33",
      "datastore": "736270b9-27c7-4f03-823b-447d8245e1c2",
      "image": "36bdc308-0389-4830-8813-4a98d62b97de",
      "packages": "MySQL-server-5.6.33",
      "active": 1
    },
    {
      "id": "e8a8b8cc-63f8-4fb5-8d4a-24c502317a61",
      "name": "5.6.30",
      "datastore": "736270b9-27c7-4f03-823b-447d8245e1c2",
      "image": "36bdc308-0389-4830-8813-4a98d62b97de",
      "packages": "MySQL-server-5.6.30",
      "active": 1
    },
    {
      "id": "96cccede-bc51-11e6-bd4d-286ed488dd62",
      "name": "5.6.34",
      "datastore": "736270b9-27c7-4f03-823b-447d8245e1c2",
      "image": "36bdc308-0389-4830-8813-4a98d62b97de",
      "packages": "MySQL-server-5.6.34",
      "active": 1
    },
    {
      "id": "35a3d5ba-6f74-4b29-824d-6de20f1ac090",
      "name": "5.6.35",
      "datastore": "736270b9-27c7-4f03-823b-447d8245e1c2",
      "image": "36bdc308-0389-4830-8813-4a98d62b97de",
      "packages": "MySQL-server-5.6.35",
      "active":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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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d": "129a90a5-d4ef-4828-b3e3-4d3a1e91700d",
      "name": "5.6.36",
      "datastore": "736270b9-27c7-4f03-823b-447d8245e1c2",
      "image": "36bdc308-0389-4830-8813-4a98d62b97de",
      "packages": "MySQL-server-5.6.36",
      "active": 1
    },
    {
      "id": "87620726-6802-46c0-9028-a8785e1f1922",
      "name": "5.7.17",
      "datastore": "736270b9-27c7-4f03-823b-447d8245e1c2",
      "image": "36bdc308-0389-4830-8813-4a98d62b97de",
      "packages": "MySQL-server-5.7.17",
      "active": 1
    }
  ]
}

异常响应

请参见异常请求结果。

8.3 实例管理

8.3.1 创建实例

功能介绍

创建的RDS实例，可分为单实例、HA实例和只读副本。

URI
l URI格式

PATH：/rds/{versionId}/{project_id}/instances

Method：POST

l 参数说明

表 8-14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versionId 是 API版本号，区分大小
写，取值：v1。

project_id 是 租户在某一region下的
project ID。

 

l Header说明

关系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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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5 Header 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说明

X-Auth-Token 是 从IAM服务获取的用户Token。

X-Language 是 请求语言类型，示例：en-us，不区分大小写。

Content-Type 是 指定类型为application/json。

 

请求

l 参数说明

表 8-16 参数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nstance 字典数据结构。

创建单实例、HA实例请参见表
8-17。
创建只读副本请参见表8-18。

实例详细信息。

注意
Microsoft SQL Server不支
持创建只读副本。

 

表 8-17 instance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创建单实例和 HA 实例）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name 是 String。 实例名称。用于
表示实例的名
称，同一租户
下，同类型的实
例名唯一。

取值范围：

4位到64位之间，
必须以字母开
头，不区分大小
写，可以包含字
母、数字、中划
线或者下划线，
不能包含其他的
特殊字符。

datastore 是 字典数据结构，
请参见表8-19。

数据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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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flavorRef 是 String。 规格ID，获取方
法可参考获取所
有实例规格信息
的响应消息中的
flavors.id。
取值范围：

非空，字符长度
校验，严格UUID
正则校验。

volume 是 字典数据结构，
请参见表8-20。

volume信息。

region 是 String。 区域ID。

取值范围：

非空，请参见地
区和终端节点。

availabilityZone 是 String。 可用区域ID。

取值范围：

非空，请参见地
区和终端节点。

vpc 否 String。 虚拟私有云ID。
获取方法请参见
《虚拟私有云API
参考》中
“VPC”的内
容。

取值范围：

非空，字符长度
校验，严格UUID
正则校验。

nics 否 字典数据结构，
请参见表8-21。

nics信息。获取方
法请参见《虚拟
私有云API参考》
中“子网”的内
容。

securityGroup 否 字典数据结构，
请参见表8-22。

指定实例所属的
安全组。

获取方法请参见
《虚拟私有云API
参考》中“安全
组”的内容。

关系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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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dbPort 否 Int。 数据库端口号。

当不传该参数
时，MySQL默认
3306，PostgreSQL
默认5432，
Microsoft SQL
Server默认1433。

backupStrategy 否 字典数据结构，
请参见表8-23。

高级备份策略。

dbRtPd 是 String。 数据库root密码。

取值范围：

非空，由大小写
字母、数字和特
殊符号~!@#%^*-
_=+?组成，长度
8~32位。

ha 否 字典数据结构，
请参见表8-24。

HA配置参数，创
建HA实例时使
用。

 

表 8-18 instance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创建只读副本）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name 是 String。 实例名称。用于
表示实例的名
称，同一租户
下，同类型的实
例名唯一。

取值范围：

4位到64位之间，
必须以字母开
头，不区分大小
写，可以包含字
母、数字、中划
线或者下划线，
不能包含其他的
特殊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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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flavorRef 是 String。 规格ID，获取方
法可参考获取所
有实例规格信息
的响应消息中的
flavors.id。
取值范围：

非空，字符长度
校验，严格UUID
正则校验。

replicaOf 是 String。 只读副本配置参
数。为replicaOf值
指定的主实例创
建只读副本。

取值范围：

仅主实例的实例
ID有效。

 

表 8-19 datastore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ype 是 String 数据库引擎，目前
支持MySQL、
PostgreSQL和
Microsoft SQL
Server。
取值：MySQL，
PostgreSQL或
SQLServer。

关系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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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version 是 String 数据库版本。

l MySQL引擎支
持5.6、5.7版
本。取值示
例：5.7。

l PostgreSQL引
擎支持9.5、9.6
版本。取值示
例：9.6。

l Microsoft SQL
Server引擎支持
2014 SP2 SE、
2014 SP2 EE、
2016 SP1 SE、
2016 SP1 EE、
2008 R2 SP3
SE、2008 R2
SP3 EE、2008
R2 SP3 WEB、
2014 SP2
WEB、2016
WEB版本。取
值示例：
2008_R2_SP3_
SE。

数据库支持的详细
版本信息，可调用
获取数据库版本信
息接口获取。

 

表 8-20 volume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ype 是 String 磁盘类型。

取值范围：

必须是
“COMMON”
（SATA）、
HIGH（SAS）或
“ULTRAHIGH”
（SSD）。区分大
小写。

关系型数据库
API 参考 8 API 说明

文档版本 13 (2018-08-03)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3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size 是 Int 磁盘大小。

取值范围：
40GB~4000GB。
必须为10的整数
倍。

 

表 8-21 nics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subnetId 是 String 子网ID：从VPC
获取。

取值范围：

非空，字符长度
校验，严格UUID
正则校验。

 

表 8-22 securityGroup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id 是 String 取值范围：

非空，字符长度
校验，严格UUID
正则校验。

 

表 8-23 backupStrategy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startTime 是 String 开始时间。

取值范围：

非空，格式必须
为hh:mm:ss且有
效。当前时间指
UTC时间。

关系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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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keepDays 否 Int 指定已生成的备
份文件可以保存
的天数。

取值范围：
0-732。该参数缺
省，或取0值，表
示不设置自动备
份策略。

 

表 8-24 ha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enable 是 Boolean HA配置参数。

取值范围：

取值为“true”或
“false”，为
“true”时创建
HA实例，否则创
建单实例。

replicationMode 是 String 备机同步参数。

取值：非空。

l MySQL为
“async”或
“semisync”
。

l PostgreSQL为
“async”或
“sync”。

l Microsoft SQL
Server为
“sync”。

说明

l “async”为异
步模式。

l “semisync”
为半同步模
式。

l “sync”为同
步模式。

 

说明

请求样例中参数“region”和“availabilityZone”的值为示例值。

l 请求样例

创建单实例：

关系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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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 {
        "name": "trove-instance-rep2",
        "datastore": {
            "type": "MySQL",
            "version": "5.7"
        },
        "flavorRef": "bf07a6d4-844a-4023-a776-fc5c5fb71fb4",
        "volume": {
            "type": "COMMON",
            "size": 100
        },
        "region": "aaa",
        "availabilityZone": "bbb",
        "vpc": "490a4a08-ef4b-44c5-94be-3051ef9e4fce",
        "nics": {
          "subnetId": "0e2eda62-1d42-4d64-a9d1-4e9aa9cd994f"
        },
        "securityGroup": {
            "id": "2a1f7fc8-3307-42a7-aa6f-42c8b9b8f8c5"
        },
        "dbPort": 3306，
        "backupStrategy": {
            "startTime": "01:00:00",
            "keepDays": 3
        },
        "dbRtPd": "Test@123"
    }
}
创建HA实例：

{
    "instance": {
        "name": "trove-instance-ha",
        "datastore": {
            "type": "MySQL",
            "version": "5.7"
        },
        "flavorRef": "bf07a6d4-844a-4023-a776-fc5c5fb71fb4",
        "volume": {
            "type": "COMMON",
            "size": 100
        },
        "region": "aaa",
        "availabilityZone": "bbb",
        "vpc": "490a4a08-ef4b-44c5-94be-3051ef9e4fce",
        "nics": {
          "subnetId": "0e2eda62-1d42-4d64-a9d1-4e9aa9cd994f"
        },
        "securityGroup": {
            "id": "2a1f7fc8-3307-42a7-aa6f-42c8b9b8f8c5"
        },
        "dbPort": 3306，
        "backupStrategy": {
            "startTime": "01:00:00",
            "keepDays": 3
        },
        "dbRtPd": "Test@123",
        "ha": {
            "enable": true,
            "replicationMode": "async"
        }

关系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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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创建只读副本：

{
    "instance": {
        "name": "trove-instance-replica2",
        "flavorRef": "bf07a6d4-844a-4023-a776-fc5c5fb71fb4",
        "replicaOf": "373af3b8-8f44-44f6-bb90-85f1c32c50d6"
    }
}

正常响应

l 要素说明

表 8-25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nstance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表
8-26。

实例信息。

 

表 8-26 instance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d String。 实例ID。

status String。 实例状态，取值为
“BUILD”。

name String。 创建的实例名称。

created String。 创建时间，格式为
“yyyy-mm-dd
Thh:mm:ssZ”。

其中，T指某个时间的开
始；Z指时区偏移量，例
如北京时间偏移显示为
+0800 。
说明
创建时返回值为空，数据
库实例创建成功后该值不
为空。

hostname String。 实例的连接地址，此处
为空字符串。

type String。 实例类型，取值为
“master”或
“readreplica”。

region String。 与请求参数相同。

关系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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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updated String。 更新时间，格式以及取
值与“created”完全相
同。

说明
创建时返回值为空，数据
库实例创建成功后该值不
为空。

availabilityZone String。 与请求参数相同。

vpc String。 与请求参数相同。

nics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
表8-27。

nics信息。

securityGroup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
表8-28。

安全组信息。

flavor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
表8-29。

实例的规格信息。

volume String。 与请求参数相同。

dbPort Int。 与请求参数相同。

dataStoreInfo 字典数据结构。 数据库信息。

说明
创建时返回值为null，数据
库实例创建成功后该值不
为null。

extendparam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
表8-30。

返回参数extendparam键
值对。

backupStrategy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
表8-32。

备份策略。

slaveId String。 仅创建HA时返回。

ha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
表8-33。

HA信息，仅创建HA时返
回。

replica_of String。 与请求参数相同，仅创
建只读副本时返回。

 

表 8-27 nics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ubnetId String 子网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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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8 securityGroup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d String 安全组ID

 

表 8-29 flavor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d String 规格ID

 

表 8-30 extendparam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jobs 列表数据结构，请参见
表8-31。

返回参数jobs信息。

 

