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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口调用方法

第三方应用对公有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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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服务使用方法
公有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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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客户端的应用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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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所示。

表 1-1 URL 中的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Endpoint Web服务入口点的URL，从地区和终端节点获取。

URI 资源路径，也即API访问路径。从具体接口的URI模块获取，例
如“v3/auth/tokens”。

 

1.2 请求方法
在HTTP协议中，可以使用多种请求方法，例如GET、 PUT、 POST、 DELETE、
PATCH，用于指明以何种方式来访问指定的资源。目前提供的REST接口支持的请求方
法如下表所示。

表 1-2 请求方法一览表

方法 说明

GET 请求服务器返回指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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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说明

PUT 请求服务器更新指定资源。

POST 请求服务器新增资源或执行特殊操作。

DELETE 请求服务器删除指定资源，如删除对象等。

PATCH 请求服务器更新资源的部分内容。

当资源不存在的时候，PATCH可能会去创建一个新的资源。

 

1.3 请求认证方式
调用接口有如下两种认证方式，您可以任选其中一种进行认证鉴权。

l Token认证：通过Token认证调用请求。

l AK/SK认证：通过AK（Access Key ID）/SK（Secret Access Key）加密调用请求。
AK/SK认证安全性更高。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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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IAM的Endpoint及消息
体中的区域名称。

请参考地区和终端节点。

当服务区域名称为“所有”时，选择IAM“华北-北京一”的End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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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参考《统一身份认证服务API参
考》。

{
  "auth": {
    "identity": {
      "methods": [
        "password"
      ],
      "password": {
        "user": {
          "name": "username",
          "password": "password",
          "domain": {
            "name": "domainnam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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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scope": {
      "project": {
        "id": "0215ef11e49d4743be23dd97a1561e91" //假设id是
"0215ef11e49d4743be23dd97a1561e91"       
      }
    }
  }
}

2. 获取Token，请参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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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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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K/SK 认证

通过API网关向下层服务发送请求时，必须使用AK（Access Key ID）、SK（Secret
Access Key）对请求进行签名。

说明

AK（Access Key ID）：访问密钥ID。与私有访问密钥关联的唯一标识符；访问密钥ID和私有访
问密钥一起使用，对请求进行加密签名。

SK（Secret Access Key）：与访问密钥ID结合使用的密钥，对请求进行加密签名，可标识发送
方，并防止请求被修改。

使用子账号AK/SK的时候需要在header中增加字段X-Domain-Id，填入用户的帐号id。

1.5.1 生成 AK、SK
1. 注册并登录管理控制台。

2. 在用户名下拉列表中单击“基本信息”。

3. 在基本信息页面单击“管理我的凭证”。

4. 单击“管理访问密钥”。

5. 单击“新增访问密钥”，进入“新增访问密钥”页面。

6. 输入当前用户的登录密码。

7. 通过邮箱或者手机进行验证，输入对应的验证码。

说明

在统一身份服务中创建的用户，如果创建时未填写邮箱或者手机号，则只需校验登录密
码。

8. 单击“确定”，下载访问密钥。

说明

为防止访问密钥泄露，建议您将其保存到安全的位置。

1.5.2 请求签名流程

签名前的准备

1. 下载API网关签名工具。

下载地址：http://esdk.huawei.com/ilink/esdk/download/HW_456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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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解压下载的压缩包。

3. 创建java工程，将解压出来的jar引用到依赖路径中。

签名过程

1. 创建用于签名的请求com.cloud.sdk.DefaultRequest(JAVA)。
2. 设置DefaultRequest的目标API URL、HTTPS方法、内容等信息。

3. 对DefaultRequest进行签名：

a. 调用SignerFactory.getSigner(String serviceName, String regionName)获取一个签
名工具实现的实例。

b. 调用Signer.sign(Request<?> request, Credentials credentials)对1创建的请求进行
签名。

以下代码展示了这个步骤：

 //选用签名算法，对请求进行签名
Signer signer = SignerFactory.getSigner(serviceName, region);
//对请求进行签名，request会发生改变
signer.sign(request, new BasicCredentials(this.ak, this.sk));

4. 把上步中签名产生的request转换为一个适合发送的请求，并将签名后request中的
header信息放入新的request中。

以Apache HttpClient为例，需要把DefaultRequest转换为HttpRequestBase，把签名后
的DefaultRequest的header信息放入HttpRequestBase中。

具体过程请查看“1.5.3 示例代码”中的AccessServiceImpl.java。

1.5.3 示例代码

下面代码展示了如何对一个请求进行签名，并通过HTTP Client发送一个HTTPS请求的
过程：

代码分成三个类进行演示：

AccessService：抽象类，将GET/POST/PUT/DELETE归一成access方法。

Demo：运行入口，模拟用户进行GET/POST/PUT/DELETE请求。

AccessServiceImpl：实现access方法，具体与API网关通信的代码都在access方法中。

下面示例代码中的region和serviceName（英文服务名缩写），请参考地区和终端节点。

AccessService.java:

package com.cloud.apigateway.sdk.demo;

import java.io.InputStream;
import java.net.URL;
import java.util.Map;

import org.apache.http.HttpResponse;

import com.cloud.sdk.http.HttpMethodName;

public abstract class AccessService {
    
    protected String serviceName = null;
    
    protected String region = null;
    
    protected String ak =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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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tected String sk = null;
   
    public AccessService(String serviceName, String region, String ak, String sk) {
        this.region = region;
        this.serviceName = serviceName;
        this.ak = ak;
        this.sk = sk;
    }
    
    public abstract HttpResponse access(URL url, Map<String, String> header, InputStream content, 
Long contentLength,
        HttpMethodName httpMethod) throws Exception;
        
    public HttpResponse access(URL url, Map<String, String> header, HttpMethodName httpMethod) 
throws Exception {
        return this.access(url, header, null, 0l, httpMethod);
    }
    
    public HttpResponse access(URL url, InputStream content, Long contentLength, HttpMethodName 
httpMethod)
        throws Exception {
        return this.access(url, null, content, contentLength, httpMethod);
    }
    public HttpResponse access(URL url, HttpMethodName httpMethod) throws Exception {
        return this.access(url, null, null, 0l, httpMethod);
    }
    
    public abstract void close();
    
    public String getServiceName() {
        return serviceName;
    }
    
    public void setServiceName(String serviceName) {
        this.serviceName = serviceName;
    }
    
    public String getRegion() {
        return region;
    }
    
    public void setRegion(String region) {
        this.region = region;
    }
    
    public String getAk() {
        return ak;
    }
    
    public void setAk(String ak) {
        this.ak = ak;
    }
    
    public String getSk() {
        return sk;
    }
    
    public void setSk(String sk) {
        this.sk = sk;
    }
    
}

AccessServiceImpl.java:

package com.cloud.apigateway.sdk.demo;

import java.io.IOEx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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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java.io.InputStream;
import java.net.URISyntaxException;
import java.net.URL;
import java.util.HashMap;
import java.util.Map;

import javax.net.ssl.SSLContext;

import org.apache.http.Header;
import org.apache.http.HttpHeaders;
import org.apache.http.HttpResponse;
import org.apache.http.client.methods.HttpDelete;
import org.apache.http.client.methods.HttpGet;
import org.apache.http.client.methods.HttpHead;
import org.apache.http.client.methods.HttpPatch;
import org.apache.http.client.methods.HttpPost;
import org.apache.http.client.methods.HttpPut;
import org.apache.http.client.methods.HttpRequestBase;
import org.apache.http.conn.ssl.AllowAllHostnameVerifier;
import org.apache.http.conn.ssl.SSLConnectionSocketFactory;
import org.apache.http.conn.ssl.SSLContexts;
import org.apache.http.conn.ssl.TrustSelfSignedStrategy;
import org.apache.http.entity.InputStreamEntity;
import org.apache.http.impl.client.CloseableHttpClient;
import org.apache.http.impl.client.HttpClients;

import com.cloud.sdk.DefaultRequest;
import com.cloud.sdk.Request;
import com.cloud.sdk.auth.credentials.BasicCredentials;
import com.cloud.sdk.auth.signer.Signer;
import com.cloud.sdk.auth.signer.SignerFactory;
import com.cloud.sdk.http.HttpMethodName;

public class AccessServiceImpl extends AccessService {

 private CloseableHttpClient client = null;

 public AccessServiceImpl(String serviceName, String region, String ak,
   String sk) {
  super(serviceName, region, ak, sk);
 }

 /** {@inheritDoc} */

 public HttpResponse access(URL url, Map<String, String> headers,
   InputStream content, Long contentLength, HttpMethodName httpMethod)
   throws Exception {

  // Make a request for signing.
  Request request = new DefaultRequest(this.serviceName);
  try {
   // Set the request address.
   request.setEndpoint(url.toURI());

   String urlString = url.toString();

   String parameters = null;

    if (urlString.contains("?")) {
        parameters = urlString.substring(urlString.indexOf("?") + 1);
        Map parametersmap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if (null != parameters && !"".equals(parameters)) {
                    String[] parameterarray = parameters.split("&");
                    
                    for (String p : parameterarray) {
                        String key = p.split("=")[0];
                        String value = p.spli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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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etersmap.put(key, value);
                    }
                    request.setParameters(parametersmap);
          }
     }

  } catch (URISyntaxException e) {
   // It is recommended to add logs in this place. 
   e.printStackTrace();
  }
  // Set the request method.
  request.setHttpMethod(httpMethod);
  if (headers != null) {
   // Add request header information if required. 
   request.setHeaders(headers);
  }
  // Configure the request content. 
  request.setContent(content);

  // Select an algorithm for request signing.
  Signer signer = SignerFactory.getSigner(serviceName, region);
  // Sign the request, and the request will change after the signing.
  signer.sign(request, new BasicCredentials(this.ak, this.sk));

  // Make a request that can be sent by the HTTP client.
  HttpRequestBase httpRequestBase = createRequest(url, null,
    request.getContent(), contentLength, httpMethod);
  Map<String, String> requestHeaders = request.getHeaders();
  // Put the header of the signed request to the new request.
  for (String key : requestHeaders.keySet()) {
   if (key.equalsIgnoreCase(HttpHeaders.CONTENT_LENGTH.toString())) {
    continue;
   }
   httpRequestBase.addHeader(key, requestHeaders.get(key));
  }

  HttpResponse response = null;
  SSLContext sslContext = SSLContexts.custom()
    .loadTrustMaterial(null, new TrustSelfSignedStrategy())
    .useTLS().build();
  SSLConnectionSocketFactory sslSocketFactory = new SSLConnectionSocketFactory(
    sslContext, new AllowAllHostnameVerifier());

  client = HttpClients.custom().setSSLSocketFactory(sslSocketFactory)
    .build();
  // Send the request, and a response will be returned.
  response = client.execute(httpRequestBase);
  return response;
 }

 /**
  * Make a request that can be sent by the HTTP client.
  * 
  * @param url
  *            specifies the API access path.
  * @param header
  *            specifies the header information to be added.
  * @param content
  *            specifies the body content to be sent in the API call.
  * @param contentLength
  *            specifies the length of the content. This parameter is optional.
  * @param httpMethod
  *            specifies the HTTP method to be used.
  * @return specifies the request that can be sent by an HTTP client.
  */
 private static HttpRequestBase createRequest(URL url, Header header,
   InputStream content, Long contentLength, HttpMethodName httpMethod) {

  HttpRequestBase http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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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httpMethod == HttpMethodName.POST) {
   HttpPost postMethod = new HttpPost(url.toString());

   if (content != null) {
    InputStreamEntity entity = new InputStreamEntity(content,
      contentLength);
    postMethod.setEntity(entity);
   }
   httpRequest = postMethod;
  } else if (httpMethod == HttpMethodName.PUT) {
   HttpPut putMethod = new HttpPut(url.toString());
   httpRequest = putMethod;

   if (content != null) {
    InputStreamEntity entity = new InputStreamEntity(content,
      contentLength);
    putMethod.setEntity(entity);
   }
  } else if (httpMethod == HttpMethodName.PATCH) {
   HttpPatch patchMethod = new HttpPatch(url.toString());
   httpRequest = patchMethod;

   if (content != null) {
    InputStreamEntity entity = new InputStreamEntity(content,
      contentLength);
    patchMethod.setEntity(entity);
   }
  } else if (httpMethod == HttpMethodName.GET) {
   httpRequest = new HttpGet(url.toString());
  } else if (httpMethod == HttpMethodName.DELETE) {
   httpRequest = new HttpDelete(url.toString());
  } else if (httpMethod == HttpMethodName.HEAD) {
   httpRequest = new HttpHead(url.toString());
  } else {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Unknown HTTP method name: "
     + httpMethod);
  }

  httpRequest.addHeader(header);
  return httpRequest;
 }

 @Override
 public void close() {
  try {
   if (client != null) {
    client.close();
   }
  } catch (IOException e) {
   // It is recommended to add logs in this place. 
   e.printStackTrace();
  }
 }

}

Demo.java:

package com.cloud.apigateway.sdk.demo;

import java.io.BufferedReader;
import java.io.ByteArrayInputStream;
import java.io.IOException;
import java.io.InputStream;
import java.io.InputStreamReader;
import java.net.MalformedURLException;
import java.net.URL;

import org.apache.http.HttpResponse;

弹性伸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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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com.cloud.sdk.http.HttpMethodName;

public class Demo {

 //replace real region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region = "regionName";

 //replace real service name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serviceName = "serviceName";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replace real AK
  String ak = "akString";
  //replace real SK
  String sk = "skString";

  // get method
  //replace real url
  String url = "urlString";
  get(ak, sk, url);

  // post method
  //replace real url
  String postUrl = "urlString";
  //replace real body
  String postbody = "bodyString";
  post(ak, sk, postUrl, postbody);

  // put method
  //replace real body
  String putbody = "bodyString";
  //replace real url
  String putUrl = "urlString";
  put(ak, sk, putUrl, putbody);

  // delete method
  //replace real url
  String deleteUrl = "urlString";
  delete(ak, sk, deleteUrl);
 }

 public static void put(String ak, String sk, String requestUrl,
   String putBody) {

  AccessService accessService = null;
  try {
   accessService = new AccessServiceImpl(serviceName, region, ak, sk);
   URL url = new URL(requestUrl);
   HttpMethodName httpMethod = HttpMethodName.PUT;
   
   InputStream content = new ByteArrayInputStream(putBody.getBytes());
   HttpResponse response = accessService.access(url, content,
     (long) putBody.getBytes().length, httpMethod);
   
   System.out.println(response.getStatusLine().getStatusCode());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finally {
   accessService.close();
  }

 }
 
 public static void patch(String ak, String sk, String request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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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putBody) {

  AccessService accessService = null;
  try {
   accessService = new AccessServiceImpl(serviceName, region, ak, sk);
   URL url = new URL(requestUrl);
   HttpMethodName httpMethod = HttpMethodName.PATCH;
   InputStream content = new ByteArrayInputStream(putBody.getBytes());
   HttpResponse response = accessService.access(url, content,
     (long) putBody.getBytes().length, httpMethod);
   
   System.out.println(convertStreamToString(response.getEntity()
     .getContent()));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finally {
   accessService.close();
  }

 }

 public static void delete(String ak, String sk, String requestUrl) {

  AccessService accessService = null;

  try {
   accessService = new AccessServiceImpl(serviceName, region, ak, sk);
   URL url = new URL(requestUrl);
   HttpMethodName httpMethod = HttpMethodName.DELETE;

   HttpResponse response = accessService.access(url, httpMethod);
   System.out.println(convertStreamToString(response.getEntity()
     .getContent()));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finally {
   accessService.close();
  }

 }

 public static void get(String ak, String sk, String requestUrl) {

  AccessService accessService = null;

  try {
   accessService = new AccessServiceImpl(serviceName, region, ak, sk);
   URL url = new URL(requestUrl);
   HttpMethodName httpMethod = HttpMethodName.GET;
   HttpResponse response;
   response = accessService.access(url, httpMethod);
   System.out.println(convertStreamToString(response.getEntity()
     .getContent()));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finally {
   accessService.close();
  }

 }

 public static void post(String ak, String sk, String requestUrl,
   String postbody) {

  AccessService accessService = new AccessServiceImpl(serviceName,
    region, ak, sk);
  URL url = null;
  try {
   url = new URL(request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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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tch (MalformedURL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InputStream content = new ByteArrayInputStream(postbody.getBytes());
  HttpMethodName httpMethod = HttpMethodName.POST;
  HttpResponse response;

  try {
   response = accessService.access(url, content,
     (long) postbody.getBytes().length, httpMethod);
   System.out.println(convertStreamToString(response.getEntity()
     .getContent()));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finally {
   accessService.close();
  }
 }

 private static String convertStreamToString(InputStream is) {
  BufferedReader reader = new BufferedReader(new InputStreamReader(is));
  StringBuilder sb = new StringBuilder();

  String line = null;
  try {
   while ((line = reader.readLine()) != null) {
    sb.append(line + "\n");
   }
  } catch (IO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finally {
   try {
    is.close();
   } catch (IO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return sb.toString();
 }

}

说明

1. URI、AK、SK、HTTP METHOD是必须设置的参数。

2. 可通过request.addHeader()添加头信息。

1.6 获取项目 ID/租户 ID
在调用接口的时候，部分URL中需要填入项目ID（project_id或者tenant_id，本文中
project_id和tenant_id含义一样），所以需要先在管理控制台上获取到项目ID。项目ID
获取步骤如下：

1. 注册并登录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用户名，在下拉列表中单击“基本信息”。

3. 在基本信息页面单击“管理我的凭证”。

在“我的凭证”页面的项目列表中查看项目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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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查看项目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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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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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公共请求消息头

表 2-1 公共请求消息头

名称 描述 是否必选 示例

x-sdk-date 请求的发生时间，
格式为
YYYYMMDD'T'HH
MMSS'Z'。
取值为当前系统的
GMT时间。

否

使用AK/SK认
证时该字段必
选。

20150907T101459Z

Authorization 签名认证信息。

该值来源于请求签
名结果。

请参考1.5.2 请求签
名流程。

否

使用AK/SK认
证时该字段必
选。

SDK-HMAC-SHA256
Credential=ZIRRKMTWPT
QFQI1WKNKB/
20150907//ec2/sdk_request,
SignedHeaders=content-
type;host;x-sdk-date,
Signature=55741b610f3c9fa
3ae40b5a8021ebf7ebc2a28a
603fc62d25cb3bfe6608e199
4

Host 请求的服务器信
息，从服务API的
URL中获取。值为
hostname[:port]。端
口缺省时使用默认
的端口，https的默认
端口为443。

否

使用AK/SK认
证时该字段必
选。

code.test.com
or
code.test.com: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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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描述 是否必选 示例

Content-Type 发送的实体的MIME
类型。推荐用户默
认使用application/
json，如果API是对
象、镜像上传等接
口，媒体类型可按
照流类型的不同进
行确定。

是 application/json

Content-Length 请求body长度，单
位为Byte。

否 3495

X-Project-Id project id，项目编
号。请参考1.6 获取
项目ID/租户ID章节
获取项目编号。

如果是DeC的请求或
者多project的请求则
必须传入project id。

否

如果是专属云
场景采用
AK/SK 认证方
式的接口请求
或者多project
场景采用
AK/SK认证的
接口请求则该
字段必选。

e9993fc787d94b6c886cbaa3
40f9c0f4

X-Auth-Token 用户Token。
获取Token，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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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使用Token认证
时该字段必
选。

注：以下仅为Token示例片
段
MIIPAgYJKoZIhvcNAQcC
oIIO8zCCDu8CAQExDTA
LBglghkgBZQMEAgEwgg1
QBgkqhkiG9w0BBwGggg1
BBIINPXsidG9rZ

 

说明

其它header属性，请遵照http协议。

2.2 公共响应消息头

表 2-2 公共响应消息头

名称 描述 示例

Content-
Length

响应消息体的字节长度，单位为By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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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描述 示例

Date 系统响应的GMT时间。 Wed, 27 Dec 2016
06:49:46 GMT

Content-Type 响应消息体的MIME类型。 applicati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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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弹性伸缩组

3.1 创建弹性伸缩组

功能介绍

创建弹性伸缩组。伸缩组是具有相同应用场景配置的实例集合。伸缩组内定义了实例
最大数量和最小数量等信息。

URI
l URI格式

POS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scaling_group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请求

l 要素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scaling_group_name 是 String 伸缩组名称(1-64个字符)，
只能包含中文、字母、数
字、下划线、中划线。

scaling_configuration_id 否 String 伸缩配置ID，通过查询弹性
伸缩配置列表接口获取，详
见4.2 查询弹性伸缩配置列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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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desire_instance_number 否 Integer 期望实例数量，默认值为最
小实例数。

最小实例数≤期望实例数≤最
大实例数。

min_instance_number 否 Integer 最小实例数量，默认值为
0。

max_instance_number 否 Integer 最大实例数量，默认值为
0。

cool_down_time 否 Integer 冷却时间，取值范围
0-86400，默认为300，单位
是秒。

只针对告警策略生效，定
时、周期策略和手动触发策
略不受该参数限制。

lb_listener_id 否 String 弹性负载均衡（经典型）监
听器ID，最多支持绑定3个
负载均衡监听器，多个负载
均衡监听器ID以逗号分隔。
首先使用vpc_id通过查询
ELB服务负载均衡器列表接
口获取负载均衡器的ID，详
见《弹性负载均衡API参
考》的“查询负载均衡器列
表”，再使用该ID查询监听
器列表获取，详见《弹性负
载均衡API参考》的“查询
监听器列表”。

lbaas_listeners 否 列表数
据结构

弹性负载均衡器（增强型）
信息，最多支持绑定3个负
载均衡。

该字段与lb_listener_id互
斥。

available_zones 否 List<Stri
ng>

可用分区信息。弹性伸缩活
动中自动添加的云服务器会
被创建在指定的可用区中。
如果没有指定可用分区，会
由系统自动指定可用分区。

详情请参考地区和终端节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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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networks 是 列表数
据结构

网络信息，最多支持选择5
个子网，传入的第一个子网
默认作为云服务器的主网
卡。使用vpc_id通过查询
VPC服务子网列表接口获
取，详见《虚拟私有云API
参考》的“子网 > 查询子网
列表”。

security_groups 否 列表数
据结构

安全组信息，最多支持选择
1个安全组。使用vpc_id通过
查询VPC服务安全组列表接
口获取，详见《虚拟私有云
API参考》的“查询安全组
列表”。

当伸缩配置和伸缩组同时指
定安全组时，将以伸缩配置
中的安全组为准；当伸缩配
置和伸缩组都没有指定安全
组时，将使用默认安全组。
为了使用灵活性更高，推荐
在伸缩配置中指定安全组。

vpc_id 是 String VPC信息，通过查询VPC服
务VPC列表接口获取，详见
《虚拟私有云API参考》的
“查询VPC列表”。

health_periodic_audit_met
hod

否 String 伸缩组实例健康检查方式：
ELB_AUDIT和
NOVA_AUDIT。当伸缩组
参数中设置负载均衡时，默
认为ELB_AUDIT；否则默
认为NOVA_AUDIT。
l ELB_AUDIT表示负载均

衡健康检查方式，在有监
听器的伸缩组中有效。

l NOVA_AUDIT表示弹性
伸缩自带的健康检查方
式。

health_periodic_audit_time 否 Integer 伸缩组实例健康检查周期，
可设置为1、5、15、60、
180（分钟），若不设置该
参数，默认为5。
若设置为0，可以实现10秒
级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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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health_periodic_audit_grac
e_period

