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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阿里云提醒您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之前仔细阅读、充分理解本法律声明各条款的内容。
如果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您的阅读或使用行为将被视为对本声明全部内容的认可。

1. 您应当通过阿里云网站或阿里云提供的其他授权通道下载、获取本文档，且仅能用
于自身的合法合规的业务活动。本文档的内容视为阿里云的保密信息，您应当严格
遵守保密义务；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您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本手册内容或
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

2. 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公司或个人不得擅自摘抄、翻译、复制本文
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进行传播和宣传。

3.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调整或其他原因，本文档内容有可能变更。阿里云保留在没有
任何通知或者提示下对本文档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权利，并在阿里云授权通道中不时
发布更新后的用户文档。您应当实时关注用户文档的版本变更并通过阿里云授权渠
道下载、获取最新版的用户文档。

4. 本文档仅作为用户使用阿里云产品及服务的参考性指引，阿里云以产品及服务
的“现状”、“有缺陷”和“当前功能”的状态提供本文档。阿里云在现有技术的
基础上尽最大努力提供相应的介绍及操作指引，但阿里云在此明确声明对本文档内
容的准确性、完整性、适用性、可靠性等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任何单位、
公司或个人因为下载、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发生任何差错或经济损失的，阿里云不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阿里云均不对任何间接性、后果性、惩戒性、
偶然性、特殊性或刑罚性的损害，包括用户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遭受的利润损失，
承担责任（即使阿里云已被告知该等损失的可能性）。

5. 阿里云网站上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著作、产品、图片、档案、资讯、资料、网
站架构、网站画面的安排、网页设计，均由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依法拥有其知识
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非经阿里云和/或其关
联公司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修改、复制、公开传播、改变、散布、发
行或公开发表阿里云网站、产品程序或内容。此外，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任
何人不得为了任何营销、广告、促销或其他目的使用、公布或复制阿里云的名称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为或以组合形式包含“阿里云”、“Aliyun”、“万网”等阿
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品牌，上述品牌的附属标志及图案或任何类似公司名称、商
号、商标、产品或服务名称、域名、图案标示、标志、标识或通过特定描述使第三
方能够识别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

6. 如若发现本文档存在任何错误，请与阿里云取得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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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约定
格式格式 说明说明 样例样例

 危险危险 该类警示信息将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至故
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危险危险

重置操作将丢失用户配置数据。

 警告警告 该类警示信息可能会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
至故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警告警告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
时间约十分钟。

 注意注意 用于警示信息、补充说明等，是用户必须
了解的内容。

 注意注意

权重设置为0，该服务器不会再接受新
请求。

 说明说明 用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门等，不是
用户必须了解的内容。

 说明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Ct rl+A选中全部文
件。

> 多级菜单递进。 单击设置设置> 网络网络> 设置网络类型设置网络类型。

粗体粗体 表示按键、菜单、页面名称等UI元素。 在结果确认结果确认页面，单击确定确定。

Courier字体 命令或代码。
执行 cd /d C:/window 命令，进入
Windows系统文件夹。

斜体 表示参数、变量。
bae log list  --inst anceid

Inst ance_ID

[] 或者 [a|b] 表示可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ipconfig [-all|-t ]

{} 或者 {a|b} 表示必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swit ch {act ive|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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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列举了云监控所有可调用的API。

说明 说明 单个API的调用次数限制：20次/秒。一个阿里云账号及该账号下的RAM用户共用20次/秒。

API 描述

Cursor
调用Cursor接口定义导出监控数据的范围，并返回用于初始调用BatchGet接
口的Cursor值。

BatchGet 调用BatchGet接口导出在Cursor接口中定义的监控数据。

云监控API调用是向云监控API的服务端地址发送HTTPS GET或POST请求。您需要按照API说明在请求中加入
相应请求参数，调用后系统会返回处理结果。请求及返回结果都使用UTF-8字符集进行编码。

请求结构请求结构
云监控API是RPC风格，您可以通过发送HTTPS GET请求调用云监控API。

其请求结构如下：

https://Endpoint/?Action=xx&Parameters

请求结构中参数说明如下表所示。

参数 描述

Endpoint 云监控API的接入地址。各地域的接入地址，请参见接入地址。

Action 要执行的操作，例如：调用Cursor接口查询指定云服务的指定监控项的监控数据。

Version 要使用的API版本。云监控的API版本是2021-11-01。

Parameters

请求参数，每个参数之间用“&”分隔。

请求参数由公共请求参数和API自定义参数组成。公共参数中包含API版本号、身份验证等信息。更多
信息，请参见公共参数。

接入地址接入地址
以下表格分别罗列了各个地域的接入地址，其中接入地址一列包含如下信息：

公网：互联网访问地址。

VPC：可在同地域内VPC中访问，无需开放公网访问权限。

1.API参考（2021-11-01）1.API参考（2021-11-01）
1.1. API概览1.1. API概览

1.2. 调用方式1.2. 调用方式

云监控 API参考··API参考（2021-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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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名称 地域ID 接入地址

华东2（上海） cn-shanghai
公网：cms-export.cn-shanghai.aliyuncs.com

VPC：cms-export-vpc.cn-shanghai.aliyuncs.com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调用Cursor接口查询指定云服务的指定监控项的监控数据，具体示例如下：

说明 说明 为了便于您查看，本文档中的示例都做了格式化处理。

https://metrics.cn-hangzhou.aliyuncs.com/?Action=Cursor
&Format=xml
&Version=2021-11-01
&Signature=LbCj99dCxXdE9amsCivm0U4yT****
&SignatureMethod=HMAC-SHA1
&SignatureNonce=87d98ae51f0793f2c8638d3a9bdd****
&SignatureVersion=1.0
&AccessKeyId=LTAI4G4jDmmbPAG9CXfH****
&TimeStamp=2022-01-06T12:00:00Z
…

公共参数分为公共请求参数和公共返回参数。

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Format String 否

返回消息的格式。取值：

JSON

XML（默认值）

Version String 是
API版本号，使用YYYY-MM-DD日期
格式。取值：2021-11-01。

Signature String 是 消息签名。

SignatureMethod String 是 签名方式。取值：HMAC-SHA1。

SignatureNonce String 是
唯一随机数。用于防止网络重放攻
击。在不同请求间要使用不同的随机
数值。

SignatureVersion String 是 签名算法版本。取值：1.0。

AccessKeyId String 是 访问密钥ID。

1.3. 公共参数1.3. 公共参数

API参考··API参考（2021-11-01） 云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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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mestamp String 是

请求的时间戳，为日期格式。使用
UTC时间并按照ISO8601标准，格式
为：YYYY-MM-DDThh:mm:ssZ。

例如：北京时间2022年01月10日20
点00分00秒，表示为2022-01-
10T12:00:00Z。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公共请求参数示例如下：

https://cloudmonitor.aliyuncs.com/?Action=Cursor
&Format=JSON
&Version=2021-11-01
&Signature=Pc5WB8gokVn0xfeu%2FZV%2BiNM1dg****
&SignatureMethod=HMAC-SHA1
&SignatureNonce=1521552885****
&SignatureVersion=1.0
&AccessKeyId=LTAI4GENiH2u8MVj7Khh****
&Timestamp=2022-01-10T12:00:00Z

公共返回参数公共返回参数
API返回结果采用统一格式，调用成功返回的数据格式有XML和JSON两种，可以在发送请求时指定返回的数
据格式，默认为XML格式。每次接口调用，无论成功与否，系统都会返回一个唯一识别码RequestId。

返回  2xx HTTP状态码表示调用成功。

返回  4xx 或  5xx HTTP状态码表示调用失败。

公共返回参数示例如下：

XML格式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结果的根结点-->
    <接⼝名称+Response>
        <!--返回请求数据-->
        <RequestId>4C467B38-3910-447D-87BC-AC049166F216</RequestId>
        <!--返回结果数据-->
    </接⼝名称+Response>                        

JSON格式

{
    "RequestId":"4C467B38-3910-447D-87BC-AC049166F216"
    /*返回结果数据*/
}

RAM用户调用云监控API前，需要所属的阿里云账号将权限策略授予对应的RAM用户。

资源（Resource）资源（Resource）

1.4. RAM鉴权1.4. RAM鉴权

云监控 API参考··API参考（2021-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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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监控只支持操作级别的鉴权，不支持资源级别的鉴权。Resource用  * 表示。

操作（Action）操作（Action）
云监控的Action包括云监控自身的Action和云监控关联云服务实例的Action。因为云监控的监控数据从云监
控关联云服务的资源中获得，所以这两部分授权缺一不可。如果缺少云监控关联云服务实例的Action，会导
致无权限查看实例列表，进而不能查看实例的监控数据，并设置报警。

如果没有特殊需求，建议您使用访问控制（RAM）提供的默认系统策略：管理云监控的权限
（AliyunCloudMonitorFullAccess）和只读访问云监控的权限（AliyunCloudMonitorReadOnlyAccess）。这
两个系统策略中包含了云监控数据读取和管理权限，以及云监控关联云服务实例读取的权限。

如果系统策略不能满足您的需求，您可以自定义权限策略。自定义权限策略格式为  通配符标识前缀* ，例
如：  cms:Describe* 。

管理云监控权限的Action为  cms:* 。

只读访问云监控权限的Action如下：

 cms:Get* 

 cms:List* 

 cms:Query* 

 cms:BatchQuery* 

 cms:Describe* 

查询云监控关联云服务实例列表的Action如下表所示。

说明 说明 由于接入云监控的云服务逐步增加，下表仅列举了主要云服务的Action。

云服务名称 Action

云服务器ECS  ecs:DescribeInstances 

云数据库RDS
 rds:DescribeDBInstances 

 rds:DescribeReplicas 

负载均衡SLB  DescribeLoadBalancer* 

专有网络VPC

 vpc:DescribeEipAddresses 

 vpc:DescribeRouterInterfaces 

 vpc:DescribeGlobalAccelerationInstances 

 vpc:DescribeVpnGateways 

 vpc:DescribeNatGateways 

 vpc:DescribeBandwidthPackages 

 vpc:DescribeCommonBandwidthPack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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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存储OSS  oss:ListBuckets 

日志服务SLS  log:ListProject 

CDN  cdn:DescribeUserDomains 

消息服务MNS
 mns:ListQueue 

 mns:ListTopic 

弹性伸缩ESS  ess:DescribeScalingGroups 

云数据库Memcache版  ocs:DescribeInstances 

云数据库Redis版
 kvstore:DescribeInstances 

 kvstore:DescribeLogicInstanceTopology 

云数据库HBase版  hbase:DescribeClusterList 

时间序列数据库TSDB  hitsdb:DescribeHiTSDBInstanceList 

HybridDB for MySQL
 petadata:DescribeInstances 

 petadata:DescribeDatabases 

云原生数据仓库 AnalyticDB PostgreSQL版  gpdb:DescribeDBInstances 

E-MapReduce  emr:ListClusters 

开放搜索  opensearch:ListApps 

阿里云Elasticsearch  elasticsearch:ListInstance 

云数据库MongoDB版  mongodb:DescribeDBInstances 

NAT网关  netgateway:DescribeNatGateways 

DDoS高防  ddos:DescribeInstancePage 

云企业网CEN
 cen:DescribeCens 

 cen:DescribeCenAttachedChildInstances 

消息队列Kafka版  kafka:GetKafkaInstanceList 

SCDN  scdn:DescribeScdnUserDomains 

全站加速  dcdn:DescribeDcdnUserDomains 

云数据库PolarDB  polardb:DescribeDBInstances 

云服务名称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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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为阿里云账号（主账号）和RAM用户创建一个访问密钥（AccessKey）。在调用阿里云API时您需要使
用AccessKey完成身份验证。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AccessKey包括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

AccessKey ID：用于标识用户。

AccessKey Secret：用于验证用户的密钥。AccessKey Secret必须保密。

警告 警告 阿里云账号AccessKey泄露会威胁您所有资源的安全。建议您使用RAM用户AccessKey进行
操作，可以有效降低AccessKey泄露的风险。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使用阿里云账号登录控制台。

2. 将鼠标置于页面右上方的账号图标，单击AccessKey管理AccessKey管理。

3. 在安全提示安全提示对话框，选择使用阿里云账号AccessKey或RAM用户AccessKey。

使用阿里云账号AccessKey

a. 单击继续使用AccessKey继续使用AccessKey。

b. 在AccessKeyAccessKey页面，单击创建AccessKey创建AccessKey。

c. 获取验证码，单击确定确定。

d. 在查看Secret查看Secret 对话框，查看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可以单击下载CSV文件下载CSV文件，下载
AccessKey信息。或者单击复制复制，复制AccessKey信息。

使用RAM用户AccessKey

1.5. 获取AccessKey1.5. 获取AccessKey

API参考··API参考（2021-11-01） 云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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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单击开始使用子用户AccessKey开始使用子用户AccessKey。

b. 系统自动跳转到RAM控制台的用户用户页面，找到需要获取AccessKey的RAM用户。

说明 说明 如果没有RAM用户，请先创建RAM用户，详情请参见创建RAM用户。

c. 单击用户登录名称。

d. 在认证管理认证管理页签下的用户AccessKey用户AccessKey区域，单击创建AccessKey创建AccessKey。

e. 获取验证码，单击确定确定。

f. 在查看Secret查看Secret 页面，查看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可以单击下载CSV文件下载CSV文件，下载
AccessKey信息。或者单击复制复制，复制AccessKey信息。

说明说明

RAM用户的AccessKey Secret只在创建时显示，不提供查询，请妥善保管。

若AccessKey泄露或丢失，则需要创建新的AccessKey，最多允许为每个RAM用户创
建2个AccessKey。

调用Cursor接口定义导出监控数据的范围，并返回用于初始调用BatchGet接口的Cursor值。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开通企业云监控。具体操作，请参见开通企业云监控。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先调用本接口获取初始的Cursor，再调用BatchGet接口导出监控数据。更多信息，请参见BatchGet。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定义云产品  acs_ecs_dashboard 的监控项  cpu_idle 在时间
段  1641627000000 （2022-01-08 15:30:00）至  1641645000000 （2022-01-08 20:30:00）内每60秒的
数据导出范围。返回结果显示  Cursor 信息。

调试调试

1.6. Cursor1.6. Cursor

云监控 API参考··API参考（2021-11-01）

> 文档版本：20220527 17

https://ram.console.aliyun.com/users/new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93720.html#task-187540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72502202/task18341805/~~250773~~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72502202/task18341805/~~391205~~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ursor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CursorCursor。

Namespace String 是
acs_ecs_dashboa
rd

云产品的数据命名空间。

关于如何获取云产品的数据命名空间，请
参见云产品监控项。

Metric String 是 cpu_idle

云产品的监控项名称。

关于如何获取云产品的监控项名称，请参
见云产品监控项。

Period Integer 是 60

监控项的时间间隔。

单位：秒。

说明 说明 监控项的时间间隔通常为
60秒。特殊取值，请参见云产品监控
项中的参数  Period 。

StartT ime Long 是 1641627000000

开始时间戳。

单位：毫秒。

说明 说明 由于云监控中的监控数据
只能保存90天，建议开始时间与当前
时间间隔小于等于90天。

EndTime Long 是 1641645000000

结束时间戳。

单位：毫秒。

说明 说明 结束时间无限制，可以设
置为未来的某个时间。

Matchers Array 否 监控项的维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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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el String 否 userId

监控项维度的键。

监控项维度的格式：key-value键值对形式
的集合，例如：  instanceId:i-
2ze2d6j5uhg20x47**** 或  userId:
120886317861**** 。

关于如何获取监控项的维度，请参见云产
品监控项中的参数  Dimension 。

Value String 否
120886317861***
*

监控项维度的值。

监控项维度的格式：key-value键值对形式
的集合，例如：  instanceId:i-
2ze2d6j5uhg20x47**** 或  userId:
120886317861**** 。

关于如何获取监控项的维度，请参见云产
品监控项中的参数  Dimension 。

Operator String 否 EQUALS
监控项维度的匹配关系。

目前仅支持EQUALS（等于）。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915C2D7A-E6A4-
17C3-8E13-
4DBDD61E7919

请求ID。

Message String success 返回信息。

Data Object 返回的数据体。

eyJidWNrZXRzIjo0LCJ
jdXJzb3IiOiIxNjQxNDU
0MzIwMDAwMWUxY
2YxNWY0NTU0MTliZ
jllYTY4OWQ2ODI1OT
U1Yzc1NmZjMDQ2O
TMxMzczMzM2MzUz
MTMxMzEzMzM0Mz
MzODM5MzEzMTMw
MjQyYzY5MmQ3NTY
2MzYzMjY3NmI2Z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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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sor String

5MzU2YjY4MzAzMT
YyNzg3MTcwNjkzM
TM3MjQyYyIsImN1cn
NvclZlcnNpb24iOiJxd
WVyeSIsImVuZFRpb
WUiOjE2NDE0NTQ3O
TU4MjMsImV4cG9yd
EVuZFRpbWUiOjE2N
DE0NTQ3OTU4MjMsI
mV4cG9ydFN0YXJ0V
GltZSI6MTY0MTQ1N
DE5NTgyMywiZXhwc
mVzc1JhbmdlIjpmY
WxzZSwiaGFzTmV4
dCI6dHJ1ZSwiaW5w
dXRNZXRyaWMiOiJD
UFVVdGlsaXphdGlvb
iIsImlucHV0TmFtZXN
wYWNlIjoiYWNzX2Vj
c19kYXNoYm9hcmQ
iLCJsaW1pdCI6MTAw
MCwibG9nVGltZU1v
ZGUiOnRydWUsIm1h
dGNoZXJzIjp7ImNoY
WluIjpbeyJsYWJlbCI6I
nVzZXJJZCIsIm9wZXJ
hdG9yIjoiRVFVQUxTIi
widmFsdWUiOiIxNzM
2NTExMTM0Mzg5MT
EwIn1dfSwibWV0cm
ljIjoiQ1BVVXRpbGl6Y
XRpb24iLCJtZXRyaW
NUeXBlIjoiTUVUUklDIi
wibmFtZXNwYWNlIj
oiYWNzX2Vjc19kYX
NoYm9hcmQiLCJuZX
h0UGtBZGFwdGVyIjp
7fSwib2Zmc2V0Ijow
LCJwYXJlbnRVaWQiO
jEyNzA2NzY2Nzk1N
DY3MDQsInN0YXJ0V
GltZSI6MTY0MTQ1N
DE5NTgyMywic3RlcCI
6LTEsInRpbWVvdXQi
OjEyMCwid2luZG93Ij
o2****

用于首次调用BatchGet接口。

Code Integer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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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ursor
&Namespace=acs_ecs_dashboard
&Metric=cpu_idle
&Period=60
&StartTime=1641627000000
&EndTime=1641645000000
&Matchers=[{"Label":"userId","Value":"120886317861****","Operator":"EQUALS"}]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CursorResponse>
 <RequestId>915C2D7A-E6A4-17C3-8E13-4DBDD61E7919</RequestId>
 <Message>success</Message>
 <Data>
  <Cursor>eyJidWNrZXRzIjo0LCJjdXJzb3IiOiIxNjQxNDU0MzIwMDAwMWUxY2YxNWY0NTU0MTliZjllYTY4OWQ2O
DI1OTU1Yzc1NmZjMDQ2OTMxMzczMzM2MzUzMTMxMzEzMzM0MzMzODM5MzEzMTMwMjQyYzY5MmQ3NTY2MzYzMjY3NmI2
ZjM5MzU2YjY4MzAzMTYyNzg3MTcwNjkzMTM3MjQyYyIsImN1cnNvclZlcnNpb24iOiJxdWVyeSIsImVuZFRpbWUiOjE
2NDE0NTQ3OTU4MjMsImV4cG9ydEVuZFRpbWUiOjE2NDE0NTQ3OTU4MjMsImV4cG9ydFN0YXJ0VGltZSI6MTY0MTQ1ND
E5NTgyMywiZXhwcmVzc1JhbmdlIjpmYWxzZSwiaGFzTmV4dCI6dHJ1ZSwiaW5wdXRNZXRyaWMiOiJDUFVVdGlsaXphd
GlvbiIsImlucHV0TmFtZXNwYWNlIjoiYWNzX2Vjc19kYXNoYm9hcmQiLCJsaW1pdCI6MTAwMCwibG9nVGltZU1vZGUi
OnRydWUsIm1hdGNoZXJzIjp7ImNoYWluIjpbeyJsYWJlbCI6InVzZXJJZCIsIm9wZXJhdG9yIjoiRVFVQUxTIiwidmF
sdWUiOiIxNzM2NTExMTM0Mzg5MTEwIn1dfSwibWV0cmljIjoiQ1BVVXRpbGl6YXRpb24iLCJtZXRyaWNUeXBlIjoiTU
VUUklDIiwibmFtZXNwYWNlIjoiYWNzX2Vjc19kYXNoYm9hcmQiLCJuZXh0UGtBZGFwdGVyIjp7fSwib2Zmc2V0IjowL
CJwYXJlbnRVaWQiOjEyNzA2NzY2Nzk1NDY3MDQsInN0YXJ0VGltZSI6MTY0MTQ1NDE5NTgyMywic3RlcCI6LTEsInRp
bWVvdXQiOjEyMCwid2luZG93Ijo2****</Cursor>
 </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Cursor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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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915C2D7A-E6A4-17C3-8E13-4DBDD61E7919",
  "Message" : "success",
  "Data" : {
    "Cursor" : "eyJidWNrZXRzIjo0LCJjdXJzb3IiOiIxNjQxNDU0MzIwMDAwMWUxY2YxNWY0NTU0MTliZjllYTY
4OWQ2ODI1OTU1Yzc1NmZjMDQ2OTMxMzczMzM2MzUzMTMxMzEzMzM0MzMzODM5MzEzMTMwMjQyYzY5MmQ3NTY2MzYzMj
Y3NmI2ZjM5MzU2YjY4MzAzMTYyNzg3MTcwNjkzMTM3MjQyYyIsImN1cnNvclZlcnNpb24iOiJxdWVyeSIsImVuZFRpb
WUiOjE2NDE0NTQ3OTU4MjMsImV4cG9ydEVuZFRpbWUiOjE2NDE0NTQ3OTU4MjMsImV4cG9ydFN0YXJ0VGltZSI6MTY0
MTQ1NDE5NTgyMywiZXhwcmVzc1JhbmdlIjpmYWxzZSwiaGFzTmV4dCI6dHJ1ZSwiaW5wdXRNZXRyaWMiOiJDUFVVdGl
saXphdGlvbiIsImlucHV0TmFtZXNwYWNlIjoiYWNzX2Vjc19kYXNoYm9hcmQiLCJsaW1pdCI6MTAwMCwibG9nVGltZU
1vZGUiOnRydWUsIm1hdGNoZXJzIjp7ImNoYWluIjpbeyJsYWJlbCI6InVzZXJJZCIsIm9wZXJhdG9yIjoiRVFVQUxTI
iwidmFsdWUiOiIxNzM2NTExMTM0Mzg5MTEwIn1dfSwibWV0cmljIjoiQ1BVVXRpbGl6YXRpb24iLCJtZXRyaWNUeXBl
IjoiTUVUUklDIiwibmFtZXNwYWNlIjoiYWNzX2Vjc19kYXNoYm9hcmQiLCJuZXh0UGtBZGFwdGVyIjp7fSwib2Zmc2V
0IjowLCJwYXJlbnRVaWQiOjEyNzA2NzY2Nzk1NDY3MDQsInN0YXJ0VGltZSI6MTY0MTQ1NDE5NTgyMywic3RlcCI6LT
EsInRpbWVvdXQiOjEyMCwid2luZG93Ijo2****"
  },
  "Code" : 200,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BatchGet接口导出在Cursor接口中定义的监控数据。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调用Cursor接口获取初始的  Cursor 。更多信息，请参见Cursor。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导出云产品  acs_ecs_dashboard 的监控项  cpu_idle 的某个初始  Cursor 的监
控数据，且每次最多返回1000条数据。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BatchGet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Bat chGetBat chGet 。

1.7. BatchGet1.7. Batch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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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space String 是
acs_ecs_dashboa
rd

云产品的数据命名空间。

关于如何获取云产品的数据命名空间，请
参见云产品监控项。

说明 说明 本参数必须与Cursor接口
中的请求参数  Namespace 相同。

Metric String 是 cpu_idle

云产品的监控项名称。

关于如何获取云产品的监控项名称，请参
见云产品监控项。

说明 说明 本参数必须与Cursor接口
中的请求参数  Metric 相同。

Cursor String 是

eyJidWNrZXRzIjo0
LCJjdXJzb3IiOiIxNj
QxNDU0MzIwMDA
wMWUxY2YxNWY
0NTU0MTliZjllYTY
4OWQ2ODI1OTU1
Yzc1NmZjMDQ2O
TMxMzczMzM2Mz
UzMTMxMzEzMz
M0MzMzODM5Mz
EzMTMwMjQyYzY
5MmQ3NTY2MzY
zMjY3NmI2ZjM5M
zU2YjY4MzAzMT
YyNzg3MTcwNjkz
MTM3MjQyYyIsIm
N1cnNvclZlcnNpb
24iOiJxdWVyeSIsI
mVuZFRpbWUiOjE
2NDE0NTQ3OTU4
MjMsImV4cG9ydE
VuZFRpbWUiOjE2
NDE0NTQ3OTU4M
jMsImV4cG9ydFN
0YXJ0VGltZSI6MT
Y0MTQ1NDE5NTg
yMywiZXhwcmVz
c1JhbmdlIjpmYW
xzZSwiaGFzTmV4
dCI6dHJ1ZSwiaW
5wdXRNZXRyaW
MiOiJDUFVVdGlsa
XphdGlvbiIsImluc
HV0TmFtZXNwY

循环调用本接口导出数据时，必须输
入  Cursor 的值。  Cursor 值的获取
方法如下：

当您初次调用本接口时，必须先调用
Cursor接口，获取  Cursor 的值。更
多信息，请参见Cursor。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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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NlIjoiYWNzX2Vj
c19kYXNoYm9hc
mQiLCJsaW1pdCI6
MTAwMCwibG9nV
GltZU1vZGUiOnRy
dWUsIm1hdGNoZ
XJzIjp7ImNoYWluI
jpbeyJsYWJlbCI6In
VzZXJJZCIsIm9wZ
XJhdG9yIjoiRVFVQ
UxTIiwidmFsdWUi
OiIxNzM2NTExMT
M0Mzg5MTEwIn1
dfSwibWV0cmljIj
oiQ1BVVXRpbGl6
YXRpb24iLCJtZXR
yaWNUeXBlIjoiTU
VUUklDIiwibmFtZ
XNwYWNlIjoiYWN
zX2Vjc19kYXNoY
m9hcmQiLCJuZXh
0UGtBZGFwdGVyIj
p7fSwib2Zmc2V0
IjowLCJwYXJlbnRV
aWQiOjEyNzA2Nz
Y2Nzk1NDY3MDQ
sInN0YXJ0VGltZSI
6MTY0MTQ1NDE5
NTgyMywic3RlcCI
6LTEsInRpbWVvd
XQiOjEyMCwid2lu
ZG93Ijo2****

当您再次调用本接口时，可以从上次调
用本接口的返回数据中获
取  Cursor 的值。

Length Integer 是 1000
每次最多返回的数据条数。

取值范围：1~10000。

CompressionType String 否 normal
监控数据的压缩类型。

目前仅支持  normal （不压缩）。

RecordKeyWhiteLi
st

String 否 Maximum

监控项统计方法的白名单。

如果不设置该参数，则表示返回监控项
的所有统计方法的监控数据。

如果设置该参数，则表示仅返回白名单
中统计方法的监控数据。

关于如何获取监控项的统计方法，请参
见云产品监控项中的参
数  Statistics 。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API参考··API参考（2021-11-01） 云监控

24 > 文档版本：20220527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72502202/task18341805/~~163515~~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72502202/task18341805/~~382265~~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251402CD-305C-
1617-808E-
D8C11FC8138D

请求ID。

Message String success 返回信息。

Data Object 返回的数据体。

Cursor String

eyJidWNrZXRzIjo0LCJ
jdXJzb3IiOiIxNjQxNDU
0ODAwMDAwMWUx
Y2YxNWY0NTU0MTli
ZjllYTY4OWQ2ODI1O
TU1Yzc1NmZjMDQ2
OTMxMzczMzM2MzU
zMTMxMzEzMzM0Mz
MzODM5MzEzMTMw
MjQyYzY5MmQzMjd
hNjU2MjY3N2E2NjZh
NzczOTY2NmM3Mjc
0NjM3MzY5Njg3NDc
yMjQyYyIsImN1cnNvc
lZlcnNpb24iOiJxdWV
yeSIsImVuZFRpbWUi
OjE2NDE0NTUyMzYx
MTIsImV4cG9ydEVuZ
FRpbWUiOjE2NDE0N
TUyMzYxMTIsImV4c
G9ydFN0YXJ0VGltZSI
6MTY0MTQ1NDYzNj
ExMiwiZXhwcmVzc1J
hbmdlIjpmYWxzZSw
iaGFzTmV4dCI6dHJ1
ZSwiaW5wdXRNZXR
yaWMiOiJDUFVVdGls
aXphdGlvbiIsImlucH
V0TmFtZXNwYWNlIj
oiYWNzX2Vjc19kYX
NoYm9hcmQiLCJsaW
1pdCI6MTAwMCwib
G9nVGltZU1vZGUiOn
RydWUsIm1hdGNoZ
XJzIjp7ImNoYWluIjpb
eyJsYWJlbCI6InVzZXJ
JZCIsIm9wZXJhdG9yIj
oiRVFVQUxTIiwidmFs
dWUiOiIxNzM2NTEx
MTM0Mzg5MTEwIn1
dfSwibWV0cmljIjoiQ
1BVVXRpbGl6YXRpb
24iLCJtZXRyaWNUeX
BlIjoiTUVUUklDIiwib

用于再次调用本接口。

说明 说明 如果返回结果为  null ，则
说明监控数据导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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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tZXNwYWNlIjoiY
WNzX2Vjc19kYXNoY
m9hcmQiLCJuZXh0U
GtBZGFwdGVyIjp7fS
wib2Zmc2V0IjowLCJ
wYXJlbnRVaWQiOjEy
NzA2NzY2Nzk1NDY
3MDQsInN0YXJ0VGlt
ZSI6MTY0MTQ1NDY
zNjExMiwic3RlcCI6LT
EsInRpbWVvdXQiOjE
yMCwid2luZG93Ijo2
MH0=

Records
Array of
records

监控数据导出列表。

Namespace String acs_ecs_dashboard 云产品的数据命名空间。

Metric String cpu_idle 云产品的监控项名称。

MeasureLabels Array of String
[Minimum,
Maximum, Average]

监控项统计方法的键。

监控项统计方法的格式：key-value键值对形式的
集合。

MeasureValues Array of String [0.71, 0.81, 0.91]

监控项统计方法的值。

监控项统计方法的格式：key-value键值对形式的
集合。

Labels Array of String [instanceId, userId]

监控项维度的键。

监控项维度的格式：key-value键值对形式的集
合。

LabelValues Array of String

[i-
0jl0z6wbjh8w4xcv**
**,
173651113438****]

监控项维度的值。

监控项维度的格式：key-value键值对形式的集
合。

Tags Array of String -

资源的标签键。

说明 说明 目前该参数为空。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API参考··API参考（2021-11-01） 云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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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Values Array of String -

资源的标签值。

说明 说明 目前该参数为空。

Timestamp Long 1641454680000
监控数据的时间戳。

单位：毫秒。

Period Integer 60
监控数据的统计周期。

单位：秒。

Length Long 1000 每次最多返回的数据条数。

CompressionKe
ys

Array of String -

监控数据压缩类型的键。

说明说明
当  CompressionType 为  normal 时
，该参数为空。

CompressionVa
lues

Array 监控数据压缩类型的值。

Array of Object -

监控数据压缩类型的值。

说明说明
当  CompressionType 为  normal 时
，该参数为空。

Code Integer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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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BatchGet
&Namespace=acs_ecs_dashboard
&Metric=cpu_idle
&Cursor=eyJidWNrZXRzIjo0LCJjdXJzb3IiOiIxNjQxNDU0MzIwMDAwMWUxY2YxNWY0NTU0MTliZjllYTY4OWQ2ODI
1OTU1Yzc1NmZjMDQ2OTMxMzczMzM2MzUzMTMxMzEzMzM0MzMzODM5MzEzMTMwMjQyYzY5MmQ3NTY2MzYzMjY3NmI2Zj
M5MzU2YjY4MzAzMTYyNzg3MTcwNjkzMTM3MjQyYyIsImN1cnNvclZlcnNpb24iOiJxdWVyeSIsImVuZFRpbWUiOjE2N
DE0NTQ3OTU4MjMsImV4cG9ydEVuZFRpbWUiOjE2NDE0NTQ3OTU4MjMsImV4cG9ydFN0YXJ0VGltZSI6MTY0MTQ1NDE5
NTgyMywiZXhwcmVzc1JhbmdlIjpmYWxzZSwiaGFzTmV4dCI6dHJ1ZSwiaW5wdXRNZXRyaWMiOiJDUFVVdGlsaXphdGl
vbiIsImlucHV0TmFtZXNwYWNlIjoiYWNzX2Vjc19kYXNoYm9hcmQiLCJsaW1pdCI6MTAwMCwibG9nVGltZU1vZGUiOn
RydWUsIm1hdGNoZXJzIjp7ImNoYWluIjpbeyJsYWJlbCI6InVzZXJJZCIsIm9wZXJhdG9yIjoiRVFVQUxTIiwidmFsd
WUiOiIxNzM2NTExMTM0Mzg5MTEwIn1dfSwibWV0cmljIjoiQ1BVVXRpbGl6YXRpb24iLCJtZXRyaWNUeXBlIjoiTUVU
UklDIiwibmFtZXNwYWNlIjoiYWNzX2Vjc19kYXNoYm9hcmQiLCJuZXh0UGtBZGFwdGVyIjp7fSwib2Zmc2V0IjowLCJ
wYXJlbnRVaWQiOjEyNzA2NzY2Nzk1NDY3MDQsInN0YXJ0VGltZSI6MTY0MTQ1NDE5NTgyMywic3RlcCI6LTEsInRpbW
VvdXQiOjEyMCwid2luZG93Ijo2****
&Length=100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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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BatchGetResponse>
 <RequestId>251402CD-305C-1617-808E-D8C11FC8138D</RequestId>
 <Message>success</Message>
 <Data>
  <Cursor>eyJidWNrZXRzIjo0LCJjdXJzb3IiOiIxNjQxNDU0ODAwMDAwMWUxY2YxNWY0NTU0MTliZjllYTY4OWQ2O
DI1OTU1Yzc1NmZjMDQ2OTMxMzczMzM2MzUzMTMxMzEzMzM0MzMzODM5MzEzMTMwMjQyYzY5MmQzMjdhNjU2MjY3N2E2
NjZhNzczOTY2NmM3Mjc0NjM3MzY5Njg3NDcyMjQyYyIsImN1cnNvclZlcnNpb24iOiJxdWVyeSIsImVuZFRpbWUiOjE
2NDE0NTUyMzYxMTIsImV4cG9ydEVuZFRpbWUiOjE2NDE0NTUyMzYxMTIsImV4cG9ydFN0YXJ0VGltZSI6MTY0MTQ1ND
YzNjExMiwiZXhwcmVzc1JhbmdlIjpmYWxzZSwiaGFzTmV4dCI6dHJ1ZSwiaW5wdXRNZXRyaWMiOiJDUFVVdGlsaXphd
GlvbiIsImlucHV0TmFtZXNwYWNlIjoiYWNzX2Vjc19kYXNoYm9hcmQiLCJsaW1pdCI6MTAwMCwibG9nVGltZU1vZGUi
OnRydWUsIm1hdGNoZXJzIjp7ImNoYWluIjpbeyJsYWJlbCI6InVzZXJJZCIsIm9wZXJhdG9yIjoiRVFVQUxTIiwidmF
sdWUiOiIxNzM2NTExMTM0Mzg5MTEwIn1dfSwibWV0cmljIjoiQ1BVVXRpbGl6YXRpb24iLCJtZXRyaWNUeXBlIjoiTU
VUUklDIiwibmFtZXNwYWNlIjoiYWNzX2Vjc19kYXNoYm9hcmQiLCJuZXh0UGtBZGFwdGVyIjp7fSwib2Zmc2V0IjowL
CJwYXJlbnRVaWQiOjEyNzA2NzY2Nzk1NDY3MDQsInN0YXJ0VGltZSI6MTY0MTQ1NDYzNjExMiwic3RlcCI6LTEsInRp
bWVvdXQiOjEyMCwid2luZG93Ijo2MH0=</Cursor>
  <Records>
   <Namespace>acs_ecs_dashboard</Namespace>
   <Metric>cpu_idle</Metric>
   <MeasureLabels>[Minimum, Maximum, Average]</MeasureLabels>
   <MeasureValues>[0.71, 0.81, 0.91]</MeasureValues>
   <Labels>[instanceId, userId]</Labels>
   <LabelValues>[i-0jl0z6wbjh8w4xcv****, 173651113438****]</LabelValues>
   <Timestamp>1641454680000</Timestamp>
   <Period>60</Period>
  </Records>
  <Length>1000</Length>
 </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BatchGet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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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251402CD-305C-1617-808E-D8C11FC8138D",
  "Message" : "success",
  "Data" : {
    "Cursor" : "eyJidWNrZXRzIjo0LCJjdXJzb3IiOiIxNjQxNDU0ODAwMDAwMWUxY2YxNWY0NTU0MTliZjllYTY
4OWQ2ODI1OTU1Yzc1NmZjMDQ2OTMxMzczMzM2MzUzMTMxMzEzMzM0MzMzODM5MzEzMTMwMjQyYzY5MmQzMjdhNjU2Mj
Y3N2E2NjZhNzczOTY2NmM3Mjc0NjM3MzY5Njg3NDcyMjQyYyIsImN1cnNvclZlcnNpb24iOiJxdWVyeSIsImVuZFRpb
WUiOjE2NDE0NTUyMzYxMTIsImV4cG9ydEVuZFRpbWUiOjE2NDE0NTUyMzYxMTIsImV4cG9ydFN0YXJ0VGltZSI6MTY0
MTQ1NDYzNjExMiwiZXhwcmVzc1JhbmdlIjpmYWxzZSwiaGFzTmV4dCI6dHJ1ZSwiaW5wdXRNZXRyaWMiOiJDUFVVdGl
saXphdGlvbiIsImlucHV0TmFtZXNwYWNlIjoiYWNzX2Vjc19kYXNoYm9hcmQiLCJsaW1pdCI6MTAwMCwibG9nVGltZU
1vZGUiOnRydWUsIm1hdGNoZXJzIjp7ImNoYWluIjpbeyJsYWJlbCI6InVzZXJJZCIsIm9wZXJhdG9yIjoiRVFVQUxTI
iwidmFsdWUiOiIxNzM2NTExMTM0Mzg5MTEwIn1dfSwibWV0cmljIjoiQ1BVVXRpbGl6YXRpb24iLCJtZXRyaWNUeXBl
IjoiTUVUUklDIiwibmFtZXNwYWNlIjoiYWNzX2Vjc19kYXNoYm9hcmQiLCJuZXh0UGtBZGFwdGVyIjp7fSwib2Zmc2V
0IjowLCJwYXJlbnRVaWQiOjEyNzA2NzY2Nzk1NDY3MDQsInN0YXJ0VGltZSI6MTY0MTQ1NDYzNjExMiwic3RlcCI6LT
EsInRpbWVvdXQiOjEyMCwid2luZG93Ijo2MH0=",
    "Records" : [ {
      "Namespace" : "acs_ecs_dashboard",
      "Metric" : "cpu_idle",
      "MeasureLabels" : [ "[Minimum, Maximum, Average]" ],
      "MeasureValues" : [ "[0.71, 0.81, 0.91]" ],
      "Labels" : [ "[instanceId, userId]" ],
      "LabelValues" : [ "[i-0jl0z6wbjh8w4xcv****, 173651113438****]" ],
      "Timestamp" : 1641454680000,
      "Period" : 60
    } ],
    "Length" : 1000
  },
  "Code" : 200,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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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列出了云监控所有可调用的API及相关描述。

说明 说明 单个API的调用次数限制：20次/秒。一个阿里云账号及该账号下的RAM用户共用20次/秒。

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API 描述

CreateMonitorGroup 调用CreateMonitorGroup接口创建应用分组。

CreateMonitorGroupInstances 调用CreateMonitorGroupInstances接口添加指定资源到指定应用分组。

CreateMonitorGroupByResourceGr
oupId

调用CreateMonitorGroupByResourceGroupId接口通过资源组创建应用分
组。

CreateMonitorGroupNotifyPolicy
调用CreateMonitorGroupNotifyPolicy接口创建暂停应用分组报警通知的策
略。

CreateGroupMonitoringAgentProc
ess

调用CreateGroupMonitoringAgentProcess接口创建组进程监控。

PutMonitorGroupDynamicRule
调用PutMonitorGroupDynamicRule接口为应用分组创建或修改动态报警规
则。

ModifyMonitorGroupInstances 调用ModifyMonitorGroupInstances接口修改应用分组中的资源。

ModifyMonitorGroup 调用ModifyMonitorGroup接口修改应用分组。

ModifyGroupMonitoringAgentProc
ess

调用ModifyGroupMonitoringAgentProcess接口修改应用分组内的进程监
控。

DescribeMonitorGroupDynamicRul
es

调用DescribeMonitorGroupDynamicRules接口查询指定应用分组的动态规则
列表。

DescribeMonitorGroupInstanceAtt
ribute

调用DescribeMonitorGroupInstanceAttribute接口查询应用分组的资源详
情。

DescribeMonitorGroupCategories
调用DescribeMonitorGroupCategories接口查询指定应用分组的资源列表和
每个云服务的资源数量。

DescribeMonitorGroups 调用DescribeMonitorGroups接口查询应用分组列表。

DescribeMonitorGroupInstances
调用DescribeMonitorGroupInstances接口查询指定应用分组内包含的资源列
表。

DescribeGroupMonitoringAgentPr
ocess

调用DescribeGroupMonitoringAgentProcess接口获取组进程监控任务列
表。

2.API参考（2019-01-01）2.API参考（2019-01-01）
2.1. API概览2.1. API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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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MonitorGroupNotifyPolic
yList

调用DescribeMonitorGroupNotifyPolicyList接口查询应用分组的报警通知暂
停策略列表。

DeleteMonitorGroupNotifyPolicy
调用DeleteMonitorGroupNotifyPolicy接口删除暂停指定应用分组报警通知
策略。

DeleteMonitorGroupInstances 调用DeleteMonitorGroupInstances接口删除应用分组内的资源实例。

DeleteMonitorGroupDynamicRule 调用DeleteMonitorGroupDynamicRule接口删除指定应用分组的动态规则。

DeleteMonitorGroup 调用DeleteMonitorGroup接口删除指定的应用分组。

DeleteGroupMonitoringAgentProc
ess

调用DeleteGroupMonitoringAgentProcess接口删除组进程监控任务。

CreateGroupMetricRules 调用CreateGroupMetricRules接口批量为应用分组创建报警规则。

PutGroupMetricRule 调用PutGroupMetricRule接口创建或修改应用分组的报警规则。

CreateHostAvailability 调用CreateHostAvailability接口创建可用性监控任务。

ModifyHostAvailability 调用ModifyHostAvailability接口修改可用性监控任务。

DeleteHostAvailability 调用DeleteHostAvailability接口删除可用性监控任务。

EnableHostAvailability 调用EnableHostAvailability接口启用指定可用性监控任务。

DescribeHostAvailabilityList 调用DescribeHostAvailabilityList接口查询可用性监控任务列表。

DescribeUnhealthyHostAvailability
调用DescribeUnhealthyHostAvailability接口查询探测结果异常的服务器列
表。

DisableHostAvailability 调用DisableHostAvailability接口禁用指定可用性监控任务。

AddTags 调用AddTags接口为资源创建标签。

DescribeTagValueList 调用DescribeTagValueList接口查询标签值列表。

DescribeTagKeyList 调用DescribeTagKeyList接口查询标签键列表。

RemoveTags 调用RemoveTags接口删除标签。

CreateDynamicTagGroup
调用CreateDynamicTagGroup接口使用云服务的标签自动同步创建应用分
组。

DescribeProductResourceTagKeyL
ist

调用DescribeProductResourceTagKeyList接口获取对应地域下云资源的所
有标签键列表。

DescribeDynamicTagRuleList 调用DescribeDynamicTagRuleList接口查询智能标签的规则列表。

DeleteDynamicTagGroup 调用DeleteDynamicTagGroup接口删除智能标签规则。

API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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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监控主机监控

API 描述

DeleteMonitoringAgentProcess 调用DeleteMonitoringAgentProcess接口删除进程监控。

DescribeMonitoringAgentStatuses 调用DescribeMonitoringAgentStatuses接口查询云监控插件运行状态。

DescribeMonitoringAgentProcess
es

调用DescribeMonitoringAgentProcesses接口查询进程监控列表。

DescribeMonitoringAgentAccessK
ey

调用DescribeMonitoringAgentAccessKey接口查询非阿里云主机安装云监控
插件时所需要的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

UninstallMonitoringAgent 调用UninstallMonitoringAgent接口卸载非阿里云主机的云监控插件。

InstallMonitoringAgent 调用InstallMonitoringAgent接口对指定ECS实例安装云监控插件。

CreateMonitoringAgentProcess 调用CreateMonitoringAgentProcess接口创建进程监控。

DescribeMonitoringAgentHosts
调用DescribeMonitoringAgentHosts接口查询所有已安装和未安装云监控插
件的主机列表。

DescribeMonitoringAgentConfig 调用DescribeMonitoringAgentConfig接口查询云监控插件的配置信息。

CreateMonitorAgentProcess 调用CreateMonitorAgentProcess接口创建进程监控。

ModifyHostInfo 调用ModifyHostInfo接口修改非阿里云的主机显示信息。

DescribeMonitoringConfig 调用DescribeMonitoringConfig接口查询云监控插件的全局配置。

PutMonitoringConfig 调用PutMonitoringConfig接口设置云监控插件的全局配置。

事件监控事件监控

API 描述

SendDryRunSystemEvent 调用SendDryRunSystemEvent接口调试资源的系统事件。

DescribeSystemEventMetaList 调用DescribeSystemEventMetaList接口查询系统事件的Meta信息。

DescribeSystemEventCount
调用DescribeSystemEventCount接口查询各个云服务指定时间段内事件的数
量。

DescribeSystemEventAttribute 调用DescribeSystemEventAttribute接口查询系统事件详情。

DescribeSystemEventHistogram
调用DescribeSystemEventHistogram接口查询系统事件的时段数量分布图
（柱状图）。

DescribeCustomEventCount 调用DescribeCustomEventCount接口查询自定义事件的统计结果。

DescribeCustomEventAttribute 调用DescribeCustomEventAttribute接口查询自定义事件的详情。

PutCustomEvent 调用PutCustomEvent接口上报自定义事件的监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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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CustomEventHistogram
调用DescribeCustomEventHistogram接口查询自定义上报事件的分时段数
量分布图。