表 8-31 jobs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d String 任务ID

 

表 8-32 backupStrategy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tartTime String 开始时间。自动备份将
在该时间点触发。

keepDays Int 已生成的备份文件可以
保存的天数。

 

表 8-33 ha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replicationMode String 备机同步参数，与请求
参数相同。

 

说明

响应样例中参数“region”和“availabilityZone”的值为示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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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响应样例

单实例：

{
    "instance": {
        "id": "252f11f1-2912-4c06-be55-1999bde659c5",
        "status": "BUILD",
        "name": "trove-instance-rep3",
        "created": "",
        "hostname": "",
        "type": "master",
        "region": "aaa",
        "updated": "",
        "availabilityZone": "bbb",
        "vpc": "490a4a08-ef4b-44c5-94be-3051ef9e4fce",
        "nics": {
          "subnetId": "0e2eda62-1d42-4d64-a9d1-4e9aa9cd994f"
        },
        "securityGroup": {
            "id": "2a1f7fc8-3307-42a7-aa6f-42c8b9b8f8c5"
        },
        "flavor": {
            "id": "bf07a6d4-844a-4023-a776-fc5c5fb71fb4"
        },
        "dbPort": 3306，
        "volume": {
            "type": "COMMON",
            "size": 100
        },
        "dataStoreInfo": null,
        "extendparam": {
            "jobs": [
                {
                    "id": "ff8080815564ddf5015564f64a560024"
                }
            ]
        },
        "backupStrategy": {
            "startTime": "01:00:00",
            "keepDays": 3
        }
    }
}
HA实例：

{
    "instance": {
        "id": "252f11f1-2912-4c06-be55-1999bde659c5",
        "status": "BUILD",
        "name": "trove-instance-rep3",
        "created": "",
        "hostname": "",
        "type": "master",
        "region": "aaa",
        "updated": "",
        "availabilityZone": "bbb",
        "vpc": "490a4a08-ef4b-44c5-94be-3051ef9e4fce",
        "nics": {
          "subnetId": "0e2eda62-1d42-4d64-a9d1-4e9aa9cd994f"
        },
        "securityGroup": {
            "id": "2a1f7fc8-3307-42a7-aa6f-42c8b9b8f8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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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lavor": {
            "id": "bf07a6d4-844a-4023-a776-fc5c5fb71fb4"
        },
        "volume": {
            "type": "COMMON",
            "size": 100
        },
        "dbPort": 3306，
        "dataStoreInfo": null,
        "extendparam": {
            "jobs": [
                {
                    "id": "ff8080815564ddf5015564f64a560024"
                },
                {
                    "id": "ae3081675564ddf5357564f64a560025"
                }
            ]
        },
        "backupStrategy": {
            "startTime": "01:00:00",
            "keepDays": 3
        },
        "slaveId": "9405d8b8-a87d-4531-bd3a-e504c8434281",
        "ha": {
            "replicationMode": "async"
        }
    }
}
只读副本：

{
    "instance": {
        "id": "252f11f1-2912-4c06-be55-1999bde659c5",
        "status": "BUILD",
        "name": "trove-instance-rep3",
        "created": "",
        "hostname": "",
        "type": "readreplica",
        "region": "aaa",
        "updated": "",
        "availabilityZone": "bbb",
        "vpc": "490a4a08-ef4b-44c5-94be-3051ef9e4fce",
        "nics": {
          "subnetId": "0e2eda62-1d42-4d64-a9d1-4e9aa9cd994f"
        },
        "securityGroup": {
            "id": "2a1f7fc8-3307-42a7-aa6f-42c8b9b8f8c5"
        },
        "flavor": {
            "id": "bf07a6d4-844a-4023-a776-fc5c5fb71fb4"
        },
        "volume": {
            "type": "COMMON",
            "size": 100
        },
        "dbPort": 3306，
        "dataStoreInfo": null,
        "extendparam": {
            "job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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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ff8080815564ddf5015564f64a560024"
                }
            ]
        },
        "replica_of": "252f11f1-2912-4c06-be55-1999bde659c5"
    }
}

异常响应

请参见异常请求结果。

8.3.2 调整实例容量

功能介绍

调整实例相关的容量大小。

URI
l URI格式

PATH：/rds/{versionId}/{project_id}/instances/{instanceId}/action
Method：POST

l 参数说明

表 8-34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versionId 是 API版本号，区分大小写，取值：v1。

project_id 是 租户在某一region下的project ID。

instanceId 是 实例ID。

 
l Header说明

表 8-35 Header 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说明

X-Auth-Token 是 从IAM服务获取的用户Token。

X-Language 是 请求语言类型，示例：en-us，不区分大小写。

Content-Type 是 指定类型为application/json。

 
l 接口约束

a. 调整实例容量高于原来容量，扩容容量要为10的倍数。扩容不超过4次。

b. 备实例大小和主实例大小一致，当主实例扩容时，会同时扩容备实例。

c. 实例状态为服务中时可以进行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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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l 参数说明

表 8-36 参数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resize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表8-37。 请求参数volume信息。

 

表 8-37 resize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volume 列表数据结构，请参见表8-38。 请求参数size信息。

 

表 8-38 volume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ize Int 扩容到的磁盘大小，必
须为10的整数倍。

取值范围
160GB~4000GB。

 
l 请求样例

{    
"resize": {
        "volume": {
            "size": 400 
        }
    }
}

正常响应

l 要素说明

表 8-39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extendparam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表8-40。 返回参数extendparam键
值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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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0 extendparam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jobs 列表数据结构，请参见表8-41。 返回参数jobs信息。

 

表 8-41 jobs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d String 任务ID

 
l 响应样例

{
    "extendparam": {
        "jobs": [
            {
                "id": "2b414788-a600-4883-a023-90e2eb0ea227"
            }
        ]
    }
}

异常响应

请参见异常请求结果。

8.3.3 调整实例规格

功能介绍

调整实例的规格。

URI
l URI格式

PATH：/rds/{versionId}/{project_id}/instances/{instanceId}/action
Method：POST

l 参数说明

表 8-42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versionId 是 API版本号，区分大小写，取值：v1。

project_id 是 租户在某一region下的project ID。

instanceId 是 实例ID。

 
l Header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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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3 Header 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说明

X-Auth-Token 是 从IAM服务获取的用户Token。

X-Language 是 请求语言类型，示例：en-us，不区分大小写。

Content-Type 是 指定类型为application/json。

 
l 接口约束

a. 需要改变的规格不能与原规格一样。

b. 实例状态仅为服务中时可以进行调整CPU/内存。

c. 包周期实例不能修改规格。

d. 只能变更为同种实例类型的规格，比如，单实例只能变更为单实例对应的规
格，不能改为HA的规格。

请求

l 参数说明

表 8-44 参数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resize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表8-45。 返回参数flavorRef信息。

 

表 8-45 resize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flavorRef String 规格ID。获取方式请参
见获取所有实例规格信
息响应消息中的
flavors.id。

 
l 请求样例

{
"resize":{
"flavorRef":"0d922098-553c-4123-80df-e627a1d41a0d"
}
}

正常响应

l 要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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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6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jobId 列表数据结构 jobId信息

 
l 响应样例

{
"jobId": [
"ff8080815703e6de015703e98504001a"
]
}

异常响应

请参见异常请求结果。

8.3.4 重启实例

功能介绍

重启实例的数据库服务。

URI
l URI格式

PATH：/rds/{versionId}/{project_id}/instances/{instanceId}/action
Method：POST

l 参数说明

表 8-47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versionId 是 API版本号，区分大小写，取值：v1。

project_id 是 租户在某一region下的project ID。

instanceId 是 实例ID。

 
l Header说明

表 8-48 Header 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说明

X-Auth-Token 是 从IAM服务获取的用户Token。

X-Language 是 请求语言类型，示例：en-us，不区分大小写。

Content-Type 是 指定类型为applicati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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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接口约束

实例在创建、扩容、变更规格、备份、恢复或冻结状态下不能重启。

请求

l 参数说明

表 8-49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restart 是 String 空值

 
l 请求样例

{
      "restart": {}
}

正常响应

l 要素说明

表 8-50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extendparam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表8-51。 返回参数extendparam键
值对。

 

表 8-51 extendparam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jobs 列表数据结构，请参见表8-52。 返回参数jobs信息。

 

表 8-52 jobs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d String 任务ID

 
l 响应样例

{
    "extendparam": {
        "jobs": [
            {
                "id": "2b414788-a600-4883-a023-90e2eb0ea22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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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响应

请参见异常请求结果。

8.3.5 删除实例

功能介绍

删除数据库实例。

URI
l URI格式

PATH：/rds/{versionId}/{project_id}/instances/{instanceId}
Method：DELETE

l 参数说明

表 8-53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versionId 是 API版本号，区分大小写，取值：
v1。

project_id 是 租户在某一region下的project ID。

instanceId 是 实例ID。

 
l Header说明

表 8-54 Header 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说明

X-Auth-Token 是 从IAM服务获取的用户Token。

X-Language 是 请求语言类型，示例：en-us，不区分大小写。

Content-Type 是 指定类型为application/json。

 
l 接口约束

备机不允许删除。

请求

l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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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5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keepLastManualBackup 否 该参数已废弃。可设置为空值或整数，
但不影响该接口的调用。

表示删除对应实例下所有自动备份，保
留所有手动备份。

 
l 请求样例

{
"keepLastManualBackup": "0"
}

正常响应

l 要素说明

表 8-56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extendparam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表8-57。 返回参数extendparam键
值对。

 

表 8-57 extendparam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jobs 列表数据结构，请参见表8-58。 返回参数jobs信息。

 

表 8-58 jobs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d String 任务ID

 
l 响应样例

{
   "extendparam": {
      "jobs": [ 
         {
             "id":"ff8080815a88d52c015a8a0db2250003"
         } 
      ]
   }
}

异常响应

请参见异常请求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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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 获取实例列表

功能介绍

获取实例列表。

URI
l URI格式

PATH：/rds/{versionId}/{project_id}/instances

Method：GET

l 参数说明

表 8-59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versionId 是 API版本号，区分大小写，取值：v1。

project_id 是 租户在某一region下的project ID。

 

l Header说明

表 8-60 Header 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说明

X-Auth-Token 是 从IAM服务获取的用户Token。

X-Language 是 请求语言类型，示例：en-us，不区分大小写。

Content-Type 是 指定类型为application/json。

 

请求

N/A

正常响应

l 要素说明

表 8-61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nstances 列表数据结构，请参见
表8-62。

实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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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62 instances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d String。 实例ID。

status String。 实例状态。

取值：

l 值为“BUILD”，表示实例正
在创建。

l 值为“ACTIVE”，表示实例正
常。

l 值为“FAILED”，表示实例异
常。

l 值为“MODIFYING”，表示实
例正在扩容。

l 值为“REBOOTING”，表示
实例正在重启。

l 值为“RESTORING”，表示实
例正在恢复。

name String。 创建的实例名称。

created String。 创建时间，格式为“yyyy-mm-
ddThh:mm:ssZ”。

其中，T指某个时间的开始；Z指
时区偏移量，例如北京时间偏移显
示为+0800。
说明
创建时返回值为空，数据库实例创建
成功后该值不为空。

hostname String。 实例连接地址。弹性云服务器创建
成功后该值存在，其他情况下为空
字符串。

type String。 实例类型，取值为“master”，
“slave”或“readreplica”。

region String。 实例所在区域。

updated String。 更新时间，格式与“created”完全
相同。

说明
创建时返回值为空，数据库实例创建
成功后该值不为空。

availabilityZone String。 可用分区ID。

vpc String。 虚拟私有云ID。

nics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
表8-63。

nics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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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ecurityGroup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
表8-64。

安全组信息。

flavor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
表8-65。

规格信息。

volume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
表8-66。

volume信息。

dataStoreInfo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
表8-67。

数据库信息。

dbPort Int。 数据库端口号。

backupStrategy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
表8-68。

高级备份策略。

slaveId String。 仅HA实例时返回。

ha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
表8-69。

HA信息，获取HA实例时返回。

replicaOf String。 仅获取只读副本时返回。

 

