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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口调用方法

第三方应用对公有云API的访问需经过签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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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服务使用方法

1.2 请求方法

1.3 请求认证方式

1.4 Token认证

1.5 AK/SK认证

1.6 获取项目ID/租户ID

1.1 服务使用方法
公有云API符合RESTful API的设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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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L的一般格式为：https://Endpoint/uri

URL中的参数说明如表1-1所示。

表 1-1 URL 中的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Endpoint Web服务入口点的URL，从地区和终端节点获取。

URI 资源路径，也即API访问路径。从具体接口的URI模块获取，例
如“v3/auth/tok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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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请求方法
在HTTP协议中，可以使用多种请求方法，例如GET、 PUT、 POST、 DELETE、
PATCH，用于指明以何种方式来访问指定的资源。目前提供的REST接口支持的请求方
法如下表所示。

表 1-2 请求方法一览表

方法 说明

GET 请求服务器返回指定资源。

PUT 请求服务器更新指定资源。

POST 请求服务器新增资源或执行特殊操作。

DELETE 请求服务器删除指定资源，如删除对象等。

PATCH 请求服务器更新资源的部分内容。

当资源不存在的时候，PATCH可能会去创建一个新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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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Token认证：通过Token认证调用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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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Token 认证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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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介绍如何调用接口完成Token认证。

调用接口步骤

1. 发送“POST https://IAM的Endpoint/v3/auth/tokens”，获取IAM的Endpoint及消息
体中的区域名称。

请参考地区和终端节点。

当服务区域名称为“所有”时，选择IAM“华北-北京一”的Endpoint。
请求内容示例如下：

说明

下面示例代码中的斜体字需要替换为实际内容，详情请参考《统一身份认证服务API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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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 {
    "identity": {
      "methods": [
        "password"
      ],
      "password": {
        "user": {
          "name": "username",
          "password": "password",
          "domain": {
            "name": "domainname"
          }
        }
      }
    },
    "scope": {
      "project": {
        "id": "0215ef11e49d4743be23dd97a1561e91" //假设id是
"0215ef11e49d4743be23dd97a1561e9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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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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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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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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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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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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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生成 AK、SK
1. 注册并登录管理控制台。

2. 在用户名下拉列表中单击“基本信息”。

3. 在基本信息页面单击“管理我的凭证”。

4. 单击“管理访问密钥”。

5. 单击“新增访问密钥”，进入“新增访问密钥”页面。

6. 输入当前用户的登录密码。

7. 通过邮箱或者手机进行验证，输入对应的验证码。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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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单击“确定”，下载访问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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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为防止访问密钥泄露，建议您将其保存到安全的位置。

1.5.2 请求签名流程

签名前的准备

1. 下载API网关签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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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创建java工程，将解压出来的jar引用到依赖路径中。

签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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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对DefaultRequest进行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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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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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代码展示了这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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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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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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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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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示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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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码分成三个类进行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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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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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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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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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essService.java:

package com.cloud.apigateway.sdk.demo;

import java.io.InputStream;
import java.net.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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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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ublic String getSk() {
        return 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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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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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urlString = url.to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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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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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aram h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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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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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说明

1. URI、AK、SK、HTTP METHOD是必须设置的参数。

2. 可通过request.addHeader()添加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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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单击用户名，在下拉列表中单击“基本信息”。

3. 在基本信息页面单击“管理我的凭证”。

在“我的凭证”页面的项目列表中查看项目ID。

图 1-1 查看项目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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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共消息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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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公共请求消息头

2.2 公共响应消息头

2.1 公共请求消息头

表 2-1 公共请求消息头

名称 描述 是否必选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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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使用AK/SK认
证时该字段必
选。

20150907T101459Z

Authorization 签名认证信息。

该值来源于请求签
名结果。

请参考1.5.2 请求签
名流程。

否

使用AK/SK认
证时该字段必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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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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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使用AK/SK认
证时该字段必
选。

code.test.com
or
code.test.com: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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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application/json

Content-Length 请求body长度，单
位为Byte。

否 3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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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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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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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9993fc787d94b6c886cbaa3
40f9c0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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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使用Token认证
时该字段必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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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其它header属性，请遵照http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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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共响应消息头

表 2-2 公共响应消息头

名称 描述 示例

Content-
Length

响应消息体的字节长度，单位为By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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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Type 响应消息体的MIME类型。 application/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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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护组

3.1 查询job状态

3.2 查询双活域

3.3 创建保护组

3.4 查询保护组列表

3.5 查询保护组详情

3.6 删除保护组

3.7 更新保护组名称

3.8 保护组开始保护

3.9 保护组停止保护

3.10 保护组故障切换/故障切回

3.11 保护组切换/切回

3.12 查询租户配额

3.1 查询 job 状态

功能介绍

查询job的执行状态。

对于创建保护组、删除保护组等异步API，命令下发后，会返回job_id，通过job_id可以
查询任务的执行状态。

URI
l URI格式

GET /v1/{project_id}/jobs/{job_id}

l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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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租户ID。

job_id 是 string job ID。

 

请求

无

响应

l 要素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status 是 string Job的状态。

l SUCCESS：成功。

l RUNNING：运行中。

l FAIL：失败。

l INIT：正在初始化。

entities 是 dict Job操作的对象。

根据不同Job类型，显示不同的内容，
云服务器相关操作显示
server_group_id，有子Job时为子job的
详情。

job_id 是 string Job ID。

job_type 是 string Job的类型。

begin_time 是 string 开始时间。

end_time 是 string 结束时间。

error_code 是 string Job执行失败时的错误码。

fail_reason 是 string Job执行失败时的错误原因。

message 否 string 出现错误时，返回的错误信息。

code 否 string 出现错误时，返回的错误码。

 
l entities字段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server_group_i
d

是 string 保护组相关操作显示保护组ID。

 
l 响应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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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us": "SUCCESS", 
     "entities": { 
         "server_group_id": "a59d008e-4bad-4bf3-9b17-6cc25e7da483" 
     }, 
     "job_id": "0000000062db92d70162db9d200f000a", 
     "job_type": "createServerGroup", 
     "begin_time": "2018-04-19T01:55:30.443Z", 
     "end_time": "2018-04-19T01:55:45.493Z", 
     "error_code": null, 
     "fail_reason": null 
 }

或

{ 
     "error":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返回值

l 正常

返回值 说明

200 服务器已接受请求。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页面的访问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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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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查询双活域

功能介绍

查询双活域。

约束与限制

无

URI
l URI格式

GET /v1/{project_id}/active-domains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租户ID。

 

请求

无

响应

l 要素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domains 是 list 双活域列表信息。

 

l domains字段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id 是 string 双活域ID。

name 是 string 双活域名称。

description 是 string 双活域描述。

local_replication_c
luster

是 dict 双活域对应的某一端复制集群相关
参数，并无优先端与非优先端的区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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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remote_replication
_cluster

是 dict 双活域对应的另一端复制集群相关
参数，并无优先端与非优先端的区
别。

fsb_domain_id 是 string FusionStorage Block双活域ID。

sold_out 是 boolean 表示该双活域下的资源是否售罄。

 
l local_replication_cluster字段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availability_zone 是 string 可用区名称。

fsm_ip 是 string 后端存储管理IP。

replication_cluster
_id

是 string 复制集群ID。

business_cluster_ip
s

是 list 复制节点地址列表。

 
l remote_replication_cluster字段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availability_zone 是 string 可用区名称。

fsm_ip 是 string 后端存储管理IP。

replication_cluster
_id

是 string 复制集群ID。

business_cluster_ip
s

是 list 复制节点地址列表。

 
l 响应样例

{ 
   "domains": [ 
     { 
       "id": "523ab8ad-3759-4933-9436-4cf4ebb20867", 
       "name": "my domain", 
       "description": "my domain", 
       "fsb_domain_id": "2ccb40cdcf820100", 
       "sold_out": false, 
       "local_replication_cluster": { 
         "availability_zone": "az2.dc2", 
         "fsm_ip": "3.33.44.7", 
         "replication_cluster_id": "0", 
         "business_cluster_ips": [ 
           "3.33.44.21", 
           "3.33.44.22", 
           "3.33.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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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remote_replication_cluster": { 
         "availability_zone": "az3.dc3", 
         "fsm_ip": "3.33.46.7", 
         "replication_cluster_id": "0", 
         "business_cluster_ips": [ 
           "3.33.46.21", 
           "3.33.46.22", 
           "3.33.46.23" 
         ] 
       } 
     } 
   ] 
 }

或

{ 
     "error":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其中error是泛指的错误，有badrequest、itemNotFound等，如报错为：

{ 
     "badrequest":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返回值

l 正常

返回值 说明

200 服务器已接受请求。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页面的访问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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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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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5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请求未完成。服务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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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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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3.3 创建保护组

功能介绍

创建保护组。

约束与限制

无

URI
l URI格式

POST /v1/{project_id}/server-groups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租户ID。

 