API 描述

自定义监控自定义监控

API 描述

PutCustomMetric 调用PutCustomMetric接口上报自定义监控数据。

PutCustomMetricRule 调用PutCustomMetricRule接口创建自定义监控报警规则。

DescribeCustomMetricList 调用DescribeCustomMetricList接口查询上报的自定义监控数据。

DeleteCustomMetric 调用DeleteCustomMetric接口删除上报的自定义监控数据。

日志监控日志监控

API 描述

DescribeLogMonitorList 调用DescribeLogMonitorList接口获取日志监控列表。

DescribeLogMonitorAttribute 调用DescribeLogMonitorAttribute接口获取日志监控详情。

DeleteLogMonitor 调用DeleteLogMonitor接口删除日志监控。

PutLogMonitor 调用PutLogMonitor接口创建或修改日志监控。

站点监控站点监控

API 描述

DisableSiteMonitors 调用DisableSiteMonitors接口禁用一个或多个站点监控任务。

DescribeSiteMonitorQuota 调用DescribeSiteMonitorQuota接口查询站点监控的配额以及版本。

DescribeSiteMonitorAttribute 调用DescribeSiteMonitorAttribute接口查询站点监控详细信息。

DeleteSiteMonitors 调用DeleteSiteMonitors接口删除站点监控的探测任务。

DescribeSiteMonitorISPCityList 调用DescribeSiteMonitorISPCityList接口查询创建任务的探测点列表。

DescribeSiteMonitorData 调用DescribeSiteMonitorData接口查询任务的细粒度监控数据。

DescribeSiteMonitorStatistics
调用DescribeSiteMonitorStatistics接口查询指定站点监控任务的平均统计数
据。

CreateSiteMonitor 调用CreateSiteMonitor接口创建站点监控的监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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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ySiteMonitor 调用ModifySiteMonitor接口修改站点监控任务。

EnableSiteMonitors 调用EnableSiteMonitors接口启用一个或多个站点监控任务。

DescribeSiteMonitorList 调用DescribeSiteMonitorList接口查询站点监控任务列表。

CreateInstantSiteMonitor 调用CreateSiteMonitor接口创建一次性探测任务。

DescribeSiteMonitorLog 调用DescribeSiteMonitorLog接口查询一次性探测任务的探测日志。

API 描述

云产品监控云产品监控

API 描述

DescribeProjectMeta 调用DescribeProjectMeta接口查询云监控支持云服务的监控项列表。

DescribeMetricLast 调用DescribeMetricLast接口查询指定监控项的最新监控数据。

DescribeMetricMetaList 调用DescribeMetricMetaList接口查询云监控开放的监控项描述。

DescribeMetricList 调用DescribeMetricList接口查询指定云服务的监控数据。

DescribeMetricData 调用DescribeMetricData接口查询指定时间段内云服务的监控数据。

DescribeMetricTop 调用DescribeMetricTop接口查询排序后的指定云服务的监控数据。

DescribeMonitorResourceQuotaAt
tribute

调用DescribeMonitorResourceQuotaAttribute接口查询云监控各个资源的
配额。

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API 描述

DescribeAlertHistoryList 调用DescribeAlertHistoryList接口查询报警历史详情。

DescribeAlertLogCount 调用DescribeAlertLogCount接口统计报警历史。

DescribeAlertLogHistogram 调用DescribeAlertLogHistogram接口查询报警历史的直方图列表。

DescribeAlertLogList 调用DescribeAlertLogList接口查询报警历史。

ApplyMetricRuleTemplate
调用ApplyMetricRuleTemplate接口将报警模板应用到应用分组并生成报警
规则。

DescribeMetricRuleTemplateAttri
bute

调用DescribeMetricRuleTemplateAttribute接口查询报警模板详情。

DeleteMetricRuleTemplate 调用DeleteMetricRuleTemplate接口删除报警规则模板。

ModifyMetricRuleTemplate 调用ModifyMetricRuleTemplate接口修改报警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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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MetricRuleTemplate 调用CreateMetricRuleTemplate接口创建报警模板。

DescribeMetricRuleTemplateList 调用DescribeMetricRuleTemplateList接口查询报警模板列表。

PutResourceMetricRule 调用PutResourceMetricRule接口对单个资源的性能指标设置阈值报警规则。

PutResourceMetricRules
调用PutResourceMetricRules接口为多个资源的监控项设置多个阈值报警规
则。

DeleteMetricRules 调用DeleteMetricRules接口删除一个或多个报警规则。

DescribeMetricRuleCount 调用DescribeMetricRuleCount接口获取各种状态报警规则的数量。

EnableMetricRules 调用EnableMetricRules接口启用一个或多个报警规则。

DescribeMetricRuleList 调用DescribeMetricRuleList接口查询报警规则列表。

DisableMetricRules 调用DisableMetricRules接口禁用报警规则。

DescribeAlertingMetricRuleResour
ces

调用DescribeAlertingMetricRuleResources接口查询指定报警规则下报警的
资源。

PutMetricRuleTargets 调用PutMetricRuleTargets接口添加或者修改报警规则的目标。

DescribeMetricRuleTargets 调用DescribeMetricRuleTargets接口查询报警规则关联目标。

DeleteMetricRuleTargets 调用DeleteMetricRuleTargets接口删除一个报警规则的目标。

CreateMetricRuleResources 调用CreateMetricRuleResources接口创建一个报警规则关联的资源。

DeleteMetricRuleResources 调用DeleteMetricRuleResources接口删除报警规则关联的资源。

DescribeEventRuleAttribute 调用DescribeEventRuleAttribute接口查询指定报警规则的详情。

PutEventRuleTargets 调用PutEventRuleTargets接口添加或修改规则的发送目标。

DeleteEventRuleTargets 调用DeleteEventRuleTargets接口删除事件报警通知目标。

EnableEventRules 调用EnableEventRules接口启用一个或者多个事件监控报警规则。

DescribeEventRuleList 调用DescribeEventRuleList接口查询事件报警规则列表。

DeleteEventRules 调用DeleteEventRules接口删除事件报警规则。

DisableEventRules 调用DisableEventRule接口禁用一个或多个事件报警规则。

PutEventRule 调用PutEventRule接口创建或修改事件的报警规则。

DescribeEventRuleTargetList 调用DescribeEventRuleTargetList接口查询指定事件报警规则的报警目标。

PutCustomEventRule 调用PutCustomEventRule接口创建自定义事件报警规则。

API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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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ContactGroup 调用PutContactGroup接口创建或修改报警联系组。

DescribeContactList 调用DescribeContactList接口查询报警联系人列表。

DeleteContact 调用DeleteContact接口删除报警联系人。

PutContact 调用PutContact接口创建或修改报警联系人信息。

DescribeContactGroupList 调用DescribeContactGroupList接口查询报警联系组列表。

DeleteContactGroup 调用DeleteContactGroup接口删除报警联系人组。

DescribeContactListByContactGro
up

调用DescribeContactListByContactGroup接口查询报警联系组中的报警联系
人列表。

DescribeProductsOfActiveMetricR
ule

调用DescribeProductsOfActiveMetricRule接口查询开通一键报警规则的云服
务列表。

EnableActiveMetricRule 调用EnableActiveMetricRule接口启用一键报警规则。

DescribeActiveMetricRuleList 调用DescribeActiveMetricRuleList接口查询一键报警规则的列表详情。

DisableActiveMetricRule 调用DisableActiveMetricRule接口禁用一键报警规则。

API 描述

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API 描述

PutHybridMonitorMetricData
调用PutHybridMonitorMetricData接口将指定监控数据上报至企业云监控的
指定指标仓库中。

CreateHybridMonitorTask
调用CreateHybridMonitorTask接口创建阿里云产品的数据接入任务或SLS日
志的监控项。

ModifyHybridMonitorTask 调用ModifyHybridMonitorTask接口修改SLS日志的监控项。

DeleteHybridMonitorTask 调用DeleteHybridMonitorTask接口删除数据接入任务。

DescribeHybridMonitorTaskList 调用DescribeHybridMonitorTaskList接口查询数据接入任务列表。

CreateHybridMonitorNamespace 调用CreateHybridMonitorNamespace接口创建指标仓库。

ModifyHybridMonitorNamespace 调用ModifyHybridMonitorNamespace接口修改指标仓库。

DeleteHybridMonitorNamespace 调用DeleteHybridMonitorNamespace接口删除指标仓库。

DescribeHybridMonitorNamespac
eList

调用DescribeHybridMonitorNamespaceList接口查询指标仓库列表。

CreateHybridMonitorSLSGroup
调用CreateHybridMonitorSLSGroup接口为SLS日志的监控项创建Logstore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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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yHybridMonitorSLSGroup 调用ModifyHybridMonitorSLSGroup接口修改Logstore组。

DeleteHybridMonitorSLSGroup 调用DeleteHybridMonitorSLSGroup接口删除Logstore组。

DescribeHybridMonitorSLSGroup 调用DescribeHybridMonitorSLSGroup接口查询Logstore组列表。

API 描述

云监控API调用是向云监控API的服务端地址发送HTTPS GET或POST请求。您需要按照API说明在请求中加入
相应请求参数，调用后系统会返回处理结果。请求及返回结果都使用UTF-8字符集进行编码。

请求结构请求结构
云监控API是RPC风格，您可以通过发送HTTPS GET请求调用云监控API。

其请求结构如下：

https://Endpoint/?Action=xx&Parameters

请求结构中参数说明如下表所示。

参数 描述

Endpoint 云监控API的接入地址。各地域的接入地址，请参见接入地址。

Action 要执行的操作，例如：调用DescribeMetricList接口查询指定云服务的指定监控项的监控数据。

Version 要使用的API版本。云监控的API版本是2019-01-01。

Parameters

请求参数，每个参数之间用“&”分隔。

请求参数由公共请求参数和API自定义参数组成。公共参数中包含API版本号、身份验证等信息。更多
信息，请参见公共参数。

接入地址接入地址
以下表格分别罗列了各个地域的接入地址，其中接入地址一列包含如下信息：

公网：互联网访问地址。

VPC：可在同地域内VPC中访问，无需开放公网访问权限。

地域名称 地域ID 接入地址

中国内地 不涉及

公网：metrics.aliyuncs.com

说明 说明 在中国内地，您可以直接使用该统一公网接入地
址，也可以使用所在地域的接入地址。

2.2. 调用方式2.2. 调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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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1（杭州） cn-hangzhou
公网：metrics.cn-hangzhou.aliyuncs.com

VPC：metrics-vpc.cn-hangzhou.aliyuncs.com

华东2（上海） cn-shanghai
公网：metrics.cn-shanghai.aliyuncs.com

VPC：metrics-vpc.cn-shanghai.aliyuncs.com

华南1（深圳） cn-shenzhen
公网：metrics.cn-shenzhen.aliyuncs.com

VPC：metrics-vpc.cn-shenzhen.aliyuncs.com

华北1（青岛） cn-qingdao
公网：metrics.cn-qingdao.aliyuncs.com

VPC：metrics-vpc.cn-qingdao.aliyuncs.com

华北2（北京） cn-beijing
公网：metrics.cn-beijing.aliyuncs.com

VPC：metrics-vpc.cn-beijing.aliyuncs.com

华北3（张家口） cn-zhangjiakou
公网：metrics.cn-zhangjiakou.aliyuncs.com

VPC：metrics-vpc.cn-zhangjiakou.aliyuncs.com

华北5（呼和浩特） cn-huhehaote
公网：metrics.cn-huhehaote.aliyuncs.com

VPC：metrics-vpc.cn-huhehaote.aliyuncs.com

乌兰察布 cn-wulanchabu
公网：metrics.cn-wulanchabu.aliyuncs.com

VPC：metrics-vpc.cn-wulanchabu.aliyuncs.com

河源 cn-heyuan
公网：metrics.cn-heyuan.aliyuncs.com

VPC：metrics-vpc.cn-heyuan.aliyuncs.com

成都 cn-chengdu
公网：metrics.cn-chengdu.aliyuncs.com

VPC：metrics-vpc.cn-chengdu.aliyuncs.com

广州 cn-guangzhou
公网：metrics.cn-guangzhou.aliyuncs.com

VPC：metrics-vpc.cn-guangzhou.aliyuncs.com

中国（香港） cn-hongkong
公网：metrics.cn-hongkong.aliyuncs.com

VPC：metrics-vpc.cn-hongkong.aliyuncs.com

新加坡 ap-southeast-1
公网：metrics.ap-southeast-1.aliyuncs.com

VPC：metrics-vpc.ap-southeast-1.aliyuncs.com

地域名称 地域ID 接入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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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悉尼） ap-southeast-2
公网：metrics.ap-southeast-2.aliyuncs.com

VPC：metrics-vpc.ap-southeast-2.aliyuncs.com

马来西亚（吉隆
坡）

ap-southeast-3
公网：metrics.ap-southeast-3.aliyuncs.com

VPC：metrics-vpc.ap-southeast-3.aliyuncs.com

印度尼西亚（雅加
达）

ap-southeast-5
公网：metrics.ap-southeast-5.aliyuncs.com

VPC：metrics-vpc.ap-southeast-5.aliyuncs.com

日本（东京） ap-northeast-1
公网：metrics.ap-northeast-1.aliyuncs.com

VPC：metrics-vpc.ap-northeast-1.aliyuncs.com

美国（硅谷） us-west-1
公网：metrics.us-west-1.aliyuncs.com

VPC：metrics-vpc.us-west-1.aliyuncs.com

美国（弗吉尼亚） us-east-1
公网：metrics.us-east-1.aliyuncs.com

VPC：metrics-vpc.us-east-1.aliyuncs.com

德国（法兰克福） eu-central-1
公网：metrics.eu-central-1.aliyuncs.com

VPC：metrics-vpc.eu-central-1.aliyuncs.com

英国（伦敦） eu-west-1
公网：metrics.eu-west-1.aliyuncs.com

VPC：metrics-vpc.eu-west-1.aliyuncs.com

印度（孟买） ap-south-1
公网：metrics.ap-south-1.aliyuncs.com

VPC：metrics-vpc.ap-south-1.aliyuncs.com

阿联酋（迪拜） me-east-1
公网：metrics.me-east-1.aliyuncs.com

VPC：metrics-vpc.me-east-1.aliyuncs.com

韩国（首尔） ap-northeast-2
公网：metrics.ap-northeast-2.aliyuncs.com

VPC：metrics-vpc.ap-northeast-2.aliyuncs.com

泰国（曼谷） ap-southeast-7
公网：metrics.ap-southeast-7.aliyuncs.com

VPC：metrics-vpc.ap-southeast-7.aliyuncs.com

政务云 cn-wulanchabu
公网：metrics.cn-north-2-gov-1.aliyuncs.com

VPC: metrics-vpc.cn-north-2-gov-1.aliyuncs.com

地域名称 地域ID 接入地址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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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DescribeMetricList接口查询指定云服务的指定监控项的监控数据，具体示例如下：

说明 说明 为了便于您查看，本文档中的示例都做了格式化处理。

https://metrics.cn-hangzhou.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MetricList
&Format=xml
&Version=2019-01-01
&Signature=LbCj99dCxXdE9amsCivm0U4yT****
&SignatureMethod=HMAC-SHA1
&SignatureNonce=87d98ae51f0793f2c8638d3a9bdd****
&SignatureVersion=1.0
&AccessKeyId=LTAI4G4jDmmbPAG9CXfH****
&TimeStamp=2021-05-06T12:00:00Z
…

为保证API的安全调用，在调用API时阿里云会对每个API请求通过签名（Signature）进行身份验证。无论使
用HTTP还是HTTPS协议提交请求，都需要在请求中包含签名信息。

说明 说明 云监控提供了多种编程语言的SDK，可以免去您签名的烦恼。更多信息，请参见Java SDK使
用手册、Python SDK使用手册或PHP SDK使用手册。

概述概述
RPC API要按以下格式在API请求的Query中增加签名（Signature）。

https://Endpoint/?SignatureVersion=1.0&SignatureMethod=HMAC-SHA1&Signature=CT9X0VtwR86fNWSn
sc6v8YGOjuE%3D&SignatureNonce=3ee8c1b8-83d3-44af-a94f-4e0ad82fd6cf

其中：

SignatureMethod：签名方式，目前支持HMAC-SHA1。

SignatureVersion：签名算法版本，目前版本是1.0。

SignatureNonce：唯一随机数，用于防止网络重放攻击。用户在不同请求间要使用不同的随机数值，建
议使用通用唯一识别码UUID（Universally Unique Identifier）。

Signature：使用AccessKey Secret对请求进行对称加密后生成的签名。

签名算法遵循RFC 2104 HMAC-SHA1规范，使用AccessKey Secret对编码、排序后的整个请求串计算HMAC
值作为签名。签名的元素是请求自身的一些参数，由于每个API请求内容不同，所以签名的结果也不尽相
同。可参考本文的操作步骤，计算签名值。

Signature = Base64( HMAC-SHA1( AccessKey Secret, UTF-8-Encoding-Of(StringToSign)) )

步骤一：构造待签名字符串步骤一：构造待签名字符串
1. 使用请求参数构造规范化的请求字符串（Canonicalized Query String）。

2.3. 签名机制2.3. 签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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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按照参数名称的字典顺序对请求中所有的请求参数（包括公共请求参数和接口的自定义参数，但不
包括公共请求参数中的Signature参数）进行排序。

说明 说明 当使用GET方法提交请求时，这些参数就是请求URI中的参数部分，即URI中“?”之
后由“&”连接的部分。

ii. 对排序之后的请求参数的名称和值分别用UTF-8字符集进行URL编码。编码规则请参考下表。

字符 编码方式

A~Z、a~z和0~9以及“-”、
“_”、“.”和“~”

不编码。

其它字符
编码成  %XY  的格式，其中  XY  是字符对应ASCII码的16进制表
示。例如英文的双引号（"）对应的编码为  %22 。

扩展的UTF-8字符 编码成  %XY%ZA… 的格式。

英文空格

编码成  %20 ，而不是加号（+）。

该编码方式和一般采用的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MIME格式编码算法（例如Java标准库中的  java.net.URLEncoder
 的实现）存在区别。编码时可以先用标准库的方式进行编码，然后把
编码后的字符串中的加号（+）替换成  %20 ，星号（*）替换成  %2
A ，  %7E 替换回波浪号（~），即可得到上述规则描述的编码字符
串。本算法可以用下面的  percentEncode 方法来实现：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ENCODING = "UTF-8";
private static String percentEncode(String value) 
throws UnsupportedEncodingException 
{
return value != null ? URLEncoder.encode(value, 
ENCODING).replace("+", "%20").replace("*", 
"%2A").replace("%7E", "~") : null;
}

iii. 将编码后的参数名称和值用英文等号（=）进行连接。

iv. 将等号连接得到的参数组合按步骤i排好的顺序依次使用“&”符号连接，即得到规范化请求字符
串。

2. 将构造的规范化字符串按照下面的规则构造成待签名的字符串。

StringToSign=
      HTTPMethod + “&” +
      percentEncode(“/”) + ”&” +
       percentEncode(CanonicalizedQueryString)

其中：

HTTPMethod 是提交请求用的HTTP方法，例如GET。

percentEncode(“/”) 是按照URL编码规则对字符“/”进行编码得到的值，即%2F。

percentEncode(CanonicalizedQueryString) 是对构造的规范化请求字符串按URL编码规则编码后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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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符串。

步骤二：计算签名值步骤二：计算签名值
1. 按照RFC2104的定义，计算待签名字符串（StringToSign）的HMAC值。

说明 说明 计算签名时使用的Key就是您持有的AccessKey Secret并加上一个“&”字符
（ASCII:38）, 使用的哈希算法是SHA1。

2. 按照Base64编码规则把上面的HMAC值编码成字符串，即得到签名值（Signature）。

3. 将得到的签名值作为Signature参数添加到请求参数中。

说明 说明 得到的签名值在作为最后的请求参数值提交时要和其它参数一样，按照RFC3986的规则
进行URL编码。

示例示例
以DescribeMetricList为例，签名前的请求URL为：

https://metrics.cn-hangzhou.aliyuncs.com/?Signature=xTgxW9PsxrDhASJgLWdqZzmFYz4%3D&AccessKe
yId=testid&Action=DescribeMetricList&Format=JSON&MetricName=cpu_idle&Namespace=acs_ecs_dash
board&RegionId=cn-hangzhou&SignatureMethod=HMAC-SHA1&SignatureNonce=d5f009c0-f9bf-11eb-88ff
-3788fdd69019&SignatureVersion=1.0&Timestamp=2021-08-10T09%3A46%3A28Z&Version=2019-01-01

对应的  StringToSign 是：

POST&%2F&AccessKeyId%3Dtestid%26Action%3DDescribeMetricList%26Format%3DJSON%26MetricName%3D
cpu_idle%26Namespace%3Dacs_ecs_dashboard%26RegionId%3Dcn-hangzhou%26SignatureMethod%3DHMAC-
SHA1%26SignatureNonce%3Dd5f009c0-f9bf-11eb-88ff-3788fdd69019%26SignatureVersion%3D1.0%26Tim
estamp%3D2021-08-10T09%253A46%253A28Z%26Version%3D2019-01-01

例如：AccessKey ID为：testid，AccessKey Secret为：testsecret，则用于计算HMAC的Key为：
testsecret&。

计算得到的签名值为：  xTgxW9PsxrDhASJgLWdqZzmFYz4= 。

签名后的请求URL为：

https://metrics.cn-hangzhou.aliyuncs.com/?Signature=xTgxW9PsxrDhASJgLWdqZzmFYz4%3D&AccessKe
yId=testid&Action=DescribeMetricList&Format=JSON&MetricName=cpu_idle&Namespace=acs_ecs_dash
board&RegionId=cn-hangzhou&SignatureMethod=HMAC-SHA1&SignatureNonce=d5f009c0-f9bf-11eb-88ff
-3788fdd69019&SignatureVersion=1.0&Timestamp=2021-08-10T09%3A46%3A28Z&Version=2019-01-01

公共参数分为公共请求参数和公共返回参数。

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

2.4. 公共参数2.4. 公共参数

云监控 API参考··API参考（2019-01-01）

> 文档版本：20220527 43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3986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Format String 否

返回消息的格式。取值：

JSON

XML（默认值）

Version String 是
API版本号，使用YYYY-MM-DD日期
格式。取值：2019-01-01。

Signature String 是 消息签名。

SignatureMethod String 是 签名方式。取值：HMAC-SHA1。

SignatureNonce String 是
唯一随机数。用于防止网络重放攻
击。在不同请求间要使用不同的随机
数值。

SignatureVersion String 是 签名算法版本。取值：1.0。

AccessKeyId String 是 访问密钥ID。

Timestamp String 是

请求的时间戳，为日期格式。使用
UTC时间并按照ISO8601标准，格式
为：YYYY-MM-DDThh:mm:ssZ。

例如：北京时间2013年01月10日20
点00分00秒，表示为2013-01-
10T12:00:00Z。

公共请求参数示例如下：

https://cloudmonitor.aliyuncs.com/?Action=CreateMonitorGroup
&Format=JSON
&Version=2019-01-01
&Signature=Pc5WB8gokVn0xfeu%2FZV%2BiNM1dg****
&SignatureMethod=HMAC-SHA1
&SignatureNonce=1521552885****
&SignatureVersion=1.0
&AccessKeyId=LTAI4GENiH2u8MVj7Khh****
&Timestamp=2020-06-01T12:00:00Z

公共返回参数公共返回参数
API返回结果采用统一格式，调用成功返回的数据格式有XML和JSON两种，可以在发送请求时指定返回的数
据格式，默认为XML格式。每次接口调用，无论成功与否，系统都会返回一个唯一识别码RequestId。

返回  2xx HTTP状态码表示调用成功。

返回  4xx 或  5xx HTTP状态码表示调用失败。

公共返回参数示例如下：

XML格式

API参考··API参考（2019-01-01） 云监控

44 > 文档版本：20220527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结果的根结点-->
    <接⼝名称+Response>
        <!--返回请求数据-->
        <RequestId>4C467B38-3910-447D-87BC-AC049166F216</RequestId>
        <!--返回结果数据-->
    </接⼝名称+Response>                        

JSON格式

{
    "RequestId":"4C467B38-3910-447D-87BC-AC049166F216"
    /*返回结果数据*/
}

RAM用户调用云监控API前，需要所属的阿里云账号将权限策略授予对应的RAM用户。

资源（Resource）资源（Resource）
云监控只支持操作级别的鉴权，不支持资源级别的鉴权。Resource用  * 表示。

操作（Action）操作（Action）
云监控的Action包括云监控自身的Action和云监控关联云服务实例的Action。因为云监控的监控数据从云监
控关联云服务的资源中获得，所以这两部分授权缺一不可。如果缺少云监控关联云服务实例的Action，会导
致无权限查看实例列表，进而不能查看实例的监控数据，并设置报警。

如果没有特殊需求，建议您使用访问控制（RAM）提供的默认系统策略：管理云监控的权限
（AliyunCloudMonitorFullAccess）和只读访问云监控的权限（AliyunCloudMonitorReadOnlyAccess）。这
两个系统策略中包含了云监控数据读取和管理权限，以及云监控关联云服务实例读取的权限。

如果系统策略不能满足您的需求，您可以自定义权限策略。自定义权限策略格式为  通配符标识前缀* ，例
如：  cms:Describe* 。

管理云监控权限的Action为  cms:* 。

只读访问云监控权限的Action如下：

 cms:Get* 

 cms:List* 

 cms:Query* 

 cms:BatchQuery* 

 cms:Describe* 

查询云监控关联云服务实例列表的Action如下表所示。

说明 说明 由于接入云监控的云服务逐步增加，下表仅列举了主要云服务的Action。

云服务名称 Action

云服务器ECS  ecs:DescribeInstances 

2.5. RAM鉴权2.5. RAM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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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库RDS
 rds:DescribeDBInstances 

 rds:DescribeReplicas 

负载均衡SLB  DescribeLoadBalancer* 

专有网络VPC

 vpc:DescribeEipAddresses 

 vpc:DescribeRouterInterfaces 

 vpc:DescribeGlobalAccelerationInstances 

 vpc:DescribeVpnGateways 

 vpc:DescribeNatGateways 

 vpc:DescribeBandwidthPackages 

 vpc:DescribeCommonBandwidthPackages 

对象存储OSS  oss:ListBuckets 

日志服务SLS  log:ListProject 

CDN  cdn:DescribeUserDomains 

消息服务MNS
 mns:ListQueue 

 mns:ListTopic 

弹性伸缩ESS  ess:DescribeScalingGroups 

云数据库Memcache版  ocs:DescribeInstances 

云数据库Redis版
 kvstore:DescribeInstances 

 kvstore:DescribeLogicInstanceTopology 

云数据库HBase版  hbase:DescribeClusterList 

时间序列数据库TSDB  hitsdb:DescribeHiTSDBInstanceList 

HybridDB for MySQL
 petadata:DescribeInstances 

 petadata:DescribeDatabases 

云原生数据仓库 AnalyticDB PostgreSQL版  gpdb:DescribeDBInstances 

E-MapReduce  emr:ListClusters 

开放搜索  opensearch:ListApps 

云服务名称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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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云Elasticsearch  elasticsearch:ListInstance 

云数据库MongoDB版  mongodb:DescribeDBInstances 

NAT网关  netgateway:DescribeNatGateways 

DDoS高防  ddos:DescribeInstancePage 

云企业网CEN
 cen:DescribeCens 

 cen:DescribeCenAttachedChildInstances 

消息队列Kafka版  kafka:GetKafkaInstanceList 

SCDN  scdn:DescribeScdnUserDomains 

全站加速  dcdn:DescribeDcdnUserDomains 

云数据库PolarDB  polardb:DescribeDBInstances 

云服务名称 Action

您可以为阿里云账号（主账号）和RAM用户创建一个访问密钥（AccessKey）。在调用阿里云API时您需要使
用AccessKey完成身份验证。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AccessKey包括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

AccessKey ID：用于标识用户。

AccessKey Secret：用于验证用户的密钥。AccessKey Secret必须保密。

警告 警告 阿里云账号AccessKey泄露会威胁您所有资源的安全。建议您使用RAM用户AccessKey进行
操作，可以有效降低AccessKey泄露的风险。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使用阿里云账号登录控制台。

2. 将鼠标置于页面右上方的账号图标，单击AccessKey管理AccessKey管理。

3. 在安全提示安全提示对话框，选择使用阿里云账号AccessKey或RAM用户AccessKey。

2.6. 获取AccessKey2.6. 获取Access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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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阿里云账号AccessKey

a. 单击继续使用AccessKey继续使用AccessKey。

b. 在AccessKeyAccessKey页面，单击创建AccessKey创建AccessKey。

c. 获取验证码，单击确定确定。

d. 在查看Secret查看Secret 对话框，查看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可以单击下载CSV文件下载CSV文件，下载
AccessKey信息。或者单击复制复制，复制AccessKey信息。

使用RAM用户AccessKey

a. 单击开始使用子用户AccessKey开始使用子用户AccessKey。

b. 系统自动跳转到RAM控制台的用户用户页面，找到需要获取AccessKey的RAM用户。

说明 说明 如果没有RAM用户，请先创建RAM用户，详情请参见创建RAM用户。

c. 单击用户登录名称。

d. 在认证管理认证管理页签下的用户AccessKey用户AccessKey区域，单击创建AccessKey创建AccessKey。

e. 获取验证码，单击确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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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在查看Secret查看Secret 页面，查看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可以单击下载CSV文件下载CSV文件，下载
AccessKey信息。或者单击复制复制，复制AccessKey信息。

说明说明

RAM用户的AccessKey Secret只在创建时显示，不提供查询，请妥善保管。

若AccessKey泄露或丢失，则需要创建新的AccessKey，最多允许为每个RAM用户创
建2个AccessKey。

调用CreateMonitorGroup接口创建应用分组。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创建应用分组  ECS_Group 。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MonitorGro
up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CreateMonitorGroup。

GroupName String 是 ECS_Group 应用分组名称。

2.7. 应用分组2.7. 应用分组
2.7.1. CreateMonitorGroup2.7.1. CreateMonitor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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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Groups String 否 ECS_Alert_Group

报警联系组。应用分组的报警通知会发送
给该报警联系组中的报警联系人。

说明 说明 报警联系组是一组报警联
系人，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报警联系
人。关于如何创建报警联系人和报警
联系组，请参
见PutContact和PutContactGroup。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Integer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GroupId Long 1234567 应用分组ID。

Message String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83C89BA6-ABD4-
4398-A175-
83E86C47A001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MonitorGroup
&GroupName=ECS_Group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API参考··API参考（2019-01-01） 云监控

50 > 文档版本：20220527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72502202/task18341805/~~114923~~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72502202/task18341805/~~114929~~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72502202/task18341805/~~199331~~


<CreateMonitorGroupResponse>
   <RequestId>83C89BA6-ABD4-4398-A175-83E86C47A001</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GroupId>1234567</GroupId>
</CreateMonitorGroup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83C89BA6-ABD4-4398-A175-83E86C47A001",
 "Code": 200,
 "Success": true,
 "GroupId": 1234567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ResourceNotFound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未找到指定资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CreateMonitorGroupInstances接口添加指定资源到指定应用分组。

一个应用分组中，一个云服务最多添加3000个资源，单次最多添加1000个资源，应用分组中的总资源数无
限制。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将地域  cn-hangzhou 的云服务器ECS的实例（实例ID为  i-2ze26xj5wwy12**** ，
实例名称为  test-instance-ecs ）添加到应用分组  12345678 。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MonitorGro
upInstance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CreateMonitorGroupInstances。

GroupId String 是 12345678 应用分组ID。

2.7.2. CreateMonitorGroupInstances2.7.2. CreateMonitorGroupIn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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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s.N.Categ
ory

String 是 ECS

云服务名称缩写。取值：

ecs：阿里云和非阿里云主机。

rds：云数据库RDS版。

ads：分析型数据库。

slb：负载均衡。

vpc：专有网络。

apigateway：API网关。

cdn：内容分发网络。

cs：容器服务Swarm版。

dcdn：全站加速。

ddos：DDoS防护。

eip：弹性公网IP。

elasticsearch：阿里云Elasticsearch。

emr：E-MapReduce。

ess：弹性伸缩。

hbase：云数据库HBase。

iot_edge：IoT边缘计算。

k8s_pod：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的容
器组（pod）。

kvstore_sharding：Redis集群版。

kvstore_splitrw：Redis读写分离版。

kvstore_standard：Redis标准版。

memcache：云数据库Memcache。

mns：消息服务。

mongodb：云数据库MongoDB版副本
集实例。

mongodb_cluster：云数据库
MongoDB版单节点实例。

mongodb_sharding：云数据库
MongoDB版分片集群实例。

mq_topic：消息服务主题。

ocs：旧版云数据库Memcache。

opensearch：开放搜索。

oss：对象存储OSS。

polardb：云数据库PolarDB。

petadata：HybridDB for MySQL。

scdn：安全加速。

sharebandwidthpackages：共享带宽
包。

sls：日志服务。

vpn：VPN网关。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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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s.N.Insta
nceId

String 是
i-
2ze26xj5wwy12**
**

实例ID。

Instances.N.Insta
nceName

String 是 test-instance-ecs 实例名称。

Instances.N.Regio
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实例所在地域。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Integer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is not
authorization.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1BC69FEB-56CD-
4555-A0E2-
02536A24A946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MonitorGroupInstances
&GroupId=12345678
&Instances.1.Category=ECS
&Instances.1.InstanceId=i-2ze26xj5wwy12****
&Instances.1.InstanceName=test-instance-ecs
&Instances.1.RegionId= cn-hangzhou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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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MonitorGroupInstancesResponse>
      <RequestId>1BC69FEB-56CD-4555-A0E2-02536A24A946</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CreateMonitorGroupInstance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1BC69FEB-56CD-4555-A0E2-02536A24A946",
  "Success": true,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CreateMonitorGroupByResourceGroupId接口通过资源组创建应用分组。

调用本接口之前，请确保您已在资源管理中创建资源组。具体操作，请参见 创建资源组。

本接口支持的云服务包括：云服务器ECS、云数据库RDS版、负载均衡SLB、弹性公网IP、DDos防护包、内容
分发网络CDN、共享带宽CBWP、云数据库PolarDB和云数据库Redis版。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为地域  cn-hangzhou 的资源组  CloudMonitor 创建一个应用分组，应用分组的报
警联系人组为  ECS_Group 。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MonitorGro
upByResourceGro
upId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CreateMonitorGroupByResourceGroupId
。

ContactGroupList.
N

RepeatLi
st

是 ECS_Group

报警联系组。应用分组的报警通知会发送
给该报警联系组中的报警联系人。

报警联系组是一组报警联系人，可以包含
一个或多个报警联系人。关于如何创建报
警联系人和报警联系组，请参
见PutContact和PutContactGroup。关于
如何获取报警联系组，请参
见DescribeContactGroupList。

2.7.3. CreateMonitorGroupByResourceGroupId2.7.3. CreateMonitorGroupByResourceGrou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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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资源组对应的地域ID。

关于如何获取资源组对应的地域ID，请参
见GetResourceGroup。

ResourceGroupId String 是
rg-
acfmw3ty5y7****

资源组ID。

关于如何获取资源组ID，请参
见ListResourceGroups。

ResourceGroupNa
me

String 是 CloudMonitor

资源组名称。

关于如何获取资源组名称，请参
见ListResourceGroups。

EnableSubscribeE
vent

Boolean 否 true

应用分组是否开启自动订阅事件通知。当
应用分组内资源发生严重和警告级别的事
件时，云监控发送报警通知。取值：

true：开启。

false（默认值）：关闭。

EnableInstallAgen
t

Boolean 否 true

应用分组是否开启自动安装云监控插件。
云监控自动为应用分组内的主机安装云监
控插件。取值：

true：开启。

false（默认值）：关闭。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Id Long 12345678 应用分组ID。

Message String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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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 String
784CAB3C-F613-
5BCE-8469-
6DCB29B18A20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MonitorGroupByResourceGroupId
&ContactGroupList.1=ECS_Group
&RegionId=cn-hangzhou
&ResourceGroupId=rg-acfmw3ty5y7****
&ResourceGroupName=CloudMonitor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CreateMonitorGroupByResourceGroupIdResponse>
   <RequestId>784CAB3C-F613-5BCE-8469-6DCB29B18A20</RequestId>
   <Id>12345678</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CreateMonitorGroupByResourceGroupId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784CAB3C-F613-5BCE-8469-6DCB29B18A20",
    "Id": 12345678,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ResourceNotFound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未找到指定资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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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CreateMonitorGroupNotifyPolicy接口为应用分组创建暂停报警通知策略。

在策略的生效期间内，应用分组内发生的所有报警都不再发送通知。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为应用分组  7301**** 创建暂停报警通知策略  PauseNotify ，该应用分组将
在  1622949300000 至  1623208500000 （北京时间  2021-06-06 11:15:00 至  2021-06-09
11:15:00 ）期间暂停报警。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MonitorGro
upNotifyPolicy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CreateMonitorGroupNotifyPolicy。

GroupId String 是 7301**** 应用分组ID。

PolicyType String 是 PauseNotify 暂停通知类型。目前仅支持PauseNotify。

StartT ime Long 是 1622949300000

暂停通知的开始时间戳。

格式为Unix时间戳，即从1970年1月1日开
始所经过的毫秒数。

EndTime Long 是 1623208500000

暂停通知的结束时间戳。

格式为Unix时间戳，即从1970年1月1日开
始所经过的毫秒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13356BCA-3EC3-
4748-A771-
2064DA69AEF1

请求ID。

Success String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2.7.4. CreateMonitorGroupNotifyPolicy2.7.4. CreateMonitorGroupNotify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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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Result Integer 1 返回创建的结果数。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is not
authorization.

错误信息。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MonitorGroupNotifyPolicy
&GroupId=7301****
&PolicyType=PauseNotify
&StartTime=1551756547863
&EndTime=1551757147863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CreateMonitorGroupNotifyPolicyResponse>
    <RequestId>13356BCA-3EC3-4748-A771-2064DA69AEF1</RequestId>
    <Result>1</Result>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CreateMonitorGroupNotifyPolicy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13356BCA-3EC3-4748-A771-2064DA69AEF1",
  "Result": 1,
  "Success": true,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2.7.5. CreateGroupMonitoringAgentProcess2.7.5. CreateGroupMonitoringAgent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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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CreateGroupMonitoringAgentProcess接口创建组进程监控。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GroupMoni
toringAgentProce
s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CreateGroupMonitoringAgentProcess。

AlertConfig.N.Co
mparisonOperato
r

String 是
GreaterThanOrEq
ualToThreshold

阈值比较符。取值：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大
于等于。

GreaterThanThreshold：大于。

LessThanOrEqualToThreshold：小于
等于。

LessThanThreshold：小于。

NotEqualToThreshold：不等。

Greater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
间上涨。

Less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下
降。

Greater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
时间上涨。

Less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
间下降。

Greater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
上涨。

Less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下
降。

AlertConfig.N.Esc
alationsLevel

String 是 warn

报警级别。取值：

critical（默认值）：故障。

warn：警告。

info：信息。

AlertConfig.N.Sta
tistics

String 是 Average

报警统计方式。

说明 说明 目前仅支持Average。

AlertConfig.N.Thr
eshold

String 是 5 报警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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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Config.N.T im
es

String 是 3

报警级别连续出现次数。默认：3次。

说明 说明 只有当报警级别连续出现
设定的次数且达到报警阈值才会触发
报警。

GroupId String 是 123456 应用分组ID。

ProcessName String 是 test1 进程名称。

MatchExpressFilte
rRelation

String 否 and

匹配实例的条件。取值：

all：全部。

and：与。

or：或。

MatchExpress.N.N
ame

String 否 name1

匹配条件的类型。

说明 说明 目前仅支持Name，即实
例名称。

MatchExpress.N.F
unction

String 否 startWith

匹配条件。取值：

all（默认值）：全部。

startWith：前缀。

endWith：后缀。

contains：包含。

notContains：不包含。

equals：相等。

MatchExpress.N.V
alue

String 否 portalHost 匹配实例名称。

AlertConfig.N.Eff
ectiveInterval

String 否 00:00-23:59 报警规则的生效时间段。

AlertConfig.N.NoE
ffectiveInterval

String 否 00:00-23:59 报警规则不生效时间段。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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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Config.N.Sile
nceTime

String 否 86400

通道沉默周期。单位：秒。最小值：3600
秒（1小时），默认值：86400秒（1
天）。

说明 说明 当监控数据持续超过报警
规则阈值时，每个沉默周期内只发送
一次报警通知。

AlertConfig.N.We
bhook

String 否
http://www.aliy
un.com

报警回调URL地址。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3F6150F9-45C7-
43F9-9578-
A58B2E726C90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is not
authorization.

错误信息。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GroupMonitoringAgentProcess
&AlertConfig.1.ComparisonOperator=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
&AlertConfig.1.EscalationsLevel=warn
&AlertConfig.1.Statistics=Average
&AlertConfig.1.Threshold=5
&AlertConfig.1.Times=3
&GroupId=123456
&ProcessName=test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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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ML  格式

<CreateGroupMonitoringAgentProcessResponse>
   <RequestId>718FEA81-64C3-4F23-8F90-0531F7489FC1</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CreateGroupMonitoringAgentProces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718FEA81-64C3-4F23-8F90-0531F7489FC1",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PutMonitorGroupDynamicRule接口为应用分组创建或修改动态报警规则。满足报警规则的资源自动添
加到该应用分组中。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PutMonitorGroup
DynamicRule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PutMonitorGroupDynamicRule。

GroupId Long 是 123456 应用分组ID。

GroupRules.N.Cat
egory

String 是 ecs

动态报警规则的云服务类型。N的取值范
围：1~3。取值：

ecs：云服务器ECS。

rds：关系型数据库。

slb：负载均衡。

2.7.6. PutMonitorGroupDynamicRule2.7.6. PutMonitorGroupDynamic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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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Rules.N.Filt
erRelation

String 是 and

动态报警规则的组合条件。N的取值范围：
1~3。取值：

and：满足所有报警规则的实例才会自
动添加到应用分组。

or：满足任意报警规则的实例都会自动
添加到应用分组。

GroupRules.N.Filt
ers.N.Function

String 是 contains

实例的过滤条件。N的取值范围：1~3。取
值：

contains：包含关系。

startWith：前缀。

endWith：后缀。

GroupRules.N.Filt
ers.N.Name

String 是 hostName

实例匹配的字段名称。N的取值范围：
1~3。

目前仅支持主机名，例如：hostName。

GroupRules.N.Filt
ers.N.Value

String 是 nginx 满足报警条件的值。N的取值范围：1~3。

IsAsync Boolean 否 false

创建动态报警规则的模式。取值：

true：异步创建。

false（默认值）：同步创建。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3E73F1AB-D195-
438A-BCA7-
2F4355789C58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Code Integer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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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String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错误信息。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PutMonitorGroupDynamicRule
&GroupId=123456
&GroupRules.1.Category=ecs
&GroupRules.1.FilterRelation=and
&GroupRules.1.Filters.1.Function=contains
&GroupRules.1.Filters.1.1ame=hostName
&GroupRules.1.Filters.1.Value=ngin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PutMonitorGroupDynamicRuleResponse>
   <RequestId>3E73F1AB-D195-438A-BCA7-2F4355789C58</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PutMonitorGroupDynamicRul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3E73F1AB-D195-438A-BCA7-2F4355789C58",
  "Success": true,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ResourceNotFound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未找到指定资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MonitorGroupInstances接口修改应用分组中的资源。

调试调试

2.7.7. ModifyMonitorGroupInstances2.7.7. ModifyMonitorGroupIn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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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ModifyMonitorGr
oupInstance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ModifyMonitorGroupInstances。

GroupId Long 是 12345 应用分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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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s.N.Categ
ory

String 是 ECS

资源实例所属的云产品名称或规格。目前
支持的产品如下：

ECS（包括阿里云和非阿里云主机）

RDS（云数据库RDS版）

ADS（分析型数据库）

SLB（负载均衡）

VPC（弹性IP）

APIGATEWAY（API网关）

CDN（内容分发网络）

CS（容器服务Swarm版）

DCDN（全站加速）

DDoS（DDoS防护）

EIP（弹性公网IP）

ELASTICSEARCH

EMR（E-MapReduce）

ESS（弹性伸缩）

HBASE（云数据库 HBase）

IOT_EDGE（IoT边缘计算）

K8S_POD（k8s pod）

KVSTORE_SHARDING（Redis集群版）

KVSTORE_SPLITRW（Redis读写分离
版）

KVSTORE_STANDARD（Redis标准版）

MEMCACHE（云数据库Memcache）

MNS（消息服务）

MONGODB（MongoDB 副本实例）

MONGODB_CLUSTER（MongoDB集群
版本）

MONGODB_SHARDING（MongoDB分片
集群）

MQ_TOPIC（消息服务TOPIC）

OCS（旧版云数据库Memcache）

OPENSEARCH（开放搜索）

OSS（对象存储OSS）

POLARDB（云数据库PolarDB）

PETADATA（云数据库HybridDB for
MySQL）

SCDN（安全加速）

SHAREBANDWIDTHPACKAGES（共享带
宽包）

SLS（日志服务）

VPN（VPN网关）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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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的取值范围：1~2000。

Instances.N.Insta
nceId

String 是
i-
a2d5q7pm12****

资源实例ID。N的取值范围：1~2000。

Instances.N.Insta
nceName

String 是 HostName 实例名称。N的取值范围：1~2000。

Instances.N.Regio
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地域ID（RegionId）。N的取值范围：
1~2000。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Integer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success 返回信息。

RequestId String
FEC7EDB3-9B08-
4AC0-A42A-
329F5D14B95A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true表示成功，false表示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ModifyMonitorGroupInstances
&GroupId=123456
&Instances.1.Category=ECS
&Instances.1.InstanceId=i-a2d5q7pm12****
&Instances.1.InstanceName=hoeName
&Instances.1.RegionId=cn-hangzhou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ModifyMonitorGroupInstancesResponse>
      <RequestId>02977C39-9E74-430A-B35B-04CFBF0E7F64</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ModifyMonitorGroupInstances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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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2977C39-9E74-430A-B35B-04CFBF0E7F64",
  "Success": true,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MonitorGroup接口修改应用分组。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ModifyMonitorGr
oup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ModifyMonitorGroup。

GroupId String 是 123456 应用分组ID。

GroupName String 否 ecs_group 应用分组名称。

ContactGroups String 否 alarm_ecs_group 报警联系人组。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Integer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错误信息。

2.7.8. ModifyMonitorGroup2.7.8. ModifyMonitor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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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 String
C85A2870-5DF4-
4269-BC50-
ECB5E4591A80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ModifyMonitorGroup
&GroupId=123456
&GroupName=ecs_group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ModifyMonitorGroupResponse>
      <RequestId>36FE4D3A-A907-4F2A-921C-89612FFA977B</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ModifyMonitorGroup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36FE4D3A-A907-4F2A-921C-89612FFA977B",
  "Success": true,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GroupMonitoringAgentProcess接口修改应用分组内的进程监控。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2.7.9. ModifyGroupMonitoringAgentProcess2.7.9. ModifyGroupMonitoringAgentProcess

云监控 API参考··API参考（2019-01-01）

> 文档版本：20220527 69

https://error-center.aliyun.com/status/product/Cms
https://api.aliyun.com/#product=Cms&api=ModifyGroupMonitoringAgentProcess&type=RPC&version=2019-01-01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ModifyGroupMoni
toringAgentProce
s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ModifyGroupMonitoringAgentProcess。

AlertConfig.N.Co
mparisonOperato
r

String 是
GreaterThanOrEq
ualToThreshold

Crit ical级别阈值比较符。N的取值范围：
1~200。取值：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大
于等于。

GreaterThanThreshold：大于。

LessThanOrEqualToThreshold：小于
等于。

LessThanThreshold：小于。

NotEqualToThreshold：不等。

Greater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
间上涨。

Less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下
降。

Greater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
时间上涨。

Less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
间下降。

Greater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
上涨。

Less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下
降。

AlertConfig.N.Esc
alationsLevel

String 是 warn

报警的级别。N的取值范围：1~200。取
值：

critical（默认值）：故障。

warn：警告。

info：信息。

AlertConfig.N.Thr
eshold

String 是 5 报警阈值。N的取值范围：1~200。

AlertConfig.N.T im
es

String 是 3

报警级别连续出现次数。N的取值范围：
1~200。默认值：3。

说明 说明 只有当报警级别连续出现
设定的次数且达到报警阈值时，才会
触发报警。

GroupId String 是 12345 应用分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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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String 是
92E3065F-0980-
4E31-9AA0-
*******

应用分组内的进程监控任务ID。

MatchExpressFilte
rRelation

String 否 and

匹配实例条件。取值：

all：全部。

and：与。

or：或。

AlertConfig.N.Eff
ectiveInterval

String 否 00:00-22:59
报警规则的生效时间段。N的取值范围：
1~200。

AlertConfig.N.NoE
ffectiveInterval

String 否 23:00-23:59
报警规则不生效时间段。N的取值范围：
1~200。

AlertConfig.N.Sile
nceTime

String 否 86400

通道沉默周期。N的取值范围：1~200。

单位：秒。最小值：3600秒（1小时），
默认值：86400秒（1天）。

说明 说明 当监控数据持续超过报警
规则阈值时，每个沉默周期内只发送
一次报警通知。

AlertConfig.N.We
bhook

String 否
http://ww.aliyun
.com

报警发生时回调指定的URL地址，向URL发
送POST请求。N的取值范围：1~200。

AlertConfig.N.Sta
tistics

String 否 Average

报警统计方式。N的取值范围：1~200。

说明 说明 目前仅支持Average。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7985D471-3FA8-
4EE9-8F4B-
45C19DF3D36F

请求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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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true表示成功，false表示失败。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is not
authorization.

