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密钥管理服务

API 参考

文档版本 06

发布日期 2018-03-30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018。 保留一切权利。

非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摘抄、复制本文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并不得以任何形式传

播。

 
商标声明

和其他华为商标均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商标。

本文档提及的其他所有商标或注册商标，由各自的所有人拥有。

 
注意

您购买的产品、服务或特性等应受华为公司商业合同和条款的约束，本文档中描述的全部或部分产品、服务或

特性可能不在您的购买或使用范围之内。除非合同另有约定，华为公司对本文档内容不做任何明示或默示的声

明或保证。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或其他原因，本文档内容会不定期进行更新。除非另有约定，本文档仅作为使用指导，本文

档中的所有陈述、信息和建议不构成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华为总部办公楼 邮编：518129

网址： http://e.huawei.com

文档版本 06 (2018-03-30)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i

http://e.huawei.com


目 录

1 使用前必读....................................................................................................................................... 1

2 API 使用方法................................................................................................................................... 2

3 环境准备........................................................................................................................................... 6
3.1 获取请求认证................................................................................................................................................................ 6
3.2 获取项目 ID................................................................................................................................................................. 16

4 API 说明......................................................................................................................................... 18
4.1 管理加密密钥.............................................................................................................................................................. 18
4.1.1 创建密钥................................................................................................................................................................... 18
4.1.2 启用密钥................................................................................................................................................................... 20
4.1.3 禁用密钥................................................................................................................................................................... 21
4.1.4 计划删除密钥........................................................................................................................................................... 23
4.1.5 取消计划删除密钥................................................................................................................................................... 24
4.1.6 查询密钥列表........................................................................................................................................................... 26
4.1.7 查询密钥信息........................................................................................................................................................... 28
4.1.8 创建随机数............................................................................................................................................................... 30
4.1.9 创建数据密钥........................................................................................................................................................... 31
4.1.10 创建不含明文数据密钥......................................................................................................................................... 33
4.1.11 加密数据密钥......................................................................................................................................................... 35
4.1.12 解密数据密钥......................................................................................................................................................... 37
4.1.13 查询实例数............................................................................................................................................................. 39
4.1.14 查询配额................................................................................................................................................................. 40
4.1.15 修改密钥别名......................................................................................................................................................... 41
4.1.16 修改密钥描述......................................................................................................................................................... 43
4.1.17 创建授权................................................................................................................................................................. 44
4.1.18 撤销授权................................................................................................................................................................. 46
4.1.19 退役授权................................................................................................................................................................. 48
4.1.20 查询授权列表......................................................................................................................................................... 49
4.1.21 查询可退役授权列表............................................................................................................................................. 52
4.1.22 加密数据................................................................................................................................................................. 54
4.1.23 解密数据................................................................................................................................................................. 56
4.1.24 获取密钥导入参数................................................................................................................................................. 57
4.1.25 导入密钥材料......................................................................................................................................................... 60

密钥管理服务
API 参考 目 录

文档版本 06 (2018-03-30)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ii



4.1.26 删除密钥材料......................................................................................................................................................... 62
4.1.27 开启密钥轮换......................................................................................................................................................... 63
4.1.28 修改密钥轮换周期................................................................................................................................................. 64
4.1.29 关闭密钥轮换......................................................................................................................................................... 66
4.1.30 查询密钥轮换状态................................................................................................................................................. 67
4.1.31 查询密钥实例......................................................................................................................................................... 68
4.1.32 查询密钥标签......................................................................................................................................................... 71
4.1.33 查询项目标签......................................................................................................................................................... 73
4.1.34 批量添加删除密钥标签......................................................................................................................................... 74
4.1.35 添加密钥标签......................................................................................................................................................... 76
4.1.36 删除密钥标签......................................................................................................................................................... 78
4.2 管理 SSH 密钥对.........................................................................................................................................................79
4.2.1 查询 SSH 密钥对列表..............................................................................................................................................79
4.2.2 查询 SSH 密钥对详情..............................................................................................................................................81
4.2.3 创建和导入 SSH 密钥对..........................................................................................................................................82
4.2.4 删除 SSH 密钥对......................................................................................................................................................85

A 附录................................................................................................................................................ 87
A.1 状态码......................................................................................................................................................................... 87
A.2 加密密钥错误码......................................................................................................................................................... 87
A.3 SSH 密钥对通用请求返回值..................................................................................................................................... 91

B 修订记录........................................................................................................................................ 92

密钥管理服务
API 参考 目 录

文档版本 06 (2018-03-30)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iii



1 使用前必读

本文档提供了密钥管理服务（Key Management Service，KMS） API的描述、语法、参
数说明及样例等内容。您可以根据表1-1查找您需要的内容。

表 1-1 文档导读

阶段 相关链接

REST消息的组成、调用方法 API使用方法

获取请求认证 获取请求认证

获取项目ID 获取项目ID

具体接口使用说明 API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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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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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创建、查询、更新、删掉等方法访问服务的
资源。

REST API请求/响应对可以分为如下部分：

l 请求URI

l 请求方法

l 请求消息头

l 请求消息体

l 响应消息头

l 响应消息体

请求 URI

请求URI由如下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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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请求URI包含在请求消息头中，但大多数语言或框架都要求您从请求消息中单独传
递它，所有在此单独拿出来强调。

表 2-1 URI 中的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URI-scheme 表示用于传输请求的协议。

Endpoint 指定承载REST服务端点的服务器域名或IP，从地区和终端节点
中获取。

resource-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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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ry string 可选参数，例如API版本或资源选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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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方法

HTTP方法（也称为操作或动词），它告诉服务你正在请求什么类型的操作。

表 2-2 HTTP 方法

方法 说明

GET 请求服务器返回指定资源。

PUT 请求服务器更新指定资源。

POST 请求服务器新增资源或执行特殊操作。

DELETE 请求服务器删除指定资源，如删除对象等。

HEAD 请求服务器资源头部。

PATCH 请求服务器更新资源的部分内容。

当资源不存在的时候，PATCH可能会去创建一个新的资源。

 

请求消息头

可选的附加请求头字段，如指定的URI和HTTP方法所要求的字段。详细的公共请求消
息头字段请参见表2-3，其中请求认证信息请参见获取请求认证。

表 2-3 公共请求消息头

名称 描述 是否必选 示例

Content-Type 消息体的类型（格
式）

是 application/json

X-Auth-Token Token认证信息，通

过Token认证获取。

当使用Token方
式认证时，必
须填充该字
段。

-

X-Sdk-Date 请求发送的时间。 当使用AK/SK
认证时，必须
填该字段。

20151222T034042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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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描述 是否必选 示例

Authorization 签名认证信息该值
来源于请求签名结
果。

当使用AK/SK
认证

时，必须填该
字段。

SDK-HMACSHA256
Credential=ZIRRK
MTWPTQFQI1WK
NKB/20151222/cnnorth-
1/ec2/
sdk_request,
SignedHeaders=con
nection;contenttype;
host;x-sdk-date,
Signature=7972cc91
45876d174b386218
8a0f61819431fa71c
8a8a060809ea8b898
e3eaa9
Host:
www.myhwclouds.c
om

 

请求消息体（可选）

请求消息体通常以结构化格式（如JSON或XML）发出，与请求消息头中Content-type
对应，传递除请求消息头之外的内容。

响应消息头

响应消息头包含如下两部分。

l 一个HTTP状态代码，从2xx成功代码到4xx或5xx错误代码。 或者，可以返回服务
定义的状态码，如API文档中所示。

l 附加响应头字段，如支持请求的响应所需，如Content-type响应消息头。详细的公
共响应消息头字段请参见表2-4。

表 2-4 响应消息头

名称 描述 示例

Date HTTP协议标准报头。表示消息发
送的时间，时间的描述格式由
rfc822定义。

Mon, 12 Nov 2007
15:55:01 GMT

Server HTTP协议标准报头。包含了服务
器用来处理请求的软件信息。

Ap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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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描述 示例

Content-Length HTTP协议标准报头。用于指明实
体正文的长度，以字节方式存储
的十进制数字来表示。

xxx

Content-Type HTTP协议标准报头。用于指明发
送给接收者的实体正文的媒体类
型。

application/json

 

响应消息体（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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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起请求

共有三种方式可以基于已构建好的请求消息发起请求，分别为：

l cURL
cURL是一个命令行工具，用来执行各种URL操作和信息传输。cURL充当的是
HTTP客户端，可以发送HTTP请求给服务端，并接收响应消息。cURL适用于接口
调试。关于cURL详细信息请参见https://curl.haxx.se/。

l 编码

通过编码调用接口，组装请求消息，并发送处理请求消息。

l REST客户端

Mozilla、Google都为REST提供了图形化的浏览器插件，发送处理请求消息。针对
Firefox，请参见Firefox REST Client。针对Chrome，请参见Chrome REST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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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准备

3.1 获取请求认证

调用接口有如下两种认证方式，您可以选择其中一种进行认证鉴权。

l Token认证：通过Token认证通用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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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ken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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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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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地区和终端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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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scope": {
      "project": {
         "name": "cn-north-1aaa" //假设区域名称是“cn-north-1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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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步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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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3 调用业务接口，在请求消息头中增加“X-Auth-Token”，“X-Auth-Token”的取值为步
骤2中获取的Token。

----结束

AK/SK 认证

通过使用Access Key ID（AK）/Secret Access Key（SK）加密的方法来验证某个请求发
送者身份。当您使用AK/SK认证方式完成认证鉴权时，需要通过请求签名流程获取签
名并增加到业务接口请求消息头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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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1 生成AK/SK。如果已生成过AK/SK，则可跳过步骤1，找到原来已下载的AK/SK文件，
文件名一般为：credentials.c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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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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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2 工程中引入API网关签名SDK。

1. 下载API网关签名工具。

下载地址：http://esdk.huawei.com/ilink/esdk/download/HW_456706。

2. 解压下载的压缩包，得到一个jar文件。

3. 将解压出来的jar文件引用到依赖路径中。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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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对请求进行签名。

签名方法集成在步骤2引入的jar文件中。发送请求前，需要对请求内容进行签名，得到
的签名结果将作为http头部信息一起发送。

以下结合demo中的post方法调用过程，介绍签名的实现。

1. 初始化post方法。

见Demo.java。post方法中传入AK/SK，请求URL以及请求Body体。签名在
accessService.access()方法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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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essService accessService = new AccessServiceImpl(serviceName, region, ak, sk);
        URL url = null;
        try {
            url = new URL(requestUrl);
        } catch (MalformedURL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InputStream content = new ByteArrayInputStream(postbody.getBytes("UTF8"));
        HttpMethodName httpMethod = HttpMethodName.POST;
        HttpResponse response;

        try {
            response = accessService.access(url, content, (long) 
postbody.getBytes("UTF8").length, httpMethod);
            System.out.println(convertStreamToString(response.getEntity().getContent()));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finally {
            accessService.close();
        }
    }

2. 创建用于签名的请求request，对象为SDK包中的方法：
com.cloud.sdk.DefaultRequest。
设置DefaultRequest的目标API URL、HTTPS方法、内容等信息。见
AccessServiceImpl.java。
 public HttpResponse access(URL url, Map<String, String> headers, InputStream content, Long 
contentLength,
        HttpMethodName httpMethod) throws Exception {

        Request request = new DefaultRequest(this.serviceName);
        try {
            request.setEndpoint(url.to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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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quest.setHttpMethod(httpMethod);
        if (headers != null) {
            request.setHeaders(headers);
        }
        request.setContent(content);
        ...

3. 调用SDK的签名方法，对Request进行签名：

签名后，Request的http header中将增加签名信息如x-sdk-date，Authorization等。见
AccessServiceImpl.java。
        ...
        Signer signer = SignerFactory.getSigner(serviceName, region);
        signer.sign(request, new BasicCredentials(this.ak, this.sk));
        ...

4. 发送带有签名信息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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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AccessServiceImpl.java。
        ...
        HttpRequestBase httpRequestBase = createRequest(url, null, request.getContent(), 
contentLength, httpMethod);
        Map<String, String> requestHeaders = request.getH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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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onse = client.execute(httpRequestBase);
        ...