请求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server_group 是 map 保护组信息。

name 是 string 指定保护组的名称，最大支持长度
为64个字节。只包含中文字符、英
文字母（a～ｚ、Ａ～Ｚ）、数字
（０~９）、小数点（．）、下划
线（_）、中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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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description 否 string 指定保护组的描述，最大支持长度
为64个字节。不能包含左尖括号
（<）或右尖括号（>）。

source_availability
_zone

是 string 指定保护组的源端可用区名称。

target_availability_
zone

是 string 指定保护组的目的端可用区名称。

domain_id 是 string 指定双活域的ID。

source_vpc_id 是 string 源端虚拟私有云ID。

dr_type 否 string 部署模式。默认值为
“migration”，migration表示VPC
内迁移。

 
l 请求样例

{ 
       "server_group": {
              "name": "testname",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source_availability_zone": "az1.ac1", 
              "target_availability_zone": "az2.ac2", 
              "domain_id": "bccc426c-7dc4-4196-b4d8-372051f306fa", 
              "source_vpc_id":"a9497554-3137-4a04-92bf-4be0ccdc8afe", 
              "dr_type":"migration"            
       } 
}

响应

l 要素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job_id 是 string 任务ID。

 
l 响应样例

{ 
   "job_id": "0000000062db92d70162db9d200f000a" 
 }

或

{ 
     "error":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其中error是泛指的错误，有badrequest、itemNotFound等，如报错为：

{ 
     "badrequest": { 
         "message":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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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 "XXX" 
     } 
 }

返回值

l 正常

返回值 说明

200 服务器已接受请求。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页面的访问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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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查询保护组列表

功能介绍

查询当前租户所有的保护组列表。

约束与限制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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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l URI格式

GET /v1/{project_id}/server-groups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租户ID。

 

请求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limit 否 integer 每次请求返回结果个数限制，取值
范围为[0,1000]的正整数，默认值为
1000。

offset 否 integer 每次请求开始的下标，即偏移量，
默认值为0。

status 否 string 保护组状态。

 
l 请求样例

无

响应

l 要素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server_groups 是 list 保护组的信息列表。

count 是 integer 列表中包含的保护组个数。

 
l server_groups字段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id 是 string 保护组的ID。

name 是 string 保护组的名称。

description 是 string 保护组的描述。

status 是 string 保护组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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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rogress 是 integer 保护组的同步进度。

单位：百分比。

source_availability
_zone

是 string 保护组的源端可用区名称。

target_availability_
zone

是 string 保护组的目的端可用区名称。

domain_id 是 string 双活域ID。

domain_name 是 string 双活域名称。

priority_station 是 string 保护组的优先端。

l source：表示当前优先端为源
端。

l target：表示当前优先端为目的
端。

protected_instance
_num

是 integer 该保护组中保护实例的个数。

replication_num 是 integer 该保护组中复制对的个数。

protected_status 是 string 保护状态。

l started：表示该保护组开始保
护。

l stopped：表示该保护组停止保
护。

replication_status 是 string 数据同步状态。

l active：表示数据已同步完成。

l inactive：表示数据未同步。

l copying：表示数据正在同步。

l active-stopped：表示数据已停止
同步。

health_status 是 string 健康状态。

l normal：表示该保护组处于正常
状态。

l abnormal：表示该保护组处于非
正常状态。

source_vpc_id 是 string 源端虚拟私有云ID。

target_vpc_id 是 string 目的端虚拟私有云ID。

test_vpc_id 是 string 容灾演练虚拟私有云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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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dr_type 是 string 部署模式。默认值为
“migration”，migration表示VPC
内迁移。

created_at 是 datetime 创建时间。

updated_at 是 datetime 更新时间。

 
l 响应样例

{ 
   "count": 2, 
   "server_groups": [ 
     { 
       "id": "3a60f45d-cf5b-49f1-a05e-ddee78cb6eef",
      "name": "server_group_001",
      "description": "sxf_server_group_test",
      "status": "available",
      "progress": null,
      "source_availability_zone": "az2.dc2",
      "target_availability_zone": "az3.dc3",
      "domain_id": "523ab8ad-3759-4933-9436-4cf4ebb20867",
      "domain_name": "my domain",
      "protected_status": "stopped",
      "replication_status": "active-stopped",
      "health_status": "normal",
      "priority_station": "source",
      "protected_instance_num": 0,
      "replication_num": 0,
        
      "source_vpc_id": "ac784bd6-a79c-4def-9ff8-dc87940d5335",
      "target_vpc_id": "ac784bd6-a79c-4def-9ff8-dc87940d5335",
      "test_vpc_id": null,
      "dr_type": "migration",
      "created_at": "2018-05-10 23:51:58.0",
      "updated_at": "2018-05-10 23:52:07.0"
     },
    {
      "id": "e98cefcd-2398-4a4d-8c52-c79f00e21484",
      "name": "aaawer",
      "description": "qwer1123123",
      "status": "available",
      "progress": null,
      "source_availability_zone": "az2.dc2",
      "target_availability_zone": "az3.dc3",
      "domain_id": "523ab8ad-3759-4933-9436-4cf4ebb20867",
      "domain_name": "my domain",
      "protected_status": "stopped",
      "replication_status": "active-stopped",
      "health_status": "normal",
      "priority_station": "source",
      "protected_instance_num": 0,
      "replication_num": 0,
      "disaster_recovery_drill_num": 0,  
      "source_vpc_id": "ac784bd6-a79c-4def-9ff8-dc87940d5335",
      "target_vpc_id": "ac784bd6-a79c-4def-9ff8-dc87940d5335",
      "test_vpc_id": null,
      "dr_type": "migration",
      "created_at": "2018-05-09 22:11:45.0",
      "updated_at": "2018-05-09 22:11:54.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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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 
     "error":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其中error是泛指的错误，有badrequest、itemNotFound等，如报错为：

{ 
     "badrequest":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返回值

l 正常

返回值 说明

200 服务器已接受请求。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页面的访问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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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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查询保护组详情

功能介绍

查询单个保护组的详细信息，如ID、名称等。

约束与限制

无

URI
l URI格式

GET /v1/{project_id}/server-groups/{server_group_id}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租户ID。

server_group_id 是 string 保护组的ID。

 

请求

无

响应

l 要素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server_group 是 map 保护组的详细信息。

 

l server_group字段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id 是 string 保护组的ID。

name 是 string 保护组的名称。

description 是 string 保护组的描述。

status 是 string 保护组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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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rogress 是 integer 保护组的同步进度。

单位：百分比。

source_availability
_zone

是 string 保护组的源端可用区名称。

target_availability_
zone

是 string 保护组的目的端可用区名称。

domain_id 是 string 双活域ID。

domain_name 是 string 双活域名称。

priority_station 是 string 保护组的优先端。

l source：表示当前优先端为源
端。

l target：表示当前优先端为目的
端。

protected_instance
_num

是 integer 该保护组中保护实例的个数。

replication_num 是 integer 该保护组中复制对的个数。

protected_status 是 string 保护状态。

l started：表示该保护组开始保
护。

l stopped：表示该保护组停止保
护。

replication_status 是 string 数据同步状态。

l active：表示数据已同步完成。

l inactive：表示数据未同步。

l copying：表示数据正在同步。

l active-stopped：表示数据已停止
同步。

health_status 是 string 健康状态。

l normal：表示该保护组处于正常
状态。

l abnormal：表示该保护组处于非
正常状态。

source_vpc_id 是 string 源端虚拟私有云ID。

target_vpc_id 是 string 目的端虚拟私有云ID。

test_vpc_id 是 string 容灾演练虚拟私有云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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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dr_type 是 string 部署模式。默认值为
“migration”，migration表示VPC
内迁移。

created_at 是 datetime 创建时间。

updated_at 是 datetime 更新时间。

 
l 响应样例

{  
    "server_group":{  
      "id": "e98cefcd-2398-4a4d-8c52-c79f00e21484",
      "name": "server_group_002",
      "description": "qwer1123123",
      "status": "available",
      "progress": null,
      "source_availability_zone": "az2.dc2",
      "target_availability_zone": "az3.dc3",
      "domain_id": "523ab8ad-3759-4933-9436-4cf4ebb20867",
      "domain_name": "my domain",
      "protected_status": "stopped",
      "replication_status": "active-stopped",
      "health_status": "normal",
      "priority_station": "source",
      "protected_instance_num": 0,
      "replication_num": 0,
      
      "source_vpc_id": "ac784bd6-a79c-4def-9ff8-dc87940d5335",
      "target_vpc_id": "ac784bd6-a79c-4def-9ff8-dc87940d5335",
      "test_vpc_id": null,
      "dr_type": "migration",
      "created_at": "2018-05-09 22:11:45.0",
      "updated_at": "2018-05-09 22:11:54.0"
      }  
  }

或

{ 
     "error":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其中error是泛指的错误，有badrequest、itemNotFound等，如报错为：

{ 
     "badrequest":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返回值

l 正常

返回值 说明

200 服务器已接受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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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页面的访问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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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删除保护组

功能介绍

删除指定的保护组。

约束与限制

保护组内没有保护实例和复制对。

URI
l URI格式

DELETE /v1/{project_id}/server-groups/{server_group_id}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租户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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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server_group_id 是 string 保护组的ID。

 

请求

无

响应

l 要素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job_id 是 string Job ID。

 
l 响应样例

{
"job_id": "0000000062db92d70162db9d200f0011"
}

或

{ 
     "error":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其中error是泛指的错误，有badrequest、itemNotFound等，如报错为：