否 Integer 伸缩组实例健康状况检查宽
限期，取值范围0-86400，单
位是秒。

当实例加入伸缩组并且进入
已启用状态后，健康状况检
查宽限期才会启动，伸缩组
会等健康状况检查宽限期结
束后才检查实例的运行状
况。

当伸缩组实例健康检查方式
为ELB_AUDIT时，该参数
生效，若不设置该参数，默
认为600。

instance_terminate_policy 否 String 伸缩组实例移除策略：

l OLD_CONFIG_OLD_INS
TANCE（默认）：从根
据“较早创建的配置”创
建的实例中筛选出较早创
建的实例被优先移除。

l OLD_CONFIG_NEW_IN
STANCE：从根据“较早
创建的配置”创建的实例
中筛选出较新创建的实例
被优先移除。

l OLD_INSTANCE：较早
创建的实例被优先移除。

l NEW_INSTANCE：较新
创建的实例将被优先移
除。

notifications 否 List<Stri
ng>

通知方式：

EMAIL为发送邮件通知。

该通知方式即将被废除，建
议给弹性伸缩组配置通知功
能。详见10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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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delete_publicip 否 Boolean 配置删除云服务器时是否删
除云服务器绑定的弹性IP。
取值为true或false，默认为
false。
l true：删除云服务器时，

会同时删除绑定在云服务
器上的弹性IP。当弹性IP
的计费方式为包年包月
时，不会被删除。

l false：删除云服务器时，
仅解绑定在云服务器上的
弹性IP，不删除弹性IP。

enterprise_project_id 否 String 企业项目ID，用于指定伸缩
组归属的企业项目。

当伸缩组配置企业项目时，
由该伸缩组创建的弹性云服
务器将归属于该企业项目。
当没有指定企业项目时，将
使用企业项目ID为0的默认
项目。

说明
关于企业项目ID的获取及企业
项目特性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企业资源服务用户指南》。

 
l networks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id 是 String 网络ID。

 
l security_groups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id 是 String 安全组ID。

 

l 请求样例

{
    "scaling_group_name": "GroupNameTest",
    "scaling_configuration_id": "47683a91-93ee-462a-a7d7-484c006f4440",
    "desire_instance_number": 0,
    "min_instance_number": 0,
    "max_instance_number": 0,
    "cool_down_time": 200,
    "health_periodic_audit_method": "NOVA_AUDIT",
    "health_periodic_audit_time": 5,
    "instance_terminate_policy": "OLD_CONFIG_OLD_INSTANCE",
    "vpc_id": "a8327883-6b07-4497-9c61-68d03ee19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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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works": [
        {
            "id": "3cd35bca-5a10-416f-8994-f79169559870"
        }
    ],
    "notifications": [
        "EMAIL"
    ],
    "security_groups": [
        {
            "id": "23b7b999-0a30-4b48-ae8f-ee201a88a6ab"
        }
    ],
    "enterprise_project_id": "c92b1a5d-6f20-43f2-b1b7-7ce35e58e413"
}

响应

l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caling_group_id String 伸缩组ID。

 

l 响应样例

{
    "scaling_group_id": "a8327883-6b07-4497-9c61-68d03ee193a1"
}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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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这
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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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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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个
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3.2 查询弹性伸缩组列表

功能介绍

根据输入条件过滤查询弹性伸缩组。查询结果分页显示。

URI
l URI格式

GE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scaling_group{?
scaling_group_name,scaling_configuration_id,scaling_group_status,start_number,limit,enterp
rise_project_id}

说明

可以在URI后面用‘?’和‘&’添加不同的查询条件组合。支持参数说明中所有非必选参数过
滤。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scaling_group_name 否 String 伸缩组名称。

scaling_configuration_id 否 String 伸缩配置ID，通过查询弹性
伸缩配置列表接口获取，详
见4.2 查询弹性伸缩配置列
表。

scaling_group_status 否 String 伸缩组状态，包括
INSERVICE，PAUSED，
ERROR，DELETING。

start_number 否 Integer 查询的起始行号，默认为0。

limit 否 Integer 查询的记录条数，默认为
20。

enterprise_project_id 否 String 企业项目ID，当传入
all_granted_eps时表示查询该
用户所有授权的企业项目下
的伸缩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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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l 请求样例

无

响应

l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total_number Integer 总记录数。

start_number Integer 查询的开始记录号。

limit Integer 查询记录数。

scaling_groups 列表数据结构 伸缩组列表。

 
l scaling_groups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caling_group_name String 伸缩组名称。

scaling_group_id String 伸缩组ID。

scaling_group_status String 伸缩组状态。

scaling_configuration_
id

String 伸缩配置ID。

scaling_configuration_
name

String 伸缩配置名称。

current_instance_num
ber

Integer 伸缩组中当前实例数。

desire_instance_numb
er

Integer 伸缩组中期望实例数。

min_instance_number Integer 伸缩组中最小实例数。

max_instance_number Integer 伸缩组中最大实例数。

cool_down_time Integer 冷却时间，单位是秒。

lb_listener_id String 经典型负载均衡监听器ID，多
个负载均衡监听器ID以逗号分
隔。

lbaas_listeners 列表数据结构 该参数为预留字段。

available_zones List<String> 可用分区信息。

networks 列表数据结构 网络信息。

弹性伸缩
API 参考 3 弹性伸缩组

文档版本 17 (2018-08-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3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ecurity_groups 列表数据结构 安全组信息。

create_time String 创建伸缩组时间，遵循UTC时
间。

vpc_id String 伸缩组所在的VPC ID。

detail String 伸缩组详情。

is_scaling Boolean 伸缩组伸缩标志。

health_periodic_audit_
method

String 健康检查方式。

health_periodic_audit_
time

Integer 健康检查的间隔时间。

health_periodic_audit_
grace_period

Integer 健康状况检查宽限期。

instance_terminate_po
licy

String 移除策略。

notifications List<String> 通知方式：

EMAIL为发送邮件通知。

delete_publicip Boolean 删除云服务器是否删除云服务
器绑定的弹性IP。

cloud_location_id String 该参数为预留字段。

enterprise_project_id String 企业项目ID

 
l networks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d String 网络ID。

 
l security_groups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d String 安全组ID。

 
l 响应样例

{
    "limit": 20,
    "scaling_groups": [
        {
            "networks": [
                {
                    "id": " a8327883-6b07-4497-9c61-68d03ee193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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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tail": null,
            "scaling_group_name": "healthCheck",
            "scaling_group_id": "77a7a397-7d2f-4e79-9da9-6a35e2709150",
            "scaling_group_status": "INSERVICE",
            "scaling_configuration_id": "1d281494-6085-4579-b817-c1f813be835f",
            "scaling_configuration_name": "healthCheck",
            "current_instance_number": 0,
            "desire_instance_number": 1,
            "min_instance_number": 0,
            "max_instance_number": 500,
            "cool_down_time": 300,
            "lb_listener_id": "f06c0112570743b51c0e8fbe1f235bab",
            "security_groups": [
                {
                    "id": "8a4b1d5b-0054-419f-84b1-5c8a59ebc829"
                }
            ],
            "create_time": "2015-07-23T02:46:29Z",
            "vpc_id": "863ccae2-ee85-4d27-bc5b-3ba2a198a9e2",
            "health_periodic_audit_method": "ELB_AUDIT",
            "health_periodic_audit_time": 5,
            "health_periodic_audit_grace_period": 600,
            "instance_terminate_policy": "OLD_CONFIG_OLD_INSTANCE",
            "is_scaling": false,
            "delete_publicip": false,
            "notifications": [
                "EMAIL"
            ],
            "enterprise_project_id": "c92b1a5d-6f20-43f2-b1b7-7ce35e58e413"
        }
    ],
    "total_number": 1,
    "start_number": 0
}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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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5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请求未完成。服务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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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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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3.3 查询弹性伸缩组详情

功能介绍

查询一个指定弹性伸缩组详情。

URI
l URI格式

GE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scaling_group/{scaling_group_id}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scaling_group_id 是 String 伸缩组ID。

 

请求

l 请求样例

无

响应

l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caling_group 字典数据结构 伸缩组详情。

 
l scaling_group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caling_group_name String 伸缩组名称。

scaling_group_id String 伸缩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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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caling_group_status String 伸缩组状态。

scaling_configuration_
id

String 伸缩配置ID。

scaling_configuration_
name

String 伸缩配置名称。

current_instance_num
ber

Integer 伸缩组中当前实例数。

desire_instance_numb
er

Integer 伸缩组中期望实例数。

min_instance_number Integer 伸缩组中最小实例数。

max_instance_number Integer 伸缩组中最大实例数。

cool_down_time Integer 冷却时间，单位是秒。

lb_listener_id String 经典型负载均衡监听器ID，多
个负载均衡监听器ID以逗号分
隔。

lbaas_listeners 列表数据结构 该参数为预留字段。

available_zones List<String> 可用分区信息。

networks 列表数据结构 网络信息。

security_groups 列表数据结构 安全组信息。

create_time String 创建伸缩组时间，遵循UTC时
间。

vpc_id String 伸缩组所在的VPC ID。

detail String 伸缩组详情。

is_scaling Boolean 伸缩组伸缩标志。

health_periodic_audit_
method

String 健康检查方式。

health_periodic_audit_
time

Integer 健康检查的间隔时间。

health_periodic_audit_
grace_period

Integer 健康状况检查宽限期。

instance_terminate_po
licy

String 移除策略。

notifications List<String> 通知方式：

EMAIL为发送邮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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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delete_publicip Boolean 删除云服务器是否删除云服务
器绑定的弹性IP。

cloud_location_id String 该参数为预留字段。

enterprise_project_id String 企业项目ID

 

l networks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d String 网络ID。

 

l security_groups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d String 安全组ID。

 

l 响应样例

{
    "scaling_group": {
        "networks": [
            {
                "id": "2daf6ba6-fb24-424a-b5b8-c554fab95f15"
            }
        ],
        "detail": null,
        "scaling_group_name": "api_gateway_modify",
        "scaling_group_id": "d4e50321-3777-4135-97f8-9f5e9714a4b0",
        "scaling_group_status": "INSERVICE",
        "scaling_configuration_id": "53579851-3841-418d-a97b-9cecdb663a90",
        "scaling_configuration_name": "press",
        "current_instance_number": 7,
        "desire_instance_number": 8,
        "min_instance_number": 0,
        "max_instance_number": 100,
        "cool_down_time": 900,
        "lb_listener_id": null,
        "security_groups": [
            {
                "id": "23b7b999-0a30-4b48-ae8f-ee201a88a6ab"
            }
        ],
        "create_time": "2015-09-01T08:36:10Z",
        "vpc_id": "3e22f934-800d-4bb4-a588-0b9a76108190",
        "health_periodic_audit_method": "NOVA_AUDIT",
        "health_periodic_audit_time": 60,
        "health_periodic_audit_grace_period": 600,
        "instance_terminate_policy": "OLD_CONFIG_OLD_INSTANCE",
        "is_scaling": true,
        "delete_publicip": false,
        "notifications": [
            "EMAIL"
        ],
            "enterprise_project_id": "c92b1a5d-6f20-43f2-b1b7-7ce35e58e4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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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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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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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3.4 修改弹性伸缩组

功能介绍

修改一个指定弹性伸缩组中的信息。

修改伸缩组中的伸缩配置时，不影响之前伸缩配置创建的云服务器。

URI
l URI格式

PU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scaling_group/{scaling_group_id}

l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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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scaling_group_id 是 String 伸缩组ID。

 

请求

l 要素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scaling_group_name 否 String 伸缩组名称(1-64个字符)，
只能包含中文、字母、数
字、下划线或中划线。

desire_instance_number 否 Integer 期望实例数量。

最小实例数≤期望实例数≤
最大实例数。

min_instance_number 否 Integer 最小实例数量。

max_instance_number 否 Integer 最大实例数量，大于等于
最小实例数。

cool_down_time 否 Integer 冷却时间，范围0-86400，
单位秒。

availability_zones 否 List<Stri
ng>

可用分区信息。弹性伸缩
活动中自动添加的云服务
器会被创建在指定的可用
区中。如果没有指定可用
分区，会由系统自动指定
可用分区。

详情请参考地区和终端节
点。

仅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时，才可以修改：

l 伸缩组中无伸缩活动

l 实例数为0

l 伸缩组为非启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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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networks 否 列表数
据结构

网络信息，最多支持选择5
个子网，传入的第一个子
网默认作为云服务器的主
网卡。使用vpc_id通过查
询VPC服务子网列表接口
获取，详见《虚拟私有云
API参考》的“子网 > 查
询子网列表”。仅当同时
满足以下条件时，才可以
修改：

l 伸缩组中无伸缩活动

l 实例数为0

l 伸缩组为非启用状态

security_groups 否 列表数
据结构

安全组信息。使用vpc_id
通过查询VPC服务安全组
列表接口获取，详见《虚
拟私有云API参考》的
“查询安全组列表”。

当伸缩配置和伸缩组同时
指定安全组时，将以伸缩
配置中的安全组为准；当
伸缩配置和伸缩组都没有
指定安全组时，将使用默
认安全组。为了使用灵活
性更高，推荐在伸缩配置
中指定安全组。仅当同时
满足以下条件时，才可以
修改：

l 伸缩组中无伸缩活动

l 实例数为0

l 伸缩组为非启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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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lb_listener_id 否 String 弹性负载均衡（经典型）
监听器ID，最多支持绑定
3个负载均衡监听器，多个
负载均衡监听器ID以逗号
分隔。首先使用vpc_id通
过查询ELB服务负载均衡
器列表接口获取负载均衡
器的ID，详见《弹性负载
均衡API参考》的“查询
负载均衡器列表”，再使
用该ID查询监听器列表获
取，详见《弹性负载均衡
API参考》的“查询监听
器列表”。

仅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时，才可以修改：

l 伸缩组中无伸缩活动

l 实例数为0

l 伸缩组为非启用状态

health_periodic_audit_metho
d

否 String 伸缩组实例健康检查方
式：ELB_AUDIT和
NOVA_AUDIT。
l ELB_AUDIT表示负载

均衡健康检查方式，在
有监听器的伸缩组中有
效。

l NOVA_AUDIT表示弹
性伸缩自带的健康检查
方式。

health_periodic_audit_time 否 Integer 伸缩组实例健康检查周期
（分钟）：1、5、15、
60、180。
若设置为0，可以实现10秒
级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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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instance_terminate_policy 否 String 伸缩组实例移除策略：

l OLD_CONFIG_OLD_I
NSTANCE（默认）：
从根据“较早创建的配
置”创建的实例中筛选
出较早创建的实例被优
先移除。

l OLD_CONFIG_NEW_I
NSTANCE：从根据
“较早创建的配置”创
建的实例中筛选出较新
创建的实例被优先移
除。

l OLD_INSTANCE：较
早创建的实例被优先移
除。

l NEW_INSTANCE：较
新创建的实例将被优先
移除。

health_periodic_audit_grace_
period

否 Integer 伸缩组实例健康状况检查
宽限期，取值范围
0-86400，单位是秒。

当实例加入伸缩组并且进
入已启用状态后，健康状
况检查宽限期才会启动，
伸缩组会等健康状况检查
宽限期结束后才检查实例
的运行状况。

当伸缩组实例健康检查方
式为ELB_AUDIT时，该参
数生效，若不设置该参
数，默认为10分钟。

scaling_configuration_id 否 String 伸缩配置ID，通过查询弹
性伸缩配置列表接口获
取，详见4.2 查询弹性伸缩
配置列表。

notifications 否 List<Stri
ng>

通知方式：

EMAIL为发送邮件通知。

该通知方式即将被废除，
建议给弹性伸缩组配置通
知功能。详见10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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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delete_publicip 否 Boolean 配置删除云服务器是否删
除云服务器绑定的弹性
IP。如果选择不删除，则
系统仅做解绑定操作，保
留弹性IP资源。

l true：删除云服务器时
会同时删除绑定在云服
务器上的弹性IP。当弹
性IP的计费方式为包年
包月时，不会被删除。

l false：删除云服务器
时，仅解绑定在云服务
器上的弹性IP，不删除
弹性IP。

enterprise_project_id 否 String 企业项目ID，配置伸缩组
归属的企业项目。当伸缩
组配置企业项目时，由该
伸缩组创建的弹性云服务
器将归属于该企业项目。

 
l networks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id 是 String 网络ID。

 
l security_groups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id 是 String 安全组ID。

 
l 请求样例

{
    "scaling_group_name": "group_1",
    "scaling_configuration_id": "f8327883-6a07-4497-9a61-68c03e8e72a2",
    "enterprise_project_id": "c92b1a5d-6f20-43f2-b1b7-7ce35e58e413",
    "desire_instance_number": 1,
    "min_instance_number": 1,
    "max_instance_number": 3,
    "cool_down_time": 200
}

响应

l 要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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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说明 说明

scaling_group_id String 伸缩组ID。

 
l 响应样例

{
    "scaling_group_id": "a8327883-6b07-4497-9c61-68d03ee193a1"
}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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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这
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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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个
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3.5 删除弹性伸缩组

功能介绍

删除一个指定弹性伸缩组。

force_delete属性表示如果伸缩组存在ECS实例或正在进行伸缩活动，是否强制删除伸缩
组并移出和释放ECS实例。默认值为no，表示不强制删除伸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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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force_delete的值为no，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才能删除伸缩组：

条件一：伸缩组没有正在进行的伸缩活动。

条件二：伸缩组当前的ECS实例数量（current_instance_number）为0。

如果force_delete的值为yes，伸缩组会被置于DELETING状态，拒绝接收新的伸缩活动
请求，然后等待已有的伸缩活动完成，最后将伸缩组内所有ECS实例移出伸缩组（用
户手动添加的ECS实例会被移出伸缩组，弹性伸缩自动创建的ECS实例会被自动删除）
并删除伸缩组。

URI
l URI格式

DELETE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scaling_group/{scaling_group_id}?
force_delete=no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scaling_group_id 是 String 伸缩组ID。

force_delete 否 String 是否强制删除伸
缩组。默认为
no；可选值为yes
或no。

 

请求

l 请求样例

无

响应

l 响应样例

无

返回值

l 正常

204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404 Not Found 服务器无法找到被请求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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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405 Method Not Allowed 请求中指定的方法不被允许。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这
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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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个
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3.6 启用或停止弹性伸缩组

功能介绍

启用或停止一个指定弹性伸缩组。

停止一个弹性伸缩组后，就不会根据策略产生弹性伸缩活动

URI
l URI格式

POS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scaling_group/{scaling_group_id}/action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scaling_group_id 是 String 伸缩组ID。

 

请求

l 要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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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action 是 String 启用或停止伸缩组操
作的标识。

l 启用：resume

l 停止：pause

 
l 请求样例

{
    "action": "resume"
}

响应

l 响应样例

无

返回值

l 正常

204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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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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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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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弹性伸缩配置

4.1 创建弹性伸缩配置

功能介绍

创建弹性伸缩配置。

伸缩配置是伸缩组内实例（弹性云服务器）的模板，定义了伸缩组内待添加的实例的
规格数据。弹性伸缩为某个伸缩组自动添加实例时，会根据配置创建实例。

URI
l URI格式

POS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scaling_configuration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请求

l 要素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scaling_configuration_name 是 String 伸缩配置名称
(1-64个字符)，只
能包含中文、字
母、数字、下划
线或中划线。

instance_config 是 字典数据
结构

实例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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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nstance_config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说明

l 使用支持Cloud-init或Cloudbase-init功能的镜像创建云服务器时，只能使用key_name参
数，adminPass参数无效。对于Linux弹性云服务器，如果需要注入密码，只能使用
userdata进行注入，对于Windows弹性云服务器，如果需要注入密码，只能通过元数据
admin_pass进行注入。

l 使用不支持Cloud-init或Cloudbase-init功能的镜像创建云服务器时，adminPass和
key_name参数都无效，请使用镜像内置的密码或证书登录。

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instance_id 否 String 云服务器ID，当使用已存在的云服
务器的规格为模板创建弹性伸缩配
置时传入该字段，此时flavorRef、
imageRef、disk字段不生效。

当不传入instance_id字段时
flavorRef、imageRef、disk字段为必
选。

flavorRef 否 String 云服务器的规格ID。通过查询弹性
云服务规格详情和扩展信息列表接
口获取，详见《弹性云服务器API
参考》的“查询云服务器规格详情
和扩展信息列表”。

imageRef 否 String 镜像ID，同image_id，通过查询镜
像服务镜像列表接口获取，详见
《镜像服务API参考》的“查询镜
像列表”。

disk 否 列表数据结构 磁盘组信息，系统盘必选，数据盘
可选。

key_name 是 String 登录云服务器的SSH密钥名称。

说明
当key_name与user_data同时指定时，
user_data只做用户数据注入

personality 否 列表数据结构 注入文件信息。仅支持注入文本文
件，最大支持注入5个文件，每个
文件最大1KB。

public_ip 否 字典数据结构 配置云服务器的弹性IP信息，弹性
IP有两种配置方式。

l 不使用（无该字段）

l 自动分配，需要指定新创建弹性
IP的信息

user_data 否 String cloud-init用户数据。

支持注入文本、文本文件或gzip文
件。文件内容需要进行base64格式
编码，注入内容（编码之前的内
容）最大为32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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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metadata 否 字典数据结构 创建云服务器元数据。

说明
创建密码方式鉴权的Windows弹性云服
务器时，为必填字段。

该字段暂不支持用户写入数据，但是当
使用Windows镜像创建弹性云服务器
时，该字段为必选字段。

security_grou
ps

否 列表数据结构 安全组信息。使用vpc_id通过查询
VPC服务安全组列表接口获取，详
见《虚拟私有云API参考》的“查
询安全组列表”。

当伸缩配置和伸缩组同时指定安全
组时，将以伸缩配置中的安全组为
准；当伸缩配置和伸缩组都没有指
定安全组时，将使用默认安全组。
为了使用灵活性更高，推荐在伸缩
配置中指定安全组。

 
l disk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size 是 Integer 磁盘大小，容量单位为GB。
系统盘输入大小范围为40~32768，且
不小于镜像中系统盘的最小(min_disk
属性)值。

数据盘输入大小范围为10~32768。

volume_type 是 String 云服务器数据盘对应的磁盘类型，需
要与系统所提供的磁盘类型相匹配。

磁盘类型枚举值：

l SATA：普通IO磁盘类型。

l SAS：高IO磁盘类型。

l SSD：超高IO磁盘类型。

l co-pl：高IO (性能优化Ⅰ型)磁盘类
型。

l uh-l1：超高 IO (时延优化)磁盘类
型。

说明
对于HANA云服务器和HL1型云服务器，
需使用co-p1和uh-l1两种磁盘类型。对于
其他类型的云服务器，不能使用co-p1和
uh-l1两种磁盘类型。

disk_type 是 String 系统盘还是数据盘，DATA表示为数
据盘，SYS表示为系统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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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dedicated_stor
age_id

否 String 云服务器的磁盘可指定创建在用户的
专属存储中，需要指定专属存储ID。

说明
同一个伸缩配置中的磁盘需统一指定或统
一不指定专属存储，不支持混用；当指定
专属存储时，所有专属存储需要属于同一
个可用分区，且每个磁盘选择的专属存储
支持的磁盘类型都需要和参数volume_type
保持一致。

data_disk_ima
ge_id

否 String 指定特定ID的数据盘镜像，用以导出
云服务器的数据盘。

snapshot_id 否 String 当选择使用整机镜像时，云服务器的
系统盘及数据盘将通过整机备份恢
复，需要指定磁盘备份的快照ID。

说明
磁盘备份的快照ID可通过镜像的整机备份
ID在CSBS查询备份详情获得；一个伸缩
配置中的每一个disk需要通过snapshot_id
和整机备份中的磁盘备份一一对应。