表 8-63 nics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ubnetId String 子网ID

 

表 8-64 securityGroup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d String 安全组ID

 

表 8-65 flavor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d String 规格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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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66 volume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type String 磁盘类型

size Int 磁盘大小

 

表 8-67 dataStoreInfo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type String 数据库引擎

version String 数据库版本

 

表 8-68 backupStrategy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tartTime String 开始时间。自动备份将在该时间点触发。

当前时间指UTC时间。

keepDays Int 已生成的备份文件可以保存的天数。

取值范围：0-732。为0时，表示未设置自
动备份策略。

 

表 8-69 ha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replicationMode String 备机同步参数。

取值：非空。

l MySQL为“async”或“semisync”。

l PostgreSQL为“async”或“sync”。

l Microsoft SQL Server为“sync”。

说明

l “async”为异步模式。

l “semisync”为半同步模式。

l “sync”为同步模式。

 

说明

响应样例中参数“region”和“availabilityZone”的值为示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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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响应样例

单实例：

{
    "instances": [
      {
        "id": "252f11f1-2912-4c06-be55-1999bde659c5",
        "status": "BUILD",
        "name": "trove-instance-rep3",
        "created": "2016-06-18T21:21:50+0200",
        "hostname": "192.168.0.132",
        "type": "master",
        "region": "aaa",
        "updated": "2016-06-18T21:21:50+0200",
        "availabilityZone": "bbb",
        "vpc": "490a4a08-ef4b-44c5-94be-3051ef9e4fce",
        "nics": {
          "subnetId": "0e2eda62-1d42-4d64-a9d1-4e9aa9cd994f"
        },
        "securityGroup": {
            "id": "2a1f7fc8-3307-42a7-aa6f-42c8b9b8f8c5"
        },
        "flavor": {
            "id": "bf07a6d4-844a-4023-a776-fc5c5fb71fb4"
        },
        "volume": {
            "type": "COMMON",
            "size": 100
        },
        "dataStoreInfo": {
            "type": "MySQL",
            "version": "5.7"
        },
        "dbPort": 3306，
        "backupStrategy": {
            "startTime": "01:00:00",
            "keepDays": 3
        }
    }
 ]
}
HA实例：

{
    "instances": [
      {
        "id": "252f11f1-2912-4c06-be55-1999bde659c5",
        "status": "BUILD",
        "name": "trove-instance-rep3",
        "created": "2016-06-18T21:21:50+0200",
        "hostname": "192.168.0.132",
        "type": "master",
        "region": "aaa",
        "updated": "2016-06-18T21:21:50+0200",
        "availabilityZone": "bbb",
        "vpc": "490a4a08-ef4b-44c5-94be-3051ef9e4fce",
        "nics": {
          "subnetId": "0e2eda62-1d42-4d64-a9d1-4e9aa9cd994f"
        },
        "securityGroup": {
            "id": "2a1f7fc8-3307-42a7-aa6f-42c8b9b8f8c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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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avor": {
            "id": "bf07a6d4-844a-4023-a776-fc5c5fb71fb4"
        },
        "volume": {
            "type": "COMMON",
            "size": 100
        },
        "dataStoreInfo": {
            "type": "MySQL",
            "version": "5.7"
        },
        "dbPort": 3306，
        "backupStrategy": {
            "startTime": "01:00:00",
            "keepDays": 3
        },
        "slaveId": "9405d8b8-a87d-4531-bd3a-e504c8434281",
        "ha": {
            "replicationMode": "async"
        }
    }
  ]
}
只读实例：

{
    "instances": [
      {
        "id": "252f11f1-2912-4c06-be55-1999bde659c5",
        "status": "BUILD",
        "name": "trove-instance-rep3",
        "created": "2016-06-18T21:21:50+0200",
        "hostname": "192.168.0.132",
        "type": "readreplica",
        "region": "aaa",
        "updated": "2016-06-18T21:21:50+0200",
        "availabilityZone": "bbb",
        "vpc": "490a4a08-ef4b-44c5-94be-3051ef9e4fce",
        "nics": {
          "subnetId": "0e2eda62-1d42-4d64-a9d1-4e9aa9cd994f"
        },
        "securityGroup": {
            "id": "2a1f7fc8-3307-42a7-aa6f-42c8b9b8f8c5"
        },
        "flavor": {
            "id": "bf07a6d4-844a-4023-a776-fc5c5fb71fb4"
        },
        "volume": {
            "type": "COMMON",
            "size": 100
        },
        "dataStoreInfo": {
            "type": "MySQL",
            "version": "5.7"
        },
        "dbPort":3306，
        "replicaOf": "252f11f1-2912-4c06-be55-1999bde659c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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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响应

请参见异常请求结果。

8.3.7 获取指定实例详细信息

功能介绍

获取指定实例详细信息。

URI
l URI格式

PATH：/rds/{versionId}/{project_id}/instances/{instanceId}

Method：GET

l 参数说明

表 8-70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versionId 是 API版本号，区分大小写，取值：v1。

project_id 是 租户在某一region下的project ID。

instanceId 是 要查询的实例ID。

 

l Header说明

表 8-71 Header 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说明

X-Auth-Token 是 从IAM服务获取的用户Token。

X-Language 是 请求语言类型，示例：en-us，不区分大小写。

Content-Type 是 指定类型为application/json。

 

请求

N/A

正常响应

l 要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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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72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d String。 实例ID。

status String。 实例状态。

取值：

l 值为“BUILD”，表示实例正
在创建。

l 值为“ACTIVE”，表示实例
正常。

l 值为“FAILED”，表示实例
异常。

l 值为“MODIFYING”，表示
实例正在扩容。

l 值为“REBOOTING”，表示
实例正在重启。

l 值为“RESTORING”，表示
实例正在恢复。

name String。 创建的实例名称。

created String。 创建时间，格式为“yyyy-mm-dd
Thh:mm:ssZ”。

其中，T指某个时间的开始；Z指
时区偏移量，例如北京时间偏移
显示为+0800。
说明
创建时返回值为空，数据库实例创
建成功后该值不为空。

hostname String。 实例的连接地址。弹性云服务器
创建成功后该值存在，其他情况
下为空字符串。

type String。 实例类型，取值为“master”，
“slave”或“readreplica”。

region String。 实例所在区域。

updated String。 更新时间，格式与“created”完
全相同。

说明
创建时返回值为空，数据库实例创
建成功后该值不为空。

availabilityZone String。 可用分区。

vpc String。 虚拟私有云ID。

nics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
见表8-73。

nics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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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ecurityGroup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
见表8-74。

安全组信息。

flavor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
见表8-75。

规格信息。

volume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
见表8-76。

volume信息。

dataStoreInfo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
见表8-77。

数据库信息。

dbPort Int。 数据库端口号。

backupStrategy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
见表8-78。

高级备份策略。

slaveId String。 备实例ID。

ha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
见表8-79。

HA信息。获取HA实例时返回。

replicaOf String。 仅获取只读副本时返回。

 

表 8-73 nics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ubnetId String 子网ID

 

表 8-74 securityGroup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d String 数据库类型

 

表 8-75 flavor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d String 规格ID

 

关系型数据库
API 参考 8 API 说明

文档版本 13 (2018-08-03)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8



表 8-76 volume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type String 磁盘类型。

取值范围：

必须是“COMMON”
（SATA）、HIGH（SAS）
或“ULTRAHIGH”
（SSD）。区分大小写。

size Int 磁盘大小。

取值范围：
40GB~4000GB。

used Double 磁盘使用量。

取值范围：
0GB~4000GB。

 

表 8-77 dataStoreInfo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type String 数据库类型

version String 数据库版本

 

表 8-78 backupStrategy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tartTime String 开始时间。自动备份将
在该时间点触发。

当前时间指UTC时间。

keepDays Int 已生成的备份文件可以
保存的天数。

取值范围：0-732。为0
时，表示未设置自动备
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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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79 ha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replicationMode String 备机同步参数。

取值：非空。

l MySQL为“async”
或“semisync”。

l PostgreSQL为
“async”或
“sync”。

l Microsoft SQL Server
为“sync”。

说明

l “async”为异步模
式。

l “semisync”为半同步
模式。

l “sync”为同步模式。

 

说明

响应样例中参数“region”和“availabilityZone”的值为示例值。

l 响应样例

单实例：

{
    "instance": {
        "id": "252f11f1-2912-4c06-be55-1999bde659c5",
        "status": "BUILD",
        "name": "trove-instance-rep3",
        "created": "2016-06-18T21:21:50+0200",
        "hostname": "192.168.0.132",
        "type": "master",
        "region": "aaa",
        "updated": "2016-06-18T21:21:50+0200",
        "availabilityZone": "bbb",
        "vpc": "490a4a08-ef4b-44c5-94be-3051ef9e4fce",
        "nics": {
            "subnetId": "0e2eda62-1d42-4d64-a9d1-4e9aa9cd994f"
        },
        "securityGroup": {
            "id": "2a1f7fc8-3307-42a7-aa6f-42c8b9b8f8c5"
        },
        "flavor": {
            "id": "bf07a6d4-844a-4023-a776-fc5c5fb71fb4"
        },
        "volume": {
            "type": "COMMON",
            "size": 100,
            "used": "14.99"
        },
        "dataStoreInfo": {
            "type": "MySQL",
            "version":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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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bPort": 3306，
        "backupStrategy": {
            "startTime": "01:00:00",
            "keepDays": 3
        }
    }
}
HA实例：

{
    "instance": {
        "id": "252f11f1-2912-4c06-be55-1999bde659c5",
        "status": "BUILD",
        "name": "trove-instance-rep3",
        "created": "2016-06-18T21:21:50+0200",
        "hostname": "192.168.0.132",
        "type": "master",
        "region": "aaa",
        "updated": "2016-06-18T21:21:50+0200",
        "availabilityZone": "bbb",
        "vpc": "490a4a08-ef4b-44c5-94be-3051ef9e4fce",
        "nics": {
            "subnetId": "0e2eda62-1d42-4d64-a9d1-4e9aa9cd994f"
        },
        "securityGroup": {
            "id": "2a1f7fc8-3307-42a7-aa6f-42c8b9b8f8c5"
        },
        "flavor": {
            "id": "bf07a6d4-844a-4023-a776-fc5c5fb71fb4"
        },
        "volume": {
            "type": "COMMON",
            "size": 100,
            "used": "8.45"
        },
        "dataStoreInfo": {
            "type": "MySQL",
            "version": "5.7"
        },
        "dbPort": 3306，
        "backupStrategy": {
            "startTime": "01:00:00",
            "keepDays": 3
        },
        "slaveId": "9405d8b8-a87d-4531-bd3a-e504c8434281",
        "ha": {
            "replicationMode": "async"
        }
    }
}
只读实例：

{
    "instance": {
        "id": "252f11f1-2912-4c06-be55-1999bde659c5",
        "status": "BUILD",
        "name": "trove-instance-rep3",
        "created": "2016-06-18T21:21:50+0200",
        "hostname": "192.168.0.132",
        "type": "readreplica",
        "region":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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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dated": "2016-06-18T21:21:50+0200",
        "availabilityZone": "bbb",
        "vpc": "490a4a08-ef4b-44c5-94be-3051ef9e4fce",
        "nics": {
            "subnetId": "0e2eda62-1d42-4d64-a9d1-4e9aa9cd994f"
        },
        "securityGroup": {
            "id": "2a1f7fc8-3307-42a7-aa6f-42c8b9b8f8c5"
        },
        "flavor": {
            "id": "bf07a6d4-844a-4023-a776-fc5c5fb71fb4"
        },
        "volume": {
            "type": "COMMON",
            "size": 100,
            "used": "13.99"
        },
        "dataStoreInfo": {
            "type": "MySQL",
            "version": "5.7"
        },
        "dbPort": 3306，
        "replicaOf": "252f11f1-2912-4c06-be55-1999bde659c5"
    }
}