{ 
     "badrequest":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返回值

l 正常

返回值 说明

200 服务器已接受请求。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页面的访问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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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404 Not Found 服务器无法找到被请求的页面。

405 Method Not Allowed 请求中指定的方法不被允许。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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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5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请求未完成。服务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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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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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3.7 更新保护组名称

功能介绍

更新某一个保护组的名称。

约束与限制

无

URI
l URI格式

PUT /v1/{project_id}/server-groups/{server_group_id}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租户ID。

server_group_id 是 string 保护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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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server_group 是 map 保护组信息。

name 是 string 保护组的名称，最大支持长度为64
个字节。只包含中文字符、英文字
母（a～ｚ、Ａ～Ｚ）、数字（０~
９）、小数点（．）、下划线
（_）、中划线（-）。

 
l 请求样例

{ 
     "server_group": { 
         "name": "my_test_server_group" 
     } 
 }

响应

l 要素说明

表 3-1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server_group 是 map 保护组的详细信
息。

 
l server_group字段说明

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id 是 string 保护组的ID。

name 是 string 保护组的名称。

description 是 string 保护组的描述。

status 是 string 保护组的状态。

progress 是 integer 保护组的同步进度。

单位：百分比。

source_availability
_zone

是 string 保护组的源端可用区名称。

target_availability_
zone

是 string 保护组的目的端可用区名称。

domain_id 是 string 双活域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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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domain_name 是 string 双活域名称。

priority_station 是 string 保护组的优先端。

l source：表示当前优先端为源
端。

l target：表示当前优先端为目的
端。

protected_instance
_num

是 integer 该保护组中保护实例的个数。

replication_num 是 integer 该保护组中复制对的个数。

protected_status 是 string 保护状态。

l started：表示该保护组开始保
护。

l stopped：表示该保护组停止保
护。

replication_status 是 string 数据同步状态。

l active：表示数据已同步完成。

l inactive：表示数据未同步。

l copying：表示数据正在同步。

l active-stopped：表示数据已停止
同步。

health_status 是 string 健康状态。

l normal：表示该保护组处于正常
状态。

l abnormal：表示该保护组处于非
正常状态。

source_vpc_id 是 string 源端虚拟私有云ID。

target_vpc_id 是 string 目的端虚拟私有云ID。

test_vpc_id 是 string 容灾演练虚拟私有云ID。

dr_type 是 string 部署模式。默认值为
“migration”，migration表示VPC
内迁移。

created_at 是 datetime 创建时间。

updated_at 是 datetime 更新时间。

 

l 响应样例
{
"server_group": {
"id": "e98cefcd-2398-4a4d-8c52-c79f00e21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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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server_group_002",
"description": "qwer1123123",
"status": "available",
"progress": null,
"source_availability_zone": "az2.dc2",
"target_availability_zone": "az3.dc3",
"domain_id": "523ab8ad-3759-4933-9436-4cf4ebb20867",
"domain_name": "my domain",
"protected_status": "stopped",
"replication_status": "active-stopped",
"health_status": "normal",
"priority_station": "source",
"protected_instance_num": 0,
"replication_num": 0,
"source_vpc_id": "ac784bd6-a79c-4def-9ff8-dc87940d5335",
"target_vpc_id": "ac784bd6-a79c-4def-9ff8-dc87940d5335",
"test_vpc_id": null,
"dr_type": "migration",
"created_at": "2018-05-09 22:11:45.0",
"updated_at": "2018-05-09 22:11:54.0"
}
}

或

{ 
     "error":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其中error是泛指的错误，有badrequest、itemNotFound等，如报错为：

{ 
     "badrequest":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返回值

l 正常

返回值 说明

200 服务器已接受请求。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页面的访问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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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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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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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5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请求未完成。服务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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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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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3.8 保护组开始保护

功能介绍

对某一个保护组的开始保护操作。

约束与限制

l 保护组中必须包含保护实例和复制对才能开始保护。

l 保护组下所有复制对和保护实例的status为available才能开始保护。

l 保护组status为available或者failed-over或者failed-over-back才能开始保护。

l 保护组replication_status为active-stopped或者inactive才能开始保护。

URI
l URI格式

POST /v1/{project_id}/server-groups/{server_group_id}/action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租户ID。

server_group_i
d

是 string 保护组的ID。

 

请求

l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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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start-server-group 是 dict 标识保护组开始保护操作。

 

l 请求样例
{
    "start-server-group": {}
}

响应

无

或

{ 
     "error":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其中error是泛指的错误，有badrequest、itemNotFound等，如报错为：

{ 
     "badrequest":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返回值

l 正常

返回值 说明

200 服务器已接受请求。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页面的访问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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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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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5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请求未完成。服务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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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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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3.9 保护组停止保护

功能介绍

对某一个保护组的停止保护操作。

约束与限制

l 保护组中必须包含保护实例和复制对才能停止保护。

l 保护组下所有复制对和保护实例的status为available才能停止保护。

l 保护组status为available或者starting才能停止保护。

l 保护组replication_status为active或者copying才能停止保护。

URI
l URI格式

POST /v1/{project_id}/server-groups/{server_group_id}/action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租户ID。

server_group
_id

是 string 保护组的ID。

 

请求

l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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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stop-server-group 是 dict 标识保护组停止保护操作。

 

l 请求样例
{
    "stop-server-group": {}
}

响应

无

或

{ 
     "error":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其中error是泛指的错误，有badrequest、itemNotFound等，如报错为：

{ 
     "badrequest":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返回值

l 正常

返回值 说明

200 服务器已接受请求。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页面的访问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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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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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5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请求未完成。服务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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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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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3.10 保护组故障切换/故障切回

功能介绍

当保护组的优先端发生故障时，将保护组的优先端切到非优先端，即另一端AZ，启用
非优先端的云硬盘以及云服务器等资源。故障切换或故障切回完成之后，保护组的当
前优先端变成故障切换或故障切回发生之前的非优先端。

约束与限制

l 保护组中必须包含保护实例和复制对才能故障切换或故障切回。

l 保护组下的所有保护实例和复制对的status为available才能故障切换或故障切回。

l 保护组status为available或error-failed-over或error-failed-over-back才能故障切换或故
障切回。

URI
l URI格式

POST /v1/{project_id}/server-groups/{server_group_id}/action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租户ID。

server_group_i
d

是 string 保护组的ID。

 

请求

l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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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failover-server-
group

是 dict 标识保护组故障切换或故障切回操
作。

 
l 请求样例

{
    "failover-server-group": {}
}

响应

无

或

{ 
     "error":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其中error是泛指的错误，有badrequest、itemNotFound等，如报错为：

{ 
     "badrequest":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返回值

l 正常

返回值 说明

200 服务器已接受请求。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页面的访问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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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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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5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请求未完成。服务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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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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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3.11 保护组切换/切回

功能介绍

对保护组进行切换/切回操作，可以将保护组的优先端从源端切换到目的端，也可以从
目的端切回到源端。

约束与限制

l 保护组中必须包含保护实例和复制对才能切换或切回。

l 保护组下的所有保护实例和复制对的status为available才能切换或切回。

l 保护组status为available才能切换或切回。

l 保护组中所有的当前优先端的云服务器必须关机才能切换或切回。

l 保护组replication_status为active才能切换或切回。

URI
l URI格式

POST /v1/{project_id}/server-groups/{server_group_id}/action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租户ID。

server_group_i
d

是 string 保护组的ID。

 

请求

l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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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reverse-server-
group

是 dict 标识保护组切换/切回操作。

priority_station 是 string 切换方向。

l target：表示从源端切换到目的
端。

l source：表示从目的端切回到源
端。

 
l 请求样例

{
  "reverse-server-group": {
    "priority_station": "source"
  }
} 

响应

无

或

{ 
     "error":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其中error是泛指的错误，有badrequest、itemNotFound等，如报错为：

{ 
     "badrequest":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返回值

l 正常

返回值 说明

200 服务器已接受请求。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页面的访问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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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404 Not Found 服务器无法找到被请求的页面。

405 Method Not Allowed 请求中指定的方法不被允许。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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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5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请求未完成。服务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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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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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3.12 查询租户配额

功能介绍

查询资源的配额相关信息。

约束与限制

无

URI
l URI格式

GET /v1/{project_id}/sdrs/quotas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租户ID。

 

请求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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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l 要素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type 是 string 资源类型。

used 是 int 已经使用的资源个数。

quota 是 int 资源配额，-1表示无穷大。

min 是 int 设置该资源配额允许的最小值。

max 是 int 设置该资源配额允许的最大值，-1
表示无穷大。

 
l 响应样例

{ 
     "quotas": { 
         "resources": [ 
             { 
                 "type": "server_groups", 
                 "used": 50, 
                 "quota": 77, 
                 "min": 0, 
                 "max": -1 
             } 
         ] 
     } 
 }

或

{ 
     "error":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其中error是泛指的错误，有badrequest、itemNotFound等，如报错为：

{ 
     "badrequest":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返回值

l 正常

返回值 说明

200 服务器已接受请求。

 
l 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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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页面的访问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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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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护实例