示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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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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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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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essService.java:
package com.cloud.apigateway.sdk.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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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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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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密钥管理服务
API 参考 3 环境准备

文档版本 06 (2018-03-30)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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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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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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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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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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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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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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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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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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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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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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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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tem.out.println(response.getStatusLine().getStatusCode());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finally {
   accessService.close();
  }

 }
 
 public static void pat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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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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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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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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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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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结束

3.2 获取项目 ID
在调用接口的时候，部分URL中需要填入项目编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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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项目编
号获取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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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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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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1 查看项目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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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PI 说明

4.1 管理加密密钥

4.1.1 创建密钥

功能介绍

创建用户主密钥，可用来加密数据密钥。

说明

别名“/default”为服务默认主密钥的后缀名，由服务自动创建。因此用户创建的主密钥别名不
能与服务默认主密钥的别名相同，即后缀名不能为“/default”。

URI
l URI格式

POST /v1.0/{project_id}/kms/create-key
l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alias string 是 非默认主密钥别名，取值范围为1
到255个字符，满足正则匹配“^[a-
zA-Z0-9:/_-]{1,255}$”，且不与系
统服务创建的默认主密钥别名重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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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description string 否 密钥描述，取值0到255字符。

origin string 否 密钥来源，默认为“kms”，枚举
如下：

l kms：表示密钥材料由kms生
成。

l external：表示密钥材料由外部
导入。

sequence string 否 请求消息序列号，36字节序列号。

例如：
919c82d4-8046-4722-9094-35c3c652
4cff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

domain_id string 是 用户域ID。

 

示例

如下以创建别名为“test”的密钥为例。

l 请求样例
{
    "key_alias": "test"
}

l 响应样例
{
    "key_info": {
        "key_id": "bb6a3d22-dc93-47ac-b5bd-88df7ad35f1e",
        "domain_id": "b168fe00ff56492495a7d22974df2d0b"
    }
}

或

{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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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启用密钥

功能介绍

启用密钥，密钥启用后才可以使用。

说明

密钥为禁用状态才能启用密钥。

URI
l URI格式

POST /v1.0/{project_id}/kms/enable-key
l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36字节，满足正则匹配
“^[0-9a-z]{8}-[0-9a-z]{4}-[0-9a-z]
{4}-[0-9a-z]{4}-[0-9a-z]{12}$”。

例如：0d0466b0-e727-4d9c-b35d-
f84bb474a37f

sequence string 否 请求消息序列号，36字节序列号。

例如：
919c82d4-8046-4722-9094-35c3c652
4cff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

key_state string 是 密钥状态：

l 2为启用状态

l 3为禁用状态

l 4为计划删除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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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如下以启用密钥ID为“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的密钥为例。

l 请求样例
{
    "key_id": "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
}

l 响应样例
{
    "key_info": {
        "key_id": "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
        "key_state": "2"
    }
}

或
{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4.1.3 禁用密钥

功能介绍

禁用密钥，密钥禁用后不可以使用。

说明

密钥为启用状态才能禁用密钥。

URI
l URI格式

POST /v1.0/{project_id}/kms/disable-key
l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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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36字节，满足正则匹配
“^[0-9a-z]{8}-[0-9a-z]{4}-[0-9a-z]
{4}-[0-9a-z]{4}-[0-9a-z]{12}$”。

例如：0d0466b0-e727-4d9c-b35d-
f84bb474a37f

sequence string 否 请求消息序列号，36字节序列号。

例如：
919c82d4-8046-4722-9094-35c3c652
4cff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名称 参数类型 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

key_state string 是 密钥状态：

l 2为启用状态

l 3为禁用状态

l 4为计划删除状态

 

示例

如下以禁用密钥ID为“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的密钥为例。

l 请求样例
{
    "key_id": "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
}

l 响应样例
{
    "key_info": {
        "key_id": "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
        "key_state": "3"
    }
}

或

{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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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计划删除密钥

功能介绍

计划多少天后删除密钥，可设置7天～1096天内删除密钥。

URI
l URI格式

POST /v1.0/{project_id}/kms/schedule-key-deletion
l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36字节，满足正则匹配
“^[0-9a-z]{8}-[0-9a-z]{4}-[0-9a-z]
{4}-[0-9a-z]{4}-[0-9a-z]{12}$”。

例如：0d0466b0-e727-4d9c-b35d-
f84bb474a37f

pending_days string 是 计划多少天后删除密钥，取值为7
到1096。

sequence string 否 请求消息序列号，36字节序列
号。

例如：
919c82d4-8046-4722-9094-35c3c65
24cff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

key_state string 是 密钥状态：

l 2为启用状态

l 3为禁用状态

l 4为计划删除状态

密钥管理服务
API 参考 4 API 说明

文档版本 06 (2018-03-30)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3



 

示例

如下以删除密钥ID为“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的密钥为例。

l 请求样例
{
    "key_id": "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
    "pending_days": "7"
}

l 响应样例
{
    "key_id": "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
    "key_state": "4"
}

或

{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4.1.5 取消计划删除密钥

功能介绍

取消计划删除密钥。

说明

密钥处于“计划删除”状态才能取消计划删除密钥。

URI
l URI格式

POST /v1.0/{project_id}/kms/cancel-key-deletion

l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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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36字节，满足正则匹配
“^[0-9a-z]{8}-[0-9a-z]{4}-[0-9a-z]
{4}-[0-9a-z]{4}-[0-9a-z]{12}$”。

例如：0d0466b0-e727-4d9c-b35d-
f84bb474a37f

sequence string 否 请求消息序列号，36字节序列号。

例如：
919c82d4-8046-4722-9094-35c3c6524cf
f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

key_state string 是 密钥状态：

l 2为启用状态

l 3为禁用状态

l 4为计划删除状态

 

示例

如下以取消删除密钥ID为“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的密钥为例。

l 请求样例
{
    "key_id": "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
}

l 响应样例
{
    "key_id": "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
    "key_state": "3"
}

或

{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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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查询密钥列表

功能介绍

查询用户所有密钥列表。

URI
l URI格式

POST /v1.0/{project_id}/kms/list-keys
l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limit string 否 指定查询返回记录条数，如果指定查询
记录条数小于存在的条数，响应参数
“truncated”将返回“true”，表示存
在分页。取值在密钥最大个数范围以
内。例如：100

marker string 否 分页查询起始位置标识。分页查询收到
的响应参数“truncated”为“true”
时，可以发送连续的请求获取更多的记
录条数，“marker”设置为响应的
next_marker的值。例如：10

key_state string 否 密钥状态，满足正则匹配“^[1-5]
{1}$”，枚举如下：

l “1”表示待激活状态

l “2”表示启用状态

l “3”表示禁用状态

l “4”表示计划删除状态

l “5”表示等待导入状态

sequence string 否 请求消息序列号，36字节序列号。

例如：
919c82d4-8046-4722-9094-35c3c6524cff

 

响应

l 要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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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类型 必选 说明

keys string[] 是 key_id列表。

key_details JSONArra
y

是 密钥详情列表，详情格式可参见查询
密钥信息接口的响应。

next_marker string 是 获取下一页所需要传递的“marker”
值。当“truncated”为“false”时，
“next_marker”为空。

truncated string 是 是否还有下一页：

l “true”表示还有数据

l “false”表示已经是最后一页

 

示例

如下以查询返回记录条数为""，分页为""为例。

l 请求样例
{
    "limit": "",
    "marker": ""
}

l 响应样例
{
    "keys": [
        "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
        "2e258389-bb1e-4568-a1d5-e1f50adf70ea"
    ],
    "key_details": [
        {
        "key_id":"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
        "domain_id":"00074811d5c27c4f8d48bb91e4a1dcfd",
        "key_alias":"caseuirpr",
        "realm":"aaaa",
        "key_description":"123",
        "creation_date":"1502799822000",
        "scheduled_deletion_date":"",
        "key_state":"2",
        "default_key_flag":"0",
        "key_type":"1",
        "expiration_time":"1501578672000",
        "origin":"kms"
},
        {
        "key_id":"2e258389-bb1e-4568-a1d5-e1f50adf70ea",
        "domain_id":"00074811d5c27c4f8d48bb91e4a1dcfd",
        "key_alias":"casehvniz",
        "realm":"aaaa",
        "key_description":"234",
        "creation_date":"1502799820000",             
        "scheduled_deletion_date":"",
        "key_state":"2",
        "default_key_flag":"0",
        "key_type":"1",
        "expiration_time":"1501578673000",
        "origin":"kms"
}
     ],
    "next_mark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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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ncated": "false"
}

或

{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4.1.7 查询密钥信息

功能介绍

查询密钥详细信息。

URI
l URI格式

POST /v1.0/{project_id}/kms/describe-key

l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36字节，满足正则匹配
“^[0-9a-z]{8}-[0-9a-z]{4}-[0-9a-z]{4}-
[0-9a-z]{4}-[0-9a-z]{12}$”。

例如：0d0466b0-e727-4d9c-b35d-
f84bb474a37f

sequence string 否 请求消息序列号，36字节序列号。

例如：
919c82d4-8046-4722-9094-35c3c6524cff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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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

domain_id string 是 用户域ID。

key_alias string 是 密钥别名。

realm string 是 密钥区域。

key_description string 是 密钥描述。

creation_date string 是 密钥创建时间，时间戳。

scheduled_deletion_date string 是 密钥计划删除时间，时间戳。

key_state string 是 密钥状态：

l “1”表示待激活状态

l “2”表示启用状态

l “3”表示禁用状态

l “4”表示计划删除状态

l “5”表示等待导入状态

default_key_flag string 是 默认主密钥标识，默认主密钥
标识为1，非默认标识为0。

key_type string 是 密钥类型。

expiration_time string 是 失效时间。

origin string 是 密钥来源，默认为“kms”，
枚举如下：

l kms表示密钥材料由kms生
成

l external表示密钥材料由外部
导入

key_rotation_enabled string 是 密钥轮换状态，默认为
“false”，表示关闭密钥轮换
功能。

 

示例

如下以查询密钥ID为“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为例。

l 请求样例
{
    "key_id": "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
}

l 响应样例
{
    "key_info": {
        "key_id": "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
        "domain_id": "b168fe00ff56492495a7d22974df2d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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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_alias": "kms_test",
        "realm": "aaa",
        "key_description": "",
        "creation_date": "1472442386000",
        "scheduled_deletion_date": "",
        "key_state": "2",
        "default_key_flag": "0",
        "key_type": "1",
        "expiration_time":"1501578672000",
        "origin":"kms",
        "key_rotation_enabled":"false"
    }
}

或

{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4.1.8 创建随机数

功能介绍

生成512bit的随机数。

URI
l URI格式

POST /v1.0/{project_id}/kms/gen-random
l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random_data_length string 是 随机数的bit位长度，取值限制
为512。

sequence string 否 请求消息序列号，36字节序列
号。

例如：
919c82d4-8046-4722-9094-35c3
c6524c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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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random_data string 是 随机数16进制表示，两位表示
1byte。随机数的长度与用户传入的
参数“random_data_length”的长度
保持一致。

 

示例

如下以创建长度“512”bit的随机数为例。

l 请求样例
{
    "random_data_length": "512"
}

l 响应样例
{
    "random_data": 
"5791C223E87124AB9FC29B5A8AC60BE4B98D168F47A58BB2A88833E40D6ED32D57E2AAB5410492EB25096873F9CE
3D45E0D22F820A5AB4EEADC33A1A6AE780F1"
}

或

{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4.1.9 创建数据密钥

功能介绍

创建数据密钥，返回结果包含明文和密文。

URI
l URI格式

POST /v1.0/{project_id}/kms/create-datakey

l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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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36字节，满足正则匹配
“^[0-9a-z]{8}-[0-9a-z]{4}-[0-9a-z]
{4}-[0-9a-z]{4}-[0-9a-z]{12}$”。

例如：0d0466b0-e727-4d9c-b35d-
f84bb474a37f

encryption_context string 否 取值只能为一系列key-value键值
对，用于记录资源上下文信息，不
应包含敏感信息，最大长度为
8192。
例如：
{"Key1":"Value1","Key2":"Value2"}

datakey_length string 是 密钥bit位长度，限制取值为512。

sequence string 否 请求消息序列号，36字节序列号。

例如：
919c82d4-8046-4722-9094-35c3c652
4cff

 

响应消息

响应消息

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

plain_text string 是 DEK明文16进制，两位表示1byte。

cipher_text string 是 DEK密文16进制，两位表示1byte。

 

示例

如下以创建密钥ID为“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密钥长度为
“512”bit的数据密钥为例。

l 请求样例
{
    "key_id": "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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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key_length": "512"
}

l 响应样例
{
    "key_id": "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
    "plain_text": 
"8151014275E426C72EE7D44267EF11590DCE0089E19863BA8CC832187B156A72A5A17F17B5EF0D525872C59ECEB7
2948AF85E18427F8BE0D46545C979306C08D",
    "cipher_text": 
"020098009EEAFCE122CAA5927D2E020086F9548BA1675FDB022E4ECC01B96F2189CF4B85E78357E73E1CEB518DAF
7A4960E7C7DE8885ED3FB2F1471ABF400119CC1B20BD3C4A9B80AF590EFD0AEDABFDBB0E2B689DA7B6C9E7D3C5645
FCD9274802586BE63779471F9156F2CDF07CD8412FFBE9230643034363662302D653732372D346439632D62333564
2D6638346262343734613337660000000045B05321483BD9F9561865EE7DFE9BE267A42EB104E98C16589CE46940B
18E52"
}

或

{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4.1.10 创建不含明文数据密钥

功能介绍

创建数据密钥，返回结果只包含密文。

URI
l URI格式

POST /v1.0/{project_id}/kms/create-datakey-without-plaintext
l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36字节，满足正则匹配
“^[0-9a-z]{8}-[0-9a-z]{4}-[0-9a-z]
{4}-[0-9a-z]{4}-[0-9a-z]{12}$”。