异常响应

请参见异常请求结果。

8.3.8 获取所有实例规格信息

功能介绍

获取指定数据库ID和区域下的所有实例规格信息。

URI
l URI格式

PATH：/rds/{versionId}/{project_id}/flavors

Method：GET

l 参数说明

表 8-80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versionId 是 API版本号，区分大小写，取值：
v1。

project_id 是 租户在某一region下的project ID。

 

l Header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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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81 Header 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说明

X-Auth-Token 是 从IAM服务获取的用户Token。

X-Language 是 请求语言类型，示例：en-us，不区分大小写。

Content-Type 是 指定类型为application/json。

 

请求

l 参数说明

表 8-82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dbId 是 数据库版本ID，获取方法可参考获取
数据库版本信息的响应消息中的
dataStores.id。
取值范围：非空，字符长度校验，严
格UUID正则校验。

region 是 实例所在区域。

取值范围：

非空，请参见地区和终端节点。

 
l 请求样例

说明

请求样例中参数“region”的值为示例值。

/rds/v1/375d8d8fad1f43039e23d3b6c0f60a19/flavors?
dbId=e8a8b8cc-63f8-4fb5-8d4a-24c502317a6&region=aaa

正常响应

l 要素说明

表 8-83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flavors 列表数据结构，请参见表
8-84。

实例规格信息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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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84 flavors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d String 规格ID，该字段不会有
重复。

name String 规格名称。

ram Int 内存大小，内存单位为
MB（兆字节）。

specCode String 资源规格编码。

例如：
rds.mysql.m1.xlarge。
其中，rds代表RDS产
品，mysql代表数据库引
擎，m1.xlarge代表性能
规格，为高内存类型。
带"rr"的表示只读实例规
格，反之表示单实例和
HA实例规格。

 
l 响应样例

{
    "flavors": [
        {
            "id": "bf07a6d4-844a-4023-a776-fc5c5fb71fb4",
            "name": "RDS_MYHP_LARGE",
            "ram": 4096,
            "specCode": "rds.mysql.c2.large"
        },
        {
            "id": "f7f51f85-cfcd-4409-ae91-b3eae186d0ea",
            "name": "RDS_MYLM_XLARGE",
            "ram": 32768,
            "specCode": "rds.mysql.m1.xlarge"
        }
    ]
}

异常响应

请参见异常请求结果。

8.3.9 获取指定实例规格信息

功能介绍

获取指定规格ID下的实例规格信息。

URI
l URI格式

PATH：/rds/{versionId}/{project_id}/flavors/{flavo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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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GET

l 参数说明

表 8-85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versionId 是 API版本号，区分大小写，取值：
v1。

project_id 是 租户在某一region下的project ID。

flavorId 是 规格ID，严格匹配UUID规则。

获取方法可参考获取所有实例规格信
息的响应消息中的flavors.id。

 

l Header说明

表 8-86 Header 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说明

X-Auth-Token 是 从IAM服务获取的用户Token。

X-Language 是 请求语言类型，示例：en-us，不区分大小写。

Content-Type 是 指定类型为application/json。

 

请求

N/A

正常响应

l 要素说明

表 8-87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flavor 列表数据结构，请参见表8-88。 实例规格信息列表。

 

表 8-88 flavor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d String 规格ID，该字段不会有
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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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name String 规格名称。

ram Int 内存大小，内存单位为
MB（兆字节）。

specCode String 资源规格编码。

例如：
rds.mysql.m1.xlarge。
其中，rds代表RDS产
品，mysql代表数据库引
擎，m1.xlarge代表性能
规格，为高内存类型。
带"rr"的表示只读实例规
格，反之表示单实例和
HA实例规格。

 
l 响应样例

{
    "flavor": {
        "id": "f7f51f85-cfcd-4409-ae91-b3eae186d0ea",
        "name": "RDS_MYLM_XLARGE",
        "ram": 32768,
        "specCode": "rds.mysql.m1.xlarge"
    }
}

异常响应

请参见异常请求结果。

8.3.10 获取指定实例的数据库列表

功能介绍

获取指定实例的用户自建数据库列表，非系统库。

URI
l URI格式

PATH：/rds/{versionId}/{project_id}/instances/{instanceId}/databases
Method：GET

l 参数说明

表 8-89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versionId 是 API版本号，区分大小写，取值：v1。

project_id 是 租户在某一region下的project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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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instanceId 是 要查询的主实例ID。

 

l Header说明

表 8-90 Header 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说明

X-Auth-Token 是 从IAM服务获取的用户Token。

X-Language 否 请求语言类型，示例：en-us，不区分大小写。

Content-Type 是 指定类型为application/json。

 

l 接口约束

该接口仅支持数据库引擎Microsoft SQL Server。

查询结果为数据库状态是使用中(Running)的数据库名。

请求

N/A

正常响应

l 要素说明

表 8-91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nstanceId String 主实例ID。

type String 数据库引擎，目前支持
Microsoft SQL Server。

databases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表
8-92。

数据库信息列表。

 

表 8-92 databases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
型

说明

name String 数据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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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类
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数据库状态，取值范围：

Creating：创建中

Running：使用中

Deleting：删除中

characterSetN
ame

String 字符集。

 
l 响应样例

{
   "instanceId": "69900b70d1f445ca8592278f5ea3ceddno04",
   "type": "SQLServer"
    "databases": [
        {
            "name": "user01",
            "status": "Running",
            "characterSetName": "Chinese_PRC_CI_AS"
                     
        },
        {
            "name": "user02",
            "status": "Running",
            "characterSetName": "Chinese_PRC_CI_AS"

        }
    ]
}

异常响应

请参见异常请求结果。

8.4 参数配置

8.4.1 获取参数列表

功能介绍

获取数据库版本的所有可修改参数信息。

URI
l URI格式

PATH：/rds/{versionId}/{project_id}/datastores/versions/{datastore_version_id}/
parameters
Method：GET

l 参数说明

关系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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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93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versionId 是 API版本号，区分大小写，取值：v1。

project_id 是 租户在某一region下的project ID。

datastore_version_id 是 要查询的数据库版本ID，获取方法可参考获
取数据库版本信息的响应消息中的
dataStores.id。

 
l Header说明

表 8-94 Header 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说明

X-Auth-Token 是 从IAM服务获取的用户Token。

X-Language 是 请求语言类型，示例：en-us，不区分大小写。

Content-Type 是 指定类型为application/json。

 

请求

N/A

正常响应

l 要素说明

表 8-95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列表数据结构，请参见表
8-96。

返回数据库版本的所有
可修改参数。

 

表 8-96 configuration-parameters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name String 参数名称。

min String 参数最小值，type为
integer或float会返回。

max String 参数最大值，type为
integer或float会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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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type String 参数类型，取值为
“integer”，
“string”，
“boolean”，“float”
或“list”。

value_range String 参数区间和枚举值说
明。

description String 参数说明。

restart_required Boolean 参数是否需要重启，取
值为“true”或
“false”。

datastore_version_id String 数据库版本ID。

 
l 响应样例

{
  "configuration-parameters" : [ {
    "name" : "autocommit",
    "type" : "boolean",
    "value_range" : "ON|OFF",
    "description" : "The autocommit mode. If set to ON, all changes 
to a table take effect immediately. If set to OFF, you must use 
COMMIT to accept a transaction or ROLLBACK to cancel it. ",
    "restart_required" : false,
    "datastore_version_id" : "e8a8b8cc-63f8-4fb5-8d4a-24c502317a61"
  }, {
    "name" : "auto_increment_increment",
    "min" : "1",
    "max" : "65535",
    "type" : "integer",
    "value_range": "1-65535",
    "description" : "auto_increment_increment and 
auto_increment_offset are intended for use with master-to-master 
replication, and can be used to control the operation of 
AUTO_INCREMENT columns.",
    "restart_required" : false,
    "datastore_version_id" : "e8a8b8cc-63f8-4fb5-8d4a-24c502317a61"
  }, {
    "name" : "auto_increment_offset",
    "min" : "1",
    "max" : "65535",
    "type" : "integer",
    "value_range": "1-65535",
    "description" : "auto_increment_increment and 
auto_increment_offset are intended for use with master-to-master 
replication, and can be used to control the operation of 
AUTO_INCREMENT columns. ",
    "restart_required" : false,
    "datastore_version_id" : "e8a8b8cc-63f8-4fb5-8d4a-24c502317a61"
  }, {
    "name" : "back_log",
    "min" : "1",
    "max" : "65535",
    "type" : "int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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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ue_range": "1-65535",
    "description" : "The number of outstanding connection requests 
MySQL can have. This comes into play when the main MySQL thread gets 
very many connection requests in a very short time. It then takes 
some time (although very little) for the main thread to check the 
connection and start a new thread. The back_log value indicates how 
many requests can be stacked during this short time before MySQL 
momentarily stops answering new requests. The default value depends 
on system architecture.",
    "restart_required" : true,
    "datastore_version_id" : "e8a8b8cc-63f8-4fb5-8d4a-24c502317a61"
    }
  ]
}

异常响应

请参见异常请求结果。

8.4.2 获取配置参数信息

功能介绍

获取指定数据库版本下可修改的参数信息。

URI
l URI格式

PATH：/rds/{versionId}/{project_id}/datastores/versions/{datastore_version_id}/
parameters/{parameter_name}
Method：GET

l 参数说明

表 8-97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versionId 是 API版本号，区分大小写，取值：v1。

project_id 是 租户在某一region下的project ID。

datastore_version_id 是 要查询的数据库版本ID，获取方法可参考获
取数据库版本信息的响应消息中的
dataStores.id。

parameter_name 是 参数名称。

 
l Header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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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98 Header 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说明

X-Auth-Token 是 从IAM服务获取的用户Token。

X-Language 是 请求语言类型，示例：en-us，不区分大小写。

Content-Type 是 指定类型为application/json。

 

请求

N/A

正常响应

l 要素说明

表 8-99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name String 参数名称。

min String 参数最小值。type为
integer或float会返回。

max String 参数最大值。type为
integer或float会返回。

restart_required Boolean 参数是否需要重启，取
值为“true”或
“false”。

type String 参数类型，取值为
“integer”，
“string”，
“boolean”，“float”
或“list”。

value_range String 参数区间和枚举值说
明。

description String 参数说明。

datastore_version_id String 数据库版本ID。

 
l 响应样例

{
    "name": "connect_timeout",
    "min": "2",
    "max": "31536000",
    "restart_required": false,
    "type": "integer",
    "value_range": "2-315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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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 " mysqld在用‘Bad handshake’消息响应连接请求包之前等待
的秒数。",
    "datastore_version_id": "f8e67741-e767-4137-b394-3fb8a3fafd2f"
}

异常响应

请参见异常请求结果。

8.4.3 设置配置参数

功能介绍

设置实例参数。

说明

设置实例参数时，系统将根据需要创建一个与该实例同名的参数组。

URI
l URI格式

PATH：/rds/{versionId}/{project_id}/instances/{instanceId}/parameters
Method：PUT

l 参数说明

表 8-100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versionId 是 API版本号，区分大小写，取值：v1。

project_id 是 租户在某一region下的project ID。

instanceId 是 要查询的实例ID。

 
l Header说明

表 8-101 Header 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说明

X-Auth-Token 是 从IAM服务获取的用户Token。

X-Language 是 请求语言类型，示例：en-us，不区分大小写。

Content-Type 是 指定类型为application/json。

 
l 接口约束

– 参数值配置范围请参见《关系型数据库用户指南》中“编辑”的内容。

– 修改主实例参数，则备实例对应的参数也会同步修改，备实例的参数不允许
修改。只读实例的参数允许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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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l 参数说明

表 8-102 参数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values 字典数据结构。 参数取值列表。

key为参数名称，value为
参数值。

 

l 请求样例
{
    "values": {
         "connect_timeout": 17,
         "sync_binlog": 1
    }
}