4.1 创建保护实例

4.2 删除保护实例

4.3 查询保护实例列表

4.4 查询单个保护实例详情

4.5 更新保护实例名称

4.6 保护实例挂载复制对

4.7 保护实例卸载复制对

4.8 保护实例添加网卡

4.9 保护实例删除网卡

4.10 保护实例变更规格

4.1 创建保护实例

功能介绍

创建保护实例。

约束与限制

l 保护组状态为available。

l 保护组的priority_station值为source。

l 保护组的保护状态为stopped。

l 云服务器不能挂载共享云硬盘。

l 云服务器不能已经被创建保护实例。

l 云服务器必须与保护组在同一个VPC。

l 目的端可用区必须支持创建与源端云服务器相同flavor的云服务器。

l 云服务器下当前所有云硬盘的挂载点必须连续。

存储容灾
接口参考 4 保护实例

文档版本 01 (2018-08-03)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49



URI
l URI格式

POST /v1/{project_id}/protected-instances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租户ID。

 

请求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rotected_instance 是 map 保护实例的信息。

server_group_id 是 string 需要加入的保护组ID。

server_id 是 string 主机ID。

name 是 string 指定保护实例的名称，最大支持长
度为64个字节。只包含中文字符、
英文字母（a～ｚ、Ａ～Ｚ）、数
字（０~９）、小数点（．）、下
划线（_）、中划线（-）。

description 否 string 指定保护实例的描述，最大支持长
度为64个字节。不能包含左尖括号
（<）或右尖括号（>）。

cluster_id 否 string 存储池ID。

primary_subnet_id 否 string 子网id。

primary_ip_addres
s

否 string 主网卡IP。

 

l 请求样例
{  
         "protected_instance":{  
               "server_group_id": "523ab8ad-3759-4933-9436-4cf4ebb20867",  
               "server_id": "403b603d-1d91-42cc-a357-81f3c2daf43f",  
               "name": "obj001",  
               "description": "my description",
              "cluster_id ": "6cd343ad-9638-4dc2-817a-42fd304053a5", 
              "primary_subnet_id": "a32217fh-3413-c313-6342-3124d3491502", 
              "primary_ip_address": "192.168.0.5"
         }  
  }

响应

l 要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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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job_id 是 string 任务ID。

 

l 响应样例
{ 
   "job_id": "0000000062db92d70162db9d200f00bb" 
 }

或

{ 
     "error":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其中error是泛指的错误，有badrequest、itemNotFound等，如报错为：

{ 
     "badrequest":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返回值

l 正常

返回值 说明

200 服务器已接受请求。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页面的访问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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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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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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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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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4.2 删除保护实例

功能介绍

删除指定的保护实例。

约束与限制

l 保护组的状态为available。

l 保护组的保护状态为stopped。

l 保护实例的状态为available或者error或者error-deleting。

URI
l URI格式

DELETE /v1/{project_id}/protected-instances/{protected_instance_id}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租户ID。

protected_instanc
e_id

是 string 保护实例的ID。

 

请求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delete_target_serve
r

否 boolean 是否删除目的端服务器，默认值为
false。

 
l 请求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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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ete_target_server": false
}

响应

l 要素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job_id 是 String 任务ID。

 
l 响应样例

{ 
   "job_id": "0000000062db92d70162db3ab00f00df" 
 }

或

{ 
     "error":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其中error是泛指的错误，有badrequest、itemNotFound等，如报错为：

{ 
     "badrequest":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返回值

l 正常

返回值 说明

200 服务器已接受请求。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页面的访问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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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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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5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请求未完成。服务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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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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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4.3 查询保护实例列表

功能介绍

查询当前租户下，某一个保护组包含的所有保护实例列表。

约束与限制

无

URI
l URI格式

GET /v1/{project_id}/protected-instances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租户ID。

 

请求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server_group_id 否 string 保护组的ID，表示查询该保护组下
的所有保护实例列表。

limit 否 integer 每次请求返回结果个数限制，取值
范围为[0,1000]的正整数，默认值为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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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offset 否 integer 每次请求开始的下标，即偏移量，
默认值为0。

name 否 string 保护实例的名称。

 
l 请求样例

无

响应

l 要素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rotected_instances 是 list 保护实例的信息列表。

count 是 integer 列表中包含的保护实例个数。

 
l protected_instances字段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id 是 string 保护实例的ID。

name 是 string 保护实例的名称。

description 是 string 保护实例的描述。

status 是 string 保护实例的状态。

source_server 是 string 源端虚拟机ID。

target_server 是 string 目的端虚拟机ID。

server_group_id 是 string 保护组的ID。

created_at 是 datetime 创建时间。

updated_at 是 datetime 更新时间。

 
l 响应样例

{  
      "count":2  
      "protected_instances": [  
         {
            "id": "1234000062cf75400162cf7e91932456",
            "name": "reojectobj_test_001",
            "description": " reojectobj_test ",
            "server_group_id": "0000000062cf75400162cf7e9197000e",
            "status": "available",
            "source_server": "a950df82-5df7-441c-bcf9-83b192408ab6",
            "target_server": "1ab901ab-ce6b-4769-bbe2-e4b9958aa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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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d_at": "2018-05-07 20:7:41.0",
            "updated_at": "2018-05-07 20:10:41.0"
        },
        {
            "id": "00000000632302f501632305f63c000e",
            "name": "obj003",
            "description": "test003",
            "server_group_id": "00000000632302f501632305ac75000a",
            "status": " available ",
            "source_server": "5597a320-7a36-4462-9f85-a0d01edfb416",
            "target_server": "e37ed7de-bd76-4189-8445-be747205322d",
            "created_at": "2018-05-02 22:43:03.0",
            "updated_at": "2018-05-02 22:47:27.0"
        }    
    ]  
}

或

{ 
     "error":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其中error是泛指的错误，有badrequest、itemNotFound等，如报错为：

{ 
     "badrequest":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返回值

l 正常

返回值 说明

200 服务器已接受请求。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页面的访问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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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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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5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请求未完成。服务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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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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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4.4 查询单个保护实例详情

功能介绍

查询单个保护实例的详细信息，如名称、ID等。

约束与限制

无

URI
l URI格式

GET /v1/{project_id}/protected-instances/{protected_instance_id}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租户ID。

protected_inst
ance_id

是 string 保护实例的ID。

 

请求

无

响应

l 要素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rotected_instance 是 map 保护实例的详细信息。

 
l protected_instance字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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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id 是 string 保护实例的ID。

name 是 string 保护实例的名称。

description 是 string 保护实例的描述。

status 是 string 保护实例的状态。

source_server 是 string 源端虚拟机ID。

target_server 是 string 目的端虚拟机ID。

server_group_id 是 string 保护组的ID。

created_at 是 datetime 创建时间。

updated_at 是 datetime 更新时间。

 
l 响应样例

{  
      "protected_instance": {  
          "id": "00000000632302f501632305f63c000e",
         "name": "obj003",
         "description": "test11111111111",
         "server_group_id": "00000000632302f501632305ac75000a",
         "status": "available",
         "source_server": "5597a320-7a36-4462-9f85-a0d01edfb416",
         "target_server": "e37ed7de-bd76-4189-8445-be747205322d",
         "created_at": "2018-05-02 22:43:03.0",
         "updated_at": "2018-05-02 22:47:27.0"
  }  
  }

或

{ 
     "error":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其中error是泛指的错误，有badrequest、itemNotFound等，如报错为：

{ 
     "badrequest":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返回值

l 正常

返回值 说明

200 服务器已接受请求。

 
l 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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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页面的访问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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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更新保护实例名称

功能介绍

更新某一个保护实例的名称。

约束与限制

无

URI
l URI格式

PUT /v1/{project_id}/protected-instances/{protected_instance_id}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租户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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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protected_instan
ce_id

是 string 保护实例的ID。

 

请求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rotected_instance 是 map 保护实例的信息。

name 是 string 保护实例的名称，最大支持长度为
64个字节。只包含中文字符、英文
字母（a～ｚ、Ａ～Ｚ）、数字
（０~９）、小数点（．）、下划
线（_）、中划线（-）。

 
l 请求样例

{  
      "protected_instance": {  
          "name": "test_protected_instance_name"  
      }  
  }

响应

l 要素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rotected_instance 是 map 保护实例的详细信息。

 
l protected_instance字段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id 是 string 保护实例的ID。

name 是 string 保护实例的名称。

description 是 string 保护实例的描述。

status 是 string 保护实例的状态。

source_server 是 string 源端虚拟机ID。

target_server 是 string 目的端虚拟机ID。

server_group_id 是 string 保护组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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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created_at 是 datetime 创建时间。

updated_at 是 datetime 更新时间。

 
l 响应样例

{  
      "protected_instance": {  
          "id": "00000000632302f501632305f63c000e",
         "name": "obj003",
         "description": "test11111111111",
         "server_group_id": "00000000632302f501632305ac75000a",
         "status": "available",
         "source_server": "5597a320-7a36-4462-9f85-a0d01edfb416",
         "target_server": "e37ed7de-bd76-4189-8445-be747205322d",
         "created_at": "2018-05-02 22:43:03.0",
         "updated_at": "2018-05-02 22:47:27.0"
  }  
  }