 

l personality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ath 是 String 注入文件路径信息。

1. Linux系统请输入注入文件保存
路径，例如 “/etc/foo.txt”。

2. Windows系统注入文件自动保存
在C盘根目录，只需要输入保存
文件名，例如 “foo”，文件名
只能包含字母（a~zA~Z）和数
字（0~9）。

content 是 String 注入文件内容。

该值应指定为注入文件的内容进行
base64格式编码后的信息。

 

l public_ip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eip 是 字典数据结构 配置云服务器自动分配弹性IP时，
创建弹性IP的配置参数。

 

l eip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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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ip_type 是 String 弹性IP地址类型。

类型枚举值：

l 5_bgp：全动态BGP

l 5_sbgp：静态BGP

l 5_telcom：中国电信

l 5_union：中国联通

详情请参见《虚拟私有云接口参
考》“申请弹性公网IP”章节的
“publicip”字段说明。

bandwidth 是 字典数据结构 IP地址带宽参数。

 

l bandwidth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size 是 Integer 带宽（Mbit/s），按带宽分配取值
范围为[1,2000]，按流量分配取值
范围为[1,300]。
说明

l 具体范围以各区域配置为准，请参
见控制台对应页面显示。

l 创建带宽时的最小单位会根据带宽
取值范围不同存在差异。

l 小于等于300Mbit/s：默认最小
单位为1Mbit/s。

l 300Mbit/s~1000Mbit/s：默认最
小单位为50Mbit/s。

l 大于1000Mbit/s：默认最小单
位为500Mbit/s。

share_type 是 String 带宽的共享类型。

共享类型枚举：PER，表示独享。

目前只支持独享。

charging_mod
e

是 String 带宽的计费类型。

l 字段值为“bandwidth”，表示
按带宽计费。

l 字段值为“traffic”，表示按流
量计费。

l 字段为其它值，会导致创建云
服务器失败。

 

l metadata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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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用户自定义字
段键值对

否 String 用户自定义数据总长度不大于512字节。
用户自定义键不能是空串，不能包含符
号.，以及不能以符号$开头。

说明
Windows弹性云服务器Administrator用户的密
码。

示例：

键（固定）：admin_pass

值：cloud.1234

创建密码方式鉴权的Windows弹性云服务器时
为必选字段。

 

l security_groups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id 是 String 安全组ID。

 

l 请求样例

{ 
    "scaling_configuration_name": "as-config-tlzq", 
    "instance_config": { 
        "flavorRef": "103", 
        "imageRef": "627a1223-2ca3-46a7-8d5f-7aef22c74ee6", 
        "disk": [ 
            { 
                "size": 40, 
                "volume_type": "SATA", 
                "disk_type": "SYS" 
            } 
        ], 
        "key_name": "100vm_key" ,
       "security_groups": [{
            "id": "6c22a6c0-b5d2-4a84-ac56-51090dcc33be"
       }]
    } 
}

响应

l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caling_configuration_id String 伸缩配置ID。

 

l 响应样例

{
    "scaling_configuration_id": "f8327883-6a07-4497-9a61-68c03e8e72a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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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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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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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4.2 查询弹性伸缩配置列表

功能介绍

根据输入条件，查询弹性伸缩配置列表，分页查询。

URI
l URI格式

GE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scaling_configuration{?
scaling_configuration_name,image_id,start_number,limit}

说明

可以在URI后面用‘?’和‘&’添加不同的查询条件组合。支持参数说明中所有非必选参
数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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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scaling_configuration_name 否 String 伸缩配置名称。

image_id 否 String 镜像ID，同
imageRef。

start_number 否 Integer 查询的起始行
号，默认为0。

limit 否 Integer 查询的记录条
数，默认为20。

 

请求

l 请求样例

无

响应

l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total_number Integer 总记录数。

start_number Integer 查询的起始行号。

limit Integer 查询记录数。

scaling_configurations 列表数据结构 伸缩配置列表。

 

l scaling_configurations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caling_configuration_id String 伸缩配置ID，全局唯一。

tenant String 租户ID。

scaling_configuration_name String 伸缩配置名称。

instance_config 字典数据结
构

实例配置信息。

create_time String 创建伸缩配置时间，遵循UTC时
间。

 

l instance_config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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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flavorRef String 云服务器的规格ID。

imageRef String 镜像ID，同image_id。

disk 列表数据结构 磁盘组信息。

key_name String 登录云服务器的SSH密钥名称。

instance_name String 该参数为预留字段。

instance_id String 该参数为预留字段。

adminPass String 该参数为预留字段。

personality 列表数据结构 注入文件信息。

public_ip 字典数据结构 云服务器的弹性IP信息。

user_data String cloud-init用户数据，base64格式编
码。

metadata 字典数据结构 创建云服务器元数据。

security_groups 列表数据结构 安全组信息。

 
l disk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ize Integer 磁盘大小，容量单位为GB。

volume_type String 磁盘类型。

disk_type String 系统盘还是数据盘，DATA表示为数
据盘，SYS表示为系统盘。

dedicated_storage_id String 磁盘所属的专属存储ID。

data_disk_image_id String 导入数据盘的数据盘镜像ID。

snapshot_id String 磁盘备份的快照ID。

 
l personality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path String 注入文件路径信息。

content String 注入文件内容，base64格式编码。

 
l public_ip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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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eip 字典数据结构 云服务器自动分配弹性IP时，创建弹
性IP的配置参数。

 
l eip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p_type String IP地址类型。

bandwidth 字典数据结构 IP地址带宽参数。

 
l bandwidth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ize Integer 带宽（Mbit/s）。

share_type String 带宽的共享类型。

共享类型枚举：PER，表示独享。

目前只支持独享。

charging_mode String 带宽的计费类型。

l 字段值为“bandwidth”，表示按带宽
计费。

l 字段值为“traffic”，表示按流量计
费。

 
l metadata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用户自定义字段
键值对

String metadata键、值。

 
l security_groups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d↵ String↵ 安全组ID。↵

 
l 响应样例

{
    "limit": 20,
    "total_number": 2,
    "start_number": 0,
    "scaling_configurations": [
        {
            "tenant": "ce061903a53545dcaddb300093b477d2",
            "scaling_configuration_id": "6afe46f9-7d3d-4046-8748-3b2a1085ad86",
            "scaling_configuration_name": " config_name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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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_config": {
                "disk": [
                    {
                        "size": 40,
                        "volume_type": "SATA",
                        "disk_type": "SYS"
                    },
                    {
                        "size": 100,
                        "volume_type": "SATA",
                        "disk_type": "DATA"
                    }
                ],
                "personality": null,
                "instance_name": null,
                "instance_id": null,
                "flavorRef": "103",
                "imageRef": "37ca2b35-6fc7-47ab-93c7-900324809c5c",
                "key_name": "keypair01",
                "public_ip": null,
                "user_data": null,
                "metadate": {},
                "security_groups": [{
                     "id": "6c22a6c0-b5d2-4a84-ac56-51090dcc33be"
                }],
            },
            "create_time": "2015-07-23T01:04:07Z"
        },
        {
            "tenant": "ce061903a53545dcaddb300093b477d2",
            "scaling_configuration_id": "24a8c5f3-c713-4aba-ac29-c17101009e5d",
            "scaling_configuration_name": "config_name_2",
            "instance_config": {
                "disk": [
                    {
                        "size": 40,
                        "volume_type": "SATA",
                        "disk_type": "SYS"
                    }
                ],
                "personality": null,
                "instance_name": null,
                "instance_id": null,
                "flavorRef": "103",
                "imageRef": "37ca2b35-6fc7-47ab-93c7-900324809c5c",
                "key_name": "keypair01",
                "public_ip": null,
                "user_data": null,
                "metadata": {},
                "security_groups": [{
                     "id": "6c22a6c0-b5d2-4a84-ac56-51090dcc33be"
                }],
            },
            "create_time": "2015-07-22T01:08:41Z"
        }
    ]
}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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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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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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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4.3 查询弹性伸缩配置详情

功能介绍

查询一个弹性伸缩配置的详细信息。

URI
l URI格式

GE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scaling_configuration/{scaling_configuration_id}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scaling_configuration_id 是 String 伸缩配置ID，查
询唯一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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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l 请求样例

无

响应

l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caling_configuration 字典数据结构 伸缩配置详情。

 
l scaling_configuration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caling_configuration_id String 伸缩配置ID，全局唯一。

tenant String 租户ID。

scaling_configuration_name String 伸缩配置名称。

instance_config 字典数据结
构

实例配置信息。

create_time String 创建伸缩配置时间，遵循UTC时
间。

 
l instance_config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flavorRef String 云服务器的规格ID。

imageRef String 镜像ID，同image_id。

disk 列表数据结构 磁盘组信息。

key_name String 登录云服务器的SSH密钥名称。

instance_name String 该参数为预留字段。

instance_id String 该参数为预留字段。

adminPass String 该参数为预留字段。

personality 列表数据结构 注入文件信息。

public_ip 字典数据结构 云服务器的弹性IP信息。

user_data String cloud-init用户数据，base64格式编
码。

metadata 字典数据结构 创建云服务器元数据。

security_groups 列表数据结构 安全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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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disk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ize Integer 磁盘大小，容量单位为GB。

volume_type String 磁盘类型。

disk_type String 系统盘还是数据盘，DATA表示为数
据盘，SYS表示为系统盘。

dedicated_storage_id String 磁盘所属的专属存储ID。

data_disk_image_id String 导入数据盘的数据盘镜像ID。

snapshot_id String 磁盘备份的快照ID。

 
l personality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path String 注入文件路径信息。

content String 注入文件内容，base64格式编码。

 
l public_ip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eip 字典数据结构 云服务器自动分配弹性IP时，创建弹
性IP的配置参数。

 
l eip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p_type String IP地址类型。

bandwidth 字典数据结构 IP地址带宽参数。

 
l bandwidth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ize Integer 带宽（Mbit/s）。

share_type String 带宽的共享类型。

共享类型枚举：PER，表示独享。

目前只支持独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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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charging_mode String 带宽的计费类型。

l 字段值为“bandwidth”，表示按带宽
计费。

l 字段值为“traffic”，表示按流量计
费。

 
l metadata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用户自定义字段
键值对

String metadata键、值。

 
l security_groups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d↵ String↵ 安全组ID。↵

 
l 响应样例

{
    "scaling_configuration": {
        "tenant": "ce061903a53545dcaddb300093b477d2",
        "scaling_configuration_id": "6afe46f9-7d3d-4046-8748-3b2a1085ad86",
        "scaling_configuration_name": " config_name_1",
        "instance_config": {
            "disk": [
                {
                    "size": 40,
                    "volume_type": "SATA",
                    "disk_type": "SYS"
                },
                {
                    "size": 100,
                    "volume_type": "SATA",
                    "disk_type": "DATA"
                }
            ],
            "adminPass": "***",
            "personality": null,
            "instance_name": null,
            "instance_id": null,
            "flavorRef": "103",
            "imageRef": "37ca2b35-6fc7-47ab-93c7-900324809c5c",
            "key_name": "keypair01",
            "public_ip": null,
            "user_data": null,
            "metadata": {},
            "security_groups": [{
                 "id": "6c22a6c0-b5d2-4a84-ac56-51090dcc33be"
            }]
        },
        "create_time": "2015-07-23T01:04:07Z"
    }
}

弹性伸缩
API 参考 4 弹性伸缩配置

文档版本 17 (2018-08-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3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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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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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4.4 删除弹性伸缩配置

功能介绍

删除一个指定弹性伸缩配置。被伸缩组使用的配置不能被删除。

URI
l URI格式

DELETE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scaling_configuration/
{scaling_configuration_id}

l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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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scaling_ configuration _id 是 String 伸缩配置ID。

 

请求

l 请求样例

无

响应

l 响应样例

无

返回值

l 正常

204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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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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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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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批量删除弹性伸缩配置

功能介绍

批量删除指定弹性伸缩配置。被伸缩组使用的配置不能被删除。

单次最多删除伸缩配置个数为50。

URI
l URI格式

POS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scaling_configurations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请求

l 要素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scaling_configuration_id 是 List<String> 伸缩配置ID。

 
l 请求样例

{
    "scaling_configuration_id": [
        "config1",
        "config2"
    ]
}

响应

l 响应样例

无

返回值

l 正常

204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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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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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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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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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弹性伸缩实例

5.1 查询弹性伸缩组中的实例列表

功能介绍

查询弹性伸缩组中实例信息。分页查询，根据输入的条件过滤。

URI
l URI格式

GE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scaling_group_instance/{scaling_group_id}/list{?
life_cycle_state,health_status,start_number,limit}

说明

可以在URI后面用‘?’和‘&’添加不同的查询条件组合。支持参数说明中所有非必选参
数过滤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scaling_group_id 是 String 伸缩组ID。

life_cycle_state 否 String 实例在伸缩组中的生命周期状态：

l INSERVICE：正在使用

l PENDING：正在加入伸缩组

l REMOVING：正在移出伸缩组

l PENDING_WAIT：正在加入伸
缩组：等待

l REMOVING_WAIT：正在移出
伸缩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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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health_status 否 String 实例健康状态：

l INITIALIZING：初始化

l NORMAL：正常

l ERROR：异常

start_number 否 Integer 查询的起始行号，默认为0。

limit 否 Integer 查询的记录总数，默认20，最大
100。

 

请求

l 请求样例

无

响应

l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total_number Integer 总记录数。

start_number Integer 查询的起始行号。

limit Integer 查询记录数。

scaling_group_instance
s

列表数据结构 伸缩组实例详情。

 
l scaling_group_instances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nstance_id String 实例ID。

instance_name String 实例名称。

scaling_group_id String 实例所在伸缩组ID。

scaling_group_name String 实例所在伸缩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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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life_cycle_state String 实例在伸缩组中的生命周期状态：

l INSERVICE：正在使用

l PENDING：正在加入伸缩组

l PENDING_WAIT：等待（正在加
入伸缩组）

l REMOVING：正在移出伸缩组

l REMOVING_WAIT：等待（正在
移出伸缩组）

health_status String 实例健康状态：

NORMAL、ERROR。

scaling_configuration_name String 伸缩配置名称。

l 如果返回为空，表示伸缩配置已
经被删除。

l 如果返回MANNUAL_ADD，表
示实例为手动加入。

scaling_configuration_id String 伸缩配置ID。

create_time String 实例加入伸缩组时间，遵循UTC时
间。

protect_from_scaling_down Boolean 实例的实例保护属性。

 
l 响应样例

{
    "limit": 10,
    "total_number": 1,
    "start_number": 0,
    "scaling_group_instances": [
        {
            "instance_id": "b25c1589-c96c-465b-9fef-d06540d1945c",
            "scaling_group_id": "e5d27f5c-dd76-4a61-b4bc-a67c5686719a",
            "scaling_group_name": "discuz",
            "life_cycle_state": "INSERVICE",
            "health_status": "NORMAL",
            "scaling_configuration_name": "discuz",
            "scaling_configuration_id": "ca3dcd84-d197-4c4f-af2a-cf8ba39696ac",
            "create_time": "2015-07-23T06:47:33Z",
            "instance_name": "discuz_3D210808",
            "protect_from_scaling_down": false
        }
    ]
}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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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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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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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5.2 移出弹性伸缩组实例

功能介绍

移出一个指定弹性伸缩组中实例。

实例处于INSERVICE且移出后实例数不能小于伸缩组的最小实例数时才可以移出。

当伸缩组没有伸缩活动时，才能移出实例。

URI
l URI格式

DELETE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scaling_group_instance/{instance_id}?
instance_delete=yes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instance_id 是 String 实例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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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instance_delete 否 String 实例移出伸缩组，是否删除云
服务器实例。默认为no；可选
值为yes或no。

 

请求

l 请求样例

无

响应

l 响应样例

无

返回值

l 正常

204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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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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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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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批量操作实例

功能介绍

批量移出伸缩组中的实例或批量添加伸缩组外的实例，或者批量对伸缩组中的实例设
置或取消其实例保护属性。

说明

l 批量移出弹性伸缩组中的实例时，如果该实例加入伸缩组时绑定的监听器和伸缩组本身的监
听器相同，会解绑定实例和监听器。

l 批量移出弹性伸缩组中的实例时，如果该实例加入伸缩组时绑定的监听器和伸缩组本身的监
听器不同，会保留实例和监听器的绑定关系。

l 当伸缩组发生自动减容活动时，设置了实例保护的实例将不会被移除伸缩组。

l 实例处于INSERVICE时才可以移出。

l 实例处于INSERVICE时才能设置或取消实例保护属性。

l 批量移出后实例数不能小于伸缩组的最小实例数。

l 批量添加后实例数不能大于伸缩组的最大实例数。

l 当伸缩组处于INSERVICE状态且没有伸缩活动时，才能添加实例。

l 当伸缩组没有伸缩活动时，才能移出实例。

l 向伸缩组中添加实例时，必须保证实例所在的可用分区包含于伸缩组所配置的可用分区内。

l 单次最多批量操作实例个数为10。

URI
l URI格式

POS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scaling_group_instance/{scaling_group_id}/
action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scaling_group_id 是 String 伸缩组ID。

 

请求

l 要素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instances_id 是 List<String> 云服务器ID。

instance_delet
e

否 String 从伸缩组中移出实例时，是否删除
云服务器。默认no；可选值为yes或
no。
只有action为REMOVE时，这个字
段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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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action 是 String 批量操作实例action标识：

l 添加：ADD

l 移除：REMOVE

l 设置实例保护：PROTECT

l 取消实例保护：UNPROTECT

 

l 请求样例

{
    "action": "REMOVE",
    "instances_id": [
        "instance_id_1",
        "instance_id_2"
    ],
    "instance_delete": "yes"
}

响应

l 响应样例

无

返回值

l 正常

204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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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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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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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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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弹性伸缩策略

6.1 创建弹性伸缩策略

功能介绍

创建弹性伸缩策略。

如果选择告警策略，则选择或者创建的告警只能关联一个弹性伸缩组。

URI
l URI格式

POS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scaling_policy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请求

l 要素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scaling_policy_name 是 String 策略名称（1-64字符），可以
用中文、字母、数字、下划
线、中划线的组合。

scaling_group_id 是 String 伸缩组ID，通过查询弹性伸缩
组列表获取，详见3.2 查询弹
性伸缩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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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scaling_policy_type 是 String 策略类型

l 告警策略：ALARM(与
alarm_id对应)

l 定时策略：
SCHEDULED(与
scheduled_policy对应)

l 周期策略：
RECURRENCE(与
scheduled_policy对应)

alarm_id 否 String 告警ID，即告警规则的ID，当
scaling_policy_type为ALARM
时该项必选，此时
scheduled_policy不生效。

创建告警策略成功后，会自动
为该告警ID对应的告警规则的
alarm_actions字段增加类型为
autoscaling的告警触发动作。

告警ID通过查询云监控告警规
则列表获取，详见《云监控
API参考》的“查询告警规则
列表”。

scheduled_policy 否 字典数据结构 定时、周期任务策略，当
scaling_policy_type为
SCHEDULED或
RECURRENCE时该项必选，
此时alarm_id不生效。

scaling_policy_actio
n

否 字典数据结构 策略执行具体动作。

cool_down_time 否 Integer 冷却时间，取值范围0-86400，
默认为300，单位是秒。

 
l scheduled_policy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launch_time 是 String 触发时间，遵循UTC时间。

l 如果scaling_policy_type为
SCHEDULED，则格式为：
YYYY-MM-DDThh:mmZ。

l 如果scaling_policy_type为
RECURRENCE，则格式
为：hh: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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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recurrence_type 否 String 周期触发类型，
scaling_policy_type为
RECURRENCE时该项必选。

Daily：每天执行一次

Weekly：每周指定天执行一
次。

Monthly：每月指定天执行一
次。

recurrence_value 否 String 周期触发任务数值，
scaling_policy_type为
RECURRENCE时该项必选。

l 类型为Daily时，该字段为
null，表示每天执行

l 类型为Weekly时，该字段
取值范围为1-7，1表示星期
日，以此类推，以”,”分
割，例如：1,3,5。

l 类型为Monthly时，该字段
取值范围为1-31，分别表示
每月的日期，以“,”分
割，例如：1,10,13,28。

start_time 否 String 周期策略重复执行开始时间，
遵循UTC时间。

默认为当前时间

格式为：YYYY-MM-
DDThh:mmZ。

end_time 否 String 周期策略重复执行结束时间，
遵循UTC时间，
scaling_policy_type为
RECURRENCE时该项必选。

当为周期类型策略时，不得早
于当前时间和开始时间

格式为：YYYY-MM-
DDThh:mmZ。

 
l scaling_policy_action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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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
否
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operation 否 String 操作选项，默认为ADD。

ADD：添加实例

REMOVE：移除实例

SET：设置实例数为

instance_number 否 Integer 操作实例个数，默认为1。
配置参数时，instance_number和
instance_percentage参数只能选其中
一个进行配置。

instance_percentage 否 Integer 操作实例百分比，将当前组容量增
加、减少或设置为指定的百分比，
取值范围为0到20000的整数。

当instance_number和
instance_percentage参数均无配置
时，则操作实例个数为1。
配置参数时，instance_number和
instance_percentage参数只能选其中
一个进行配置。

 

l 请求样例

{
    "scaling_policy_name": "as-policy-7a75",
    "scaling_policy_action": {
        "operation": "ADD",
        "instance_number": 1
    },
    "cool_down_time": 900,
    "scheduled_policy": {
        "launch_time": "16:00",
        "recurrence_type": "Daily",
        "recurrence_value": null,
        "start_time": "2015-12-14T03:34Z",
        "end_time": "2015-12-27T03:34Z"
    },
    "scaling_policy_type": "RECURRENCE",
    "scaling_group_id": "5bc3aa02-b83e-454c-aba1-4d2095c68f8b"
}

响应

l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caling_policy_id String 伸缩策略ID。

 

l 响应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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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ling_policy_id": "0h327883-324n-4dzd-9c61-68d03ee191dd"
}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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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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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6.2 创建弹性伸缩策略（V2 版本）

功能介绍

可针对不同类型资源如伸缩组或带宽，创建弹性伸缩策略。

URI
l URI格式

POST /autoscaling-api/v2/{tenant_id}/scaling_policy
l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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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请求

l 要素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scaling_policy_
name

是 String 策略名称（1-64字符），可以用中文、
字母、数字、下划线、中划线的组
合。

scaling_resourc
e_id

是 String 伸缩资源ID，伸缩组唯一标识或带宽
唯一标识

l 如果scaling_resource_type为
SCALING_GROUP，对应伸缩组唯
一标识

l 如果scaling_resource_type为
BANDWIDTH，对应带宽唯一标识

scaling_resourc
e_type

是 string 伸缩资源类型

l 伸缩组：SCALING_GROUP

l 带宽：BANDWIDTH

scaling_policy_
type

是 String 策略类型

l 告警策略：ALARM(与alarm_id对
应)

l 定时策略：SCHEDULED(与
scheduled_policy对应)

l 周期策略：RECURRENCE(与
scheduled_policy对应)

alarm_id 否 String 告警ID，即告警规则的ID，当
scaling_policy_type为ALARM时该项必
选，此时scheduled_policy不生效。

创建告警策略成功后，会自动为该告
警ID对应的告警规则的alarm_actions字
段增加类型为autoscaling的告警触发动
作。

告警ID通过查询云监控告警规则列表
获取，详见《云监控API参考》的“查
询告警规则列表”。

scheduled_poli
cy

否 字典数据
结构

定时、周期任务策略，当
scaling_policy_type为SCHEDULED或
RECURRENCE时该项必选，此时
alarm_id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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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scaling_policy_
action