例如：0d0466b0-e727-4d9c-b35d-
f84bb474a3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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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encryption_context string 否 取值只能为一系列key-value键值
对，用于记录资源上下文信息，
不应包含敏感信息，最大长度为
8192。
例如：
{"Key1":"Value1","Key2":"Value2"
}

datakey_length string 是 密钥bit位长度，限制取值为512。

sequence string 否 请求消息序列号，36字节序列
号。

例如：
919c82d4-8046-4722-9094-35c3c65
24cff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

cipher_text string 是 DEK密文16进制，两位表示1byte。

 

示例

如下以创建密钥ID为“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的不含明文数据密钥
为例。

l 请求样例
{
    "key_id": "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
    "datakey_length": "512"
}

l 响应样例
{
    "key_id": "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
    "cipher_text": 
"020098005CDC28E29EC3230AA42E8985FBABA095037D6474C64519C9B564AB28B15739C88E7E887500D1094973C2
DC16353DB7ED3946C73339517AB1E983D521F9E9D700DC5D9C42F557EBF3F608E3CBBEE0BC68136EE7D2A49117E00
332BAC4AE4ED805EB6068FA900C5A8019BFE2C2651BE3E130643034363662302D653732372D346439632D62333564
2D66383462623437346133376600000000F160727EBDB83400C21D80D713B49D3A2C37F24AE160E7BB3DAC025ADC0
C45E3"
}

或

{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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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4.1.11 加密数据密钥

功能介绍

加密数据密钥，用指定的主密钥加密数据密钥。

URI
l URI格式

POST /v1.0/{project_id}/kms/encrypt-datakey

l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36字节，满足正则匹
配“^[0-9a-z]{8}-[0-9a-z]{4}-
[0-9a-z]{4}-[0-9a-z]{4}-[0-9a-z]
{12}$”。

例如：0d0466b0-e727-4d9c-
b35d-f84bb474a37f

encryption_context string 否 取值只能为一系列key-value键
值对，用于记录资源上下文信
息，不应包含敏感信息，最大
长度为8192。
例如：
{"Key1":"Value1","Key2":"Valu
e2"}

plain_text string 是 DEK明文（64字节）和DEK明
文的SHA256（32字节），均
为16进制字符串表示。

datakey_plain_length string 是 DEK明文字节长度，限制取值
为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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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sequence string 否 请求消息序列号，36字节序列
号。

例如：
919c82d4-8046-4722-9094-35c3
c6524cff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

cipher_text string 是 DEK密文16进制，两位表示
1byte。

datakey_length string 是 DEK字节长度。

 

示例

如下以密钥ID为“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的用户主密钥加密明文数
据密钥为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5A5FD42D16A203027
98EF6ED309979B43003D2320D9F0E8EA9831A92759FB4B”，明文字节长度为“64”
的数据密钥为例。

l 请求样例
{
    "key_id": "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
    "plain_text":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5A5FD42D16A20302798EF6ED309979B43003D2320D9F0E8EA9831A92
759FB4B",
    "datakey_plain_length": "64"
}

l 响应样例
{
    "key_id": "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
    "cipher_text": 
"020098005273E14E6E8E95F5463BECDC27E80AF820B9FC086CB47861899149F67CF07DAFF2810B7D27BDF19AB763
2488E0926A48DB2FC85BEA905119411B46244C5E6B8036C60A0B0B4842FFE6994518E89C19B1C1D688D9043BCD605
3EA7BA0652642CE59F2543C80669139F4F71ABB9BD9A24330643034363662302D653732372D346439632D62333564
2D66383462623437346133376600000000D34457984F9730D57F228C210FD22CA6017913964B21D4ECE45D81092BB
9112E",
    "datakey_length": "64"
}

或

{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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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4.1.12 解密数据密钥

功能介绍

解密数据密钥，用指定的主密钥解密数据密钥。

说明

解密的数据为加密数据中的结果。

URI
l URI格式

POST /v1.0/{project_id}/kms/decrypt-datakey

l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36字节，满足正则
匹配“^[0-9a-z]{8}-[0-9a-z]
{4}-[0-9a-z]{4}-[0-9a-z]{4}-
[0-9a-z]{12}$”。

例如：0d0466b0-e727-4d9c-
b35d-f84bb474a37f

encryption_context string 否 取值只能为一系列key-value
键值对，用于记录资源上下
文信息，不应包含敏感信
息，最大长度为8192。
例如：
{"Key1":"Value1","Key2":"Val
ue2"}

cipher_text string 是 DEK密文及元数据的16进制
字符串。取值为加密数据密
钥结果中的cipher_text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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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datakey_cipher_length string 是 密钥字节长度，限制取值为
64。

sequence string 否 请求消息序列号，36字节序
列号。

例如：
919c82d4-8046-4722-9094-35
c3c6524cff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data_key string 是 DEK明文的16进制字符串。

datakey_length string 是 DEK明文字节长度。

datakey_dgst string 是 DEK明文的SHA256值对应的16进
制字符串。

 

示例

如下以密钥ID为“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的用户主密钥解密密钥字
节长度为64字节，密文数据密钥为
“020098005273E14E6E8E95F5463BECDC27E80AF820B9FC086CB47861899149F67CF0
7DAFF2810B7D27BDF19AB7632488E0926A48DB2FC85BEA905119411B46244C5E6B80
36C60A0B0B4842FFE6994518E89C19B1C1D688D9043BCD6053EA7BA0652642CE59F2
543C80669139F4F71ABB9BD9A24330643034363662302D653732372D346439632D62333
5642D66383462623437346133376600000000D34457984F9730D57F228C210FD22CA6017
913964B21D4ECE45D81092BB9112E”的数据密钥为例。

l 请求样例
{
    "key_id": "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
    "datakey_cipher_length": "64",
    "cipher_text": 
"020098005273E14E6E8E95F5463BECDC27E80AF820B9FC086CB47861899149F67CF07DAFF2810B7D27BDF19AB763
2488E0926A48DB2FC85BEA905119411B46244C5E6B8036C60A0B0B4842FFE6994518E89C19B1C1D688D9043BCD605
3EA7BA0652642CE59F2543C80669139F4F71ABB9BD9A24330643034363662302D653732372D346439632D62333564
2D66383462623437346133376600000000D34457984F9730D57F228C210FD22CA6017913964B21D4ECE45D81092BB
9112E"
}

l 响应样例
{
    "data_key":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datakey_length": "64",
    "datakey_dgst": "F5A5FD42D16A20302798EF6ED309979B43003D2320D9F0E8EA9831A92759FB4B"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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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4.1.13 查询实例数

功能介绍

查询实例数，获取用户已经创建的用户主密钥数量。

说明

用户已经创建的用户主密钥不包括服务自动创建的默认主密钥。

URI
l URI格式

GET /v1.0/{project_id}/kms/user-instances
l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消息

无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instance_num integer 是 非默认用户主密钥个数。

 

示例

响应样例
{ 
    "instance_num": 15
}

或

{
    "err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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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4.1.14 查询配额

功能介绍

查询配额，查询用户可以创建的用户主密钥配额总数及当前使用量信息。

说明

用户可以创建的用户主密钥配额不包括服务自动创建的默认主密钥数量。

URI
l URI格式

GET /v1.0/{project_id}/kms/user-quotas
l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消息

无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quotas JSONObject 是 配额列表。

resources JSONArray 是 资源配额列表。

type string 是 配额类型。

枚举值说明：

l CMK，用户主密钥

l grant_per_CMK，单个用户主密钥
可创建授权数

used integer 是 已使用配额数。

quota integer 是 配额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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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l 响应样例
{
    "quotas": {
        "resources": [
            {
                "type": "CMK",
                "used": 15,
                "quota": 20
            },
            {
                "type": "grant_per_CMK",
                "used": 15,
                "quota": 100
            }

        ]
    }
}

或

{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4.1.15 修改密钥别名

功能介绍

修改用户主密钥别名。

说明

l 服务默认主密钥（密钥别名后缀为“/default”）不可以修改。

l 密钥处于“计划删除”状态，密钥别名不可以修改。

URI
l URI格式

POST /v1.0/{project_id}/kms/update-key-alias
l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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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36字节，满足正则匹配
“^[0-9a-z]{8}-[0-9a-z]{4}-[0-9a-z]
{4}-[0-9a-z]{4}-[0-9a-z]{12}$”。

例如：0d0466b0-e727-4d9c-b35d-
f84bb474a37f

key_alias string 是 非默认主密钥别名，取值1到255字
符，满足正则匹配“^[a-zA-
Z0-9:/_-]{1,255}$”且后缀不可以为
“/default”。

sequence string 否 请求消息序列号，36字节序列号。

例如：
919c82d4-8046-4722-9094-35c3c652
4cff

 

响应

l 要素说明

参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

key_alias string 是 密钥别名。

 

示例

如下以修改别名为“test”，密钥ID为“bb6a3d22-dc93-47ac-b5bd-88df7ad35f1e”的密
钥为例。

l 请求样例
{
    "key_alias": "test",      
    "key_id": "bb6a3d22-dc93-47ac-b5bd-88df7ad35f1e"
}

l 响应样例
{
    "key_info": {           
        "key_id": "bb6a3d22-dc93-47ac-b5bd-88df7ad35f1e",
        "key_alias": "test"
     }
}

或

{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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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4.1.16 修改密钥描述

功能介绍

修改用户主密钥描述信息。

说明

l 服务默认主密钥（密钥别名后缀为“/default”）不可以修改。

l 密钥处于“计划删除”状态，密钥描述不可以修改。

URI
l URI格式

POST /v1.0/{project_id}/kms/update-key-description
l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36字节，满足正则匹配
“^[0-9a-z]{8}-[0-9a-z]{4}-[0-9a-z]
{4}-[0-9a-z]{4}-[0-9a-z]{12}$”。

例如：0d0466b0-e727-4d9c-b35d-
f84bb474a37f

key_description string 是 密钥描述，取值0到255字符。

sequence string 否 请求消息序列号，36字节序列号。

例如：
919c82d4-8046-4722-9094-35c3c652
4cff

 

响应

响应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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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description string 是 密钥描述。

 

示例

如下以修改密钥ID为“bb6a3d22-dc93-47ac-b5bd-88df7ad35f1e”，描述为“test”的密
钥为例。

l 请求样例
{
    "key_id": "bb6a3d22-dc93-47ac-b5bd-88df7ad35f1e",
    "key_description": "test"     
}

l 响应样例
{
    "key_info": {           
        "key_id": "bb6a3d22-dc93-47ac-b5bd-88df7ad35f1e",
        "key_description": "test"        
     }
}

或

{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4.1.17 创建授权

功能介绍

创建授权，被授权用户可以对授权密钥进行操作。

说明

服务默认主密钥（密钥别名后缀为“/default”）不可以授权。

URI
l URI格式

POST /v1.0/{project_id}/kms/create-grant
l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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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36字节，满足正则匹配
“^[0-9a-z]{8}-[0-9a-z]{4}-[0-9a-z]
{4}-[0-9a-z]{4}-[0-9a-z]{12}$”。

例如：0d0466b0-e727-4d9c-b35d-
f84bb474a37f

grantee_principal string 是 被授权用户ID，32字节，满足正则
匹配“^[a-zA-Z0-9_-]{32}$”。

例如：
0d0466b00d0466b00d0466b00d0466b
0

operations string[] 是 授权允许的操作列表。

有效的值：“create-datakey”，
“create-datakey-without-
plaintext”，“encrypt-datakey”，
“decrypt-datakey”，“describe-
key”，“create-grant”，“retire-
grant”，“encrypt-data”，
“decrypt-data”。

有效值不能仅为create-grant。

name string 否 授权名称，取值1到255字符，满足
正则匹配“^[a-zA-Z0-9:/_-]
{1,255}$”。

retiring_principal string 否 可退役授权的用户ID，32字节，满
足正则匹配“^[a-zA-Z0-9_-]
{32}$”。

例如：
0d0466b00d0466b00d0466b00d0466b
0

sequence string 否 请求消息序列号，36字节序列号。

例如：
919c82d4-8046-4722-9094-35c3c652
4cff

 

响应

l 要素说明

参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grant_id string 是 授权ID，64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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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如下将密钥ID为“bb6a3d22-dc93-47ac-b5bd-88df7ad35f1e”的“describe-key”、
“create-datakey”和“encrypt-datakey”操作权限授予用户ID为
“13gg44z4g2sglzk0egw0u726zoyzvrs8”的用户，授权名称为“my_grant”，可退役授
权的用户ID为“13gg44z4g2sglzk0egw0u726zoyzvrs8”为例。

l 请求样例
{      
    "key_id": "bb6a3d22-dc93-47ac-b5bd-88df7ad35f1e",
    "operations": [
       "describe-key",
       "create-datakey",
       "encrypt-datakey"
     ],
     "grantee_principal":"13gg44z4g2sglzk0egw0u726zoyzvrs8",
     "name":"my_grant",
     "retiring_principal":"13gg44z4g2sglzk0egw0u726zoyzvrs8"
}

l 响应样例
{
    "grant_id": "7c9a3286af4fcca5f0a385ad13e1d21a50e27b6dbcab50f37f30f93b8939827d"        
}

或

{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4.1.18 撤销授权

功能介绍

撤销授权，授权用户撤销被授权用户操作密钥的权限。

说明

创建密钥的用户才能撤销该密钥授权。

URI
l URI格式

POST /v1.0/{project_id}/kms/revoke-grant

l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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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36字节，满足正则匹配
“^[0-9a-z]{8}-[0-9a-z]{4}-[0-9a-z]
{4}-[0-9a-z]{4}-[0-9a-z]{12}$”。