或

{ 
     "error":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其中error是泛指的错误，有badrequest、itemNotFound等，如报错为：

{ 
     "badrequest":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返回值

l 正常

返回值 说明

200 服务器已接受请求。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页面的访问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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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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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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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5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请求未完成。服务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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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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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4.6 保护实例挂载复制对

功能介绍

将指定的复制对挂载到指定的保护实例上。

约束与限制

l 保护组的状态为available。

l 保护实例状态为available。

l 复制对状态为available。

l 如果是非共享复制对则要求该复制对未被挂载。

URI
l URI格式

POST /v1/{project_id}/protected-instances/{protected_instance_id}/attachreplication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租户ID。

protected_in
stance_id

是 string 保护实例的ID。

 

请求

l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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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replicationAttachm
ent

是 dict 表示挂载复制对操作。

 

l replicationAttachment字段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replication_id 是 string 复制对的ID。

device 是 string 挂载点。

 

l 请求样例
{ 
     "replicationAttachment": { 
         "replication_id": "7b1f0c54-34e0-4ad7-957c-de1c04c4ff2c",
        "device": "/dev/vdf"
     } 
 }

响应

l 要素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job_id 是 string 任务ID。

 

l 响应样例
{ 
   "job_id": "0000000062db92d70162db9d200f00bb" 
 }

或

{ 
     "error":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其中error是泛指的错误，有badrequest、itemNotFound等，如报错为：

{ 
     "badrequest":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返回值

l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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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200 服务器已接受请求。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页面的访问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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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保护实例卸载复制对

功能介绍

将指定的复制对从指定的保护实例上卸载。

约束与限制

l 保护组的状态为available。

l 保护实例状态为available。

l 复制对状态为available。

l 复制对已被挂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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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l URI格式

DELETE /v1/{project_id}/protected-instances/{protected_instance_id}/
detachreplication/{replication_id}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租户ID。

protected_inst
ance_id

是 string 保护实例的ID。

replication_id 是 string 复制对的ID。

 

请求

无

响应

l 要素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job_id 是 string 任务ID。

 

l 响应样例
{ 
   "job_id": "0000000062db92d70162db921dgf00bb" 
 }

或

{ 
     "error":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其中error是泛指的错误，有badrequest、itemNotFound等，如报错为：

{ 
     "badrequest":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返回值

l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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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200 服务器已接受请求。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页面的访问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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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保护实例添加网卡

功能介绍

给指定的保护实例添加网卡。

约束与限制

l 保护组的状态为available。

l 保护实例的状态为available。

URI
l URI格式

POST /v1/{project_id}/protected-instances/{protected_instance_id}/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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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租户ID。

protected_inst
ance_id

是 string 保护实例的ID。

 

请求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subnet_id 是 string 添加网卡的子网ID。

security_groups 否 list 添加网卡的安全组信息。

ip_address 否 string IP地址，若无该参数表示自动分配
IP地址。

 
l security_groups字段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id 是 string 安全组的ID。

 
l 请求样例

{
       
            "subnet_id": "d32019d3-bc6e-4319-9c1d-6722fc136a23",
            "security_groups": [
                {
                    "id": "f0ac4394-7e4a-4409-9701-ba8be283dbc3"
                }
            ]
       
}

响应

l 要素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job_id 是 string 任务ID。

 
l 响应样例

{ 
   "job_id": "0000000062db92d70162db9d200f32dh" 
 }

或

存储容灾
接口参考 4 保护实例

文档版本 01 (2018-08-03)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7



{ 
     "error":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其中error是泛指的错误，有badrequest、itemNotFound等，如报错为：

{ 
     "badrequest":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返回值

l 正常

返回值 说明

200 服务器已接受请求。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页面的访问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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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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保护实例删除网卡

功能介绍

删除指定保护实例的指定网卡。

约束与限制

l 保护组的状态为available。

l 保护实例的状态为available。

l 主网卡不允许删除。

URI
l URI格式

POST /v1/{project_id}/protected-instances/{protected_instance_id}/nic/delete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
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租户ID。

protected_instan
ce_id

是 string 保护实例的ID。

 

请求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nic_id 是 string 网卡Port ID。

 
l 请求样例

{ 
     "nic_id": " f0ac4394-7e4a-4409-9701-husge283dbc3" 
   
 }

响应

l 要素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job_id 是 string 任务ID。

 

存储容灾
接口参考 4 保护实例

文档版本 01 (2018-08-03)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9



l 响应样例
{ 
   "job_id": "0000000011db92d70162db9d20df32ch" 
 }

或

{ 
     "error":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其中error是泛指的错误，有badrequest、itemNotFound等，如报错为：

{ 
     "badrequest":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返回值

l 正常

返回值 说明

200 服务器已接受请求。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页面的访问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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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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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4.10 保护实例变更规格

功能介绍

给指定的保护实例变更规格。只有在当前优先端的云服务器处于关机状态时才能执行
此操作。

约束与限制

l 保护组的状态为available。

l 保护实例的状态为available。

l 当前优先端的云服务器已下电。

URI
l URI格式

POST /v1/{project_id}/protected-instances/{protected_instance_id}/resize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租户ID。

protected_instance_id 是 string 保护实例的ID。

 

请求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resize 是 dict 表示保护实例变更规格的操作。

 
l resize字段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flavorRef 是 string 变更后的云服务器规格ID。

 
l 请求样例

{   
      "resize": {   
           "flavorRef": "e2.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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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响应

l 要素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job_id 是 string 任务ID。

 

l 响应样例
{  
    "job_id": "0000000011db92d70162db9d20df32ch"  
  }

或

{  
      "error":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其中error是泛指的错误，有badrequest、itemNotFound等，如报错为：

{  
      "badrequest":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返回值

l 正常

返回值 说明

200 服务器已接受请求。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页面的访问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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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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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5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请求未完成。服务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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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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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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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复制对

5.1 创建复制对

5.2 删除复制对

5.3 查询复制对列表

5.4 查询单个复制对详情

5.5 复制对扩容

5.6 更新复制对名称

5.1 创建复制对

功能介绍

创建复制对，并将其添加到指定的保护组中。

约束与限制

l 保护组的状态为available。

l 保护组的priority_station为source。

l 保护组的保护状态为stopped。

l 云硬盘的状态为available。

l 系统盘不能创建复制对。

l 加密云硬盘不能创建复制对。

URI
l URI格式

POST /v1/{project_id}/replications
l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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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租户ID。

 

请求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replication 是 map 复制对的信息。

server_group_id 是 string 保护组的ID。

volume_id 是 string 源端卷的ID。

name 是 string 指定复制对的名称，最大支持长度
为64个字节。只包含中文字符、英
文字母（a～ｚ、Ａ～Ｚ）、数字
（０~９）、小数点（．）、下划
线（_）、中划线（-）。

description 否 string 指定复制对的描述，最大支持长度
为64个字节，不能包含左尖括号
（<）或右尖括号（>）。

 
l 请求样例

{ 
    "replication": { 
       "server_group_id": "c79fba33-b165-4c69-80c1-d7e590691162", 
       "volume_id": "b6f71149-7b9c-4f36-8ff0-1c4809a6f2c2", 
       "name": "replication_name", 
       "description": "replication_description" 
   } 
 }

响应

l 要素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job_id 是 string 任务ID。

 
l 响应样例

{ 
   "job_id": "0000000011db92d36662db9d20df32ch" 
 }

或

{ 
     "error": { 
         "message": "XXXX",  
         "code":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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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其中error是泛指的错误，有badrequest、itemNotFound等，如报错为：

{ 
     "badrequest":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返回值
l 正常

返回值 说明

200 服务器已接受请求。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页面的访问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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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删除复制对

功能介绍

删除指定的复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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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与限制

l 复制对状态为available或者error或者error-deleting。

l 复制对未被挂载。

l 保护组状态为available。

l 保护组的保护状态为stopped。

URI
l URI格式

DELETE /v1/{project_id}/replications/{replication_id}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租户ID。

replication_i
d

是 string 复制对的ID。

 

请求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replication 是 map 复制对的信息。

server_group_id 是 string 保护组的ID。

delete_target_volu
me

否 boolean 是否删除目的端磁盘，默认值为
false。

 
l 请求样例

{ 
   "replication": {
       "server_group_id": "c79fba33-b165-4c69-80c1-d7e590691162",
        "delete_target_volume": false
   }
 }

响应

l 要素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job_id 是 string 任务ID。

 
l 响应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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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b_id": "0000000011db92d34587db9d20df32ch" 
 }

或

{ 
     "error":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其中error是泛指的错误，有badrequest、itemNotFound等，如报错为：

{ 
     "badrequest":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返回值

l 正常

返回值 说明

200 服务器已接受请求。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页面的访问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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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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查询复制对列表

功能介绍

查询指定保护组下的所有复制对列表。

约束与限制

无

URI
l URI格式

GET /v1/{project_id}/replications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租户ID。

 