正常响应

l 要素说明

表 8-103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houldRestart String 是否需要重启生效。1代表参
数修改需重启生效；0代表参
数修改不需要重启生效。

setParameteResult String 参数修改结果。1代表主实例
修改成功，备实例修改失
败；0代表全部修改成功。

 

l 响应样例
{ 
     "shouldRestart": "0",
     "setParameteResult": "0" 
}

异常响应

请参见异常请求结果。

8.4.4 恢复默认参数

功能介绍

该接口用于将实例参数组恢复为默认参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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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l URI格式

PATH：/rds/{versionId}/{project_id}/instances/{instanceId}/parameters/default
Method：PUT

l 参数说明

表 8-104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versionId 是 API版本号，区分大小写，取值：v1。

project_id 是 租户在某一region下的project ID。

instanceId 是 要查询的实例ID。

 
l Header说明

表 8-105 Header 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说明

X-Auth-Token 是 从IAM服务获取的用户Token。

X-Language 是 请求语言类型，示例：en-us，不区分大小写。

Content-Type 是 指定类型为application/json。

 
l 接口约束

如果是主实例参数恢复默认，则备实例参数也会同步恢复默认，不能直接对备实
例参数恢复默认。只读实例参数允许恢复默认。

请求

{}

正常响应

l 要素说明

表 8-106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houldRestart String 是否需要重启生效。1代表参数
修改需重启生效；0代表参数修
改不需要重启生效。

setParameteResult String 参数修改结果。1代表主实例修
改成功，备实例修改失败；0代
表全部修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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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响应样例
{ 
     "shouldRestart": "1",
     "setParameteResult": "0"
}

异常响应

请参见异常请求结果。

8.5 备份与恢复

8.5.1 设置自动备份策略

功能介绍

设置自动备份策略。

URI
l URI格式

PATH：/rds/{versionId}/{project_id}/instances/{instanceId}/backups/policy

Method：PUT

l 参数说明

表 8-107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versionId 是 API版本号，区分大小写，取值：v1。

project_id 是 租户在某一region下的project ID。

instanceId 是 主实例ID。

 

l Header说明

表 8-108 Header 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说明

X-Auth-Token 是 从IAM服务获取的用户Token。

X-Language 是 请求语言类型，示例：en-us，不区分大小写。

Content-Type 是 指定类型为applicati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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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l 参数说明

表 8-109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olicy 是 字典数据结构，请
参见表8-110。

备份策略对象，
包括备份保留的
天数和备份开始
时间。

 

表 8-110 policy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keepday 是 Int 指定已生成的备
份文件可以保存
的天数。

取值范围：
0-732。该参数缺
省，或取0值，表
示不设置自动备
份策略。

starttime 是 String 开始时间。

取值范围：

非空，格式可以
为hh:mm:ss或者
hh:mm且有效。当
前时间指UTC时
间。

 

l 请求样例
{
  "policy": {
  "keepday": 7,
  "starttime": "00:00:00"
 }
}

正常响应

{}

异常响应

请参见异常请求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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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获取自动备份策略

功能介绍

获取自动备份策略。

URI
l URI格式

PATH：/rds/{versionId}/{project_id}/instances/{instanceId}/backups/policy
Method：GET

l 参数说明

表 8-111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versionId 是 API版本号，区分大小写，取值：v1。

project_id 是 租户在某一region下的project ID。

instanceId 是 主实例ID。

 
l Header说明

表 8-112 Header 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说明

X-Auth-Token 是 从IAM服务获取的用户Token。

X-Language 是 请求语言类型，示例：en-us，不区分大小写。

Content-Type 是 指定类型为application/json。

 

请求

N/A

正常响应

l 要素说明

表 8-113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policy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
表8-114。

备份策略对象，包括备
份保留的天数和备份开
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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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14 policy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keepday Int 已生成的备份文件可以
保存的天数。

取值范围：0-732。为0
时，表示未设置自动备
份策略。

starttime String 开始时间。自动备份将
在该时间点触发。

取值范围：

非空，格式可以为
hh:mm:ss或者hh:mm且
有效。当前时间指UTC
时间。

 

l 响应样例
{
  "policy": {
  "keepday": 7,
  "starttime": "00:00:00"
 }
}

异常响应

请参见异常请求结果。

8.5.3 创建手动备份

功能介绍

创建手动备份。

URI
l URI格式

PATH：/rds/{versionId}/{project_id}/backups

Method：POST

l 参数说明

表 8-115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versionId 是 API版本号，区分大小写，取值：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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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project_id 是 租户在某一region下的project ID。

 
l Header说明

表 8-116 Header 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说明

X-Auth-Token 是 从IAM服务获取的用户Token。

X-Language 是 请求语言类型，示例：en-us，不区分大小写。

Content-Type 是 指定类型为application/json。

 

请求

l 参数说明

表 8-117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backup 是 字典数据结构，
请参见表8-118。

创建手动备份对
象。

 

表 8-118 backup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description 否 String 备份描述，不能
包含!<>=&"'特殊
字符，不大于256
个字符。

instance 是 String 主实例ID。

name 是 String 备份名称，4-64
位，必须以英文
字母开头，不区
分大小写，可以
包含英文字母、
数字、中划线或
者下划线，不能
包含其他特殊字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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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databases 否 字典数据结构，
请参见表8-119。

只支持Microsoft
SQL Server，局部
备份的用户自建
数据库名列表，
当有此参数时以
局部备份为准

 

表 8-119 databases 参数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name String 用户自建数据库名

 
l 接口约束

该接口中databases参数是可选参数，只支持实例的数据库引擎Microsoft SQL
Server。

l 请求样例
{
"backup": {
"description": "My Backup",
"instance": "44b277eb-39be-4921-be31-3d61b43651d7",
"name": "backup"
}
}

Microsoft SQL Server 创建局部备份 请求样例
{ 
"backup": { 
"description": "My Backup", 
"instance": "c2aac04b4b44460aa75674fc0fd878b2no04", 
"name": "test",
"databases": [
        {
            "name": "user01"
        },
        {
            "name": "user02"
        }
    ]
} 

正常响应

l 要素说明

表 8-120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backup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表
8-121。

手动备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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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extendparam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表
8-123。

扩展参数

 

表 8-121 backup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created String。 创建时间。

dataStore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
表8-122。

数据库版本信息。

description String。 Backup描述。

id String。 Backup的UUID。

instance_id String。 实例ID。

locationRef String。 保留字段，无意义。

name String。 Backup文件名。

parent_id String。 保留字段，无意义。

size Double。 文件大小，单位GB，此
处为null。

status String。 备份中（BUILDING）。

updated String。 完成时间，创建时返回
为“null”。

backuptype String。 默认值为1，表示手动备
份。

 

表 8-122 dataStore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type String 数据库引擎，目前支持
MySQL、PostgreSQL和
Microsoft SQL Server。
取值：MySQL，
PostgreSQL或
SQLServer。

version String 数据库版本。

如5.6.30。

version_id String 数据库版本ID，该字段
不会有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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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23 extendparam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jobs String 任务ID

 
l 响应样例

{
    "backup": {
        "created": "2016-09-12T01:17:05",
        "dataStore": {
            "type": "MySQL",
            "version": "5.6.30",
            "version_id": "e8a8b8cc-63f8-4fb5-8d4a-24c502317a61"
        },
        "description": "123",
        "id": "2f4ddb93-b901-4b08-93d8-1d2e472f30fe",
        "instance_id": "0bc7300c-dc63-45d4-aa3b-d85bf577baac",
        "locationRef": null,
        "name": "test01",
        "parent_id": null,
        "size": null,
        "status": "BUILDING",
        "updated": null,
        "backuptype": "1"
    },
    "extendparam": {
    "jobs": [
                "ff80808157127d9301571bf8160c001d"
            ]
      }
}

异常响应

请参见异常请求结果。

8.5.4 以列表形式返回手动备份信息

功能介绍

以列表形式返回所有手动备份信息。

URI
l URI格式

PATH：/rds/{versionId}/{project_id}/backups
Method：GET

l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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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24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versionId 是 API版本号，区分大小写，取值：v1。

project_id 是 租户在某一region下的project ID。

 
l Header说明

表 8-125 Header 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说明

X-Auth-Token 是 从IAM服务获取的用户Token。

X-Language 是 请求语言类型，示例：en-us，不区分大小写。

Content-Type 是 指定类型为application/json。

 

请求

N/A

正常响应

l 要素说明

表 8-126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backups 列表数据结构，请参见表
8-127。

备份信息。

 

表 8-127 backups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d String。 Backup的ID。

name String。 Backup文件名。

description String。 Backup注释。

locationRef String。 保留字段，无意义。

created String。 创建时间。

updated String。 完成时间。

size Double。 文件大小，单位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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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备份状态。

备份中（BUILDING）、
操作完成
（COMPLETED）、操
作失败（FAILED）、删
除备份中
（DELETING）。

backuptype String。 默认值为1，表示手动备
份。

dataStore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
表8-128。

数据库版本信息。

instance_id String。 实例ID。

parent_id String。 保留字段，无意义。

 

表 8-128 dataStore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type String 数据库引擎，目前支持
MySQL、PostgreSQL和
Microsoft SQL Server。
取值：MySQL，
PostgreSQL或
SQLServer。

version String 数据库版本。

如5.6.30。

version_id String 数据库版本ID，该字段
不会有重复。

databases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
表8-129。

用户自建库，仅
Microsoft SQL Server的
局部备份

 

表 8-129 databases 参数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name String 用户自建数据库名

 
l 接口约束

该接口返回体中databases参数目前只有Microsoft SQL Server的局部备份，且最多
返回最新创建的100个手动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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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引擎的备份信息返回时databases不显示。

l 响应样例
{
  "backups" : [ {
    "id" : "2a4d0f86-67cd-408a-8b66-017454fb7793",
    "name" : 
"50deafb3e45d451a9406ca146b71fe9a_rds-1_4f87d3c4-9e33-482f-b962-
e23b30d1a18c_2016_08_23_01_59_23.tar.gz",
    "description" : "",
    "locationRef" : "",
    "created" : "2016-08-23T03:59:23",
    "updated" : "2016-08-23T04:01:40",
    "size" : 0.0,
    "status" : "COMPLETED",
    "backuptype" : "1",
    "dataStore" : {
      "type" : "MySQL",
      "version" : "5.6.30",
      "version_id" : "e8a8b8cc-63f8-4fb5-8d4a-24c502317a61"
    },
    "instance_id" : "4f87d3c4-9e33-482f-b962-e23b30d1a18c",
    "parent_id" : null
  }, {
    "id" : "4af11460-06ec-48a4-b3ad-0e3bbdcd8ab1",
    "name" : "50deafb3e45d451a9406ca146b71fe9a_rds-
lichao-1_4f87d3c4-9e33-482f-b962-
e23b30d1a18c_2016_08_23_16_20_00.tar.gz",
    "description" : "",
    "locationRef" : "",
    "created" : "2016-08-23T18:20:00",
    "updated" : "2016-08-23T18:22:12",
    "size" : 3.73E-4,
    "status" : "COMPLETED",
    "backuptype" : "1",
    "dataStore" : {
      "type" : "MySQL",
      "version" : "5.6.30",
      "version_id" : "e8a8b8cc-63f8-4fb5-8d4a-24c502317a61"
    },
    "instance_id" : "4f87d3c4-9e33-482f-b962-e23b30d1a18c",
    "parent_id" : null
  }，{
    "id" : "8af863104843458f9bc23b7e2f155b80br04",
    "name" : "backup-1ba5",
    "description" : "",
    "locationRef" : "",
    "created" : "2016-08-23T18:20:00",
    "updated" : "2016-08-23T18:22:12",
    "size" : 0.03,
    "status" : "COMPLETED",
    "backuptype" : "1",
    "dataStore" : {
      "type" : "SQLServer",
      "version" : "2014_WEB",
      "version_id" : "ecb67554-86ef-4583-a783-e9d8b2d16d67"，
      "databases": [
                  {
                   "name": "user01"
                  },
                  {
                   "name": "user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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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instance_id" : "c5b03987d82a427cbbcebdb5f143150dno04",
    "parent_id" : null
  }
 ]
}