例如：0d0466b0-e727-4d9c-b35d-
f84bb474a37f

grant_id string 是 授权ID，64字节，满足正则匹配
“^[A-Fa-f0-9]{64}$”。

例如：
7c9a3286af4fcca5f0a385ad13e1d21a5
0e27b6dbcab50f37f30f93b8939827d

sequence string 否 请求消息序列号，36字节序列号。

例如：
919c82d4-8046-4722-9094-35c3c652
4cff

 

响应消息

l 要素说明

无

示例

如下以撤销密钥ID为“bb6a3d22-dc93-47ac-b5bd-88df7ad35f1e”，授权ID为
“7c9a3286af4fcca5f0a385ad13e1d21a50e27b6dbcab50f37f30f93b8939827d”的授权为
例。

l 请求样例
{      
    "key_id": "bb6a3d22-dc93-47ac-b5bd-88df7ad35f1e",
    "grant_id":"7c9a3286af4fcca5f0a385ad13e1d21a50e27b6dbcab50f37f30f93b8939827d"
}

l 响应样例
{
}

或

{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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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9 退役授权

功能介绍

退役授权，表示被授权用户不再具有授权密钥的操作权。

例如：用户A授权用户B可以操作密钥A/key，同时授权用户C可以撤销该授权，那么用
户A、B、C均可退役该授权，退役授权后，用户B不再可以使用A/key。

注意

可执行退役授权的主体包括：

l 创建授权的用户；

l 授权中retiring_principal指向的用户；

l 当授权的操作列表中包含retire-grant时，grantee_principal指向的用户。

URI
l URI格式

POST /v1.0/{project_id}/kms/retire-grant

l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36字节，满足正则匹配
“^[0-9a-z]{8}-[0-9a-z]{4}-[0-9a-z]
{4}-[0-9a-z]{4}-[0-9a-z]{12}$”。

例如：0d0466b0-e727-4d9c-b35d-
f84bb474a37f

grant_id string 是 授权ID，64字节，满足正则匹配
“^[A-Fa-f0-9]{64}$”。

例如：
7c9a3286af4fcca5f0a385ad13e1d21a5
0e27b6dbcab50f37f30f93b893982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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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sequence string 否 请求消息序列号，36字节序列号。

例如：
919c82d4-8046-4722-9094-35c3c652
4cff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无

示例

如下以退役密钥ID为“bb6a3d22-dc93-47ac-b5bd-88df7ad35f1e”，授权ID为
“7c9a3286af4fcca5f0a385ad13e1d21a50e27b6dbcab50f37f30f93b8939827d”的授权为
例。

l 请求样例
{      
    "key_id": "bb6a3d22-dc93-47ac-b5bd-88df7ad35f1e",
    "grant_id":"7c9a3286af4fcca5f0a385ad13e1d21a50e27b6dbcab50f37f30f93b8939827d"
}

l 响应样例
{
}

或

{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4.1.20 查询授权列表

功能介绍

查询密钥的授权列表。

URI
l URI格式

POST /v1.0/{project_id}/kms/list-grants

l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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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36字节，满足正则匹配“^[0-9a-
z]{8}-[0-9a-z]{4}-[0-9a-z]{4}-[0-9a-z]{4}-
[0-9a-z]{12}$”。

例如：0d0466b0-e727-4d9c-b35d-
f84bb474a37f

limit string 否 指定查询授权列表返回记录条数，如果查
询记录条数小于存在的条数，响应参数
“truncated”将返回“true”，表示存在
分页。

取值在授权最大个数范围以内。例如：
100

marker string 否 分页查询起始位置标识。

分页查询收到的响应参数“truncated”为
“true”时，可以发送连续的请求获取更
多的记录条数，“marker”设置为响应的
“next_marker”的值。例如：10。

sequence string 否 请求消息序列号，36字节序列号。

例如：
919c82d4-8046-4722-9094-35c3c6524cff

 

响应消息

l 响应参数

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grants JSONArra
y

是 grant列表。

next_marker string 是 获取下一页所需要传递的marker值。

当“truncated”为“false”时，
“next_marker”为空。

truncated string 是 是否还有下一页：

l “true”表示还有数据。

l “false”表示已经是最后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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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total Integer 是 grant总条数。

 
l grants参数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36字节，满足正则匹配
“^[0-9a-z]{8}-[0-9a-z]{4}-[0-9a-z]{4}-
[0-9a-z]{4}-[0-9a-z]{12}$”。

例如：0d0466b0-e727-4d9c-b35d-
f84bb474a37f

grant_id string 是 授权ID，64字节，满足正则匹配
“^[A-Fa-f0-9]{64}$”。

例如：
7c9a3286af4fcca5f0a385ad13e1d21a50e
27b6dbcab50f37f30f93b8939827d

grantee_prin
cipal

string 是 被授权用户ID，32字节，满足正则匹
配“^[a-zA-Z0-9_-]{32}$”。

例如：
0d0466b00d0466b00d0466b00d0466b0

operations string[] 是 授权允许的操作列表。有效的值：
“create-datakey”，“create-datakey-
without-plaintext”，“encrypt-
datakey”，“decrypt-datakey”，
“describe-key”，“create-grant”，
“retire-grant”，“encrypt-data”，
“decrypt-data”。

有效值不能仅为“create-grant”。

issuing_prin
cipal

string 是 创建授权用户ID，32字节，满足正则
匹配“^[a-zA-Z0-9_-]{32}$”。

例如：
0d0466b00d0466b00d0466b00d0466b0

creation_dat
e

string 是 创建时间，时间戳。

例如：1497341531000

name string 否 授权名字，取值1到255字符，满足正
则匹配“^[a-zA-Z0-9:/_-]{1,255}$”。

retiring_prin
cipal

string 否 可退役授权的用户ID，32字节，满足
正则匹配“^[a-zA-Z0-9_-]{32}$”。

例如：
0d0466b00d0466b00d0466b00d0466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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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如下以查询密钥ID为“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的授权列表为例。

l 请求样例
{
    "key_id": "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
    "limit": "",
    "marker": ""
}

l 响应样例
{
    "grants": [
     {"key_id": "bb6a3d22-dc93-47ac-b5bd-88df7ad35f1e",
      "grant_id": "7c9a3286af4fcca5f0a385ad13e1d21a50e27b6dbcab50f37f30f93b8939827d",
      "operations": 
      ["describe-key","create-datakey", "encrypt-datakey"],
      "grantee_principal":"13gg44z4g2sglzk0egw0u726zoyzvrs8",
      "retiring_principal":"13gg44z4g2sglzk0egw0u726zoyzvrs8",
      "issuing_principal":"e4hkeeea506ex3wgnzyhi656n8hx8xa3",
      "name":"my_grant",
      "creation_date":"1497341531000"
      }],
    "next_marker": "",
    "truncated": "false"，
    "total":1
}

或

{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4.1.21 查询可退役授权列表

功能介绍

查询用户可以退役的授权列表。

URI
l URI格式

POST /v1.0/{project_id}/kms/list-retirable-grants
l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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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limit string 否 指定查询可退役授权返回记录条数，如果
查询记录条数小于存在的条数，响应参数
“truncated”将返回“true”，表示存在
分页。

取值在授权最大个数范围以内。例如：
100

marker string 否 分页查询起始位置标识。

分页查询收到的响应参数“truncated”为
“true”时，可以发送连续的请求获取更
多的记录条数，“marker”设置为响应的
“next_marker”的值。例如：10。

sequence string 否 请求消息序列号，36字节序列号。

例如：
919c82d4-8046-4722-9094-35c3c6524cff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grants JSONArray 是 grant列表，详情格式可参见查询授权列
表接口的响应。

next_marker string 是 获取下一页所需要传递的marker值。

当“truncated”为“false”时，
“next_marker”为空。

truncated string 是 是否还有下一页：

l “true”表示还有数据。

l “false”表示已经是最后一页。

total Integer 是 grant总条数。

 

示例

如下以查询可退役授权列表为例。

l 请求样例
{
    "limit": "",
    "marker": ""
}

l 响应样例
{
    "grants": [
     {"key_id": "bb6a3d22-dc93-47ac-b5bd-88df7ad35f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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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nt_id": "7c9a3286af4fcca5f0a385ad13e1d21a50e27b6dbcab50f37f30f93b8939827d",
      "operations": 
      ["describe-key","create-datakey", "encrypt-datakey"],
      "grantee_principal":"13gg44z4g2sglzk0egw0u726zoyzvrs8",
      "retiring_principal":"13gg44z4g2sglzk0egw0u726zoyzvrs8",
      "issuing_principal":"e4hkeeea506ex3wgnzyhi656n8hx8xa3",
      "name":"my_grant",
      "creation_date":"1497341531000"
      }],
    "next_marker": "",
    "truncated": "false",
    "total":1
}

或

{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4.1.22 加密数据

功能介绍

加密数据，用指定的用户主密钥加密数据。

URI
l URI格式

POST /v1.0/{project_id}/kms/encrypt-data

l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36字节，满足正则匹
配“^[0-9a-z]{8}-[0-9a-z]{4}-
[0-9a-z]{4}-[0-9a-z]{4}-[0-9a-z]
{12}$”。

例如：0d0466b0-e727-4d9c-
b35d-f84bb474a3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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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encryption_context string 否 取值只能为一系列key-value键
值对，用于记录资源上下文信
息，不应包含敏感信息，最大
长度为8192字节。例如：
{"Key1":"Value1","Key2":"Valu
e2"}

plain_text string 是 明文数据，1~4096字节，满足
正则匹配“^.{1,4096}$”，且
转化为byte数组后长度取值范
围为1~4096字节。

sequence string 否 请求消息序列号，36字节序列
号。

例如：
919c82d4-8046-4722-9094-35c3
c6524cff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

cipher_text string 是 加密数据密文，base64格式。

 

示例

如下以密钥ID为“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的用户主密钥加密明文数
据为“12345678”为例。

l 请求样例
{
    "key_id": "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
    "plain_text": "12345678"
}

l 响应样例
{
    "key_id": "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
    "cipher_text": "AgDoAG7EsEc2OHpQxz4gDFDH54CqwaelpTdEl
+RFPjbKn5klPTvOywYIeZX60kPbFsYOpXJwkL32HUM50MY22Eb1fOSpZK7WJpYjx66EWOkJvO
+Ey3r1dLdNAjrZrYzQlxRwNS05CaNKoX5rr3NoDnmv+UNobaiS25muLLiqOt6UrStaWow9AUyOHSzl
+BrX2Vu0whv74djK
+3COO6cXT2CBO6WajTJsOgYdxMfv24KWSKw0TqvHe8XDKASQGKdgfI74hzI1YWJlNjlmLWFlMTAtNDRjZC1iYzg3LTFiZ
GExZGUzYjdkNwAAAACdcfNpLXwDUPH3023MvZK8RPHe129k6VdNIi3zNb0eFQ=="
}

或

{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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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ror_msg": "XXX"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4.1.23 解密数据

功能介绍

解密数据。

URI
l URI格式

POST /v1.0/{project_id}/kms/decrypt-data

l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cipher_text string 是 被加密数据密文。取值为加
密数据结果中的cipher_text的
值，满足正则匹配“^[0-9a-
zA-Z+/=]{188,5648}$”。

encryption_context string 否 取值只能为一系列key-value
键值对，用于记录资源上下
文信息，不应包含敏感信
息，最大长度为8192字节。

例如：
{"Key1":"Value1","Key2":"Val
ue2"}

sequence string 否 请求消息序列号，36字节序
列号。

例如：
919c82d4-8046-4722-9094-35
c3c6524c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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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

plain_text string 是 明文。

 

示例

如下以解密密文数据为“AgDoAG7EsEc2OHpQxz4gDFDH54CqwaelpTdEl
+RFPjbKn5klPTvOywYIeZX60kPbFsYOpXJwkL32HUM50MY22Eb1fOSpZK7WJpYjx66
EWOkJvO+Ey3r1dLdNAjrZrYzQlxRwNS05CaNKoX5rr3NoDnmv
+UNobaiS25muLLiqOt6UrStaWow9AUyOHSzl+BrX2Vu0whv74djK
+3COO6cXT2CBO6WajTJsOgYdxMfv24KWSKw0TqvHe8XDKASQGKdgfI74hzI1YWJlN
jlmLWFlMTAtNDRjZC1iYzg3LTFiZGExZGUzYjdkNwAAAACdcfNpLXwDUPH3023Mv
ZK8RPHe129k6VdNIi3zNb0eFQ==”为例。

l 请求样例
{
     "cipher_text": "AgDoAG7EsEc2OHpQxz4gDFDH54CqwaelpTdEl
+RFPjbKn5klPTvOywYIeZX60kPbFsYOpXJwkL32HUM50MY22Eb1fOSpZK7WJpYjx66EWOkJvO
+Ey3r1dLdNAjrZrYzQlxRwNS05CaNKoX5rr3NoDnmv+UNobaiS25muLLiqOt6UrStaWow9AUyOHSzl
+BrX2Vu0whv74djK
+3COO6cXT2CBO6WajTJsOgYdxMfv24KWSKw0TqvHe8XDKASQGKdgfI74hzI1YWJlNjlmLWFlMTAtNDRjZC1iYzg3LTFiZ
GExZGUzYjdkNwAAAACdcfNpLXwDUPH3023MvZK8RPHe129k6VdNIi3zNb0eFQ=="
}

l 响应样例
{
    "key_id": "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
    "plain_text": "12345678"
}