错误信息。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ModifyGroupMonitoringAgentProcess
&AlertConfig.1.ComparisonOperator=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
&AlertConfig.1.EscalationsLevel=warn
&AlertConfig.1.Threshold=5
&AlertConfig.1.Times=3
&GroupId=12345
&Id=92E3065F-0980-4E31-9AA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ModifyGroupMonitoringAgentProcess>
    <RequestId>7985D471-3FA8-4EE9-8F4B-45C19DF3D36F</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ModifyGroupMonitoringAgentPro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7985D471-3FA8-4EE9-8F4B-45C19DF3D36F",
 "Success": true,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MonitorGroupDynamicRules接口查询指定应用分组的动态规则列表。

2.7.10. DescribeMonitorGroupDynamicRules2.7.10. DescribeMonitorGroupDynamic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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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MonitorG
roupDynamicRule
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MonitorGroupDynamicRules。

GroupId Long 是 123456 应用分组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Integer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2170B94A-1576-
4D65-900E-
2093037CDAF3

请求ID。

Resource
Array of
Resource

关联资源。

Resource

Category String ecs

动态规则对应的云服务类型。取值：

ecs：云服务器。

rds：关系型数据库。

slb：负载均衡。

FilterRelation String and

筛选条件。取值：

and：应用分组中满足所有报警规则的实例。

or：应用分组中满足任意报警规则的实例。

Filters Array of Filter 应用分组的动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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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ter

Function String contains

计算方法。取值：

contains：包含。

startWith：前缀。

endWith：后缀。

Name String hostName 实例名称。

Value String 1 动态规则值。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MonitorGroupDynamicRules
&GroupId=123456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MonitorGroupDynamicRulesResponse>
   <RequestId>38D0A8B4-7231-4E3E-A39F-D8CE3E242AC7</RequestId>
   <Resource>
      <Resource>
         <FilterRelation>and</FilterRelation>
         <Filters>
            <Filter>
               <Function>contains</Function>
               <Value>1</Value>
               <Name>hostName</Name>
            </Filter>
         </Filters>
         <Category>ecs</Category>
      </Resource>
   </Resource>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MonitorGroupDynamicRules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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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ON  格式

{
 "RequestId": "38D0A8B4-7231-4E3E-A39F-D8CE3E242AC7",
 "Resource": {
  "Resource": [
   {
    "FilterRelation": "and",
    "Filters": {
     "Filter": [
      {
       "Function": "contains",
       "Value": "1",
       "Name": "hostName"
      }
     ]
    },
    "Category": "ecs"
   }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MonitorGroupInstanceAttribute接口查询应用分组的资源详情。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MonitorG
roupInstanceAttri
bute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MonitorGroupInstanceAttribute
。

GroupId Long 是 123456 应用分组ID。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分页页码。默认值：1。

2.7.11. DescribeMonitorGroupInstanceAttribute2.7.11. DescribeMonitorGroupInstanceAttrib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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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记录条数。

Total Boolean 否 true

是否返回指定应用分组内的资源总数。取
值：

true（默认值）：返回。

false：不返回。

资源所属的云产品名称。取值：

PolarDB：云数据库PolarDB。

NewBGPDDoS：新BGP高防IP。

IoTDevice：物联网平台。

DRDS：云原生分布式数据库PolarDB-
X。

VS：视频监控。

AMQP：消息队列AMQP。

ADS：分析型数据库。

APIGateway：API网关。

InternetSharedBandwidth：共享带
宽。

CDN：内容分发网络。

CEN：云企业网。

DCDN：全站加速。

DDoS：DDoS高防IP。

ECS：云服务器ECS。

DirectMail：邮件推送。

Elasticsearch：阿里云Elasticsearch。

EMR：E-MapReduce。

ESS：弹性伸缩。

FunctionCompute：函数计算。

RealtimeCompute：流计算。

GlobalAcceleration：全球加速。

Hbase：云数据库Hbase。

TSDB：时序数据库。

IPv6trans：IPv6转换服务。

Kafka：消息队列Kafka。

Kubernetes：容器服务Kubernetes
版。

KVstore：云数据库Redis版。

MNS：消息服务MNS。

MongoDB：云数据库MongoDB版。

MQ：消息队列MQ。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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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String 否 ecs

NAT：NAT网关。

OpenAd：营销引擎。

OpenSearch：开放搜索。

OSS：对象存储OSS。

PCDN：安全加速。

petadata：HybridDB for MySQL。

RDS：云数据库RDS版。

SCDN：安全加速。

SLB：负载均衡。

SLS：日志服务。

VideoLive：视频直播。

VOD：视频点播。

EIP：弹性公网IP。

VPN：VPN网关。

AIRec：智能推荐。

GPDB：分析型数据库PostgreSQL版。

DBS：数据库备份DBS。

SAG：智能接入网关。

Memcache：云数据库Memcache版。

IOT_EDGE：IoT-边缘计算。

OCS：云数据库Memcache（旧版）。

VPC：高速通道。

EHPC：弹性高性能计算E-HPC。

MPS：媒体处理。

ENS：边缘节点服务ENS。

MaxCompute_Prepay：
MaxCompute。

IoT_Kubernetes：边缘应用托管。

CMS：云监控。

batchcomputenew：批量计算。

HBaseUE：HBase增强版。

UIS：极致互联网服务。

nls：智能语音交互。

ots：表格存储。

NAS：文件存储NAS。

ECI：弹性容器实例ECI。

OpenAPI：阿里云OpenAPI。

pvtzpost：云解析PrivateZone。

blinkonk8s：实时计算云原生。

FunctionFlow：函数工作流。

SMC：服务器迁移中心。

ddosbgp：DDoS原生防护。

baas：区块链服务。

privatelink：私网连接。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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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s：云数据库Cassandra版。

DDH：专有宿主机。

RocketMQ：消息队列RocketMQ。

ECC：高速上云服务。

hbaseserverless：HBase Serverless
版。

mns_tmp：消息服务。

hdr：混合云容灾。

hbr：混合云备份服务。

ADB：分析型数据库MySQL版3.0。

tag：标签。

GDB：图数据库。

WAF：Web应用防火墙。

hcs_sgw：云存储网关。

ipv6gateway：IPv6网关。

RDS_SAR：云数据库专属主机组。

learn：机器学习。

ROS：资源编排。

OOS：运维编排。

bds：HBase数据同步服务。

cfw：云防火墙。

ddosDip：DDoS高防（国际）。

datahub：数据总线。

hologres：交互式分析。

ExpressConnect：高速通道的专线连
接。

dbfs：数据库文件系统。

clickhouse：云数据库Clickhouse。

k8s：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

DTS：数据传输。

AnycastEIP：Anycast弹性公网IP。

Lindorm：云原生多模数据库
Lindorm。

config：配置审计。

spark：Databricks数据洞察。

serverless：Serverless应用引擎。

alb：应用型负载均衡。

oceanbase：OceanBase分布式数据
库。

KMS：密钥管理服务。

lvwang：内容安全。

LinkVisual：视频边缘智能服务。

tair：云数据库Redis企业版。

dlf：数据湖构建。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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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monitor：站点监控。

pnc：物理网络变更。

AIS：阿里云基础设施。

cloudgame：云游戏平台。

RTC：音视频通信RTC。

cloudbox：云盒。

actiontrail：操作审计。

cc：云连接器。

disk：块存储。

easygene：基因分析平台。

cloudphone：弹性云手机。

BMS：裸机管理服务。

swas：轻量应用服务器。

AvailabilityMonitoring：云监控下的可
用性监控。

Keyword String 否 portal 资源的搜索关键字。

InstanceIds String 否
i-
m5e0k0bexac8ty
kr****

资源ID。多个资源ID之间用半角逗号（,）
分隔，最多支持20个资源。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9FB8EA79-7279-
4482-8D6D-
3D28EEDD871A

请求ID。

Code Integer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PageNumber Integer 1 页码。

PageSize Integer 2 总页数。

Total Integer 12 总记录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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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
Array of
Resource

应用分组关联的资源。

Resource

Category String ecs 云产品名称。

Desc String desc_test 资源描述信息。

Dimension String
{"instanceId":"i-
m5e0k0bexac8tykr**
**"}

应用分组关联资源的维度信息。

InstanceId String
i-
m5e0k0bexac8tykr**
**

实例ID。

InstanceName String hostName 实例名称。

NetworkType String vpc 网络类型。

Region Struct 地域。

AvailabilityZone String cn-hangzhou-f 可用区。

RegionId String cn-hangzhou 地域ID。

Tags Array of Tag 资源的标签。

Tag

Key String
instanceNetworkTyp
e

标签键。

Value String VPC 标签值。

Vpc Struct VPC实例的描述信息。

VpcInstanceId String
vpc-
2zew7etgiceg21****

VPC实例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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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witchInstanc
eId

String
vsw-
2ze36seq79n992****

Vswitch实例ID。

Message String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错误信息。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MonitorGroupInstanceAttribute
&GroupId=123456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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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MonitorGroupInstanceAttributeResponse>
   <PageNumber>1</PageNumber>
   <PageSize>30</PageSize>
   <RequestId>7DB8DA3D-EDA6-46F8-9222-70C52416AE7D</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Total>1</Total>
   <Resources>
      <Resource>
         <Vpc>
            <VswitchInstanceId>vsw-2ze36seq79n992****</VswitchInstanceId>
            <VpcInstanceId>vpc-2zew7etgiceg21****</VpcInstanceId>
         </Vpc>
         <Tags>
            <Tag>
               <Value>12345</Value>
               <Key>aliUid</Key>
            </Tag>
            <Tag>
               <Value>26842</Value>
               <Key>bid</Key>
            </Tag>
         </Tags>
         <NetworkType>VPC</NetworkType>
         <Category>RDS</Category>
         <Region>
            <RegionId>cn-hangzhou</RegionId>
            <AvailabilityZone>cn-hangzhou-MAZ8(f,g)</AvailabilityZone>
         </Region>
         <AliUid>127067667954****</AliUid>
         <InstanceId>i-m5e0k0bexac8tykr****</InstanceId>
         <Dimension>{\"userId\":\"127067667954****\",\"instanceId\":\"rm-bp179a8xfaz4i****\
"}</Dimension>
         <Desc>test_name</Desc>
         <InstanceName>test_name</InstanceName>
      </Resource>
   </Resources>
</DescribeMonitorGroupInstanceAttribute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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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Number": 1,
    "PageSize": 30,
    "RequestId": "7DB8DA3D-EDA6-46F8-9222-70C52416AE7D",
    "Success": true,
    "Code": 200,
    "Total": 1,
    "Resources": {
        "Resource": [
            {
                "Vpc": {
                    "VswitchInstanceId": "vsw-2ze36seq79n992****",
                    "VpcInstanceId": "vpc-2zew7etgiceg21****"
                },
                "Tags": {
                    "Tag": [
                        {
                            "Value": "12345",
                            "Key": "aliUid"
                        },
                        {
                            "Value": "26842",
                            "Key": "bid"
                        }
                    ]
                },
                "NetworkType": "VPC",
                "Category": "RDS",
                "Region": {
                    "RegionId": "cn-hangzhou",
                    "AvailabilityZone": "cn-hangzhou-MAZ8(f,g)"
                },
                "AliUid": "127067667954****",
                "InstanceId": "i-m5e0k0bexac8tykr****",
                "Dimension": "{\"userId\":\"127067667954****\",\"instanceId\":\"rm-bp179a8x
faz4i****\"}",
                "Desc": "test_name",
                "InstanceName": "test_name"
            }
        ]
    }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ResourceNotFound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未找到指定资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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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DescribeMonitorGroupCategories接口查询指定应用分组的资源列表和每个云服务的资源数量。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MonitorG
roupCategorie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MonitorGroupCategories。

GroupId Long 是 123456 应用分组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Integer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错误信息。

MonitorGroupC
ategories

Struct 应用分组中资源的云服务类型。

GroupId Long 123456 应用分组ID。

MonitorGroupC
ategory

Array of
CategoryItem

应用分组的云服务类型。

CategoryItem

2.7.12. DescribeMonitorGroupCategories2.7.12. DescribeMonitorGroupCateg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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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String ECS

云服务名称。取值：

ecs：包括阿里云和非阿里云主机。

rds：云数据库RDS版。

ads：分析型数据库。

slb：负载均衡。

vpc：专有网络。

apigateway：API网关。

cdn：内容分发网络。

cs：容器服务Swarm版。

dcdn：全站加速。

ddos：DDoS防护。

eip：弹性公网IP。

elasticsearch：阿里云Elasticsearch。

emr：E-MapReduce。

ess：弹性伸缩。

hbase：云数据库 HBase。

iot_edge：IoT边缘计算。

k8s_pod：k8s pod。

kvstore_sharding：Redis集群版。

kvstore_splitrw：Redis读写分离版。

kvstore_standard：Redis标准版。

memcache：云数据库Memcache。

mns：消息服务。

mongodb：MongoDB副本实例。

mongodb_cluster：MongoDB集群版本。

mongodb_sharding：MongoDB分片集群。

mq_topic：消息服务Topic。

ocs：旧版云数据库Memcache。

opensearch：开放搜索。

oss：对象存储OSS。

polardb：云数据库PolarDB。

petadata：HybridDB for MySQL。

scdn：安全加速。

sharebandwidthpackages：共享带宽包。

sls：日志服务。

vpn：VPN网关。

Count Integer 1 云服务的资源数量。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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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 String
9E0347B0-EBC3-
4769-A78D-
D96F21C6BB52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MonitorGroupCategories
&GroupId=123456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MonitorGroupCategoriesResponse>
   <RequestId>B7C9F725-E743-4F2E-81A2-4CC19783DC42</RequestId>
   <MonitorGroupCategories>
      <MonitorGroupCategory>
         <CategoryItem>
            <Category>ECS</Category>
            <Count>39</Count>
         </CategoryItem>
      </MonitorGroupCategory>
      <GroupId>123456</GroupId>
   </MonitorGroupCategories>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MonitorGroupCategoriesResponse>

 JSON  格式

API参考··API参考（2019-01-01） 云监控

86 > 文档版本：20220527



{
 "RequestId": "B7C9F725-E743-4F2E-81A2-4CC19783DC42",
 "MonitorGroupCategories": {
  "MonitorGroupCategory": {
   "CategoryItem": [
    {
     "Category": "ECS",
     "Count": 39
    }
   ]
  },
  "GroupId": 123456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MonitorGroups接口查询应用分组列表。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查询当前账号的应用分组列表。返回结果显示当前账号存在两个应用分
组  testGroup124 和  test123 。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MonitorG
roup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MonitorGroups。

GroupName String 否 testGroup124 应用分组名称。

Keyword String 否 test 搜索关键字。

PageSize Integer 否 30
分页时每页显示的数据行数。

起始值：1。默认值：30。

2.7.13. DescribeMonitorGroups2.7.13. DescribeMonitor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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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页码。

起始值：1。默认值：1。

InstanceId String 否 i-abcdefgh12****
资源实例ID。该参数用于查询指定实例所
在的应用分组。

SelectContactGro
ups

Boolean 否 true

返回结果中是否需要包含报警联系组。取
值：

true：是。

false：否。

IncludeTemplate
History

Boolean 否 true

返回结果是否包含已应用到应用分组的报
警模板历史。取值：

true：是。

false：否。

Tag.N.Key String 否 tagKey1 应用分组的标签键。N的取值范围：1~5。

Tag.N.Value String 否 tagValue1 应用分组的标签值。N的取值范围：1~5。

Type String 否 custom

应用分组类型。取值：

custom：自建的应用分组。

ehpc_cluster：从EHPC集群同步的应用
分组。

kubernetes：从容器服务Kubernetes
版同步的应用分组。

DynamicTagRuleI
d

String 否
6b882d9a-5117-
42e2-9d0c-
4749a0c6****

智能标签规则ID。

GroupFounderTa
gKey

String 否 GroupKey1 通过智能标签创建应用分组的标签键。

GroupFounderTa
gValue

String 否 GroupValue1 通过智能标签创建应用分组的标签值。

GroupId String 否 92****
应用分组ID。多个应用分组ID之间用半角逗
号（,）分隔。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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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F02B299A-D374-
4595-9F55-
7534D604F132

请求ID。

Message String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错误信息。

PageNumber Integer 1 页码。

PageSize Integer 30 分页时每页显示的数据行数。

Code Integer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Resources
Array of
Resource

关联资源。

Resource

BindUrl String https://aliyun.com 从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同步过来的URL地址。

ContactGroups
Array of
ContactGroup

报警联系组。

ContactGroup

Name String CloudMonitor 报警联系组名称。

DynamicTagRul
eId

String
6b882d9a-5117-
42e2-9d0c-
4749a0c6****

智能标签规则ID。

GmtCreate Long 1603181891000

创建应用分组的时间戳。

格式为Unix时间戳，即从1970年1月1日开始所经
过的毫秒数。

GmtModified Long 1603181891000

修改应用分组的时间戳。

格式为Unix时间戳，即从1970年1月1日开始所经
过的毫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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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FounderT
agKey

String GroupKey1 通过智能标签创建应用分组的标签键。

GroupFounderT
agValue

String GroupValue1 通过智能标签创建应用分组的标签值。

GroupId Long 12345 应用分组ID。

GroupName String test123 应用分组名称。

ServiceId String 49**** 阿里云服务ID。

Tags Array of Tag 应用分组绑定的标签列表。

Tag

Key String tagKey1 应用分组的标签键。

Value String tagValue1 应用分组的标签值。

TemplateIds List 92**** 应用分组应用过的报警模板。

Type String custom

应用分组类型。取值：

custom：自建的应用分组。

ehpc_cluster：从EHPC集群同步的应用分组。

kubernetes：从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同步
的应用分组。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Total Integer 10 总记录条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MonitorGroups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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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MonitorGroupsResponse>
   <RequestId>F02B299A-D374-4595-9F55-7534D604F132</RequestId>
   <PageSize>3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Total>2</Total>
   <Resources>
      <Resource>
         <GroupName>testGroup124</GroupName>
         <ContactGroups>
            <ContactGroup>
               <Name>CloudMonitor</Name>
            </ContactGroup>
         </ContactGroups>
         <Type>custom</Type>
         <GmtCreate>1603181891000</GmtCreate>
         <GmtModified>1603181891000</GmtModified>
         <GroupFounderTagKey>1204</GroupFounderTagKey>
         <GroupFounderTagValue>001</GroupFounderTagValue>
         <TemplateIds>
            <TemplateId>92****</TemplateId>
         </TemplateIds>
         <Tags>
            <Tag>
               <Value>tagKey1</Value>
               <Key>tagValue1</Key>
            </Tag>
         </Tags>
         <GroupId>7301****</GroupId>
      </Resource>
      <Resource>
         <GroupName>test123</GroupName>
         <ContactGroups>
            <ContactGroup>
               <Name>CloudMonitor</Name>
            </ContactGroup>
         </ContactGroups>
         <Type>tag</Type>
         <GmtCreate>1603181891000</GmtCreate>
         <DynamicTagRuleId>6b882d9a-5117-42e2-9d0c-4749a0c6****</DynamicTagRuleId>
         <GmtModified>1603181891000</GmtModified>
         <GroupFounderTagKey>GroupKey1</GroupFounderTagKey>
         <GroupFounderTagValue>GroupValue1</GroupFounderTagValue>
         <TemplateIds></TemplateIds>
         <Tags></Tags>
         <GroupId>12345</GroupId>
      </Resource>
   </Resources>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MonitorGroups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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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ON 格式

{
 "RequestId": "F02B299A-D374-4595-9F55-7534D604F132",
 "PageSize": 30,
 "PageNumber": 1,
 "Total": 2,
 "Resources": {
  "Resource": [
   {
    "GroupName": "testGroup124",
    "ContactGroups": {
     "ContactGroup": [
      {
       "Name": "CloudMonitor"
      }
     ]
    },
    "Type": "custom",
    "GmtCreate": 1603181891000,
    "GmtModified": 1603181891000,
    "GroupFounderTagKey": "1204",
    "GroupFounderTagValue": "001",
    "TemplateIds": {
     "TemplateId": [
      "92****"
     ]
    },
    "Tags": {
     "Tag": [
      {
       "Value": "tagKey1",
       "Key": "tagValue1"
      }
     ]
    },
    "GroupId": "7301****"
   },
   {
    "GroupName": "test123",
    "ContactGroups": {
     "ContactGroup": [
      {
       "Name": "CloudMonitor"
      }
     ]
    },
    "Type": "tag",
    "GmtCreate": 1603181891000,
    "DynamicTagRuleId": "6b882d9a-5117-42e2-9d0c-4749a0c6****",
    "GmtModified": 1603181891000,
    "GroupFounderTagKey": "GroupKey1",
    "GroupFounderTagValue": "GroupValue1",
    "TemplateIds": {
     "Template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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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mplateId": []
    },
    "Tags": {
     "Tag": []
    },
    "GroupId": 12345
   }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ResourceNotFound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未找到指定资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MonitorGroupInstances接口查询指定应用分组内包含的资源列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MonitorG
roupInstance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scribeMonitorGroupInstances。

GroupId Long 是 12345 应用分组ID。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记录条数。默认值：10。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页码。默认值：1。

2.7.14. DescribeMonitorGroupInstances2.7.14. DescribeMonitorGroupIn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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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String 否 ecs

产品名称或产品规格缩写，取值范围：

ecs（包括阿里云和非阿里云主机）

rds（云数据库RDS版）

ads（分析型数据库）

slb（负载均衡）

vpc（弹性IP）

apigateway（API网关）

cdn（域名加速）

cs（容器服务Swarm版）

dcdn（全站加速）

ddos（DDoS防护）

eip（弹性公网IP）

elasticsearch

emr（E-MapReduce）

ess（弹性伸缩）

hbase（云数据库 HBase 版）

iot_edge（IoT边缘计算）

k8s_pod（k8s pod）

kvstore_sharding（Redis集群版）

kvstore_splitrw（Redis读写分离版）

kvstore_standard（Redis标准版）

memcache（云数据库 Memcache）

mns（消息服务）

mongodb（MongoDB 副本实例）

mongodb_cluster（MongoDB集群版
本）

mongodb_sharding（MongoDB分片
集群）

mq_topic（消息服务TOPIC）

ocs（旧版云数据库Memcache）

opensearch（开放搜索）

oss（对象存储OSS）

polardb（云数据库PolarDB）

petadata（HybridDB for MySQL）

scdn（安全加速）

sharebandwidthpackages（共享带宽
包）

sls（日志服务）

vpn（VPN网关）

N的取值范围为1~200。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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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 String 否 s1 按照实例名称模糊查询。

InstanceIds String 否 i-x1234568 按照实例ID搜索。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97F2A410-9412-
499C-9AD1-
76EF7EC02DF2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是否成功。

PageNumber Integer 1 页码。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记录条数。

Code Integer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状态码为200表示成功。

Resources Array 应用分组资源的描述信息。

Resource

Category String ecs 产品名称缩写。

Id Long 12345 资源ID。

InstanceId String i-2ze3w55tr2r**** 实例ID，实例的唯一标识。

InstanceName String hostIP 实例名称。

RegionId String cn-hangzhou 实例对应的地域。

Total Integer 12 总记录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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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String success 错误信息。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MonitorGroupInstances
&GroupId=12345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PageNumber>1</PageNumber>
<PageSize>30</PageSize>
<RequestId>7670220A-0725-42EE-9252-8200C4F810D9</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Total>1</Total>
<Resources>
    <Resource>
        <Category>ECS</Category>
        <InstanceId>i-2ze3w55tr2rcpejp****</InstanceId>
        <RegionId>cn-beijing</RegionId>
        <InstanceName>dynamic_group_1</InstanceName>
    </Resource>
</Resources>

 JSON  格式

{
    "PageNumber": 1,
    "PageSize": 30,
    "RequestId": "7670220A-0725-42EE-9252-8200C4F810D9",
    "Success": true,
    "Code": 200,
    "Total": 1,
    "Resources": {
        "Resource": [
            {
                "Category": "ECS",
                "InstanceId": "i-2ze3w55tr2rcpejp****",
                "RegionId": "cn-beijing",
                "InstanceName": "dynamic_group_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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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GroupMonitoringAgentProcess接口获取组进程监控任务列表。

组进程监控用于为组内的所有ECS实例或满足条件的ECS实例同时添加一个进程监控并设置报警规则。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GroupMo
nitoringAgentPro
ces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GroupMonitoringAgentProcess
。

GroupId String 是 12345 应用分组ID。

ProcessName String 否 sshd 进程名称。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分页页码。默认值：1。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分页大小。默认值：10。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7985D471-3FA8-
4EE9-8F4B-
45C19DF3D36F

请求ID。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true表示成功，false表示失败。

2.7.15. DescribeGroupMonitoringAgentProcess2.7.15. DescribeGroupMonitoringAgent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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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es Array 进程任务列表。

Process

AlertConfig Array 报警规则配置信息。

AlertConfig

ComparisonOp
erator

String
GreaterThanOrEqual
ToThreshold

Crit ical级别阈值比较符。取值：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大于等
于。

GreaterThanThreshold：大于。

LessThanOrEqualToThreshold：小于等于。

LessThanThreshold：小于。

NotEqualToThreshold：不等。

Greater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上
涨。

Less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下降。

Greater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间
上涨。

Less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间下
降。

Greater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上涨。

Less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下降。

EffectiveInterva
l

String 00:00-23:59 报警规则的生效时间段。

EscalationsLeve
l

String warn

报警的级别。取值：

critical：故障。

warn：警告。

info：信息。

NoEffectiveInte
rval

String 00:00-23:59 报警规则不生效时间段。

SilenceTime String 86400

通道沉默周期。单位：秒。最短：3600秒（1小
时），默认值：86400秒（1天）。

说明 说明 当监控数据持续超过报警规则
阈值时，每个沉默周期内只发送一次报警通
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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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s String Average 报警统计方法。

Threshold String 5 报警阈值。

Times String 3

级别连续出现次数。

说明 说明 只有当级别连续出现设定的次
数且超过阈值时，才会触发报警。

Webhook String
http://www.aliyun.
com

报警发生时回调指定的URL地址，向URL发送
POST请求。

GroupId String 12345 应用分组的ID。

Id String
3F6150F9-45C7-
43F9-9578-
A58B2E72****

进程任务的ID。

MatchExpress Array

匹配条件。

说明 说明 只有符合匹配条件的应用分
组，实例才能被添加到对应的进程中。

MatchExpress

Function String all

匹配条件。取值：

all（默认值）：全部。

startWith：前缀。

endWith：后缀。

contains：包含。

notContains：不包含。

equals：相等。

说明 说明 对于满足条件的规则，实例会
添加对应的进程监控。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云监控 API参考··API参考（2019-01-01）

> 文档版本：20220527 99



Name String name

匹配条件的类型。

说明 说明 目前仅支持  name ，即实例
名称。

Value String portalHost 匹配实例名称。

MatchExpressFil
terRelation

String and

匹配实例的条件。取值：

all：全部。

and：与。

or：或。

ProcessName String sshd 进程名称。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is not
authorization.

错误信息。

PageNumber String 1 分页码。默认值：1。

PageSize String 10 每页显示记录条数。默认值：10。

Total String 28 总记录条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GroupMonitoringAgentProcess
&GroupId=12345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GroupMonitoringAgentProcess>
    <RequestId>7985D471-3FA8-4EE9-8F4B-45C19DF3D36F</RequestId>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Total>28</Total>
    <Processes>
       <Process>
          <ProcessName>sshd</ProcessName>
          <MatchExpressFilterRelation>and</MatchExpressFilte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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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ExpressFilterRelation>and</MatchExpressFilterRelation>
          <Id>3F6150F9-45C7-43F9-9578-A58B2E72****</Id>
          <GroupId>12345</GroupId>
       </Process>
       <Process>
          <AlertConfig>
             <AlertConfig>
                <Function>all</Function>
                <Value>portalHost</Value>
                <Name>name</Name>
             </AlertConfig>
             <AlertConfig>
                <NoEffectiveInterval>00:00-23:59</NoEffectiveInterval>
                <SilenceTime>86400</SilenceTime>
                <ComparisonOperator>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ComparisonOperator>
                <Times>3</Times>
                <Webhook>http://www.aliyun.com</Webhook>
                <EffectiveInterval>00:00-23:59</EffectiveInterval>
                <EscalationsLevel>warn</EscalationsLevel>
                <Statistics>Average</Statistics>
                <Threshold>5</Threshold>
             </AlertConfig>
          </AlertConfig>
          <MatchExpress>
             <MatchExpress>
                <Function>all</Function>
                <Value>portalHost</Value>
                <Name>name</Name>
             </MatchExpress>
             <MatchExpress>
                <NoEffectiveInterval>00:00-23:59</NoEffectiveInterval>
                <SilenceTime>86400</SilenceTime>
                <ComparisonOperator>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ComparisonOperator>
                <Times>3</Times>
                <Webhook>http://www.aliyun.com</Webhook>
                <EffectiveInterval>00:00-23:59</EffectiveInterval>
                <EscalationsLevel>warn</EscalationsLevel>
                <Statistics>Average</Statistics>
                <Threshold>5</Threshold>
             </MatchExpress>
          </MatchExpress>
       </Process>
    </Processes>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GroupMonitoringAgentPro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7985D471-3FA8-4EE9-8F4B-45C19DF3D36F",
    "PageSize":"10",
    "PageNumber":"1",
    "Total":"28",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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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cesses":{
        "Process":[
            {
                "ProcessName":"sshd",
                "MatchExpressFilterRelation":"and",
                "Id":"3F6150F9-45C7-43F9-9578-A58B2E72****",
                "GroupId":"12345"
            },
            {
                "AlertConfig":{
                    "AlertConfig":[
                        {
                            "Function":"all",
                            "Value":"portalHost",
                            "Name":"name"
                        },
                        {
                            "NoEffectiveInterval":"00:00-23:59",
                            "SilenceTime":"86400",
                            "ComparisonOperator":"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
                            "Times":"3",
                            "Webhook":"http://www.aliyun.com",
                            "EffectiveInterval":"00:00-23:59",
                            "EscalationsLevel":"warn",
                            "Statistics":"Average",
                            "Threshold":"5"
                        }]
                },
                "MatchExpress":{
                    "MatchExpress":[
                        {
                            "Function":"all",
                            "Value":"portalHost",
                            "Name":"name"
                        },
                        {
                            "NoEffectiveInterval":"00:00-23:59",
                            "SilenceTime":"86400",
                            "ComparisonOperator":"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
                            "Times":"3",
                            "Webhook":"http://www.aliyun.com",
                            "EffectiveInterval":"00:00-23:59",
                            "EscalationsLevel":"warn",
                            "Statistics":"Average",
                            "Threshold":"5"
                        }]
                }
            }]
    },
    "Code":"200",
    "Success":"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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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MonitorGroupNotifyPolicyList接口查询应用分组的报警通知暂停策略列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MonitorG
roupNotifyPolicyL
ist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MonitorGroupNotifyPolicyList。

PolicyType String 是 PauseNotify 暂停通知类型。目前仅支持PauseNotify。

RegionId String 是 华东1（杭州）

目前仅支持3个地域。取值：

华东1（杭州）

新加坡

日本（东京）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页码。默认值：1。

PageSize Integer 否 100 每页记录条数。默认值：10。

GroupId String 否 123**** 应用分组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is not
authorization.

错误信息。

2.7.16. DescribeMonitorGroupNotifyPolicyList2.7.16. DescribeMonitorGroupNotifyPolicy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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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fyPolicyList
Array of
NotifyPolicy

暂停通知列表。

NotifyPolicy

EndTime Long 1551761781273
结束时间。格式为Unix时间戳，即从1970年1月1
日开始所经过的毫秒数。

GroupId String 123**** 应用分组ID。

Id String 123**** 暂停通知ID。

StartT ime Long 1551761781273
开始时间。格式为Unix时间戳，即从1970年1月1
日开始所经过的毫秒数。

Type String PauseNotify 禁用类型。默认值：PauseNotify。

RequestId String
6072F026-C441-
41A6-B114-
35A1E8F8FDD3

请求ID。

Success String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Total Integer 11 总记录条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MonitorGroupNotifyPolicyList
&PolicyType=PauseNotify
&RegionId=华东1（杭州）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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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MonitorGroupNotifyPolicyListResponse>
    <NotifyPolicyList>
            <NotifyPolicy>
                  <Type>PauseNotify</Type>
                  <EndTime>1551763581273</EndTime>
                  <Id>123****</Id>
                  <StartTime>1551761781273</StartTime>
                  <GroupId>123****</GroupId>
            </NotifyPolicy>
      </NotifyPolicyList>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Total>1</Total>
</DescribeMonitorGroupNotifyPolicyListResponse>

 JSON  格式

{
    "NotifyPolicyList": {
    "NotifyPolicy": [
      {
        "Type": "PauseNotify",
        "EndTime": 1551763581273,
        "Id": "123****",
        "StartTime": 1551761781273,
        "GroupId": "123****"
      }
    ]
  },
  "Success": true,
  "Code": "200",
  "Total": 1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leteMonitorGroupNotifyPolicy接口删除暂停指定应用分组报警通知策略。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2.7.17. DeleteMonitorGroupNotifyPolicy2.7.17. DeleteMonitorGroupNotify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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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String 是
DeleteMonitorGro
upNotifyPolicy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leteMonitorGroupNotifyPolicy。

PolicyType String 是 PauseNotify 暂停通知类型。目前仅支持PauseNotify。

RegionId String 是 华东1（杭州）

目前仅支持3个地域。取值：

华东1（杭州）

新加坡

日本（东京）

GroupId String 否 123456 应用分组ID。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is not
authorization.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B7AF834D-D38B-
4A46-920B-
FE974EB7E135

请求ID。

Result Integer 1 影响行数。

Success String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MonitorGroupNotifyPolicy
&PolicyType=PauseNotify
&RegionId=华东1（杭州）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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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leteMonitorGroupNotifyPolicyResponse>
      <Result>1</Result>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DeleteMonitorGroupNotifyPolicyResponse>

 JSON  格式

{
 "Result":1,
 "RequestId":"5D0D3910-5B01-4868-A2F2-A5DEA7F5150E",
 "Success":true,
 "Code":20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leteMonitorGroupInstances接口删除应用分组内的资源实例。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MonitorGro
upInstance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leteMonitorGroupInstances。

2.7.18. DeleteMonitorGroupInstances2.7.18. DeleteMonitorGroupIn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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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String 是 ecs

资源实例所属的云产品名称缩写，如下：

ECS（包括阿里云和非阿里云主机）

RDS（云数据库RDS版）

ADS（分析型数据库）

SLB（负载均衡）

VPC（专有网络）

APIGATEWAY（API网关）

CDN（内容分发网络）

CS（容器服务Swarm版）

DCDN（全站加速）

DDoS（DDoS防护）

EIP（弹性公网IP）

ELASTICSEARCH（阿里云
Elasticsearch）

EMR（E-MapReduce）

ESS（弹性伸缩）

HBASE（云数据库 HBase）

IOT_EDGE（IoT边缘计算）

K8S_POD（k8s pod）

KVSTORE_SHARDING（Redis集群版）

KVSTORE_SPLITRW（Redis读写分离
版）

KVSTORE_STANDARD（Redis标准版）

MEMCACHE（云数据库 Memcache）

MNS（消息服务）

MONGODB（MongoDB副本实例）

MONGODB_CLUSTER（MongoDB集群
版本）

MONGODB_SHARDING（MongoDB分片
集群）

MQ_TOPIC（消息服务TOPIC）

OCS（旧版云数据库Memcache）

OPENSEARCH（开放搜索）

OSS（对象存储OSS）

POLARDB（云数据库 PolarDB）

PETADATA（HybridDB for MySQL）

SCDN（安全加速）

SHAREBANDWIDTHPACKAGES（共享带
宽包）

SLS（日志服务）

VPN（VPN网关）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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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Id Long 是 123456 应用分组ID。

InstanceIdList String 是

i-
a2d5q7pm3f912*
***,i-
a2d5q7pm3f222*
***

需要删除的实例，多个实例之间用英文逗
号分隔开。一次最多能够删除20个。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Integer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success 返回信息。

RequestId String
5351B0F2-26A9-
4BC9-87FF-
1B74034D12C3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true表示成功，false表示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MonitorGroupInstances
&Category=ecs
&GroupId=123456
&InstanceIdList=i-a2d5q7pm3f912****,i-a2d5q7pm3f222****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leteMonitorGroupInstancesResponse>
      <RequestId>C5C6924C-237E-40B2-9510-41BF8F671102</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DeleteMonitorGroupInstances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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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C5C6924C-237E-40B2-9510-41BF8F671102",
  "Success": true,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leteMonitorGroupDynamicRule接口删除指定应用分组的动态规则。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MonitorGro
upDynamicRule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leteMonitorGroupDynamicRule。

Category String 是 ecs
动态规则对应的云产品类型，取值：ecs、
rds、slb。

GroupId Long 是 123456 应用分组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Integer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success 返回信息。

RequestId String
56B4516A-EB44-
4C66-8854-
0393B35F636B

请求ID。

2.7.19. DeleteMonitorGroupDynamicRule2.7.19. DeleteMonitorGroupDynamic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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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true表示成功，false表示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MonitorGroupDynamicRule
&Category=ecs
&GroupId=123456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leteMonitorGroupDynamicRuleResponse>
      <RequestId>56B4516A-EB44-4C66-8854-0393B35F636B</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DeleteMonitorGroupDynamicRul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56B4516A-EB44-4C66-8854-0393B35F636B",
  "Success": true,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leteMonitorGroup接口删除指定的应用分组。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2.7.20. DeleteMonitorGroup2.7.20. DeleteMonitorGroup

云监控 API参考··API参考（2019-01-01）

> 文档版本：20220527 111

https://error-center.aliyun.com/status/product/Cms
https://api.aliyun.com/#product=Cms&api=DeleteMonitorGroup&type=RPC&version=2019-01-01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MonitorGro
up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leteMonitorGroup。

GroupId Long 是 123456 应用分组ID。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CA35B3AE-4FFD-
4A33-AE67-
67EF68711EFA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true表示成功，false表示失败。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is not
authorization.

返回信息。

Code Integer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Group Struct 被删除应用分组列表。

ContactGroups Array 报警联系组。

ContactGroup

Name String ECS_Group 报警联系组名称。

GroupName String ECS_test 应用分组名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MonitorGroup
&GroupId=123456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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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ML  格式

<DeleteMonitorGroup>
    <Group>
       <GroupName>ECS_test</GroupName>
       <ContactGroups>
          <ContactGroup>
             <Name>ECS_Group</Name>
          </ContactGroup>
       </ContactGroups>
    </Group>
    <RequestId>EFB8C3EC-3460-4EC9-8603-A9FE9D0A6C2C</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leteMonitorGroup>

 JSON  格式

{
 "Group": {
  "GroupName": "ECS_test",
  "ContactGroups": {
   "ContactGroup": [
    {
     "Name": "ECS_Group"
    }
   ]
  }
 },
 "RequestId": "EFB8C3EC-3460-4EC9-8603-A9FE9D0A6C2C",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leteGroupMonitoringAgentProcess接口删除组进程监控任务。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2.7.21. DeleteGroupMonitoringAgentProcess2.7.21. DeleteGroupMonitoringAgent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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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String 是
DeleteGroupMoni
toringAgentProce
s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leteGroupMonitoringAgentProcess。

GroupId String 是 123456 应用分组ID。

Id String 是
48F83746-C817-
478C-9B06-
7158F56B****

组进程ID。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3F6150F9-45C7-
43F9-9578-
A58B2E726C90

请求ID。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is not
authorization.

错误信息。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GroupMonitoringAgentProcess
&GroupId=123456
&Id=48F83746-C817-478C-9B06-7158F56B****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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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GroupMonitoringAgentProcessResponse>
    <RequestId>7985D471-3FA8-4EE9-8F4B-45C19DF3D36F</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DeleteGroupMonitoringAgentProces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7985D471-3FA8-4EE9-8F4B-45C19DF3D36F",
 "Success": true,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CreateGroupMetricRules接口批量为指定应用分组创建报警规则。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为应用分组  123456 中的云服务器ECS的监控项  cpu_total 创建一条报警规则，
其中报警规则ID为  456789 ，报警规则名称为  ECS_Rule1 ，报警级别为  Critical ，报警统计方法
为  Average ，报警阈值比较符为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 ，报警阈值为  90 ，报警重试次数
为  3 。返回结果显示，报警规则  ECS_Rule1 创建成功。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GroupMetri
cRule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CreateGroupMetricRules。

GroupId Long 是 123456

应用分组ID。

关于如何获取应用分组ID，请参
见DescribeMonitorGroups。

云产品名称。N的取值范围：1~200。取
值：

PolarDB：云数据库PolarDB。

NewBGPDDoS：新BGP高防IP。

IoTDevice：物联网平台。

2.7.22. CreateGroupMetricRules2.7.22. CreateGroupMetric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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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DS：云原生分布式数据库PolarDB-
X。

VS：视频监控。

AMQP：消息队列AMQP。

ADS：分析型数据库。

APIGateway：API网关。

InternetSharedBandwidth：共享带
宽。

CDN：内容分发网络。

CEN：云企业网。

DCDN：全站加速。

DDoS：DDoS高防IP。

ECS：云服务器ECS。

DirectMail：邮件推送。

Elasticsearch：阿里云Elasticsearch。

EMR：E-MapReduce。

ESS：弹性伸缩。

FunctionCompute：函数计算。

RealtimeCompute：流计算。

GlobalAcceleration：全球加速。

Hbase：云数据库Hbase。

TSDB：时序数据库。

IPv6trans：IPv6转换服务。

Kafka：消息队列Kafka。

Kubernetes：容器服务Kubernetes
版。

KVstore：云数据库Redis版。

MNS：消息服务MNS。

MongoDB：云数据库MongoDB版。

MQ：消息队列MQ。

NAT：NAT网关。

OpenAd：营销引擎。

OpenSearch：开放搜索。

OSS：对象存储OSS。

PCDN：安全加速。

petadata：HybridDB for MySQL。

RDS：云数据库RDS版。

SCDN：安全加速。

SLB：负载均衡。

SLS：日志服务。

VideoLive：视频直播。

VOD：视频点播。

EIP：弹性公网IP。

VPN：VPN网关。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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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MetricRules.
N.Category

String 是 ECS

AIRec：智能推荐。

GPDB：分析型数据库PostgreSQL版。

DBS：数据库备份DBS。

SAG：智能接入网关。

Memcache：云数据库Memcache版。

IOT_EDGE：IoT-边缘计算。

OCS：云数据库Memcache（旧版）。

VPC：高速通道。

EHPC：弹性高性能计算E-HPC。

MPS：媒体处理。

ENS：边缘节点服务ENS。

MaxCompute_Prepay：
MaxCompute。

IoT_Kubernetes：边缘应用托管。

CMS：云监控。

batchcomputenew：批量计算。

HBaseUE：HBase增强版。

UIS：极致互联网服务。

nls：智能语音交互。

ots：表格存储。

NAS：文件存储NAS。

ECI：弹性容器实例ECI。

OpenAPI：阿里云OpenAPI。

pvtzpost：云解析PrivateZone。

blinkonk8s：实时计算云原生。

FunctionFlow：函数工作流。

SMC：服务器迁移中心。

ddosbgp：DDoS原生防护。

baas：区块链服务。

privatelink：私网连接。

cds：云数据库Cassandra版。

DDH：专有宿主机。

RocketMQ：消息队列RocketMQ。

ECC：高速上云服务。

hbaseserverless：HBase Serverless
版。

mns_tmp：消息服务。

hdr：混合云容灾。

hbr：混合云备份服务。

ADB：分析型数据库MySQL版3.0。

tag：标签。

GDB：图数据库。

WAF：Web应用防火墙。

hcs_sgw：云存储网关。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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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gateway：IPv6网关。

RDS_SAR：云数据库专属主机组。

learn：机器学习。

ROS：资源编排。

OOS：运维编排。

bds：HBase数据同步服务。

cfw：云防火墙。

ddosDip：DDoS高防（国际）。

datahub：数据总线。

hologres：交互式分析。

ExpressConnect：高速通道的专线连
接。

dbfs：数据库文件系统。

clickhouse：云数据库Clickhouse。

k8s：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

DTS：数据传输。

AnycastEIP：Anycast弹性公网IP。

Lindorm：云原生多模数据库
Lindorm。

config：配置审计。

spark：Databricks数据洞察。

serverless：Serverless应用引擎。

alb：应用型负载均衡。

oceanbase：OceanBase分布式数据
库。

KMS：密钥管理服务。

lvwang：内容安全。

LinkVisual：视频边缘智能服务。

tair：云数据库Redis企业版。

dlf：数据湖构建。

networkmonitor：站点监控。

pnc：物理网络变更。

AIS：阿里云基础设施。

cloudgame：云游戏平台。

RTC：音视频通信RTC。

cloudbox：云盒。

actiontrail：操作审计。

cc：云连接器。

disk：块存储。

easygene：基因分析平台。

cloudphone：弹性云手机。

BMS：裸机管理服务。

swas：轻量应用服务器。

AvailabilityMonitoring：云监控下的可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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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监控。

GroupMetricRules.
N.MetricName

String 是 cpu_total

监控项名称。N的取值范围：1~200。

关于如何获取监控项名称，请参
见DescribeMetricMetaList或云产品监控
项。

GroupMetricRules.
N.Namespace

String 是
acs_ecs_dashboa
rd

云产品的命名空间。N的取值范围：
1~200。

关于如何获取云产品的命名空间，请参
见DescribeMetricMetaList或云产品监控
项。

GroupMetricRules.
N.RuleId

String 是 456789 报警规则ID。N的取值范围：1~200。

GroupMetricRules.
N.RuleName

String 是 ECS_Rule1 报警规则名称。N的取值范围：1~200。

GroupMetricRules.
N.Escalations.Info
.Threshold

String 否 90
Info级别报警阈值。N的取值范围：
1~200。

GroupMetricRules.
N.Escalations.War
n.Threshold

String 否 90
Warn级别报警阈值。N的取值范围：
1~200。

GroupMetricRules.
N.EffectiveInterva
l

String 否 05:31-23:59
报警规则的生效时间范围。N的取值范围：
1~200。

GroupMetricRules.
N.NoEffectiveInte
rval

String 否 00:00-05:30
报警规则的失效时间范围。N的取值范围：
1~200。

GroupMetricRules.
N.Escalations.Crit i
cal.T imes

Integer 否 3
Crit ical级别报警重试次数。N的取值范
围：1~200。

GroupMetricRules.
N.Dimensions

String 否
[{"instanceId":"i-
m5e1qg6uo38rzt
r4****"}]

报警规则的维度。N的取值范围：1~200。

格式：key-value键值对形式的集合，例
如：  userId:120886317861**** 、
 instanceId:i-
m5e1qg6uo38rztr4**** 。

GroupMetricRules.
N.Escalations.Crit i
cal.Threshold

String 否 90
Crit ical级别报警阈值。N的取值范围：
1~200。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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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MetricRules.
N.Escalations.Crit i
cal.Statistics

String 否 Average

Crit ical级别报警统计方法。多个统计方法
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N的取值范
围：1~200。取值：

Average：平均值。

Minimum：最小值。

Maximum：最大值。

GroupMetricRules.
N.Escalations.War
n.ComparisonOpe
rator

String 否
GreaterThanOrEq
ualToThreshold

Warn级别阈值比较符。N的取值范围：
1~200。取值：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大
于等于。

GreaterThanThreshold：大于。

LessThanOrEqualToThreshold：小于
等于。

LessThanThreshold：小于。

NotEqualToThreshold：不等于。

Greater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
间上涨。

Less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下
降。

Greater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
时间上涨。

Less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
间下降。

Greater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
上涨。

Less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下
降。

GroupMetricRules.
N.Escalations.Info
.T imes

Integer 否 3
Info级别报警重试次数。N的取值范围：
1~200。

GroupMetricRules.
N.SilenceTime

Integer 否 86400

报警通知的沉默周期。N的取值范围：
1~200。

单位：秒。默认值：86400。最小值：
3600。

GroupMetricRules.
N.Webhook

String 否
https://www.aliy
un.com

报警发生回调时的URL地址。N的取值范
围：1~200。

填写公网可访问的URL地址，云监控会将报
警信息通过POST请求推送到该地址，目前
仅支持HTTP协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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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MetricRules.
N.EmailSubject

String 否 ECS实例 报警邮件主题。N的取值范围：1~200。

GroupMetricRules.
N.Period

String 否 60

监控数据的上报周期。N的取值范围：
1~200。

 Period 的取值为60或60的整数倍。单
位：秒。默认值：300。

GroupMetricRules.
N.Escalations.Info
.Statistics

String 否 Average

Info级别报警统计方法。多个统计方法之
间用半角逗号（,）分隔。N的取值范围：
1~200。取值：

Average：平均值。

Minimum：最小值。

Maximum：最大值。

GroupMetricRules.
N.Escalations.War
n.T imes

Integer 否 3
Warn级别报警重试次数。N的取值范围：
1~200。

GroupMetricRules.
N.Escalations.Info
.ComparisonOper
ator

String 否
GreaterThanOrEq
ualToThreshold

Info级别阈值比较符。N的取值范围：
1~200。取值：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大
于等于。

GreaterThanThreshold：大于。

LessThanOrEqualToThreshold：小于
等于。

LessThanThreshold：小于。

NotEqualToThreshold：不等于。

Greater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
间上涨。

Less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下
降。

Greater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
时间上涨。

Less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
间下降。

Greater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
上涨。

Less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下
降。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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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MetricRules.
N.Interval

String 否 60

报警规则的探测周期。N的取值范围：
1~200。

单位：秒。秒默认为监控项的最小频率。

说明 说明 建议报警规则的探测周期
和数据上报周期保持一致。如果报警
规则的探测周期小于数据上报周期，
会因为数据不足而不能触发报警。

GroupMetricRules.
N.Escalations.Crit i
cal.ComparisonO
perator

String 否
GreaterThanOrEq
ualToThreshold

Crit ical级别阈值比较符。N的取值范围：
1~200。取值：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大
于等于。

GreaterThanThreshold：大于。

LessThanOrEqualToThreshold：小于
等于。

LessThanThreshold：小于。

NotEqualToThreshold：不等于。

Greater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
间上涨。

Less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下
降。

Greater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
时间上涨。

Less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
间下降。

Greater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
上涨。

Less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下
降。

GroupMetricRules.
N.Escalations.War
n.Statistics

String 否 Average

Warn级别报警统计方法。多个统计方法之
间用半角逗号（,）分隔。N的取值范围：
1~200。取值：

Average：平均值。

Minimum：最小值。

Maximum：最大值。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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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MetricRules.
N.NoDataPolicy

String 否
KEEP_LAST_STAT
E

无监控数据时报警的处理方式。N的取值范
围：1~200。取值：

KEEP_LAST_STATE（默认值）：不做任
何处理。

INSUFFICIENT_DATA：报警内容为无数
据。

OK：正常。

GroupMetricRules.
N.ContactGroups

String 否 ECS_Group

报警联系人组。N的取值范围：1~200。

关于如何获取报警联系人组，请参
见DescribeContactGroupList。

GroupMetricRules.
N.Labels.N.Key

String 否 key1

报警规则的标签键。报警通知中会包含标
签。

N的取值范围：1~200。

GroupMetricRules.
N.Labels.N.Value

String 否 value1

报警规则的标签值。报警通知中会包含标
签。

N的取值范围：1~200。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Integer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is not
authorization.