否 字典数据
结构

策略执行具体动作。

cool_down_tim
e

否 Integer 冷却时间，取值范围0-86400，默认为
300，单位是秒。

 
l scheduled_policy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launch_time 是 String 触发时间，遵循UTC时间。

l 如果scaling_policy_type为
SCHEDULED，则格式为：YYYY-
MM-DDThh:mmZ。

l 如果scaling_policy_type为
RECURRENCE，则格式为：
hh:mm。

recurrence_type 否 String 周期触发类型，scaling_policy_type为
RECURRENCE时该项必选。

Daily：每天执行一次

Weekly：每周指定天执行一次。

Monthly：每月指定天执行一次。

recurrence_valu
e

否 String 周期触发任务数值，
scaling_policy_type为RECURRENCE时
该项必选。

l 类型为Daily时，该字段为null，表
示每天执行

l 类型为Weekly时，该字段取值范围
为1-7，1表示星期日，以此类推，
以”,”分割，例如：1,3,5。

l 类型为Monthly时，该字段取值范
围为1-31，分别表示每月的日期，
以“,”分割，例如：1,10,13,28。
说明
当recurrence_type类型为Daily时，
recurrence_value参数不生效。

start_time 否 String 周期策略重复执行开始时间，遵循
UTC时间，默认为当前时间。

格式为：YYYY-MM-DDThh:mm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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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end_time 否 String 周期策略重复执行结束时间，遵循
UTC时间，scaling_policy_type为
RECURRENCE时该项必选。当为周期
类型策略时，不得早于当前时间和开
始时间。

格式为：YYYY-MM-DDThh:mmZ。

 
l scaling_policy_action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operation 否 String 操作选项，默认为ADD。

ADD：添加

REDUCE：减少

SET：设置为

size 否 Integer 操作大小，取值范围为0到300的整
数，默认为1。
当scaling_resource_type为
SCALING_GROUP时，size为实例个
数，取值范围为0到300的整数，默认
为1。
当scaling_resource_type为
BANDWIDTH时，size表示带宽大
小，单位为Mbit/s，取值范围为1到
300的整数，默认为1。
当scaling_resource_type为
SCALING_GROUP时，size和
percentage参数只能选其中一个进行配
置。

percentage 否 Integer 操作百分比，取值范围为0到20000的
整数

当scaling_resource_type为
SCALING_GROUP时，size和
percentage参数只能选其中一个进行配
置，如果size和instance_percentage参
数均无配置，则size默认为1。
当scaling_resource_type为
BANDWIDTH时，不支持配置
instance_percentage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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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limits 否 Integer 操作限制

当scaling_resource_type为
BANDWIDTH，且operation不为SET
时，limits参数生效，单位为Mbit/s。
此时，

当operation为ADD时，limits表示带宽
可调整的上限；

当operation为REDUCE时，limits表示
带宽可调整的下限。

 

l 请求样例
{ 
    "alarm_id": "al1513822380493GvlJKZwA8",
    "cool_down_time": 900,
    "scaling_resource_id": "8ade64b5-d685-40b8-8582-4ce306ea37a6",
    "scaling_resource_type": "BANDWIDTH",
    "scaling_policy_action": {
           "size": 1,
           "operation": "ADD",
           "limits": 10
    },
    "scaling_policy_name": "hth_aspolicy_1",
    "scaling_policy_type": "ALARM",
    "scheduled_policy": {
    }
}

响应

l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caling_policy_id String 伸缩策略ID。

 

l 响应样例
{ 
     "scaling_policy_id": "0h327883-324n-4dzd-9c61-68d03ee191dd"  
}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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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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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
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
证，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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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
到一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6.3 修改弹性伸缩策略

功能介绍

修改指定弹性伸缩策略。

URI
l URI格式

PU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scaling_policy/{scaling_policy_id}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scaling_policy_id 是 String 伸缩策略ID。

 

请求

l 要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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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scaling_policy_name 否 String 策略名称（1-64字符），可以
用中文、字母、数字、下划
线、中划线的组合。

scaling_policy_type 否 String 策略类型

l 告警策略：ALARM(与
alarm_id对应)

l 定时策略：
SCHEDULED(与
scheduled_policy对应)

l 周期策略：
RECURRENCE(与
scheduled_policy对应)

alarm_id 否 String 告警ID，即告警规则的ID，
当scaling_policy_type为
ALARM时该项必选，此时
scheduled_policy不生效。

修改成功后，会自动为该告
警ID对应的告警规则的
alarm_actions字段增加类型为
autoscaling的告警触发动作。

告警ID通过查询云监控告警
规则列表获取，详见《云监
控API参考》的“查询告警规
则列表”。

scheduled_policy 否 字典数据结构 定时、周期任务策略，当
scaling_policy_type为
SCHEDULED或
RECURRENCE时该项必选，
此时alarm_id不生效。

scaling_policy_action 否 字典数据结构 策略执行具体动作。

cool_down_time 否 Integer 冷却时间，取值范围
0-86400，单位是秒。

 
l scheduled_policy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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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launch_time 否 String 触发时间，遵循UTC时间。

l 如果scaling_policy_type为
SCHEDULED，则格式为：
YYYY-MM-DDThh:mmZ。

l 如果scaling_policy_type为
RECURRENCE，则格式
为：hh:mm。

recurrence_type 否 String 周期触发类型，
scaling_policy_type为
RECURRENCE时该项必选。

Daily：每天执行一次

Weekly：每周指定天执行一
次。

Monthly：每月指定天执行一
次。

recurrence_value 否 String 周期触发任务数值，
scaling_policy_type为
RECURRENCE时该项必选。

l 类型为Daily时，该字段为
null，表示每天执行

l 类型为Weekly时，该字段
取值范围为1-7，1表示星期
日，以此类推，以”,”分
割，例如：1,3,5。

l 类型为Monthly时，该字段
取值范围为1-31，分别表示
每月的日期，以“,”分
割，例如：1,10,13,28。

start_time 否 String 周期策略重复执行开始时间，
遵循UTC时间。

格式为：YYYY-MM-
DDThh:mmZ。

end_time 否 String 周期策略重复执行结束时间，
遵循UTC时间，
scaling_policy_type为
RECURRENCE时该项必选。

当为周期类型策略时，不得早
于当前时间和开始时间

格式为：YYYY-MM-
DDThh:mmZ。

 
l scaling_policy_action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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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
否
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operation 否 String 操作选项

ADD：添加实例

REMOVE：移除实例

SET：设置实例数为

instance_number 否 Integer 操作实例个数

配置参数时，instance_number和
instance_percentage参数只能选其中
一个进行配置。

instance_percentage 否 Integer 操作实例百分比，将当前组容量增
加、减少或设置为指定的百分比。

当instance_number和
instance_percentage参数均无配置
时，则操作实例个数为1。
配置参数时，instance_number和
instance_percentage参数只能选其中
一个进行配置。

 

l 请求样例

{
    "scaling_policy_type": "RECURRENCE",
    "scaling_policy_name": "policy_01",
    "scheduled_policy": {
        "launch_time": "16:00",
        "recurrence_type": "Daily",
        "recurrence_value": null,
        "end_time": "2016-02-08T17:31Z",
        "start_time": "2016-01-08T17:31Z"
    },
    "scaling_policy_action": {
        "operation": "SET",
        "instance_number": 2
    },
    "cool_down_time": 300
}

响应

l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caling_policy_id String 伸缩策略ID。

 

l 响应样例

{
    "scaling_policy_id": "0h327883-324n-4dzd-9c61-68d03ee191d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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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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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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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6.4 修改弹性伸缩策略（V2 版本）

功能介绍

修改指定弹性伸缩策略。

URI
l URI格式

PUT /autoscaling-api/v2/{tenant_id}/scaling_policy/{scaling_policy_id}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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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scaling_policy_id 是 String 伸缩策略ID。

 

请求

l 要素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scaling_policy_name 否 String 策略名称（1-64字符），可以
用中文、字母、数字、下划
线、中划线的组合。

scaling_policy_type 否 String 策略类型

l 告警策略：ALARM(与
alarm_id对应)

l 定时策略：
SCHEDULED(与
scheduled_policy对应)

l 周期策略：
RECURRENCE(与
scheduled_policy对应)

scaling_resource_id 否 String 伸缩资源ID，伸缩组唯一标
识或带宽唯一标识

scaling_resource_type 否 string 伸缩资源类型

l 伸缩组：
SCALING_GROUP

l 带宽：BANDWIDTH

alarm_id 否 String 告警ID，即告警规则的ID，
当scaling_policy_type为
ALARM时该项必选，此时
scheduled_policy不生效。

修改成功后，会自动为该告
警ID对应的告警规则的
alarm_actions字段增加类型为
autoscaling的告警触发动作。

告警ID通过查询云监控告警
规则列表获取，详见《云监
控API参考》的“查询告警规
则列表”。

scheduled_policy 否 字典数据结
构

定时、周期任务策略，当
scaling_policy_type为
SCHEDULED或
RECURRENCE时该项必选，
此时alarm_id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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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scaling_policy_action 否 字典数据结
构

策略执行具体动作。

cool_down_time 否 Integer 冷却时间，取值范围
0-86400，单位是秒。

 
l scheduled_policy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launch_time 否 String 触发时间，遵循UTC时间。

l 如果scaling_policy_type为
SCHEDULED，则格式为：
YYYY-MM-DDThh:mmZ。

l 如果scaling_policy_type为
RECURRENCE，则格式
为：hh:mm。

recurrence_type 否 String 周期触发类型，
scaling_policy_type为
RECURRENCE时该项必选。

Daily：每天执行一次

Weekly：每周指定天执行一
次。

Monthly：每月指定天执行一
次。

recurrence_value 否 String 周期触发任务数值，
scaling_policy_type为
RECURRENCE时该项必选。

l 类型为Daily时，该字段为
null，表示每天执行

l 类型为Weekly时，该字段取
值范围为1-7，1表示星期
日，以此类推，以”,”分
割，例如：1,3,5。

l 类型为Monthly时，该字段
取值范围为1-31，分别表示
每月的日期，以“,”分
割，例如：1,10,13,28。

start_time 否 String 周期策略重复执行开始时间，
遵循UTC时间。

格式为：YYYY-MM-
DDThh:mm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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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end_time 否 String 周期策略重复执行结束时间，
遵循UTC时间，
scaling_policy_type为
RECURRENCE时该项必选。

当为周期类型策略时，不得早
于当前时间和开始时间

格式为：YYYY-MM-
DDThh:mmZ。

 

l scaling_policy_action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是
否
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operation 否 String 操作选项

ADD：增加

REDUCE：减少

SET：设置为

size 否 Integer 操作大小

当scaling_resource_type为
SCALING_GROUP时，size为实例个
数，取值范围为0到300的整数。

当scaling_resource_type为
BANDWIDTH时，size表示带宽大
小，单位为Mbit/s，取值范围为1到
300的整数。

当scaling_resource_type为
SCALING_GROUP时，size和
percentage参数只能选其中一个进行
配置。

percentage 否 Integer 操作百分比，取值范围为0到20000
的整数

当scaling_resource_type为
SCALING_GROUP时，size和
percentage参数只能选其中一个进行
配置。

当scaling_resource_type为
BANDWIDTH时，不支持配置
instance_percentage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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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
否
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limits 否 Integer 操作限制

当scaling_resource_type为
BANDWIDTH时，limits生效，单位
为Mbit/s。
此时，

当operation为ADD时，limits表示最
高带宽限制；

当operation为REDUCE时，limits表
示最低带宽限制。

 
l 请求样例

{
    "alarm_id": "al1513822380493GvlJKZwA8",
    "cool_down_time": 900,
    "scaling_resource_id": "8ade64b5-d685-40b8-8582-4ce306ea37a6",
    "scaling_resource_type": "BANDWIDTH",
    "scaling_policy_action": {
           "size": 1,
           "operation": "ADD",
           "limits": 10
    },
    "scaling_policy_name": "hth_aspolicy_1",
    "scaling_policy_type": "ALARM",
    "scheduled_policy": {
    }
}

响应

l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caling_policy_id String 伸缩策略ID。

 
l 响应样例

{ 
     "scaling_policy_id": "0h327883-324n-4dzd-9c61-68d03ee191dd"  
}

返回值

l 正常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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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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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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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6.5 查询弹性伸缩策略列表

功能介绍

查询弹性伸缩策略信息。分页查询，根据输入的条件过滤。

URI
l URI格式

GE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scaling_policy/{scaling_group_id}/list{?
scaling_policy_name,scaling_policy_type,scaling_policy_id,start_number,limit}

说明

可以在URI后面用‘?’和‘&’添加不同的查询条件组合。支持参数说明中所有非必选参数过滤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scaling_group_id 是 String 伸缩组ID。

scaling_policy_name 否 String 伸缩策略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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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scaling_policy_type 否 String 策略类型。

scaling_policy_id 否 String 伸缩策略ID

start_number 否 Integer 查询的起始行号，默认为0。

limit 否 Integer 查询记录数，默认20，最大
100。

 

请求

l 请求样例

无

响应

l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total_number Integer 总记录数。

start_number Integer 查询的起始行号。

limit Integer 查询记录数。

scaling_policies 列表数据结构 伸缩策略列表。

 
l scaling_policies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caling_group_id String 伸缩组ID。

scaling_policy_name String 伸缩策略名称。

policy_status String 伸缩策略状态

l INSERVICE：使用中

l PAUSED：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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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caling_policy_type String 伸缩策略类型：

l ALARM：告警策略，此时alarm_id有返
回，scheduled_policy不会返回。

l SCHEDULED：定时策略，此时
alarm_id不会返回，scheduled_policy有
返回，并且recurrence_type、
recurrence_value、start_time和end_time
不会返回。

l RECURRENCE：周期策略，此时
alarm_id不会返回，scheduled_policy有
返回，并且recurrence_type、
recurrence_value、start_time和end_time
有返回。

alarm_id String 告警ID。

scheduled_policy 字典数据结
构

定时、周期任务策略。

scaling_policy_actio
n

字典数据结
构

策略执行具体动作。

cool_down_time Integer 冷却时间，单位秒。

create_time String 创建伸缩策略时间，遵循UTC时间。

 
l scheduled_policy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launch_time String 触发时间，遵循UTC时间。

l 如果scaling_policy_type为
SCHEDULED，则格式为：YYYY-MM-
DDThh:mmZ。

l 如果scaling_policy_type为
RECURRENCE，则格式为：hh:mm。

recurrence_type String 周期触发类型。

Daily：每天执行一次

Weekly：每周指定天执行一次。

Monthly：每月指定天执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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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recurrence_value String 周期触发任务数值：

l 类型为Daily时，该字段为null，表示每
天执行

l 类型为Weekly时，该字段取值范围为
1-7，1表示星期日，以此类推，以”,”
分割，例如：1,3,5。

l 类型为Monthly时，该字段取值范围为
1-31，分别表示每月的日期，以”,”分
割，例如：1,10,13,28。

start_time String 周期策略重复执行开始时间，遵循UTC时
间。

格式为：YYYY-MM-DDThh:mmZ。

end_time String 周期策略重复执行结束时间，遵循UTC时
间。

格式为：YYYY-MM-DDThh:mmZ。

 
l scaling_policy_action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operation String 操作选项。

ADD：添加实例

REMOVE：移除实例

SET：设置实例数为

instance_number Integer 操作实例个数。

instance_percentage Integer 操作实例百分比。

 
l 响应样例

{
    "limit": 20,
    "total_number": 1,
    "start_number": 0,
    "scaling_policies": [
        {
            "scaling_group_id": "e5d27f5c-dd76-4a61-b4bc-a67c5686719a",
            "scaling_policy_name": "定时1",
            "scaling_policy_type": "SCHEDULED",
            "scheduled_policy": {
                "launch_time": "2015-07-24T01:21Z"
            },
            "cool_down_time": 300,
            "scaling_policy_action": {
                "operation": "REMOVE",
                "instance_number": 1
            },
            "policy_status": "INSERVICE",
            "create_time": "2015-07-24T01:09:30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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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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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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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6.6 查询弹性伸缩策略列表（V2 版本）

功能介绍

查询弹性伸缩策略信息。分页查询，根据输入的条件过滤。

URI
l URI格式

GET /autoscaling-api/v2/{tenant_id}/scaling_policy/{scaling_resource_id}/list{?
scaling_policy_name,scaling_policy_type,scaling_policy_id,start_number,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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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可以在URI后面用‘?’和‘&’添加不同的查询条件组合。支持参数说明中所有非必选参数过
滤。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scaling_resource_id 是 String 伸缩资源ID。

scaling_policy_name 否 String 伸缩策略名称。

scaling_policy_type 否 String 策略类型。

scaling_policy_id 否 String 伸缩策略ID

start_number 否 Integer 查询的起始行号，默认为0。

limit 否 Integer 查询记录数，默认20，最大
100。

 

请求

l 请求样例

无

响应

l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total_number Integer 总记录数。

start_number Integer 查询的起始行号。

limit Integer 查询记录数。

scaling_policies 列表数据结构 伸缩策略列表。

 
l scaling_policies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caling_policy_nam
e

String 伸缩策略名称。

scaling_policy_id String 伸缩策略ID。

scaling_resource_id String 伸缩资源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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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caling_resource_ty
pe

string 伸缩资源类型

l 伸缩组：SCALING_GROUP

l 带宽：BANDWIDTH

policy_status String 伸缩策略状态

l INSERVICE：使用中

l PAUSED：停止

l EXECUTING：执行中

scaling_policy_type String 伸缩策略类型：

l ALARM：告警策略，此时alarm_id有返
回，scheduled_policy不会返回。

l SCHEDULED：定时策略，此时
alarm_id不会返回，scheduled_policy有
返回，并且recurrence_type、
recurrence_value、start_time和end_time
不会返回。

l RECURRENCE：周期策略，此时
alarm_id不会返回，scheduled_policy有
返回，并且recurrence_type、
recurrence_value、start_time和end_time
有返回。

alarm_id String 告警ID。

scheduled_policy 字典数据结
构

定时、周期任务策略。

scaling_policy_actio
n

字典数据结
构

策略执行具体动作。

cool_down_time Integer 冷却时间，单位秒。

create_time String 创建伸缩策略时间，遵循UTC时间。

 
l scheduled_policy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launch_time String 触发时间，遵循UTC时间。

l 如果scaling_policy_type为
SCHEDULED，则格式为：YYYY-MM-
DDThh:mmZ。

l 如果scaling_policy_type为
RECURRENCE，则格式为：hh: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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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recurrence_type String 周期触发类型。

Daily：每天执行一次

Weekly：每周指定天执行一次。

Monthly：每月指定天执行一次。

recurrence_value String 周期触发任务数值：

l 类型为Daily时，该字段为null，表示每
天执行

l 类型为Weekly时，该字段取值范围为
1-7，1表示星期日，以此类推，以”,”
分割，例如：1,3,5。

l 类型为Monthly时，该字段取值范围为
1-31，分别表示每月的日期，以”,”分
割，例如：1,10,13,28。

start_time String 周期策略重复执行开始时间，遵循UTC时
间。

格式为：YYYY-MM-DDThh:mmZ。

end_time String 周期策略重复执行结束时间，遵循UTC时
间。

格式为：YYYY-MM-DDThh:mmZ。

 
l scaling_policy_action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operation String 操作选项。

ADD：增加

REDUCE：减少

SET：设置为

size Integer 操作实例个数。

percentage Integer 操作实例百分比。

limits Integer 操作限制

 
l 响应样例

{
    "limit": 20,
    "total_number": 3,
    "start_number": 0,
    "scaling_policies": [
        {
            "scaling_policy_id": "803a35a5-38fb-4d27-a042-496c14bc1fb8",
            "scaling_policy_name": "as-policy-7a75",
            "scaling_resource_id": "8ade64b5-d685-40b8-8582-4ce306ea37a6",
            "scaling_resource_type": "SCALING_GROUP",
            "scaling_policy_type": "RECURRENCE",
            "scheduled_policy": {

弹性伸缩
API 参考 6 弹性伸缩策略

文档版本 17 (2018-08-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91



                "launch_time": "03:30",
                "recurrence_type": "Daily",
                "start_time": "2017-08-28T03:08Z",
                "end_time": "2017-09-01T03:08Z"
            },
            "cool_down_time": 900,
            "scaling_policy_action": {
                "operation": "ADD",
                "size": 1
            },
            "policy_status": "INSERVICE",
            "create_time": "2017-08-31T03:02:41Z"
        },
        {
            "scaling_policy_id": "535fd67e-276b-409c-879e-52f4e09e14bb",
            "scaling_policy_name": "as-policy-7a75",
            "scaling_resource_id": "8ade64b5-d685-40b8-8582-4ce306ea37a6",
            "scaling_resource_type": "SCALING_GROUP",
            "scaling_policy_type": "RECURRENCE",
            "scheduled_policy": {
                "launch_time": "21:30",
                "recurrence_type": "Daily",
                "start_time": "2017-08-27T21:08Z",
                "end_time": "2017-08-31T21:08Z"
            },
            "cool_down_time": 900,
            "scaling_policy_action": {
                "operation": "ADD",
                "size": 1
            },
            "policy_status": "INSERVICE",
            "create_time": "2017-08-31T07:35:05Z"
        },
        {
            "scaling_policy_id": "37df92f8-73cb-469e-a420-c15f445d2ee1",
            "scaling_policy_name": "as-policy-7a75",
            "scaling_resource_id": "8ade64b5-d685-40b8-8582-4ce306ea37a6",
            "scaling_resource_type": "SCALING_GROUP",
            "scaling_policy_type": "RECURRENCE",
            "scheduled_policy": {
                "launch_time": "22:30",
                "recurrence_type": "Daily",
                "start_time": "2017-08-27T22:08Z",
                "end_time": "2017-08-31T22:08Z"
            },
            "cool_down_time": 900,
            "scaling_policy_action": {
                "operation": "ADD",
                "size": 1
            },
            "policy_status": "INSERVICE",
            "create_time": "2017-08-31T07:41:06Z"
        }
    ]
}

返回值

l 正常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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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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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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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6.7 查询弹性伸缩策略详情

功能介绍

查询指定弹性伸缩策略信息。

URI
l URI格式

GE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scaling_policy/{scaling_policy_id}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scaling_policy_id 是 String 伸缩策略ID。

 

请求

l 请求样例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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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l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caling_policy 字典数据结构 伸缩策略详情。

 
l scaling_policy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caling_group_id String 伸缩组ID。

scaling_policy_name String 伸缩策略名称。

scaling_policy_id String 伸缩策略ID。

policy_status String 伸缩策略状态

l INSERVICE：使用中

l PAUSED：停止

scaling_policy_type String 伸缩策略类型：

l ALARM：告警策略，此时alarm_id有返
回，scheduled_policy不会返回。

l SCHEDULED：定时策略，此时
alarm_id不会返回，scheduled_policy有
返回，并且recurrence_type、
recurrence_value、start_time和end_time
不会返回。

l RECURRENCE：周期策略，此时
alarm_id不会返回，scheduled_policy有
返回，并且recurrence_type、
recurrence_value、start_time和end_time
有返回。

alarm_id String 告警ID。

scheduled_policy 字典数据结
构

定时、周期任务策略。

scaling_policy_actio
n

字典数据结
构

策略执行具体动作。

cool_down_time Integer 冷却时间，单位秒。

create_time String 创建伸缩策略时间，遵循UTC时间。

 
l scheduled_policy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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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launch_time String 触发时间，遵循UTC时间。

l 如果scaling_policy_type为
SCHEDULED，则格式为：YYYY-MM-
DDThh:mmZ。

l 如果scaling_policy_type为
RECURRENCE，则格式为：hh:mm。

recurrence_type String 周期触发类型。

Daily：每天执行一次

Weekly：每周指定天执行一次。

Monthly：每月指定天执行一次。

recurrence_value String 周期触发任务数值：

l 类型为Daily时，该字段为null，表示每
天执行

l 类型为Weekly时，该字段取值范围为
1-7，1表示星期日，以此类推，以”,”
分割，例如：1,3,5。

l 类型为Monthly时，该字段取值范围为
1-31，分别表示每月的日期，以”,”分
割，例如：1,10,13,28。

start_time String 周期策略重复执行开始时间，遵循UTC时
间。

格式为：YYYY-MM-DDThh:mmZ。

end_time String 周期策略重复执行结束时间，遵循UTC时
间。

格式为：YYYY-MM-DDThh:mmZ。

 
l scaling_policy_action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operation String 操作选项。