请求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server_group_id 否 string 保护组的ID。

protected_instance
_id

否 string 保护实例的ID。

marker 否 string 该值为上一页的最后一个复制对的
ID，查询后返回该ID之后的复制
对。

name 否 string 复制对的名称。

status 否 string 复制对的状态。

limit 否 integer 每次请求返回结果个数限制，取值
范围为[0,1000]的正整数，默认值为
1000。

offset 否 integer 偏移量。

 

l 请求样例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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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l 要素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replications 是 list 复制对列表。

count 是 integer 列表中包含的复制对个数。

 
l replications字段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id 是 string 复制对的ID。

name 是 string 复制对的名称。

description 是 string 复制对的描述。

status 是 string 复制对的状态。

volume_ids 是 string 复制对使用的云硬盘ID。

attachment 是 list 挂载点。

created_at 是 datetime 创建时间。

updated_at 是 datetime 更新时间。

replication_model 是 string 复制对的复制类型。

progress 是 integer 复制对的同步进度。

单位：百分比。

failure_detail 否 string 当复制对的状态“status”为
“error”时，返回的错误码。

record_metadata 是 map 复制对的话单数据。

fault_level 否 string 复制对的故障等级。

l 0：表示无故障。

l 2：表示当前优先端的云硬盘无
读写数据权限，此时建议执行故
障切换操作。

l 5：表示复制链路已断，不能执
行故障切换操作，需联系技术支
持工程师。

server_group_id 是 string 保护组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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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riority_station 是 string 复制对的优先端。

l source：表示当前优先端为源
端。

l target：表示当前优先端为目的
端。

 
l attachment字段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rotected_instance 否 string 该复制对挂载的保护实例ID。

device 否 string 挂载点。

 
l record_metadata字段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multiattach 是 boolean 复制对中的云硬盘是否为共享云硬
盘。

bootable 是 boolean 复制对中的云硬盘是否为系统盘。

volume_size 是 string 复制对中的云硬盘容量。单位：GB

volume_type 是 string 复制对中的云硬盘类型。

 
l 响应样例

{
    "count": 1,
    "replications": [
        {
            "id": "b93bc1c4-67ee-45a1-bc8a-d022fdd28811",
            "name": "updown",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replication_model": "hypermetro",
            "status": "available",
            "progress": null,
            "attachment": [],
            "server_group_id": "c2aee29a-2959-4d01-9755-01cc76a4d17d",
            "volume_ids": "48dda0c0-c800-46f2-9728-a519ff783d35,388b324a-a9d1-44a4-
a00d-42085f22a9bc",
            "priority_station": "az2.dc2",
            "fault_level": "0",
            "created_at": "2018-05-04T03:43:24.108526",
            "updated_at": "2018-05-04T03:44:28.322873",
            "record_metadata": {
                "multiattach": false,
                "bootable": false,
                "volume_size": "10",
                "volume_type": "S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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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或

{ 
     "error":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其中error是泛指的错误，有badrequest、itemNotFound等，如报错为：

{ 
     "badrequest":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返回值

l 正常

返回值 说明

200 服务器已接受请求。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页面的访问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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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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查询单个复制对详情

功能介绍

查询单个复制对的详细信息。

约束与限制

无

URI
l URI格式

GET /v1/{project_id}/replications/{replication_id}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选 说明

project_id 是 租户ID。

replication_id 是 复制对ID。

 

请求

无

响应

l 要素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replication 是 map 复制对的信息。

 
l replication字段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id 是 string 复制对的ID。

name 是 string 复制对的名称。

description 是 string 复制对的描述。

status 是 string 复制对的状态。

volume_ids 是 string 复制对使用的云硬盘ID。

attachment 是 list 挂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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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created_at 是 datetime 创建时间。

updated_at 是 datetime 更新时间。

replication_model 是 string 复制对的复制类型。

progress 是 integer 复制对的同步进度。

单位：百分比。

failure_detail 否 string 当复制对的状态“status”为
“error”时，返回的错误码。

record_metadata 是 map 复制对的话单数据。

fault_level 否 string 复制对的故障等级。

l 0：表示无故障。

l 2：表示当前优先端的云硬盘无
读写数据权限，此时建议执行故
障切换操作。

l 5：表示复制链路已断，不能执
行故障切换操作，需联系技术支
持工程师。

server_group_id 是 string 保护组的ID。

priority_station 是 string 复制对的优先端。

l source：表示当前优先端为源
端。

l target：表示当前优先端为目的
端。

 
l attachment字段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rotected_instance 否 string 该复制对挂载的保护实例ID。

device 否 string 挂载点。

 
l record_metadata字段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multiattach 是 boolean 复制对中的云硬盘是否为共享云硬
盘。

bootable 是 boolean 复制对中的云硬盘是否为系统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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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volume_size 是 string 复制对中的云硬盘容量。单位：GB

volume_type 是 string 复制对中的云硬盘类型。

 
l 响应样例

{
    "replication": 
        {
            "id": "b93bc1c4-67ee-45a1-bc8a-d022fdd28811",
            "name": "updown",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replication_model": "hypermetro",
            "status": "available",
            "progress": null,
            "attachment": [],
            "server_group_id": "c2aee29a-2959-4d01-9755-01cc76a4d17d",
            "volume_ids": "48dda0c0-c800-46f2-9728-a519ff783d35,388b324a-a9d1-44a4-
a00d-42085f22a9bc",
            "priority_station": "az2.dc2",
            "fault_level": "0",
            "created_at": "2018-05-04T03:43:24.108526",
            "updated_at": "2018-05-04T03:44:28.322873",
            "record_metadata": {
                "multiattach": false,
                "bootable": false,
                "volume_size": "10",
                "volume_type": "SATA"
            }
        }
}

或

{ 
     "error":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其中error是泛指的错误，有badrequest、itemNotFound等，如报错为：

{ 
     "badrequest":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返回值

l 正常

返回值 说明

200 服务器已接受请求。

 
l 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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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页面的访问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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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复制对扩容

功能介绍

对复制对包含的两个磁盘进行扩容操作。

约束与限制

l 复制对的状态为available。

l 云硬盘的状态为available或者in-use。

URI
l URI格式

POST /v1/{project_id}/replications/{replication_id}/action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租户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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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replication_
id

是 string 复制对的ID。

 

请求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extend-replication 是 dict 标识磁盘扩容操作。

new_size 是 integer 复制对内的磁盘扩容后的最终容
量。

单位：GB

 

l 请求样例
{  
    "extend-replication": { 
        "new_size": 10 
    } 
}

响应

l 要素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job_id 是 string 任务ID。

 

l 响应样例
{ 
   "job_id": "0000000011db92d34587db9d20df32ch" 
 }

或

{ 
     "error":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其中error是泛指的错误，有badrequest、itemNotFound等，如报错为：

{ 
     "badrequest":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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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l 正常

返回值 说明

200 服务器已接受请求。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页面的访问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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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更新复制对名称

功能介绍

更新复制对名称。

约束与限制

无

URI
l URI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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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 /v1/{project_id}/replications/{replication_id}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roject_id 是 string 租户ID。

replication_
id

是 string 复制对的ID。

 

请求

l 参数说明

参数名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replication 是 dict 复制对的信息。

name 是 string 复制对名称，最大支持长度为64个
字节。只包含中文字符、英文字母
（a～ｚ、Ａ～Ｚ）、数字（０~
９）、小数点（．）、下划线
（_）、中划线（-）。

 
l 请求样例

{   
     "replication": {  
         "name": "new name"
     }  
 }

响应

l 要素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replication 是 dict 复制对的信息。

 
l replication字段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id 是 string 复制对的ID。

name 是 string 复制对的名称。

description 是 string 复制对的描述。

status 是 string 复制对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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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volume_ids 是 string 复制对使用的云硬盘ID。

attachment 是 dict 挂载点。

created_at 是 datetime 创建时间。

updated_at 是 datetime 更新时间。

replication_model 是 string 复制对的复制类型。

replication_status 是 string 复制对的工作状态。

progress 是 integer 复制对的同步进度。

单位：百分比。

failure_detail 否 string 当复制对的状态“status”为
“error”时，返回的错误码。

record_metadata 是 map 复制对的话单数据。

fault_level 否 string 复制对的故障等级。

l 0：表示无故障。

l 2：表示当前优先端的云硬盘无
读写数据权限，此时建议执行故
障切换操作。

l 5：表示复制链路已断，不能执
行故障切换操作，需联系技术支
持工程师。

 
l attachment字段说明

参数名称 是否必
选

参数类型 说明

protected_instance 否 string 该复制对挂载的保护实例ID。

device 否 string 挂载点。

 
l 响应样例

{ 
     "replication":  
         { 
             "id": "b93bc1c4-67ee-45a1-bc8a-d022fdd28811", 
             "name": "updown",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replication_model": "hypermetro", 
             "status": "available", 
             "progress": null, 
             "attachment": null, 
             "volume_ids": "48dda0c0-c800-46f2-9728-a519ff783d35,388b324a-a9d1-44a4-
a00d-42085f22a9bc", 
             "server_group_id": "0000000062d194520162d196f0fe0007", 
             "priority_station": "az2.dc2", 
             "fault_leve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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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d_at": "2018-05-04T03:43:24.108526", 
             "updated_at": "2018-05-04T03:44:28.322873", 
             "record_metadata": { 
                 "multiattach": false, 
                 "bootable": false, 
                 "volume_size": "10", 
                 "volume_type": "SATA" 
             } 
         } 
 }