报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461CF2CD-2FC3-
4B26-8645-
7BD27E7D0F1D

请求ID。

Resources
Array of
AlertResult

报警规则列表。

Alert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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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Integer 200

新创建报警规则的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Metric not found. 新创建报警规则的错误信息。

RuleId String 456789 新创建报警规则的ID。

RuleName String ECS_Rule1 新创建报警规则的名称。

Success Boolean true

新创建报警规则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GroupMetricRules
&GroupId=123456
&GroupMetricRules.1.Category=ECS
&GroupMetricRules.1.MetricName=cpu_total
&GroupMetricRules.1.Namespace=acs_ecs_dashboard
&GroupMetricRules.1.RuleId=456789
&GroupMetricRules.1.RuleName=ECS_Rule1
&GroupMetricRules.1.Escalations.Critical.Statistics=Average
&GroupMetricRules.1.Escalations.Critical.ComparisonOperator=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
&GroupMetricRules.1.Escalations.Critical.Threshold=90
&GroupMetricRules.1.Escalations.Critical.Times=3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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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GroupMetricRulesResponse>
   <RequestId>CED22B00-CFD8-5BDF-A645-CAF7B81FAE45</RequestId>
   <Resources>
      <AlertResult>
         <RuleId>456789</Rule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RuleName>ECS_Rule1</RuleName>
      </AlertResult>
   </Resources>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CreateGroupMetricRule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CED22B00-CFD8-5BDF-A645-CAF7B81FAE45",
    "Resources": {
        "AlertResult": [
            {
                "RuleId": "456789",
                "Code": 200,
                "Success": true,
                "RuleName": "ECS_Rule1"
            }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PutGroupMetricRule接口创建或修改指定应用分组中的报警规则。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为应用分组  17285**** 中的云服务器ECS的监控项  cpu_total 创建一条报警规
则，其中报警规则的ID为  123456 ，报警规则名称为  Rule_test ，报警级别为  Critical ，报警统计方
法为  Average ，报警阈值比较符为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 ，报警阈值为  90 ，报警重试次
数为  3 。返回结果显示，创建报警规则成功，报警规则ID为  123456 。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2.7.23. PutGroupMetricRule2.7.23. PutGroupMetric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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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PutGroupMetricRu
le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Put GroupMet ricRulePut GroupMet ricRule。

GroupId String 是 17285****

应用分组ID。

关于如何获取应用分组ID，请参
见DescribeMonitorGroups。

RuleId String 是 123456

报警规则ID。

当您为该应用分组创建报警规则时，直
接输入报警规则ID。

当您修改该应用分组中的指定报警规则
时，需要获取报警规则ID。关于如何获
取报警规则ID，请参
见DescribeMetricRuleList。

云产品名称。取值：

PolarDB：云数据库PolarDB。

NewBGPDDoS：新BGP高防IP。

IoTDevice：物联网平台。

DRDS：云原生分布式数据库PolarDB-
X。

VS：视频监控。

AMQP：消息队列AMQP。

ADS：分析型数据库。

APIGateway：API网关。

InternetSharedBandwidth：共享带
宽。

CDN：内容分发网络。

CEN：云企业网。

DCDN：全站加速。

DDoS：DDoS高防IP。

ECS：云服务器ECS。

DirectMail：邮件推送。

Elasticsearch：阿里云Elasticsearch。

EMR：E-MapReduce。

ESS：弹性伸缩。

FunctionCompute：函数计算。

RealtimeCompute：流计算。

GlobalAcceleration：全球加速。

Hbase：云数据库Hbase。

TSDB：时序数据库。

IPv6trans：IPv6转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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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String 是 ECS

Kafka：消息队列Kafka。

Kubernetes：容器服务Kubernetes
版。

KVstore：云数据库Redis版。

MNS：消息服务MNS。

MongoDB：云数据库MongoDB版。

MQ：消息队列MQ。

NAT：NAT网关。

OpenAd：营销引擎。

OpenSearch：开放搜索。

OSS：对象存储OSS。

PCDN：安全加速。

petadata：HybridDB for MySQL。

RDS：云数据库RDS版。

SCDN：安全加速。

SLB：负载均衡。

SLS：日志服务。

VideoLive：视频直播。

VOD：视频点播。

EIP：弹性公网IP。

VPN：VPN网关。

AIRec：智能推荐。

GPDB：分析型数据库PostgreSQL版。

DBS：数据库备份DBS。

SAG：智能接入网关。

Memcache：云数据库Memcache版。

IOT_EDGE：IoT-边缘计算。

OCS：云数据库Memcache（旧版）。

VPC：高速通道。

EHPC：弹性高性能计算E-HPC。

MPS：媒体处理。

ENS：边缘节点服务ENS。

MaxCompute_Prepay：
MaxCompute。

IoT_Kubernetes：边缘应用托管。

CMS：云监控。

batchcomputenew：批量计算。

HBaseUE：HBase增强版。

UIS：极致互联网服务。

nls：智能语音交互。

ots：表格存储。

NAS：文件存储NAS。

ECI：弹性容器实例ECI。

OpenAPI：阿里云OpenAPI。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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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tzpost：云解析PrivateZone。

blinkonk8s：实时计算云原生。

FunctionFlow：函数工作流。

SMC：服务器迁移中心。

ddosbgp：DDoS原生防护。

baas：区块链服务。

privatelink：私网连接。

cds：云数据库Cassandra版。

DDH：专有宿主机。

RocketMQ：消息队列RocketMQ。

ECC：高速上云服务。

hbaseserverless：HBase Serverless
版。

mns_tmp：消息服务。

hdr：混合云容灾。

hbr：混合云备份服务。

ADB：分析型数据库MySQL版3.0。

tag：标签。

GDB：图数据库。

WAF：Web应用防火墙。

hcs_sgw：云存储网关。

ipv6gateway：IPv6网关。

RDS_SAR：云数据库专属主机组。

learn：机器学习。

ROS：资源编排。

OOS：运维编排。

bds：HBase数据同步服务。

cfw：云防火墙。

ddosDip：DDoS高防（国际）。

datahub：数据总线。

hologres：交互式分析。

ExpressConnect：高速通道的专线连
接。

dbfs：数据库文件系统。

clickhouse：云数据库Clickhouse。

k8s：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

DTS：数据传输。

AnycastEIP：Anycast弹性公网IP。

Lindorm：云原生多模数据库
Lindorm。

config：配置审计。

spark：Databricks数据洞察。

serverless：Serverless应用引擎。

alb：应用型负载均衡。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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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anbase：OceanBase分布式数据
库。

KMS：密钥管理服务。

lvwang：内容安全。

LinkVisual：视频边缘智能服务。

tair：云数据库Redis企业版。

dlf：数据湖构建。

networkmonitor：站点监控。

pnc：物理网络变更。

AIS：阿里云基础设施。

cloudgame：云游戏平台。

RTC：音视频通信RTC。

cloudbox：云盒。

actiontrail：操作审计。

cc：云连接器。

disk：块存储。

easygene：基因分析平台。

cloudphone：弹性云手机。

BMS：裸机管理服务。

swas：轻量应用服务器。

AvailabilityMonitoring：云监控下的可
用性监控。

RuleName String 是 Rule_01

报警规则名称。

当您为该应用分组创建报警规则时，直
接输入报警规则名称。

当您修改该应用分组中的指定报警规则
时，需要获取报警规则名称。关于如何
获取报警规则名称，请参
见DescribeMetricRuleList。

Namespace String 是
acs_ecs_dashboa
rd

云产品的命名空间。

关于如何获取云产品的命名空间，请参
见DescribeMetricMetaList或云产品监控
项。

MetricName String 是 cpu_total

监控项名称。

关于如何获取监控项名称，请参
见DescribeMetricMetaList或云产品监控
项。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云监控 API参考··API参考（2019-01-01）

> 文档版本：20220527 129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72502202/task18341805/~~114941~~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72502202/task18341805/~~98846~~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72502202/task18341805/~~163515~~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72502202/task18341805/~~98846~~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72502202/task18341805/~~163515~~


Dimensions String 否
[{"instanceId":"i-
m5e1qg6uo38rzt
r4****"}]

应用分组中报警规则的第一级维度。

格式：key-value键值对形式的集合，例
如：  userId:120886317861**** 、
 instanceId:i-
m5e1qg6uo38rztr4**** 。

ExtraDimensionJs
on

String 否
{"/dev/xvda":"d-
m5e6yphgzn3apr
wu****"}

应用分组中报警规则的第二级或第三级维
度。

格式：key-value键值对形式的集合，例
如：  port:80 、  /dev/xvda:d-
m5e6yphgzn3aprwu**** 。

当报警规则的第一级维度
为  instanceId:i-
m5e1qg6uo38rztr4**** 时，其第二级
维度为该实例中的云盘  /dev/xvda:d-
m5e6yphgzn3aprwu**** 。

EffectiveInterval String 否 05:31-23:59 报警规则的生效时间范围。

NoEffectiveInterv
al

String 否 00:00-05:30 报警规则的失效时间范围。

SilenceTime Integer 否 86400
通道沉默周期。

单位：秒。默认值：86400。

Period String 否 60

监控数据的上报周期。

 Period 的取值为60或60的整数倍。单
位：秒。默认值：300。

Interval String 否 60

报警规则的探测周期。单位：秒。

说明 说明 建议报警规则的探测周期
和数据上报周期保持一致。如果报警
规则的探测周期小于数据上报周期，
会因为数据不足而不能触发报警。

Webhook String 否
https://www.aliy
un.com

报警发生回调时的URL地址。

填写公网可访问的URL地址，云监控会将报
警信息通过POST请求推送到该地址，目前
仅支持HTTP协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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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Subject String 否 ECS实例 报警邮件主题。

ContactGroups String 否 ECS_Group 报警联系组。

Escalations.Crit ica
l.Statistics

String 否 Average

Crit ical级别报警统计方法。多个统计方法
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取值：

Average：平均值。

Minimum：最小值。

Maximum：最大值。

Escalations.Crit ica
l.ComparisonOper
ator

String 否
GreaterThanOrEq
ualToThreshold

Crit ical级别阈值比较符。取值：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大
于等于。

GreaterThanThreshold：大于。

LessThanOrEqualToThreshold：小于
等于。

LessThanThreshold：小于。

NotEqualToThreshold：不等于。

Greater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
间上涨。

Less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下
降。

Greater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
时间上涨。

Less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
间下降。

Greater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
上涨。

Less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下
降。

Escalations.Crit ica
l.Threshold

String 否 90 Crit ical级别报警阈值。

Escalations.Crit ica
l.T imes

Integer 否 3 Crit ical级别报警重试次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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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alations.Warn.
Statistics

String 否 Average

Warn级别报警统计方法。多个统计方法之
间用半角逗号（,）分隔。取值：

Average：平均值。

Minimum：最小值。

Maximum：最大值。

Escalations.Warn.
ComparisonOpera
tor

String 否
GreaterThanOrEq
ualToThreshold

Warn级别阈值比较符。取值：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大
于等于。

GreaterThanThreshold：大于。

LessThanOrEqualToThreshold：小于
等于。

LessThanThreshold：小于。

NotEqualToThreshold：不等于。

Greater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
间上涨。

Less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下
降。

Greater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
时间上涨。

Less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
间下降。

Greater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
上涨。

Less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下
降。

Escalations.Warn.
Threshold

String 否 90 Warn级别报警阈值。

Escalations.Warn.
T imes

Integer 否 3 Warn级别报警重试次数。

Escalations.Info.S
tatistics

String 否 Average

Info级别报警统计方法。多个统计方法之
间用半角逗号（,）分隔。取值：

Average：平均值。

Minimum：最小值。

Maximum：最大值。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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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alations.Info.C
omparisonOperat
or

String 否
GreaterThanOrEq
ualToThreshold

Info级别阈值比较符。取值：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大
于等于。

GreaterThanThreshold：大于。

LessThanOrEqualToThreshold：小于
等于。

LessThanThreshold：小于。

NotEqualToThreshold：不等于。

Greater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
间上涨。

Less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下
降。

Greater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
时间上涨。

Less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
间下降。

Greater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
上涨。

Less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下
降。

Escalations.Info.T
hreshold

String 否 90 Info级别报警阈值。

Escalations.Info.T
imes

Integer 否 3 Info级别报警重试次数。

NoDataPolicy String 否
KEEP_LAST_STAT
E

无监控数据时报警的处理方式。取值：

KEEP_LAST_STATE（默认值）：不做任
何处理。

INSUFFICIENT_DATA：报警内容为无数
据。

OK：正常。

Labels.N.Key String 否 key1 报警规则的标签键。

Labels.N.Value String 否 value1 报警规则的标签值。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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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is not
authorization.

报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461CF2CD-2FC3-
4B26-8645-
7BD27E7D0F1D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Result Object 创建或修改报警规则的结果。

RuleId String 123456 报警规则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PutGroupMetricRule
&Category=ECS
&GroupId=17285****
&MetricName=cpu_total
&Namespace=acs_ecs_dashboard
&RuleId=123456
&RuleName=`Rule_test
&Escalations.Critical.Statistics=Average
&Escalations.Critical.ComparisonOperator=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
&Escalations.Critical.Threshold=90
&Escalations.Critical.Times=3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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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PutGroupMetricRuleResponse>
 <Message></Message>
 <RequestId>461CF2CD-2FC3-4B26-8645-7BD27E7D0F1D</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Result>
  <RuleId>123456</RuleId>
 </Result>
</PutGroupMetricRule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Message" : "",
  "RequestId" : "461CF2CD-2FC3-4B26-8645-7BD27E7D0F1D",
  "Code" : 200,
  "Success" : true,
  "Result" : {
    "RuleId" : "123456"
  }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AddTags接口为指定应用分组绑定标签。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为应用分组  7301**** 绑定一个标签，其中标签键为  key1 ，标签值
为  value1 。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AddTag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AddT agsAddT ags 。

2.7.24. AddTags2.7.24. AddT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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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Ids.N
RepeatLi
st

是 7301****

应用分组ID。

N的取值范围：1~20。

关于如何获取应用分组ID，请参
见DescribeMonitorGroups。

Tag.N.Key String 是 key1

标签键。

N的取值范围：1~3。Key的取值范围：
1~64个字符。

您可以输入新标签键，也可以使用云监控
已存在的标签键。关于如何获取标签键，
请参见DescribeTagKeyList。

说明说明

Key不能以  aliyun 和  a
cs: 开头，不能包含  http
:// 或  https:// ，且
支持的特殊字符仅包括：  _
.- 。

标签键（  Tag.N.Key ）
和标签值（  Tag.N.Value
 ）必须同时设置。

Tag.N.Value String 是 value1

标签值。

N的取值范围：1~3。Value的取值范围：
1~64个字符。

您可以输入新标签值，也可以使用云监控
已存在的标签值。关于如何获取标签值，
请参见DescribeTagValueList。

说明说明

Value不能以  aliyun 和  
acs: 开头，不能包含  htt
p:// 或  https:// ，且
支持的特殊字符仅包括：  _
.- 。

标签键（  Tag.N.Key ）
和标签值（  Tag.N.Value
 ）必须同时设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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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DAE4B115-3847-
5438-8709-
423627F0A3A3

请求ID。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Message String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错误信息。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AddTags
&GroupIds.1=7301****
&Tag.1.Key=key1
&Tag.1.Value=value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AddTagsResponse>
   <RequestId>DAE4B115-3847-5438-8709-423627F0A3A3</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AddTag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DAE4B115-3847-5438-8709-423627F0A3A3",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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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ResourceNotFound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未找到指定资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RemoveTags接口删除标签。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RemoveTag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RemoveTags。

GroupIds.N
RepeatLi
st

是 12345 应用分组ID。

Tag.N.Key String 是 Key1

标签键。

说明 说明 标签键
（  Tag.N.Key ）和标签值
（  Tag.N.Value ）需要同时设
置。

Tag.N.Value String 是 Value1

标签值。

说明 说明 标签键
（  Tag.N.Key ）和标签值
（  Tag.N.Value ）需要同时设
置。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195390D2-69D0-
4D9E-81AA-
A7F5BC1B91EB

请求ID。

2.7.25. RemoveTags2.7.25. RemoveT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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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Tag List tag1 被删除的标签列表。

Message String Illegal parameters. 错误信息。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RemoveTags
&GroupIds.1=12345
&Tag.1.Key=Key1
&Tag.1.Value=Value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moveTagsResponse>
    <RequestId>E15C718E-067E-49D0-86F7-BC7242230091</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RemoveTag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15C718E-067E-49D0-86F7-BC7242230091",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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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DescribeTagKeyList接口查询标签键列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TagKeyLi
st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TagKeyList。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标签列表的页码。

起始值：1，默认值：1。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分页查询时设置的每页行数。

最大值：100，默认值：50。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B04B8CF3-4489-
432D-83BA-
6F128E5F2293

请求ID。

Message String
Specified parameter
PageSize is not
valid.

错误信息。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TagKeys List tagKey1 符合条件的标签键列表。

2.7.26. DescribeTagKeyList2.7.26. DescribeTagKey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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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TagKeyLi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TagKeyListResponse>
   <TagKeys>
      <TagKey>tagKey1</TagKey>
      <TagKey>tagKey2</TagKey>
   </TagKeys>
   <RequestId>FA9A8612-C770-4264-8A9C-C90F0081B4F5</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DescribeTagKeyListResponse>

 JSON  格式

{
 "TagKeys": {
  "TagKey": [
   "tagKey1",
   "tagKey2"
  ]
 },
 "RequestId": "FA9A8612-C770-4264-8A9C-C90F0081B4F5",
 "Success": true,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TagValueList接口查询指定标签键对应的标签值列表。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查询标签键  tagKey1 对应的标签值列表，返回结果显示标签值
为  tagValue1 和  tagValue2 。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2.7.27. DescribeTagValueList2.7.27. DescribeTagValue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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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TagValu
eList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TagValueList。

TagKey String 是 tagKey1

标签键。

关于如何获取标签键，请参
见DescribeTagKeyList。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页码。

起始值：1，默认值：1。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分页时每页显示的数据行数。

取值范围：1~100。起始值：1。默认值：
50。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B04B8CF3-4489-
432D-83BA-
6F128E4F2295

请求ID。

Message String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错误信息。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TagValues List
["tagValue1",
"tagValue2"]

标签值列表。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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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TagValueList
&TagKey=tagKey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TagValueListResponse>
   <RequestId>9AF637BA-6617-41FE-A0FA-3301521377A4</RequestId>
   <TagValues>
      <TagValue>tagValue1</TagValue>
      <TagValue>tagValue2</TagValue>
   </TagValues>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DescribeTagValueList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9AF637BA-6617-41FE-A0FA-3301521377A4",
 "TagValues": {
  "TagValue": [
   "tagValue1",
   "tagValue2"
  ]
 },
 "Success": true,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ResourceNotFound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未找到指定资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ProductResourceTagKeyList接口获取对应地域下云资源的所有标签键列表。

说明 说明 标签键列表中不包含重复值。

调试调试

2.7.28. DescribeProductResourceTagKeyList2.7.28. DescribeProductResourceTagKeyList

云监控 API参考··API参考（2019-01-01）

> 文档版本：20220527 143

https://error-center.aliyun.com/status/product/Cms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ProductR
esourceTagKeyLis
t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ProductResourceTagKeyList。

NextToken String 否
dbc2826f237e***
*

分页游标标识。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processing has
failed due to some
unknown error.

错误信息。

NextToken String dbc2826f237e****

分页游标，如果有下一页，则该字段有返回值。

说明 说明 该参数只要返回数据，则说明
还有下一页。您可以将返回的NextToken作
为请求参数再次获得下一页的数据，直到返
回为Null，表示获取到了所有的数据。

RequestId String
945ACAA9-89F2-
4A62-8913-
076FDEDAA8DB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true表示成功，false表示失败。

TagKeys List tagKey1 标签键列表。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ProductResourceTagKeyList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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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ProductResourceTagKeyList>
    <NextToken>dbc2826f237e****</NextToken>
    <TagKeys>
       <TagKey>tagKey1</TagKey>
    </TagKeys>
    <RequestId>945ACAA9-89F2-4A62-8913-076FDEDAA8DB</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DescribeProductResourceTagKeyList>

 JSON  格式

{
 "NextToken": "dbc2826f237e****",
 "TagKeys": {
  "TagKey": [
   "tagKey1"
  ]
 },
 "RequestId": "945ACAA9-89F2-4A62-8913-076FDEDAA8DB",
 "Success": true,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CreateDynamicTagGroup接口通过标签自动创建应用分组。

本接口支持的云服务包括：云服务器ECS、云数据库RDS和负载均衡SLB。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为绑定了标签键  ecs_instance 的资源自动创建应用分组，应用分组的报警联系组
为  ECS_Group 。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2.7.29. CreateDynamicTagGroup2.7.29. CreateDynamicTag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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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String 是
CreateDynamicTa
gGroup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CreateDynamicTagGroup。

TagKey String 是 ecs_instance

资源的标签键。

关于如何查询资源的标签键，请参
见DescribeTagKeyList。

ContactGroupList.
N

RepeatLi
st

是 ECS_Group

报警联系组。N的取值范围：1~100。应用
分组的报警通知会发送给该报警联系组中
的报警联系人。

报警联系组是一组报警联系人，可以包含
一个或多个报警联系人。关于如何创建报
警联系人和报警联系组，请参
见PutContact和PutContactGroup。关于
如何获取报警联系组，请参
见DescribeContactGroupList。

EnableSubscribeE
vent

Boolean 否 true

应用分组是否开启自动订阅事件通知。当
应用分组内资源发生严重和警告级别的事
件时，云监控发送报警通知。取值：

true：开启。

false（默认值）：关闭。

EnableInstallAgen
t

Boolean 否 true

应用分组是否开启自动安装云监控插件。
云监控自动为应用分组内的主机安装云监
控插件。取值：

true：开启。

false（默认值）：关闭。

MatchExpressFilte
rRelation

String 否 and

资源标签值的条件表达式之间的关系。取
值：

and（默认值）：和。

or：或。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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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Express.N.T
agValueMatchFun
ction

String 否 contains

资源标签值的匹配方法。N的取值为1。取
值：

contains：包含。

startWith：前缀。

endWith：后缀。

notContains：不包含。

equals：等于。

all：全部。

说明 说明 参
数  MatchExpress.N.TagValueMa
tchFunction 和  MatchExpress.
N.TagValue 必须同时设置。

MatchExpress.N.T
agValue

String 否 instance

资源标签值。N取值为1。

说明 说明 参
数  MatchExpress.N.TagValueMa
tchFunction 和  MatchExpress.
N.TagValue 必须同时设置。

TemplateIdList.N
RepeatLi
st

否 85****

报警模板ID。

关于如何查询报警模板ID，请参
见DescribeMetricRuleTemplateList。

TagRegionId String 否 cn-hangzhou 标签归属的地域ID。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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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RequestId String
84AC6F0B-7945-
466A-AA44-
99BB5A561F86

请求ID。

Message String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错误信息。

Id String
2534dc0a-e3e5-
4ae1-a2fc-
75ef166c****

标签匹配规则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DynamicTagGroup
&TagKey=ecs_instance
&ContactGroupList.1=ECS_Group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CreateDynamicTagGroupResponse>
   <RequestId>84AC6F0B-7945-466A-AA44-99BB5A561F86</RequestId>
   <Id>2534dc0a-e3e5-4ae1-a2fc-75ef166c****</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CreateDynamicTagGroup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84AC6F0B-7945-466A-AA44-99BB5A561F86",
    "Id": "2534dc0a-e3e5-4ae1-a2fc-75ef166c****",
    "Code": "200",
    "Success":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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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ResourceNotFound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未找到指定资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DynamicTagRuleList接口查询智能标签的规则列表。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查找标签键  tagkey1 的规则列表。返回结果显示，共有2条规则，规则ID分别
为  1536df65-a719-429d-8813-73cc40d7**** 和  56e8cebb-b3d7-4a91-9880-78a8c84f**** 。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Dynamic
TagRuleList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DynamicTagRuleList。

TagRegionId String 否 cn-hangzhou 标签归属的地域ID。

TagKey String 否 tagkey1

标签键。

关于如何获取标签键，请参
见DescribeTagKeyList。

TagValue String 否 *

标签值。

关于如何获取标签值，请参
见DescribeTagValueList。

PageNumber String 否 1
页码。

起始值：1。默认值：1。

PageSize String 否 30
分页时每页显示的数据行数。

起始值：1。默认值：30。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2.7.30. DescribeDynamicTagRuleList2.7.30. DescribeDynamicTagRule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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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错误信息。

PageNumber String 1 页码。

PageSize String 30 分页时每页显示的数据行数。

RequestId String
0D50523D-8D59-
4A61-B58E-
E2286ECFB3A9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TagGroupList
Array of
TagGroup

应用分组的规则列表。

TagGroup

ContactGroupLi
st

List CloudMonitor 报警联系组。

DynamicTagRul
eId

String
1536df65-a719-
429d-8813-
73cc40d7****

标签规则ID。

MatchExpress
Array of
MatchExpress

标签生成应用分组的匹配表达式。

MatchExpress

TagValue String *

标签值。

 TagValue 和  TagValueMatchFunction 
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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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ValueMatch
Function

String all

标签值的匹配方法。取值：

all：全部。

startWith：前缀。

endWith：后缀。

contains：包含。

notContains：不包含。

equals：相等。

MatchExpressFil
terRelation

String or

条件表达式之间的关系。取值：

 and ：和。

 or ：或。

说明 说明 目前仅支持一种组合条件。

RegionId String cn-hangzhou 资源所属的地域ID。

Status String FINISH

标签同步到应用分组的状态。

 RUNNING ：进行中。

 FINISH ：已完成。

TagKey String tagkey1 标签键。

TemplateIdList List 71**** 报警模板ID。

Total Integer 2 标签列表的条目总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DynamicTagRuleList
&<公共请求参数>
&=tagkey1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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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DynamicTagRuleListResponse>
   <PageSize>3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Total>2</Total>
   <TagGroupList>
      <TagGroup>
         <Status>FINISH</Status>
         <ContactGroupList>
            <ContactGroupList>CloudMonitor</ContactGroupList>
         </ContactGroupList>
         <MatchExpressFilterRelation>or</MatchExpressFilterRelation>
         <DynamicTagRuleId>1536df65-a719-429d-8813-73cc40d7****</DynamicTagRuleId>
         <TemplateIdList>
            <TemplateIdList>71****</TemplateIdList>
         </TemplateIdList>
         <TagKey>tagkey1</TagKey>
         <MatchExpress>
            <MatchExpress>
               <TagValue>*</TagValue>
               <TagValueMatchFunction>all</TagValueMatchFunction>
            </MatchExpress>
         </MatchExpress>
         <RegionId>cn-hangzhou</RegionId>
      </TagGroup>
      <TagGroup>
         <Status>FINISH</Status>
         <ContactGroupList>
            <ContactGroupList>CloudMonitor</ContactGroupList>
         </ContactGroupList>
         <MatchExpressFilterRelation>or</MatchExpressFilterRelation>
         <DynamicTagRuleId>56e8cebb-b3d7-4a91-9880-78a8c84f****</DynamicTagRuleId>
         <TemplateIdList>
            <TemplateIdList>71****</TemplateIdList>
         </TemplateIdList>
         <TagKey>tagkey1</TagKey>
         <MatchExpress>
            <MatchExpress>
               <TagValue>*</TagValue>
               <TagValueMatchFunction>all</TagValueMatchFunction>
            </MatchExpress>
         </MatchExpress>
         <RegionId>cn-hangzhou</RegionId>
      </TagGroup>
   </TagGroupList>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DynamicTagRuleListResponse>

 JSON 格式

{
    "PageSize": 30,
    "PageNumber": 1,
    "Tot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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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 2,
    "TagGroupList": {
        "TagGroup": [
            {
                "Status": "FINISH",
                "ContactGroupList": {
                    "ContactGroupList": [
                        "CloudMonitor"
                    ]
                },
                "MatchExpressFilterRelation": "or",
                "DynamicTagRuleId": "1536df65-a719-429d-8813-73cc40d7****",
                "TemplateIdList": {
                    "TemplateIdList": "71****"
                },
                "TagKey": "tagkey1",
                "MatchExpress": {
                    "MatchExpress": [
                        {
                            "TagValue": "*",
                            "TagValueMatchFunction": "all"
                        }
                    ]
                },
                "RegionId": "cn-hangzhou"
            },
            {
                "Status": "FINISH",
                "ContactGroupList": {
                    "ContactGroupList": [
                        "CloudMonitor"
                    ]
                },
                "MatchExpressFilterRelation": "or",
                "DynamicTagRuleId": "56e8cebb-b3d7-4a91-9880-78a8c84f****",
                "TemplateIdList": {
                    "TemplateIdList": "71****"
                },
                "TagKey": "tagkey1",
                "MatchExpress": {
                    "MatchExpress": [
                        {
                            "TagValue": "*",
                            "TagValueMatchFunction": "all"
                        }
                    ]
                },
                "RegionId": "cn-hangzhou"
            }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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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ParameterVal
ue

Illegal parameters. 参数错误

404 ResourceNotFound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未找到指定资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leteDynamicTagGroup接口删除智能标签规则。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DynamicTa
gGroup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leteDynamicTagGroup。

DynamicTagRuleI
d

String 是
6b882d9a-5117-
42e2-9d0c-
4749a0c6****

智能标签规则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RequestId String
ACBDBB40-DFB6-
4F4C-8957-
51FFB233969C

请求ID。

2.7.31. DeleteDynamicTagGroup2.7.31. DeleteDynamicTag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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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is not
authorization.

错误信息。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DynamicTagGroup
&DynamicTagRuleId=6b882d9a-5117-42e2-9d0c-4749a0c6****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leteDynamicTagGroupResponse>
   <RequestId>08AAE67E-77B5-485B-9C79-D7C8C059150A</RequestId>
   <Code>200</Code>
</DeleteDynamicTagGroup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8AAE67E-77B5-485B-9C79-D7C8C059150A",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leteMonitoringAgentProcess接口删除进程监控。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2.8. 主机监控2.8. 主机监控
2.8.1. DeleteMonitoringAgentProcess2.8.1. DeleteMonitoringAgent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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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String 是
DeleteMonitoring
AgentProces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leteMonitoringAgentProcess。

InstanceId String 是 i-KpVny6l**** 实例ID。

ProcessName String 否 http
进程名称。ProcessId和ProcessName参
数至少指定其中一个。

ProcessId String 否 123****
进程ID。ProcessId和ProcessName参数至
少指定其中一个。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Successfully 返回信息。

RequestId String
971CC023-5A96-
452A-BB7C-
2483F948BCFD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true表示成功，false表示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MonitoringAgentProcess
&InstanceId=i-KpVny6l****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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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MonitoringAgentProcessResponse>
      <RequestId>EBB5215C-44AB-4000-A2D7-48634FDC4F04</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DeleteMonitoringAgentProces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BB5215C-44AB-4000-A2D7-48634FDC4F04",
    "Success": "true",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MonitoringAgentStatuses接口查询云监控插件运行状态。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查询实例  i-hp3dunahluwajv6f**** 的云监控插件的运行状态。返回结果显示云监
控插件的运行状态为  running （运行中）。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Monitorin
gAgentStatuse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MonitoringAgentStatuses。

InstanceIds String 是
i-
hp3dunahluwajv6
f****

实例ID。多个实例ID之间用半角逗号（,）
分隔。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2.8.2. DescribeMonitoringAgentStatuses2.8.2. DescribeMonitoringAgentStat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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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错误信息。

NodeStatusList
Array of
NodeStatus

状态列表。

NodeStatus

AutoInstall Boolean true

是否开启自动安装插件。取值：

true：是。

false：否。

InstanceId String
i-
hp3dunahluwajv6f**
**

实例ID。

Status String running

插件运行状态。取值：

running：运行中。

stopped：已停止。

installing：安装中。

install_faild：安装失败。

abnormal：安装异常。

not_installed：未安装。

RequestId String
6F8371DF-AB81-
41B8-9E1B-
5493B3FF0E4F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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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MonitoringAgentStatuses
&InstanceIds=i-hp3dunahluwajv6f****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MonitoringAgentStatusesResponse>
   <RequestId>6F8371DF-AB81-41B8-9E1B-5493B3FF0E4F</RequestId>
   <NodeStatusList>
      <NodeStatus>
         <Status>running</Status>
         <AutoInstall>true</AutoInstall>
         <InstanceId>i-hp3dunahluwajv6f****</InstanceId>
      </NodeStatus>
   </NodeStatusList>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MonitoringAgentStatuse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6F8371DF-AB81-41B8-9E1B-5493B3FF0E4F",
  "NodeStatusList": {
    "NodeStatus": [
      {
        "Status": "running",
        "AutoInstall": true,
        "InstanceId": "i-hp3dunahluwajv6f****"
      }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ResourceNotFound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未找到指定资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MonitoringAgentAccessKey接口查询非阿里云ECS主机安装云监控插件时所需要的AccessKey
和AccessSecret。

2.8.3. DescribeMonitoringAgentAccessKey2.8.3. DescribeMonitoringAgentAccess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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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Monitorin
gAgentAccessKey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scribeMonitoringAgentAccessKey。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E9F4FA2A-54BE-
4EF9-9D1D-
1A0B1DC86B8D

请求ID。

Code Integer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状态码为200表示成功。

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是否成功。

AccessKey String usY*****R_U 安装插件需要的AccessKey。

SecretKey String
UCxF2R1sIO90XlU9**
***w

安装插件需要的AccessKey secret。

Message String Successfully 错误信息。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MonitoringAgentAccessKey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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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Key>usY*****R_U</AccessKey>
<SecretKey>UCxF2R1sIO90XlU9*****w</SecretKey>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JSON  格式

{
 "AccessKey":"usY*****R_U",
 "SecretKey":"UCxF2R1sIO90XlU9*****w",
 "Success":true,
 "Code":20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UninstallMonitoringAgent接口卸载非阿里云主机的云监控插件。

说明 说明 本接口不适用于阿里云主机的云监控插件。卸载阿里云主机的云监控插件的方法，请参见安
装和卸载插件。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UninstallMonitori
ngAgent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UninstallMonitoringAgent。

InstanceId String 是 host-**** 非阿里云主机的实例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2.8.4. UninstallMonitoringAgent2.8.4. UninstallMonitoring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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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Successfully 返回信息。

RequestId String
466902B9-2842-
40B0-B796-
00FE772B6EF3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UninstallMonitoringAgent
&InstanceId=ho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UninstallMonitoringAgentResponse>
    <RequestId>466902B9-2842-40B0-B796-00FE772B6EF3</RequestId>
    <Code>200</Code>
    <Message>Successfully</Message>
</UninstallMonitoringAgent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466902B9-2842-40B0-B796-00FE772B6EF3",
    "Code": "200",
    "Message": "Successfully"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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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InstallMonitoringAgent接口为指定阿里云主机安装云监控插件。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阿里云主机已安装云助手。关于如何安装云助手，请参见云助手概述。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本接口仅适用于阿里云主机，即ECS实例。

通过API安装云监控插件的成功率约为95%，如果安装失败，则请手动安装。关于如何安装云监控插件，请
参见安装和卸载C++版本插件。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强制为阿里云主机  i-m5e0k0bexac8tykr**** 安装最新版本云监控插件。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InstallMonitoring
Agent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Inst allMonit oringAgentInst allMonit oringAgent 。

Force Boolean 否 true

是否强制安装云监控插件。取值：

true（默认值）：强制安装。

false：不强制安装。

2.8.5. InstallMonitoringAgent2.8.5. InstallMonitoring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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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llCommand String 否
onlyInstallNotHas
Agent

为当前阿里云账号下的所有阿里云主机安
装云监控插件。取值：

 onlyInstallNotHasAgent  ： 仅
为未安装云监控插件的阿里云主机安装
最新版本插件。

 onlyUpgradeAgent ：仅为已安装
非最新版本云监控插件的阿里云主机升
级插件。

 installAndUpgrade ：不仅为未安
装云监控插件的阿里云主机安装最新版
本插件，且为已安装非最新版本云监控
插件的阿里云主机升级插件。

说明 说明 如果您已设置该参数，参
数  InstanceIds 的设置无效。

InstanceIds.N
RepeatLi
st

否
i-
m5e0k0bexac8ty
kr****

阿里云主机ID。N的取值范围：1~10。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0BDAF8A8-04DC-
5F0C-90E4-
724D42C41945

请求ID。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Message String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错误信息。

示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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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InstallMonitoringAgent
&InstanceIds.1=i-m5e0k0bexac8tykr****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InstallMonitoringAgentResponse>
   <RequestId>0BDAF8A8-04DC-5F0C-90E4-724D42C41945</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InstallMonitoringAgent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BDAF8A8-04DC-5F0C-90E4-724D42C41945",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ResourceNotFound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未找到指定资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CreateMonitoringAgentProcess接口创建进程监控。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Monitoring
AgentProces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CreateMonitoringAgentProcess。

2.8.6. CreateMonitoringAgentProcess2.8.6. CreateMonitoringAgent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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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Id String 是
i-
2ze51wjtwox01r8
g****

实例ID。

ProcessName String 否 java 进程名称。

ProcessUser String 否 admin 执行进程的用户。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Id Long 12345 进程ID。

Message String
User not authorized
to operate on the
specified resource.

错误消息。

RequestId String
0DFCB47D-E7E1-
4CBE-A381-
8339F7B300EF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MonitoringAgentProcess
&InstanceId= i-2ze51wjtwox01r8g****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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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MonitoringAgentProcessResponse>
      <RequestId>0DFCB47D-E7E1-4CBE-A381-8339F7B300EF</RequestId>
      <Id>171894</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CreateMonitoringAgentProces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DFCB47D-E7E1-4CBE-A381-8339F7B300EF",
  "Id": 489492,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MonitoringAgentProcesses接口查询指定资源的进程数列表。

说明 说明 调用本接口之前，您需要先调用CreateMonitoringAgentProcess接口创建进程数。更多信
息，请参见CreateMonitoringAgentProcess。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查询资源  i-hp3hl3cx1pbahzy8**** 的进程数列表。返回结果显示进程
数  Nginx 和  HTTP 的详细信息。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Monitorin
gAgentProcesse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MonitoringAgentProcesses。

InstanceId String 是
i-
hp3hl3cx1pbahzy
8****

实例ID。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2.8.7. DescribeMonitoringAgentProcesses2.8.7. DescribeMonitoringAgent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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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错误信息。

NodeProcesses
Array of
NodeProcess

进程数列表。

NodeProcess

Command String number

用于取得指定进程数信息的指令。目前仅支
持  number 。

说明 说明  number 表示匹配条件的进
程数。

GroupId String 3619**** 应用分组ID。

InstanceId String
i-
hp3hl3cx1pbahzy8**
**

实例ID。

ProcessId Long 234567 进程ID。

ProcessName String Nginx 进程名称。

ProcessUser String alice 执行进程的用户。

RequestId String
C11C0E85-6862-
4F25-8D66-
D6A5E0882984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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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MonitoringAgentProcesses
&InstanceId=i-hp3hl3cx1pbahzy8****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MonitoringAgentProcessesResponse>
   <RequestId>C11C0E85-6862-4F25-8D66-D6A5E0882984</RequestId>
   <NodeProcesses>
      <NodeProcess>
         <ProcessName>HTTP</ProcessName>
         <InstanceId>i-hp3hl3cx1pbahzy8****</InstanceId>
         <Command>number</Command>
         <ProcessId>123456</ProcessId>
      </NodeProcess>
      <NodeProcess>
         <ProcessName>Nginx</ProcessName>
         <ProcessUser>alice</ProcessUser>
         <GroupId>3619****</GroupId>
         <InstanceId>i-hp3hl3cx1pbahzy8****</InstanceId>
         <Command>number</Command>
         <ProcessId>234567</ProcessId>
      </NodeProcess>
   </NodeProcesses>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MonitoringAgentProcesses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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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C11C0E85-6862-4F25-8D66-D6A5E0882984",
    "NodeProcesses": {
        "NodeProcess": [
            {
                "ProcessName": "HTTP",
                "InstanceId": "i-hp3hl3cx1pbahzy8****",
                "Command": "number",
                "ProcessId": 123456
            },
            {
                "ProcessName": "Nginx",
                "ProcessUser": "alice",
                "GroupId": "3619****",
                "InstanceId": "i-hp3hl3cx1pbahzy8****",
                "Command": "number",
                "ProcessId": 234567
            }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ResourceNotFound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未找到指定资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MonitoringAgentHosts接口查询所有已安装和未安装云监控插件的主机列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Monitorin
gAgentHost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MonitoringAgentHosts。

KeyWord String 否 host1 模糊搜索关键字。

2.8.8. DescribeMonitoringAgentHosts2.8.8. DescribeMonitoringAgentH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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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Name String 否 hostNam1 主机名称。

InstanceIds String 否
i-
a3d1q1pm2f9yr2
9e****

实例ID。

SerialNumbers String 否
a1ab31a3-1234-
40f2-9e95-
c8caa8f0****

主机序列号。

每台主机成功安装云监控插件之后会生成
一个SerialNumber，具备全局唯一性。非
阿里云主机无实例ID，有SerialNumber。

说明 说明 该参数可用于精准查找监
控的任何一台主机。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页数。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记录条数。取值：

10

20

50

100

说明 说明 虽然目前阿里云未限制该
参数的最大值，但是不建议设置的值
过大，可能会导致超时无法正常获
取。

InstanceRegionId String 否 cn-hangzhou 实例所在的地域。

AliyunHost Boolean 否 true

阿里云主机（ECS）。取值：

true（默认值）：过滤出所有阿里云主
机（ECS）。

false：过滤出所有非阿里云主机。

Status String 否 Running

主机状态。取值：

Running：运行中。

Stopped：已停止、未安装、安装失
败。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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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63EEBB2A-9E51-
41E4-9E83-
5DE7F3B292E0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Total Integer 10 总记录条数。

PageTotal Integer 50 页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Hosts Array of Host 主机列表。

Host

AgentVersion String 3.4.6 插件版本。

AliUid Long 123456789 阿里云账号ID。

EipAddress String 192.168.XX.XX EIP的IP地址。

EipId String
eip-
bp16i16k9gcezyfrp*
***

EIP的ID。

HostName String hostIP 主机名称。

InstanceId String
i-
a2d5q7pm3f9yr212*
***

实例ID。

InstanceTypeFa
mily

String ecs.n4 ECS实例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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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Group String 192.168.XX.XX

主机IP地址。

说明 说明 多个IP地址之前用英文逗号
（,）分隔。

NatIp String 192.168.XX.XX NAT IP地址。

NetworkType String vpc 网络类型。

OperatingSyste
m

String Linux 操作系统。

Region String cn-hangzhou 地域。

SerialNumber String
x12335-6cc8-4a22-
9f21-1a00a719****

主机序列号。非阿里云主机无实例ID，有
SerialNumber。

说明 说明 该参数可用于精准查找监控的
任何一台主机。

isAliyunHost Boolean true

是否为阿里云主机。取值：

true：是。

false：否。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is not
authorization.