异常响应

请参见异常请求结果。

8.5.5 删除手动备份

功能介绍

删除手动备份。

URI
l URI格式

PATH：/rds/{versionId}/{project_id}/backups/{backupId}
Method：DELETE

l 参数说明

表 8-130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versionId 是 API版本号，区分大小写，取值：v1。

project_id 是 租户在某一region下的project ID。

backupId 是 备份文件ID，严格匹配UUID规则。

 
l Header说明

表 8-131 Header 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说明

X-Auth-Token 是 从IAM服务获取的用户Token。

X-Language 是 请求语言类型，示例：en-us，不区分大小写。

Content-Type 是 指定类型为application/json。

 

请求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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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响应

{}

异常响应

请参见异常请求结果。

8.5.6 恢复到当前实例

功能介绍

恢复到当前指定实例。

URI
l URI格式

PATH：/rds/{versionId}/{project_id}/instances/{instanceId}/action

Method：POST

l 参数说明

表 8-132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versionId 是 API版本号，区分大小写，取值：v1。

project_id 是 租户在某一region下的project ID。

instanceId 是 主实例ID。

 

l Header说明

表 8-133 Header 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说明

X-Auth-Token 是 从IAM服务获取的用户Token。

X-Language 是 请求语言类型，示例：en-us，不区分大小写。

Content-Type 是 指定类型为application/json。

 

请求

l 参数说明

关系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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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34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restore 是 字典数据结
构，请参见
表8-135。

恢复信息，包含指定的全量
备份文件或者恢复的时间
点，该字段参数至少选择一
个，两个参数均存在时，表
示为指定的全量备份文件。

 

表 8-135 restore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backupRef 否 String 指定的全量备份文件ID。

restoreTime 否 Long 指定的恢复时间点。

 
l 请求样例

{    
"restore": {
        "backupRef":"a9832168-7541-4536-b8d9-a8a9b79cf1b4"
    }
}

正常响应

l 要素说明

表 8-136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extendparam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表
8-137。

返回参数extendparam键
值对。

 

表 8-137 extendparam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jobs 列表数据结构，请参见表
8-138。

返回参数jobs信息。

 

表 8-138 jobs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d String 任务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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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响应样例
{
    "extendparam": {
        "jobs": [
            {
                "id": "ff80808156fa51c50156fa7c20210bc9"
            }
        ]
    }
}

异常响应

请参见异常请求结果。

8.5.7 恢复到新实例

功能介绍

恢复指定实例到新实例。

URI
l URI格式

PATH：/rds/{versionId}/{project_id}/instances
Method：POST

l 参数说明

表 8-139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versionId 是 API版本号，区分大小写，取值：v1。

project_id 是 租户在某一region下的project ID。

 
l Header说明

表 8-140 Header 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说明

X-Auth-Token 是 从IAM服务获取的用户Token。

X-Language 是 请求语言类型，示例：en-us，不区分大小写。

Content-Type 是 指定类型为application/json。

 

请求

l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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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参考 8 API 说明

文档版本 13 (2018-08-03)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90



表 8-141 参数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nstance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
表8-142。

新实例详细信息。

 

表 8-142 instance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name 是 String。 实例名称。用于
表示实例的名
称，同一租户
下，同类型的实
例名唯一。

取值范围：

4-64位，必须以字
母开头，不区分
大小写，可以包
含字母、数字、
中划线或者下划
线，不能包含其
他的特殊字符。

flavorRef 是 String。 规格ID，获取方
法可参考获取所
有实例规格信息
的响应消息中的
flavors.id。
取值范围：

非空，字符长度
校验，严格UUID
正则校验。

volume 是 字典数据结构，
请参见表8-143。

volume信息。

创建单实例、HA
实例时为必填选
项。

ha 否 字典数据结构，
请参见表8-144。

HA配置参数，创
建HA实例时使
用，并且为必填
选项。

restorePoint 是 字典数据结构，
请参见表8-145。

恢复到新实例的
配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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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43 volume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size 是 Int 磁盘大小，单位
为GB。
不能小于源实例
的磁盘容量。

 

表 8-144 ha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enable 是 Boolean HA配置参数。

取值范围：

取值为“true”或
“false”，为
“true”时创建
HA实例，否则创
建单实例。

replicationMode 是 String 备机同步参数。

取值：非空。

l MySQL为
“async”或
“semisync”
。

l PostgreSQL为
“async”或
“sync”。

l Microsoft SQL
Server为
“sync”。

说明

l “async”为异
步模式。

l “semisync”
为半同步模
式。

l “sync”为同
步模式。

 

表 8-145 restorePoint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backupRef 否 String 指定的全量备份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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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restoreTime 否 Long 指定的恢复时间
点，backupRef与
restoreTime参数至
少选择一个，两
个参数均存在
时，表示为指定
的全量备份文
件。

sourceInstanceId 否 String 源实例ID。

 
l 请求样例

{
    "instance": {
        "name": "trove-newinstance",
        "flavorRef": "bf07a6d4-844a-4023-a776-fc5c5fb71fb4",
        "volume": {
            "size": 100
        },
        "restorePoint":{
           "backupRef": "2f4ddb93-b901-4b08-93d8-1d2e472f30fe",
           "sourceInstanceId": "0bc7300c-dc63-45d4-aa3b-d85bf577baac"
        }
    }
}

正常响应

l 要素说明

表 8-146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nstance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表
8-147。

实例信息。

 

表 8-147 instance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d String。 实例ID。

status String。 实例状态，取值为
“BUILD”。

name String。 下发的实例名称信息。

created String。 创建时间，空字符串。

hostname String。 实例连接地址，此处为
空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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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type String。 实例类型。

region String。 区域ID。

updated String。 空字符串。

availabilityZone String。 可用区域ID，与指定实
例相同。

vpc String。 虚拟私有云ID，与指定
实例相同。

nics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
表8-148。

nics信息，与指定实例相
同。

securityGroup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
表8-149。

指定实例所属的安全
组，与指定实例相同。

flavor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
表8-150。

规格ID，与指定实例相
同。

volume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
表8-151。

volume信息。

dataStoreInfo 列表数据结构。 为null。

dbPort Integer 数据库端口号。

extendparam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
表8-152

返回参数extendparam键
值对。

backupStrategy 字典数据结构，请参见
表8-154。

备份策略信息，与指定
实例相同。

 

表 8-148 nics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ubnetId String 子网ID

 

表 8-149 securityGroup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d String 安全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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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50 flavor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d String 规格ID

 

表 8-151 volume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type String 磁盘类型

size Int 磁盘大小

 

表 8-152 extendparam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jobs 列表数据结构，请参见表
8-153。

返回参数jobs信息。

 

表 8-153 jobs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d String 任务ID

 

表 8-154 backupStrategy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tartTime String 开始时间。自动备份将
在该时间点触发。

当前时间指UTC时间。

keepDays Int 已生成的备份文件可以
保存的天数。

取值范围：0-732。为0
时，表示未设置自动备
份策略。

 

说明

响应样例中参数“region”和“availabilityZone”的值为示例值。

l 响应样例
{
    "instance": {
        "id": "9fbe7995-9851-47ea-b7af-6037104a1d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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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us": "BUILD",
        "name": "rds-f1d61",
        "created": "",
        "hostname": "",
        "type": "master",
        "region": "aaa",
        "updated": "",
        "availabilityZone": "bbb",
        "vpc": "2d6d6053-6dd1-46d7-99b4-02c62686a628",
        "nics": {
            "subnetId": "a2c3a6e3-5204-4f53-aa4c-bc3d22c98176"
        },
        "securityGroup": {
            "id": "8c3f8730-f63b-48d4-a183-d0c8a091db8c"
        },
        "flavor": {
            "id": "0d922098-553c-4124-80df-e627a1d41a0d"
        },
        "volume": {
            "type": "COMMON",
            "size": 100
        },
        "dataStoreInfo": null,
        "dbPort":3306，
        "extendparam": {
            "jobs": [
                {
                    "id": "ff80808156fd9aee0156fe1fef4a294f"
                }
            ]
        },
        "backupStrategy": {
            "startTime": "22:00:00",
            "keepDays": 2
        }
    }
}

异常响应

请参见异常请求结果。

8.6 获取日志信息

8.6.1 查询数据库错误日志

功能介绍

查询数据库错误日志信息。

URI
l URI格式

PATH：/rds/{versionId}/{project_id}/instances/{instanceId}/errorlog
Method：GET

关系型数据库
API 参考 8 API 说明

文档版本 13 (2018-08-03)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96



l 参数说明

表 8-155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versionId 是 API版本号，区分大小写，取值：v1。

project_id 是 租户在某一region下的project ID。

instanceId 是 要查询的实例ID。

 
l Header说明

表 8-156 Header 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说明

X-Auth-Token 是 从IAM服务获取的用户Token。

X-Language 是 请求语言类型，示例：en-us，不区分大小写。

Content-Type 是 指定类型为application/json。

 

请求

l 参数说明

表 8-157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startDate 是 开始日期，日期格式转换规则为：
“2016-08-29+06:35”转译为
“2016-08-29+06%3A35”，其中
“%3A”为“:”的转译，其他保持原
格式的一致。

endDate 是 结束时间，日期格式转换规则为
“2016-08-29+06:35”转译为
“2016-08-29+06%3A35”，其中
“%3A”为“:”的转译，其他保持原
格式的一致。

只能查询当前时间前一个月内的错误
日志。

curPage 否 当前页，如1、2、3、4等，不填时默
认为1。

perPage 否 每页多少条记录，取值范围是
1~100，不填时默认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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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请求样例
/rds/v1/68e3010955d748099f62a0df726fe09b/instances/
02cf1fd7-24ae-4fec-a621-329ec732e4f6/errorlog?
startDate=2016-08-29+06%3A35&endDate=2016-09-05+06%3A35&curPage=1&per
Page=10

正常响应

l 要素说明

表 8-158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errorLogLis
t

列表数据结构，请参见表8-159。 具体信息

totalRecord Int。 总记录数

 

表 8-159 errorLogList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datetime String 日期时间

content String 具体错误日志内容

 
l 响应样例

{
    "errorLogList": [
        {
            "datetime": "2016-08-30 09:55:39",
            "content": "[Warning] 'proxies_priv' entry '@ root@rds-
bf83' ignored in --skip-name-resolve mode."
        }
    ],
    "totalRecord":1
}

异常响应

请参见异常请求结果。

8.6.2 查询数据库慢日志

功能介绍

查询数据库慢日志信息。

URI
l URI格式

PATH：/rds/{versionId}/{project_id}/instances/{instanceId}/slow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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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GET
l 参数说明

表 8-160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versionId 是 API版本号，区分大小写，取值：v1。

project_id 是 租户在某一region下的project ID。

instanceId 是 要查询的实例ID。

 
l Header说明

表 8-161 Header 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说明

X-Auth-Token 是 从IAM服务获取的用户Token。

X-Language 是 请求语言类型，示例：en-us，不区分大小写。

Content-Type 是 指定类型为application/json。

 
l 接口约束

该接口不支持数据库引擎PostgreSQL与Microsoft SQL Server。

请求

l 参数说明

表 8-162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sftype 是 语句类型，取空值（表示所有语句类
型都存在），INSERT，UPDATE，
SELECT，DELETE或CREATE。

top 否 返回前多少条记录。

l 设置该参数，可取值为1-50。

l 不设置，返回前10条记录。

 
l 请求样例

/rds/v1/68e3010955d748099f62a0df726fe09b/instances/
02e47383-9222-4d29-bf5b-54b3013b0f71/slowlog?sftype=&top=10

正常响应

l 要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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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63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lowLogList 列表数据结构，请参见表8-164。 具体信息

totalRecord Int。 总记录数

 