或

{ 
     "error":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其中error是泛指的错误，有badrequest、itemNotFound等，如报错为：

{ 
     "badrequest": { 
         "message": "XXXX",  
         "code": "XXX" 
     } 
 }

返回值

l 正常

返回值 说明

200 服务器已接受请求。

 

l 异常

返回值 说明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处理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页面的访问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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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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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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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系统暂时异常。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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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录

A.1 错误码说明

错误码

模块 http状态
码

错误码 说明 Error Message 描述（处理措施）

公共 400 SDRS.
0001

租户ID非
法。

Invalid tenant
ID

使用合法的tenant
id。

400 SDRS.
0002

租户token非
法。

Invalid tenant
token

使用合法的token。

400 SDRS.
0003

租户token
roles非法。

Invalid token
roles

确认是否拥有相应
的角色，没有则加
上。

400 SDRS.
0004

接口权限错
误。

Incorrect API
permissions

添加对应的用户权
限。

400 SDRS.
0005

用户无权限
执行对应操
作。

No permission
for the
operation

添加对应的操作权
限。

400 SDRS.
0201

非法的请求
参数。

Invalid request
parameters

使用合法的请求参
数。

400 SDRS.
0202

非法的
name。

Invalid name 使用合法的name。

400 SDRS.
0203

非法的az。 Invalid AZ 使用合法的az。

400 SDRS.
0204

非法的vpc。 Invalid VPC 使用合法的v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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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http状态
码

错误码 说明 Error Message 描述（处理措施）

400 SDRS.
0205

非法的
domain_id。

Invalid domain
ID

使用合法的
domain_id。

400 SDRS.
0206

非法的
action。

Invalid action 使用合法的action。

400 SDRS.
0207

非法的
server_group_
id。

Invalid
protection
group ID

使用合法的
server_group_id。

400 SDRS.
0208

非法的
protected_inst
ance_id。

Invalid
protected
instance ID

使用合法的
protected_instance_id
。

400 SDRS.
0209

非法的
status。

Incorrect status 使用合法的status。

400 SDRS.
0210

非法的
server_id。

Invalid server
ID

使用合法的
server_id。

400 SDRS.
0211

非法的
volume_id。

Invalid disk ID 使用合法的
volume_id。

400 SDRS.
0212

非法的
description。

Invalid
description

使用合法的
description。

400 SDRS.
0213

非法的
replication_pa
ir_id。

Invalid
replication pair
ID

使用合法的
replication_pair_id。

400 SDRS.
0214

非法的
replication_st
atus。

Incorrect
replication pair
status

使用合法的
replication_status。

400 SDRS.
0215

非法的
replication_gr
oup_id。

Invalid
replication
group ID

使用合法的
replication_group_id
。

400 SDRS.
0216

非法的
priority_statio
n。

Invalid
preferred AZ

使用合法的
priority_station。

400 SDRS.
0217

非法的
dr_type。

Invalid DR type 使用合法的
dr_type。

400 SDRS.
0219

非法的IP Invalid ip 使用合法的IP。

400 SDRS.
0221

Limit的值必
须大于0小于
1000。

limit value must
be greater than
0 or less than
1000

使用合法的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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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http状态
码

错误码 说明 Error Message 描述（处理措施）

400 SDRS.
0222

Offset的值不
能为负数。

offset value
cannot be
negative

使用合法的offset。

400 SDRS.
0301

配额资源名
称非法。

Invalid quota
resource name

使用合法的配额资
源名称。

400 SDRS.
0302

配额设置值
非法。

Invalid quota
value

设置合法的配额数
值。

400 SDRS.
0303

配额设置值
小于已使用
值。

Quota value
less than used
resources

设置合法的配额数
值。

400 SDRS.
0304

配额设置值
大于允许的
最大值或小
于允许的最
小值。

Quota value
greater than the
maximum or
less than the
minimum

设置合法的配额数
值。

400 SDRS.
0305

配额不足。 Insufficient
quota

修改配额数值。

500 SDRS.
0006

为租户获取
令牌失败。

Failed to obtain
the token for
the tenant

确认用户权限。

500 SDRS.
0007

升级权限失
败。

Failed to
upgrade the
permission

确认提取权限的帐
户是否为管理员帐
户，并且检查帐户
有无被锁等问题。

500 SDRS.
0008

网络连接超
时。

Network
connection
timeout

请重试，如果不成
功，请检查网络状
态，如果网络状态
正常，则请联系技
术支持。

500 SDRS.
0009

用户权限受
限制。

No permission
for the
operation

确认用户是否受
限。

500 SDRS.
0010

数据异常。 Data error 具体原因请联系客
服人员。

500 SDRS.
0011

客户端请求
异常。

Client error 具体原因请联系技
术支持。

500 SDRS.
0012

配置参数错
误。

Incorrect
configuration

具体原因请联系技
术支持。

500 SDRS.
0013

内部错误 Internal error 具体原因请联系技
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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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http状态
码

错误码 说明 Error Message 描述（处理措施）

500 SDRS.
0014

解码租户令
牌结果为
空。

Null result of
decoded tenant
token

确认用户权限。

500 SDRS.
0015

解码租户令
牌中域ID结
果为空。

Null or empty
domain ID
decoded from
token

确认用户权限。

500 SDRS.
0016

解码租户令
牌中域名结
果为空。

Null or empty
domain name
decoded from
token

确认用户权限。

500 SDRS.
0401

子任务数量
不匹配。

Incorrect
number of
subjobs

具体原因请联系技
术支持。

500 SDRS.
0402

重新提交子
任务异常。

Error occurred
when
submitting the
subjob again

具体原因请联系技
术支持。

500 SDRS.
0403

查询任务上
下文异常。

Error occurred
during job
context query

具体原因请联系技
术支持。

500 SDRS.
0404

提交任务失
败。

Failed to submit
the job

具体原因请联系技
术支持。

500 SDRS.
0405

job执行失
败。

Failed to
execute the job

具体原因请联系技
术支持。

500 SDRS.
0406

sub-Job执行
失败。

Failed to
execute the
subjob

具体原因请联系技
术支持。

500 SDRS.
0407

回退job失
败。

Failed to roll
back the job

具体原因请联系技
术支持。

500 SDRS.
0408

Job为空。 Null job 具体原因请联系技
术支持。

保护组 400 SDRS.
1001

保护组中存
在保护实例
不允许删
除。

Protection
group deletion
not allowed due
to a protected
instance

请先删除保护组中
的保护实例，再删
除保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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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http状态
码

错误码 说明 Error Message 描述（处理措施）

400 SDRS.
1002

当前保护组
状态不允许
操作。

Operation not
allowed for the
protection
group in the
current state

请在正确的状态下
执行该操作，明确
具体操作约束。

400 SDRS.
1010

保护组中存
在复制对不
允许删除。

Protection
group deletion
not allowed due
to a replication
pair

请先删除保护组中
的复制对，再删除
保护组。

400 SDRS.
1013

保护组未找
到。

Protection
group not found

请使用正确的保护
组。

400 SDRS.
1015

保护组数据
异常。

Abnormal
protection
group data

请检查保护组的数
据，若仍异常，请
联系技术支持。

400 SDRS.
1017

保护组状态
不为available
不允许该操
作。

Operation not
allowed
because the
protection
group status not
available

请在正确的状态下
执行该操作，明确
具体操作约束。

400 SDRS.
1018

保护组保护
状态不为
stopped不允
许该操作

Operation not
allowed
because the
protection
status of the
protection
group not
stopped

请在正确的状态下
执行该操作，明确
具体操作约束。

400 SDRS.
1019

保护组保护
状态不为
started不允许
该操作

Operation not
allowed
because the
protection
status of the
protection
group not
started

请在正确的状态下
执行该操作，明确
具体操作约束。

500 SDRS.
1011

双活域查询
失败。

Failed to query
the active-
active domain

请重试，若仍未解
决，请联系技术支
持。

500 SDRS.
1014

保护组创建
失败。

Protection
group creation
failure.

具体原因请联系技
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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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http状态
码

错误码 说明 Error Message 描述（处理措施）

500 SDRS.
1016

保护组删除
失败。

Protection
group deletion
failure.