错误信息。

PageNumber Integer 1 分页页码。默认值：1。

PageSize Integer 10 分页大小。默认值：30。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MonitoringAgentHosts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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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MonitoringAgentHostsResponse>
    <Hosts>
       <Host>
          <OperatingSystem>Windows</OperatingSystem>
          <SerialNumber>f0a434f2-632b-4588-95e6-202d4396****</SerialNumber>
          <isAliyunHost>true</isAliyunHost>
          <InstanceId>i-uf6hm9lnlzsarrc7****</InstanceId>
          <AgentVersion>3.4.6</AgentVersion>
          <NetworkType>vpc</NetworkType>
          <InstanceTypeFamily>ecs.g6</InstanceTypeFamily>
          <Region>cn-shanghai</Region>
          <IpGroup>192.168.XX.XX,192.168.XX.XX</IpGroup>
          <HostName>iZlzsarrc78****</HostName>
          <AliUid>103201326074****</AliUid>
       </Host>
       <Host>
          <OperatingSystem>Linux</OperatingSystem>
          <SerialNumber>9c336dc5-1802-4db0-b7a0-2d46ad4f****</SerialNumber>
          <isAliyunHost>true</isAliyunHost>
          <InstanceId>i-uf6hn19s56zumk9w****</InstanceId>
          <AgentVersion>3.4.4</AgentVersion>
          <NetworkType>vpc</NetworkType>
          <InstanceTypeFamily>ecs.g5</InstanceTypeFamily>
          <Region>cn-shanghai</Region>
          <IpGroup>192.168.XX.XX,192.168.XX.XX</IpGroup>
          <HostName>launch-advisor-2019****</HostName>
          <AliUid>103201326074****</AliUid>
       </Host>
    </Hosts>
    <PageSize>10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PageTotal>1</PageTotal>
    <Total>5</Total>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MonitoringAgentHosts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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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sts": {
  "Host": [{
    "OperatingSystem": "Windows",
    "SerialNumber": "f0a434f2-632b-4588-95e6-202d4396****",
    "isAliyunHost": true,
    "InstanceId": "i-uf6hm9lnlzsarrc7****",
    "AgentVersion": "3.4.6",
    "NetworkType": "vpc",
    "InstanceTypeFamily": "ecs.g6",
    "Region": "cn-shanghai",
    "IpGroup": "192.168.XX.XX,192.168.XX.XX",
    "HostName": "iZlzsarrc78****",
    "AliUid": "103201326074****"
   },
   {
    "OperatingSystem": "Linux",
    "SerialNumber": "9c336dc5-1802-4db0-b7a0-2d46ad4f****",
    "isAliyunHost": true,
    "InstanceId": "i-uf6hn19s56zumk9w****",
    "AgentVersion": "3.4.4",
    "NetworkType": "vpc",
    "InstanceTypeFamily": "ecs.g5",
    "Region": "cn-shanghai",
    "IpGroup": "192.168.XX.XX,192.168.XX.XX",
    "HostName": "launch-advisor-2019****",
    "AliUid": "103201326074****"
   }
  ]
 },
 "PageSize": 100,
 "PageNumber": 1,
 "PageTotal": 1,
 "Total": 5,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MonitoringAgentConfig接口查询云监控插件的配置信息。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2.8.9. DescribeMonitoringAgentConfig2.8.9. DescribeMonitoringAgent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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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Monitorin
gAgentConfig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MonitoringAgentConfig。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E9F4FA2A-54BE-
4EF9-9D1D-
1A0B1DC86B8D

请求ID。

AutoInstall Boolean true

现有ECS主机是否自动安装云监控插件。取值：

true

false

EnableInstallAg
entNewECS

Boolean true

新购ECS主机是否自动安装云监控插件。取值：

true

false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is not
authorization.

错误信息。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EnableActiveAle
rt

String redis,rds,ecs 开通一键告警的云服务。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MonitoringAgentConfig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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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MonitoringAgentConfigResponse>
   <AutoInstall>true</AutoInstall>
   <EnableActiveAlert></EnableActiveAlert>
   <EnableInstallAgentNewECS>true</EnableInstallAgentNewECS>
   <RequestId>B4EB0F95-3181-4E8F-B32E-8C3734E8F88E</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MonitoringAgentConfigResponse>

 JSON 格式

{
  "AutoInstall": true,
  "EnableActiveAlert": "",
  "EnableInstallAgentNewECS": true,
  "RequestId": "B4EB0F95-3181-4E8F-B32E-8C3734E8F88E",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CreateMonitorAgentProcess接口创建进程监控。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MonitorAg
entProces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CreateMonitorAgentProcess。

InstanceId String 是
i-
2ze2d6j5uhg20x4
7****

实例ID。

ProcessName String 是 AliYunDun 进程名称。

ProcessUser String 否 admin 执行进程的用户。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2.8.10. CreateMonitorAgentProcess2.8.10. CreateMonitorAgent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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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Id Long 123456 进程ID。

Message String
User not authorized
to operate on the
specified resource.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971CC023-5A96-
452A-BB7C-
2483F948BCFD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MonitorAgentProcess
&InstanceId=i-2ze2d6j5uhg20x47****
&ProcessName=AliYunDun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CreateMonitorAgentProcessResponse>
      <RequestId>971CC023-5A96-452A-BB7C-2483F948BCFD</RequestId>
      <Id>123456</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CreateMonitorAgentProces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CA9CE1FD-E546-4D44-B1DE-5D22496553E1",
  "Id": 123456,
  "Code": 200,
  "Success": true
}

API参考··API参考（2019-01-01） 云监控

178 > 文档版本：20220527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HostInfo接口修改非阿里云的主机显示信息。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ModifyHostInfo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ModifyHostInfo。

InstanceId String 是
host-
R_NSWNV****

实例ID。仅支持非阿里云主机。

HostName String 否 portalHost 主机名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BB5215C-44AB-
4000-A2D7-
48634FDC4F04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true表示成功，false表示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2.8.11. ModifyHostInfo2.8.11. ModifyHost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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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ModifyHostInfo
&InstanceId=host-R_NSWNV****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ModifyHostInfo>
    <RequestId>EBB5215C-44AB-4000-A2D7-48634FDC4F04</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ModifyHostInfo>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BB5215C-44AB-4000-A2D7-48634FDC4F04",
    "Success": "true",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MonitoringConfig接口查询云监控插件的全局配置。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Monitorin
gConfig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MonitoringConfig。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2.8.12. DescribeMonitoringConfig2.8.12. DescribeMonitoring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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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RequestId String
F35654DB-0C9D-
4FB3-903F-
479BA7663061

请求ID。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is not
authorization.

错误信息。

EnableInstallAg
entNewECS

Boolean true

新购ECS主机是否自动安装云监控插件。取值：

true

false

AutoInstall Boolean false

现有ECS主机是否自动安装云监控插件。取值：

true

false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MonitoringConfig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MonitoringConfigResponse>
   <AutoInstall>false</AutoInstall>
   <EnableInstallAgentNewECS>true</EnableInstallAgentNewECS>
   <RequestId>BA76F154-DE3F-442C-94D3-895E7ABC1BDE</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MonitoringConfig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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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Install": false,
  "EnableInstallAgentNewECS": true,
  "RequestId": "BA76F154-DE3F-442C-94D3-895E7ABC1BDE",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PutMonitoringConfig接口设置云监控插件的全局配置。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PutMonitoringCon
fig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PutMonitoringConfig。

AutoInstall Boolean 否 true

现有ECS主机是否自动安装云监控插件。取
值：

true

false

EnableInstallAgen
tNewECS

Boolean 否 true

新购ECS主机是否自动安装云监控插件。取
值：

true

false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Integer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2.8.13. PutMonitoringConfig2.8.13. PutMonitoring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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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String
Specified parameter
EnableInstallAgentN
ewECS is not valid.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109C8095-6FAD-
4DBB-B013-
6ED18CE4C0B1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PutMonitoringConfig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PutMonitoringConfigResponse>
      <RequestId>109C8095-6FAD-4DBB-B013-6ED18CE4C0B1</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PutMonitoringConfig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109C8095-6FAD-4DBB-B013-6ED18CE4C0B1",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CreateHostAvailability接口创建可用性监控任务。

2.9. 可用性监控2.9. 可用性监控
2.9.1. CreateHostAvailability2.9.1. CreateHostAvail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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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在应用分组  123456 中创建探测类型为  HTTP 的可用性监控任务  task1 ，通过
邮件和钉钉机器人给您发送报警。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HostAvaila
bility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CreateHostAvailability。

AlertConfig.Notif
yType

Integer 是 0

报警通知类型。取值：

2：电话+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1：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0：邮件+钉钉机器人。

AlertConfigEscala
tionList.N.MetricN
ame

String 是 HttpStatus

报警的监控项。N的取值范围：1~21。取
值：

HttpStatus：HTTP状态码。

HttpLatency：HTTP等待时间。

TelnetStatus：Telnet状态码。

TelnetLatency：Telnet等待时间。

PingLostRate：Ping丢包率。

GroupId Long 是 123456 应用分组ID。

TaskName String 是 task1
可用性监控任务名称。取值范围：4~100
个字符，支持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
（_）和汉字。

TaskType String 是 HTTP

可用性监控任务的探测类型。取值：

PING

TELNET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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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Scope String 否 GROUP

可用性监控任务的探测范围。取值：

GROUP：表示将当前应用分组内的所有
ECS实例作为探测任务的探针。

GROUP_SPEC_INSTANCE：表示将当前
应用分组内的指定ECS实例作为探测任
务的探针。设置该参数时，需要同时设
置InstanceList（发起探测的ECS实例列
表）。

TaskOption.HttpU
RI

String 否
https://www.aliy
un.com

HTTP探测类型的探测URI地址。

TaskOption.Telne
tOrPingHost

String 否 www.aliyun.com

探测的域名或地址。

说明 说明 如果探测任务类型为
PING或TELNET，则需要设置该参数。

TaskOption.HttpR
esponseCharset

String 否 UTF-8

HTTP探测类型的响应字符集。

说明 说明 仅支持UTF-8。

TaskOption.HttpP
ostContent

String 否
params1=params
Value1

HTTP探测类型探测请求的Post内容。

TaskOption.HttpR
esponseMatchCo
ntent

String 否 ok 匹配响应的内容。

TaskOption.Http
Method

String 否 GET

探测类型的方法。取值：

GET

POST

HEAD

说明 说明 如果任务的探测类型为
HTTP，则需要设置该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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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Option.Http
Negative

Boolean 否 true

匹配HTTP响应内容的报警规则。取值：

true：如果HTTP响应内容包含设置的报
警规则，则报警。

false：如果HTTP响应内容不包含设置
的报警规则，则报警。

说明 说明 如果任务的探测类型为
HTTP，则该参数生效。

TaskOption.HttpH
eader

String 否
token:testToken
Value

HTTP请求的Header。格式为  参数名:参
数 ，多个参数之间用回车符分隔，例
如：

params1:value1
params2:value2

TaskOption.Interv
al

Integer 否 60

探测频率。单位：秒。取值：15、30、
60、120、300、900、1800和3600。

说明 说明 仅3.5.1及以上版本的云
监控插件支持该参数。

AlertConfig.Start
T ime

Integer 否 0

报警生效的开始时间。取值范围：0~23。

例如：  AlertConfig.StartTime 为
0，  AlertConfig.EndTime 为22，表
示报警生效时间为00:00:00至22:00:00。

说明 说明 如果报警不在生效时间
内，则超过阈值也不会发送报警通
知。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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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Config.EndTi
me

Integer 否 22

报警生效的结束时间。取值范围：0~23。

例如：  AlertConfig.StartTime 为
0，  AlertConfig.EndTime 为22，表
示报警生效时间为00:00:00至22:00:00。

说明 说明 如果报警不在生效时间
内，则超过阈值也不会发送报警通
知。

AlertConfig.Silenc
eTime

Integer 否 86400
通道沉默时间。单位：秒，默认值：
86400（1天）。

AlertConfig.WebH
ook

String 否
https://www.aliy
un.com/webhook
.json

URL回调地址。

AlertConfigEscala
tionList.N.Aggreg
ate

String 否 Value

报警统计方法。N的取值范围：1~21。不
同监控项的取值如下：

HttpStatus：Value。

HttpLatency：Average。

TelnetStatus：Value。

TelnetLatency：Average。

PingLostRate：Average。

说明 说明 状态码类的统计方法为原
始值（Value），延时时间或丢包率的
统计方法为平均值（Average）。

AlertConfigEscala
tionList.N.T imes

Integer 否 3 报警重试次数。N的取值范围：1~21。

AlertConfigEscala
tionList.N.Operat
or

String 否 >

报警规则比较符号。N的取值范围：
1~21。取值：

 > 
 >= 
 < 
 <= 
 = 

AlertConfigEscala
tionList.N.Value

String 否 90 报警阈值。N的取值范围：1~21。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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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List.N
RepeatLi
st

否
i-
absdfkwl321****

发起探测的ECS实例列表。N的取值范围：
1~21。

说明说明
当  TaskScope 为  GROUP_SPEC_
INSTANCE 时，需要设置该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ACBDBB40-DFB6-
4F4C-8957-
51FFB233969C

请求ID。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TaskId Long 12345 可用性监控任务ID。

Message String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错误信息。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HostAvailability
&AlertConfig.NotifyType=0
&AlertConfigEscalationList.1.MetricName=HttpStatus
&GroupId=123456
&TaskName=task1
&TaskType=HTTP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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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ML 格式

<CreateHostAvailabilityResponse>
   <TaskId>12345</TaskId>
   <RequestId>CDA78493-F10F-485F-98AD-B4C0B40AB225</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CreateHostAvailabilityResponse>

 JSON 格式

{
 "TaskId": "12345",
 "RequestId": "CDA78493-F10F-485F-98AD-B4C0B40AB225",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ResourceNotFound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未找到指定资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leteHostAvailability接口删除可用性监控任务。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HostAvaila
bility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leteHostAvailability。

Id.N
RepeatLi
st

是 12456 任务ID。N的取值范围：1~20。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2.9.2. DeleteHostAvailability2.9.2. DeleteHostAvailability

云监控 API参考··API参考（2019-01-01）

> 文档版本：20220527 189

https://error-center.aliyun.com/status/product/Cms
https://api.aliyun.com/#product=Cms&api=DeleteHostAvailability&type=RPC&version=2019-01-01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success 返回信息。

RequestId String
57C782E6-B235-
4842-AD2B-
DB94961761EB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true表示成功，false表示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HostAvailability
&Id.1=123456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leteHostAvailabilityResponse>
      <RequestId>57C782E6-B235-4842-AD2B-DB94961761EB</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DeleteHostAvailability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57C782E6-B235-4842-AD2B-DB94961761EB",
  "Success": true,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HostAvailability接口修改可用性监控任务。

2.9.3. ModifyHostAvailability2.9.3. ModifyHostAvail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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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将应用分组  123456 中可用性监控任务  12345 的名称修改为  task2 。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ModifyHostAvaila
bility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ModifyHostAvailability。

AlertConfig.Notif
yType

Integer 是 0

报警通知类型。取值：

2：电话+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1：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0：邮件+钉钉机器人。

AlertConfigEscala
tionList.N.MetricN
ame

String 是 HttpStatus

报警的监控项。N的取值范围：1~21。取
值：

HttpStatus：HTTP状态码。

HttpLatency：HTTP等待时间。

TelnetStatus：TELNET状态码。

TelnetLatency：TELNET等待时间。

PingLostRate：PING丢包率。

GroupId Long 是 123456 应用分组ID。

Id Long 是 12345 可用性监控任务ID。

TaskName String 是 task2 可用性监控任务名称。

TaskScope String 否 GROUP

可用性监控任务的探测范围。取值：

GROUP：表示将当前应用分组内的所有
ECS实例作为探测任务的探针。

GROUP_SPEC_INSTANCE：表示将当前
应用分组内的指定ECS实例作为探测任
务的探针。设置该参数时，需要同时设
置InstanceList（发起探测的ECS实例列
表）。

TaskOption.HttpU
RI

String 否
https://www.aliy
un.com

HTTP探测类型的探测URI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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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Option.Telne
tOrPingHost

String 否 www.aliyun.com

探测的域名或地址。

说明 说明 如果探测任务类型为
PING或TELNET，则需要设置该参数。
关于探测任务类型的设置方法，请参
见CreateHostAvailability。

TaskOption.HttpR
esponseCharset

String 否 UTF-8

HTTP探测类型的响应字符集。

说明 说明 仅支持UTF-8。

TaskOption.HttpP
ostContent

String 否 params1=value1 HTTP探测类型探测请求的Post内容。

TaskOption.HttpR
esponseMatchCo
ntent

String 否 ok HTTP探测类型探测响应的Post内容。

TaskOption.Http
Method

String 否 GET

探测类型的方法。取值：

GET

POST

HEAD

说明 说明 如果探测任务类型为
HTTP，则需要设置该参数。关于探测
任务类型的设置方法，请参
见CreateHostAvailability。

TaskOption.Http
Negative

Boolean 否 true

匹配HTTP响应内容的报警规则。取值：

true：如果HTTP响应内容包含设置的报
警规则，则报警。

false：如果HTTP响应内容不包含设置
的报警规则，则报警。

说明 说明 如果探测任务类型为
HTTP，则需要设置该参数。关于探测
任务类型的设置方法，请参
见CreateHostAvailability。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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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Option.HttpH
eader

String 否 params1:value1

HTTP请求的Header。格式为  参数名:参
数 ，多个参数之间用回车符分隔，例
如：

params1:value1
params2:value2

TaskOption.Interv
al

Integer 否 60

探测频率。单位：秒。取值：15、30、
60、120、300、900、1800和3600。

说明 说明 仅3.5.1及以上版本的云
监控插件支持该参数。

AlertConfig.Start
T ime

Integer 否 0

报警生效的开始时间。取值范围：0~23。

例如：  AlertConfig.StartTime 为
0，  AlertConfig.EndTime 为22，表
示报警生效时间为00:00:00至22:00:00。

说明 说明 如果报警不在生效时间
内，则超过阈值也不会发送报警通
知。

AlertConfig.EndTi
me

Integer 否 22

报警生效的结束时间。取值范围：0~23。

例如：  AlertConfig.StartTime 为
0，  AlertConfig.EndTime 为22，表
示报警生效时间为00:00:00至22:00:00。

说明 说明 如果报警不在生效时间
内，则超过阈值也不会发送报警通
知。

AlertConfig.Silenc
eTime

Integer 否 86400
通道沉默时间。单位：秒，默认值：
86400（1天）。

AlertConfig.WebH
ook

String 否
https://www.aliy
un.com/webhook
.json

URL回调地址。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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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ConfigEscala
tionList.N.Aggreg
ate

String 否 Value

报警统计方法。N的取值范围：1~21。不
同监控项的统计方法取值如下：

HttpStatus：Value。

HttpLatency：Average。

TelnetStatus：Value。

TelnetLatency：Average。

PingLostRate：Average。

说明 说明 状态码类的统计方法为原
始值（Value），延时时间或丢包率的
统计方法为平均值（Average）。

AlertConfigEscala
tionList.N.T imes

Integer 否 3 报警重试次数。N的取值范围：1~21。

AlertConfigEscala
tionList.N.Operat
or

String 否 >

报警规则比较符号。N的取值范围：
1~21。取值：

 > 
 >= 
 < 
 <= 
 = 

AlertConfigEscala
tionList.N.Value

String 否 3 报警阈值。N的取值范围：1~21。

InstanceList.N
RepeatLi
st

否
i-
absdfkwl321****

发起探测的ECS实例列表。N的取值范围：
1~21。

说明说明
当  TaskScope 为  GROUP_SPEC_
INSTANCE 时，需要设置该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16E815A3-47E1-
4290-87F9-
D5C99471FF45

请求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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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String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错误信息。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ModifyHostAvailability
&AlertConfig.NotifyType=0
&AlertConfigEscalationList.1.MetricName=HttpStatus
&GroupId=123456
&Id=12345
&TaskName=task2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ModifyHostAvailabilityResponse>
    <RequestId>16E815A3-47E1-4290-87F9-D5C99471FF45</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ModifyHostAvailability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16E815A3-47E1-4290-87F9-D5C99471FF45",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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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ResourceNotFound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未找到指定资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EnableHostAvailability接口启用指定可用性监控任务。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EnableHostAvaila
bility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EnableHostAvailability。

Id.N
RepeatLi
st

是 123456
可用性监控任务ID。N的取值范围：
1~20。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User not authorized
to operate on the
specified resource.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ACBDBB40-DFB6-
4F4C-8957-
51FFB233969C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示例示例

2.9.4. EnableHostAvailability2.9.4. EnableHostAvail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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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EnableHostAvailability
&Id.1=123456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nableHostAvailabilityResponse>
      <RequestId>ACBDBB40-DFB6-4F4C-8957-51FFB233969C</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EnableHostAvailability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ACBDBB40-DFB6-4F4C-8957-51FFB233969C",
  "Success": true,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HostAvailabilityList接口查询可用性监控任务列表。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查询当前账号的可用性监控任务列表。返回结果显示，当前账号存在一条可用性监控
任务记录  ecs_instance 。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HostAvail
abilityList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HostAvailabilityList。

Id Long 否 123456 单个可用性监控任务ID。

2.9.5. DescribeHostAvailabilityList2.9.5. DescribeHostAvailability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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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s String 否 123456,345678
多个可用性监控任务ID。多个可用性监控
任务ID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TaskName String 否 ecs_instance 可用性监控任务名称。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页码。

起始值：1。默认值：1。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分页时每页显示的数据行数。

起始值：1。默认值：10。

GroupId Long 否 12345 应用分组ID。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4A288E86-45C3-
4858-9DB0-
6D85B10BD92A

请求ID。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TaskList
Array of
NodeTaskConfi
g

可用性监控任务列表。

NodeTaskConfi
g

AlertConfig Struct 报警规则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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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Time Integer 22

报警生效的结束时间。取值范围：0~23。

例如：  AlertConfig.StartTime 为
0，  AlertConfig.EndTime 为22，表示报警
生效时间为00:00:00至22:00:00。

说明 说明 如果报警不在生效时间内，则
超过阈值也不会发送报警通知。

EscalationList
Array of
escalationList

报警触发条件。

escalationList

Aggregate String Value

报警统计方法。不同监控项的取值如下：

Value：HTTP状态码的值。

Average：HTTP等待时间的平均值。

Value：TELNET状态码的值。

TelnetLatency：TELNET等待时间的平均值。

Average：PING丢包率的平均值。

MetricName String HttpStatus

报警监控项。取值：

HttpStatus：HTTP状态码。

HttpLatency：HTTP等待时间。

TelnetStatus：TELNET状态码。

TelnetLatency：TELNET等待时间。

PingLostRate：PING丢包率。

Operator String =

报警规则比较符号。取值：

 > 
 >= 
 < 
 <= 
 = 

T imes String 3 报警周期。即连续几个周期超过阈值。

Value String 400 报警阈值。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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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fyType Integer 1

报警通知类型。取值：

2：电话+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1：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0：邮件+钉钉机器人。

SilenceTime Integer 86400 通道沉默时间。单位：秒。默认值：86400。

StartT ime Integer 0

报警生效的开始时间。取值范围：0~23。

例如：  AlertConfig.StartTime 为
0，  AlertConfig.EndTime 为22，表示报警
生效时间为00:00:00至22:00:00。

说明 说明 如果报警不在生效时间内，则
超过阈值也不会发送报警通知。

WebHook String
https://www.aliyun
.com

报警发生回调时的URL地址。

云监控会将报警信息通过POST请求推送到该地
址，目前仅支持HTTP协议。

Disabled Boolean false

可用性监控任务是否禁用。取值：

true：禁用。

false：启用。

GroupId Long 12345 应用分组ID。

GroupName String Group_ECS 应用分组名称。

Id Long 123456 可用性监控任务ID。

Instances List i-abcdefgh12**** 发起探测的ECS实例列表。

TaskName String ecs_instance 可用性监控任务名称。

TaskOption Struct 可用性监控任务的参数选项。

HttpKeyword String OK HTTP探测类型匹配响应内容。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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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ethod String GET

探测类型的方法。取值：

GET

POST

HEAD

HttpNegative Boolean true

匹配HTTP响应内容的报警规则。取值：

true：如果HTTP响应内容包含设置的报警规
则，则报警。

false：如果HTTP响应内容不包含设置的报警
规则，则报警。

HttpPostConte
nt

String
params1=paramsVa
lue1

HTTP探测类型探测请求的Post内容。

HttpResponseC
harset

String UTF-8 HTTP探测类型的响应字符集。

HttpURI String
https://www.aliyun
.com

HTTP探测类型的探测URI地址。

Interval Integer 60 探测频率。单位：秒。

TelnetOrPingHo
st

String ssh.aliyun.com 探测的域名或地址。

TaskScope String GROUP

可用性监控任务的探测范围。取值：

GROUP：表示将当前应用分组内的所有ECS实
例作为探测任务的探针。

GROUP_SPEC_INSTANCE：表示将当前应用分
组内的指定ECS实例作为探测任务的探针。

TaskType String HTTP

任务类型。取值：

PING

TELNET

HTTP

Total Integer 1 总记录条数。

Message String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错误信息。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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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HostAvailabilityLi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HostAvailabilityListResponse>
   <RequestId>4A288E86-45C3-4858-9DB0-6D85B10BD92A</RequestId>
   <Total>1</Total>
   <TaskList>
      <NodeTaskConfig>
         <GroupName>Group_ECS</GroupName>
         <TaskOption>
            <HttpURI>https://aliyun.com</HttpURI>
            <HttpMethod>GET</HttpMethod>
         </TaskOption>
         <AlertConfig>
            <NotifyType>1</NotifyType>
            <SilenceTime>86400</SilenceTime>
            <EndTime>22</EndTime>
            <StartTime>0</StartTime>
            <EscalationList>
               <escalationList>
                  <Operator>=</Operator>
                  <MetricName>HttpStatus</MetricName>
                  <Times>3</Times>
                  <Value>400</Value>
                  <Aggregate>Value</Aggregate>
               </escalationList>
               <escalationList>
                  <Operator>=</Operator>
                  <MetricName>HttpLatency</MetricName>
                  <Times>3</Times>
                  <Value>500</Value>
                  <Aggregate>Average</Aggregate>
               </escalationList>
            </EscalationList>
         </AlertConfig>
         <TaskName>ecs_instance</TaskName>
         <TaskScope>GROUP</TaskScope>
         <TaskType>HTTP</TaskType>
         <Id>123456</Id>
         <Disabled>false</Disabled>
         <GroupId>12345</GroupId>
      </NodeTaskConfig>
   </TaskList>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HostAvailabilityList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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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ON 格式

{
 "RequestId": "4A288E86-45C3-4858-9DB0-6D85B10BD92A",
 "Total": 1,
 "TaskList": {
  "NodeTaskConfig": [
   {
    "GroupName": "Group_ECS",
    "TaskOption": {
     "HttpURI": "https://aliyun.com",
     "HttpMethod": "GET"
    },
    "AlertConfig": {
     "NotifyType": 1,
     "SilenceTime": 86400,
     "EndTime": 22,
     "StartTime": 0,
     "EscalationList": {
      "escalationList": [
       {
        "Operator": "=",
        "MetricName": "HttpStatus",
        "Times": 3,
        "Value": "400",
        "Aggregate": "Value"
       },
       {
        "Operator": "=",
        "MetricName": "HttpLatency",
        "Times": 3,
        "Value": "500",
        "Aggregate": "Average"
       }
      ]
     }
    },
    "TaskName": "ecs_instance",
    "TaskScope": "GROUP",
    "TaskType": "HTTP",
    "Id": 123456,
    "Disabled": false,
    "GroupId": 12345
   }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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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ResourceNotFound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未找到指定资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UnhealthyHostAvailability接口查询探测结果异常的服务器列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Unhealth
yHostAvailability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UnhealthyHostAvailability。

Id.N
RepeatLi
st

是 123456 任务ID。N的取值范围：1~20。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User not authorized
to operate on the
specified resource.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ACBDBB40-DFB6-
4F4C-8957-
51FFB233969C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2.9.6. DescribeUnhealthyHostAvailability2.9.6. DescribeUnhealthyHostAvail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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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healthyList
Array of
NodeTaskInsta
nce

探测异常的服务器列表。

NodeTaskInsta
nce

Id Long 123456 任务ID。

InstanceList List i-a34b581**** 异常服务器列表。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UnhealthyHostAvailability
&Id.1=123456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UnhealthyHostAvailabilityResponse>
    <RequestId>8C2F25CB-F9E7-4693-95C7-A095417B2948</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UnhealthyList>
       <NodeTaskInstance>
          <Id>123456</Id>
          <InstanceList>
             <String>i-a34b581****</String>
          </InstanceList>
       </NodeTaskInstance>
    </UnhealthyList>
</DescribeUnhealthyHostAvailability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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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8C2F25CB-F9E7-4693-95C7-A095417B2948",
 "Code": 200,
 "Success": true,
 "UnhealthyList": {
  "NodeTaskInstance": [
   {
    "Id": 123456,
    "InstanceList": {
     "String": ["i-a34b581****"]
    }
   } 
  ]
 }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isableHostAvailability接口禁用指定可用性监控任务。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isableHostAvaila
bility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isableHostAvailability。

Id.N
RepeatLi
st

是 12345
可用性监控任务ID。N的取值范围：
1~20。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2.9.7. DisableHostAvailability2.9.7. DisableHostAvail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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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String
User not authorized
to operate on the
specified resource.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ACBDBB40-DFB6-
4F4C-8957-
51FFB233969C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isableHostAvailability
&Id.1=12345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isableHostAvailabilityResponse>
      <RequestId>ACBDBB40-DFB6-4F4C-8957-51FFB233969C</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DisableHostAvailability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ACBDBB40-DFB6-4F4C-8957-51FFB233969C",
  "Success": true,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2.10. 事件监控2.10. 事件监控
2.10.1. 系统事件2.10.1. 系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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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SendDryRunSystemEvent接口调试云资源的系统事件。

本接口用于调试资源配置的触发逻辑是否符合预期，即通过调用该接口发送一条测试事件，帮助您验证对应
的事件触发报警后返回的内容是否符合预期。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SendDryRunSyste
mEvent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SendDryRunSystemEvent。

EventName String 是
Agent_Status_St
opped

事件名称。

说明 说明 详细信息请参
见DescribeSystemEventMetaList。

Product String 是 ecs

云服务名称。

说明 说明 事件支持的云服务，详细
信息请参见云服务系统事件。

GroupId String 否 123456 应用分组ID。

2.10.1.1. SendDryRunSystemEvent2.10.1.1. SendDryRunSystem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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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Content String 否

{"product":"Clou
dMonitor","resour
ceId":"acs:ecs:cn
-
hongkong:17365
1113438****:insta
nce/{instanceId}",
"level":"CRIT ICAL"
,"instanceName":
"instanceName","
regionId":"cn-
hangzhou","nam
e":"Agent_Status
_Stopped","cont
ent":
{"ipGroup":"0.0.0.
0,0.0.0.1","t ianjim
onVersion":"1.2.1
1"},"status":"sto
pped"}

事件内容。

说明 说明 该参数的取值可以为任意
一个合法的JSON，建议JSON中包含关
键字
值  product 、  resourceId 和
 regionId 。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486029C9-53E1-
44B4-85A8-
16A571A043FD

请求ID。

Success String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success 返回信息。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SendDryRunSystemEvent
&EventName=Agent_Status_Stopped
&Product=ecs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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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SendDryRunSystemEventResponse>
   <Message>success</Message>
   <RequestId>590FB642-5FFE-4AE0-883B-E1323DD20541</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SendDryRunSystemEventResponse>

 JSON  格式

{
  "Message": "success",
  "RequestId": "590FB642-5FFE-4AE0-883B-E1323DD20541",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SystemEventMetaList接口查询系统事件的Meta信息。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SystemE
ventMetaList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SystemEventMetaList。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Integer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2.10.1.2. DescribeSystemEventMetaList2.10.1.2. DescribeSystemEventMet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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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Array of
Resource

Meta返回信息。

Resource

EventType String Exception

事件类型。取值：

StatusNotification：故障通知。

Exception：异常。

Maintenance：运维。

Level String INFO

报警级别。取值：

CRIT ICAL：紧急。

WARN：警告。

INFO：信息。

Name String SelectFailureRate 事件名称。

NameDesc String 查询失败率高 事件名称的描述信息。

NameDesc.En String
High query failure
rate.

英文事件名称的描述信息。

Product String ADS 产品名称缩写。

Status String failed 事件状态。

StatusDesc String Operation Failed 事件状态描述。

Message String success 返回信息。

RequestId String
A6582C8B-E67C-
4A19-BC15-
EAEFEBDC7995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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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SystemEventMetaLi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SystemEventMetaListResponse>
    <RequestId>46350DCE-3399-473B-875F-1340DC97186C</RequestId>
    <Message>success</Message>
    <Data>
       <Resource>
          <Status>Failed</Status>
          <StatusDesc>OperationFailed</StatusDesc>
          <NameDesc>插⼊失败率10%</NameDesc>
          <NameDesc.En>InsertFailureRate</NameDesc.En>
          <EventType>Exception</EventType>
          <Product>ADS</Product>
          <Level>CRITICAL</Level>
          <Name>InsertFailureRate</Name>
       </Resource>
       <Resource>
          <Status>Failed</Status>
          <StatusDesc>OptionFailed</StatusDesc>
          <NameDesc>查询失败率10%</NameDesc>
          <NameDesc.En>SelectFailureRate</NameDesc.En>
          <EventType>Exception</EventType>
          <Product>ADS</Product>
          <Level>CRITICAL</Level>
          <Name>SelectFailureRate</Name>
       </Resource>
       <Resource>
          <Status>Failed</Status>
          <StatusDesc>Operation Failed</StatusDesc>
          <NameDesc>磁盘使⽤率80%</NameDesc>
          <NameDesc.En>StorageUsage</NameDesc.En>
          <EventType>Maintenance</EventType>
          <Product>ADS</Product>
          <Level>CRITICAL</Level>
          <Name>StorageUsage</Name>
       </Resource>
       <Resource>
          <Status>EightyPercentQuotaExceeded</Status>
          <StatusDesc>超过Quota 80%事件</StatusDesc>
          <NameDesc>超过Quota 80%事件</NameDesc>
          <NameDesc.En>EightyPercentQuotaExceeded:Route</NameDesc.En>
          <EventType>80%QuotaExceeded</EventType>
          <Product>CEN</Product>
          <Level>WARN</Level>
          <Name>EightyPercentQuotaExceeded:Route</Name>
       </Resource>
       <Resource>
          <Status>NinetyEightPercentQuotaExceeded</Status>
          <StatusDesc>超过Quota 98%事件</Status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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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usDesc>超过Quota 98%事件</StatusDesc>
          <NameDesc>超过Quota 98%事件</NameDesc>
          <NameDesc.En>NinetyEightPercentQuotaExceeded:Route</NameDesc.En>
          <EventType>98%QuotaExceeded</EventType>
          <Product>CEN</Product>
          <Level>WARN</Level>
          <Name>NinetyEightPercentQuotaExceeded:Route</Name>
       </Resource>
    </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SystemEventMetaList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46350DCE-3399-473B-875F-1340DC97186C",
 "Message": "success",
    "Data": {
        "Resource": [
         {
    "Status": "Failed",
    "StatusDesc": "OperationFailed",
    "NameDesc": "插⼊失败率10%",
    "NameDesc.En": "InsertFailureRate",
    "EventType": "Exception",
    "Product": "ADS",
    "Level": "CRITICAL",
    "Name": "InsertFailureRate"
   },
   {
    "Status": "Failed",
    "StatusDesc": "OptionFailed",
    "NameDesc": "查询失败率10%",
    "NameDesc.En": "SelectFailureRate",
    "EventType": "Exception",
    "Product": "ADS",
    "Level": "CRITICAL",
    "Name": "SelectFailureRate"
   },
   {
    "Status": "Failed",
    "StatusDesc": "Operation Failed",
    "NameDesc": "磁盘使⽤率80%",
    "NameDesc.En": "StorageUsage",
    "EventType": "Maintenance",
    "Product": "ADS",
    "Level": "CRITICAL",
    "Name": "StorageUsage"
   },
   {
    "Status": "EightyPercentQuotaExceeded",
    "StatusDesc": "超过Quota 80%事件",
    "NameDesc": "超过Quota 80%事件",
    "NameDesc.En": "EightyPercentQuotaExceeded: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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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Desc.En": "EightyPercentQuotaExceeded:Route",
    "EventType": "80%QuotaExceeded",
    "Product": "CEN",
    "Level": "WARN",
    "Name": "EightyPercentQuotaExceeded:Route"
   },
   {
    "Status": "NinetyEightPercentQuotaExceeded",
    "StatusDesc": "超过Quota 98%事件",
    "NameDesc": "超过Quota 98%事件",
    "NameDesc.En": "NinetyEightPercentQuotaExceeded:Route",
    "EventType": "98%QuotaExceeded",
    "Product": "CEN",
    "Level": "WARN",
    "Name": "NinetyEightPercentQuotaExceeded:Route"
   }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SystemEventCount接口查询各云服务发生事件的数量。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查询云服务器  ECS 发生事件的数量，返回结果显示，发生事件的数量共3条。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SystemE
ventCount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SystemEventCount。

Product String 否 ECS

事件的云服务名称。

调用DescribeSystemEventMetaList接
口，获取返回参数  Product 的值，即
可获得当前阿里云账号下所有事件的云服
务名称。更多信息，请参
见DescribeSystemEventMetaList。

2.10.1.3. DescribeSystemEventCount2.10.1.3. DescribeSystemEvent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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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Type String 否
StatusNotificatio
n

事件类型。

调用DescribeSystemEventMetaList接
口，获取返回参数  EventType 的值，
即可获得当前阿里云账号下所有云服务的
事件类型。更多信息，请参
见DescribeSystemEventMetaList。

Name String 否
Instance:StateCh
ange

事件名称。

调用DescribeSystemEventMetaList接
口，获取返回参数  Name 的值，即可获
得当前阿里云账号下所有云服务的事件名
称。更多信息，请参
见DescribeSystemEventMetaList。

Level String 否 Info

事件级别。取值：

Critical：严重。

Warn：警告。

Info：信息。

调用DescribeSystemEventMetaList接
口，获取返回参数  Level 的值，即可获
得当前阿里云账号下所有云服务的事件级
别。更多信息，请参
见DescribeSystemEventMetaList。

Status String 否 Normal

事件状态。

调用DescribeSystemEventMetaList接
口，获取返回参数  Status 的值，即可
获得当前阿里云账号下所有云服务的事件
状态。更多信息，请参
见DescribeSystemEventMetaList。

GroupId String 否 17285**** 应用分组ID。

SearchKeywords String 否 ECS

搜索事件内容包含的关键字。取值：

如果您需要搜索事件的内容中包括a和
b，则可以搜索  a and b 。

如果您需要搜索事件的内容中包括a或
b，可以搜索  a or b 。

StartT ime String 否 1635993541000 查询事件开始的时间戳。单位：毫秒。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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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Time String 否 1635993921000 查询事件结束的时间戳。单位：毫秒。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C7A7B776-0ACE-
5A93-9B07-
DE8008D9CCDF

请求ID。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Success String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SystemEventCo
unts

Array of
SystemEventCo
unt

事件详情。

SystemEventCo
unt

Content String 实例状态改变通知 事件描述。

GroupId String 17285**** 应用分组ID。

InstanceName String ECS-test 实例名称。

Level String Info

事件级别。取值：

Critical：严重。

Warn：警告。

Info：信息。

Name String
Instance:StateChan
ge

事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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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Long 3 发生事件的数量。

Product String ECS 事件的云服务名称。

RegionId String cn-hangzhou 地域ID。

ResourceId String
i-
rj99xc6cptkk64ml***
*

资源ID。

Status String Normal 事件状态。

Time Long 1635993751000 事件发生的时间戳。单位：毫秒。

Message String success

返回信息。

当请求成功时，返回成功信息；当请求失败时，
返回失败原因。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SystemEventCount
&Product=ECS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SystemEventCountResponse>
   <Message>success</Message>
   <RequestId>C7A7B776-0ACE-5A93-9B07-DE8008D9CCDF</RequestId>
   <SystemEventCounts>
      <SystemEventCount>
         <Num>3</Num>
         <Product>ECS</Product>
         <Time>1635993751000</Time>
         <Name>Instance:StateChange</Name>
      </SystemEventCount>
   </SystemEventCounts>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SystemEventCount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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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ON 格式

{
    "Message": "success",
    "RequestId": "C7A7B776-0ACE-5A93-9B07-DE8008D9CCDF",
    "SystemEventCounts": {
        "SystemEventCount": [
            {
                "Num": "3",
                "Product": "ECS",
                "Time": 1635993751000,
                "Name": "Instance:StateChange"
            }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ResourceNotFound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未找到指定资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SystemEventAttribute接口查询系统事件详情。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SystemE
ventAttribute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SystemEventAttribute。

Product String 否 oss

产品名称缩写。

说明 说明 关于产品名称缩写的取
值，请参
见DescribeSystemEventMetaList。

2.10.1.4. DescribeSystemEventAttribute2.10.1.4. DescribeSystemEventAttrib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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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Type String 否 Exception

事件类型。

说明 说明 关于事件类型的取值，请
参
见DescribeSystemEventMetaList。

Name String 否
BucketIngressBan
dwidth

事件名称。

说明 说明 关于事件名称的取值，请
参
见DescribeSystemEventMetaList。

Level String 否 CRIT ICAL

事件级别。取值：

CRIT ICAL：严重。

WARN：警告。

INFO：信息。

Status String 否 normal

事件状态。

说明 说明 关于事件状态的取值，请
参
见DescribeSystemEventMetaList。

GroupId String 否 12346 应用分组ID。

SearchKeywords String 否 cms

搜索事件内容包含的关键字。取值：

如果您待搜索事件的内容中包括a和b，
可以搜索  a and b 。

如果您待搜索事件的内容中包括a或b，
可以搜索  a or b 。

StartT ime String 否 1552199984949

开始时间。

格式为Unix时间戳，即从1970年1月1日开
始所经过的毫秒数。

EndTime String 否 1552221584949

结束时间。

格式为Unix时间戳，即从1970年1月1日开
始所经过的毫秒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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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页码。默认值：1。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记录条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60912C8D-B340-
4253-ADE7-
61ACDFD25CFC

请求ID。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Success String true 操作是否成功。true表示成功，false表示失败。

SystemEvents Array 事件内容详情。

SystemEvent

Content String

[{"product":"CloudM
onitor","content":"
{\"ipGroup\":\"112.1
26.XX.XX,10.163.XX.
XX\",\"tianjimonVer
sion\":\"1.2.22\"}","
groupId":"176,177,1
78,179,180,692,1208
12,1663836,96,2028
302","time":"155220
9568000","resourceI
d":"acs:ecs:cn-
beijing:17365111343
8****:instance/i-
25k35****","level":"C
RIT ICAL","status":"st
opped","instanceNa
me":"cmssiteprobe
bj-
6","name":"Agent_S
tatus_Stopped","re
gionId":"cn-beijing"}]

事件内容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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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Id String 12345 应用分组ID。

InstanceName String instanceId1 实例名称。

Level String WARN

事件级别。取值：

CRIT ICAL：严重。

WARN：警告。

INFO：信息。

Name String
Agent_Status_Stop
ped

事件名称。

Product String CloudMonitor 产品名称缩写。

RegionId String cn-hangzhou 地域ID。

ResourceId String xxxxx-1 资源ID。

Status String normal 事件状态。

Time Long 1552199984000

事件发生的时间。

格式为Unix时间戳，即从1970年1月1日开始所经
过的毫秒数。

Message String success
返回信息。当操作成功时，返回  success ；
当操作失败时，返回错误信息。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SystemEventAttribut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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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SystemEventAttribute>
    <SystemEvents>
       <SystemEvent>
          <Status>normal</Status>
          <InstanceName>instanceId1</InstanceName>
          <ResourceId>xxxxx-1</ResourceId>
          <Content>[{\"product\":\"CloudMonitor\",\"content\":\"{\\\"ipGroup\\\":\\\"112.12
6.XX.XX,10.163.XX.XX\\\",\\\"tianjimonVersion\\\":\\\"1.2.22\\\"}\",\"groupId\":\"176,177,1
78,179,180,692,120812,1663836,96,2028302\",\"time\":\"1552209568000\",\"resourceId\":\"acs:
ecs:cn-beijing:173651113438****:instance/i-25k35****\",\"level\":\"CRITICAL\",\"status\":\"
stopped\",\"instanceName\":\"cmssiteprobebj-6\",\"name\":\"Agent_Status_Stopped\",\"regionI
d\":\"cn-beijing\"}]</Content>
          <Product>CloudMonitor</Product>
          <Level>WARN</Level>
          <Time>1552199984000</Time>
          <RegionId>cn-hangzhou</RegionId>
          <Name>Agent_Status_Stopped</Name>
          <GroupId>12345</GroupId>
       </SystemEvent>
    </SystemEvents>
    <Message>success</Message>
    <RequestId>60912C8D-B340-4253-ADE7-61ACDFD25CFC</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SystemEventAttribut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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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temEvents":{
        "SystemEvent":[
            {
                "Status":"normal",
                "InstanceName":"instanceId1",
                "ResourceId":"xxxxx-1",
                "Content":"[{\"product\":\"CloudMonitor\",\"content\":\"{\\\"ipGroup\\\":\\
\"112.126.XX.XX,10.163.XX.XX\\\",\\\"tianjimonVersion\\\":\\\"1.2.22\\\"}\",\"groupId\":\"1
76,177,178,179,180,692,120812,1663836,96,2028302\",\"time\":\"1552209568000\",\"resourceId\
":\"acs:ecs:cn-beijing:173651113438****:instance/i-25k35****\",\"level\":\"CRITICAL\",\"sta
tus\":\"stopped\",\"instanceName\":\"cmssiteprobebj-6\",\"name\":\"Agent_Status_Stopped\",\
"regionId\":\"cn-beijing\"}]",
                "Product":"CloudMonitor",
                "Level":"WARN",
                "Time":"1552199984000",
                "RegionId":"cn-hangzhou",
                "Name":"Agent_Status_Stopped",
                "GroupId":"12345"
            }]
    },
    "Message":"success",
    "RequestId":"60912C8D-B340-4253-ADE7-61ACDFD25CFC",
    "Code":"200",
    "Success":"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SystemEventHistogram接口查询系统事件的时段数量分布图（柱状图）。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SystemE
ventHistogram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SystemEventHistogram。

2.10.1.5. DescribeSystemEventHistogram2.10.1.5. DescribeSystemEventHist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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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String 否 OSS

产品的名称缩写。

说明 说明 关于产品名称缩写的取
值，请参
见DescribeSystemEventMetaList。

EventType String 否 Exception

事件类型。

说明 说明 关于事件类型的取值，请
参
见DescribeSystemEventMetaList。

Name String 否
BucketIngressBan
dwidth

事件名称。

说明 说明 关于事件名称的取值，请
参
见DescribeSystemEventMetaList。

Level String 否 CRIT ICAL

事件级别，取值：

CRIT ICAL：严重

WARN：警告

INFO：信息

Status String 否 normal

事件状态。

说明 说明 关于事件状态的取值，请
参
见DescribeSystemEventMetaList。

GroupId String 否 12345 应用分组ID。

SearchKeywords String 否 cms

搜索事件内容包含的关键字。取值：

如果您待搜索事件的内容中包括a和b，
可以搜索  a and b 。

如果您待搜索事件的内容中包括a或b，
可以搜索  a or b 。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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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T ime String 否 1552209685596

开始时间。

格式为Unix时间戳，即从1970年1月1日开
始所经过的毫秒数。

EndTime String 否 1552220485596

结束时间。

格式为Unix时间戳，即从1970年1月1日开
始所经过的毫秒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486029C9-53E1-
44B4-85A8-
16A571A043FD

请求ID。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Success String true 操作是否成功。true表示成功，false表示失败。

SystemEventHis
tograms

Array 事件分段统计详情。

SystemEventHis
togram

Count Long 2 事件发生数量。

EndTime Long 1552225753000

结束时间。

格式为Unix时间戳，即从1970年1月1日开始所经
过的毫秒数。

StartT ime Long 1552225770000

开始时间。

格式为Unix时间戳，即从1970年1月1日开始所经
过的毫秒数。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is not
authorization.