ADD：添加实例

REMOVE：移除实例

SET：设置实例数为

instance_number Integer 操作实例个数。

instance_percentage Integer 操作实例百分比。

 
l 响应样例

{
    "scaling_policy": {
        "scaling_policy_id": "fd7d63ce-8f5c-443e-b9a0-bef9386b23b3",
        "scaling_group_id": "e5d27f5c-dd76-4a61-b4bc-a67c56867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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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ling_policy_name": "定时1",
        "scaling_policy_type": "SCHEDULED",
        "scheduled_policy": {
            "launch_time": "2015-07-24T01:21Z"
        },
        "cool_down_time": 300,
        "scaling_policy_action": {
            "operation": "REMOVE",
            "instance_number": 1
        },
        "policy_status": "INSERVICE",
        "create_time": "2015-07-24T01:09:30Z"
    }
}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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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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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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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查询弹性伸缩策略详情（V2 版本）

功能介绍

查询指定弹性伸缩策略信息。

URI
l URI格式

GET /autoscaling-api/v2/{tenant_id}/scaling_policy/{scaling_policy_id}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scaling_policy_id 是 String 伸缩策略ID。

 

请求

l 请求样例

无

响应

l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caling_policy 字典数据结构 伸缩策略详情。

 
l scaling_policy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scaling_resource_id String 伸缩资源ID。

scaling_resource_ty
pe

string 伸缩资源类型

l 伸缩组：SCALING_GROUP

l 带宽：BANDWIDTH

scaling_policy_nam
e

String 伸缩策略名称。

scaling_policy_id String 伸缩策略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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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policy_status String 伸缩策略状态

l INSERVICE：使用中

l PAUSED：停止

l EXECUTING：执行中

scaling_policy_type String 伸缩策略类型：

l ALARM：告警策略，此时alarm_id有返
回，scheduled_policy不会返回。

l SCHEDULED：定时策略，此时
alarm_id不会返回，scheduled_policy有
返回，并且recurrence_type、
recurrence_value、start_time和end_time
不会返回。

l RECURRENCE：周期策略，此时
alarm_id不会返回，scheduled_policy有
返回，并且recurrence_type、
recurrence_value、start_time和end_time
有返回。

alarm_id String 告警ID。

scheduled_policy 字典数据结
构

定时、周期任务策略。

scaling_policy_actio
n

字典数据结
构

策略执行具体动作。

cool_down_time Integer 冷却时间，单位秒。

create_time String 创建伸缩策略时间，遵循UTC时间。

meta_data 字典数据结
构

附加信息。

 

l scheduled_policy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launch_time String 触发时间，遵循UTC时间。

l 如果scaling_policy_type为
SCHEDULED，则格式为：YYYY-MM-
DDThh:mmZ。

l 如果scaling_policy_type为
RECURRENCE，则格式为：hh:mm。

recurrence_type String 周期触发类型。

Daily：每天执行一次

Weekly：每周指定天执行一次。

Monthly：每月指定天执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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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recurrence_value String 周期触发任务数值：

l 类型为Daily时，该字段为null，表示每
天执行

l 类型为Weekly时，该字段取值范围为
1-7，1表示星期日，以此类推，以”,”
分割，例如：1,3,5。

l 类型为Monthly时，该字段取值范围为
1-31，分别表示每月的日期，以”,”分
割，例如：1,10,13,28。

start_time String 周期策略重复执行开始时间，遵循UTC时
间。

格式为：YYYY-MM-DDThh:mmZ。

end_time String 周期策略重复执行结束时间，遵循UTC时
间。

格式为：YYYY-MM-DDThh:mmZ。

 
l scaling_policy_action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operation String 操作选项。

ADD：减少

REDUCE：增加

SET：设置为

size Integer 操作大小

percentage Integer 操作百分比。

limits Integer 操作限制

 
l meta_data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附加字段键值对 String metadata键、值。

 
l 响应样例

{
    "scaling_policy": {
           "scaling_policy_id": "906f73ff-56e8-41b2-a005-8157d0c60361",
           "scaling_policy_name": "hth_aspolicy_1",
           "scaling_resource_id": "8ade64b5-d685-40b8-8582-4ce306ea37a6",
           "scaling_resource_type": "BANDWIDTH",
           "scaling_policy_type": "ALARM",
           "alarm_id": "al1513822380493GvlJKZwA8",
           "scheduled_policy": {
           },
           "cool_down_time":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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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ling_policy_action": {
                  "operation": "ADD",
                  "size": 1,
                  "limits": 111
           },
           "policy_status": "INSERVICE",
           "create_time": "2018-03-21T08:03:35Z",
           "meta_data": {
               "metadata_eip_id": "263f0886-de6a-4e21-ad83-814ca9f3844e",
               "metadata_eip_address": "255.255.255.255"
           }
    }
}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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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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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6.9 执行或启用或停止弹性伸缩策略

功能介绍

立即执行或启用或停止一个指定弹性伸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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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伸缩组、伸缩策略状态处于INSERVICE时，伸缩策略才能被正确执行，否则会执行
失败。

URI
l URI格式

POS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scaling_policy/{scaling_policy_id}/action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scaling_policy_id 是 String 伸缩策略ID。

 

请求

l 要素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action 是 String 执行或启用或停止伸缩策
略操作的标识。

l 执行：execute

l 启用：resume

l 停止：pause

 
l 请求样例

{
    "action": "execute"
}

响应

l 响应样例

无

返回值

l 正常

204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404 Not Found 服务器无法找到被请求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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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405 Method Not Allowed 请求中指定的方法不被允许。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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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6.10 删除弹性伸缩策略

功能介绍

删除一个指定弹性伸缩策略。

URI
l URI格式

DELETE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scaling_policy/{scaling_policy_id}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scaling_policy_id 是 String 伸缩策略ID。

 

请求

l 请求样例

无

响应

l 响应样例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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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l 正常

204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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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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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6.11 批量操作弹性伸缩策略

功能介绍

批量启用、停用或者删除弹性伸缩策略。

单次最多批量操作伸缩策略个数为20。

URI
l URI格式

POS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scaling_policies/action

l 参数说明

弹性伸缩
API 参考 6 弹性伸缩策略

文档版本 17 (2018-08-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03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请求

l 要素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scaling_policy
_id

是 List<String> 伸缩策略ID。

force_delete 否 String 是否强制删除伸缩策略。默认no，
可选值为yes或no。
只有action为delete时，该字段才生
效。

action 是 String 批量操作伸缩策略action标识：

l 删除：delete

l 启用：resume

l 停止：pause

 

l 请求样例
{
    "action": "resume",
    "scaling_policy_id": [
        "policy_id1",
        "policy_id2"
    ]
}

响应

l 响应样例

无

返回值

l 正常

204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404 Not Found 服务器无法找到被请求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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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405 Method Not Allowed 请求中指定的方法不被允许。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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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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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伸缩策略执行日志

7.1 查询策略执行日志

功能介绍

查询策略执行的历史记录。分页查询，根据输入的条件过滤。

URI
l URI格式

GE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scaling_policy_execute_log/{scaling_policy_id}{?
start_time,end_time,start_number,limit,log_id,scaling_resource_type,scaling_resource_id,
execute_type}

说明

可以在URI后面用‘?’和‘&’添加不同的查询条件组合。支持参数说明中所有非必选参数过
滤。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scaling_policy_id 是 String 伸缩策略ID。

log_id 否 String 日志ID

scaling_resource_ty
pe

否 String 伸缩资源类型

l 伸缩组：SCALING_GROUP

l 带宽：BANDWIDTH

scaling_resource_id 否 String 伸缩资源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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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execute_type 否 String 策略执行类型：

SCHEDULED：自动触发（定
时）

RECURRENCE：自动触发（周
期）

ALARM：自动触发（告警）

MANUAL：手动触发

start_time 否 String 查询的起始时间，格式是“yyyy-
MM-ddThh:mm:ssZ”。

end_time 否 String 查询的截止时间，格式是“yyyy-
MM-ddThh:mm:ssZ”。

start_number 否 Integer 查询的起始行号，默认为0。

limit 否 Integer 查询记录数，默认20，最大100。

 

请求

l 请求样例

无

响应

l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total_number Integer 总记录数。

start_number Integer 查询的起始行号。

limit Integer 查询记录数。

scaling_policy_execute_lo
g

列表数据结构 伸缩策略执行日志列
表。

 

l scaling_policy_execute_log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
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策略执行状态：

SUCCESS：成功

FAIL：失败

EXECUTING：执行中

failed_reason String 策略执行失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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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类
型

说明

execute_type String 策略执行类型：

SCHEDULE：自动触发（定时）

RECURRENCE：自动触发（周期）

ALARM：自动触发（告警）

MANUAL：手动触发

execute_time String 策略执行时间，遵循UTC时间。

id String 策略执行日志ID。

tenant_id String 租户id

scaling_policy_id String 伸缩策略ID

scaling_resource_type String 伸缩资源类型

l 伸缩组：SCALING_GROUP

l 带宽：BANDWIDTH

scaling_resource_id String 伸缩资源ID

old_value String 伸缩原始值

desire_value String 伸缩目标值

limit_value Integer 操作限制

当scaling_resource_type为BANDWIDTH时，
且operation不为SET时，limit_value生效，单
位为Mbit/s。
此时，

l 当operation为ADD时，limit_value表示最高
带宽限制；

l 当operation为REDUCE时，limit_value表示
最低带宽限制。

type String 策略执行任务类型

ADD：添加

REMOVE：减少

SET：设置为

job_records 列表数
据结构

策略执行动作包含的具体任务

meta_data 字典数
据结构

附加信息

 
l job_records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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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job_name String 任务名称

record_type String 记录类型

API：接口调用类型

MEG：消息类型

record_time String 记录时间

request String 请求体，仅当record_type为API时有效

response String 返回体，仅当record_type为API时有效

code Integer 返回码，仅当record_type为API时有效

message String 消息，仅当record_type为MEG时有效

job_status String job执行状态：

SUCCESS：成功

FAIL：失败

 
l meta_data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用户自定义字段键
值对

String metadata键、值。

 
l 响应样例

{
 "limit": 10,
 "scaling_policy_execute_log": [{
  "id": "6c0a50f6-1dcc-4734-9008-a000f73a4d2c",
  "status": "SUCCESS",
  "type": "ADD",
  "tenant_id": "5a3563ad5f124b97925c206547cb7319",
  "scaling_resource_type": "BANDWIDTH",
  "scaling_resource_id": "5a49dbcd-8511-4890-81fd-a330b90373d1",
  "scaling_policy_id": "c880d2ac-2a25-4971-a4e3-6ce85c659734",
  "old_value": "5",
  "desire_value": "6",
  "limit_value": "10",
  "execute_time": "2018-07-30T07:46:05Z",
  "execute_type": "MANUAL",
  "job_records": [{
   "response": "{\"bandwidth\":{\"tenant_id\":\"5a3563ad5f124b97925c206547cb7319\",\"size\":
5,\"share_type\":\"PER\",\"bandwidth_type\":\"bgp\",\"publicip_info\":[{\"publicip_id\":
\"a617fb2b-c059-437b-bbd8-2689a29c565f\",\"ipVersion\":4,\"publicip_type\":\"5_bgp\",
\"publicip_address\":\"10.154.112.214\"}],\"name\":\"bandwidth-22e7\",\"charge_mode\":
\"bandwidth\",\"id\":\"5a49dbcd-8511-4890-81fd-a330b90373d1\"}}",
   "code": "OK (200) - The request has succeeded",
   "job_name": "QUERY_CURRENT_BANDWIDTH",
   "record_type": "API",
   "record_time": "2018-07-30T07:46:06Z",
   "job_status": "SUCCESS"
  },
  {
   "request": "{\"bandwidth\":{\"size\":6}}",
   "response": "{\"bandwidth\":{\"tenant_id\":\"5a3563ad5f124b97925c206547cb7319\",\"size\":

弹性伸缩
API 参考 7 伸缩策略执行日志

文档版本 17 (2018-08-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09



6,\"share_type\":\"PER\",\"bandwidth_type\":\"bgp\",\"publicip_info\":[{\"publicip_id\":
\"a617fb2b-c059-437b-bbd8-2689a29c565f\",\"ipVersion\":4,\"publicip_type\":\"5_bgp\",
\"publicip_address\":\"10.154.112.214\"}],\"name\":\"bandwidth-22e7\",\"charge_mode\":
\"bandwidth\",\"id\":\"5a49dbcd-8511-4890-81fd-a330b90373d1\"}}",
   "code": "OK (200) - The request has succeeded",
   "job_name": "ADJUST_BANDWIDTH",
   "record_type": "API",
   "record_time": "2018-07-30T07:46:07Z",
   "job_status": "SUCCESS"
  }],
  "meta_data": {
   "metadata_eip_id": "a617fb2b-c059-437b-bbd8-2689a29c565f",
   "metadata_eip_address": "10.154.112.214"
  }
 }],
 "total_number": 1,
 "start_number": 0
}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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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这
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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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个
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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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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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伸缩活动日志

8.1 查询伸缩活动日志

功能介绍

查询伸缩活动日志。分页查询，根据输入的条件过滤。

URI
l URI格式

GE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scaling_activity_log/{scaling_group_id}{?
start_time,end_time,start_number,limit}

说明

可以在URI后面用‘?’和‘&’添加不同的查询条件组合。支持参数说明中所有非必选参数过滤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scaling_group_id 是 String 伸缩组ID。

start_time 否 String 查询的起始时间，格式是“yyyy-
MM-ddThh:mm:ssZ”。

end_time 否 String 查询的截止时间，格式是“yyyy-
MM-ddThh:mm:ssZ”。

start_number 否 Integer 查询的起始行号，默认为0。

limit 否 Integer 查询记录数，默认20，最大100。

 

请求

l 请求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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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响应

l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total_number Integer 总记录数。

start_number Integer 查询的起始行号。

limit Integer 查询记录数。

scaling_activity_log 列表数据结构 伸缩活动日志列表。

 
l scaling_activity_log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
型

说明

status String 伸缩活动状态：

SUCCESS：成功

FAIL：失败

DOING：伸缩过程中

start_time String 伸缩活动触发时间，遵循UTC时间。

end_time String 伸缩活动结束时间，遵循UTC时间。

id String 伸缩活动日志ID。

instance_removed_list String 完成伸缩活动且只被移出弹性伸缩组的云服
务器名称列表 ，云服务器名之间以逗号分
割。

instance_deleted_list String 完成伸缩活动且被移出弹性伸缩组并删除的
云服务器名称列表 ，云服务器名之间以逗号
分割。

instance_added_list String 完成伸缩活动且被加入弹性伸缩组的云服务
器名称列表 ，云服务器名之间以逗号分割。

scaling_value String 伸缩活动中变化（增加或减少）的云服务器
数量。

description String 伸缩活动的描述信息。

instance_value Integer 伸缩组当前instance值。

desire_value Integer 伸缩活动最终desire值。

 
l 响应样例

{
    "limit": 20,
    "scaling_activity_lo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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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d": "a8924393-1024-4c24-8ac6-e4d481360884",
            "status": "SUCCESS",
            "description": "{\"reason\":[{\"change_reason\":\"SCHEDULED\",\"old_value\":
1,\"change_time\":\"2015-07-24T01:21:00Z\",\"new_value\":0}]}",
            "instance_value": 1,
            "desire_value": 0,
            "start_time": "2015-07-24T01:21:02Z",
            "end_time": "2015-07-24T01:23:31Z",
            "instance_name_list": "discuz_446E0983"
        },
        {
            "id": "423bbb2d-043c-4afe-8754-03e418a6ac42",
            "status": "SUCCESS",
            "description": "{\"reason\":[{\"change_reason\":\"DIFF\",\"old_value\":
0,\"scaling_policy_name\":\"policy_for_test\",\"scaling_policy_id\":\"f8924393-1024-4c24-8ac6-
e4d481360856\",\"change_time\":\"2015-07-23T15:11:52Z\",\"new_value\":1}]}",
            "instance_value": 0,
            "desire_value": 1,
            "start_time": "2015-07-23T15:11:52Z",
            "end_time": "2015-07-23T15:16:30Z",
            "instance_name_list": "discuz_446E0983"
        }
    ],
    "total_number": 2,
    "start_number": 0
}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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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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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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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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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配额

9.1 查询配额

功能介绍

查询指定租户的弹性伸缩组和伸缩配置的配额总数及已使用配额数。

查询指定租户的弹性伸缩策略和伸缩实例的配额总数。

URI
l URI格式

GE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quotas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请求

l 请求样例

无

响应

l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quotas 字典数据结构 配额详情。

 

l quotas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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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resources 列表数据结构 配额资源列表。

 
l resources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type String 查询配额的类型。

l scaling_Group：伸缩
组配额。

l scaling_Config：伸缩
配置配额。

l scaling_Policy：伸缩
策略配额。

l scaling_Instance：伸
缩实例配额。

l bandwidth_scaling_pol
icy：伸缩带宽策略配
额。

used Integer 已使用的配额数量。

当type为scaling_Policy和
scaling_Instance时，该字
段为保留字段，返回-1。
可通过9.2 查询弹性伸缩
策略和伸缩实例配额查
询指定弹性伸缩组下的
弹性伸缩策略和伸缩实
例已使用的配额数量。

quota Integer 配额总数量。

max Integer 配额上限。

 
l 响应样例

{
    "quotas": {
        "resources": [
            {
                "type": "scaling_Group",
                "used": 2,
                "quota": 25,
                "max": 50
            },
            {
                "type": "scaling_Config",
                "used": 3,
                "quota": 100,
                "max": 200
            },
            {
                "type": "scaling_Policy",
                "used": -1,
                "quota": 50,
                "max":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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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type": "scaling_Instance",
                "used": -1,
                "quota": 200,
                "max": 1000
            },
            {
                "type": "bandwidth_scaling_policy",
                "used": 1,
                "quota": 10,
                "max": 100
            }
        ]
    }
}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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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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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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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查询弹性伸缩策略和伸缩实例配额

功能介绍

查询一个指定弹性伸缩组下的弹性伸缩策略和弹性伸缩实例的配额总数及已使用配额
数。

URI
l URI格式

GE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quotas/{scaling_group_id}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scaling_group_id 是 String 伸缩组ID

 

请求

l 请求样例

无

响应

l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quotas 字典数据结构 配额详情。

 
l quotas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resources 列表数据结构 配额资源列表。

 
l resources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type String 查询配额的类型。

used Integer 已使用的配额数量。

quota Integer 配额总数量。

max Integer 配额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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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响应样例
{
    "quotas": {
        "resources": [
            {
                "type": "scaling_Policy",
                "used": 2,
                "quota": 50,
                "max": 50
            },
            {
                "type": "scaling_Instance",
                "used": 0,
                "quota": 200,
                "max": 1000
            }
        ]
    }
}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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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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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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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通知

10.1 配置伸缩组通知

功能介绍

给弹性伸缩组配置通知功能。每调用一次该接口，伸缩组即配置一个通知主题及其通
知场景，每个伸缩组最多可以增加5个主题。通知主题由用户事先在SMN创建，当通知
主题对应的通知场景出现时，伸缩组会向用户发送通知。

URI
l URI格式

PU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scaling_notification/{scaling_group_id}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scaling_group_id 是 String 伸缩组标识。

 

请求

l 要素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opic_urn 是 String SMN服务中Topic的唯一的资源标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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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opic_scene 是 List<String> 通知场景，有以下五种类型。

SCALING_UP：扩容成功

SCALING_UP_FAIL：扩容失败

SCALING_DOWN：减容成功

SCALING_DOWN_FAIL：减容失
败

SCALING_GROUP_ABNORMAL
：伸缩组发生异常

 
l 请求样例

{
    "topic_urn": "urn:smn:regionId:b53e5554fad0494d96206fb84296510b:gsh",
    "topic_scene": [
        "SCALING_UP","SCALING_UP_FAIL","SCALING_DOWN","SCALING_DOWN_FAIL","SCALING_GROUP_ABNORMAL"
     ]
}

响应

l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topic_urn String SMN服务中Topic的唯一的资源标识

topic_scene List<String> 通知场景，有以下五种类型。

SCALING_UP：扩容成功

SCALING_UP_FAIL：扩容失败

SCALING_DOWN：减容成功

SCALING_DOWN_FAIL：减容失败

SCALING_GROUP_ABNORMAL：伸
缩组发生异常

topic_name String SMN服务中Topic的资源名称。

 
l 响应样例

{
    "topic_urn": "urn:smn:regionId:b53e5554fad0494d96206fb84296510b:gsh",
    "topic_scene": [
        
"SCALING_UP","SCALING_UP_FAIL","SCALING_DOWN","SCALING_DOWN_FAIL","SCALING_GROUP_ABNORMAL"
     ],
    "topic_name": "gsh"
}

返回值

l 正常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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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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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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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10.2 查询伸缩组通知列表

功能介绍

查询弹性伸缩组通知列表。

URI
l URI格式

GE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scaling_notification/{scaling_group_id}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scaling_group_id 是 String 伸缩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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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l 请求样例

无

响应

l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topics 列表数据结构 伸缩组通知列表。

 

l topics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topic_urn String SMN服务中Topic的唯一的资源标识。

topic_scene List<String> 通知场景，有以下五种类型。

SCALING_UP：扩容成功

SCALING_UP_FAIL：扩容失败

SCALING_DOWN：减容成功

SCALING_DOWN_FAIL：减容失败

SCALING_GROUP_ABNORMAL：伸
缩组发生异常

topic_name String SMN服务中Topic的资源名称。

 

l 响应样例

{
     "topics":[
           {
           "topic_name": "gsh",
           "topic_urn": "urn:smn:regionId:b53e5554fad0494d96206fb84296510b:gsh",
           "topic_scene": [
              
"SCALING_UP","SCALING_UP_FAIL","SCALING_DOWN","SCALING_DOWN_FAIL","SCALING_GROUP_ABNORMAL"
           ]},
           {
           "topic_name": "asdf",
           "topic_urn": "urn:smn:regionId:b53e5554fad0494d96206fb84296510b:asdf",
           "topic_scene": [
              "SCALING_UP","SCALING_UP_FAIL"
           ]},
]
}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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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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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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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10.3 删除伸缩组通知

功能介绍

删除指定的弹性伸缩组中指定的通知。

URI
l URI格式

DELETE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scaling_notification/{scaling_group_id}/
{topic_urn}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scaling_group_id 是 String 伸缩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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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opic_urn 是 String SMN服务中Topic
的唯一的资源标
识。

 

请求

l 请求样例

无

响应

l 响应样例

无

返回值

l 正常

204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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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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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弹性伸缩
API 参考 10 通知

文档版本 17 (2018-08-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26



11 生命周期挂钩

11.1 创建生命周期挂钩

功能介绍

创建生命周期挂钩，可为伸缩组添加一个或多个生命周期挂钩，最多添加5个。

添加生命周期挂钩后，当伸缩组进行伸缩活动时，实例将被生命周期挂钩挂起并置于
等待状态（正在加入伸缩组或正在移出伸缩组），实例将保持此状态直至超时时间结
束或者用户手动回调。