具体原因请联系技
术支持。

保护实
例

400 SDRS.
1301

当前保护实
例状态不允
许删除。

Protected
instance status
deletion not
allowed in the
current state

请在正确的状态下
执行该操作，明确
具体操作约束。

400 SDRS.
1303

云服务器AZ
与保护组源
端AZ不一
致。

AZ of the
server
inconsistent
with the source
AZ of the
protection
group

请检查，确保云服
务器的AZ与保护组
的源端AZ保持一
致。

400 SDRS.
1304

云服务器vpc
与保护组的
vpc不一致。

VPC of the
server
inconsistent
with that of the
protection
group

请检查，确保云服
务器的vpc与保护组
的vpc保持一致。

400 SDRS.
1305

云服务器已
经创建保护
实例。

Server already
used to create a
protected
instance

一个云服务器只能
创建一个保护实
例。请使用正确的
云服务器来创建保
护实例。

400 SDRS.
1306

创建云服务
器失败。

Failed to create
the server

请重试，若仍未解
决，请联系技术支
持。

400 SDRS.
1307

删除云服务
器失败。

Failed to delete
the server

请重试，若仍未解
决，请联系技术支
持。

400 SDRS.
1308

云服务器下
电失败。

Failed to stop
the server

请重试，若仍未解
决，请联系技术支
持。

400 SDRS.
1309

源端云硬盘
与目的端云
硬盘规格不
一致。

Inconsistent
source and
target disk
specifications

请检查保护实例的
源端云硬盘与目的
端的规格是否一
致，若无法解决，
请联系技术支持。

400 SDRS.
1310

网卡不存
在。

NIC not exist 使用正确的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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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http状态
码

错误码 说明 Error Message 描述（处理措施）

400 SDRS.
1311

主网卡不允
许删除。

Deleting the
primary NIC
not allowed

检查网卡，若为主
网卡，则不允许删
除。

400 SDRS.
1312

保护实例添
加网卡失
败。

Failed to add
the NIC to the
protected
instance

请重试，若仍未解
决，请联系技术支
持。

400 SDRS.
1313

保护实例删
除网卡失
败。

Failed to delete
the NIC from
the protected
instance

请重试，若仍未解
决，请联系技术支
持。

400 SDRS.
1314

保护实例状
态异常。

Abnormal
protected
instance

请在正确的状态下
执行该操作，明确
具体操作约束。

400 SDRS.
1315

未找到扩展
网卡。

Extension NIC
not found

请检查扩展网卡是
否正常，或使用正
确的扩展网卡，或
联系技术支持。

400 SDRS.
1316

云服务器未
关闭。

Server not
stopped

检查云服务器是否
关闭，若未关闭，
请先关闭。

400 SDRS.
1317

保护实例挂
载网卡失败

Failed to attach
the NIC to a
protected
instance

请重试，若仍未解
决，请联系技术支
持。

400 SDRS.
1318

保护实例卸
载网卡失败

Failed to detach
the NIC from a
protected
instance

请重试，若仍未解
决，请联系技术支
持。

400 SDRS.
1319

优先端云服
务器未下
电。

Preferred server
not stopped

检查优先端云服务
器是否下电，若未
下电，请先将优先
端云服务器下电。

400 SDRS.
1320

保护实例未
找到。

Protected
instance not
found

请使用正确的保护
实例。

400 SDRS.
1321

云服务器未
挂载云硬
盘。

No disk
attached to the
server

请检查云服务器是
否挂载了云硬盘，
明确具体操作约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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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http状态
码

错误码 说明 Error Message 描述（处理措施）

400 SDRS.
1322

虚拟机系统
盘异常。

Abnormal
system disk of
the server

具体原因请联系技
术支持。

400 SDRS.
1323

当前保护组
状态不为
available不允
许创建保护
实例。

Protected
instance
creation not
allowed
because the
protection
group status not
available

请在正确的状态下
执行该操作，明确
具体操作约束。

400 SDRS.
1324

当前保护组
状态不为
available不允
许删除保护
实例。

Protected
instance
deletion not
allowed
because the
protection
group status not
available

请在正确的状态下
执行该操作，明确
具体操作约束。

400 SDRS.
1325

当前保护组
保护状态不
为stopped不
允许创建保
护实例。

Protected
instance
creation not
allowed
because the
protection
group status not
stopped

请在正确的状态下
执行该操作，明确
具体操作约束。

400 SDRS.
1326

云服务器未
找到。

Server not
found

请使用正确的云服
务器。

400 SDRS.
1327

当前保护实
例的状态不
允许操作网
卡。

NIC-related
operation not
allowed for the
protected
instance state in
the current state

请在正确的状态下
执行该操作，明确
具体操作约束。

400 SDRS.
1328

保护实例状
态不为
available不允
许该操作。

Operation not
allowed
because the
protected
instance status
not available

请在正确的状态下
执行该操作，明确
具体操作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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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http状态
码

错误码 说明 Error Message 描述（处理措施）

400 SDRS.
1329

保护实例变
更规格失
败。

Failed to
modify
protected
instance
specifications

请重试，若仍未解
决，请联系技术支
持。

400 SDRS.
1330

优先站点不
是源端，不
允许删除目
的端服务器

Target server
cannot be
deleted because
the preferred
AZ not the
source AZ

请在正确的状态下
执行该操作，明确
具体操作约束。

400 SDRS.
1331

移除弹性IP
失败

Failed to delete
the EIP

请重试，若仍未解
决，请联系技术支
持。

400 SDRS.
1332

添加弹性IP
失败

Failed to add
the EIP

请重试，若仍未解
决，请联系技术支
持。

400 SDRS.
1333

当前云服务
状态不允许
创建保护实
例

Operation not
allowed
because the
server status is
not active or
shutoff

请在正确的状态下
执行该操作，明确
具体操作约束。

400 SDRS.
1334

私有IP已经
被使用

Private IP
address in the
subnet is in use

请检查私有IP是否
被使用。

400 SDRS.
1335

子网未找到 Subnet not
found

请使用正确的子
网。

400 SDRS.
1336

当前环境配
置不支持使
用挂载了扩
展网卡的源
端云服务器
创建保护实
例

Protected
instance cannot
be created using
a source server
attached with
an extension
NIC in the
current system

请先删除扩展网卡
或使用正确的源端
云服务器。

400 SDRS.
1337

当前环境配
置不支持保
护实例添加
扩展网卡

The current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e
extension NIC
to be added to
the protected
instance.

请明确具体操作约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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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http状态
码

错误码 说明 Error Message 描述（处理措施）

复制对 400 SDRS.
1601

复制状态不
可用。

Replication
status not
available

请在正确的状态下
执行该操作，明确
具体操作约束。

400 SDRS.
1603

复制对已被
挂载或者挂
载点已被使
用。

Replication pair
attached or
device name
used to attach to
a disk

请使用正确的复制
对或挂载点。

400 SDRS.
1604

复制对没有
被挂载。

Replication pair
not attached

请检查该复制对是
否已被挂载，明确
具体操作约束。

400 SDRS.
1605

复制对已被
挂载。

Replication pair
attached

请检查该复制对是
否未被挂载，明确
具体操作约束。

400 SDRS.
1606

复制对创建
失败，状态
为error。

Failed to create
the replication
pair and status
being error

具体原因请联系技
术支持。

400 SDRS.
1607

复制对删除
失败，状态
为error-
deleting。

Failed to delete
the replication
pair

具体原因请联系技
术支持。

400 SDRS.
1608

复制对未找
到。

Replication pair
not found

使用正确的复制
对。

400 SDRS.
1609

创建复制对
失败。

Replication pair
creation failure

请重试，若仍未解
决，请联系技术支
持。

400 SDRS.
1610

复制对更新
失败。

Replication pair
update failure

请重试，若仍未解
决，请联系技术支
持。

400 SDRS.
1801

云硬盘状态
不为
available。

Disk status not
available

请在正确的状态下
执行该操作，明确
具体操作约束。

400 SDRS.
1802

云硬盘为加
密云硬盘。

Disk encrypted 请检查云硬盘是否
为加密云硬盘。

400 SDRS.
1803

云硬盘为
空。

Null disk 请使用正确的云硬
盘。

400 SDRS.
1804

云硬盘未挂
载。

Disk not
attached

请检查云硬盘是否
被挂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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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http状态
码

错误码 说明 Error Message 描述（处理措施）

400 SDRS.
1805

云硬盘未被
创建复制
对。

Disk not used
for creating
replication pair

请检查云硬盘是否
被组成复制对。

400 SDRS.
1806

云硬盘的类
型不支持该
操作。

Operation not
allowed by disk
type

请检查云硬盘的类
型。

400 SDRS.
1807

云服务器挂
载云硬盘失
败

Disks failed to
be attached to
the server

请重试，若仍未解
决，请联系技术支
持。

400 SDRS.
1808

云服务器卸
载云硬盘失
败

Disks failed to
be detached
from the server

请重试，若仍未解
决，请联系技术支
持。

400 SDRS.
1809

当前复制对
的优先端是
目的端，不
允许该操作

Operation not
allowed
because the
preferred AZ of
the replication
pair is the target
AZ

请执行切回或者故
障切回操作，再重
试。

400 SDRS.
1810

当前云硬盘
的源端az和
保护组不一
致

Source AZ of
the disk
inconsistent
with that of the
protection
group

请选择与保护组az
一致的云硬盘再重
试。

400 SDRS.
1811

云硬盘已经
被组成复制
对

Disk already
used by a
replication pair

请选择未被组成复
制对的云硬盘再重
试。

400 SDRS.
1812

创建云硬盘
失败

Failed to create
the disk

请重试，若仍未解
决，请联系技术支
持。

400 SDRS.
1813

删除云硬盘
失败

Failed to delete
the disk

请重试，若仍未解
决，请联系技术支
持。

400 SDRS.
1814

云硬盘大小
不一致

Disk size is
different

请重试，若仍未解
决，请联系技术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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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文档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18-08-03 第二次正式发布。

本次变更如下：

l 新增错误码SDRS.0221、SDRS.0222。

l 修改SDRS.0218为SDRS.0219。

l 修改dr_type参数描述。

2018-05-10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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