错误信息。

示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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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SystemEventHistogram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SystemEventHistogram>
    <RequestId>E38CA81A-A012-4C59-B694-42AAFBE27ED2</RequestId>
    <SystemEventHistograms>
       <System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3671700000</EndTime>
          <StartTime>1593671684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SystemEventHistogram>
       <System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3671730000</EndTime>
          <StartTime>1593671700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SystemEventHistogram>
       <System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3671760000</EndTime>
          <StartTime>1593671730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SystemEventHistogram>
       <System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3671790000</EndTime>
          <StartTime>1593671760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SystemEventHistogram>
       <System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3671820000</EndTime>
          <StartTime>1593671790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SystemEventHistogram>
       <System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3671850000</EndTime>
          <StartTime>1593671820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SystemEventHistogram>
       <System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3671880000</EndTime>
          <StartTime>1593671850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SystemEventHistogram>
       <System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3671910000</EndTime>
          <StartTime>1593671880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SystemEventHistogram>
       <System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3671940000</EndTime>
          <StartTime>1593671910000</Start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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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tTime>1593671910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SystemEventHistogram>
       <System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3671970000</EndTime>
          <StartTime>1593671940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SystemEventHistogram>
       <System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3672000000</EndTime>
          <StartTime>1593671970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SystemEventHistogram>
       <System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3672030000</EndTime>
          <StartTime>1593672000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SystemEventHistogram>
       <System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3672060000</EndTime>
          <StartTime>1593672030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SystemEventHistogram>
       <System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3672090000</EndTime>
          <StartTime>1593672060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SystemEventHistogram>
       <System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3672120000</EndTime>
          <StartTime>1593672090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SystemEventHistogram>
       <System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3672150000</EndTime>
          <StartTime>1593672120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SystemEventHistogram>
       <System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3672180000</EndTime>
          <StartTime>1593672150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SystemEventHistogram>
       <System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3672210000</EndTime>
          <StartTime>1593672180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SystemEventHistogram>
       <System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3672240000</EndTime>
          <StartTime>1593672210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SystemEventHistogram>
       <System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3672270000</End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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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Time>1593672270000</EndTime>
          <StartTime>1593672240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SystemEventHistogram>
       <System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3672300000</EndTime>
          <StartTime>1593672270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SystemEventHistogram>
       <System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3672330000</EndTime>
          <StartTime>1593672300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SystemEventHistogram>
       <System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3672360000</EndTime>
          <StartTime>1593672330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SystemEventHistogram>
       <System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3672390000</EndTime>
          <StartTime>1593672360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SystemEventHistogram>
       <System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3672420000</EndTime>
          <StartTime>1593672390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SystemEventHistogram>
       <System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3672450000</EndTime>
          <StartTime>1593672420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SystemEventHistogram>
       <System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3672480000</EndTime>
          <StartTime>1593672450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SystemEventHistogram>
       <System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3672510000</EndTime>
          <StartTime>1593672480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SystemEventHistogram>
       <System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3672540000</EndTime>
          <StartTime>1593672510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SystemEventHistogram>
       <System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3672570000</EndTime>
          <StartTime>1593672540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SystemEventHistogram>
       <SystemEventHistogram>

API参考··API参考（2019-01-01） 云监控

228 > 文档版本：20220527



       <System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3672584000</EndTime>
          <StartTime>1593672570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SystemEventHistogram>
    </SystemEventHistograms>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SystemEventHistogram>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38CA81A-A012-4C59-B694-42AAFBE27ED2",
 "SystemEventHistograms": {
  "SystemEventHistogram": [
   {
    "EndTime": 1593671700000,
    "StartTime": 1593671684000,
    "Count": 0
   },
   {
    "EndTime": 1593671730000,
    "StartTime": 1593671700000,
    "Count": 0
   },
   {
    "EndTime": 1593671760000,
    "StartTime": 1593671730000,
    "Count": 0
   },
   {
    "EndTime": 1593671790000,
    "StartTime": 1593671760000,
    "Count": 0
   },
   {
    "EndTime": 1593671820000,
    "StartTime": 1593671790000,
    "Count": 0
   },
   {
    "EndTime": 1593671850000,
    "StartTime": 1593671820000,
    "Count": 0
   },
   {
    "EndTime": 1593671880000,
    "StartTime": 1593671850000,
    "Count": 0
   },
   {
    "EndTime": 1593671910000,
    "StartTime": 1593671880000,
    "Count":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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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t": 0
   },
   {
    "EndTime": 1593671940000,
    "StartTime": 1593671910000,
    "Count": 0
   },
   {
    "EndTime": 1593671970000,
    "StartTime": 1593671940000,
    "Count": 0
   },
   {
    "EndTime": 1593672000000,
    "StartTime": 1593671970000,
    "Count": 0
   },
   {
    "EndTime": 1593672030000,
    "StartTime": 1593672000000,
    "Count": 0
   },
   {
    "EndTime": 1593672060000,
    "StartTime": 1593672030000,
    "Count": 0
   },
   {
    "EndTime": 1593672090000,
    "StartTime": 1593672060000,
    "Count": 0
   },
   {
    "EndTime": 1593672120000,
    "StartTime": 1593672090000,
    "Count": 0
   },
   {
    "EndTime": 1593672150000,
    "StartTime": 1593672120000,
    "Count": 0
   },
   {
    "EndTime": 1593672180000,
    "StartTime": 1593672150000,
    "Count": 0
   },
   {
    "EndTime": 1593672210000,
    "StartTime": 1593672180000,
    "Count": 0
   },
   {
    "EndTime": 1593672240000,
    "StartTime": 1593672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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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tTime": 1593672210000,
    "Count": 0
   },
   {
    "EndTime": 1593672270000,
    "StartTime": 1593672240000,
    "Count": 0
   },
   {
    "EndTime": 1593672300000,
    "StartTime": 1593672270000,
    "Count": 0
   },
   {
    "EndTime": 1593672330000,
    "StartTime": 1593672300000,
    "Count": 0
   },
   {
    "EndTime": 1593672360000,
    "StartTime": 1593672330000,
    "Count": 0
   },
   {
    "EndTime": 1593672390000,
    "StartTime": 1593672360000,
    "Count": 0
   },
   {
    "EndTime": 1593672420000,
    "StartTime": 1593672390000,
    "Count": 0
   },
   {
    "EndTime": 1593672450000,
    "StartTime": 1593672420000,
    "Count": 0
   },
   {
    "EndTime": 1593672480000,
    "StartTime": 1593672450000,
    "Count": 0
   },
   {
    "EndTime": 1593672510000,
    "StartTime": 1593672480000,
    "Count": 0
   },
   {
    "EndTime": 1593672540000,
    "StartTime": 1593672510000,
    "Count": 0
   },
   {
    "EndTime": 15936725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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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Time": 1593672570000,
    "StartTime": 1593672540000,
    "Count": 0
   },
   {
    "EndTime": 1593672584000,
    "StartTime": 1593672570000,
    "Count": 0
   }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CustomEventCount接口查询自定义事件的统计结果。

说明 说明 此API以产品为维度统计每个产品自定义事件的数量。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CustomE
ventCount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CustomEventCount。

Name String 否 BABEL_BUY 事件名称。

EventId String 否 123 事件ID。

GroupId String 否 12345 应用分组ID。

2.10.2. 自定义事件2.10.2. 自定义事件

2.10.2.1. DescribeCustomEventCount2.10.2.1. DescribeCustomEvent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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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Keywords String 否 cms

搜索事件内容包含的关键字。

如果您待搜索事件的内容中包括A和B，
则可以搜索A和B。

如果您待搜索事件的内容中包括A或B，
则可以搜索A或B。

StartT ime String 否 1552209685596

开始时间。

格式为Unix时间戳，即从1970年1月1日开
始所经过的毫秒数。

EndTime String 否 1552220485596

结束时间。

格式为Unix时间戳，即从1970年1月1日开
始所经过的毫秒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60912C8D-B340-
4253-ADE7-
61ACDFD25CFC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true表示成功，false表示失败。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CustomEventCo
unts

Array 自定义事件详情。

CustomEventCo
unt

Name String BABEL_BUY 事件名称。

Num Integer 20 事件数量。

Time Long 1552267615000

事件发生的时间。

格式为Unix时间戳，即从1970年1月1日开始所经
过的毫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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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String success
返回信息。当请求成功时，返回成功信息；当请
求失败时，返回失败原因。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CustomEventCoun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CustomEventCount>
    <CustomEventCounts>
       <CustomEventCount>
          <Name>BABEL_BUY</Name>
          <Time>1552267615000</Time>
          <Num>20</Num>
       </CustomEventCount>
    </CustomEventCounts>
    <Message>success</Message>
    <RequestId>38D3C270-6799-4461-AA55-7975352140C1</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CustomEventCount>

 JSON  格式

{
    "CustomEventCounts": {
        "CustomEventCount": 
        {
            "Name":"BABEL_BUY",
            "Time":1552267615000,
            "Num":"20"
        }
    },
    "Message": "success",
    "RequestId": "38D3C270-6799-4461-AA55-7975352140C1",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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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DescribeCustomEventAttribute接口查询自定义事件的详情。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CustomE
ventAttribute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CustomEventAttribute。

Name String 否 test123 事件名称。

EventId String 否 123**** 事件ID。

GroupId String 否 123**** 应用分组ID。

SearchKeywords String 否 cms

搜索事件内容包含的关键字。

如果您待搜索事件的内容中包括A和B，
则可以搜索A和B。

如果您待搜索事件的内容中包括A或B，
则可以搜索A或B。

StartT ime String 否 1552224365971

开始时间。

格式为Unix时间戳，即从1970年1月1日开
始所经过的毫秒数。

EndTime String 否 1552227965971

结束时间。

格式为Unix时间戳，即从1970年1月1日开
始所经过的毫秒数。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页码。

PageSize Integer 否 50 每页记录条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2.10.2.2. DescribeCustomEventAttribute2.10.2.2. DescribeCustomEventAttrib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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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60912C8D-B340-
4253-ADE7-
61ACDFD25CFC

请求ID。

Success String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CustomEvents
Array of
CustomEvent

事件详情。

Custom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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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String

requestId:4975A6F3
-19AC-4C01-BAD2-
034DA07FEBB5, info:
{"autoPay":false,"au
toUseCoupon":false
,"bid":"26842","buye
rId":118935342242**
**,"commodities":
[{"aliyunProduceCod
e":"cms","chargeTy
pe":"PREPAY","com
modityCode":"cms_
call_num","compon
ents":
[{"componentCode":
"phone_count","inst
anceProperty":
[{"code":"phone_co
unt","value":"500"}],
"moduleAttrStatus"
:1}],"duration":6,"fre
e":false,"orderPara
ms":
{"aliyunProduceCode
":"cms"},"orderType
":"BUY","prePayPost
Charge":false,"pricin
gCycle":"Month","qu
antity":1,"refundSpe
cCode":"","renewCh
ange":false,"specCo
de":"cms_call_num"
,"specUpdate":false
,"syncToSubscriptio
n":false,"upgradeIn
quireFinancialValue"
:true}],"fromApp":"c
ommonbuy","orderP
arams":
{"priceCheck":"true"}
,"payerId":11893534
2242****,"requestId"
:"ade3ad32-f58b-
45d7-add4-
ac542be3d8ec","ski
pChannel":false,"us
erId":118935342242
****}

上报事件详情。

GroupId String 12345 应用分组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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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String 123 事件ID。

Name String BABEL_CHECK 事件名称。

Time String 1552199984000

事件发生的时间。

格式为Unix时间戳，即从1970年1月1日开始所经
过的毫秒数。

Message String

userId:17365111343
8**** and
name:"BABEL_CHECK
"

返回信息。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CustomEventAttribut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CustomEventAttributeResponse>
        <Message>userId:173651113438**** and name:"BABEL_CHECK"</Message>
        <RequestId>194A3F1D-8EA6-4922-BBF2-5F213AC7B648</RequestId>
        <CustomEvents>
                <CustomEvent>
                        <Name>BABEL_CHECK</Name>
                        <Time>1553422490000</Time>
                        <Id>E4407D77-72BA-4818-8644-39D119D7****</Id>
                        <Content>requestId:BD524A26-A3DA-4133-A863-FF56B335797E, info:{"aut
oPay":false,"autoUseCoupon":false,"bid":"26842","buyerId":118935342242****,"commodities":[{
"aliyunProduceCode":"cms","chargeType":"PREPAY","commodityCode":"cms_edition","components":
[{"componentCode":"suggest_type","instanceProperty":[{"code":"suggest_type","value":"pro"}]
,"moduleAttrStatus":1},{"componentCode":"pay_type","instanceProperty":[{"code":"pay_type","
value":"suggest"}],"moduleAttrStatus":1}],"duration":1,"free":false,"orderParams":{"aliyunP
roduceCode":"cms"},"orderType":"BUY","prePayPostCharge":false,"pricingCycle":"Month","quant
ity":1,"refundSpecCode":"","renewChange":false,"specCode":"cms_edition","specUpdate":false,
"syncToSubscription":false,"upgradeInquireFinancialValue":true}],"fromApp":"commonbuy","ord
erParams":{"priceCheck":"true"},"payerId":118935342242****,"requestId":"57d81d14-3c60-468e-
b50a-1dfdb1594673","skipChannel":false,"userId":118935342242****}</Content>
                        <GroupId>12345</GroupId>
                </CustomEvent>
                <CustomEvent>
                        <Name>BABEL_CHECK</Name>
                        <Time>1553422498000</Time>
                        <Id>D44FAC44-EB81-470A-909D-BD963FF9****</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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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D44FAC44-EB81-470A-909D-BD963FF9****</Id>
                        <Content>requestId:14CC5306-0BAB-464F-B340-CF33AD306510, info:{"aut
oPay":false,"autoUseCoupon":false,"bid":"26842","buyerId":118935342242****,"commodities":[{
"aliyunProduceCode":"cms","chargeType":"PREPAY","commodityCode":"cms_smspackage","component
s":[{"componentCode":"sms_count","instanceProperty":[{"code":"sms_count","value":"1000"}],"
moduleAttrStatus":1}],"duration":6,"free":false,"orderParams":{"aliyunProduceCode":"cms"},"
orderType":"BUY","prePayPostCharge":false,"pricingCycle":"Month","quantity":1,"refundSpecCo
de":"","renewChange":false,"specCode":"cms_smspackage","specUpdate":false,"syncToSubscripti
on":false,"upgradeInquireFinancialValue":true}],"fromApp":"commonbuy","orderParams":{"price
Check":"true"},"payerId":118935342242****,"requestId":"64461412-31f2-4e52-a875-43bf1410bdf0
","skipChannel":false,"userId":118935342242****}</Content>
                        <GroupId>12345</GroupId>
                </CustomEvent>
                <CustomEvent>
                        <Name>BABEL_CHECK</Name>
                        <Time>1553422506000</Time>
                        <Id>3AF6FE15-4F6E-459A-96F6-45C74F765209</Id>
                        <Content>requestId:4975A6F3-19AC-4C01-BAD2-034DA07FEBB5, info:{"aut
oPay":false,"autoUseCoupon":false,"bid":"26842","buyerId":118935342242****,"commodities":[{
"aliyunProduceCode":"cms","chargeType":"PREPAY","commodityCode":"cms_call_num","components"
:[{"componentCode":"phone_count","instanceProperty":[{"code":"phone_count","value":"500"}],
"moduleAttrStatus":1}],"duration":6,"free":false,"orderParams":{"aliyunProduceCode":"cms"},
"orderType":"BUY","prePayPostCharge":false,"pricingCycle":"Month","quantity":1,"refundSpecC
ode":"","renewChange":false,"specCode":"cms_call_num","specUpdate":false,"syncToSubscriptio
n":false,"upgradeInquireFinancialValue":true}],"fromApp":"commonbuy","orderParams":{"priceC
heck":"true"},"payerId":118935342242****,"requestId":"ade3ad32-f58b-45d7-add4-ac542be3d8ec"
,"skipChannel":false,"userId":118935342242****}</Content>
                        <GroupId>12345</GroupId>
                </CustomEvent>
        </CustomEvents>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DescribeCustomEventAttributeResponse>

 JSON  格式

{
    "Message": "userId:173651113438**** and name:\"BABEL_CHECK\"",
    "RequestId": "194A3F1D-8EA6-4922-BBF2-5F213AC7B648",
    "CustomEvents": {
        "CustomEvent": [
            {
                "Name": "BABEL_CHECK",
                "Time": 1553422490000,
                "Id": "E4407D77-72BA-4818-8644-39D119D7****",
                "Content": "requestId:BD524A26-A3DA-4133-A863-FF56B335797E, info:{\"autoPay
\":false,\"autoUseCoupon\":false,\"bid\":\"26842\",\"buyerId\":118935342242****,\"commoditi
es\":[{\"aliyunProduceCode\":\"cms\",\"chargeType\":\"PREPAY\",\"commodityCode\":\"cms_edit
ion\",\"components\":[{\"componentCode\":\"suggest_type\",\"instanceProperty\":[{\"code\":\
"suggest_type\",\"value\":\"pro\"}],\"moduleAttrStatus\":1},{\"componentCode\":\"pay_type\"
,\"instanceProperty\":[{\"code\":\"pay_type\",\"value\":\"suggest\"}],\"moduleAttrStatus\":
1}],\"duration\":1,\"free\":false,\"orderParams\":{\"aliyunProduceCode\":\"cms\"},\"orderTy
pe\":\"BUY\",\"prePayPostCharge\":false,\"pricingCycle\":\"Month\",\"quantity\":1,\"refundS
pecCode\":\"\",\"renewChange\":false,\"specCode\":\"cms_edition\",\"specUpdate\":false,\"sy
ncToSubscription\":false,\"upgradeInquireFinancialValue\":true}],\"fromApp\":\"commonb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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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ToSubscription\":false,\"upgradeInquireFinancialValue\":true}],\"fromApp\":\"commonbuy\",
\"orderParams\":{\"priceCheck\":\"true\"},\"payerId\":118935342242****,\"requestId\":\"57d8
1d14-3c60-468e-b50a-1dfdb1594673\",\"skipChannel\":false,\"userId\":118935342242****}",
                "GroupId": "12345"
            },
            {
                "Name": "BABEL_CHECK",
                "Time": 1553422498000,
                "Id": "D44FAC44-EB81-470A-909D-BD963FF9****",
                "Content": "requestId:14CC5306-0BAB-464F-B340-CF33AD306510, info:{\"autoPay
\":false,\"autoUseCoupon\":false,\"bid\":\"26842\",\"buyerId\":118935342242****,\"commoditi
es\":[{\"aliyunProduceCode\":\"cms\",\"chargeType\":\"PREPAY\",\"commodityCode\":\"cms_smsp
ackage\",\"components\":[{\"componentCode\":\"sms_count\",\"instanceProperty\":[{\"code\":\
"sms_count\",\"value\":\"1000\"}],\"moduleAttrStatus\":1}],\"duration\":6,\"free\":false,\"
orderParams\":{\"aliyunProduceCode\":\"cms\"},\"orderType\":\"BUY\",\"prePayPostCharge\":fa
lse,\"pricingCycle\":\"Month\",\"quantity\":1,\"refundSpecCode\":\"\",\"renewChange\":false
,\"specCode\":\"cms_smspackage\",\"specUpdate\":false,\"syncToSubscription\":false,\"upgrad
eInquireFinancialValue\":true}],\"fromApp\":\"commonbuy\",\"orderParams\":{\"priceCheck\":\
"true\"},\"payerId\":118935342242****,\"requestId\":\"64461412-31f2-4e52-a875-43bf1410bdf0\
",\"skipChannel\":false,\"userId\":118935342242****}",
                "GroupId": "12345"
            },
            {
                "Name": "BABEL_CHECK",
                "Time": 1553422506000,
                "Id": "3AF6FE15-4F6E-459A-96F6-45C74F76****",
                "Content": "requestId:4975A6F3-19AC-4C01-BAD2-034DA07FEBB5, info:{\"autoPay
\":false,\"autoUseCoupon\":false,\"bid\":\"26842\",\"buyerId\":118935342242****,\"commoditi
es\":[{\"aliyunProduceCode\":\"cms\",\"chargeType\":\"PREPAY\",\"commodityCode\":\"cms_call
_num\",\"components\":[{\"componentCode\":\"phone_count\",\"instanceProperty\":[{\"code\":\
"phone_count\",\"value\":\"500\"}],\"moduleAttrStatus\":1}],\"duration\":6,\"free\":false,\
"orderParams\":{\"aliyunProduceCode\":\"cms\"},\"orderType\":\"BUY\",\"prePayPostCharge\":f
alse,\"pricingCycle\":\"Month\",\"quantity\":1,\"refundSpecCode\":\"\",\"renewChange\":fals
e,\"specCode\":\"cms_call_num\",\"specUpdate\":false,\"syncToSubscription\":false,\"upgrade
InquireFinancialValue\":true}],\"fromApp\":\"commonbuy\",\"orderParams\":{\"priceCheck\":\"
true\"},\"payerId\":118935342242****,\"requestId\":\"ade3ad32-f58b-45d7-add4-ac542be3d8ec\"
,\"skipChannel\":false,\"userId\":118935342242****}",
                "GroupId": "12345"
            }
        ]
    },
    "Success": true,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PutCustomEvent接口上报自定义事件的监控数据。

2.10.2.3. PutCustomEvent2.10.2.3. PutCustom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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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PutCustomEvent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PutCustomEvent。

EventInfo.N.Conte
nt

String 是 IOException 事件内容。N的取值范围：1~50。

EventInfo.N.Event
Name

String 是 myEvent 事件名称。N的取值范围：1~50。

EventInfo.N.T ime String 否
20171013T17092
3.456+0800

发生事件的时间。N的取值范围：1~50。

EventInfo.N.Grou
pId

String 否 123456

应用分组ID。N的取值范围：0~50。

默认值：0.0表示上报的事件不属于任何一
个应用分组。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131DD9C8-9A32-
4428-AD2E-
4E3013B6E3A7

请求ID。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success 返回信息。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PutCustomEvent
&EventInfo.1.Content=IOException
&EventInfo.1.EventName=myEven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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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ML  格式

<Message>success</Message>
<RequestId>131DD9C8-9A32-4428-AD2E-4E3013B6E3A7</RequestId>
<Code>200</Code>

 JSON  格式

{
    "Message": "success",
    "RequestId": "131DD9C8-9A32-4428-AD2E-4E3013B6E3A7",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CustomEventHistogram接口查询自定义上报事件的分时段数量分布图。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CustomE
ventHistogram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CustomEventHistogram。

Name String 否
BucketIngressBan
dwidth

事件名称。

Level String 否 CRIT ICAL

事件级别。取值：

CRIT ICAL：严重

WARN：警告

INFO：信息

EventId String 否 123 事件ID。

GroupId String 否 12345 应用分组ID。

2.10.2.4. DescribeCustomEventHistogram2.10.2.4. DescribeCustomEventHist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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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Keywords String 否 cms

搜索事件内容包含的关键字。

如果您待搜索事件的内容中包括A和B，
则可以搜索A和B。

如果您待搜索事件的内容中包括A或B，
则可以搜索A或B。

StartT ime String 否 1552209685596

开始时间。

格式为Unix时间戳，即从1970年1月1日开
始所经过的毫秒数。

EndTime String 否 1552220485596

结束时间。

格式为Unix时间戳，即从1970年1月1日开
始所经过的毫秒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486029C9-53E1-
44B4-85A8-
16A571A043FD

请求ID。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Success String true 操作是否成功。true表示成功，false表示失败。

EventHistogram
s

Array 自定义事件统计数据列表。

EventHistogram

Count Long 3 事件发生的数量。

EndTime Long 1552226750000

结束时间。

格式为Unix时间戳，即从1970年1月1日开始所经
过的毫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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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T ime Long 1552226740000

开始时间。

格式为Unix时间戳，即从1970年1月1日开始所经
过的毫秒数。

Message String success
返回信息。当请求成功时，返回成功信息；当请
求失败时，返回失败原因。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CustomEventHistogram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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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CustomEventHistogramResponse>
    <Message>success</Message>
    <RequestId>5977C7EE-E727-4EC4-B756-ECC8CB820CF4</RequestId>
    <EventHistograms>
       <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6000690000</EndTime>
          <StartTime>1596000689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EventHistogram>
       <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6000720000</EndTime>
          <StartTime>1596000690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EventHistogram>
       <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6000930000</EndTime>
          <StartTime>1596000900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EventHistogram>
       <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6000960000</EndTime>
          <StartTime>1596000930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EventHistogram>
       <EventHistogram>
          <EndTime>1596000990000</EndTime>
          <StartTime>1596000960000</StartTime>
          <Count>0</Count>
       </EventHistogram>
    </EventHistograms>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CustomEventHistogram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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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age": "success",
    "RequestId": "5977C7EE-E727-4EC4-B756-ECC8CB820CF4",
    "EventHistograms": {
        "EventHistogram": [
            {
                "EndTime": 1596000690000,
                "StartTime": 1596000689000,
                "Count": 0
            },
            {
                "EndTime": 1596000720000,
                "StartTime": 1596000690000,
                "Count": 0
            },
            {
                "EndTime": 1596000930000,
                "StartTime": 1596000900000,
                "Count": 0
            },
            {
                "EndTime": 1596000960000,
                "StartTime": 1596000930000,
                "Count": 0
            },
            {
                "EndTime": 1596000990000,
                "StartTime": 1596000960000,
                "Count": 0
            }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PutCustomMetric接口上报自定义监控数据。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2.11. 自定义监控2.11. 自定义监控
2.11.1. PutCustomMetric2.11.1. PutCustomMe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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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PutCustomMetric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PutCustomMetric。

MetricList.N.Dime
nsions

String 是
{"sampleName1":
"value1","sample
Name2":"value2"}

维度Map，用于查询指定资源的监控数
据。N的取值范围：1~21。

格式：key-value键值对形式的集合，常用
的key-value集合
为：  {"Key":"Value"} 。

Key和Value的长度为1~64个字符，超过64
个字符时截取前64个。

Key和Value的取值可包含英文字母、数
字、点号（.）、短划线（-）、下划线
（_）、正斜线（/）和反斜线（\）。

说明 说明 Dimensions传入时需要
使用JSON字符串表示该Map对象，必
须按顺序传入。

MetricList.N.Grou
pId

String 是 12345

应用分组ID。N的取值范围：1~21。

说明 说明 如果监控项不属于任何应
用分组， 则输入0。

MetricList.N.Metri
cName

String 是 cpu_total
监控项名称。N的取值范围：1~21。详情
请参见云服务监控项。

MetricList.N.Type String 是 0

上报数值类型。N的取值范围：1~21。取
值：

0：原始数据。

1：聚合数据。

说明 说明 当上报聚合数据时，建议
周期为60秒和300秒的数据均上报，
否则无法正常查询跨度大于7天的监控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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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icList.N.Value
s

String 是 {"value":10.5}

指标值集合。N的取值范围：1~21。

说明 说明 如果上报数值的类型为
0，则上报的是原始值，云监控会按周
期将原始值聚合为多个值，例如：最
大、计数、求和等。

MetricList.N.T ime String 否 1508136760000

指标发生的时间。N的取值范围：1~21。
支持以下两种类型：

UTC时间。格式：YYYY-MM-
DDThh:mm:ssZ，例如：
20171012T132456.888+0800。

Long型时间戳。例如：
1508136760000。

MetricList.N.Perio
d

String 否 60

聚合周期。N的取值范围：1~21。单位：
秒，取值：60或300。

说明 说明 如果上报数值的类型为
1，则需要设置该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05B36C2C-5F6E-
48D5-8B41-
CE36DD7EE8E0

请求ID。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has
failed due to a
temporary failure of
the server.

错误信息。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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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PutCustomMetric
&MetricList.1.Dimensions={"sampleName1":"value1","sampleName2":"value2"}
&MetricList.1.GroupId=12345
&MetricList.1.MetricName=cpu_total
&MetricList.1.Type=0
&MetricList.1.Values={"value":10.5}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PutCustomMetricResponse>
   <RequestId>75D115CE-5DA8-4647-9073-8F72BB85B6F7</RequestId>
   <Message>success</Message>
   <Code>200</Code>
</PutCustomMetric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75D115CE-5DA8-4647-9073-8F72BB85B6F7",
  "Message": "success",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PutCustomMetricRule接口创建自定义监控报警规则。

调用本接口前，请先调用PutCustomMetric接口上报自定义监控数据，详情请参见 PutCustomMetric。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PutCustomMetric
Rule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PutCustomMetricRule。

2.11.2. PutCustomMetricRule2.11.2. PutCustomMetric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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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Opera
tor

String 是 >=

阈值比较符号。取值：

 >= 
 = 
 <= 
 > 
 < 
 != 

ContactGroups String 是 ECS_Group
报警联系人组。多个联系人组之间用英文
逗号（,）分隔。

EvaluationCount Integer 是 3 报警重试次数。

Level String 是 CRIT ICAL

报警级别。取值：

CRIT ICAL：严重。

WARN：警告。

INFO：信息。

MetricName String 是 cpu_total

监控项名称。

说明 说明 获取方法请参
见DescribeCustomMetricList。

Resources String 是

[{"groupId":7378*
***,"dimension":"i
nstanceId=i-
hp3543t5e4sudb
3s****"}]

报警规则作用的自定义监控数据。由自定
义监控数据所属应用分组ID和监控项所属
维度组成。

RuleId String 是 MyRuleId1

报警规则ID。

说明 说明 如果报警规则ID已存在，
则表示修改报警规则；如果报警规则
ID不存在，则表示创建报警规则。

Statistics String 是 Average 报警统计方法。

Threshold String 是 90 报警阈值。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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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Id String 否 7378****

自定义监控数据所属应用分组ID。

说明 说明 0表示上报的自定义监控
数据不属于任何一个应用分组。

RuleName String 否 CpuUsage 报警规则名称。

Webhook String 否
https://www.aliy
un.com

报警发生回调时指定的URL地址，向URL发
送POST请求。

EffectiveInterval String 否 00:00-23:59
报警规则生效的时间范围。取值范围：
00:00-23:59。

SilenceTime Integer 否 86400

通道沉默周期。单位：秒，默认值：
86400（1天）。

说明 说明 当监控数据持续超过报警
规则阈值时，每个沉默周期内只发送
一次报警通知。

Period String 否 300
自定义监控数据的聚合周期。单位：秒。
取值为60或60的整数倍。默认为自定义监
控数据的原始上报周期。

EmailSubject String 否 ECS实例 报警邮件主题。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ComparisonOperato
r is mandatory for
this action.

返回信息。接口调用成功时，返回为空；接口调
用失败时，返回失败原因。

RequestId String
65D50468-ECEF-
48F1-A6E1-
D952E89D9432

请求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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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PutCustomMetricRule
&ComparisonOperator=>=
&ContactGroups=ECS_Group
&EvaluationCount=3
&Level=CRITICAL
&MetricName=cpu_total
&Resources=[{"groupId":7378****,"dimension":"instanceId=i-hp3543t5e4sudb3s****"}]
&RuleId=MyRuleId1
&Statistics=Average
&Threshold=9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PutCustomMetricRuleResponse>
   <Message></Message>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PutCustomMetricRuleResponse>

 JSON 格式

{
 "Message":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CustomMetricList接口查询上报的自定义监控数据。

说明 说明 建议您通过DescribeMetricList接口查询监控数据。更多信息，请参见DescribeMetricList。

2.11.3. DescribeCustomMetricList2.11.3. DescribeCustomMetric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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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CustomM
etricList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CustomMetricList。

GroupId String 否 7378****

应用分组ID。

关于如何获取应用分组ID，请参
见DescribeMonitorGroups。

MetricName String 否 cpu_total 自定义监控项名称。

Dimension String 否
{sampleName1=v
alue1&sampleNa
me2=value2}

维度Map，用于查询指定资源的监控数
据。

Md5 String 否
97c25982d9745a
231276bff27469*
***

消息摘要算法，可以产生一个128位（16
字节）的散列值，用来校验上报的自定义
监控数据的唯一性。

PageNumber String 否 1
页码。

起始值：1。默认值：1。

PageSize String 否 10
分页时每页显示的数据行数。

起始值：1。默认值：10。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1AF425E4-1DEA-
54F2-910A-
8117C9686140

请求ID。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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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 String

{\"all\":0,\"size\":1
0,\"param\":
{\"metric\":\"
{\\\"metricName\\\
":\\\"cpu_total\\\",
\\\"groupId\\\":737
8****,\\\"project\\\"
:\\\"acs_customMet
ric_120886317861***
*\\\",\\\"dimension
\\\":\\\"sampleNa
me1=value1&sampl
eName2=value2\\\"
,\\\"status\\\":1}\",
\"service\":\"metric
-center.aliyun-
inc.com\"},\"page\"
:1,\"list\":[]}

自定义监控数据查询结果。

Message String success 返回信息。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CustomMetricLi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CustomMetricListResponse>
 <Message>success</Message>
 <RequestId>1AF425E4-1DEA-54F2-910A-8117C9686140</RequestId>
 <Code>200</Code>
 <Result>{\"all\":0,\"size\":10,\"param\":{\"metric\":\"{\\\"metricName\\\":\\\"cpu_total\\
\",\\\"groupId\\\":7378****,\\\"project\\\":\\\"acs_customMetric_120886317861****\\\",\\\"d
imension\\\":\\\"sampleName1=value1&=value2\\\",\\\"status\\\":1}\",\"service\":\"metric-ce
nter.aliyun-inc.com\"},\"page\":1,\"list\":[]}</Result>
</DescribeCustomMetricList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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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age": "success",
    "RequestId": "1AF425E4-1DEA-54F2-910A-8117C9686140",
    "Code": "200",
    "Result": "{\"all\":0,\"size\":10,\"param\":{\"metric\":\"{\\\"metricName\\\":\\\"cpu_t
otal\\\",\\\"groupId\\\":7378****,\\\"project\\\":\\\"acs_customMetric_120886317861****\\\"
,\\\"dimension\\\":\\\"sampleName1=value1&sampleName2=value2\\\",\\\"status\\\":1}\",\"serv
ice\":\"metric-center.aliyun-inc.com\"},\"page\":1,\"list\":[]}"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leteCustomMetric接口删除自定义监控上报数据。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CustomMe
tric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leteCustomMetric。

GroupId String 是 12345 应用分组ID。

MetricName String 是 AdvanceCredit 监控项的名称。

Md5 String 否
38796C8CFFEB8F8
9BB2A626C7BD7**
**

消息摘要算法，可以产生一个128位（16
字节）的散列值，用来校验上报的自定义
监控数据的唯一性。此参数与UUID选择其
一。

说明 说明 当查询自定义监控项时，
会返回Md5。

2.11.4. DeleteCustomMetric2.11.4. DeleteCustomMe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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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UID String 否
5497633c-66c5-
4eae-abaa-
89db5adb****

发起请求申请时。此参数与Md5选择其
一。

说明 说明 当查询自定义监控项时，
会返回UUID参数，建议您使用Md5。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05B36C2C-5F6E-
48D5-8B41-
CE36DD7EE8E0

请求ID。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success 返回信息。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CustomMetric
&GroupId=12345
&MetricName=AdvanceCredi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leteCustomMetric>
    <Message>success</Message>
    <RequestId>05B36C2C-5F6E-48D5-8B41-CE36DD7EE8E0</RequestId>
    <Code>200</Code>
</DeleteCustomMetric>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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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age": "success",
    "RequestId": "05B36C2C-5F6E-48D5-8B41-CE36DD7EE8E0",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LogMonitorList接口获取日志监控列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LogMonit
orList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LogMonitorList。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页码。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记录条数。默认：10。

SearchValue String 否 test 监控项搜索。支持模糊搜索。

GroupId Long 否 123456 应用分组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2.12. 日志监控2.12. 日志监控
2.12.1. DescribeLogMonitorList2.12.1. DescribeLogMonitor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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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MonitorList
Array of
LogMonitor

日志监控列表。

GmtCreate Long 1577766395000

创建时间。

格式为Unix时间戳，即从1970年1月1日开始所经
过的毫秒数。

GroupId Long 12345 应用分组ID。

LogId Long 12345 日志监控ID。

MetricName String cpu_total 监控项名称。详情请参见云产品监控项。

SlsLogstore String testSlS**** 日志服务名称。

SlsProject String sls-project-test**** 日志Project。

SlsRegionId String cn-hangzhou 日志服务所在的地域ID。

ValueFilter
Array of
ValueFilterObje
ct

筛选的过滤规则，配合ValueFilterRelation使
用。相当于SQL中的Where条件。

如果不填写，则表示对全部数据进行处理。例
如：日志中有Level和Error字段，如果需要统计
每分钟Error出现的次数，则统计方法可以定义为
对Level求和，并且Level=Error。

Key String hostName 日志匹配的字段名称。

Operator String contain

字段值的匹配方式。取值：

contain：包含。

notContain：不包含。

 > ：大于。

 < ：小于。

 >= ：大于等于。

 <= ：小于等于。

Value String portal 日志匹配的字段值。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API参考··API参考（2019-01-01） 云监控

258 > 文档版本：20220527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72502202/task18341805/~~163515~~


ValueFilterRelat
ion

String and

日志筛选的过滤条件。需要和ValueFilter配合使
用。取值：

and：表示和的关系。

or ：表示或的关系。

Message String successful 返回信息。

PageNumber Integer 1 当前页码。

PageSize Integer 10 分页大小。

RequestId String
01E90080-4300-
4FAA-B9AE-
161956BC350D

请求ID。

Total Long 15 总记录条数。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LogMonitorLi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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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LogMonitorListResponse>
    <Message>successful</Message>
    <RequestId>C085617E-7A64-402E-877D-410E86174B0C</RequestId>
    <PageSize>10</PageSize>
    <Total>2</Total>
    <LogMonitorList>
       <SlsProject>sls-project-test****</SlsProject>
       <MetricName>cpu_total</MetricName>
       <GmtCreate>1591175112000</GmtCreate>
       <ValueFilterRelation>and</ValueFilterRelation>
       <LogId>12345</LogId>
       <SlsRegionId>cn-hangzhou</SlsRegionId>
       <SlsLogstore>testSlS****</SlsLogstore>
       <GroupId>12345</GroupId>
    </LogMonitorList>
    <LogMonitorList>
       <SlsProject>sls-project-test****</SlsProject>
       <MetricName>cpu_total</MetricName>
       <GmtCreate>1586826787000</GmtCreate>
       <ValueFilterRelation>and</ValueFilterRelation>
       <ValueFilter>
          <Operator>=</Operator>
          <Value>1</Value>
          <Key>lh_source</Key>
       </ValueFilter>
       <LogId>12345</LogId>
       <SlsRegionId>cn-hangzhou</SlsRegionId>
       <SlsLogstore>internal-alert-history</SlsLogstore>
       <GroupId>12345</GroupId>
    </LogMonitorList>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LogMonitorList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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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age": "successful",
 "RequestId": "C085617E-7A64-402E-877D-410E86174B0C",
 "PageSize": 10,
 "Total": 2,
 "LogMonitorList": [
  {
   "SlsProject": "sls-project-test****",
   "MetricName": "cpu_total",
   "GmtCreate": 1591175112000,
   "ValueFilterRelation": "and",
   "ValueFilter": [],
   "LogId": 12345,
   "SlsRegionId": "cn-hangzhou",
   "SlsLogstore": "testSlS****",
   "GroupId": 12345
  },
  {
   "SlsProject": "sls-project-test****",
   "MetricName": "cpu_total",
   "GmtCreate": 1586826787000,
   "ValueFilterRelation": "and",
   "ValueFilter": [
    {
     "Operator": "=",
     "Value": "1",
     "Key": "lh_source"
    }
   ],
   "LogId": 12345,
   "SlsRegionId": "cn-hangzhou",
   "SlsLogstore": "internal-alert-history",
   "GroupId": 12345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LogMonitorAttribute接口获取日志监控详情。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2.12.2. DescribeLogMonitorAttribute2.12.2. DescribeLogMonitorAttrib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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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LogMonit
orAttribute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LogMonitorAttribute。

MetricName String 是 cpu_total
监控项的名称。支持精确匹配。

详情请参见云产品监控项。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LogMonitor Struct 日志监控详情。

Aggregates
Array of
Aggregate

聚合计算定义。

Alias String HostName 字段别名。

FieldName String hostName 日志中原始的字段名称。

Function String count

统计方法，即在统计周期内计算日志数据的函数
方法。取值：

count：计数值。

sum：求和。

avg：平均值。

max：最大值。

min：最小值。

countps：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求count
后的每秒平均值。

sumps：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求sum后的
每秒平均值。

distinct：去重后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出
现的次数。

Max String 10 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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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String 0 最小值。

GmtCreate Long 1547431398000

创建时间。

格式为Unix时间戳，即从1970年1月1日开始所经
过的秒数。

GroupId Long 12345 应用分组ID。

Groupbys List value

对数据进行空间维度聚合。相当于SQL中的
Group By，根据指定的维度，对监控数据进行分
组。如果Group By不选择任何维度，则根据聚合
方法对全部监控数据进行聚合。

LogId Long 1234 日志ID。

MetricExpress String

{"extend":
{"errorPercent":"5XX
Number/TotalNumb
er*100"}}

扩展字段。扩展字段为统计方法中的结果提供四
则运算功能。

例如：在统计方法中已配置HTTP状态码请求总数
TotalNumber，HTTP状态码大于499的请求数
5XXNumber，则可以通过扩展字段计算出服务
端错误率：5XXNumber/TotalNumber*100。

MetricName String cpu_total 监控项名称。详情请参见云产品监控项。

SlsLogstore String test-logstore 日志服务名称。

SlsProject String test-project 日志Project。

SlsRegionId String cn-hangzhou 日志服务所在的地域ID。

Tumblingwindo
ws

List 60
预计算窗口时间。单位：秒。系统将在定义的预
计算时间对数据做一次聚合计算。

ValueFilter
Array of
ValueFilterObje
ct

筛选的过滤规则，配合ValueFilterRelation使
用。相当于SQL中的Where条件。

如果不填写，则表示对全部数据进行处理。例
如：日志中有Level和Error字段，如果需要统计
每分钟Error出现的次数，则统计方法可以定义为
对Level求和，并且Level=Error。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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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String hostName 日志匹配的字段名。

Operator String contain

字段值的匹配方式。取值：

 contain ：包含。

 notContain ：不包含。

 > ：大于。

 < ：小于。

 >= ：大于等于。

 <= ：小于等于。

Value String portal 日志匹配的字段值。

ValueFilterRelat
ion

String and

日志筛选的过滤条件。需要和ValueFilter配合使
用。取值：

and：和。

or：或。

Message String successful
返回信息。当请求成功时，返回成功信息；当请
求失败时，返回失败原因。

RequestId String
C6718537-E673-
4A58-8EE1-
24B8B38C7AAE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LogMonitorAttribute
&MetricName=cpu_total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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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LogMonitorAttributeResponse>
    <Message>successful</Message>
    <RequestId>BBD7B294-1325-46D1-BD08-848D6A6B9AC6</RequestId>
    <LogMonitor>
       <SlsProject>slsProject</SlsProject>
       <Tumblingwindows>60</Tumblingwindows>
       <SlsLogstore>slsLogstore</SlsLogstore>
       <MetricExpress>{"extend":{}}</MetricExpress>
       <GroupId>12345</GroupId>
       <MetricName>cpu_total</MetricName>
       <GmtCreate>1577766395000</GmtCreate>
       <Aggregates>
          <Function>count</Function>
          <Min></Min>
          <Max></Max>
          <Alias>lh_source_count</Alias>
          <FieldName>lh_source</FieldName>
       </Aggregates>
       <ValueFilterRelation>and</ValueFilterRelation>
       <ValueFilter>
          <Operator>contais</Operator>
          <Value>test</Value>
          <Key>hostName</Key>
       </ValueFilter>
       <LogId>1234</LogId>
       <SlsRegionId>cn-hangzhou</SlsRegionId>
    </LogMonitor>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LogMonitorAttribute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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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age": "successful",
  "RequestId": "BBD7B294-1325-46D1-BD08-848D6A6B9AC6",
  "LogMonitor": {
    "SlsProject": "slsProject",
    "Tumblingwindows": [
      60
    ],
    "SlsLogstore": "slsLogstore",
    "MetricExpress": "{\"extend\":{}}",
    "GroupId": 12345,
    "MetricName": "cpu_total",
    "GmtCreate": 1577766395000,
    "Aggregates": [
      {
        "Function": "count",
        "Min": "",
        "Max": "",
        "Alias": "lh_source_count",
        "FieldName": "lh_source"
      }
    ],
    "Groupbys": [],
    "ValueFilterRelation": "and",
    "ValueFilter": [
      {
        "Operator": "contais",
        "Value": "test",
        "Key": "hostName"
      }
    ],
    "LogId": 1234,
    "SlsRegionId": "cn-hangzhou"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leteLogMonitor接口删除日志监控。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2.12.3. DeleteLogMonitor2.12.3. DeleteLog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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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LogMonito
r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leteLogMonitor。

LogId Long 是 12345 日志监控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metric not exist.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42BFFC2B-5E4D-
4FDE-BCC6-
E91EE33C5967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LogMonitor
&LogId=12345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leteLogMonitorResponse>
    <RequestId>EBB5215C-44AB-4000-A2D7-48634FDC4F04</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DeleteLogMonitor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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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EBB5215C-44AB-4000-A2D7-48634FDC4F04",
    "Success": "true",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ResourceNotFound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未找到指定资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PutLogMonitor接口创建或修改日志监控。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创建一个日志监控  cpu_total 。返回结果显示，创建日志监控成功，日志监控ID
为  16**** 。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PutLogMonitor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PutLogMonitor。

Aggregates.N.Ali
as

String 是 Count 聚合计算别名。N的取值范围：1~10。

Aggregates.N.Fiel
dName

String 是 sourceCount
聚合计算原始的字段名称。N的取值范围：
1~10。

2.12.4. PutLogMonitor2.12.4. PutLog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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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gregates.N.Fun
ction

String 是 count

在计算周期内根据选定的统计方法对日志
数据进行聚合处理。N的取值范围：
1~10。取值：

count：计数。

sum：求和。

avg：平均值。

max：最大值。

min：最小值。

countps：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求
count后的每秒平均值。

sumps：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求
sum后的每秒平均值。

distinct：去重后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
段出现的次数。

MetricName String 是 cpu_total
监控项名称。关于云监控支持云服务的监
控项，请参见云产品监控项。

SlsLogstore String 是 test-logstore 日志服务中日志库的名称。

SlsProject String 是 test-project 日志服务中日志项目的名称。

Sls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日志服务中日志项目（Project）所在地
域。

ValueFilterRelatio
n

String 是 and

日志筛选的过滤条件。取值：

and：和。

or：或。

说明 说明 本参数需要
与  ValueFilter.N.Key 配合使
用。

LogId String 否 16**** 日志监控ID。

GroupId String 否 7301**** 应用分组ID。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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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icExpress String 否