用户能够在实例保持等待状态的时间段内执行自定义操作，例如，用户可以在新启动
的实例上安装或配置软件，也可以在实例终止前从实例中下载日志文件。

URI
l URI格式

POS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scaling_lifecycle_hook/{scaling_group_id}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scaling_group_id 是 String 伸缩组标识。

 

请求

l 要素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lifecycle_hook
_name

是 String 生命周期挂钩名称(1-32个字符)，只能
包含字母、数字、下划线或中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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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lifecycle_hook
_type

是 String 生命周期挂钩类型。

INSTANCE_TERMINATING
INSTANCE_LAUNCHING
INSTANCE_TERMINATING 类型的挂
钩负责在实例终止时将实例挂起，
INSTANCE_LAUNCHING 类型的挂钩
则是在实例启动时将实例挂起。

default_result 否 String 生命周期挂钩默认回调操作。默认情
况下，到达超时时间后执行的操作。

ABANDON
CONTINUE
如果实例正在启动，则 CONTINUE 表
示用户自定义操作已成功，可将实例
投入使用。否则，ABANDON 表示用
户自定义操作未成功，终止实例，伸
缩活动置为失败，重新创建新实例。

如果实例正在终止，则 ABANDON 和
CONTINUE 都允许终止实例。不过，
ABANDON 将停止其他生命周期挂
钩，而 CONTINUE 将允许完成其他生
命周期挂钩。

该字段缺省时默认为 ABANDON。

default_timeo
ut

否 Integer 生命周期挂钩超时时间，取值范围
300-86400，默认为3600，单位是秒。

默认情况下，实例保持等待状态的时
间。您可以延长超时时间，也可以在
超时时间结束前进行 CONTINUE 或
ABANDON 操作。

notification_to
pic_urn

是 String SMN 服务中 Topic 的唯一的资源标
识。

为生命周期挂钩定义一个通知目标，
当实例被生命周期挂钩挂起时向该通
知目标发送消息。该消息包含实例的
基本信息、用户自定义通知消息，以
及可用于控制生命周期操作的令牌信
息。

notification_m
etadata

否 String 自定义通知消息，长度不超过256位，
不能包含字符< > & ' ( )
当配置了通知目标时，可向其发送用
户自定义的通知内容。

 
l 请求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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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cycle_hook_name": "test-hook1",
    "default_result": "ABANDON",
    "default_timeout": 3600,
    "notification_topic_urn": "urn:smn:regionId:b53e5554fad0494d96206fb84296510b:gsh",
    "lifecycle_hook_type": "INSTANCE_LAUNCHING"
}

响应

l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lifecycle_hook_na
me

String 生命周期挂钩名称。

lifecycle_hook_ty
pe

String 生命周期挂钩类型。

INSTANCE_TERMINATING
INSTANCE_LAUNCHING

default_result String 生命周期挂钩默认回调操作。

ABANDON
CONTINUE

default_timeout Integer 生命周期挂钩超时时间，单位秒。

notification_topic
_urn

String SMN 服务中 Topic 的唯一的资源标识。

notification_topic
_name

String SMN 服务中 Topic 的资源名称。

notification_metad
ata

String 自定义通知消息。

 

l 响应样例

{
    "lifecycle_hook_name": "test-hook1",
    "default_result": "ABANDON",
    "default_timeout": 3600,
    "notification_topic_urn": "urn:smn:regionId:b53e5554fad0494d96206fb84296510b:gsh",
    "notification_topic_name": "gsh",
    "lifecycle_hook_type": "INSTANCE_LAUNCHING",
    "notification_metadata": null
}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弹性伸缩
API 参考 11 生命周期挂钩

文档版本 17 (2018-08-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29



返回值 说明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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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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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11.2 查询生命周期挂钩列表

功能介绍

查询生命周期挂钩列表。

URI
l URI格式

GE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scaling_lifecycle_hook/{scaling_group_id}/list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scaling_group_id 是 String 伸缩组标识。

 

请求

l 请求样例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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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l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lifecycle_hooks 列表数据结构 生命周期挂钩列表。

 
l lifecycle_hooks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lifecycle_hook_na
me

String 生命周期挂钩名称。

lifecycle_hook_typ
e

String 生命周期挂钩类型。

INSTANCE_TERMINATING
INSTANCE_LAUNCHING

default_result String 生命周期挂钩默认回调操作。

ABANDON
CONTINUE

default_timeout Integer 生命周期挂钩超时时间，单位秒。

notification_topic_
urn

String SMN 服务中 Topic 的唯一的资源标识。

notification_topic_
name

String SMN 服务中 Topic 的资源名称。

notification_metada
ta

String 自定义通知消息。

create_time String 创建生命周期挂钩时间，遵循UTC时间。

 

l 响应样例

{
    "lifecycle_hooks": [
        {
            "lifecycle_hook_name": "test-hook1",
            "default_result": "ABANDON",
            "default_timeout": 3600,
            "notification_topic_urn": "urn:smn:regionId:b53e5554fad0494d96206fb84296510b:gsh",
            "notification_topic_name": "gsh",
            "lifecycle_hook_type": "INSTANCE_LAUNCHING",
            "notification_metadata": null,
            "create_time": "2016-11-18T04:01:34Z"
        },
        {
            "lifecycle_hook_name": "test-hook2",
            "default_result": "CONTINUE",
            "default_timeout": 300,
            "notification_topic_urn": "urn:smn:regionId:a5b95554fad0494d94596fb84296510b:test",
            "notification_topic_name": "test",
            "lifecycle_hook_type": "INSTANCE_TERMINATING",
            "notification_metadata": null,

弹性伸缩
API 参考 11 生命周期挂钩

文档版本 17 (2018-08-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31



            "create_time": "2016-11-17T04:00:34Z"
        }
    ]
}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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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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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11.3 查询生命周期挂钩详情

功能介绍

查询一个指定生命周期挂钩详情。

URI
l URI格式

GE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scaling_lifecycle_hook/{scaling_group_id}/
{lifecycle_hook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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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scaling_group_id 是 String 伸缩组标识。

lifecycle_hook_na
me

是 String 生命周期挂钩标
识。

 

请求

l 请求样例

无

响应

l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lifecycle_hook_na
me

String 生命周期挂钩名称。

lifecycle_hook_ty
pe

String 生命周期挂钩类型。

INSTANCE_TERMINATING
INSTANCE_LAUNCHING

default_result String 生命周期挂钩默认回调操作。

ABANDON
CONTINUE

default_timeout Integer 生命周期挂钩超时时间，单位秒。

notification_topic
_urn

String SMN 服务中 Topic 的唯一的资源标识。

notification_topic
_name

String SMN 服务中 Topic 的资源名称。

notification_metad
ata

String 自定义通知消息。

create_time String 创建生命周期挂钩时间，遵循UTC时间。

 
l 响应样例

{
    "lifecycle_hook_name": "test-hook1",
    "default_result": "CONTINUE",
    "default_timeout": 3600,
    "notification_topic_urn": "urn:smn:regionId:b53e5554fad0494d96206fb84296510b:gsh",
    "notification_topic_name": "gsh",
    "lifecycle_hook_type": "INSTANCE_LAUNCHING",
    "notification_metadata":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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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_time": "2016-11-18T04:01:34Z"
}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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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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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11.4 修改生命周期挂钩

功能介绍

修改一个指定生命周期挂钩中的信息。

URI
l URI格式

PU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scaling_lifecycle_hook/{scaling_group_id}/
{lifecycle_hook_name}

l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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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scaling_group_id 是 String 伸缩组标识。

lifecycle_hook_na
me

是 String 生命周期挂钩标
识。

 

请求

l 要素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lifecycle_hook
_type

否 String 生命周期挂钩类型。

INSTANCE_TERMINATING
INSTANCE_LAUNCHING
INSTANCE_TERMINATING 类型的挂
钩负责在实例终止时将实例挂起，
INSTANCE_LAUNCHING 类型的挂钩
则是在实例启动时将实例挂起。

default_result 否 String 生命周期挂钩默认回调操作。默认情
况下，到达超时时间后执行的操作。

ABANDON
CONTINUE
如果实例正在启动，则 CONTINUE 表
示用户自定义操作已成功，可将实例
投入使用。否则，ABANDON 表示用
户自定义操作未成功，终止实例，伸
缩活动置为失败，重新创建新实例。

如果实例正在终止，则 ABANDON 和
CONTINUE 都允许终止实例。不过，
ABANDON 将停止其他生命周期挂
钩，而 CONTINUE 将允许完成其他生
命周期挂钩。

该字段缺省时默认为 ABANDON。

default_timeo
ut

否 Integer 生命周期挂钩超时时间，取值范围
300-86400，默认为3600，单位是秒。

默认情况下，实例保持等待状态的时
间。您可以延长超时时间，也可以在
超时时间结束前进行 CONTINUE 或
ABANDON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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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notification_to
pic_urn

否 String SMN 服务中 Topic 的唯一的资源标
识。

为生命周期挂钩定义一个通知目标，
当实例被生命周期挂钩挂起时向该通
知目标发送消息。该消息包含实例的
基本信息、用户自定义通知消息，以
及可用于控制生命周期操作的令牌信
息。

notification_m
etadata

否 String 自定义通知消息，长度不超过256位，
不能包含字符< > & ' ( )
当配置了通知目标时，可向其发送用
户自定义的通知内容。

 
l 请求样例

{
    "default_result": "CONTINUE"
}

响应

l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lifecycle_hook_na
me

String 生命周期挂钩名称。

lifecycle_hook_ty
pe

String 生命周期挂钩类型。

INSTANCE_TERMINATING
INSTANCE_LAUNCHING

default_result String 生命周期挂钩默认回调操作。

ABANDON
CONTINUE

default_timeout Integer 生命周期挂钩超时时间，单位秒。

notification_topic
_urn

String SMN 服务中 Topic 的唯一的资源标识。

notification_topic
_name

String SMN 服务中 Topic 的资源名称。

notification_metad
ata

String 自定义通知消息。

create_time String 创建生命周期挂钩时间，遵循UTC时间。

 
l 响应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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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cycle_hook_name": "test-hook1",
    "default_result": "CONTINUE",
    "default_timeout": 3600,
    "notification_topic_urn": "urn:smn:regionId:b53e5554fad0494d96206fb84296510b:gsh",
    "notification_topic_name": "gsh",
    "lifecycle_hook_type": "INSTANCE_LAUNCHING",
    "notification_metadata": null,
    "create_time": "2016-11-18T04:01:34Z"
}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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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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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11.5 伸缩实例生命周期回调

功能介绍

通过生命周期操作令牌或者通过实例ID和生命周期挂钩名称对伸缩实例指定的挂钩进
行回调操作。

1、如果在超时时间结束前已完成自定义操作，选择终止或继续完成生命周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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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需要更多时间完成自定义操作，选择延长超时时间，实例保持等待状态的时间
将增加1小时。

3、只有实例的生命周期挂钩状态为 HANGING 时才可以进行回调操作。

URI
l URI格式

PU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scaling_instance_hook/{scaling_group_id}/
callback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scaling_group_id 是 String 伸缩组标识。

 

请求

l 要素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lifecycle_actio
n_key

否 String 生命周期操作令牌，通过查询伸缩实
例挂起信息接口获取。

指定生命周期回调对象，当不传入
instance_id字段时，该字段为必选。当
该字段与instance_id字段都传入，优先
使用该字段进行回调。

instance_id 否 String 实例ID。

指定生命周期回调对象，当不传入
lifecycle_action_key字段时，该字段为
必选。

lifecycle_hook
_name

否 String 生命周期挂钩名称。

指定生命周期回调对象，当不传入
lifecycle_action_key字段时，该字段为
必选

lifecycle_actio
n_result

是 String 生命周期回调操作。

ABANDON：终止。

CONTINUE：继续。

EXTEND：延长超时时间，每次延长1
小时。

 
l 请求样例

{
    "lifecycle_action_result": "ABANDON",
    "lifecycle_action_key":"23880867-6288-4470-98a8-f8bda096b6c4"
}

弹性伸缩
API 参考 11 生命周期挂钩

文档版本 17 (2018-08-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38



响应

l 响应样例

无

返回值

l 正常

204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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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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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11.6 查询伸缩实例挂起信息

功能介绍

添加生命周期挂钩后，当伸缩组进行伸缩活动时，实例将被挂钩挂起并置于等待状
态，根据输入条件过滤查询弹性伸缩组中伸缩实例的挂起信息。

URI
l URI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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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scaling_instance_hook/{scaling_group_id}/list{?
instance_id}

说明

可以在URI后面用‘?’和‘&’添加不同的查询条件组合。支持参数说明中所有非必选参数过
滤。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scaling_group_id 是 String 伸缩组ID。

instance_id 否 String 伸缩实例ID。

 

请求

l 请求样例

无

响应

l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instance_hanging_info 列表数据结构 伸缩实例生命周期挂钩列表。

 
l instance_hooks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lifecycle_hook_name String 生命周期挂钩名称。

lifecycle_action_key String 生命周期操作令牌，用于指
定生命周期回调对象。

instance_id String 伸缩实例ID。

scaling_group_id String 伸缩组ID。

lifecycle_hook_status String 伸缩实例挂钩的挂起状态。

HANGING：挂起

CONTINUE：继续

ABANDON：终止

timeout String 超时时间，遵循UTC时间，
格式为：YYYY-MM-
DDThh:mm:ssZ

default_result String 生命周期挂钩默认回调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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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样例

{
    "instance_hanging_info": [
        {
            "instance_id": "b25c1589-c96c-465b-9fef-d06540d1945c",
            "scaling_group_id": "e5d27f5c-dd76-4a61-b4bc-a67c5686719a",
            "lifecycle_hook_name": "hook-test",
            "lifecycle_action_key": "6ebe6e72-4b09-4adb-ae4a-a91dc0560069",
            "default_result": "ABANDON",
            "timeout": "2016-11-15T06:43:41Z",
            "lifecycle_hook_status": "HANGING"
        }
    ]
}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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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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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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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删除生命周期挂钩

功能介绍

删除一个指定生命周期挂钩。

URI
l URI格式

DELETE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scaling_lifecycle_hook/{scaling_group_id}/
{lifecycle_hook_name}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scaling_group_id 是 String 伸缩组标识。

lifecycle_hook_na
me

是 String 生命周期挂钩标
识。

 

请求

l 请求样例

无

响应

l 响应样例

无

返回值

l 正常

204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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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弹性伸缩
API 参考 11 生命周期挂钩

文档版本 17 (2018-08-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42



返回值 说明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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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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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标签管理

12.1 查询租户标签

功能介绍

根据租户id查询指定资源类型的标签列表。

URI
l URI格式

GE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resource_type}/tags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resource_type 是 String 资源类型，枚举类：
scaling_group_tag。
scaling_group_tag表示资源类型为伸
缩组。

 

请求

无

响应

l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tags List<Tag> 资源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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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Tag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key String 资源标签键。

values List<String> 资源标签值列表。

 

l 响应样例
 {
    "tags": [
        {
            "key": "ENV15",
            "values": [
                "ENV15"
            ]
        },
        {
            "key": "111",
            "values": [
                ""
            ]
        },
        {
            "key": "environment",
            "values": [
                "DEV"
            ]
        },
        {
            "key": "ENV151",
            "values": [
                "ENV151"
            ]
        },
        {
            "key": "ENV152",
            "values": [
                "ENV152"
            ]
        }
     ]
 }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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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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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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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12.2 查询资源标签

功能介绍

根据租户id和资源id查询指定资源类型的资源标签列表。

URI
l URI格式

GE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resource_type}/{resource_id}/tags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resource_type 是 String 资源类型，枚举类：
scaling_group_tag。
scaling_group_tag表示资源类型为伸
缩组。

resource_id 是 String 资源ID。

 

请求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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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l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tags List<Resourc
eTag>

资源标签列表。

 
l ResourceTag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key 是 String 资源标签键。

value 是 String 资源标签值。

 
l 响应样例

 {
    "tags": [
        {
            "key": "ENV15",
            "value": "ENV15"
        },
        {
            "key": "ENV151",
            "value": "ENV151"
        },
        {
            "key": "ENV152",
            "value": "ENV152"
        }
    ]
} 

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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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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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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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12.3 创建或删除标签

功能介绍

创建或删除指定资源的标签。

每个伸缩组最多添加10个标签。

URI
l URI格式

POS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resource_type}/{resource_id}/tags/action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resource_type 是 String 资源类型，枚举类：
scaling_group_tag。
scaling_group_tag表示资源类型为伸
缩组。

resource_id 是 String 资源ID

 

请求

l 要素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ags 是 List<Reso
urceTag>

标签列表。

action为delete时，tags结构体不能缺
失，key不能为空，或者空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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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action 是 String 操作标识（区分大小写）：

delete：删除。

create：创建。若已经存在相同的
key值则会覆盖对应的value值。

 
l ResourceTag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key 是 String 资源标签键。

最大长度36个Unicode字符，不能为
空，不能包含非打印字符
ASCII(0-31)，“=”,“*”,“<”,
“>”,“\”,“,”,“|”,“/”。

同一资源的key值不能重复。

action为delete时，不校验标签字符
集，最大长度127个Unicode字符。

value 否 String 资源标签值。

每个值最大长度43个Unicode字符，
可以为空字符串，不能包含非打印
字符ASCII(0-31), “=”,“*”,
“<”,“>”,“\”,“,”,“|”,
“/”。

action为delete时，不校验标签字符
集，每个值最大长度255个Unicode
字符。如果value有值按照key/value
删除，如果value没值，则按照key删
除。

 
l 请求样例

{ 
  "tags": [
    { 
        "key": "ENV15", 
        "value": "ENV15" 
    }, 
    { 
        "key": "ENV151", 
        "value": "ENV151" 
    }
    ], 
  "action": "create" 
}

响应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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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l 正常

204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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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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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12.4 查询资源实例

功能介绍

根据租户id查询指定资源类型的资源实例。

资源、资源tag默认按照创建时间倒序。

URI
l URI格式

POS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resource_type}/resource_instances/action

l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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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enant_id 是 String 租户标识。

resource_type 是 String 资源类型，枚举类：
scaling_group_tag

 

请求

l 要素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ags 否 List<Tag> 过滤条件，包含标签，最多包含10
个Tag，结构体不能缺失。

tags_any 否 List<Tag> 过滤条件，包含任意标签，最多包
含10个Tag。

not_tags 否 List<Tag> 过滤条件，不包含标签，最多包含
10个Tag。

not_tags_any 否 List<Tag> 过滤条件，不包含任意标签，最多
包含10个Tag。

limit 否 String 查询记录数（action为count时无此参
数）如果action为filter默认为1000，
limit最多为1000，不能为负数，最
小值为1。

marker 否 String 分页位置标识（资源ID或索引位
置）。

action 是 String 操作标识（仅限于filter，count）：
filter（过滤）：分页查询。

count（查询总条数）：按照条件将
总条数返回即可。

offset 否 String 索引位置， 从offset指定的下一条数
据开始查询。

查询第一页数据时，不需要传入此
参数。

查询后续页码数据时，将查询前一
页数据时响应体中的值带入此参
数。

必须为数字，不能为负数。

action：count时，无此参数。

action：filter时，默认为0。

matches 否 List<matc
h>

模糊搜索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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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Tag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key 是 String 资源标签键。最大长度127个unicode
字符。 key不能为空。（搜索时不对
此参数做校验）。最多为10个，不
能为空或者空字符串。且不能重
复。

values 是 List<Strin
g>

资源标签值列表。每个值最大长度
255个unicode字符，每个key下最多
为10个，同一个key中values不能重
复。

 
l match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key 是 String 键。暂限定为resource_name。

value 是 String 值。为固定字典值。每个值最
大长度255个unicode字符。若
为空字符串、resource_id时为
精确匹配。

 

l action为filter时请求样例
{
  "offset": "100", 
  "limit": "100", 
  "action": "filter", 

  "matches":[
{
       "key": "resource_name", 
       "value": "resource1"
       }
], 
    "not_tags": [
    {
      "key": "key1", 
      "values": [
        "*value1", 
        "value2"
      ]
    }
  ], 
  "tags": [
    {
      "key": "key1", 
      "values": [
      "*value1", 
      "value2"
      ]
    }
  ], 
  "tags_any": [
    {
      "key": "key1", 
      "val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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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ue1", 
        "value2"
      ]
    }
  ],
"not_tags_any": [
    {
      "key": "key1", 
      "values": [
        "value1", 
        "value2"
      ]
    }
  ]
}       

l action为count时请求体
{
  "action": "count", 
  "not_tags": [
    {
      "key": "key1", 
      "values": [
        "value1", 
        "*value2"
      ]
    }
  ], 
  "tags": [
    {
      "key": "key1", 
      "values": [
        "value1", 
        "value2"
      ]
},
{
      "key": "key2", 
      "values": [
        "value1", 
        "value2"
      ]
    }
  ], 
  "tags_any": [
    {
      "key": "key1", 
      "values": [
        "value1", 
        "value2"
      ]
    }
  ],
"not_tags_any": [
    {
      "key": "key1", 
      "values": [
        "value1", 
        "value2"
      ]
    }
   ],
"matches":[
{
        "key": "resource_name", 
        "value": "resource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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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l 要素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resources List<Resource> 标签资源实例

total_count Integer 总记录数

marker String 分页位置标识

 
l Resource字段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resource_id String 资源详情ID

resource_detail String 资源详情

tags List<Resource
Tag>

标签列表，没有标签默认为空数组。

resource_name String 资源名称，没有默认为空字符串。

 
l ResourceTag字段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key String 资源标签键。最大长度36个unicode字
符。

value String 资源标签值。

 
l 响应样例

– action为filter时响应体
{
 "resources": [{
       "resource_id": "64af4b6f-ec51-4436-8004-7a8f30080c87",
       "resource_detail": "SCALING_GROUP_TAG",
       "tags": [{
             "key": "key1"，"value": "value1"
       }],
       "resource_name": "as_scaling_group_1"
 },
 {
       "resource_id": "7122ef51-604b-40e7-b9b2-1de4cd78dc60",
       "resource_detail": "SCALING_GROUP_TAG",
       "tags": [{
             "key": "key1"，"value": "value1"
       }],
       "resource_name": "as_scaling_group_2"
 },
 "marker": "2",
 "total_count": 2
}

– action为count时响应体
{
       "total_count":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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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l 正常

200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的页面访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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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
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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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
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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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录

A.1 返回错误码说明

功能说明

所有弹性伸缩的接口，有自定义错误信息返回，该小节介绍弹性伸缩的错误码的含
义。

返回体格式

{"error":{"code":"AS.0001","message":"System error."}}

错误码说明

http状
态码

错误码 说明 Error Message 描述（处理措施）

500 AS.0001 系统错误 System error. 请稍后重试或联系技术支
持人员。

400 AS.0002 消息体为空 Request body is
null.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1 AS.0005 请求消息头未
携带token或者
token为空

The token of the
header in the
request is null.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1 AS.0006 请求消息头携
带的token不正
确

The token of the
header in the
request is
incorrect.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4 AS.0007 请求资源未找
到

The resources
requested cannot
be found.

检查URL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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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状
态码

错误码 说明 Error Message 描述（处理措施）

400 AS.0008 URL中携带的
project id和从
token中解析的
不一致

Incorrect
ProjectID.

检查URL参数或者token

403 AS.0011 权限不足 You do not have
the rights to
perform the
operation.

检查用户角色是否包含
te_admin 或者as_adm

403 AS.0012 角色权限被冻
结

user role is
suspended

检查用户角色是否包含冻
结角色op_suspended

403 AS.0013 角色权限被停
用

Your rights to
perform the
operation are
disabled.