或

{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4.1.24 获取密钥导入参数

功能介绍

获取导入密钥的必要参数，包括密钥导入令牌和密钥加密公钥。

说明

返回的公钥类型默认为RSA_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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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l URI格式

POST /v1.0/{project_id}/kms/get-parameters-for-import
l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36字节，满足正则匹配
“^[0-9a-z]{8}-[0-9a-z]{4}-[0-9a-z]
{4}-[0-9a-z]{4}-[0-9a-z]{12}$”。

例如：0d0466b0-e727-4d9c-b35d-
f84bb474a37f

wrapping_algorith
m

string 是 密钥材料加密算法，枚举如下：

l RSAES_PKCS1_V1_5

l RSAES_OAEP_SHA_1

l RSAES_OAEP_SHA_256

sequence string 否 请求消息序列号，36字节序列号。

例如：
919c82d4-8046-4722-9094-35c3c652
4cff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参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base64格式。

import_token string 是 密钥导入令牌。

expiration_time string 是 导入参数到期时间，时间戳。

public_key string 是 加密密钥材料的公钥，base64格式。

 

密钥管理服务
API 参考 4 API 说明

文档版本 06 (2018-03-30)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8



示例

如下以获取密钥ID为“bb6a3d22-dc93-47ac-b5bd-88df7ad35f1e”，加密算法为
“RSAES_OAEP_SHA_1”的导入参数为例。

l 请求样例
{      
    "key_id": "bb6a3d22-dc93-47ac-b5bd-88df7ad35f1e",
     "wrapping_algorithm":"RSAES_OAEP_SHA_1"
}

l 响应样例
{
    "key_id": "bb6a3d22-dc93-47ac-b5bd-88df7ad35f1e",
    
"import_token":"AACIBjY2ZTQxYjBmLTY3ZWItNDU4Ny04OTIxLWVhZTVhZjg5NDZmYQAAuihvPN7Hly3uhp7cWw4cf
uwDIem9mGwaIl7/HTx10+8ENsRR4FB7DCR+zG1s7UIZMAZRLx7LD1lkXY+rfN5ibDOOHZkoIiVSh+9u7xtC5m/
mNpIFeyqumxHei2I8CNdsNuJtjLV5bDU3tQrIkj72HCWpC0k9yf1ZSvi3yCwD4wyULXBsYwUa76bTK85MIZNGGtqfOyV6
w74MT6m70gLhog8r7oWe6Gbof58uyYfFMbc+s0OpkzMjvlvl1HApyOTijled26VgbgoGbPm9QvgjxC7mQEJpzQeg1/
uNiziAG0YKo7wuD2mojwMBnr+XGJrrFgmdO0pUaK+53KtDr8dtpGrVfJ
+0zvebA45c4A4VfvaQQDCI5nJvB2Zz3LM4oiullVt+0xrwDJYn9KRNZto2/zsGzrc/
iBVASKE2UpIH7IikALJuDNrla8MVP5lzxdE0I+905U2O7HLOsIwlDKMXx3CFao+4qLTb2O+Mq6xMQUwR2pwLcQA1cw
+BypJe4XE3z4fqFejO6VzjX5yd5pDVQ19eAzr9RgvSCi/IuyefFUci+aX7xB4jx5MNwej3aePsOC9afsXBulhFyGgS/
dZoPQ9kyG5TE2ELqAN6obERYoiZcyvq8RW9w/uItLS99nGjwVe3U1yW4P6ColV+u7ygWxXm/Zs
+QTJHUDwl2ysbrebnN9PLNJSpHbBmuLJiMX02xtDAIt1meB2hGLqw+Mj/
n1jF5rnt5eXrNiG94pHZEvbp2BEDawJrRpaGj15C984WVw8ja/ZrTYfWklcNKW84cLvJXl9vxsuUp3/ZYKh32M/
ORUT46o6KtB/xEltkaDJiSBBK4utuxQ8wO5UXW6FRkmAuV2naxhF6Obk7kEKYnuj4jxWAODtL9GcoNwq04ylSXj/
ZzaYbqXo1O34fjyz3QG5ZChXGgg52+wPj2LBDjUvlriuARg7cATgdqq9c6aifrGQAj0QgVp9Gv/
8c7PRzjzfH2vRwOZqpLSuCD5sIWFSgc/RLxf1YNtNx98Jo
+PjRTWbyuZNiH2xOrpG0oKyk1giFITqOTuQ6UL768HgVJPRP4CgkgF7v65QpYaYgPvkJvwOb7j2VMr5VoykTipt7R2Xvh
2LMy6wBW+HA0rw8V7ebc8/
KaH3CkGTdYL2MIfbOlxjyNplUeBKu8zYshFWfp7BUQsflAFMQyp2FhO7PGMygvqY0LLzDphVvBjpFCO4VqHZ/
iOSDzL8vuEA
+OX8XLhZp9Kb7JPIJflfEz2lx3K8YvOJeRxUfOgvvBhpKu7KUDvnarW1R9rDX4adD4EC3mgP42SumAMYvFBKb6BgOkGAl
TgHgLrKKsDw4DW56ANua30ZjeKJ1ZVftnyU0UJ34jsY0uJPi6QujBHqUzFbCp019Jx8Mi+LtkN3e8Sl+4pvIfj7t
+t9Xu03oDhD0J65qhHlpNP/NFrvP3KLmXFyXTWpGeczXxZvDp7Wmu5TnDSozN/
AbzBuyWASYZpLvgsf1xwevMmM1Gw/UX/
WVPQdN5lzWjhT1Dcy4ar8OozYtQeQ2ItSH1UaPJx0hW3BA1GYjW42+Vjy0VSLkliK/n6lN9KwTTTGAbW
+BvftImzGnfFM7fTCMJ3Jnx9nTn6+fbnhoXXfGHjOgPZ208VEIlG5YHS+HN/
JYyAkkj8G2+bSZmKfX9VMbYRGNTPrrghjAEY/Hh8V+/
ZhUSR3pPnblhr30SePGYgQPUGmnoTRHulCHRFOMcvu9nQ1P855DNpoE7fYi+7N9xu1wFTB3DHtgUW8yuwtt
+q6LJZQMuGfmJLhBBf05FKlSxpR49IaJ0uQc7fsVYCpECL2aH8ueBqVGvQtEebWG6q0XTIrhqmaPtlQx9rVP8oevPZ99y
fB+8TZCT0B9WNqCotxijWqH3eyePY0Hb/AAXB34GjH1gni4NjwEI6LVX
+jSGb2ATy4Bd6ckonhGO9uwvW3WaPX214+GZvPdmv0pN60XfQ9B4Il/RLIek6h6+2WEmB4i8qsvjgWfDD7DEhq6YN1Q/
44NqUdDjrVCozBxXyDOab5tdsWCvfGXruGa/wq7I1kH7K76s7TeL0a3pc0H5zt8qU/UT7uoLv0G7H
+vVulGmqcl5pbsHYxTqNtSu2w9OBQ6PC8g+MCS/fnXIcAhS7Lmvy8TFK4x0N+MhZqVbozVW37apCXFg6m1I9N0Sa4=",
    "expiration_time":1501578672,
    
"public_key":"MIIBIjANBgkqhkiG9w0BAQEFAAOCAQ8AMIIBCgKCAQEAnJQqE9GorZ16XMlOQngJfU0SgkMKJpL9W
+byIebeKgmDt2I6oVSPckk9y3JiaGjXKYlepawob9b61IRR97Bcr4Sf2p3J6J3gpiYGp1Ai3495rYF+FSZAxW
+VDOzbN3vig6SVxcP1PXtaKzQbtNfnlIh+rvSMJpVI3MFHh5lWjEn8L/
XpprLy1FqHSSvgB99qwiPw1ZGTL5XGSrIpCV3/ah8u+5VGoIUJZTtiZk6OQDkFH9fxwIahYvLI8/
yjrWFLtJuApr7aIrhRN0iDBINxddNh8M0A9sIFoS3D5RNKITjIKIMl/GVz+mHaPjK+91M/b7JrNvinFCMQDGrb/
1qoGQIDAQAB"
}

或

{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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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5 导入密钥材料

功能介绍

导入密钥材料。

URI
l URI格式

POST /v1.0/{project_id}/kms/import-key-material
l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36字节，满足正则匹配
“^[0-9a-z]{8}-[0-9a-z]{4}-[0-9a-z]
{4}-[0-9a-z]{4}-[0-9a-z]{12}$”。

例如：0d0466b0-e727-4d9c-b35d-
f84bb474a37f

import_token string 是 密钥导入令牌，base64格式，满足
正则匹配“^[0-9a-zA-Z+/=]
{200,6144}$”。

encrypted_key_m
aterial

string 是 加密后的密钥材料，base64格式，
满足正则匹配“^[0-9a-zA-Z+/=]
{344,360}$”。

expiration_time long 否 密钥材料到期时间，时间戳，KMS
会在该时间的24小时内删除密钥材
料。

例如：1550291833

sequence string 否 请求消息序列号，36字节序列号。

例如：
919c82d4-8046-4722-9094-35c3c652
4cff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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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如下将密钥导入令牌和密钥材料导入密钥ID为“bb6a3d22-dc93-47ac-
b5bd-88df7ad35f1e”的密钥，并指定密钥材料过期时间为“1521578672”为例。

l 请求样例
{      
    "key_id": "bb6a3d22-dc93-47ac-b5bd-88df7ad35f1e",
    
"import_token":"AACIBjY2ZTQxYjBmLTY3ZWItNDU4Ny04OTIxLWVhZTVhZjg5NDZmYQAAuihvPN7Hly3uhp7cWw4cf
uwDIem9mGwaIl7/HTx10+8ENsRR4FB7DCR+zG1s7UIZMAZRLx7LD1lkXY+rfN5ibDOOHZkoIiVSh+9u7xtC5m/
mNpIFeyqumxHei2I8CNdsNuJtjLV5bDU3tQrIkj72HCWpC0k9yf1ZSvi3yCwD4wyULXBsYwUa76bTK85MIZNGGtqfOyV6
w74MT6m70gLhog8r7oWe6Gbof58uyYfFMbc+s0OpkzMjvlvl1HApyOTijled26VgbgoGbPm9QvgjxC7mQEJpzQeg1/
uNiziAG0YKo7wuD2mojwMBnr+XGJrrFgmdO0pUaK+53KtDr8dtpGrVfJ
+0zvebA45c4A4VfvaQQDCI5nJvB2Zz3LM4oiullVt+0xrwDJYn9KRNZto2/zsGzrc/
iBVASKE2UpIH7IikALJuDNrla8MVP5lzxdE0I+905U2O7HLOsIwlDKMXx3CFao+4qLTb2O+Mq6xMQUwR2pwLcQA1cw
+BypJe4XE3z4fqFejO6VzjX5yd5pDVQ19eAzr9RgvSCi/IuyefFUci+aX7xB4jx5MNwej3aePsOC9afsXBulhFyGgS/
dZoPQ9kyG5TE2ELqAN6obERYoiZcyvq8RW9w/uItLS99nGjwVe3U1yW4P6ColV+u7ygWxXm/Zs
+QTJHUDwl2ysbrebnN9PLNJSpHbBmuLJiMX02xtDAIt1meB2hGLqw+Mj/
n1jF5rnt5eXrNiG94pHZEvbp2BEDawJrRpaGj15C984WVw8ja/ZrTYfWklcNKW84cLvJXl9vxsuUp3/ZYKh32M/
ORUT46o6KtB/xEltkaDJiSBBK4utuxQ8wO5UXW6FRkmAuV2naxhF6Obk7kEKYnuj4jxWAODtL9GcoNwq04ylSXj/
ZzaYbqXo1O34fjyz3QG5ZChXGgg52+wPj2LBDjUvlriuARg7cATgdqq9c6aifrGQAj0QgVp9Gv/
8c7PRzjzfH2vRwOZqpLSuCD5sIWFSgc/RLxf1YNtNx98Jo
+PjRTWbyuZNiH2xOrpG0oKyk1giFITqOTuQ6UL768HgVJPRP4CgkgF7v65QpYaYgPvkJvwOb7j2VMr5VoykTipt7R2Xvh
2LMy6wBW+HA0rw8V7ebc8/
KaH3CkGTdYL2MIfbOlxjyNplUeBKu8zYshFWfp7BUQsflAFMQyp2FhO7PGMygvqY0LLzDphVvBjpFCO4VqHZ/
iOSDzL8vuEA
+OX8XLhZp9Kb7JPIJflfEz2lx3K8YvOJeRxUfOgvvBhpKu7KUDvnarW1R9rDX4adD4EC3mgP42SumAMYvFBKb6BgOkGAl
TgHgLrKKsDw4DW56ANua30ZjeKJ1ZVftnyU0UJ34jsY0uJPi6QujBHqUzFbCp019Jx8Mi+LtkN3e8Sl+4pvIfj7t
+t9Xu03oDhD0J65qhHlpNP/NFrvP3KLmXFyXTWpGeczXxZvDp7Wmu5TnDSozN/
AbzBuyWASYZpLvgsf1xwevMmM1Gw/UX/
WVPQdN5lzWjhT1Dcy4ar8OozYtQeQ2ItSH1UaPJx0hW3BA1GYjW42+Vjy0VSLkliK/n6lN9KwTTTGAbW
+BvftImzGnfFM7fTCMJ3Jnx9nTn6+fbnhoXXfGHjOgPZ208VEIlG5YHS+HN/
JYyAkkj8G2+bSZmKfX9VMbYRGNTPrrghjAEY/Hh8V+/
ZhUSR3pPnblhr30SePGYgQPUGmnoTRHulCHRFOMcvu9nQ1P855DNpoE7fYi+7N9xu1wFTB3DHtgUW8yuwtt
+q6LJZQMuGfmJLhBBf05FKlSxpR49IaJ0uQc7fsVYCpECL2aH8ueBqVGvQtEebWG6q0XTIrhqmaPtlQx9rVP8oevPZ99y
fB+8TZCT0B9WNqCotxijWqH3eyePY0Hb/AAXB34GjH1gni4NjwEI6LVX
+jSGb2ATy4Bd6ckonhGO9uwvW3WaPX214+GZvPdmv0pN60XfQ9B4Il/RLIek6h6+2WEmB4i8qsvjgWfDD7DEhq6YN1Q/
44NqUdDjrVCozBxXyDOab5tdsWCvfGXruGa/wq7I1kH7K76s7TeL0a3pc0H5zt8qU/UT7uoLv0G7H
+vVulGmqcl5pbsHYxTqNtSu2w9OBQ6PC8g+MCS/fnXIcAhS7Lmvy8TFK4x0N+MhZqVbozVW37apCXFg6m1I9N0Sa4=",
    "encrypted_key_material":"K+ixymtl90e
+B5Rdan89KjDslBIoOexrIwzkYHGz3odS7FDXDkogqbWwwJg5wQ6zjUbEvsR/+Fi
+A0SSkhhqtijivOKHu4Z86RWjOCBdrr9es+ZhJ0zYBNMN+7Rf2fd9vxbb873Q7VBkJRyH1hi3Wh
+kLmDW4rpWZm4+YGCtWylz7ZKbV1KBlhSNLDtZzT4nxUra0p7Die4HgUUxSjZTOr/0s71yF6o2eysreIzIl
+GbpCft0WpRsxN2Ng++ntgOcwOf2zOC9o/tjraxeAvgGw
+Dwt4cjF4znnFf0LPQ2YvpNUo248LjAGxdFvzUABNzfYSj3RZ0K3wQCNAcXU3HYw==",
    "expiration_time":1521578672
}