{"extend":
{"errorPercent":"5
XXNumber/Total
Number*100"}}

扩展字段。 扩展字段为统计方法中的结果
提供四则运算的功能。

例如：在统计方法中配置了HTTP状态码请
求总数TotalNumber和HTTP状态码大于
499的请求数5xxNumber，则可以通过扩
展字段计算出服务端的错误率：
5xxNumber/TotalNumber*100。

JSON格式：{"extend":
{"errorPercent":"5xxNumber/TotalNum
ber*100"}}。字段说明如下：

extend：必填字段。

errorPercent：计算结果生成新字段的
别名，您可以根据真实情况自行命名。

errorPercent：现有字段的计算表达
式。

Groupbys.N.Alias String 否 CPUUtilization GroupBy别名。N的取值范围：1~10。

Groupbys.N.Field
Name

String 否 cpu
GroupBy字段名称。N的取值范围：
1~10。

ValueFilter.N.Key String 否 lh_source
日志匹配的字段名名称。N的取值范围：
1~10。

ValueFilter.N.Ope
rator

String 否 contain

字段值的匹配方式。N的取值范围：
1~10。取值：

 contain ：包含。

 notContain ：不包含。

 > ：大于。

 < ：小于。

 >= ：大于等于。

 <= ：小于等于。

ValueFilter.N.Valu
e

String 否 test
日志匹配的字段值。N的取值范围：
1~10。

Tumblingwindow
s

String 否 60,300
预计算窗口时间。单位：秒。云监控将在
定义的预计算时间对数据做一次聚合计
算。

Unit String 否 Percent 单位。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PI参考··API参考（2019-01-01） 云监控

270 > 文档版本：20220527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LogId String 16**** 日志监控ID。

Message String successful

返回信息。结果如下：

当操作成功时，返回  successful 。

当操作失败时，返回错误信息，例如：  alia
s of aggreate must be set value. 。

RequestId String
91561287-0802-
5F9C-9BDE-
404C50D41B06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PutLogMonitor
&Aggregates.1.Alias=Count
&Aggregates.1.FieldName=sourceCount
&Aggregates.1.Function=count
&MetricName=cpu_total
&SlsLogstore=test-logstore
&SlsProject=test-project
&SlsRegionId=cn-hangzhou
&ValueFilterRelation=and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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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LogMonitorResponse>
   <Message>successful</Message>
   <RequestId>91561287-0802-5F9C-9BDE-404C50D41B06</RequestId>
   <Code>200</Code>
   <LogId>16****</LogId>
   <Success>true</Success>
</PutLogMonitorResponse>

 JSON 格式

{
    "Message": "successful",
    "RequestId": "91561287-0802-5F9C-9BDE-404C50D41B06",
    "Code": 200,
    "LogId": "16****",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ResourceNotFound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未找到指定资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isableSiteMonitors接口禁用一个或多个站点监控任务。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isableSiteMonit
or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isableSiteMonitors。

2.13. 网络分析与监控2.13. 网络分析与监控
2.13.1. DisableSiteMonitors2.13.1. DisableSiteMon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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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Ids String 是

49f7b317-7645-
4cc9-94fd-
ea42e522****,49f
7b317-7645-
4cc9-94fd-
ea42e522****

站点监控任务ID。多个ID之间用英文逗号
（,）分隔。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Data Struct 站点监控任务影响探测点的记录数。

count Integer 0 探测点的记录条数。

Message String successful 返回信息。

RequestId String
3fcd12e7-d387-
42ee-b77e-
661c775bb17f

请求ID。

Success String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isableSiteMonitors
&TaskIds=49f7b317-7645-4cc9-94fd-ea42e522****,49f7b317-7645-4cc9-94fd-ea42e522****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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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bleSiteMonitorsResponse>
   <Message>successful</Message>
   <RequestId>EC3F33C8-9149-493C-92A8-9B33A9DA951C</RequestId>
   <Data>
      <count>0</count>
   </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isableSiteMonitorsResponse>

 JSON  格式

{
 "Message": "successful",
 "RequestId": "EC3F33C8-9149-493C-92A8-9B33A9DA951C",
 "Data": {
  "count": 0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SiteMonitorQuota接口查询站点监控的配额以及版本。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SiteMonit
orQuota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SiteMonitorQuota。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2.13.2. DescribeSiteMonitorQuota2.13.2. DescribeSiteMonitorQu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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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Data Struct 配额。

SecondMonitor Boolean false

是否开启秒级监控。取值：

true：开启。

false：关闭。

SiteMonitorIdcQ
uota

Integer 5 阿里巴巴探测点配额。免费配额5个。

SiteMonitorOpe
ratorQuotaQuo
ta

Integer 0 非阿里巴巴探测点配额。默认值：0。

SiteMonitorQuo
taTaskUsed

Integer 6 站点监控探测任务配额使用数。

SiteMonitorTas
kQuota

Integer 10 站点监控探测任务配额。

SiteMonitorVers
ion

String V1

站点监控版本。取值：

V1：老版本。

V2：新版本。

Message String 请求成功 返回信息。

RequestId String
26860260-76C6-
404E-AB7A-
EB98D36A6885

请求ID。

Success String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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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SiteMonitorQuota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SiteMonitorQuotaResponse>
    <Message>请求成功</Message>
    <RequestId>C1359088-B0D3-4344-BA51-FB920425D836</RequestId>
    <Data>
       <SiteMonitorVersion>V2</SiteMonitorVersion>
       <SiteMonitorQuotaTaskUsed>2</SiteMonitorQuotaTaskUsed>
       <SecondMonitor>false</SecondMonitor>
       <SiteMonitorOperatorQuotaQuota>0</SiteMonitorOperatorQuotaQuota>
       <SiteMonitorTaskQuota>100</SiteMonitorTaskQuota>
       <SiteMonitorIdcQuota>5</SiteMonitorIdcQuota>
    </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SiteMonitorQuotaResponse>

 JSON  格式

{
 "Message": "请求成功",
 "RequestId": "C1359088-B0D3-4344-BA51-FB920425D836",
 "Data": {
  "SiteMonitorVersion": "V2",
  "SiteMonitorQuotaTaskUsed": 2,
  "SecondMonitor": false,
  "SiteMonitorOperatorQuotaQuota": 0,
  "SiteMonitorTaskQuota": 100,
  "SiteMonitorIdcQuota": 5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SiteMonitorAttribute接口查询站点监控任务的详细信息。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查询站点监控任务  cc641dff-c19d-45f3-ad0a-818a0c4f**** 的详细信息，返回结
果显示，站点监控任务的名称为  test123 、探测地址为  https://aliyun.com 、运营商为  阿⾥巴巴 等
信息。

调试调试

2.13.3. DescribeSiteMonitorAttribute2.13.3. DescribeSiteMonitorAttrib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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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SiteMonit
orAttribute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SiteMonitorAttribute。

TaskId String 是
cc641dff-c19d-
45f3-ad0a-
818a0c4f****

监控任务ID。

IncludeAlert Boolean 否 false

返回的任务详情是否包含报警规则。

true：如果该参数的取值为true，则返
回报警规则。

false（默认值）：如果该参数的取值为
false，则不返回报警规则。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D17DF650-7EBD-
54D0-903A-
1D4E624D7402

请求ID。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SiteMonitors Struct 监控任务详情。

Address String https://aliyun.com 监控任务的探测地址。

Interval String 1
监控任务的周期。单位：分钟。取值：1、 5、
15、30和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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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pCities Array of IspCity 探测点的运营商和城市。

IspCity

City String 738 城市ID。

CityName String 北京市 城市名称。

Isp String 465 运营商ID。

IspName String 阿里巴巴 运营商名称。

OptionJson Struct
扩展选项。每一种探测类型有不同的扩展类型，
详情请参见CreateSiteMonitor。

attempts Long 3 DNS失败后重试次数。

authentication Integer 1

是否开启安全验证。取值：

0：否。

1：是。

cookie String lang=en 发送HTTP请求的Cookie。

dns_match_rule String IN_DNS

DNS的匹配规则。取值：

IN_DNS：期望解析的别名或IP地址均在DNS应
答中。

DNS_IN：所有的DNS应答都出现在期望解析的
别名或IP地址中。

EQUAL：DNS应答和期望解析的别名或IP地址
完全相同。

ANY：DNS应答和期望解析的别名或IP地址有
交集。

dns_server String 192.168.XX.XX

DNS服务器的IP地址。

说明 说明 仅适用于DNS探测类型。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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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_type String A

DNS解析类型。仅适用于DNS探测类型。取值：

A（默认值）：指定主机名或域名对应的IP地
址。

CNAME：将多个域名映射到另外一个域名。

NS：指定域名由某个DNS服务器解析。

MX：将域名指向一个邮件服务器地址。

TXT：主机名或域名的说明。文本长度限制
512字节，通常用做SPF（Sender Policy
Framework）记录，即反垃圾邮件。

expect_value String dns_server

待解析的别名或地址。

说明 说明 该参数仅适用于DNS探测类
型。

failure_rate Float 0.4

丢包率。

说明 说明 该参数仅适用于PING探测类
型。

header String testKey:testValue HTTP请求头。

http_method String get

HTTP请求方法。取值：

get

post

head

isBase64Encode String true

是否对参数  password 进行Base64编码。

true：是。

false：否。

match_rule Integer 1

是否包含报警规则。取值：

0：是。

1：否。

password String 123**** SMTP、POP3或FTP探测类型的密码。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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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_num Integer 29 PING探测类型的心跳。

port Integer 110 TCP、UDP、SMTP、POP3探测类型的端口。

protocol String TCP 探测协议。

request_conten
t

String aa=bb HTTP探测类型的请求内容。

request_format String txt

HTTP请求内容格式。取值：

hex：十六进制格式。

txt：文本格式。

response_cont
ent

String txt 匹配响应内容。

response_form
at

String txt

HTTP响应内容格式。取值：

hex：十六进制格式。

txt：文本格式。

time_out Long 3 超时时间。单位：毫秒。

username String testUser FTP、SMTP或POP3的用户名。

TaskId String
cc641dff-c19d-
45f3-ad0a-
818a0c4f****

监控任务ID。

TaskName String test123 监控任务名称。

TaskState String 1

监控任务的状态。取值：

1：启用。

2：禁用。

TaskType String HTTP
监控任务类型。目前站点监控任务的类型包括：
HTTP（S）、PING、TCP、UDP、DNS、SMTP、
POP3、FTP。

MetricRules
Array of
MetricRule

监控任务的报警规则。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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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icRule

ActionEnable String true

报警规则的状态。取值：

true：启用。

false：禁用。

AlarmActions String CloudMonitor 报警规则通知的报警联系组。

ComparisonOp
erator

String
GreaterThanYesterd
ay

报警规则的阈值比较符。取值：

 >= 
 > 
 <= 
 < 
 = 
 != 

Greater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同时间上
涨。

Less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同时间下降。

Greater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间
上涨。

Less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间下
降。

Greater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上涨。

Less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下降。

Dimensions String

[{"taskId":
"cc641dff-c19d-
45f3-ad0a-
818a0c4f****" }]

报警规则对应的维度。

EvaluationCoun
t

String 3 报警重试次数。

Expression String $Availability=30 报警规则的表达式。

Level String 2

报警规则的级别。取值：

1：紧急。

2：警告。

3：信息。

MetricName String Availability 监控项名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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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space String acs_networkmonitor 云产品的数据命名空间。

OkActions String [ "CloudMonitor"] 收到报警的联系人组。

Period String 15s

时间间隔。通常是监控项的上报周期，单位：
秒。

说明 说明 如果您设置了统计周期，则会
按照此周期查询对应的统计数据 。

RuleId String
bf071ae_7b7aec381
7b0fdf****

报警规则ID。

RuleName String rule1 报警规则名称。

StateValue String OK

报警的状态。取值：

OK：正常。

ALARM：报警。

Statistics String Availability

报警的统计方法。取值：

Availability：可用探测点百分比。

AvailableNumber：可用探测点数量。

ErrorCodeMaximum：任意状态码（独立报
警）。

ErrorCodeMinimum：所有状态码（组合报
警）。

Average：响应时间。

Threshold String 30 报警阈值。

Message String successful 返回信息。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SiteMonitorAttribute
&TaskId=cc641dff-c19d-45f3-ad0a-818a0c4f****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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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ML 格式

<DescribeSiteMonitorAttributeResponse>
   <MetricRules>
      <MetricRule>
         <ComparisonOperator>GreaterThanYesterday</ComparisonOperator>
         <RuleId>bf071ae_7b7aec3817b0fdf****</RuleId>
         <Period>15s</Period>
         <EvaluationCount>3</EvaluationCount>
         <Dimensions>
            <taskId>cc641dff-c19d-45f3-ad0a-818a0c4f****</taskId>
         </Dimensions>
         <Statistics>Availability</Statistics>
         <Namespace>acs_networkmonitor</Namespace>
         <AlarmActions>CloudMonitor</AlarmActions>
         <MetricName>Availability</MetricName>
         <OkActions>CloudMonitor</OkActions>
         <Expression>$Availability=30</Expression>
         <ActionEnable>true</ActionEnable>
         <StateValue>OK</StateValue>
         <Level>2</Level>
         <RuleName>rule1</RuleName>
         <Threshold>30</Threshold>
      </MetricRule>
   </MetricRules>
   <Message>successful</Message>
   <RequestId>D17DF650-7EBD-54D0-903A-1D4E624D7402</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SiteMonitors>
      <OptionJson>
         <time_out>30000</time_out>
         <http_method>get</http_method>
      </OptionJson>
      <TaskId>cc641dff-c19d-45f3-ad0a-818a0c4f****</TaskId>
      <Address>https://aliyun.com</Address>
      <TaskName>test123</TaskName>
      <TaskType>HTTP</TaskType>
      <IspCities>
         <IspCity>
            <IspName>阿⾥巴巴</IspName>
            <Isp>465</Isp>
            <CityName>北京市</CityName>
            <City>738</City>
         </IspCity>
      </IspCities>
      <TaskState>1</TaskState>
      <Interval>1</Interval>
   </SiteMonitors>
</DescribeSiteMonitorAttributeResponse>

 JSON 格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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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ricRules": {
        "MetricRule": [
            {
                "ComparisonOperator": "GreaterThanYesterday",
                "RuleId": "bf071ae_7b7aec3817b0fdf****",
                "Period": "15s",
                "EvaluationCount": 3,
                "Dimensions": [
                    {
                        "taskId": "cc641dff-c19d-45f3-ad0a-818a0c4f****"
                    }
                ],
                "Statistics": "Availability",
                "Namespace": "acs_networkmonitor",
                "AlarmActions": [
                    "CloudMonitor"
                ],
                "MetricName": "Availability",
                "OkActions": [
                    "CloudMonitor"
                ],
                "Expression": "$Availability=30",
                "ActionEnable": true,
                "StateValue": "OK",
                "Level": 2,
                "RuleName": "rule1",
                "Threshold": "30"
            }
        ]
    },
    "Message": "successful",
    "RequestId": "D17DF650-7EBD-54D0-903A-1D4E624D7402",
    "Code": "200",
    "Success": true,
    "SiteMonitors": {
        "OptionJson": {
            "time_out": 30000,
            "http_method": "get"
        },
        "TaskId": "cc641dff-c19d-45f3-ad0a-818a0c4f****",
        "Address": "https://aliyun.com",
        "TaskName": "test123",
        "TaskType": "HTTP",
        "IspCities": {
            "IspCity": [
                {
                    "IspName": "阿⾥巴巴",
                    "Isp": "465",
                    "CityName": "北京市",
                    "City": "738"
                }
            ]
        },
        "TaskSta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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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skState": 1,
        "Interval": 1
    }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leteSiteMonitors接口删除站点监控的探测任务。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SiteMonito
r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leteSiteMonitors。

TaskIds String 是

01adacc2-ece5-
41b6-afa2-
3143ab5d****,43
bd1ead-514f-
4524-813e-
228ce091****

待删除的任务ID。多个任务ID之间用英文逗
号（,）分隔。

IsDeleteAlarms Boolean 否 true

删除任务的同时是否删除报警规则。取
值：

true（默认值）

false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Data Struct 返回受影响的行数。

2.13.4. DeleteSiteMonitors2.13.4. DeleteSiteMon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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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 Integer 0 受影响的行数。

Message String 请求成功
返回信息。当请求成功时，返回成功信息；当请
求失败时，返回失败原因，例如：  TaskId
not found 。

RequestId String
123BCC5D-8B63-
48EA-B747-
9A8995BE7AA6

请求ID。

Success String true 操作是否成功。true表示成功，false表示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SiteMonitors
&TaskIds=01adacc2-ece5-41b6-afa2-3143ab5d****,43bd1ead-514f-4524-813e-228ce09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leteSiteMonitorsResponse>
  <Data>
   <count>0</count>
  </Data>
  <Message>请求成功</Message>
  <RequestId>123BCC5D-8B63-48EA-B747-9A8995BE7AA6</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DeleteSiteMonitorsResponse>

 JSON  格式

{
  "Data": {
    "count": 0
  },
  "Message": "请求成功",
  "RequestId": "123BCC5D-8B63-48EA-B747-9A8995BE7AA6",
  "Success": true,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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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SiteMonitorISPCityList接口查询所有运营商探测点详情。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查询运营商“联通”在“贵阳市”的探测点详情。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SiteMonit
orISPCityList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SiteMonitorISPCityList。

Isp String 否 联通

运营商探测点的名称或ID。

说明 说明 运营商名称支持模糊查
询。

City String 否 贵阳市

运营商探测点所在城市的名称或ID。

说明 说明 城市名称支持模糊查询。

IPV6 Boolean 否 true

是否查询IPv6探针。取值：

true（默认值）：查询IPv6探针。

false：不查询IPv6探针。

IPV4 Boolean 否 true

是否查询IPv4探针。取值：

true（默认值）：查询IPv4探针。

false：不查询IPv4探针。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2.13.5. DescribeSiteMonitorISPCityList2.13.5. DescribeSiteMonitorISPCity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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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RequestId String
B35D7D84-547B-
4E61-B909-
48A1F8A0C756

请求ID。

Message String successful 返回信息。

IspCityList Array of IspCity 探测点列表。

IspCity

Area.en String XiNan 区域（汉语拼音）。

Area.zh_CN String 西南

区域（简体中文）。

说明 说明 该参数仅适用于中国站。

City String 4 城市ID。

CityName.en String Guiyang 城市名称（英文）。

CityName.zh_C
N

String 贵阳市

城市名称（简体中文）。

说明 说明 该参数仅适用于中国站。

Country String 629 国家代码。

Country.en String China 国家（英文）。

Country.zh_CN String 中国

国家（简体中文）。

说明 说明 该参数仅适用于中国站。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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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Pool List
["192.68.XX.XX","19
2.68.XX.XX"]

IP地址池。

IPV4ProbeCoun
t

String 4 IPv4探针数量。

IPV6ProbeCoun
t

String 3 IPv6探针数量。

Isp String 232 运营商ID。

IspName.en String China-Unicom 运营商名称（英文）。

IspName.zh_CN String 联通

运营商名称（简体中文）。

说明 说明 该参数仅适用于中国站。

Region String 264 省份代码。

Region.en String Guizhou 省份（英文）。

Region.zh_CN String 贵州省

省份（简体中文）。

说明 说明 该参数仅适用于中国站。

Success String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SiteMonitorISPCityList
&Isp=联通
&City=贵阳市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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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SiteMonitorISPCityListResponse>
   <Message>successful</Message>
   <RequestId>B35D7D84-547B-4E61-B909-48A1F8A0C756</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IspCityList>
      <IspCity>
         <Country.zh_CN>中国</Country.zh_CN>
         <Area.zh_CN>西南</Area.zh_CN>
         <CityName.en>Guiyang</CityName.en>
         <IPV4ProbeCount>4</IPV4ProbeCount>
         <Isp>232</Isp>
         <City>4</City>
         <IspName.en>China-Unicom</IspName.en>
         <Country.en>China</Country.en>
         <IPV6ProbeCount>0</IPV6ProbeCount>
         <CityName.zh_CN>贵阳市</CityName.zh_CN>
         <Area.en>XiNan</Area.en>
         <Region.zh_CN>贵州省</Region.zh_CN>
         <APIProbeCount>0</APIProbeCount>
         <Region>264</Region>
         <Country>629</Country>
         <IspName.zh_CN>联通</IspName.zh_CN>
         <Region.en>Guizhou</Region.en>
         <IPPool>
            <IPPool>192.168.XX.XX</IPPool>
            <IPPool>192.168.XX.XX</IPPool>
         </IPPool>
      </IspCity>
   </IspCityList>
</DescribeSiteMonitorISPCityList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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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age": "successful",
    "RequestId": "B35D7D84-547B-4E61-B909-48A1F8A0C756",
    "Code": "200",
    "Success": true,
    "IspCityList": {
        "IspCity": [
            {
                "Country.zh_CN": "中国",
                "Area.zh_CN": "西南",
                "CityName.en": "Guiyang",
                "IPV4ProbeCount": 4,
                "Isp": "232",
                "City": "4",
                "IspName.en": "China-Unicom",
                "Country.en": "China",
                "IPV6ProbeCount": 0,
                "CityName.zh_CN": "贵阳市",
                "Area.en": "XiNan",
                "Region.zh_CN": "贵州省",
                "APIProbeCount": 0,
                "Region": "264",
                "Country": "629",
                "IspName.zh_CN": "联通",
                "Region.en": "Guizhou",
                "IPPool": {
                    "IPPool": [
                        "192.168.XX.XX",
                        "192.168.XX.XX"
                    ]
                }
            }
        ]
    }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SiteMonitorData接口查询任务的细粒度监控数据。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2.13.6. DescribeSiteMonitorData2.13.6. DescribeSiteMonitor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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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SiteMonit
orData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SiteMonitorData。

MetricName String 是 Availability

监控项的名称。取值：

Availability：可用率

ResponseTime：响应时间

TaskId String 是
49f7b317-7645-
4cc9-94fd-
ea42e522****

任务ID。

Type String 否 metric

监控的数据类型。取值：

metric：时序类指标监控

event：事件类监控

StartT ime String 否 1551579637000

开始时间。支持的格式：

Unix时间戳：从1970年1月1日开始所经
过的毫秒数。

Format格式：YYYY-MM-
DDThh:mm:ssZ。

EndTime String 否 1551581437000

结束时间。支持的格式：

Unix时间戳：从1970年1月1日开始所经
过的毫秒数。

Format格式：YYYY-MM-
DDThh:mm:ssZ。

Period String 否 60

统计周期。单位：秒，取值为60或60的整
数倍。

说明 说明 默认根据探测频率最小周
期返回数据。

NextToken String 否

49f7b317-7645-
4cc9-94fd-
ea42e5220930ea
42e5220930ea42
e522****

分页游标。

Length Integer 否 1000 返回的数据点数量。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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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3febb181-0d98-
4af9-8b04-
7faf36b048b9

请求ID。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Success String true 操作是否成功。true表示成功，false表示失败。

NextToken String
ea42e5220930ea42e
522****

分页游标。

Data String

[{"Maximum":247,"Mi
mimum":61,"Averag
e":154,"userId":"127
067667954****","tas
kId":"49f7b317-
7645-4cc9-94fd-
ea42e522****","t ime
stamp":1551581760
000}]

监控数据。

Message String Successful 返回信息。

返回结果是一个JSON字符串，描述信息如下：

Error4XXRate：4XX错误占比

Error6XXRate：6xx错误占比

Error5XXRate：5xx错误占比

Error4XXNumber：4xx错误探针的数量

Error5XXNumber：5xx错误探针的数量

Error6XXNumber：6xx错误探针数量

Over5totalTime：响应时间超过5000毫秒的占比

Over3totalTime：响应时间超过3000毫秒的占比

Over2totalTime：响应时间超过2000毫秒的占比

Over10FailureRate：错误大于10%所占的比例

Over100FailureRate：错误大于99%所占的比例

Over30FailureRate：错误大于30%所占的比例

Over50FailureRate：错误大于50%所占的比例

Over80FailureRate：错误大于80%所占的比例

Over90FailureRate：错误大于90%所占的比例

Over400NumberRate：超过4XX错误所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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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500NumberRate：超过5XX错误所占的比例

AvailableNumber：可用探针数量

UnavailableNumber：不可用探测点数量

Availability：可用率

Unavailability：不可用率

ErrorCodeMaximum：最大错误码，例如：1分钟内5个探测点有4个是200， 1个是404， 那么最大错误码
就是404

ErrorCodeMinimum：最小错误码， 例如：1分钟内5个探测点有4个是200， 1个是404， 那么最小错误码
就是200

说明 说明 建议您使用AvailableNumber、UnavailableNumber、Availability、Unavailability、
ErrorCodeMaximum或ErrorCodeMinimum，其他计算方式较繁琐。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SiteMonitorData
&MetricName=Availability
&TaskId=49f7b317-7645-4cc9-94fd-ea42e522****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SiteMonitorData>
    <Data>
       <Over5totalTime>0</Over5totalTime>
       <Error4XXRate>0</Error4XXRate>
       <UnavailableNumber>0</UnavailableNumber>
       <Over2totalTime>0</Over2totalTime>
       <timestamp>1551581040000</timestamp>
       <Over100FailureRate>0</Over100FailureRate>
       <Over10FailureRate>0</Over10FailureRate>
       <Availability>100</Availability>
       <Over80FailureRate>0</Over80FailureRate>
       <userId>123****</userId>
       <AvailableNumber>2</AvailableNumber>
       <Unavailability>0</Unavailability>
       <ErrorCodeMaximum>0</ErrorCodeMaximum>
       <Over10totalTime>0</Over10totalTime>
       <taskId>49f7b317-7645-4cc9-94fd-1****</taskId>
       <Over30FailureRate>0</Over30FailureRate>
       <Error6XXRate>0</Error6XXRate>
       <Over500NumberRate>0</Over500NumberRate>
       <Over3totalTime>0</Over3totalTime>
       <Over400NumberRate>0</Over400NumberRate>
       <Error5XXRate>0</Error5XXRate>
       <Error5XXNumber>0</Error5XXNumber>
       <Over90FailureRate>0</Over90FailureRate>
       <Error4XXNumber>0</Error4XX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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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ror4XXNumber>0</Error4XXNumber>
       <Over50FailureRate>0</Over50FailureRate>
       <ErrorCodeMinimum>0</ErrorCodeMinimum>
       <Error6XXNumber>0</Error6XXNumber>
    </Data>
    <Data>
       <Over5totalTime>0</Over5totalTime>
       <Error4XXRate>0</Error4XXRate>
       <UnavailableNumber>0</UnavailableNumber>
       <Over2totalTime>0</Over2totalTime>
       <timestamp>1551581100000</timestamp>
       <Over100FailureRate>0</Over100FailureRate>
       <Over10FailureRate>0</Over10FailureRate>
       <Availability>100</Availability>
       <Over80FailureRate>0</Over80FailureRate>
       <userId>12345</userId>
       <AvailableNumber>2</AvailableNumber>
       <Unavailability>0</Unavailability>
       <ErrorCodeMaximum>0</ErrorCodeMaximum>
       <Over10totalTime>0</Over10totalTime>
       <taskId>49f7b317-7645-4cc9-94fd-1****</taskId>
       <Over30FailureRate>0</Over30FailureRate>
       <Error6XXRate>0</Error6XXRate>
       <Over500NumberRate>0</Over500NumberRate>
       <Over3totalTime>0</Over3totalTime>
       <Over400NumberRate>0</Over400NumberRate>
       <Error5XXRate>0</Error5XXRate>
       <Error5XXNumber>0</Error5XXNumber>
       <Over90FailureRate>0</Over90FailureRate>
       <Error4XXNumber>0</Error4XXNumber>
       <Over50FailureRate>0</Over50FailureRate>
       <ErrorCodeMinimum>0</ErrorCodeMinimum>
       <Error6XXNumber>0</Error6XXNumber>
    </Data>
    <RequestId>DBDEAC51-EA3C-4853-8F25-6B48D38A28A9</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DescribeSiteMonitorData>

 JSON  格式

{
    "Data": [
        {
            "Over5totalTime": 0,
            "Error4XXRate": 0,
            "UnavailableNumber": 0,
            "Over2totalTime": 0,
            "timestamp": 1551581040000,
            "Over100FailureRate": 0,
            "Over10FailureRate": 0,
            "Availability": 100,
            "Over80FailureRate": 0,
            "userId":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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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ailableNumber": 2,
            "Unavailability": 0,
            "ErrorCodeMaximum": 0,
            "Over10totalTime": 0,
            "taskId": "49f7b317-7645-4cc9-94fd-1****",
            "Over30FailureRate": 0,
            "Error6XXRate": 0,
            "Over500NumberRate": 0,
            "Over3totalTime": 0,
            "Over400NumberRate": 0,
            "Error5XXRate": 0,
            "Error5XXNumber": 0,
            "Over90FailureRate": 0,
            "Error4XXNumber": 0,
            "Over50FailureRate": 0,
            "ErrorCodeMinimum": 0,
            "Error6XXNumber": 0
        },
        {
            "Over5totalTime": 0,
            "Error4XXRate": 0,
            "UnavailableNumber": 0,
            "Over2totalTime": 0,
            "timestamp": 1551581100000,
            "Over100FailureRate": 0,
            "Over10FailureRate": 0,
            "Availability": 100,
            "Over80FailureRate": 0,
            "userId": "12345",
            "AvailableNumber": 2,
            "Unavailability": 0,
            "ErrorCodeMaximum": 0,
            "Over10totalTime": 0,
            "taskId": "49f7b317-7645-4cc9-94fd-1****",
            "Over30FailureRate": 0,
            "Error6XXRate": 0,
            "Over500NumberRate": 0,
            "Over3totalTime": 0,
            "Over400NumberRate": 0,
            "Error5XXRate": 0,
            "Error5XXNumber": 0,
            "Over90FailureRate": 0,
            "Error4XXNumber": 0,
            "Over50FailureRate": 0,
            "ErrorCodeMinimum": 0,
            "Error6XXNumber": 0
        }
    ],
    "RequestId": "DBDEAC51-EA3C-4853-8F25-6B48D38A28A9",
    "Success": true,
    "Code":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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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SiteMonitorStat ist ics接口查询指定站点监控任务中指定监控项的平均统计数据。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查询站点监控任务  ef4cdc8b-9dc7-43e7-810e-f950e56c**** 中监控
项  Availability （可用率）的平均统计数据。返回结果显示可用率为  100 。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SiteMonit
orStatistic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SiteMonitorStatistics。

MetricName String 是 Availability

监控项名称。取值：

Availability：可用率。

ErrorRate：错误率。

ResponseTime：响应时间。

TaskId String 是
ef4cdc8b-9dc7-
43e7-810e-
f950e56c****

站点监控任务ID。

关于如何获取站点监控任务ID，请参
见DescribeSiteMonitorList。

TimeRange String 否 1440

统计周期。

单位：分钟。默认值：1440（1天）。最
大值：43200（30天）。

StartT ime String 否 1576142850527

开始时间戳。

单位：毫秒。默认值为当前时间向前推1小
时。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2.13.7. DescribeSiteMonitorStatistics2.13.7. DescribeSiteMonitor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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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3AD2724D-E317-
4BFB-B422-
D6691D071BE1

请求ID。

Success String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Data String 100 统计结果。

Message String Succcessful 返回信息。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SiteMonitorStatistics
&MetricName=Availability
&TaskId=ef4cdc8b-9dc7-43e7-810e-f950e56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SiteMonitorStatisticsResponse>
   <Message>successful</Message>
   <RequestId>3AD2724D-E317-4BFB-B422-D6691D071BE1</RequestId>
   <Data>100</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SiteMonitorStatistics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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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age": "successful",
 "RequestId": "3AD2724D-E317-4BFB-B422-D6691D071BE1",
 "Data": 100,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CreateSiteMonitor接口创建站点监控任务。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创建一个站点监控任务  HanZhou_ECS1 ，该监控任务的监控地址
为  https://www.aliyun.com 、监控类型为  HTTPS 。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SiteMonito
r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CreateSiteMonitor。

Address String 是
https://www.aliy
un.com

监控任务的URL或IP地址。

TaskName String 是 HanZhou_ECS1

监控任务的名称。

长度4~100个字符，取值可包含英文字
母、数字、下划线（_）和汉字。

TaskType String 是 HTTPS

监控任务的监控类型。

目前站点监控任务的类型包括：
HTTP（S）、PING、TCP、UDP、DNS、
SMTP、POP3、FTP。

Interval String 否 1

监控频率。

取值：1分钟、5分钟、15分钟、30分钟和
60分钟。

默认值：1分钟。

2.13.8. CreateSiteMonitor2.13.8. CreateSite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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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pCities String 否

[{"city":"546","isp
":"465"},
{"city":"572","isp"
:"465"},
{"city":"738","isp"
:"465"}]

探针信息。如果该参数取值为空，则系统
随机选择3个探测点。

格式为JSONArray，例
如：  [{"city":"546","isp":"465"}
,{"city":"572","isp":"465"},
{"city":"738","isp":"465"}] ，分
别对应北京、杭州、青岛。

关于如何获取探测点信息，请参
见DescribeSiteMonitorISPCityList。

OptionsJson String 否 {"time_out":5000}
监控任务对应协议类型的高级扩展选项。
不同监控任务的协议类型对应不同的扩展
选项。

AlertIds String 否

SystemDefault_a
cs_ecs_dashboar
d_InternetOutRat
e_Percent

报警规则ID。

关于如何获取云监控中已存在的报警规则
ID，请参见DescribeMetricRuleList。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TaskType中HTTP（S）、PING、TCP、UDP、DNS、SMTP、POP3和FTP的高级参数的设置方法如下表所
示。

HTTP（S）

参数 类型 描述

http_method String
HTTP或HTTPS请求方式。支持三种
请求方式：GET、POST、HEAD。默
认值：GET。

header String

换行符（\n）分隔的自定义HTTP
header。

每行Header格式需符合HTTP协议
（使用半角冒号分隔的键值）。

cookie String
Cookie和HTTP请求标准的写法一
致。

request_content String
请求内容。支持两种格式：JSON和
表单。不提供时，请求中不含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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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_content String
期望的回应内容。探测时会在HTTP
服务器返回的前64个字节进行检
查。

match_rule String

0：回应中不含response_content
时，探测成功。

1：回应中含response_content
时，探测成功。

username String
如果提供用户名，则会在HTTP请求
中携带BasicAuth header。

password String HTTP或HTTPS请求验证密码。

time_out int
超时时间。单位：毫秒。默认值：5
。

max_redirect int

大跳转次数。ECS探针默认5次，运
营商探针默认2次。

如果需要禁止跳转，则将该参数设置
为：0。

取值范围：0~50 。

参数 类型 描述

PING

参数 类型 描述

failure_rate int

当PING失败率超过该参数时，探测
失败，返回610（PingAllFail）或
615（PingPartialFail）。

默认值：0.1。

ping_num int
PING次数，默认值：20。

取值范围：1~100。

DNS

云监控 API参考··API参考（2019-01-01）

> 文档版本：20220527 301



参数 类型 描述

dns_server string
DNS服务器地址，可以为域名或IP地
址。

dns_type string
DNS查询类型。取值：A、NS、
CNAME、MX、TXT、ANY。

expect_value string 英文空白符分隔的期望值列表。

match_rule string

期望值列表与DNS列表的关系，当不
满足指定关系时，探测失败。

空字符串或IN_DNS：期望值列表是
DNS列表的子集。

DNS_IN：DNS列表是期望值列表的
子集。

EQUAL：DNS列表与期望值列表相
等。

ANY：DNS列表与期望值列表有交集
（交集不为空）。

FTP

参数 类型 描述

port int
FTP服务器端口号。如果不提供，则
使用默认值。FTP默认值：
21，FTPS默认值：990。

username string
FTP用户名。 如果未提供，则匿名登
录。

password string FTP密码。

POP3或SMTP

参数 类型 描述

port int
POP3服务器端口号。POP3默认值：
110，POP3S默认值：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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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name string POP3或SMTP的用户名。

password string POP3或SMTP的密码 。

参数 类型 描述

TCP或UDP

参数 类型 描述

port int TCP或UDP服务器的端口。

request_content string
请求内容。当request_format为
hex时，request_content内容为十
六进制紧凑格式。

request_format string
当request_format为其他值
时，request_content作为普通字符
串发送给TCP或UDP服务器。

response_content string

回应内容。当TCP或UDP服务器返回
的内容中不含response_content
时，探测失败。

当response_format为hex
时，response_content中的内容为
十六进制紧凑格式。

当response_content为其他值
时，response_content为普通字符
串。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CreateResultLis
t

Array of
CreateResultLis
t

返回结果。

当创建监控任务成功时，有返回结果；当创建监
控任务失败时，无返回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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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ResultLis
t

TaskId String
2c8dbdf9-a3ab-
46a1-85a4-
f094965e****

监控任务ID。

TaskName String HanZhou_ECS1 监控任务名称。

Data Struct 监控任务的结果详情。

AttachAlertRes
ult

Array of
Contact

关联已有报警规则的结果。

Contact

Code String 200

关联报警规则的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successful 关联报警规则的返回信息。

RequestId String
5dd33455-4f65-
4b0c-9200-
33d66f3f340b

关联报警规则的请求ID。

RuleId String

SystemDefault_acs_
ecs_dashboard_Inte
rnetOutRate_Percen
t

关联报警规则的ID。

Success String true

关联报警规则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Message String Successful 返回信息。

RequestId String
68192f5d-0d45-
4b98-9724-
892813f86c71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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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String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SiteMonitor
&Address=https://www.aliyun.com
&TaskName=HanZhou_ECS1
&TaskType=HTTPS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CreateSiteMonitorResponse>
   <Message>successful</Message>
   <RequestId>68192f5d-0d45-4b98-9724-892813f86c71</RequestId>
   <Data>
      <AttachAlertResult>
         <Contact>
            <Message>successful</Message>
            <RequestId>5dd33455-4f65-4b0c-9200-33d66f3f340b</RequestId>
            <RuleId>SystemDefault_acs_ecs_dashboard_InternetOutRate_Percent</Rule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Contact>
      </AttachAlertResult>
   </Data>
   <Code>200</Code>
   <CreateResultList>
      <CreateResultList>
         <TaskId>2c8dbdf9-a3ab-46a1-85a4-f094965e****</TaskId>
         <TaskName>HanZhou_ECS1</TaskName>
      </CreateResultList>
   </CreateResultList>
   <Success>true</Success>
</CreateSiteMonitor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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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age": "successful",
 "RequestId": "68192f5d-0d45-4b98-9724-892813f86c71",
 "Data": {
  "AttachAlertResult": {
   "Contact": [
    {
     "Message": "successful",
     "RequestId": "5dd33455-4f65-4b0c-9200-33d66f3f340b",
     "RuleId": "SystemDefault_acs_ecs_dashboard_InternetOutRate_Percent",
     "Code": "200",
     "Success": true
    }
   ]
  }
 },
 "Code": "200",
 "CreateResultList": {
  "CreateResultList": [
   {
    "TaskId": "2c8dbdf9-a3ab-46a1-85a4-f094965e****",
    "TaskName": "HanZhou_ECS1"
   }
  ]
 },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EnableSiteMonitors接口启用一个或多个站点监控任务。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EnableSiteMonito
r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EnableSiteMonitors。

2.13.9. EnableSiteMonitors2.13.9. EnableSiteMon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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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Ids String 是

49f7b317-7645-
4cc9-94fd-
ea42e522****,49f
7b317-7645-
4cc9-94fd-
ea42e522****

站点监控任务ID。多个ID之间用英文逗号
（,）分隔。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Data Struct 站点监控任务影响探测点的记录数。

count Integer 0 探测点的记录条数。

Message String successful 返回信息。

RequestId String
3fcd12e7-d387-
42ee-b77e-
661c775bb17f

请求ID。

Success String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EnableSiteMonitors
&TaskIds=49f7b317-7645-4cc9-94fd-ea42e522****,49f7b317-7645-4cc9-94fd-ea42e522****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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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bleSiteMonitorsResponse>
   <Message>successful</Message>
   <RequestId>7AB49ADD-3276-4161-B9F9-8662CAA800D6</RequestId>
   <Data>
      <count>0</count>
   </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isableSiteMonitorsResponse>

 JSON  格式

{
 "Message": "successful",
 "RequestId": "7AB49ADD-3276-4161-B9F9-8662CAA800D6",
 "Data": {
  "count": 0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SiteMonitor接口修改站点监控任务。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将站点监控任务  2c8dbdf9-a3ab-46a1-85a4-f094965e**** 中的任务名称修改
为  HanZhou_ECS1 。返回结果显示修改成功。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ModifySiteMonito
r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ModifySiteMonitor。

TaskId String 是
2c8dbdf9-a3ab-
46a1-85a4-
f094965e****

监控任务ID。

Address String 否
http://www.aliy
un.com

监控任务的URL或IP地址。

2.13.10. ModifySiteMonitor2.13.10. ModifySite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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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Name String 否 HanZhou_ECS1
监控任务名称。长度4~100个字符，取值
可包含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和汉
字。

Interval String 否 1
监控频率。取值：1、5、15和15000。单
位：毫秒。默认值：1。

IspCities String 否

[{"city":"546","isp
":"465"},
{"city":"572","isp"
:"465"},
{"city":"738","isp"
:"465"}]

探针信息。格式为JSONArray，例
如：  [{"city":"546","isp":"465"}
,{"city":"572","isp":"465"},
{"city":"738","isp":"465"}] ，  
city 分别对应北京、杭州和青岛。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过
DescribeSiteMonitorISPCityList接口
获取探测点信息，请参
见DescribeSiteMonitorISPCityList。
如果该参数取值为空，则系统随机选
择3个探测点。

OptionsJson String 否 {"time_out":5000}

监控任务对应协议类型的高级扩展选项。
不同监控任务的协议类型对应不同的扩展
选项。

AlertIds String 否
49f7c317-7645-
4cc9-94fd-
ea42e122****

报警规则ID。云监控中已存在的报警规则
ID，可通过DescribeMetricRuleList接口查
询，请参见DescribeMetricRuleList。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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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alUnit String 否 ms

监控频率的单位。该参数需要
与  Interval 配合使用，例如：该参数
设置为  ms ，  Interval 最小设置
为  15000 （15秒）。取值：

s：秒。

ms：毫秒。

说明 说明 您必须开通秒级监控，才
能使用该参数。关于如何开通秒级监
控，请参见开通企业云监控。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站点监控支持以下8种任务类型，每种任务类型对应的扩展参数（OptionsJson）如下表所示。

HTTP

名称 类型 描述

http_method String
HTTP请求方式，支持三种：GET、
POST、HEAD。默认值：GET。

header String

换行符（\n）分隔的自定义HTTP
header。

每行header格式需符合HTTP协议
（使用英文冒号分隔的键值）。

cookie String
cookie和HTTP请求标准的写法一
致。

request_content String
请求内容。支持两种格式：JSON和
表单。不提供时，请求中不含正文。

response_content String
期望的响应内容。探测时会在HTTP
服务器返回的前64个字节进行检
查。

match_rule String

0：响应中不含response_content
时，探测成功。

1：响应中含response_content
时，探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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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name String
如果提供username，则会在HTTP
请求中携带BasicAuth header。

password String HTTP请求验证密码。

time_out int
超时时间。单位：毫秒。默认值：5
。

max_redirect int

大跳转次数。ECS探针默认5次，运
营商探针默认2次。

如果需要禁止跳转，则将该参数设置
为：0。

取值范围：0~50 。

名称 类型 描述

PING

名称 类型 描述

failure_rate int

当PING失败率超过该参数时，探测
失败，返回610（PingAllFail）或
615（PingPartialFail）。

默认值：0.1。

ping_num int
PING次数，默认值：20。

取值范围：1~100。

DNS

名称 类型 描述

dns_server string
DNS服务器地址，可以为域名或IP地
址。

dns_type string
DNS查询类型。取值：A、NS、
CNAME、MX、TXT、ANY。

expect_value string 英文空白符分隔的期望值列表。

云监控 API参考··API参考（2019-01-01）

> 文档版本：20220527 311



match_rule string

期望值列表与DNS列表的关系，当不
满足指定关系时，探测失败。

空字符串或IN_DNS：期望值列表是
DNS列表的子集。

DNS_IN：DNS列表是期望值列表的
子集。

EQUAL：DNS列表与期望值列表相
等。

ANY：DNS列表与期望值列表有交集
（交集不为空）。

名称 类型 描述

FTP

名称 类型 描述

port int
FTP服务器端口号。如果不提供，则
使用默认值。FTP默认值：21，FTPs
默认值：990。

username string
FTP用户名。 如果未提供，则匿名登
录。

password string FTP密码。

POP3/SMTP

名称 类型 描述

port int
POP3服务器端口号。POP3默认值：
110，POP3s默认值：995。

username string POP3/SMTP的用户名。

password string POP3/SMTP的密码 。

TCP/U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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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port int TCP/UDP服务器的端口。

request_content string
请求内容。当request_format为
hex时，request_content内容为十
六进制紧凑格式。

request_format string
当request_format为其他值
时，request_content作为普通字符
串发送给TCP/UDP服务器。

response_content string

响应内容。当TCP/UDP服务器返回
的内容中不含response_content
时，探测失败。

当response_format为hex
时，response_content中的内容为
十六进制紧凑格式。

当response_content为其他值
时，response_content为普通字符
串。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Data Struct 修改任务结果详情。

count Integer 1 监控任务数。

Message String successful 返回信息。

RequestId String
68192f5d-0d45-
4b98-9724-
892813f86c71

请求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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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String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ModifySiteMonitor
&TaskId=2c8dbdf9-a3ab-46a1-85a4-f094965e****
&TaskName=HanZhou_ECS2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ModifySiteMonitorResponse>
   <Message>successful</Message>
   <RequestId>32E77F32-B86E-4763-A0BB-0311581ABE67</RequestId>
   <Data>
      <count>1</count>
   </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ModifySiteMonitorResponse>

 JSON 格式

{
 "Message": "successful",
 "RequestId": "32E77F32-B86E-4763-A0BB-0311581ABE67",
 "Data": {
  "count": 1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SiteMonitorList接口查询站点监控任务列表。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查询当前账号的站点监控任务列表。返回结果显示，当前账号存在一条站点监控记

2.13.11. DescribeSiteMonitorList2.13.11. DescribeSiteMonitor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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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HanZhou_ECS2 。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SiteMonit
orList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SiteMonitorList。

TaskId String 否
a1ecd34a-8157-
44d9-b060-
14950837****

站点监控任务ID。

TaskType String 否 HTTP
站点监控任务探测类型。云监控支持的探
测类型包括：HTTP 、PING 、TCP 、UDP
、DNS 、SMTP 、POP3 、FTP。

Keyword String 否 site

查询站点监控任务的关键字。

说明 说明 支持根据任务名称或任务
地址模糊搜索。

Page Integer 否 1 分页页码。默认值：1。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条数。默认值：10。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successful 返回信息。

PageNumber Integer 1 分页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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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记录条数。