表 8-164 slowLogList 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
型

说明

count String 执行次数。

time String 平均执行时间。

lockTime String 平均等待锁时间。

rowsSent String 平均结果行数量。

rowsExamine
d

String 平均扫描的行数量。

database String 所属数据库。

users String 帐号。

querySample String 执行语法。

 

l 响应样例
{    "slowLogList": [
        {
            "count": " 409  (99.76%)",
            "time": "1.29",
            "lockTime": " 0 ",
            "rowsSent": " 0 ",
            "rowsExamined": " 0 ",
            "database": " ",
            "users": " \trdsBackup@localhost  : 100.00% (409) of 
query, 99.76% (409) of all users",
            "querySample": "flush logs;"
        },
        {
            "count": " 1  (0.24%)",
            "time": "5.0",
            "lockTime": " 0 ",
            "rowsSent": " 1 ",
            "rowsExamined": " 0 ",
            "database": " ",
            "users": " \trdsAdmin@localhost  : 100.00% (1) of query, 
0.24% (1) of all users",
            "querySample": "select sleep(5);"
        }
    ],
    "totalRecord":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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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响应

请参见异常请求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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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公共参数

9.1 异常请求结果

l 异常响应要素说明

表 9-1 异常响应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errCode String 提交任务异常时返回的错误编码，详细错误
码描述参考表9-2。

externalMessage String 提交任务异常时返回的错误描述信息。

 

l 响应样例
{
    "errCode": "RDS.0016",
    "externalMessage": "未找到资源"
}

9.2 通用请求 Http State Code
l 正常

返回值 说明

200 请求成功。

202 异步请求成功提交（创建实例，创建备份等）。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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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页面的访问被禁止。

404 Not Found 服务器无法找到被请求的页面。

405 Method Not Allowed 请求中指定的方法不被允许。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413 Request Entity Too Large 请求超过资源配额。

415 Unsupported Media Type 请求头中携带的ContentType类型不正确，必
须为application/json。

422 Unprocessable Entity 请求中的参数或对象不能被正确识别。

5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请求未完成。服务异常。

501 Not Implemented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不支持所请求的功能。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9.3 错误码说明

错误码列表：

表 9-2 错误码说明

返回错误码 响应状态码 中文说明

RDS.9999 500 请求处理失败。

RDS.0000 200 请求处理成功。

RDS.0001 400 参数错误。

RDS.0002 404 RDS不存在。

RDS.0004 409 操作不合法。

RDS.0005 500 服务器错误。

RDS.0006 400 请求为空，请输入请求参数。

RDS.0007 404 找不到该实例的弹性云服务器信息，
请检查数据库，确认实例的弹性云服
务器信息。

RDS.0008 404 找不到该实例的卷信息，请检查数据
库，确认实例的卷信息。

RDS.0009 404 找不到该实例的数据库信息，请检查
数据库，确认实例的数据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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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错误码 响应状态码 中文说明

RDS.0010 403 实例ID和用户ID可能为空，或者操作
越权。

RDS.0011 409 该实例正在进行其他操作或该实例故
障，无法执行该操作，请稍后重试。

RDS.0012 409 该实例有备机，不能进行该操作。

RDS.0013 500 进行SSH连接失败。

RDS.0015 403 访问资源不存在，或者无访问权限。

RDS.0016 404 未找到资源。

RDS.0017 400 参数大小写错误。

RDS.0022 404 实例不存在或已删除。

RDS.0025 400 参数不存在。

RDS.0027 400 只读实例和备机扩容后的大小不能超
过主机。

RDS.0028 404 对象不存在。

RDS.0029 409 对象正在创建中，请稍等。

RDS.0030 413 对象个数已达上限。

RDS.0031 409 对象已存在。

RDS.0040 422 请求中的参数或对象不能被正确识
别。

RDS.0041 202 接受异步请求。

RDS.0042 400 请求不合法。

RDS.0056 409 实例类型或状态受限，操作不允许。

RDS.0128 404 找不到该实例的数据库信息，请检查
数据库名，确认所填数据库名信息。

RDS.1001 500 RDS实例未能完成初始化。

RDS.1002 409 RDS实例恢复中。

RDS.1003 500 RDS实例恢复失败。

RDS.1004 500 数据库服务异常。

RDS.1005 500 RDS实例未处于运行状态。

RDS.1099 500 RDS状态异常。

RDS.1100 409 RDS实例删除中。

RDS.1101 500 创建实例请求下发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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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错误码 响应状态码 中文说明

RDS.1102 409 实例名称已存在。

RDS.1103 404 该实例不存在。

RDS.1110 400 实例参数不合法。

RDS.1111 400 扩容参数不合法。

RDS.1112 413 实例数量达到配额。

RDS.2025 400 密码强度不够，至少包含英文大写字
母、小写字母、数字、特殊字符。

RDS.2067 400 输入参数不合法。

RDS.2068 500 恢复默认数据库参数失败，请重试。

RDS.3002 409 备实例正在恢复。

RDS.3003 413 创建手动备份次数已达上限。

RDS.3004 409 正在备份中，请稍等。

RDS.3005 500 为该实例添加自动备份策略失败。

RDS.3011 400 保留天数非法。

RDS.3012 400 备份周期非法。

RDS.3013 400 备份开始时间非法。

RDS.3016 400 备份文件正在删除中，请您稍后再进
行操作。

RDS.3026 400 备份文件不存在。

RDS.3027 404 集群不存在。

RDS.3029 400 时间点对应的备份文件不存在。

RDS.3030 400 新实例卷大小不得小于旧实例卷大
小。

RDS.4041 500 重启备机服务失败。

RDS.4042 500 配置数据库服务失败。

RDS.5001 400 实例名非法。

RDS.5002 400 数据库引擎非法。

RDS.5003 400 数据库版本非法。

RDS.5004 400 “datastore”字段为空。

RDS.5005 400 不支持该数据库引擎或版本。

RDS.5006 400 “flavor”参数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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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S.5007 404 “flavor”值不存在。

RDS.5008 400 卷类型非法。

RDS.5009 400 卷大小超出允许范围。

RDS.5010 400 “region”参数非法。

RDS.5011 400 可用区非法。

RDS.5012 404 区域或可用区不存在。

RDS.5013 400 数据库root密码非法。

RDS.5014 400 VPC id非法。

RDS.5015 400 子网id非法。

RDS.5016 400 安全组id非法。

RDS.5017 400 自动备份保留天数无效。

RDS.5018 400 自动备份周期无效。

RDS.5019 400 自动备份周期非升序。

RDS.5020 400 自动备份开始时间非法。

RDS.5021 404 VPC不存在，或不属于该用户。

RDS.5022 404 子网不存在，或不属于该VPC。

RDS.5023 404 安全组不存在，或不属于该VPC。

RDS.5024 413 只读实例数量已达上限。

RDS.5025 400 创建HA实例“region”参数非法。

RDS.5026 400 创建HA实例可用区域非法。

RDS.5027 400 创建HA实例可用区域无效。

RDS.5028 404 创建HA实例找不到可用区域。

RDS.5029 400 HA同步模式非法。

RDS.5030 400 创建HA实例安全组非法。

RDS.5031 400 创建HA实例子网非法。

RDS.5032 400 “replica_of”参数非法。

RDS.5033 400 卷大小不是10的整数倍。

RDS.5035 400 扩容次数太多，已超过允许扩容次
数。

RDS.5036 400 “datastore”不存在或没有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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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S.5037 400 参数不存在。

RDS.5038 400 参数值超出范围。

RDS.5039 400 参数重复。

RDS.5040 400 每个弹性云服务器可用挂载点不能少
于两个。

RDS.5041 404 任务不存在。

RDS.5042 404 源实例不存在。

RDS.5043 400 源实例不是主实例。

RDS.5044 400 对象名称非法。

RDS.5045 403 当前租户不允许操作。

 

9.4 ReplicationMode 列表
ReplicationMode列表

同步模式 描述 备注

async 异步模式 -

semisync 半同步模式 -

sync 同步模式 -

 

9.5 关系型数据库监控指标说明

功能说明

本节定义了关系型数据库上报云监控的监控指标的命名空间，监控指标列表和维度定
义，用户可以通过云监控提供的API接口来检索关系型数据库产生的监控指标和告警信
息。

命名空间

SYS.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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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指标

表 9-3 RDS 性能监控列表

指标 指标名
称

含义 取值范
围

备注

rds001_cpu
_usage

CPU使
用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
象的CPU使用率，以比
率为单位。

0-1 测量对象：弹性云服务
器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PostgreSQL实例
和Microsoft SQL Server
实例

rds002_me
m_usage

内存使
用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
象的内存使用率，以比
率为单位。

0-1 测量对象：弹性云服务
器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PostgreSQL实例
和Microsoft SQL Server
实例

rds003_iop
s

IOPS 该指标用于统计当前实
例，单位时间内系统处
理的I/O请求数量（平均
值）。

≥ 0
counts/
s

测量对象：弹性云服务
器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PostgreSQL实例
和Microsoft SQL Server
实例

rds004_byt
es_in

网络输
入吞吐
量

该指标用于统计平均每
秒从测量对象的所有网
络适配器输入的流量，
以字节/秒为单位。

≥ 0
bytes/s

测量对象：弹性云服务
器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PostgreSQL实例
和Microsoft SQL Server
实例

rds005_byt
es_out

网络输
出吞吐
量

该指标用于统计平均每
秒从测量对象的所有网
络适配器输出的流量，
以字节/秒为单位。

≥ 0
bytes/s

测量对象：弹性云服务
器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PostgreSQL实例
和Microsoft SQL Server
实例

rds006_con
n_count

数据库
总连接
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试图连
接到MySQL服务器的总
连接数，以个为单位。

≥ 0
counts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

rds007_con
n_active_c
ount

当前活
跃连接
数

该指标用于统计当前打
开的连接的数量，以个
为单位。

≥ 0
counts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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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指标名
称

含义 取值范
围

备注

rds008_qps QPS 该指标用于统计SQL语
句查询次数，含存储过
程，以次/秒为单位。

≥ 0
queries
/s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

rds009_tps TPS 该指标用于统计事务执
行次数，含提交的和回
退的，以次/秒为单位。

≥ 0
transac
tions/s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

rds010_inn
odb_buf_us
age

缓冲池
利用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InnoDB
缓存中脏数据与数据比
例，以比率为单位。

0-1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

rds011_inn
odb_buf_hi
t

缓冲池
命中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读命中
与读请求数比例，以比
率为单位。

0-1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

rds012_inn
odb_buf_di
rty

缓冲池
脏块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使用的
页与InnoDB缓存中数据
总数比例，以比率为单
位。

0-1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

rds013_inn
odb_reads

InnoDB
读取吞
吐量

该指标用于统计Innodb
平均每秒读字节数，以
字节/秒为单位。

≥ 0
bytes/s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

rds014_inn
odb_writes

InnoDB
写入吞
吐量

该指标用于统计Innodb
平均每秒写字节数，以
字节/秒为单位。

≥ 0
bytes/s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

rds015_inn
odb_read_c
ount

InnoDB
文件读
取频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Innodb
平均每秒从文件中读的
次数，以次/秒为单位。

≥ 0
counts/
s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

rds016_inn
odb_write_
count

InnoDB
文件写
入频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Innodb
平均每秒向文件中写的
次数，以次/秒为单位。

≥ 0
counts/
s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

rds017_inn
odb_log_w
rite_req_co
unt

InnoDB
日志写
请求频
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平均每
秒的日志写请求数，以
次/秒为单位。

≥ 0
counts/
s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

rds018_inn
odb_log_w
rite_count

InnoDB
日志物
理写频
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平均每
秒向日志文件的物理写
次数，以次/秒为单位。

≥ 0
counts/
s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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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指标名
称

含义 取值范
围

备注

rds019_inn
odb_log_fs
ync_count

InnoDB
日志
fsync()
写频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平均每
秒向日志文件完成的
fsync()写数量，以次/秒
为单位。