l 响应样例
{
}

或

{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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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6 删除密钥材料

功能介绍

删除密钥材料信息。

URI
l URI格式

POST /v1.0/{project_id}/kms/delete-imported-key-material
l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参数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36字节，满足正则匹配
“^[0-9a-z]{8}-[0-9a-z]{4}-[0-9a-z]
{4}-[0-9a-z]{4}-[0-9a-z]{12}$”。

例如：0d0466b0-e727-4d9c-b35d-
f84bb474a37f

sequence string 否 请求消息序列号，36字节序列号。

例如：
919c82d4-8046-4722-9094-35c3c652
4cff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无

示例

如下以删除密钥ID为“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的密钥材料为例。

l 请求样例
{
    "key_id": "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
}

l 响应样例
{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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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4.1.27 开启密钥轮换

功能介绍

开启用户主密钥轮换。

说明

l 开启密钥轮换后，默认轮询间隔时间为365天。

l 默认主密钥及外部导入密钥不支持轮换操作。

URI
l URI格式

POST /v1.0/{project_id}/kms/enable-key-rotation
l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36字节，满足正则匹配
“^[0-9a-z]{8}-[0-9a-z]{4}-[0-9a-z]
{4}-[0-9a-z]{4}-[0-9a-z]{12}$”。

例如：0d0466b0-e727-4d9c-b35d-
f84bb474a37f

sequence string 否 请求消息序列号，36字节序列号。

例如：
919c82d4-8046-4722-9094-35c3c652
4cff

 

响应

l 要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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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l 请求样例
{
    "key_id": "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
}

l 响应样例
{
}

或

{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
}

示例

如下以开启密钥ID为“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的密钥轮换为例。

l 请求样例
{
    "key_id": "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
}

l 响应样例
{
}

或

{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4.1.28 修改密钥轮换周期

功能介绍

修改用户主密钥轮换周期。

URI
l URI格式

POST /v1.0/{project_id}/kms/update-key-rotation-interval
l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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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36字节，满足正则匹配
“^[0-9a-z]{8}-[0-9a-z]{4}-[0-9a-z]
{4}-[0-9a-z]{4}-[0-9a-z]{12}$”。

例如：0d0466b0-e727-4d9c-b35d-
f84bb474a37f

rotation_inter
val

Integer 是 轮换周期，取值范围为30~365的整
数。

周期范围设置根据密钥使用频率进
行，若密钥使用频率高，建议设置
为短周期；反之，则设置为长周
期。

sequence string 否 请求消息序列号，36字节序列号。

例如：
919c82d4-8046-4722-9094-35c3c652
4cff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无

示例

如下将密钥ID为“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密钥的轮换周期修改为
“30”为例。

l 请求样例
{
    "key_id": "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
    "rotation_interval":30
}

l 响应样例
{
}

或

{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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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9 关闭密钥轮换

功能介绍

关闭用户主密钥轮换。

URI
l URI格式

POST /v1.0/{project_id}/kms/disable-key-rotation
l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36字节，满足正则匹配
“^[0-9a-z]{8}-[0-9a-z]{4}-[0-9a-z]
{4}-[0-9a-z]{4}-[0-9a-z]{12}$”。

例如：0d0466b0-e727-4d9c-b35d-
f84bb474a37f

sequence string 否 请求消息序列号，36字节序列号。

例如：
919c82d4-8046-4722-9094-35c3c652
4cff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无

示例

如下以关闭密钥ID为“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密钥的密钥轮换为
例。

l 请求样例
{
    "key_id": "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
}

l 响应样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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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4.1.30 查询密钥轮换状态

功能介绍

查询用户主密钥轮换状态。

URI
l URI格式

POST /v1.0/{project_id}/kms/get-key-rotation-status
l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36字节，满足正则匹配
“^[0-9a-z]{8}-[0-9a-z]{4}-[0-9a-z]
{4}-[0-9a-z]{4}-[0-9a-z]{12}$”。

例如：0d0466b0-e727-4d9c-b35d-
f84bb474a37f

sequence string 否 请求消息序列号，36字节序列号。

例如：
919c82d4-8046-4722-9094-35c3c652
4cff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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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l 请求样例
{
    "key_id": "0d0466b0-e727-4d9c-b35d-f84bb474a37f"
}

l 响应样例
{
    "key_rotation_enabled"：true,
    "rotation_interval"：30,
    "last_rotation_time"："1501578672000",
    "number_of_rotations"：3
}

或

{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4.1.31 查询密钥实例

功能介绍

查询密钥实例。

通过标签过滤，查询指定用户主密钥的详细信息。

URI
l URI格式

POST /v1.0/{project_id}/kms/resource_instances/action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project_id string 是 项目ID。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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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tags JSONArray 否 标签列表，key和value键值对的集合。

l key：表示标签键，一个密钥下最多包含10个
key，key不能为空，不能重复，同一个key中
value不能重复。key最大长度为36个字符。

l value：表示标签值。每个值最大长度43个字
符，value之间为“与”的关系。

limit string 否 查询记录数（“action”为“count”时无此参
数），如果“action”为“filter”，默认为
“10”。

limit不超过1000，不能为负数。

offset string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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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查询前一页数据时响应体
中的值带入此参数（action为count时，无此参
数）。如果“action”为“filter”，offset默认为
“0”。

offset必须为数字，不能为负数。

action string 是 操作标识（可设置为“filter”或者“count”）。

l filter：表示过滤。

l count：表示查询总条数。

matche
s

JSONArray 否 搜索字段。

l key为要匹配的字段，例如：resource_name
等。

l value为匹配的值，最大长度为255个字符，不
能为空。

sequen
ce

string 否 请求消息序列号，36字节序列号。

例如：919c82d4-8046-4722-9094-35c3c6524cff

 

响应消息

l 响应参数

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resource
s

JSONArray 是 资源实例列表。

total_co
unt

Integer 是 总记录数。

 
l resource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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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resource_id string 是 资源ID。

resource_detail string 是 资源详情。 JSON
字符串，用于扩
展。

tags JSONArray 是 标签列表，没有
标签，数组默认
为空。

resource_name string 是 资源名称，默认
为空字符串。

 

示例

以下以查询密钥实例为例。

l 请求样例
{    
   {
          "offset": "100", 
          "limit": "100", 
          "action": "filter", 
          "matches":[
          {
                   "key": "resource_name", 
                   "value": "resource1"
                }
           ], 
          "tags": [
               {
                   "key": "key1", 
                   "values": [
                            "value1", 
                            "value2"
                   ]
               }
          ]
     }
 }

l 响应样例
{ 
 "resources": [{
       "resource_id": "90c03e67-5534-4ed0-acfa-89780e47a535",
       "resource_detail": {
              "key_id": "90c03e67-5534-4ed0-acfa-89780e47a535",
              "domain_id": "4B688Fb77412Aee5570E7ecdbeB5afdc",
              "key_alias": "tagTest_xmdmi",
              "key_description": "123",
              "creation_date": 1521449277000,
              "scheduled_deletion_date": "",
              "key_state": 2,
              "default_key_flag": 0,
              "key_type": 1
       },
       "resource_name": "tagTest_xmdmi",
       "tags": [{
              "key": "$",
              "value": "testValu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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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1",
              "value": "ccwZ"
       }, {
              "key": "1&",
              "value": "testValue!"
       }, {
              "key": "abcd",
              "value": "1&"
       }, {
              "key": "efg",
              "value": "1&"
       }, {
              "key": "faregbqer",
              "value": "AAaa00-99"
       }, {
              "key": "fcwefwq",
              "value": "$"
       }, {
              "key": "fwqegqwrg",
              "value": "1&"
       }, {
              "key": "haha",
              "value": "qzzahnzgoqbkabppdehnbrrgbrkvlxkkfoosqyhdylq"
       }, {
              "key": "quapxpysduboguiluwargcgmvcgxinianbhl",
              "value": "testValue!"
       }]
 }     "total_count": "1"}

或者

{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4.1.32 查询密钥标签

功能介绍

查询指定密钥的标签信息。

标签管理服务需要使用该接口查询指定密钥的全部标签数据。

URI
l URI格式

GET /v1.0/{project_id}/kms/{key_id}/tags

l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project_id string 是 项目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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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36字节，满足正则
匹配“^[0-9a-z]{8}-[0-9a-z]
{4}-[0-9a-z]{4}-[0-9a-z]{4}-
[0-9a-z]{12}$”。

例如：0d0466b0-e727-4d9c-
b35d-f84bb474a37f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无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名称 参数类
型

是否必选 说明

tags JSONArr
ay

是 标签列表，key和value键值对的
集合。

l key：表示标签键，一个密钥
下最多包含10个key，key不能
为空，不能重复，同一个key
中value不能重复。key最大长
度为36个字符。

l value：表示标签值。每个值
最大长度43个字符，value之
间为“与”的关系。

 

示例

如下以查询密钥标签为例。

l 请求样例

无

l 响应样例
{         "tags": [
           {
            "key": "key1",
            "value": "value1"
           },
           {
            "key": "key2",
            "value": "value3"
           }
           ]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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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4.1.33 查询项目标签

功能介绍

查询用户在指定项目下的所有标签集合。

URI
l URI格式

GET /v1.0/{project_id}/kms/tags

l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project_id string 是 项目ID。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无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tags JSONArray 是 标签列表，key和value键值对的
集合。

l key：表示标签键，一个密钥
下最多包含10个key，key不
能为空，不能重复，同一个
key中value不能重复。key最
大长度为36个字符。

l value：表示标签值。每个值
最大长度43个字符，value之
间为“与”的关系。

 

密钥管理服务
API 参考 4 API 说明

文档版本 06 (2018-03-30)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3



示例

如下以查询项目标签为例。

l 请求样例

无

l 响应样例
{            "tags": [
             { 
               "key": "key1",
               "values": [
                   "value1",
                   "value2"
                 ]
              },
             {
               "key": "key2",
               "values": [
                   "value1",
                   "value2"
                ]
        }
]
}

或
{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4.1.34 批量添加删除密钥标签

功能介绍

批量添加删除密钥标签。

URI
l URI格式

POST /v1.0/{project_id}/kms/{ key_id}/tags/action
l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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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key_id 是 String 密钥ID，36字
节，满足正则匹
配“^[0-9a-z]{8}-
[0-9a-z]{4}-[0-9a-
z]{4}-[0-9a-z]{4}-
[0-9a-z]{12}$”。