检查用户角色是否包含受
限角色op_restricted

400 AS.0021 请求体包含非
法字符

there is special
character in
request body

检查请求体是否包含非法
字符< > & ' （ )等

400 AS.0022 请求体错误 request body error 检查请求体格式

400 AS.0026 冷却时间内不
允许进行伸缩
活动

Scaling action is
not allowed in the
cooling duration.

请稍后重试

400 AS.1001 start number非
法

The value of
parameter Start
number is invalid.

检查URL参数

400 AS.1002 limit非法 The value of
parameter Limit
is invalid.

检查URL参数

400 AS.1003 伸缩配置ID为
空

The AS
configuration ID
is null.

添加伸缩配置ID

400 AS.1004 伸缩配置不存
在

The AS
configuration
does not exist.

使用正确的伸缩配置ID

400 AS.1006 伸缩配置正在
被使用，不能
删除

The AS
configuration is in
use.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1007 伸缩配置名称
为空

The AS
configuration
name is null.

添加伸缩配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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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状
态码

错误码 说明 Error Message 描述（处理措施）

400 AS.1008 伸缩配置名称
长度过长

The AS
configuration
name is too long.

使用正确的伸缩配置名称

400 AS.1009 伸缩组ID不能
为空

The AS group ID
is null.

添加伸缩组ID

400 AS.1010 伸缩配置信息
不能为空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AS
configuration is
null.

添加伸缩配置信息

400 AS.1011 云服务器配置
信息不能为空

The instanc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is
null.

添加云服务器配置信息

400 AS.1014 伸缩配置镜像
ID不能为空

The image ID in
the AS
configuration is
null.

添加镜像ID

400 AS.1015 伸缩配置镜像
不存在

The image in the
AS configuration
does not exist.

使用正确的镜像ID

400 AS.1016 伸缩配置规格
ID不能为空

The specification
ID in the AS
configuration
cannot be null.

添加规格ID

400 AS.1017 伸缩配置规格
不存在

The specification
in the AS
configuration
does not exist.

使用正确的规格ID

400 AS.1018 伸缩配置规格
与镜像不匹配

The specification
and image is not
match.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1019 伸缩配置规格
与磁盘不匹配

The disk of this
type is not
applicable to the
ECS.

请检查卷的volume_type是
否与Flavor匹配

400 AS.1020 伸缩配置不能
为空

The AS
configuration is
null.

添加伸缩配置

400 AS.1021 伸缩配置镜像
未激活

The image in the
AS configuration
is not active.

使用正确的镜像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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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状
态码

错误码 说明 Error Message 描述（处理措施）

400 AS.1022 伸缩配置镜像
不可用

The image in the
AS configuration
is not available.

使用正确的镜像ID

400 AS.1023 伸缩配置名称
非法

Invalid AS
configuration
name.

使用正确的伸缩配置名称

400 AS.1024 伸缩配置数量
超过上限

The number of
AS configurations
exceeds the upper
limit.

删除不使用的伸缩配置或
者申请更多的伸缩配置配
额

400 AS.1025 伸缩配置用户
登录方式不唯
一

The user login
mode in the AS
configuration is
not unique.

账户密码登录方式和密钥
对登录方式互斥，且必选
一个

400 AS.1026 伸缩配置用户
登录方式为空

The user login
mode in the AS
configuration is
null.

账户密码登录方式和密钥
对登录方式互斥，且必选
一个

400 AS.1027 伸缩配置用户
个人配置错误

The scaling
config personality
is invalid.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1028 伸缩配置磁盘
为空

The disk in the
AS configuration
is null.

添加磁盘相关参数

400 AS.1029 伸缩配置系统
盘缺失

The system disk
in the AS
configuration is
lost.

添加系统盘相关参数

400 AS.1030 伸缩配置系统
盘小于规格

The size of the
system disk in the
AS configuration
is less than the
specification
required.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1031 伸缩配置磁盘
大小不合法

The size of the
disk in the AS
configuration is
not correct.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1032 伸缩配置磁盘
数量超过24个

The number of
disks in the AS
configuration
exceeds 24.

参考错误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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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状
态码

错误码 说明 Error Message 描述（处理措施）

400 AS.1033 伸缩配置磁盘
volumeType非
法

Parameter
volumeType in
the AS
configuration is
invalid.

使用正确的volumeType参
数

400 AS.1034 伸缩配置
diskType非法

Parameter
diskType in the
AS configuration
is invalid.

使用正确的diskType参数

400 AS.1035 伸缩配置密码
复杂度不符合
要求

Parameter
adminPass in the
AS configuration
is invalid.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1036 伸缩配置32位
系统内存超过
4G

The memory of
32-bit operating
system (OS)
exceeds 4 GB.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1038 批量删除伸缩
配置失败

batch deleting
scaling config
failed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1039 批量删除伸缩
配置超过上限

the number of
scaling config is
beyond the max
limit

允许批量删除的最大个数
为50个

400 AS.1042 伸缩配置弹性
ip带宽超出限
制

the bandwidth
size of scaling
config is invalid

使用正确的带宽值

400 AS.1049 伸缩配置
userdata参数
非法

Parameter
userdata in the AS
configuration is
invalid.

使用正确的userdata参数

400 AS.1050 伸缩配置用户
登录方式非法

The user login
mode in the AS
configuration is
illegal.

使用正确的登录方式

400 AS.1052 伸缩配置
metadata参数
非法

Parameter
metadata in the
AS configuration
is invalid.

使用正确的metadata参数，
metadata最大长度 512B，
且key的值不能包含空白字
符、$和.

400 AS.1053 伸缩配置数据
镜像不可用

The data image is
not available.

使用正确的数据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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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状
态码

错误码 说明 Error Message 描述（处理措施）

400 AS.1054 伸缩配置数据
盘大小小于数
据镜像所需要
的

The size of the
data disk in the
AS configuration
is less than the
data image
required.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1055 伸缩配置系统
盘不支持导入
数据镜像

The system disk
is not support to
data image.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1056 伸缩配置数据
镜像不存在

The data image in
the AS
configuration
does not exist.

使用正确的数据镜像

400 AS.1057 伸缩配置专属
存储不可用

The dss of the
disk in the AS
configuration is
not avalid.

使用正确的专属存储

400 AS.1058 伸缩配置专属
存储不支持该
磁盘类型

The type of dss in
the AS
configuration is
incorrect.

更换专属存储或者磁盘类
型

400 AS.1059 伸缩配置专属
存储容量不足

The capacity of
dss in the AS
configuration is
not enough.

更换专属存储

400 AS.1060 伸缩配置不支
持专属存储和
云硬盘混用

dss and evs is
used together in
the AS
configuration.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1061 伸缩配置专属
存储不在同一
个可用分区下

the dss is not
belong to the
same az in the AS
configuration.

更换专属存储使其在同一
个可用分区下

400 AS.1062 伸缩配置中含
快照ID的磁盘
个数应当与整
机镜像中的磁
盘个数保持一
致

The number of
EVS disks with
snapshot IDs in
the AS
configura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EVS disks
specified in the
full-ECS image.

参考错误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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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状
态码

错误码 说明 Error Message 描述（处理措施）

400 AS.1063 您选择的镜像
为整机镜像，
整机镜像中的
磁盘备份不支
持在专属存储
中恢复磁盘

The disk data
backup in a full-
ECS image
cannot be used to
restore the disk in
DSS.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1064 您选择的数据
盘将从整机镜
像中的磁盘备
份恢复，此时
无法再使用数
据镜像

The data disk you
have selected will
be restored using
the disk data
backup in the full-
ECS image. Then,
data mirroring
will be
unavailable.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1065 伸缩配置中各
类型虚拟机资
源所属可用分
区不一致

ECS resources
specified in the
AS configuration
belong to
different AZs.

请使用同一AZ下的虚拟机
资源（规格、镜像、磁
盘）

400 AS.1066 伸缩配置中含
快照ID无效的
磁盘

The AS
configuration
contains EVS
disks with invalid
snapshot IDs.

使用正确的快照ID

400 AS.1067 查询伸缩配置
列表，offset
非法

The value of
parameter Offset
number is invalid.

检查URL参数

400 AS.2002 伸缩组名称不
能为空

The name of the
AS group is null.

添加伸缩组名称

400 AS.2003 伸缩组名称过
长

The AS group
name is too long.

使用正确的伸缩组名称

400 AS.2004 伸缩组最大/
最小实例数值
非法

Invalid min or
max number of
instances in the
AS group.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2005 伸缩组期望实
例数不合法

The expected
number cannot be
less than the
minimum number
of instances or
greater than the
maximum number
of instances.

参考错误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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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码

错误码 说明 Error Message 描述（处理措施）

400 AS.2006 伸缩组冷却时
间不合法

Invalid cooling
duration of the
AS group.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2007 伸缩组不存在 The AS group
does not exist.

使用正确的伸缩组ID

400 AS.2008 伸缩组执行动
作不合法

Invalid execution
action of the AS
group.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2009 伸缩组ID不能
为空

The AS group ID
is null.

添加伸缩组ID

400 AS.2010 伸缩组期望实
例数不能小于
设置实例保护
的实例数

The expected
number of
instances in the
AS group can not
be smaller than
the number of
instances which
set instance
protection.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2011 伸缩组AZ不
合法

Invalid AZ in AS
group.

参考错误码说明，修改伸
缩组的可用分区信息

400 AS.2012 伸缩组VPC不
存在

The VPC of the
AS group does
not exist.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400 AS.2013 伸缩组中
networks参数
不合法

Parameter
networks in the
AS group is
invalid.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400 AS.2014 伸缩组安全组
不存在

The security
group of the AS
group does not
exist.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400 AS.2016 伸缩组中负载
均衡监听器与
VPC不匹配

The listener of the
AS group does
not belong to the
vpc.

更换VPC ID或者监听器ID

400 AS.2017 伸缩组VPC
ID为空

The ID of the
VPC in the AS
group is null.

添加VPC ID

400 AS.2018 伸缩组没有伸
缩配置信息，
启用失败

No AS
configuration is in
the AS group.

给伸缩组添加伸缩配置
后，重新启用伸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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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码

错误码 说明 Error Message 描述（处理措施）

400 AS.2019 是否强制删除
伸缩组的值非
法

The value of the
parameter that
specifies whether
to forcibly delete
the group is
invalid.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400 AS.2020 伸缩组状态非
法

The scaling group
status is illegal.

参考错误码说明，伸缩组
当前状态不能进行操作

400 AS.2021 伸缩组当前实
例数不为0，
删除失败

The current
number of
instances in the
AS group is not 0.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2022 伸缩组名称含
非法字符

The AS group
name contains
invalid characters.

使用正确的伸缩组名称

400 AS.2023 伸缩组数量超
过上限

The number of
AS groups
exceeds the upper
limit.

删除不使用的伸缩组或者
申请更多的伸缩组配额

400 AS.2024 伸缩组子网超
过上限

The number of
subnets in the AS
group exceeds the
upper limit.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2025 伸缩组安全组
达到上限

The number of
security groups in
the AS group
exceeds the upper
limit.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2027 伸缩组的某些
子网与VPC不
匹配

The subnet of the
AS group does
not belong to the
vpc.

更换VPC ID或者子网

400 AS.2028 伸缩组期望实
例数修改后与
之前相同

The modified
expected number
of instances is the
same as the
original number.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2029 伸缩组实例健
康检查方式错
误

Invalid health
check method of
the AS group.

使用正确的健康检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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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AS.2030 伸缩组实例数
不为0、处于
伸缩活动中或
者伸缩组为
Inservice状
态，不允许修
改可用分区、
子网、安全组
信息和监听器
信息

You are not
allowed to modify
the listener, AZ,
subnet, and
security
information when
the number of
instances in the
AS group is not 0,
the AS group is
scaling, or the AS
group is in
Inservice status.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2031 伸缩组健康检
查周期不合法

Invalid health
check period of
the AS group.

使用正确的健康检查周期

400 AS.2032 伸缩组实例移
除策略不合法

Invalid instance
removal policy.

使用正确的实例移除策略

400 AS.2033 伸缩组当前状
态不能进行操
作

You are not
allowed to
perform the
operation when
the AS group is in
current status.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2034 伸缩组通知方
式不合法

Invalid
notification
method of the AS
group.

使用正确的通知方式

400 AS.2035 手动添加一些
云服务器后，
伸缩组中云服
务器数量超过
伸缩组最大实
例数

The number of
instances
manually added
to the AS group
exceeds the
maximum number
of the instances
required in the AS
group.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2036 手动删除一些
云服务器后，
伸缩组中云服
务器数量小于
伸缩组最小实
例数

The number of
instances
manually deleted
is less than the
minimum number
of the instances
required in the AS
group.

参考错误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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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AS.2037 伸缩组负载均
衡监听器达到
上限

The number of
listeners in the AS
group exceeds the
upper limit.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2038 伸缩组的可用
分区下的该类
型云服务器资
源已售罄

The type of ECS
in the AZ you
selected has been
sold out.

参考错误码说明，修改伸
缩组的可用分区信息，或
者为伸缩组更换伸缩配置

400 AS.2042 伸缩组统一负
载均衡pool非
法

Parameter pool of
lbaas in the AS
group is empty.

配置正确的pool参数

400 AS.2043 伸缩组的可用
分区下该类型
存储资源已售
罄或者不存在

There is not
avalid volume in
the AZ you
selected.

参考错误码说明，修改伸
缩组的可用分区信息，或
者为伸缩组更换伸缩配置

400 AS.2044 伸缩组的AZ
不可用

The AZ in the AS
group is not
available.

参考错误码说明，修改伸
缩组的可用分区信息

400 AS.2045 伸缩组的最小
实例数或最大
实例数超出配
额

The min or max
number of
instances in the
AS group exceeds
the upper limit.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2046 伸缩组实例健
康状况检查宽
限期不合法

Invalid health
check grace
period of the AS
group.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3001 伸缩策略不能
为空

The AS policy is
null.

添加伸缩策略相关参数

400 AS.3002 伸缩策略类型
错误

Invalid AS policy
type.

使用正确的伸缩策略类型

400 AS.3003 伸缩策略相关
信息为空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AS
policy is null.

添加伸缩策略相关参数

400 AS.3004 周期表达式类
型错误

Invalid recurrence
type in the AS
policy.

使用正确的周期表达式类
型

400 AS.3005 周期策略结束
时间不能为空

The end time of
the scaling action
triggered
periodically is
null.

添加结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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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说明 Error Message 描述（处理措施）

400 AS.3006 周期策略结束
时间格式错误

The format of the
end time of the
scaling action
triggered
periodically is
incorrect.

使用正确的结束时间格式

400 AS.3007 周期策略结束
时间必须晚于
当前时间

The end time of
the scaling action
triggered
periodically must
be later than the
current time.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3008 触发时间不能
为空

Parameter
lanchTime in the
AS policy is null.

添加触发时间

400 AS.3009 策略触发时间
格式错误

The format of
parameter
lanchTime is
incorrect.

使用正确的策略触发时间
格式

400 AS.3010 定时策略触发
时间必须晚于
当前时间

The triggering
time of the
scheduled policy
must be later than
the current time.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3011 伸缩策略类型
不能为空

The AS policy
type is null.

添加伸缩策略类型

400 AS.3012 伸缩策略冷却
时间不合法

Invalid cooling
duration in the AS
policy.

使用正确的冷却时间

400 AS.3013 伸缩策略名称
不能为空

The AS policy
name is null.

添加伸缩策略名称

400 AS.3014 伸缩策略名称
长度不合法

The length of the
AS policy name is
invalid.

使用正确的伸缩策略名称

400 AS.3015 伸缩策略执行
动作不能为空

The action in the
AS policy is null.

添加伸缩策略执行动作

400 AS.3016 伸缩策略执行
动作的操作不
能为空

The operation to
perform the
action in the AS
policy is null.

参考错误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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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说明 Error Message 描述（处理措施）

400 AS.3017 伸缩策略动作
的操作不合法

The operation to
perform the
action in the AS
policy action is
invalid.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3018 伸缩策略操作
的实例数不合
法

The number of
instances which
action in the AS
policy operates on
is invalid.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3019 伸缩策略中伸
缩组ID不能为
空

The AS group ID
in the AS policy
cannot be null.

添加伸缩组ID

400 AS.3020 伸缩策略不存
在

The AS policy
does not exist.

使用正确的伸缩策略ID

400 AS.3021 伸缩策略ID不
能为空

The AS policy ID
cannot be null.

添加伸缩策略ID

400 AS.3022 伸缩策略请求
体action不合
法

The action of the
AS policy request
body is invalid.

使用正确的action参数

400 AS.3023 伸缩策略周期
类型为空

The period type
of the AS policy
is null.

添加周期类型

400 AS.3024 伸缩策略周期
类型的值为空

The value of the
period type of the
AS policy is null.

添加周期类型

400 AS.3025 伸缩策略周期
类型的值不合
法

The value of
period type of the
AS policy is
invalid.

使用正确的周期类型

400 AS.3026 伸缩策略告警
ID为空

The alarm ID in
the AS policy is
null.

添加告警ID

400 AS.3027 伸缩策略执行
时，伸缩组状
态必须为
inservice

The AS policy
must be in the
inservice status
when the AS
policy is
performed.

启用伸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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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AS.3028 周期策略起始
时间格式错误

The format of the
start time for the
scaling action
triggered
periodically is
incorrect.

使用正确的起始时间格式

400 AS.3029 周期策略起始
时间必须早于
结束时间

The start time of
the scaling action
triggered
periodically must
be earlier than the
end time.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3030 伸缩策略告警
规则不存在

The alarm in the
AS policy does
not exist.

修改伸缩策略使用的告警
规则

400 AS.3031 伸缩策略名称
非法

Invalid AS policy
name.

使用正确的伸缩策略名称

400 AS.3032 伸缩策略数量
达到限制

The number of
AS policies
exceeds the upper
limit.

删除不使用的伸缩策略或
者申请更多的伸缩策略配
额

400 AS.3033 周期策略的触
发时间不包含
在策略的生效
时间内

The triggering
time of the
periodic policy is
not included in
the effective time
of the policy.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3034 伸缩策略告警
ID正在被其它
伸缩组使用

The alarm ID in
the AS policy is
being used by
another AS group.

参考错误码说明，告警ID
同一时间只能被一个伸缩
组的伸缩策略使用

400 AS.3035 伸缩策略操作
的实例百分比
不合法

The percentage of
instances which
action in the AS
policy operates on
is invalid.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3036 伸缩策略操作
实例的方式不
唯一

The action in the
AS policy
operates is not
unique.

参考错误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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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AS.3037 伸缩策略资源
类型无效

The scaling
resource type in
the AS policy is
invalid.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3038 伸缩策略正在
执行中无法再
次执行

The AS policy is
in execting status.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3040 伸缩策略中的
伸缩资源已达
到修改上限

The adjustment
by policy reached
the limit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3041 伸缩策略中的
伸缩资源ID不
能为空

The scaling
resource ID in the
AS policy is null.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3042 伸缩策略中的
伸缩资源不存
在

The scaling
resource in the
AS policy does
not exist.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3043 伸缩策略中的
limits参数值
非法

The limit which
action in the AS
policy operates on
is invalid.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3044 包年包月带宽
不支持动态调
整

Parameter limits
in the AS policy
is invalid.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3045 批量删除策略
失败

Failed to delete
policies in a
batch.

出现该错误码时，可通过
Message字段获取失败的策
略ID和失败原因。

400 AS.3046 批量启用策略
失败

Failed to resume
policies in a
batch.

出现该错误码时，可通过
Message字段获取失败的策
略ID和失败原因。

400 AS.3047 批量停用策略
失败

Failed to pause
policies in a
batch.

出现该错误码时，可通过
Message字段获取失败的策
略ID和失败原因。

400 AS.3048 是否强制删除
策略的值非法

The value of the
parameter that
specifies whether
to forcibly delete
the policy is
invalid.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3049 待批量操作的
伸缩策略列表
信息为空

The list of AS
policies to be
batched is empty.

参考错误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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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AS.3050 伸缩策略中的
告警ID格式错
误

The alarm ID in
the AS policy is
format wrong.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4000 伸缩实例请求
参数中
start_number
值非法

The value of
parameter
start_number in
the request for the
instance is
invalid.

检查URL参数

400 AS.4001 伸缩实例请求
参数中limit值
非法

The value of
parameter limit in
the request for the
instance is
invalid.

检查URL参数

400 AS.4003 伸缩实例请求
参数中
life_cycle_stat
e值非法

The value of
parameter
life_cycle_state in
the instance
request is invalid.

使用正确的life_cycle_state
值

400 AS.4004 伸缩实例请求
参数中
health_status值
非法

The value of
parameter
health_status in
the request for the
instance is
invalid.

使用正确的health_status值

400 AS.4005 伸缩实例请求
参数中
scaling_group_
id不存在

Parameter
scaling_group_id
in the request for
the instance does
not exist.

使用正确的scaling_group_id

400 AS.4006 伸缩实例不存
在

The instance does
not exist.

使用正确的实例ID

400 AS.4007 是否删除虚拟
机的值非法

The value of the
parameter that
specifies whether
to delete the
instance is
invalid.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400 AS.4008 期望日志起始
时间格式错误

The the start time
format of the log
about the
expected number
of the instances is
incorrect.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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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说明 Error Message 描述（处理措施）

400 AS.4009 期望日志结束
时间格式错误

The the end time
format of the log
about expected
number of the
instances is
incorrect.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400 AS.4010 期望日志请求
参数
start_number
非法

Parameter
start_number in
the request for the
log about the
expected number
of instances is
invalid.

检查URL参数

400 AS.4011 期望日志请求
参数中limit值
非法

The value of
parameter limit in
the request for the
log about the
expected number
of instances is
invalid.

检查URL参数

400 AS.4012 期望日志请求
参数中logId值
非法

The value of
parameter logId
in the request for
the log about the
expected number
of instances is
invalid.

检查URL参数

400 AS.4013 待删除伸缩实
例列表信息为
空

The list of
instances to be
deleted is null.

添加待删除的伸缩实例信
息

400 AS.4014 实例不属于同
一个组

The instances do
not belong to the
same AS group.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4015 伸缩实例不是
inservice状态

The instance is
not in the
inservice status.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4016 伸缩实例是包
年包月虚拟
机，不能被直
接删除

Failed to delete
the instance
because the
instance is
charged by month
or year.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4017 伸缩实例查询
为空

The requested
instance is null.

参考错误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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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AS.4018 批量操作实例
请求体action
参数值不合法

The action of the
body in the
request to operate
the instance is
invalid.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400 AS.4019 待添加伸缩实
例列表信息为
空

The list of
instances to be
added to the AS
group is null.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4020 实例所属AZ
不在伸缩组的
AZ中

The AZ to which
the instance
belongs is not
within the AZ in
the AS group.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4021 实例所属VPC
与伸缩组VPC
不同

The VPC to
which the
instance belongs
is different from
the VPC in the
AS group.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4022 添加实例个数
超出限制

The number of
instances added to
the AS group
exceeds the upper
limit.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4023 添加的实例已
经存在

The added
instance has
already existed.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4024 添加的实例为
非active状态

The instance is
not in the active
status.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4026 删除实例个数
超出限制

The number of
instances deleted
exceeds the upper
limit.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4027 添加的实例已
经被加入到其
它伸缩组中

The added
instance has
already existed in
other AS group.