≥ 0
counts/
s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

rds020_tem
p_tbl_coun
t

临时表
数量

该指标用于统计MySQL
执行语句时在硬盘上自
动创建的临时表的数
量，以个为单位。

≥ 0
tables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

rds021_my
isam_buf_u
sage

Key
Buffer利
用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
MyISAM Key buffer的利
用率，以比率为单位。

0-1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

rds022_my
isam_buf_
write_hit

Key
Buffer写
命中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
MyISAM Key buffer写命
中率，以比率为单位。

0-1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

rds023_my
isam_buf_r
ead_hit

Key
Buffer读
命中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
MyISAM Key buffer读命
中率，以比率为单位。

0-1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

rds024_my
isam_disk_
write_coun
t

MyISA
M硬盘
写入频
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向磁盘
写入索引的次数，以次/
秒为单位。

≥ 0
counts/
s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

rds025_my
isam_disk_
read_count

MyISA
M硬盘
读取频
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从磁盘
读取索引的次数，以次/
秒为单位。

≥ 0
counts/
s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

rds026_my
isam_buf_
write_coun
t

MyISA
M缓冲
池写入
频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向缓冲
池写入索引的请求次
数，以次/秒为单位。

≥ 0
counts/
s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

rds027_my
isam_buf_r
ead_count

MyISA
M缓冲
池读取
频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从缓冲
池读取索引的请求次
数，以次/秒为单位。

≥ 0
counts/
s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

rds028_co
mdml_del_
count

Delete语
句执行
频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平均每
秒Delete语句执行次
数，以次/秒为单位。

≥ 0
queries
/s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

rds029_co
mdml_ins_
count

Insert语
句执行
频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平均每
秒Insert语句执行次数，
以次/秒为单位。

≥ 0
queries
/s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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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指标名
称

含义 取值范
围

备注

rds030_co
mdml_ins_
sel_count

Insert_S
elect语
句执行
频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平均每
秒Insert_Select语句执行
次数，以次/秒为单位。

≥ 0
queries
/s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

rds031_co
mdml_rep_
count

Replace
语句执
行频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平均每
秒Replace语句执行次
数，以次/秒为单位。

≥ 0
queries
/s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

rds032_co
mdml_rep_
sel_count

Replace
_Selecti
on语句
执行频
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平均每
秒Replace_Selection语句
执行次数，以次/秒为单
位。

≥ 0
queries
/s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

rds033_co
mdml_sel_
count

Select语
句执行
频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平均每
秒Select语句执行次数。

≥ 0
queries
/s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

rds034_co
mdml_upd
_count

Update
语句执
行频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平均每
秒Update语句执行次
数，以次/秒为单位。

≥ 0
queries
/s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

rds035_inn
odb_del_ro
w_count

行删除
速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平均每
秒从InnoDB表删除的行
数，以行/秒为单位。

≥ 0
rows/s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

rds036_inn
odb_ins_ro
w_count

行插入
速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平均每
秒向InnoDB表插入的行
数，以行/秒为单位。

≥ 0
rows/s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

rds037_inn
odb_read_r
ow_count

行读取
速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平均每
秒从InnoDB表读取的行
数，以行/秒为单位。

≥ 0
rows/s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

rds038_inn
odb_upd_r
ow_count

行更新
速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平均每
秒向InnoDB表更新的行
数，以行/秒为单位。

≥ 0
rows/s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

rds039_dis
k_usage

磁盘利
用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
象的磁盘利用率，以比
率为单位。

0-1 测量对象：弹性云服务
器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PostgreSQL实例
和Microsoft SQL Server
实例

rds040_tra
nsaction_lo
gs_usage

事务日
志使用
量

事务日志所占用的磁盘
容量。

≥ 0
MB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
PostgreSQL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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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指标名
称

含义 取值范
围

备注

rds041_rep
lication_slo
t_usage

复制插
槽使用
量

复制插槽文件所占磁盘
容量。

≥ 0
MB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
PostgreSQL实例

rds042_dat
abase_conn
ections

数据库
连接数

当前连接到数据库的后
端量。

≥ 0
counts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
PostgreSQL实例

rds043_ma
ximum_use
d_transacti
on_ids

事务最
大已使
用ID数

事务最大已使用ID。 ≥ 0
counts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
PostgreSQL实例

rds044_tra
nsaction_lo
gs_generati
ons

事务日
志生成
速率

平均每秒生成的事务日
志大小。

≥ 0
MB/s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
PostgreSQL实例

rds045_old
est_replicat
ion_slot_la
g

最滞后
副本滞
后量

多个副本中最滞后副本
（依据接收到的WAL数
据）滞后量。

≥ 0
MB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
PostgreSQL实例

rds046_rep
lication_lag

复制时
延

副本滞后时延。 ≥ 0 ms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
PostgreSQL实例

rds047_dis
k_total_siz
e

磁盘总
大小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
象的磁盘总大小。

40GB~
4000G
B

测量对象：弹性云服务
器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PostgreSQL实例
和Microsoft SQL Server
实例

rds048_dis
k_used_siz
e

磁盘使
用量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
象的磁盘使用大小。

0GB~4
000GB

测量对象：弹性云服务
器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PostgreSQL实例
和Microsoft SQL Server
实例

rds049_dis
k_read_thr
oughput

硬盘读
吞吐量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从
硬盘读取的字节数。

≥ 0
bytes/s

测量对象：弹性云服务
器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PostgreSQL实例
和Microsoft SQL Server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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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指标名
称

含义 取值范
围

备注

rds050_dis
k_write_thr
oughput

硬盘写
吞吐量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写
入硬盘的字节数。

≥ 0
bytes/s

测量对象：弹性云服务
器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PostgreSQL实例
和Microsoft SQL Server
实例

rds051_avg
_disk_sec_
per_read

硬盘读
耗时

该指标用于统计某段时
间平均每次读取硬盘所
耗时间。

> 0s 测量对象：弹性云服务
器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PostgreSQL实例
和Microsoft SQL Server
实例

rds052_avg
_disk_sec_
per_write

硬盘写
耗时

该指标用于统计某段时
间平均写入硬盘所耗时
间。

> 0s 测量对象：弹性云服务
器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PostgreSQL实例
和Microsoft SQL Server
实例

rds053_avg
_disk_queu
e_length

磁盘平
均队列
长度

该指标用于统计等待写
入测量对象的进程个
数。

≥ 0 测量对象：弹性云服务
器

监控实例类型：MySQL
实例、PostgreSQL实例
和Microsoft SQL Server
实例

rds054_db_
connection
s_in_use

使用中
的数据
库连接
数

用户连接到数据库的连
接数量。

≥0
counts

测量对象：数据库

监控实例类型：
Microsoft SQL Server实
例

 

维度

Key Value

rds_instance_id MySQL实例ID

postgresql_instance_id PostgreSQL实例ID

rds_instance_sqlserver_id Microsoft SQL Server实例ID

 

调用样例

通过API接口来检索RDS监控指标数据，具体调用方法及参数说明请参见《云监控API
参考》中的“查询监控数据”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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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样例如下：

l 请求样例：

/V1.0/{project_id}/metric-data?
namespace=SYS.RDS&metric_name=rds001_cpu_usage&dim.0=rds_instance_id,
5ea170ad-cc6b-49cd-9020-
e94fdbeea391&from=1484123686000&to=1568188853000&period=300&filter=averag
e
l 响应样例：

{
    "datapoints": [
        {
            "average": 0.35, 
            "timestamp": 1484123400000, 
            "unit": "Ratio"
        },
        {
            "average": 0.11, 
            "timestamp": 1484123700000, 
            "unit": "Ratio"
        }
    ], 
    "metric_name": "rds001_cpu_usage",
    "httpcode" : 200,
    "header" : {
    "Transfer-Encoding" : "chunked",
    "Server" : "Web Server",
    "X-Request-Id" : "te-I-CES-
APISVR25.id-0418d62a-1e76-46ff-9a5f-9ce40b336e29.ts-1484123744291.c-15046
",
    "X-Content-Type-Options" : "nosniff",
    "Connection" : "keep-alive",
    "X-Download-Options" : "noopen",
    "Date" : "Wed, 11 Jan 2017 08:35:44 GMT",
    "X-Frame-Options" : "DENY",
    "Strict-Transport-Security" : "max-age=31536000; includeSubdomains;",
    "Cache-Control" : "no-cache",
    "X-XSS-Protection" : "1; mode=block;",
    "Content-Length" : "165",
    "Content-Type" : "application/js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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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更新特性

2018-08-03 第十三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修改点：

SQLServer局部备份和局部备份下载支持openapi，增加获
取指定实例的数据库列表章节；增加以列表形式返回手动
备份信息、删除手动备份databases参数说明；修改了错误
码说明中的RDS.0128错误码。

2018-07-16 第十二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修改点：

Microsoft SQL Server引擎支持恢复到当前实例。

2018-06-15 第十一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修改点：

l 修改创建实例、获取实例列表、获取指定实例详细信
息和恢复到新实例中参数“keepDays”的取值范围。

l 修改设置自动备份策略和获取自动备份策略中参数
“keepday”的取值范围。

2018-06-07 第十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修改点：

l 新增使用前必读。

l 新增接口简介。

l 新增环境准备。

l 调整RDS API使用场景、RDS API涉及的数据模型和
RDS API使用样例章节在文章中的顺序。

l 将原“附录章节”中内容调整至公共参数。

2018-05-15 第九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修改点：

l Microsoft SQL Server引擎支持2016版本，修改创建实
例中请求参数“version”的说明。

l 支持HWSQL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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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更新特性

2018-04-13 第八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修改点：

l 修改创建实例和调整实例容量中请求参数“size”的说
明。

l 修改获取指定实例详细信息中响应参数“size”的说
明。

l Microsoft SQL Server引擎支持2014 SP2 EE版本，修改
创建实例中请求参数“version”的说明。

l 修改创建实例中请求参数“vpc”、“nics”和
“securityGroup”为可选。

2018-03-20 第七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修改点：

l 修改删除实例的接口约束。

l 修改备份开始时间的参数描述。

2017-12-01 第六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修改点：

l 修改创建实例和恢复到新实例中参数“enable”的参数
类型。

l 修改创建实例，响应增加“backupStrategy”字段以及
“extendparam”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l 修改创建实例、获取实例列表、获取指定实例详细信
息和恢复到新实例中参数“replicationMode”的说明。

l 修改调整实例规格中参数“jobId”的参数类型。

2017-11-08 第五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修改点：

l 修改删除实例，修改请求参数
“keepLastManualBackup”的说明，响应增加
“extendparam”字段，修改响应样例。

l 修改设置配置参数，在功能描述中添加说明。

l 修改恢复默认参数的功能描述。

l 修改错误码说明，新增错误码RDS.0056。

2017-08-18 第四次正式发布。包含以下修改点：

l 修改创建实例，新增参数“dbPort”，修改请求及响应
样例。

l 修改获取实例列表和获取指定实例详细信息，新增响
应参数“dbPort”，修改响应样例。

2017-05-06 第三次正式发布。

l 对Open APIs进行归类。

l 支持数据库引擎PostgreSQL与Microsoft SQL Server。

l 修改查询API版本列表，新增“links”字段。

l 修改查询API版本信息，新增“links”字段。

l 修改关系型数据库监控指标说明，新增编号rds_054以
及rds_040至rds_046八个监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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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更新特性

2017-03-03 第二次发正式布。包含以下修改点：

l 修改Token认证中的API样例，并添加表3-1。
l 修改删除实例中参数“keepLastManualBackup”的说明

以及响应样例。

l 删除创建实例章节请求参数“period”并修改请求样
例。

l 在获取指定实例详细信息中新增响应参数“used”，修
改请求参数“type”说明以及响应样例。

l 修改恢复到新实例中的请求样例以及表8-142。
l 新增关系型数据库监控指标说明。

2016-10-29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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