例如：0d0466b0-
e727-4d9c-b35d-
f84bb474a37f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
选

说明

tags JSONArray 是 标签列表，key和value键值对的集
合。

l key：表示标签键，一个密钥下最
多包含10个key，key不能为空，不
能重复，同一个key中value不能重
复。key最大长度为36个字符。

l value：表示标签值。每个值最大
长度43个字符，value之间为
“与”的关系。

action string 是 操作标识：

仅限于“create”和“delete”。

sequence string 否 请求消息序列号，36字节序列号。

例如：
919c82d4-8046-4722-9094-35c3c6524c
ff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无

示例

如下以添加标签键为“key1”和“key”，标签值为“value1”和“value3”为例。

l 请求样例
{ 
    "action": "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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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gs": [
        {
            "key": "key1",
            "value": "value1"
        },
        {
            "key": "key",
            "value": "value3"
        }
    ]
}

或
{
    "action": "delete",
    "tags": [
        {
            "key": "key1",
            "value": "value1"
        },
        {
            "key": "key2",
            "value": "value3"
        }
    ]
}

l 响应样例
{ 
}

或
{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4.1.35 添加密钥标签

功能介绍

添加密钥标签。

URI
l URI格式

POST /v1.0/{project_id}/kms/{key_id}/tags
l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project_id string 是 项目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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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_id string 是 密钥ID，36字
节，满足正则匹
配“^[0-9a-z]{8}-
[0-9a-z]{4}-[0-9a-
z]{4}-[0-9a-z]{4}-
[0-9a-z]{12}$”。

例如：0d0466b0-
e727-4d9c-b35d-
f84bb474a37f

 

请求消息

l 请求参数

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tag resource_tag 是 包含标签。

sequence string 否 请求消息序列
号，36字节序列
号。

例如：
919c82d4-8046-47
22-9094-35c3c652
4cff

 
l resource_tag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key string 是 键。最大长度36个unicode字
符。 key不能为空。不能包含
非打印字符
“ASCII(0-31)”、“*”、
“<”、“>”、“\”、
“=”。

value string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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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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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如下以添加标签键为“DEV”，标签值为“DEV1”为例。

l 请求样例
{   
  "tag":
     {  
        "key":"DEV",
        "value":"DEV1"
     }
}

l 响应样例
{ 
}

或
{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4.1.36 删除密钥标签

功能介绍

删除密钥标签。

URI
l URI格式

DELETE /v1.0/{project_id}/kms/{ key_id }/tags/{key}
l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选 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项目ID。

key_id 是 string 密钥ID，36字
节，满足正则匹
配“^[0-9a-z]{8}-
[0-9a-z]{4}-[0-9a-
z]{4}-[0-9a-z]{4}-
[0-9a-z]{12}$”。

例如：0d0466b0-
e727-4d9c-b35d-
f84bb474a37f

key 是 string 标签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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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参数名 参数类型 是否必选 说明

sequence string 否 请求消息序列号，
36字节序列号。

例如：
919c82d4-8046-472
2-9094-35c3c6524cf
f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无

示例

响应样例

{ 
}

或
{    
       "error": {        
              "error_code": "KMS.XXXX",        
              "error_msg": "XXX"     
     } 
}

状态码

状态码请参见状态码。

4.2 管理 SSH 密钥对

说明

密钥管理服务的SSH密钥对接口与弹性云服务器的SSH密钥对接口保持一致。

4.2.1 查询 SSH 密钥对列表

功能介绍

查询SSH密钥对信息列表。

URI
l URI格式

GET /v2/{tenant_id}/os-keyp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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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tenant_id 是 租户ID。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无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keypairs 列表数据结构[1] SSH密钥对信息列表。

 

[1] keypairs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keypair 字典数据结构[2] SSH密钥对信息详情。

 

[2] keypair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fingerprint String SSH密钥对应指纹信息。

name String SSH密钥对的名称。

public_key String SSH密钥对对应的publicKey信息。

 

示例

如下以查询SSH密钥列表为例。

响应样例
{
    "keypairs": [
        {
            "keypair": {
                "fingerprint": "15:b0:f8:b3:f9:48:63:71:cf:7b:5b:38:6d:44:2d:4a",
                "name": "keypair-601a2305-4f25-41ed-89c6-2a966fc8027a",
                "public_key": "ssh-rsa AAAAB3NzaC1yc2EAAAADAQABAAAAgQC+Eo/
RZRngaGTkFs7I62ZjsIlO79KklKbMXi8F+KITD4bVQHHn+kV
+4gRgkgCRbdoDqoGfpaDFs877DYX9n4z6FrAIZ4PES8TNKhatifpn9NdQYWA+IkU8CuvlEKGuFpKRi/k7JLos/
gHi2hy7QUwgtRvcefvD/vgQZOVw/mGR9Q== Generated-by-Nova\n"

密钥管理服务
API 参考 4 API 说明

文档版本 06 (2018-03-30)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80



            }
        }
    ]
}

返回值

请参考SSH密钥对通用请求返回值。

4.2.2 查询 SSH 密钥对详情

功能介绍

根据SSH密钥对的名称查询指定SSH密钥对。

URI
l URI格式

GET /v2/{tenant_id}/os-keypairs/{keypair_name}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tenant_id 是 租户ID。

keypair_name 是 SSH密钥对的名称信息。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无

响应消息

响应参数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keypair 字典数据结构[1] SSH密钥对信息。

 

[1] keypairs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public_key String SSH密钥对对应的publicKey信息。

name String SSH密钥对的名称。

fingerprint String SSH密钥对对应的指纹信息。

created_at String:DateTime SSH密钥对创建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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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deleted Boolean SSH密钥对删除的标记。

deleted_at String:DateTime SSH密钥对删除的时间。

id String SSH密钥对的ID。

updated_at String:DateTime SSH密钥对的更新时间。

user_id String SSH密钥对所属的用户信息。

 

示例

如下以查询SSH密钥对详情为例。

响应样例
{
    "keypair": {
        "created_at": "2014-05-07T12:06:13.681238",
        "deleted": false,
        "deleted_at": null,
        "fingerprint": "9d:00:f4:d7:26:6e:52:06:4c:c1:d3:1d:fd:06:66:01",
        "id": 1,
        "name": "keypair-3582d8b7-e588-4aad-b7f7-f4e76f0e4314",
        "public_key": "ssh-rsa AAAAB3NzaC1yc2EAAAADAQABAAABAQDYJrTVpcMwFqQy/
oMvtUSRofZdSRHEwrsX8AYkRvn2ZnCXM+b6+GZ2NQuuWj+ocznlnwiGFQDsL/yeE+/
kurqcPJFKKp60mToXIMyzioFxW88fJtwEWawHKAclbHWpR1t4fQ4DS+/sIbX/Yd9btlVQ2tpQjodGDbM9Tr9/+/3i6rcR
+EoLqmbgCgAiGiVV6VbM2Zx79yUwd+GnQejHX8BlYZoOjCnt3NREsITcmWE9FVFy6TnLmahs3FkEO/
QGgWGkaohAJlsgaVvSWGgDn2AujKYwyDokK3dXyeX3m2Vmc3ejiqPa/C4nRrCOlko5nSgV/9IXRx1ERImsqZnE9usB 
Generated-by-Nova\n",
        "updated_at": null,
        "user_id": "fake"
    }
}

返回值

请参考SSH密钥对通用请求返回值。

4.2.3 创建和导入 SSH 密钥对

功能介绍

创建SSH密钥对，或把公钥导入华为云中，生成SSH密钥对。

创建SSH密钥对成功后，请把响应数据中的私钥内容保存到本地文件，用户使用该私
钥登录云服务器。为保证云服务器安全，私钥数据只能下载一次，请妥善保管。

URI
l URI格式

POST /v2/{tenant_id}/os-keypairs

l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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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tenant_id 是 租户ID。

 

请求消息

请求参数

说明

创建SSH密钥对时，只需要提交SSH密钥对的name属性。导入SSH密钥对时，才需要提交
public_key属性。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keypair 是 字典数据结构[1] 创建或导入的SSH密钥对的信息。

 

[1] keypair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ublic_key 否 String 导入公钥的字符串信息。

type 否 String SSH密钥对的类型，值为ssh或
x509。

name 是 String SSH密钥对的名称。

新创建的密钥对名称不能和已有密
钥对的名称相同。

SSH密钥对名称由英文字母、数
字、下划线、中划线组成，长度不
能超过64个字节。

user_id 否 String SSH密钥对的用户ID。

 

响应

l 参数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keypair 字典数据结构[1] SSH密钥对的信息。

 

[1] keypair字段数据结构说明:

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fingerprint String SSH密钥对对应的指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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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类型 说明

name String SSH密钥对的名称。

public_key String SSH密钥对对应的publicKey信息。

private_key String SSH密钥对对应的privateKey信息。

l 创建SSH密钥对时，响应中包括private_key
的信息。

l 导入SSH密钥对时，响应中不包括
private_key的信息。

user_id String SSH密钥对所属的用户ID。

type String SSH密钥对的类型，值为ssh或x509。

 

示例

1. 创建SSH密钥对

– 创建SSH密钥对详情请求样例
{     "keypair": {             
          "type": "ssh",           
          "name": "demo"              
       }
}

– 创建SSH密钥对响应样例

{
    "keypair": {
        "public_key": "ssh-rsa 
AAAAB3NzaC1yc2EAAAADAQABAAABAQCyNtFZM04PFxERvZU5OBKTKr3mtRZABe5/+zX81lTgDFCBfq6OXia47M4qXOa3c
iBEKKZF+fMfs8U2UNB9aK1R/uORsoEFtxSgZnWG6p4Ct1vnrqwDD934VaDFPEn+h3JeAfvTB
+Ag1YQ9zh9uYyE9Z3qZcC9+Ui93BDGdBtQeav4odxdwXcr2mT2jJV0nsocV0O4UcKM8BaIm8eqbcroZEkyxqT3mUoSbmG
x1hrngjBsP1ufgwJ6D85LFGQC1SjIOLvsR9i6v41BaLF8/kygvKOh2HlNVSMx38g52sTqoQ/
xb3f8vR1VDXliAuD0frrG2Fy5wK4rOAnjuX9nh0bC9 Generated-by-Nova\n",
        "private_key": "-----BEGIN RSA PRIVATE KEY-----
\nMIIEpAIBAAKCAQEAsjbRWTNODxcREb2VOTgSkyq95rUWQAXuf/s1/NZU4AxQgX6u
\njl4muOzOKlzmt3IgRCimRfnzH7PFNlDQfWitUf7jkbKBBbcUoGZ1huqeArdb566s\nAw/d+FWgxTxJ/
odyXgH70wfgINWEPc4fbmMhPWd6mXAvflIvdwQxnQbUHmr+KHcX
\ncF3K9pk9oyVdJ7KHFdDuFHCjPAWiJvHqm3K6GRJMsak95lKEm5hsdYa54IwbD9bn\n4MCeg/OSxRkAtUoyDi77EfYur
+NQWixfP5MoLyjodh5TVUjMd/IOdrE6qEP8W93/\nL0dVQ15YgLg9H66xthcucCuKzgJ47l/
Z4dGwvQIDAQABAoIBAQCdTjXL/rVQLJQs\njKNDNnNu47NsCTvyl0nGPf+Rhb61ZSlKpH9/
uyuC38O7MPWVx28jup3J9q7btNrG\n7t6ZU+RpFAvbdyzb1pamXsoupLmEvESrZEsBCOhtY2fdsTG/Md
+Ji0a1J6Z2VQG9\nbEviLC4S/VwCRDwnzHOJInKIoJZroZv6SdK+KonQBS0Rq9bZrlvtBUUhaSGjBcJx
\nmWKO78ikNOXP/5Yl92SAw2vOYWhZdMZQrkp1EUFMG18Akuj+jC9QKXXfsLYYfzsQ
\nIGgpRdf6zYIV84QVMZ7NhQABM5DNmQfxrSIUSdbvOzOJzmShp41tH3sn9d+XS+bS
\nLIoyuaQhAoGBAN7tpwgkcKddKI/Lp/CPqjkxP6lfO+xHEXjtnZd1Y//BavPSgq4v
\nWuFHgx1sPQK49KcSLZfF6UxkPw0KHBc5R9RkfYBAIdGNwENF2xyoYLLdnUtF4hRq
\n1q2DC3oklBZibH2tc6+hQ2aCWSeMvQbIvxTYV70EFzwR5f4O5LIskCm/AoGBAMyn
\nA7DOQdvcf4aexSYL4kGp70ERMOCtwr/d+O5RswARoyAQOxp4a7/TyFuGjnlT//bR
\nEYacXV1AieIdeJF3PgeUIR1QnUlNYD9Rufs14fs+5idQ7Evn1gvXv0HpBYTY7wNu
\nWTrWbsznY0fNIrGT4bQR6QpdvIuR5TBJf6HIAKyDAoGAFhKf3D2HbfraXkqC6V3A
\nNAN9Uy7bxwxOXZPha7Ky4QrspRGt4MNNk0q6X7ps3A0mJDi3jPSKoga2+3qJx37j
\nbtM4Xe97qb0IUWDkThUZ5fvtbBuSRAVEFlAIXeKrSwAZz+PRtY0ZGFhFrZXQzZAo
\n4058eXmjN05qYFpnKIEjEQ8CgYEAwELzW6oaAzR+dfk428p0UB4W0HkXAy0a9efS
\nUgpc8Oag6qF09SRGjdunshySQvegU78MCPtjVxUntE7dk0OD+di213SBn3jawAHG
\niHORjtkDndIPfCwcUdnpK0GAVtL6kK2dlIIZa9TB15WnT07Pzry4w21WkYSJ3Thf
\neJyNzYMCgYA8OvpKMdaEXFeNZWHDE1Q2VmpxvP/D6u6s4SBuyy8eac1qqku/s7zc\nsuFd/
o9wbBgzsf4eN8tNJ4bxrArRXvf9WyH7xd4PE3DvVJnz5S+8Nqj2Z0KCAqPD
\nibDbFxBYHcMIdwC2JBGQZIXpkST2jG9wZho5KghX4yiHSOPr2V25/g==\n-----END RSA PRIVATE KEY-----\n",
        "user_id": "6fc0d2cbbfab40b199874b97097e913d",
        "type": "s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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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demo",
        "fingerprint": "b4:9a:c3:12:c4:90:bf:8e:7a:e2:70:10:c3:00:55:3f"
   }
}