参考错误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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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状
态码

错误码 说明 Error Message 描述（处理措施）

400 AS.4029 批量添加云服
务器失败。

出现该错误码
时，可通过
Message字段
获取失败的云
服务器ID和失
败原因。

Failed to add
instances in a
batch.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4030 批量删除云服
务器失败。

出现该错误码
时，可通过
Message字段
获取失败的云
服务器ID和失
败原因。

Failed to delete
instances in a
batch.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4032 伸缩实例列表
信息为空

The list of
instances is null.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4033 批量更新实例
的实例保护属
性失败。

出现该错误码
时，可通过
Message字段
获取失败的云
服务器ID和失
败原因。

Failed to set
instance
protection in a
batch.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7003 调用VPC服务
的接口异常

called interface of
VPC service
failed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7008 创建云服务器
参数非法

Invalid
parameters for
creating ECSs.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检查
当前伸缩组使用的伸缩配
置的参数信息

400 AS.7011 DeC不支持该
类型云服务器

This DeC does
not support ECSs
of this type.

参考错误码说明

400 AS.7012 弹性负载均衡
监听器不存在

lblistener doesnot
exist.

修改伸缩组的监听器信
息，之后重新启用伸缩组

400 AS.7019 子网下私有ip
不足

The number of
private IP
addresses in the
subnet is
insufficient.

修改伸缩组的子网信息，
之后重新启用伸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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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状
态码

错误码 说明 Error Message 描述（处理措施）

400 AS.7022 伸缩配置SSH
秘钥不存在

Keypair doesnot
exist.

为伸缩组更换伸缩配置

400 AS.7025 通知主题不合
法

The topic urn is
not valid.

使用正确的通知主题

400 AS.7026 通知场景不合
法

The topic scene is
not valid.

使用正确的通知场景

400 AS.7027 通知主题不能
为空

The topic of
notification is
null.

添加通知主题

400 AS.7028 通知个数超过
限制

The number of
topics in the AS
group exceeds the
upper limit.

最多允许添加5个

400 AS.7029 通知主题重复 The topic of
notification is
duplicate.

使用正确的通知主题

400 AS.7030 生命周期挂钩
超时时间不合
法

Invalid lifecycle
hook default
timeout.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400 AS.7031 生命周期挂钩
名称不合法

Invalid lifecycle
hook name.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400 AS.7032 生命周期挂钩
名称不能为空

The name of the
lifecycle hook is
empty.

添加生命周期挂钩名称

400 AS.7033 生命周期挂钩
类型不合法

Invalid lifecycle
hook type.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400 AS.7034 生命周期挂钩
操作不合法

Invalid lifecycle
hook callback
action result.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400 AS.7035 生命周期挂钩
metadata过长

The metadata of
the lifecycle hook
is too long.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400 AS.7036 生命周期挂钩
不能为空

The lifecycle
hook is null.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400 AS.7037 生命周期挂钩
类型不能为空

The type of the
lifecycle hook is
empty.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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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状
态码

错误码 说明 Error Message 描述（处理措施）

400 AS.7038 生命周期挂钩
个数超过限制

The number of
hooks in the AS
group exceeds the
upper limit.

最多允许添加5个

400 AS.7039 生命周期挂钩
回调操作不能
为空

The lifecycle
hook callback
action result is
empty.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400 AS.7040 生命周期挂钩
回调对象不能
为空

The lifecycle
hook callback
object is empty.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400 AS.7041 生命周期挂钩
名称重复

The lifecycle
hook callback
object is empty.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400 AS.7042 生命周期挂钩
回调对象不存
在

The lifecycle
hook callback
object does not
exist.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400 AS.7043 生命周期挂钩
使用的通知主
题不存在

The lifecycle
hook topic urn
does not exist.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检查
生命周期挂钩使用的通知
主题。

400 AS.7044 标签为空 The tag of this
resource is null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400 AS.7045 标签个数超过
限制

The number of
tags exceeded.

最多允许添加10个。

400 AS.7047 标签的value过
长

The value of tag
in the resource is
too long.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400 AS.7048 标签资源类型
不合法

The resource type
in this operation
with tag is
invalid.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400 AS.7049 标签执行动作
不合法

The action in this
operation with tag
is invalid.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400 AS.7050 标签的key重
复

The key of tag
cannot be
duplicate.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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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状
态码

错误码 说明 Error Message 描述（处理措施）

400 AS.7051 伸缩组中的后
端云服务器组
不存在

The backend ECS
group in the AS
group does not
exist.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更换
负载均衡的pool。

400 AS.7055 生命周期挂钩
metadata包含
非法字符

The metadata of
the lifecycle hook
has special
character.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400 AS.7061 标签的value为
空

The value of
scaling tag is null.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400 AS.7062 标签的key为
空

The key of
scaling tag is null.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400 AS.7063 标签的key过
长

The key of
scaling tag is too
long.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400 AS.7111 云服务器配额
不足

Insufficient
instance quota.

释放不使用的云服务器资
源或者申请扩大云服务器
配额。

400 AS.7112 云硬盘配额不
足

Insufficient
volume quota.

释放不使用的云服务器资
源或者申请扩大卷配额。

400 AS.7113 弹性IP配额不
足

Insufficient
elastic ip quota.

释放不使用的弹性IP或者申
请扩大弹性IP配额。

400 AS.7114 云服务器内存
配额不足

Insufficient ram
quota.

释放不使用的云服务器资
源或者申请扩大云服务器
内存配额。

400 AS.7115 云服务器CPU
配额不足

Insufficient cpu
quota.

释放不使用的云服务器资
源或者申请扩大云服务器
CPU配额

400 AS.9001 伸缩活动日志
起始时间格式
错误

The format of the
start time of the
scaling log is
incorrect.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400 AS.9002 伸缩活动日志
结束时间格式
错误

The format of the
end time of the
scaling log is
incorrect.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400 AS.9003 伸缩活动日志
请求参数
start_number
非法

Parameter
start_number in
the request for the
scaling log is
invalid.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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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状
态码

错误码 说明 Error Message 描述（处理措施）

400 AS.9004 伸缩活动日志
请求参数中
limit值非法

The value of
parameter limit in
the request for the
scaling log is
invalid.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400 AS.9005 伸缩活动日志
请求参数中
logId值非法

The value of
parameter logId
in the request for
the scaling log is
invalid.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400 AS.9007 策略执行日志
时间格式错误

The format of the
execute time in
the request is
incorrect.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400 AS.9008 策略执行日志
请求参数
start_number
非法

Parameter
start_number in
the request is
invalid.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400 AS.9009 策略执行日志
请求参数中
limit值非法

The value of
parameter limit in
the request is
invalid.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400 AS.9010 策略执行日志
请求参数中
logId值非法

The value of
parameter logId
in the request is
invalid.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400 AS.9011 策略执行日志
请求参数中资
源Id值非法

The value of
parameter
resourceId in the
request is invalid.

使用正确的参数值

 

A.2 弹性伸缩监控指标说明

功能说明

本节定义了弹性伸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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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来检索弹性伸缩产生的监控指标和告警信息。

命名空间

SY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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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指标

指标 指标名称 含义 取值范围 备注

cpu_util CPU使用
率

该指标用于统
计测试对象中
所有云服务器
的CPU使用率
的均值。

≥0% 测试对象为弹性伸缩
组。

mem_util 内存使用
率

该指标用于统
计测试对象中
所有云服务器
的内存使用率
的均值。

≥0% 测试对象为弹性伸缩
组。

说明
如果用户使用的镜像未安
装vmtools，则无法获取该
监控指标。

network_inco
ming_bytes_r
ate_inband

带内网络
流入速率

该指标用于统
计测试对象中
所有云服务器
的网络流入速
率的均值。

≥0 Byte/s 测试对象为弹性伸缩
组。

network_outg
oing_bytes_ra
te_inband

带内网络
流出速率

该指标用于统
计测试对象中
所有云服务器
的网络流出速
率的均值。

≥0 Byte/s 测试对象为弹性伸缩
组。

instance_num 实例数 该指标用于统
计测试对象中
可用的云服务
器数量。

≥0 测试对象为弹性伸缩
组。

可用的云服务器是指健
康状态为“正常”的云
服务器。

disk_read_byt
es_rate

磁盘读速
率

该指标用于统
计每秒从测量
对象中所有云
服务器读出的
数据量，以字
节/秒为单位。

≥0 Byte/s 测试对象为弹性伸缩
组。

disk_write_by
tes_rate

磁盘写速
率

该指标用于统
计每秒写到测
量对象中所有
云服务器的数
据量，以字节/
秒为单位。

≥0 Byte/s 测试对象为弹性伸缩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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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指标名称 含义 取值范围 备注

disk_read_req
uests_rate

磁盘读操
作速率

该指标用于统
计每秒从测量
对象中所有云
服务器读取数
据的请求次
数，以请求/秒
为单位。

≥0请求/秒 测试对象为弹性伸缩
组。

disk_write_re
quests_rate

磁盘写操
作速率

该指标用于统
计每秒往测量
对象中所有云
服务器写数据
的请求次数，
以请求/秒为单
位。

≥0请求/秒 测试对象为弹性伸缩
组。

 

说明

对于不同的操作系统，监控指标“内存使用率”、“带内网络流出速率”和“带内网络流入速
率”是否支持，详细信息请参见《弹性云服务器用户指南》。

维度

Key Value

AutoScalingGroup 弹性伸缩组的ID

 

A.3 API 授权项列表

A.3.1 弹性伸缩组

API API功能 授权项 授权作用域

POST /autoscaling-api/v1/
{tenant_id}/scaling_group

创建弹性
伸缩组

as:groups:c
reate

l 支持：

– 项目(Project)
– 企业项目(Enterprise

Project)
l 不支持：无

GET /autoscaling-api/v1/
{tenant_id}/scaling_group

查询弹性
伸缩组列
表

as:groups:l
ist

l 支持：

– 项目(Project)
– 企业项目(Enterprise

Project)
l 不支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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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API功能 授权项 授权作用域

GET /autoscaling-api/v1/
{tenant_id}/scaling_group/
{scaling_group_id}

查询弹性
伸缩组详
情

as:groups:g
et

l 支持：

– 项目(Project)
– 企业项目(Enterprise

Project)
l 不支持：无

PUT /autoscaling-api/v1/
{tenant_id}/scaling_group/
{scaling_group_id}

修改弹性
伸缩组

as:groups:u
pdate

l 支持：

– 项目(Project)
– 企业项目(Enterprise

Project)
l 不支持：无

DELETE /autoscaling-api/v1/
{tenant_id}/scaling_group/
{scaling_group_id}

删除弹性
伸缩组

as:groups:d
elete

l 支持：

– 项目(Project)
– 企业项目(Enterprise

Project)
l 不支持：无

POST /autoscaling-api/v1/
{tenant_id}/scaling_group/
{scaling_group_id}/action

启用或停
止弹性伸
缩组

as:groups:a
ction

l 支持：

– 项目(Project)
– 企业项目(Enterprise

Project)
l 不支持：无

 

A.3.2 弹性伸缩配置

API API功能 授权项 授权作用域

POST /autoscaling-api/v1/
{tenant_id}/
scaling_configuration

创建弹性伸缩
配置

as:configs:creat
e

l 支持：
项目(Project)

l 不支持：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GET /autoscaling-api/v1/
{tenant_id}/
scaling_configuration

查询弹性伸缩
配置列表

as:configs:list l 支持：
项目(Project)

l 不支持：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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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API功能 授权项 授权作用域

GET /autoscaling-api/v1/
{tenant_id}/
scaling_configuration/
{scaling_configuration_id}

查询弹性伸缩
配置详情

as:configs:get l 支持：
项目(Project)

l 不支持：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DELETE /autoscaling-api/v1/
{tenant_id}/
scaling_configuration/
{scaling_configuration_id}

删除弹性伸缩
配置

as:configs:delet
e

l 支持：
项目(Project)

l 不支持：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POST /autoscaling-api/v1/
{tenant_id}/
scaling_configurations

批量删除弹性
伸缩配置

as:configs:batc
hDelete

l 支持：
项目(Project)

l 不支持：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A.3.3 弹性伸缩实例

API API功能 授权项 授权作用域

GE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
scaling_group_instance/
{scaling_group_id}/list

查询弹
性伸缩
组中的
实例列
表

as:instances
:list

l 支持：

– 项目
(Project)

–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l 不支持：无

DELETE /autoscaling-api/v1/
{tenant_id}/scaling_group_instance/
{instance_id}

移出弹
性伸缩
组实例

as:instances
:delete

l 支持：

– 项目
(Project)

–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l 不支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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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API功能 授权项 授权作用域

POS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
scaling_group_instance/
{scaling_group_id}/action

批量操
作实例

as:instances
:batchActio
n

l 支持：

– 项目
(Project)

–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l 不支持：无

 

A.3.4 弹性伸缩策略

API API功能 授权项 授权作用域

POS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
scaling_policy

创建弹性
伸缩策略

as:policies:c
reate

l 支持：

– 项目
(Project)

–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l 不支持：无

PU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
scaling_policy/{scaling_policy_id}

修改弹性
伸缩策略

as:policies:u
pdate

l 支持：

– 项目
(Project)

–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l 不支持：无

GE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
scaling_policy/{scaling_group_id}/list

查询弹性
伸缩策略
列表

as:policies:l
ist

l 支持：

– 项目
(Project)

–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l 不支持：无

GE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
scaling_policy/{scaling_policy_id}

查询弹性
伸缩策略
详情

as:policies:g
et

l 支持：

– 项目
(Project)

–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l 不支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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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API功能 授权项 授权作用域

POS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
scaling_policy/{scaling_policy_id}/
action

执行或启
用或停止
弹性伸缩
策略

as:policies:a
ction

l 支持：

– 项目
(Project)

–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l 不支持：无

DELETE /autoscaling-api/v1/
{tenant_id}/scaling_policy/
{scaling_policy_id}

删除弹性
伸缩策略

as:policies:d
elete

l 支持：

– 项目
(Project)

–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l 不支持：无

POST /autoscaling-api/v2/{tenant_id}/
scaling_policy

创建弹性
伸缩策略

as:policies:c
reate

l 支持：
项目(Project)

l 不支持：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PUT /autoscaling-api/v2/{tenant_id}/
scaling_policy/{scaling_policy_id}

修改弹性
伸缩策略

as:policies:u
pdate

l 支持：
项目(Project)

l 不支持：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GET /autoscaling-api/v2/{tenant_id}/
scaling_policy/{scaling_resource_id}/
list

查询弹性
伸缩策略
列表

as:policies:l
ist

l 支持：
项目(Project)

l 不支持：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GET /autoscaling-api/v2/{tenant_id}/
scaling_policy/{scaling_policy_id}

查询弹性
伸缩策略
详情

as:policies:g
et

l 支持：
项目(Project)

l 不支持：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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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API功能 授权项 授权作用域

POS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
scaling_policies/action

批量操作
弹性伸缩
策略

as:policies:b
atchAction

l 支持：
项目(Project)

l 不支持：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A.3.5 伸缩策略执行日志

API API功能 授权项 授权作用域

GE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
scaling_policy_execute_log/
{scaling_policy_id}

查询策略
执行日志

as:policyEx
ecuteLogs:li
st

l 支持：

– 项目(Project)
–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l 不支持：无

 

A.3.6 伸缩活动日志

API API功能 授权项 授权作用域

GE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
scaling_activity_log/
{scaling_group_id}

查询伸缩
活动日志

as:acivityLo
gs:list

l 支持：

– 项目(Project)
–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l 不支持：无

 

A.3.7 配额

API API功能 授权项 授权作用域

GE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
quotas

查询配额 as:quotas:ge
t

l 支持：
项目(Project)

l 不支持：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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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API功能 授权项 授权作用域

GE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
quotas/{scaling_group_id}

查询弹性
伸缩策略
和伸缩实
例配额

as:quotas:ge
t

l 支持：
项目(Project)

l 不支持：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A.3.8 通知

API API功能 授权项 授权作用域

PU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
scaling_notification/
{scaling_group_id}

配置伸缩
组通知

as:notificatio
ns:set

l 支持：

– 项目
(Project)

–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l 不支持：无

GE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
scaling_notification/
{scaling_group_id}

查询伸缩
组通知列
表

as:notificatio
ns:list

l 支持：

– 项目
(Project)

–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l 不支持：无

DELETE /autoscaling-api/v1/
{tenant_id}/scaling_notification/
{scaling_group_id}/{topic_urn}

删除伸缩
组通知

as:notificatio
ns:delete

l 支持：

– 项目
(Project)

–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l 不支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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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9 生命周期挂钩

API API功能 授权项 授权作用域

POS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
scaling_lifecycle_hook/
{scaling_group_id}

创建生命周
期挂钩

as:lifecycle
Hooks:creat
e

l 支持：

– 项目
(Project)

–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l 不支持：无

GE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
scaling_lifecycle_hook/
{scaling_group_id}/list

查询生命周
期挂钩列表

as:lifecycle
Hooks:list

l 支持：

– 项目
(Project)

–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l 不支持：无

GE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
scaling_lifecycle_hook/
{scaling_group_id}/
{lifecycle_hook_name}

查询生命周
期挂钩详情

as:lifecycle
Hooks:get

l 支持：

– 项目
(Project)

–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l 不支持：无

PU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
scaling_lifecycle_hook/
{scaling_group_id}/
{lifecycle_hook_name}

修改生命周
期挂钩

as:lifecycle
Hooks:upda
te

l 支持：

– 项目
(Project)

–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l 不支持：无

PU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
scaling_instance_hook/
{scaling_group_id}/callback

伸缩实例生
命周期回调

as:instance
Hooks:actio
n

l 支持：

– 项目
(Project)

–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l 不支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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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API功能 授权项 授权作用域

GE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
scaling_instance_hook/
{scaling_group_id}/list

查询伸缩实
例挂起信息

as:instance
Hooks:list

l 支持：

– 项目
(Project)

–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l 不支持：无

DELETE /autoscaling-api/v1/
{tenant_id}/scaling_lifecycle_hook/
{scaling_group_id}/
{lifecycle_hook_name}

删除生命周
期挂钩

as:lifecycle
Hooks:delet
e

l 支持：

– 项目
(Project)

–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l 不支持：无

 

A.3.10 标签管理

API API功能 授权项 授权作用域

GE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
{resource_type}/tags

查询租户标
签

as:tags:list l 支持：
项目(Project)

l 不支持：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GE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
{resource_type}/{resource_id}/tags

查询资源标
签

as:tags:get l 支持：
项目(Project)

l 不支持：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POST /autoscaling-api/v1/{tenant_id}/
{resource_type}/{resource_id}/tags/
action

更新或删除
标签

as:tags:set l 支持：
项目(Project)

l 不支持：
企业项目
(Enterpris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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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文档修订记录

版本日期 变更说明

2018-08-30 第十七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如下：

l 新增12.4 查询资源实例章节。

l 冷却时间默认值变更为300秒。

l 新增“API授权项列表”章节。

l A.1 返回错误码说明章节新增错误码AS.1067。

l 3 弹性伸缩组章节新增enterprise_project_id参数。

2018-07-30 第十六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如下：

3.1 创建弹性伸缩组章节健康检查周期支持设置10秒
和1分钟。

2018-06-30 第十五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如下：

l 优化“eip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l 优化返回错误码说明。

2018-05-30 第十四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如下：

l 3.1 创建弹性伸缩组新增lbaas_listeners参数。

l 4 弹性伸缩配置新增security_groups参数。

l 6.8 查询弹性伸缩策略详情（V2版本）章节新增
meta_data参数。

l 新增6.11 批量操作弹性伸缩策略章节。

l 7.1 查询策略执行日志章节新增meta_data参数。

l A.1 返回错误码说明章节修改错误码AS.3004、AS.
3008、AS.3009、AS.3010、AS.3033。

l A.1 返回错误码说明章节新增错误码AS.0026、AS.
3045、AS.3046、AS.3047、AS.3048、AS.3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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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日期 变更说明

2018-04-30 第十三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如下：

l 3.1 创建弹性伸缩组章节新增
“health_periodic_audit_grace_period”要素说明。

l 3.4 修改弹性伸缩组章节新增
“health_periodic_audit_grace_period”要素说明。

l 6.5 查询弹性伸缩策略列表章节新增
“scaling_policy_id”字段。

l 6.6 查询弹性伸缩策略列表（V2版本）章节新增
“scaling_policy_id”字段。

l 8.1 查询伸缩活动日志章节新增
“scaling_policy_id”和“scaling_policy_name”两
个字段样例。

l A.1 返回错误码说明章节新增错误码 AS.2046、
AS.7044、AS.7045、AS.7047、AS.7048、AS.
7049、AS.7050、AS.7055。

2018-03-30 第十二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如下：

l 新增6.2 创建弹性伸缩策略（V2版本）章节。

l 新增6.4 修改弹性伸缩策略（V2版本）章节。

l 新增6.6 查询弹性伸缩策略列表（V2版本）章节。

l 新增6.8 查询弹性伸缩策略详情（V2版本）章节。

l 新增7 伸缩策略执行日志章节。

l 12.1 查询租户标签章节中修改Tag字段数据结构说
明。

l 12.2 查询资源标签章节中修改ResourceTag字段数
据结构说明。

l 12.3 创建或删除标签章节中修改要素说明、
ResourceTag字段数据结构说明、返回值。

2018-01-30 第十一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如下：

l 5.3 批量操作实例章节中新增说明字段。

l 3.5 删除弹性伸缩组章节新增强制删除伸缩组参数
及功能说明。

l 3 弹性伸缩组章节新增弹性负载均衡（经典型）描
述。

l 4 弹性伸缩配置章节新增snapshot_id参数。

l 优化返回错误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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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日期 变更说明

2017-11-30 第十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如下：

l 伸缩策略实例支持百分比方式进行扩容和减容。

l 增加了弹性伸缩监控指标。

l 新增错误码AS.1053~AS.1061、AS.3035、AS.
3036、AS.2042、AS.2043、AS.1019和AS.1020。

l 新增参数dedicated_storage_id和
data_disk_image_id。

l 新增标签管理。

2017-09-30 第九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如下：

l 5.1 查询弹性伸缩组中的实例列表和5.3 批量操作
实例章节增加实例保护相关内容。

l 新增错误码4033、4032、2010。

2017-07-30 第八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如下。

修改了磁盘大小。

2016-12-30 第七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如下：

在3 弹性伸缩组章节，增加“可用分区”参数。

2016-11-28 第六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如下：

l 新增11 生命周期挂钩。

l 新增A.1 返回错误码说明章节，新增AS.7030-AS.
7043。

l 支持Cloudinit特性。

2016-10-29 第五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如下：

修改4.1 创建弹性伸缩配置，增加metadata字段。

修改A.1 返回错误码说明章节，新增AS.7011、AS.
1049、AS.1050和AS.1052

2016-09-18 第四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修改10.2 查询伸缩组通知列表，新增“topic_name”
字段说明。

2016-08-25 第三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l 伸缩组支持绑定多个负载均衡监听器，修改文档
中相应字段的参数说明。

l 修改A.1 返回错误码说明，新增AS.2037和AS.3034
两条错误码。

l 新增10 通知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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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日期 变更说明

2016-06-14 第二次正式发布。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l 修改1.1 服务使用方法“URL中的参数说明”。

l 修改3.1 创建弹性伸缩组-3.4 修改弹性伸缩组中
delete_publicip字段。

l 修改4.1 创建弹性伸缩配置-4.3 查询弹性伸缩配置
详情中的public_ip字段、eip字段。

l 修改4.1 创建弹性伸缩配置“instance_config字段
数据结构说明”，新增instance_id字段。

l 修改4.1 创建弹性伸缩配置“instance_config字段
数据结构说明”，修改adminPass字段的密码规
则。

l 修改4.3 查询弹性伸缩配置详情的响应样例。

2016-03-22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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