2. 导入SSH密钥对

– 导入SSH密钥对请求样例
{
    "keypair": {
        "public_key": "ssh-rsa 
AAAAB3NzaC1yc2EAAAADAQABAAABAQCyNtFZM04PFxERvZU5OBKTKr3mtRZABe5/+zX81lTgDFCBfq6OXia47M4q
XOa3ciBEKKZF+fMfs8U2UNB9aK1R/uORsoEFtxSgZnWG6p4Ct1vnrqwDD934VaDFPEn+h3JeAfvTB
+Ag1YQ9zh9uYyE9Z3qZcC9+Ui93BDGdBtQeav4odxdwXcr2mT2jJV0nsocV0O4UcKM8BaIm8eqbcroZEkyxqT3mU
oSbmGx1hrngjBsP1ufgwJ6D85LFGQC1SjIOLvsR9i6v41BaLF8/kygvKOh2HlNVSMx38g52sTqoQ/
xb3f8vR1VDXliAuD0frrG2Fy5wK4rOAnjuX9nh0bC9 Generated-by-Nova\n",
        "type": "ssh",
        "name": "demo1"，
        "user_id": "fake"
    }
}

– 导入SSH密钥对响应样例
{
    "keypair": {
        "public_key": "ssh-rsa 
AAAAB3NzaC1yc2EAAAADAQABAAABAQCyNtFZM04PFxERvZU5OBKTKr3mtRZABe5/+zX81lTgDFCBfq6OXia47M4q
XOa3ciBEKKZF+fMfs8U2UNB9aK1R/uORsoEFtxSgZnWG6p4Ct1vnrqwDD934VaDFPEn+h3JeAfvTB
+Ag1YQ9zh9uYyE9Z3qZcC9+Ui93BDGdBtQeav4odxdwXcr2mT2jJV0nsocV0O4UcKM8BaIm8eqbcroZEkyxqT3mU
oSbmGx1hrngjBsP1ufgwJ6D85LFGQC1SjIOLvsR9i6v41BaLF8/kygvKOh2HlNVSMx38g52sTqoQ/
xb3f8vR1VDXliAuD0frrG2Fy5wK4rOAnjuX9nh0bC9 Generated-by-Nova\n",
        "user_id": "6fc0d2cbbfab40b199874b97097e913d",
        "type": "ssh",
        "name": "demo1",
        "fingerprint": "b4:9a:c3:12:c4:90:bf:8e:7a:e2:70:10:c3:00:55:3f"
    }
}

返回值

请参考SSH密钥对通用请求返回值。

4.2.4 删除 SSH 密钥对

功能介绍

根据SSH密钥对的名称，删除指定SSH密钥对。

URI
l URI格式

DELETE /v2/{tenant_id}/os-keypairs/{keypair_name}

l 参数说明

名称 是否必选 说明

tenant_id 是 租户ID。

keypair_name 是 SSH密钥对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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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消息

不涉及

响应消息

不涉及

返回值

请参考SSH密钥对通用请求返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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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录

A.1 状态码

状态码 编码 状态说明

200 OK 请求已成功。

400 Bad Resquest 请求参数有误。

403 Forbidden 服务器已经理解请求，但是拒绝执行它。

404 Not Found 资源不存在，资源未找到。

5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服务内部错误。

 

A.2 加密密钥错误码

功能说明

公有云的扩展接口发生400、500等错误时，会有自定义错误信息返回，该节为您介绍
每个错误码的含义。

返回体格式

l HTTP状态码
500

l 返回体样例
{
    "error": {
        "error_code": "KMS.0101",
        "error_msg": "kms error."
    }
}

密钥管理服务
API 参考 A 附录

文档版本 06 (2018-03-30)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87



错误码说明

模块 错误码 说明

公共 KMS.0101 KMS错误

KMS.0102 KMS I/O异常

KMS.0201 请求URL非法

KMS.0202 请求消息JSON格式非法

KMS.0203 请求消息长度超出限制

KMS.0204 请求消息缺少参数

KMS.0205 密钥key_id非法

KMS.0206 sequence序号非法

KMS.0207 密钥不存在

KMS.0208 encryption_context参数非法

KMS.0209 密钥已被禁用，不能使用

KMS.0210 密钥处于“计划删除”状态，不能使用

KMS.0211 默认主密钥不支持该操作

KMS.0301 X-Auth-Token为null或字符非法

KMS.0302 X-Auth-Token无效

KMS.0303 X-Auth-Token过期

KMS.0304 X-Auth-Token公测，不能访问

KMS.0305 X-Auth-Token Project Name区域非法

KMS.0306 用户无权限访问密钥

KMS.0307 用户角色无权限访问接口

KMS.0308 XXX字段非法

KMS.0309 密钥来源应为外部导入

KMS.0310 密钥未处于“等待导入”状态

KMS.0311 RSA私钥解密数据失败

KMS.0312 外部密钥不支持轮换操作

KMS.0313 密钥轮换未被启用

KMS.0401 标签列表不能为空

KMS.0402 match中value字段不合法

KMS.0403 match中key字段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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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错误码 说明

KMS.0404 action字段不合法

KMS.0405 tag中value字段不合法

KMS.0406 tag中key字段不合法

KMS.0407 tag列表长度不合法

KMS.0408 resourceType字段不合法

KMS.0409 tag达到上限

KMS.0410 tag中value长度不合法

KMS.0411 tag中key长度不合法

KMS.0412 tag中key列表长度不合法

KMS.0413 tag中values列表长度超过限制

创建密钥 KMS.1101 key_alias密钥别名非法

KMS.1102 realm密钥区域非法

KMS.1103 key_description密钥描述非法

KMS.1104 密钥别名已经存在

KMS.1105 密钥个数已达上限

启用密钥 KMS.1201 密钥未被禁用

禁用密钥 KMS.1301 密钥未被启用

计划删除密钥 KMS.1401 计划删除密钥时间范围：7天～1096天

KMS.1402 密钥已处于“计划删除”状态

取消计划删除密钥 KMS.1501 密钥未处于“计划删除”状态

查询密钥列表 KMS.1601 limit不在有效数字范围内

KMS.1602 marker参数需大于等于0

创建随机数 KMS.1801 random_data_length随机数长度需等于512位

创建数据密钥 KMS.1901 datakey_length数据密钥长度需等于512位

创建不含明文数据密钥 KMS.2001 datakey_length数据密钥长度需等于512位

加密数据密钥 KMS.2101 plain_text数据密钥明文非法

KMS.2102 datakey_plain_length数据密钥明文长度需等于
64字节

KMS.2103 数据密钥hash校验失败

解密数据密钥 KMS.2201 cipher_text数据密钥密文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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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错误码 说明

KMS.2202 datakey_cipher_length数据密钥密文长度需等
于64字节

KMS.2203 数据密钥hash校验失败

修改密钥别名 KMS.1101 key_alias密钥别名非法

KMS.1104 密钥别名已经存在

修改密钥描述 KMS.1103 key_description密钥描述非法

创建授权 KMS.2401 操作不能只包含“create-grant”

KMS.2402 授权/退役主体非法

KMS.2403 创建授权失败

KMS.2404 用户主密钥授权超过上限

KMS.2405 主体授权超过上限

查询授权列表 KMS.1601 limit不在有效数字范围内

KMS.1602 marker参数需大于等于0

查询可退役授权列表 KMS.1601 limit不在有效数字范围内

KMS.1602 marker参数需大于等于0

撤销授权 KMS.2501 grant不存在

KMS.2502 grant_id与key_id不匹配

退役授权 KMS.2501 grant不存在

KMS.2502 grant_id与key_id不匹配

导入密钥材料 KMS.2601 令牌已失效

KMS.2602 导入密钥失效时间必须大于当前时间

KMS.2603 导入密钥key_id与令牌中key_id不匹配

KMS.2604 外部密钥明文长度必须为32位

KMS.2605 令牌校验失败

KMS.2606 重新导入一个已删除的密钥材料时，外部密
钥明文应与之前导入的一致

删除密钥材料 KMS.2701 密钥材料只有在“启用”、“禁用”状态下
方可被删除

启用密钥轮换 KMS.2901 密钥轮换未被禁用

修改密钥轮换周期 KMS.3001 rotation_interval不在有效数字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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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SSH 密钥对通用请求返回值
l 正常

返回值 说明

200 请求成功。

202 任务提交成功，当前系统繁忙，下发的任务会延迟处理。

204 任务提交成功。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300 multiple choices 被请求的资源存在多个可供选择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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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被请求页面的访问被禁止。

404 Not Found 服务器无法找到被请求的页面。

405 Method Not Allowed 请求中指定的方法不被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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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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改说明

2018-03-30 第六次正式发布。

l 新增“管理SSH密钥对”相关接口：

– “查询SSH密钥对列表”。

– “查询SSH密钥对详情”。

– “创建和导入SSH密钥对”。

– “删除SSH密钥对”。

l 新增“SSH密钥对通用请求返回值”章节。

l 新增“查询密钥实例”章节。

l 新增“查询密钥标签”章节。

l 新增“查询项目标签”章节。

l 新增“批量添加删除密钥标签”章节。

l 新增“添加密钥标签”章节。

l 新增“删除密钥标签”章节。

l 新增“公共”错误码（KMS.0401-KMS.0413）及说明。

2017-11-30 第五次正式发布。

l 新增“开启密钥轮换”章节。

l 新增“修改密钥轮换周期”章节。

l 新增“关闭密钥轮换”章节。

l 新增“查询密钥轮换状态”章节。

l 新增错误码及说明：

– 新增“公共”错误码（KMS.0312、KMS.0313）及说
明。

– 新增“启用密钥轮换”错误码及说明。

– 新增“修改密钥轮换周期”错误码及说明。

密钥管理服务
API 参考 B 修订记录

文档版本 06 (2018-03-30)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92



发布日期 修改说明

2017-11-16 第四次正式发布。

l 新增“加密数据”章节。

l 新增“解密数据”章节。

l 新增“获取密钥导入参数”章节。

l 新增“导入密钥材料”章节。

l 新增“删除密钥材料”章节。

l 优化“创建密钥”章节请求参数说明。

l 优化了“查询密钥列表”章节请求和响应参数说明。

l 优化了“查询密钥信息”章节响应参数说明。

l 优化了“创建随机数”章节响应参数的参数说明。

l 优化了“查询配额”章节响应参数说明。

l 优化了“查询授权列表”章节中响应参数“operations”
参数说明。

l 优化了“查询可退役授权列表”章节的响应参数说明。

l 错误码方案优化，优化了“错误码说明”章节。

– 新增“公共”错误码（KMS.0309、KMS.0310和KMS.
0311）及说明。

– 新增“导入密钥材料”错误码及说明。

– 新增“删除密钥材料”错误码及说明。

2017-08-25 第三次正式发布。

l 新增“修改密钥别名”章节。

l 新增“修改密钥描述”章节。

l 新增“创建授权”章节。

l 新增“撤销授权”章节。

l 新增“退役授权”章节。

l 新增“查询授权列表”章节。

l 新增“查询可退役授权列表”章节。

l 优化“查询密钥列表”章节中“keys”参数类型。

l 优化“查询实例数”和“查询配额”响应参数说明表。

l 错误码方案优化，优化了“错误码说明”章节。

– 新增“公共”错误码（KMS.0308）及说明。

– 新增“修改密钥别名”错误码及说明。

– 新增“修改密钥描述”错误码及说明。

– 新增“创建授权”错误码及说明。

– 新增“查询授权列表”错误码及说明。

– 新增“查询可退役授权列表”错误码及说明。

– 新增“撤销授权”错误码及说明。

– 新增“退役授权”错误码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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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改说明

2017-04-28 第二次正式发布。

新增“查询实例数”和“查询配额”章节。

2016-12-30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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