RequestId String
C60B8269-9B1C-
4C32-8BCC-
947D03B09274

请求ID。

SiteMonitors
Array of
SiteMonitor

站点监控任务列表。

SiteMonitor

Address String https://aliyun.com 任务的探测URL地址或IP地址。

CreateT ime String
2020-11-06
10:20:09

任务的创建时间。

Interval String 1 探测频率。单位：分钟。

OptionsJson Struct
扩展选项。每一种探测类型有不同的扩展类型，
详情请参见CreateSiteMonitor。

attempts Long 3 DNS失败后重试次数。

authentication Integer 1

是否开启安全验证。取值：

0：开启。

1：关闭。

cookie String lang=en 发送HTTP请求的Cookie文本。

dns_match_rule String IN_DNS

DNS的匹配规则。取值：

IN_DNS：期望解析的别名或IP地址均在DNS应
答中。

DNS_IN：所有的DNS应答都出现在期望解析的
别名或IP地址中。

EQUAL：DNS应答和期望解析的别名或IP地址
完全相同。

ANY：DNS应答和期望解析的别名或IP地址有
交集。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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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_server String 192.168.XX.XX

DNS服务器的域名或IP地址。

说明 说明 仅适用于DNS探测类型。

dns_type String A

DNS解析类型。仅适用于DNS探测类型。取值：

A（默认值）：指定主机名或域名对应的IP地
址。

CNAME：将多个域名映射到另外一个域名。

NS：指定域名由某个DNS服务器解析。

MX：将域名指向一个邮件服务器地址。

TXT：主机名或域名的说明。文本长度限制
512字节，通常用做SPF（Sender Policy
Framework）记录，即反垃圾邮件。

failure_rate Float 0.5

丢包率。

说明 说明 该参数仅适用于PING探测类
型。

header String testKey:testValue
HTTP请求头。格式为  key1:value1 ，通过
回车键换行。

http_method String get

HTTP的请求方法。取值：

get

post

head

match_rule Integer 0

是否包含报警规则。取值：

0：包含。

1：不包含。

password String 123**** SMTP、POP3或FTP探测类型的密码。

ping_num Integer 20 PING探测的次数设置。

port Integer 8080 TCP、UDP、SMTP或POP3探测类型的端口。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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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col String TCP 探测协议。

request_conten
t

String cf0f85 HTTP探测请求内容。

request_format String hex

HTTP请求内容格式。取值：

hex：十六进制格式。

txt：文本格式。

response_cont
ent

String cf0f85

匹配响应内容。

十六进制格式：当请求的内容是字节串，且无
法用可见字符表达时，可以将字节串转换为十
六进制表示的可见字符串形式。具体转换规则
为：一个字节转换成二字节的十六进制字符，
例如：1字节（1B）转换成十六进制
为  01 ， 27字节（27B）转换成十六进制
为  1B 。二进制数组（Java形式）为  {(by
te)1, (byte)27} ，转换成十六进制为  0
11b 或  011B 。站点监控对十六进制不区
分大小写。将字符串  011B 填入请求内容
中，同时请求内容格式选择十六进制格式。

文本格式：普通文本指字符串，即由可见字符
组成的字符串。

response_form
at

String hex

HTTP响应内容格式。取值：

hex：十六进制格式。

txt：文本格式。

time_out Long 3000 超时时间。单位：毫秒。

username String testUser FTP、SMTP或POP3的用户名。

TaskId String
a1ecd34a-8127-
44d9-b060-
14950837****

站点监控任务ID。

TaskName String 新的探测任务 站点监控任务名称。

TaskState String 1

任务状态。取值：

1：正常。

2：禁用。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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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Type String HTTP
站点监控任务探测类型。云监控支持的探测类型
包括：HTTP 、PING 、TCP 、UDP 、DNS 、
SMTP 、POP3 、FTP。

UpdateT ime String
2020-11-06
13:44:40

站点监控任务更新时间。

Success String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TotalCount Integer 1 总记录条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SiteMonitorLi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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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SiteMonitorListResponse>
   <TotalCount>1</TotalCount>
   <Message>successful</Message>
   <RequestId>C60B8269-9B1C-4C32-8BCC-947D03B09274</RequestId>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SiteMonitors>
      <SiteMonitor>
         <TaskId>2c8dbdf9-a3ab-46a1-85a4-f094965e****</TaskId>
         <Address>https://www.aliyun.com</Address>
         <TaskName>HanZhou_ECS2</TaskName>
         <OptionsJson>
            <http_method>get</http_method>
            <time_out>30000</time_out>
         </OptionsJson>
         <TaskType>HTTP</TaskType>
         <CreateTime>2020-11-06 10:20:09</CreateTime>
         <UpdateTime>2020-11-06 13:44:40</UpdateTime>
         <TaskState>1</TaskState>
         <Interval>1</Interval>
      </SiteMonitor>
   </SiteMonitors>
</DescribeSiteMonitorList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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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Count": 1,
 "Message": "successful",
 "RequestId": "C60B8269-9B1C-4C32-8BCC-947D03B09274",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Code": "200",
 "Success": true,
 "SiteMonitors": {
  "SiteMonitor": [
   {
    "TaskId": "2c8dbdf9-a3ab-46a1-85a4-f094965e****",
    "Address": "https://www.aliyun.com",
    "TaskName": "HanZhou_ECS2",
    "OptionsJson": {
     "http_method": "get",
     "time_out": 30000
    },
    "TaskType": "HTTP",
    "CreateTime": "2020-11-06 10:20:09",
    "UpdateTime": "2020-11-06 13:44:40",
    "TaskState": 1,
    "Interval": 1
   }
  ]
 }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CreateSiteMonitor接口创建一次性探测任务。

仅开通网络分析与监控的阿里云账号，才能创建一次性探测任务。关于网络分析与监控的计费说明，请参
见网络分析与监控计费说明。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创建一次性探测任务，该探测任务的名称为  task1 ，探测地址
为  http://www.aliyun.com ，探测类型为  HTTP 。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2.13.12. CreateInstantSiteMonitor2.13.12. CreateInstantSite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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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String 是
CreateInstantSite
Monitor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CreateInstantSiteMonitor。

Address String 是
http://www.aliy
un.com

探测任务的URL或IP地址。

TaskName String 是 task1

探测任务的名称。

长度4~100个字符，取值可包含英文字
母、数字、下划线（_）和汉字。

TaskType String 是 HTTP

探测任务的类型。

目前探测任务的类型包括：HTTP、PING、
TCP、UDP和DNS。

IspCities String 否

[{"city":"546","isp
":"465"},
{"city":"572","isp"
:"465"},
{"city":"738","isp"
:"465"}]

探测点信息。如果该参数取值为空，则系
统随机选择3个探测点。

格式为  JSONArray ，例
如：{"city":"546","isp":"465"},
{"city":"572","isp":"465"},
{"city":"738","isp":"465"}，分别对应北
京、杭州、青岛。

关于如何获取探测点信息，请参
见DescribeSiteMonitorISPCityList。

说明说明
 IspCities 和  RandomIspCity
 必须二选一。

OptionsJson String 否 {"time_out":5000}
探测任务对应协议类型的高级扩展选项。
不同探测任务的协议类型对应不同的扩展
选项。

RandomIspCity Integer 否 1

探测点的数量。

说明说明

 IspCities 和  RandomI
spCity 必须二选一。

如果您设置了参数  RandomI
spCity ，参数  IspCitie
s 自动失效。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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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Type的高级参数说明TaskType的高级参数说明
 TaskType 中HTTP、PING、TCP、UDP和DNS的高级参数的设置方法如下表所示。

HTTP

参数 类型 描述

http_method String
HTTP请求方式。支持三种请求方
式：GET、POST、HEAD。默认值：
GET。

header String

换行符（\n）分隔的自定义HTTP
header。

每行Header格式需符合HTTP协议
（使用半角冒号分隔的键值）。

cookie String
Cookie和HTTP请求标准的写法一
致。

request_content String
请求内容。支持两种格式：JSON和
表单。不提供时，请求中不含正文。

response_content String

期望的回应内容。探测时会检查
HTTP服务器返回的前64个字节。

match_rule String

0：回应中不含response_content
时，探测成功。

1：回应中含response_content
时，探测成功。

username String
如果提供用户名，则会在HTTP请求
中携带BasicAuth header。

password String HTTP请求验证密码。

time_out int
超时时间。单位：毫秒。默认值：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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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_redirect int

最大跳转次数。ECS探针默认5次，
运营商探针默认2次。

如果需要禁止跳转，则将该参数设置
为0。

取值范围：0~50 。

参数 类型 描述

PING

参数 类型 描述

failure_rate int

当PING失败率超过该参数时，探测
失败，返回610（PingAllFail）或
615（PingPartialFail）。

默认值：0.1。

ping_num int
PING次数，默认值：20。

取值范围：1~100。

TCP或UDP

参数 类型 描述

port int TCP或UDP服务器的端口。

request_content string
请求内容。当request_format为
hex时，request_content内容为十
六进制紧凑格式。

request_format string
当request_format为其他值
时，request_content作为普通字符
串发送给TCP或UDP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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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_content string

回应内容。当TCP或UDP服务器返回
的内容中不含response_content
时，探测失败。

当response_format为hex
时，response_content中的内容为
十六进制紧凑格式。

当response_content为其他值
时，response_content为普通字符
串。

参数 类型 描述

DNS

参数 类型 描述

dns_server string
DNS服务器地址，可以为域名或IP地
址。

dns_type string
DNS查询类型。取值：A、NS、
CNAME、MX、TXT、ANY。

expect_value string 英文空白符分隔的期望值列表。

match_rule string

期望值列表与DNS列表的关系，当不
满足指定关系时，探测失败。

空字符串或IN_DNS：期望值列表是
DNS列表的子集。

DNS_IN：DNS列表是期望值列表的
子集。

EQUAL：DNS列表与期望值列表相
等。

ANY：DNS列表与期望值列表有交集
（交集不为空）。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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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CreateResultLis
t

Array of
CreateResultLis
t

创建一次性探测任务的结果列表。

TaskId String
2c8dbdf9-a3ab-
46a1-85a4-
f094965e****

探测任务ID。

TaskName String task1 探测任务名称。

Message String successful 返回信息。

RequestId String
68192f5d-0d45-
4b98-9724-
892813f86c71

请求ID。

Success String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Endpoint]/?Action=CreateInstantSiteMonitor
&Address=http://www.aliyun.com
&TaskName=task1
&TaskType=HTTP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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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InstantSiteMonitorResponse>
   <Message>successful</Message>
   <RequestId>68192f5d-0d45-4b98-9724-892813f86c71</RequestId>
   <Code>200</Code>
   <CreateResultList>
      <TaskId>2c8dbdf9-a3ab-46a1-85a4-f094965e****</TaskId>
      <TaskName>task1</TaskName>
   </CreateResultList>
   <Success>true</Success>
</CreateInstantSiteMonitorResponse>

 JSON 格式

{
    "Message": "successful",
    "RequestId": "68192f5d-0d45-4b98-9724-892813f86c71",
    "Code": "200",
    "CreateResultList": [
        {
            "TaskId": "2c8dbdf9-a3ab-46a1-85a4-f094965e****",
            "TaskName": "task1"
        }
    ],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SiteMonitorLog接口查询一次性探测任务的探测日志。

仅开通网络分析与监控的阿里云账号，才能创建一次性探测任务。关于网络分析与监控的计费说明，请参
见网络分析与监控计费说明。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查询一次性探测任务  afa5c3ce-f944-4363-9edb-ce919a29**** 的探测日志。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SiteMonit
orLog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SiteMonitorLog。

2.13.13. DescribeSiteMonitorLog2.13.13. DescribeSiteMonitor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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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Ids String 是
afa5c3ce-f944-
4363-9edb-
ce919a29****

探测任务ID。多个探测任务ID之间用半角逗
号（,）分隔。

Isp String 否 465 运营商标识码。

City String 否 546 城市标识码。

MetricName String 否 ProbeLog
监控项。

目前仅支持监控项  ProbeLog 。

StartT ime String 否 1638422474389

开始时间。支持的格式：

UNIX时间戳：从1970年01月01日开始
所经过的毫秒数。

UTC格式：YYYY-MM-
DDThh:mm:ssZ。

说明说明

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遵循左
开右闭模式，  StartTime
 不能等于或大于  EndTime
 。

建议您使用UNIX时间戳，避
免时区问题。

EndTime String 否 1638422475687

结束时间。支持的格式：

UNIX时间戳：从1970年01月01日开始
所经过的毫秒数。

UTC格式：YYYY-MM-
DDThh:mm:ssZ。

说明 说明 建议您使用UNIX时间
戳，避免时区问题。

NextToken String 否
IWBjqMYSy0is7zS
MGu16****

当请求的返回结果被截断时，您可以使
用  NextToken 再次发起请求，获取从
当前截断位置之后的内容。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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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gth Integer 否 1000
每页显示的记录条数，用于分页查询。取
值范围：1~1440。

Filter String 否 TotalT ime>100

过滤探测值。

支持简单的表达式，例
如：  TotalTime>100 ，表示过滤出总
响应时间超过100毫秒的探测数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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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String

[{\"redirectCount\":
0.0,\"SSLConnectT i
me\":0.0,\"pingDeta
il\":\"\",\"HTTPConn
ectT ime\":0.0,\"isp\
":\"465\",\"errorCod
e\":611,\"ispCN\":\"
阿里巴巴
\",\"resolution\":\"\
",\"areaEN\":\"HuaB
ei\",\"taskEndTimes
tamp\":1638422475
687,\"targetIspEN\"
:\"\",\"TotalT ime\":
1.0,\"taskStartT ime
stamp\":163842247
4389,\"countryCN\":
\"中国
\",\"provinceEN\":\"
Beijing\",\"countryE
N\":\"China\",\"targ
etCityEN\":\"\",\"cur
lConnectT ime\":0.0,
\"ips\":\"\",\"route\
":\"\",\"tcpConnect
T ime\":0.0,\"cityEN\
":\"Beijing\",\"HTTP
DownloadSpeed\":0
.0,\"HTTPDownload
Time\":0.0,\"HTTPR
esponseCode\":0.0,
\"areaCN\":\"华北
\",\"city\":\"546\",\
"expection\":\"\",\"
suorceIp\":\"192.16
8.XX.XX
\",\"ispEN\":\"Aliba
ba\",\"HTTPDNSTim
e\":1.0,\"targetIsp\
":\"\",\"curlStarttra
nsferT ime\":0.0,\"pr
ovinceCN\":\"北京市
\",\"timestamp\":1
638422474000,\"red
irectT ime\":0.0,\"tar
getCity\":\"\",
\"expect\":\"\",\"H
TTPDownloadSize\"
:0.0,\"localDns\":\"
192.168.XX.XX\",\"ci
tyCN\":\"北京市
\",\"taskId\":\"afa5
c3ce-f944-4363-
9edb-
ce919a29****\"}]

一次性探测任务的探测日志。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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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919a29****\"}]

Message String successful 返回信息。

NextToken String
IWBjqMYSy0is7zSMG
u16****

查询下一页使用的Token。

RequestId String
67F646FA-ED8A-
58C2-B461-
451DB52C8B14

请求ID。

Success String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SiteMonitorLog
&TaskIds=afa5c3ce-f944-4363-9edb-ce919a29****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SiteMonitorLogResponse>
   <RequestId>E68C1F4B-0CBC-4A0B-BCB5-212431FB817E</RequestId>
   <Message>successful</Message>
   <Data>[{\"redirectCount\":0.0,\"SSLConnectTime\":0.0,\"pingDetail\":\"\",\"HTTPConnectTi
me\":0.0,\"isp\":\"465\",\"errorCode\":611,\"ispCN\":\"阿⾥巴巴\",\"resolution\":\"\",\"area
EN\":\"HuaBei\",\"taskEndTimestamp\":1638422475687,\"targetIspEN\":\"\",\"TotalTime\":1.0,\
"taskStartTimestamp\":1638422474389,\"countryCN\":\"中国\",\"provinceEN\":\"Beijing\",\"coun
tryEN\":\"China\",\"targetCityEN\":\"\",\"curlConnectTime\":0.0,\"ips\":\"\",\"route\":\"\"
,\"tcpConnectTime\":0.0,\"cityEN\":\"Beijing\",\"HTTPDownloadSpeed\":0.0,\"HTTPDownloadTime
\":0.0,\"HTTPResponseCode\":0.0,\"areaCN\":\"华北\",\"city\":\"546\",\"expection\":\"\",\"su
orceIp\":\"192.168.XX.XX \",\"ispEN\":\"Alibaba\",\"HTTPDNSTime\":1.0,\"targetIsp\":\"\",\"
curlStarttransferTime\":0.0,\"provinceCN\":\"北京市\",\"timestamp\":1638422474000,\"redirect
Time\":0.0,\"targetCity\":\"\", \"expect\":\"\",\"HTTPDownloadSize\":0.0,\"localDns\":\"192
.168.XX.XX\",\"cityCN\":\"北京市\",\"taskId\":\"afa5c3ce-f944-4363-9edb-ce919a29****\"}]</Da
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SiteMonitorLog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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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67F646FA-ED8A-58C2-B461-451DB52C8B14",
    "Message": "successful",
    "Data": "[{\"redirectCount\":0.0,\"SSLConnectTime\":0.0,\"pingDetail\":\"\",\"HTTPConne
ctTime\":0.0,\"isp\":\"465\",\"errorCode\":611,\"ispCN\":\"阿⾥巴巴\",\"resolution\":\"\",\"
areaEN\":\"HuaBei\",\"taskEndTimestamp\":1638422475687,\"targetIspEN\":\"\",\"TotalTime\":1
.0,\"taskStartTimestamp\":1638422474389,\"countryCN\":\"中国\",\"provinceEN\":\"Beijing\",\"
countryEN\":\"China\",\"targetCityEN\":\"\",\"curlConnectTime\":0.0,\"ips\":\"\",\"route\":
\"\",\"tcpConnectTime\":0.0,\"cityEN\":\"Beijing\",\"HTTPDownloadSpeed\":0.0,\"HTTPDownload
Time\":0.0,\"HTTPResponseCode\":0.0,\"areaCN\":\"华北\",\"city\":\"546\",\"expection\":\"\",
\"suorceIp\":\"192.168.XX.XX \",\"ispEN\":\"Alibaba\",\"HTTPDNSTime\":1.0,\"targetIsp\":\"\
",\"curlStarttransferTime\":0.0,\"provinceCN\":\"北京市\",\"timestamp\":1638422474000,\"redi
rectTime\":0.0,\"targetCity\":\"\", \"expect\":\"\",\"HTTPDownloadSize\":0.0,\"localDns\":\
"192.168.XX.XX\",\"cityCN\":\"北京市\",\"taskId\":\"afa5c3ce-f944-4363-9edb-ce919a29****\"}]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ProjectMeta接口查询云监控支持的时序类监控项产品列表。

获取接入的云产品信息，包括产品的描述信息、Namespace和标签。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ProjectM
eta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ProjectMeta。

2.14. 云产品监控2.14. 云产品监控
2.14.1. DescribeProjectMeta2.14.1. DescribeProjectM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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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els String 否
[{"name":"produc
t","value":"ECS"}]

标签。根据标签过滤，标签为每个报警增
加特殊标记。

目前仅支持按照产品过滤，
即  name 为  product 的过滤方式，
例如：
{"name":"product","value":"ECS"}。

说明 说明 对于阿里云中云监控控制
台的特殊标签，不建议您使用。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页码。默认值：1。

PageSize Integer 否 30

分页大小。默认值：30。

说明 说明 目前阿里云未限制该参
数，如果您需要获取所有结果，则将
分页大小设置为较大的值即可。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is not
authorization.

错误信息。

PageNumber String 1 页码。

PageSize String 5 分页大小。

RequestId String
4C2061B2-3B1B-
43BF-A4A4-
C53426F479C0

请求ID。

Resources Array 云产品信息。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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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String CDN 描述信息。

Labels String [{"groupFlag":true}]

标签。根据标签过滤，标签为每个报警增加特殊
标记。

例如：报警所属产品的规格，是否能设置告警，
格式：  [{"name":"标签名","value":"标签
值"}、{"name":"标签名","value":"标签
值"}] 。常用的标签如下：

alertUnit：报警的单位。

为了避免原始上报数据的单位过小，而导致告
警规则输入的值过大而增加
的  alertUnit 标签，目前主要应用于云监
控控制台。

minAlertPeriod：最小上报周期。上报监控数
据的时间间隔，通常为1分钟。

metricCategory：产品的规格。例如：
kvstore_sharding。

部分阿里云产品分不同规格，定义在同一个
namespace中，用该参数进行区分。

is_alarm：能否设置告警规则。

对于阿里云中云监控控制台的特殊标签，不建
议您使用。

Namespace String acs_cdn
命名空间，用于区分产品。格式：  acs_产品缩
写 ，详情请参见云产品监控项。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true表示成功，false表示失败。

Total String 12 总记录条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ProjectMeta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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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ProjectMeta>
    <PageNumber>1</PageNumber>
    <PageSize>5</PageSize>
    <RequestId>4C2061B2-3B1B-43BF-A4A4-C53426F479C0</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Total>12</Total>
    <Resources>
       <Resource>
          <Description>分析型数据库</Description>
          <Labels>[{"name":"product","value":"ADS"},{"name":"productCategory","value":"ads"
},{"name":"groupFlag","value":"true"}]</Labels>
          <Namespace>acs_ads</Namespace>
       </Resource>
       <Resource>
          <Description>智能推荐</Description>
          <Labels>[{"name":"product","value":"AIRec"},{"name":"productCategory","value":"ai
rec"},{"name":"groupFlag","value":"true"}]</Labels>
          <Namespace>acs_airec</Namespace>
       </Resource>
       <Resource>
          <Description>API⽹关</Description>
          <Labels>[{"name":"product","value":"APIGateway"},{"name":"productCategory","value
":"apigateway"},{"name":"groupFlag","value":"true"}]</Labels>
          <Namespace>acs_apigateway_dashboard</Namespace>
       </Resource>
       <Resource>
          <Description>CDN</Description>
          <Labels>[{"name":"product","value":"CDN"},{"name":"productCategory","value":"cdn"
},{"name":"groupFlag","value":"true"}]</Labels>
          <Namespace>acs_cdn</Namespace>
       </Resource>
       <Resource>
          <Description>云企业⽹</Description>
          <Labels>[{"name":"product","value":"CEN"},{"name":"productCategory","value":"cen,
cen_flow,cen_vbr"},{"name":"groupFlag","value":"true"}]</Labels>
          <Namespace>acs_cen</Namespace>
       </Resource>
    </Resources>
</DescribeProjectMeta>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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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Number": 1,
  "PageSize": 5,
  "RequestId": "4C2061B2-3B1B-43BF-A4A4-C53426F479C0",
  "Success": true,
  "Code": 200,
  "Total": 12,
  "Resources": {
    "Resource": [
      {
        "Description": "分析型数据库",
        "Labels": "[{\"name\":\"product\",\"value\":\"ADS\"},{\"name\":\"productCategory\",
\"value\":\"ads\"},{\"name\":\"groupFlag\",\"value\":\"true\"}]",
        "Namespace": "acs_ads"
      },
      {
        "Description": "智能推荐",
        "Labels": "[{\"name\":\"product\",\"value\":\"AIRec\"},{\"name\":\"productCategory\
",\"value\":\"airec\"},{\"name\":\"groupFlag\",\"value\":\"true\"}]",
        "Namespace": "acs_airec"
      },
      {
        "Description": "API⽹关",
        "Labels": "[{\"name\":\"product\",\"value\":\"APIGateway\"},{\"name\":\"productCate
gory\",\"value\":\"apigateway\"},{\"name\":\"groupFlag\",\"value\":\"true\"}]",
        "Namespace": "acs_apigateway_dashboard"
      },
      {
        "Description": "CDN",
        "Labels": "[{\"name\":\"product\",\"value\":\"CDN\"},{\"name\":\"productCategory\",
\"value\":\"cdn\"},{\"name\":\"groupFlag\",\"value\":\"true\"}]",
        "Namespace": "acs_cdn"
      },
      {
        "Description": "云企业⽹",
        "Labels": "[{\"name\":\"product\",\"value\":\"CEN\"},{\"name\":\"productCategory\",
\"value\":\"cen,cen_flow,cen_vbr\"},{\"name\":\"groupFlag\",\"value\":\"true\"}]",
        "Namespace": "acs_cen"
      }
    ]
  }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MetricLast接口查询指定云服务的指定监控项的最新监控数据。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查询云服务  acs_ecs_dashboard 监控项  cpu_idle 在最近60秒的监控数据。

2.14.2. DescribeMetricLast2.14.2. DescribeMetric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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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MetricLas
t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MetricLast。

MetricName String 是 cpu_idle
云服务的监控项名称。更多信息，请参
见云服务监控项。

Namespace String 是
acs_ecs_dashboa
rd

云服务的数据命名空间。更多信息，请参
见云服务监控项。

Period String 否 60

监控数据的统计周期。单位：秒。取值：
15、60、900和3600。

说明 说明 如果不设置统计周期，则
按照注册监控项时申请的上报周期来
查询监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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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T ime String 否
2021-05-08
08:00:00

查询监控数据的开始时间。

当您未设置  StartTime 和  EndTim
e 时，查询当前时间最近一个统计周
期  Period 的监控数据。

当您同时设置  StartTime 和  EndT
ime 时，查询指定时间段内距离  End
Time 最近一个统计周期  Period 的
监控数据。具体如下：

当  Period 设置为15秒时，指定
时间段必须小于或等于20分钟。例
如：StartT ime为2021-05-08
08:10:00，EndTime为2021-05-08
08:30:00，统计距离2021-05-08
08:30:00最近一个15秒的监控数
据。

当  Period 设置为60秒或900秒
时，指定时间段必须小于或等于2小
时。例如：Period为60
秒，StartT ime为2021-05-08
08:00:00，EndTime为2021-05-08
10:00:00，统计距离2021-05-08
10:00:00最近一个60秒的监控数
据。

当  Period 设置为3600秒时，指
定时间段必须小于或等于2天。例
如：StartT ime为2021-05-08
08:00:00，EndTime为2021-05-10
08:00:00，统计距离2021-05-10
08:00:00最近一个3600秒的监控数
据。

开始时间支持的格式：

Unix时间戳：从1970年1月1日开始所经
过的毫秒数。

Format格式：YYYY-MM-
DDThh:mm:ssZ。

说明说明

 StartTime 如果设置过
早，则无效。

建议您使用Unix时间戳，避免
时区的问题。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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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Time String 否
2021-05-08
10:00:00

查询监控数据的结束时间。

当您未设置  StartTime 和  EndTim
e 时，查询当前时间最近一个统计周
期  Period 的监控数据。

当您同时设置  StartTime 和  EndT
ime 时，查询指定时间段内距离  End
Time 最近一个统计周期  Period 的
监控数据。具体如下：

当  Period 设置为15秒时，指定
时间段必须小于或等于20分钟。例
如：StartT ime为2021-05-08
08:10:00，EndTime为2021-05-08
08:30:00，统计距离2021-05-08
08:30:00最近一个15秒的监控数
据。

当  Period 设置为60秒或900秒
时，指定时间段必须小于或等于2小
时。例如：Period为60
秒，StartT ime为2021-05-08
08:00:00，EndTime为2021-05-08
10:00:00，统计距离2021-05-08
10:00:00最近一个60秒的监控数
据。

当  Period 设置为3600秒时，指
定时间段必须小于或等于2天。例
如：StartT ime为2021-05-08
08:00:00，EndTime为2021-05-10
08:00:00，统计距离2021-05-10
08:00:00最近一个3600秒的监控数
据。

结束时间支持的格式：

Unix时间戳：从1970年1月1日开始所经
过的毫秒数。

Format格式：YYYY-MM-
DDThh:mm:ssZ。

说明 说明 建议您使用Unix时间戳，
避免时区的问题。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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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s String 否
[{"instanceId":"i-
abcdefgh12****"}]

维度Map，用于查询指定资源的监控数
据。

格式：key-value键值对形式的集合，常用
的key-value集合为  instanceId:i-
2ze2d6j5uhg20x47**** 。

说明 说明 关于监控项的维度，请参
见云服务监控项。

NextToken String 否
EB71D183-45BF-
414D-AC36-
42FCE094E561

分页游标的标识。

如果匹配查询条件的返回结果超过了分
页大小，则会返回这个分页游标。

如果需要获取下一页数据，将返回的游
标值作为请求参数即可，直到无游标值
返回，表示已经获取了全部数据。

Length String 否 1000
每页显示的记录条数。用于分页查询，默
认值：1000。

Express String 否
{"groupby":
["userId","instanc
eId"]}

对现有查询结果进行实时计算的表达式。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EB71D183-45BF-
414D-AC36-
42FCE094E561

请求ID。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Period String 60 时间间隔。单位：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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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Token String

1620367920000457f
80f8dbce544141470
dd218c582c73813b7
23313230383836333
13738363132393533
242c692d327a65343
233706d683933356f
78743067726a32****

分页游标标识。

Datapoints String

[{\"timestamp\":162
0367920000,\"userId
\":\"120886317861*
***\",\"instanceId\":
\"i-
0xii2bvf42iqvxbp****
\",\"Average\":99.9
1,\"Minimum\":99.0,
\"Maximum\":100.0}
,
{\"timestamp\":162
0367920000,\"userId
\":\"120886317861*
***\",\"instanceId\":
\"i-
2ze1qff61suafi71***
*\",\"Average\":98.8
9,\"Minimum\":97.0
3,\"Maximum\":100.
0},
{\"timestamp\":162
0367920000,\"userId
\":\"120886317861*
***\",\"instanceId\":
\"i-
2ze423pmh935oxt0
****\",\"Average\":8
9.3,\"Minimum\":74.
11,\"Maximum\":97.
98}]

监控数据列表。

Message String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错误信息。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MetricLast
&MetricName=CPUUtilization
&Namespace=acs_ecs_dashboard
&Period=60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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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QueryMetricListResponse>
   <RequestId>EB71D183-45BF-414D-AC36-42FCE094E561</RequestId>
   <NextToken>1620367920000457f80f8dbce544141470dd218c582c73813b723313230383836333137383631
32393533242c692d327a65343233706d683933356f78743067726a32****</NextToken>
   <Period>60</Period>
   <Datapoints>[{\"timestamp\":1620367920000,\"userId\":\"120886317861****\",\"instanceId\"
:\"i-0xii2bvf42iqvxbp****\",\"Average\":99.91,\"Minimum\":99.0,\"Maximum\":100.0},{\"timest
amp\":1620367920000,\"userId\":\"120886317861****\",\"instanceId\":\"i-2ze1qff61suafi71****
\",\"Average\":98.89,\"Minimum\":97.03,\"Maximum\":100.0},{\"timestamp\":1620367920000,\"us
erId\":\"120886317861****\",\"instanceId\":\"i-2ze423pmh935oxt0****\",\"Average\":89.3,\"Mi
nimum\":74.11,\"Maximum\":97.98}]</Datapoints>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QueryMetricList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B71D183-45BF-414D-AC36-42FCE094E561",
  "NextToken": "1620367920000457f80f8dbce544141470dd218c582c73813b7233132303838363331373836
3132393533242c692d327a65343233706d683933356f78743067726a32****",
  "Period": "60",
  "Datapoints": "[{\"timestamp\":1620367920000,\"userId\":\"120886317861****\",\"instanceId
\":\"i-0xii2bvf42iqvxbp****\",\"Average\":99.91,\"Minimum\":99.0,\"Maximum\":100.0},{\"time
stamp\":1620367920000,\"userId\":\"120886317861****\",\"instanceId\":\"i-2ze1qff61suafi71**
**\",\"Average\":98.89,\"Minimum\":97.03,\"Maximum\":100.0},{\"timestamp\":1620367920000,\"
userId\":\"120886317861****\",\"instanceId\":\"i-2ze423pmh935oxt0****\",\"Average\":89.3,\"
Minimum\":74.11,\"Maximum\":97.98}]",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ResourceNotFound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未找到指定资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MetricMetaList接口查询云监控开放的时序类指标监控项描述。

通常配合查询监控数据接口DescribeMetricList和DescribeMetricLast一起使用，详情请参
见DescribeMetricList和DescribeMetricLast。

2.14.3. DescribeMetricMetaList2.14.3. DescribeMetricMet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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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MetricMe
taList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scribeMetricMetaList。

Namespace String 否 acs_kvstore

指标所属的Namespace，用于区分每个产
品配置。

详情请参见云产品监控项。

Labels String 否
[{"name":"produc
tCategory","value
":"kvstore_old"}]

根据标签过滤。是一个JSON的字符串。

格式：  [{"name":"标签
名","value":"标签值"},{"name":"标
签名","value":"标签值"}]  。已有标
签说明如下：

metricCategory：监控项分类的描述。

alertEnable：是否需要报警。

alertUnit：建议的报警单位。

unitFactor：单位转换系数。

minAlertPeriod：最小报警周期。

productCategory：产品类型分类。

MetricName String 否 CPUUtilization 监控项名称。详情请参见云产品监控项。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分页参数。默认值：1。

PageSize Integer 否 30 每页最大数量。默认值：30。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true表示成功，false表示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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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RequestId String
0CCE0AF0-053C-
4B13-A583-
DC9A85785D49

请求ID。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is not
authorization.

错误信息。

Resources Array 指定监控项的配置信息。

Resource

Description String CPUUtilization 监控项描述。

Dimensions String instanceId
监控项的Dimensions。多个用英文逗号（,）分
隔。

Labels String

[{\"name\":\"alertU
nit\",\"value\":\"Byt
es\"},
{\"name\":\"minAler
tPeriod\",\"value\":
\"60\"},
{\"name\":\"metricC
ategory\",\"value\":
\"instanceId\"},
{\"name\":\"instanc
eType\",\"value\":\
"disaster\"},
{\"name\":\"is_alar
m\",\"value\":\"true
\"},
{\"name\":\"produc
tCategory\",\"value
\":\"kvstore_old\"}]

监控项的标签，是一个或多个JSON字符串。格
式：  [{"name":"标签名","value":"标签的
值"}] ，  name 可以重复，

已有标签说明如下：

metricCategory：监控项分类的描述。

alertEnable：是否需要报警。

alertUnit：建议的报警单位。

unitFactor：单位转换系数。

minAlertPeriod：最小报警周期。

productCategory：产品类型分类。

MetricName String CPUUtilization 监控项名称。

Namespace String acs_kvstore
用于区分产品类型。通常的命名方式为acs_产品
名。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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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s String 60,300
监控项的所有统计周期。多个用英文逗号（,）分
隔。

Statistics String
Average,Minimum,M
aximum

统计方法。多个用英文逗号（,）分隔。

Unit String % 监控项的单位。

TotalCount String 12 总记录条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MetricMetaLi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MetricMetaListResponse>
    <TotalCount>1853</TotalCount>
    <RequestId>CDE9EAFF-D54E-4024-BBFC-B0AAC883143B</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Resources>
       <Resource>
          <Description>磁盘额定容量</Description>
          <Statistics>Average,Minimum,Maximum</Statistics>
          <MetricName>ads.diskSize</MetricName>
          <Labels>[{\"name\":\"minAlertPeriod\",\"value\":\"300\"},{\"name\":\"alertDefault
\",\"value\":\"\"},{\"name\":\"unitFactor\",\"value\":\"1\"},{\"name\":\"alertUnit\",\"valu
e\":\"Mbytes\"},{\"name\":\"productCategory\",\"value\":\"ads\"},{\"name\":\"is_alarm\",\"v
alue\":\"true\"},{\"name\":\"metricCategory\",\"value\":\"workerId\"}]</Labels>
          <Dimensions>userId,instanceId,tableSchema,workerId</Dimensions>
          <Namespace>acs_ads</Namespace>
          <Periods>300</Periods>
          <Unit>MB</Unit>
       </Resource>
       <Resource>
          <Description>磁盘已⽤容量</Description>
          <Statistics>Average,Minimum,Maximum</Statistics>
          <MetricName>ads.diskUsed</MetricName>
          <Labels>[{\"name\":\"alertUnit\",\"value\":\"Mbytes\"},{\"name\":\"minAlertPeriod
\",\"value\":\"300\"},{\"name\":\"metricCategory\",\"value\":\"workerId\"},{\"name\":\"is_a
larm\",\"value\":\"true\"}]</Labels>
          <Dimensions>userId,instanceId,tableSchema,workerId</Dimensions>
          <Namespace>acs_ads</Nam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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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iods>300</Periods>
          <Unit>MB</Unit>
       </Resource>
       <Resource>
          <Description>磁盘使⽤率</Description>
          <Statistics>Average,Minimum,Maximum</Statistics>
          <MetricName>ads.diskUsedPercent</MetricName>
          <Labels>[{\"name\":\"alertUnit\",\"value\":\"%\"},{\"name\":\"minAlertPeriod\",\"
value\":\"300\"},{\"name\":\"metricCategory\",\"value\":\"workerId\"},{\"name\":\"is_alarm\
",\"value\":\"true\"}]</Labels>
          <Dimensions>userId,instanceId,tableSchema,workerId</Dimensions>
          <Namespace>acs_ads</Namespace>
          <Periods>300</Periods>
          <Unit>%</Unit>
       </Resource>
       <Resource>
          <Description>queue的未消费的消息数⽬</Description>
          <Statistics>Maximum</Statistics>
          <MetricName>QueueMessageAccumulation</MetricName>
          <Labels>[{\"name\":\"minAlertPeriod\",\"value\":\"60\"},{\"name\":\"alertDefault\
",\"value\":\"\"},{\"name\":\"unitFactor\",\"value\":\"1\"},{\"name\":\"alertUnit\",\"value
\":\"count/min\"},{\"name\":\"productCategory\",\"value\":\"amqp\"},{\"name\":\"is_alarm\",
\"value\":\"true\"},{\"name\":\"metricCategory\",\"value\":\"queue\"}]</Labels>
          <Dimensions>userId,regionId,vhostName,queueName</Dimensions>
          <Namespace>acs_amqp</Namespace>
          <Periods>60,300</Periods>
          <Unit>count/min</Unit>
       </Resource>
       <Resource>
          <Description>queue每分钟消息⽣产量</Description>
          <Statistics>Value</Statistics>
          <MetricName>QueueMessageInput</MetricName>
          <Labels>[{\"name\":\"minAlertPeriod\",\"value\":\"60\"},{\"name\":\"alertDefault\
",\"value\":\"\"},{\"n ame\":\"unitFactor\",\"value\":\"1\"},{\"name\":\"alertUnit\",\"valu
e\":\"count/min\"},{\"name\":\"productCategory\",\"value\":\"amqp\"},{\"name\":\"is_alarm\"
,\"value\":\"true\"},{\"name\":\"metricCategory\",\"value\":\"queue\"}]</Labels>
          <Dimensions>userId,regionId,vhostName,queueName</Dimensions>
          <Namespace>acs_amqp</Namespace>
          <Periods>60,300</Periods>
          <Unit>count/min</Unit>
       </Resource>
       <Resource>
          <Description>queue的未消费的消息数⽬</Description>
          <Statistics>Value</Statistics>
          <MetricName>QueueMessageOutput</MetricName>
          <Labels>[{\"name\":\"minAlertPeriod\",\"value\":\"60\"},{\"name\":\"alertDefault\
",\"value\":\"\"},{\"name\":\"unitFactor\",\"value\":\"1\"},{\"name\":\"alertUnit\",\"value
\":\"count/min\"},{\"name\":\"productCategory\",\"value\":\"amqp\"},{\"name\":\"is_alarm\",
\"value\":\"true\"},{\"name\":\"metricCategory\",\"value\":\"queue\"}]</Labels>
          <Dimensions>userId,regionId,vhostName,queueName</Dimensions>
          <Namespace>acs_amqp</Namespace>
          <Periods>60,300</Periods>
          <Unit>count/min</Unit>
       </Resource>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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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
          <Description>实例每分钟产⽣的消息数量</Description>
          <Statistics>Value</Statistics>
          <MetricName>VhostMessageInput</MetricName>
          <Labels>[{\"name\":\"minAlertPeriod\",\"value\":\"60\"},{\"name\":\"alertDefault\
",\"value\":\"\"},{\"name\":\"unitFactor\",\"value\":\"1\"},{\"name\":\"alertUnit\",\"value
\":\"count/min\"},{\"name\":\"productCategory\",\"value\":\"amqp\"},{\"name\":\"is_alarm\",
\"value\":\"true\"},{\"name\":\"metricCategory\",\"value\":\"vhost\"}]</Labels>
          <Dimensions>userId,regionId,vhostName</Dimensions>
          <Namespace>acs_amqp</Namespace>
          <Periods>60,300</Periods>
          <Unit>count/min</Unit>
       </Resource>
       <Resource>
          <Description>实例每分钟消费的消息数量</Description>
          <Statistics>Value</Statistics>
          <MetricName>VhostMessageOutput</MetricName>
          <Labels>[{\"name\":\"minAlertPeriod\",\"value\":\"60\"},{\"name\":\"alertDefault\
",\"value\":\"\"},{\"name\":\"unitFactor\",\"value\":\"1\"},{\"name\":\"alertUnit\",\"value
\":\"count/min\"},{\"name\":\"productCategory\",\"value\":\"amqp\"},{\"name\":\"is_alarm\",
\"value\":\"true\"},{\"name\":\"metricCategory\",\"value\":\"vhost\"}]</Labels>
          <Dimensions>userId,regionId,vhostName</Dimensions>
          <Namespace>acs_amqp</Namespace>
          <Periods>60,300</Periods>
          <Unit>count/min</Unit>
       </Resource>
       <Resource>
          <Description></Description>
          <Statistics>Average</Statistics>
          <MetricName>Latency</MetricName>
          <Labels>[{\"name\":\"alertUnit\",\"value\":\"ms\"},{\"name\":\"minAlertPeriod\",\
"value\":\"60\"},{\"name\":\"metricCategory\",\"value\":\"instanceId\"},{\"name\":\"is_alar
m\",\"value\":\"true\"}]</Labels>
          <Dimensions>userId,region,apiUid</Dimensions>
          <Namespace>acs_apigateway_dashboard</Namespace>
          <Periods>60,300,900</Periods>
          <Unit>ms</Unit>
       </Resource>
       <Resource>
          <Description>时间粒度内http返回码4XX占全部返回码的百分⽐</Description>
          <Statistics>Average,Minimum,Maximum</Statistics>
          <MetricName>code4xx</MetricName>
          <Labels>[{\"name\":\"alertUnit\",\"value\":\"%\"},{\"name\":\"minAlertPeriod\",\"
value\":\"60\"},{\"name\":\"metricCategory\",\"value\":\"instanceId\"},{\"name\":\"is_alarm
\",\"value\":\"true\"}]</Labels>
          <Dimensions>userId,instanceId</Dimensions>
          <Namespace>acs_cdn</Namespace>
          <Periods>60,300</Periods>
          <Unit>%</Unit>
       </Resource>
    </Resources>
</DescribeMetricMetaList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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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ON  格式

{
        "TotalCount":  1853,
        "RequestId":  "CDE9EAFF-D54E-4024-BBFC-B0AAC883143B",
        "Success":  true,
        "Code":  200,
        "Resources":  {
                "Resource":  [
                        {
                                "Description":  "磁盘额定容量",
                                "Statistics":  "Average,Minimum,Maximum",
                                "MetricName":  "ads.diskSize",
                                "Labels":  "[{\"name\":\"minAlertPeriod\",\"value\":\"300\"
},{\"name\":\"alertDefault\",\"value\":\"\"},{\"name\":\"unitFactor\",\"value\":\"1\"},{\"n
ame\":\"alertUnit\",\"value\":\"Mbytes\"},{\"name\":\"productCategory\",\"value\":\"ads\"},
{\"name\":\"is_alarm\",\"value\":\"true\"},{\"name\":\"metricCategory\",\"value\":\"workerI
d\"}]",
                                "Dimensions":  "userId,instanceId,tableSchema,workerId",
                                "Namespace":  "acs_ads",
                                "Periods":  "300",
                                "Unit":  "MB"
                        },
                        {
                                "Description":  "磁盘已⽤容量",
                                "Statistics":  "Average,Minimum,Maximum",
                                "MetricName":  "ads.diskUsed",
                                "Labels":  "[{\"name\":\"alertUnit\",\"value\":\"Mbytes\"},
{\"name\":\"minAlertPeriod\",\"value\":\"300\"},{\"name\":\"metricCategory\",\"value\":\"wo
rkerId\"},{\"name\":\"is_alarm\",\"value\":\"true\"}]",
                                "Dimensions":  "userId,instanceId,tableSchema,workerId",
                                "Namespace":  "acs_ads",
                                "Periods":  "300",
                                "Unit":  "MB"
                        },
                        {
                                "Description":  "磁盘使⽤率",
                                "Statistics":  "Average,Minimum,Maximum",
                                "MetricName":  "ads.diskUsedPercent",
                                "Labels":  "[{\"name\":\"alertUnit\",\"value\":\"%\"},{\"na
me\":\"minAlertPeriod\",\"value\":\"300\"},{\"name\":\"metricCategory\",\"value\":\"workerI
d\"},{\"name\":\"is_alarm\",\"value\":\"true\"}]",
                                "Dimensions":  "userId,instanceId,tableSchema,workerId",
                                "Namespace":  "acs_ads",
                                "Periods":  "300",
                                "Unit":  "%"
                        },
                        {
                                "Description":  "queue的未消费的消息数⽬",
                                "Statistics":  "Maximum",
                                "MetricName":  "QueueMessageAccumulation",
                                "Labels":  "[{\"name\":\"minAlertPeriod\",\"value\":\"60\"}
,{\"name\":\"alertDefault\",\"value\":\"\"},{\"name\":\"unitFactor\",\"value\":\"1\"},{\"na
me\":\"alertUnit\",\"value\":\"count/min\"},{\"name\":\"productCategory\",\"value\":\"amqp\
"},{\"name\":\"is_alarm\",\"value\":\"true\"},{\"name\":\"metricCategory\",\"value\":\"qu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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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is_alarm\",\"value\":\"true\"},{\"name\":\"metricCategory\",\"value\":\"queu
e\"}]",
                                "Dimensions":  "userId,regionId,vhostName,queueName",
                                "Namespace":  "acs_amqp",
                                "Periods":  "60,300",
                                "Unit":  "count/min"
                        },
                        {
                                "Description":  "queue每分钟消息⽣产量",
                                "Statistics":  "Value",
                                "MetricName":  "QueueMessageInput",
                                "Labels":  "[{\"name\":\"minAlertPeriod\",\"value\":\"60\"}
,{\"name\":\"alertDefault\",\"value\":\"\"},{\"n ame\":\"unitFactor\",\"value\":\"1\"},{\"n
ame\":\"alertUnit\",\"value\":\"count/min\"},{\"name\":\"productCategory\",\"value\":\"amqp
\"},{\"name\":\"is_alarm\",\"value\":\"true\"},{\"name\":\"metricCategory\",\"value\":\"que
ue\"}]",
                "Dimensions": "userId,regionId,vhostName,queueName",
                "Namespace": "acs_amqp",
                "Periods": "60,300",
                "Unit": "count/min"
            },
            {
                "Description": "queue的未消费的消息数⽬",
                "Statistics": "Value",
                "MetricName": "QueueMessageOutput",
                "Labels": "[{\"name\":\"minAlertPeriod\",\"value\":\"60\"},{\"name\":\"aler
tDefault\",\"value\":\"\"},{\"name\":\"unitFactor\",\"value\":\"1\"},{\"name\":\"alertUnit\
",\"value\":\"count/min\"},{\"name\":\"productCategory\",\"value\":\"amqp\"},{\"name\":\"is
_alarm\",\"value\":\"true\"},{\"name\":\"metricCategory\",\"value\":\"queue\"}]",
                "Dimensions": "userId,regionId,vhostName,queueName",
                "Namespace": "acs_amqp",
                "Periods": "60,300",
                "Unit": "count/min"
            },
            {
                "Description": "实例每分钟产⽣的消息数量",
                "Statistics": "Value",
                "MetricName": "VhostMessageInput",
                "Labels": "[{\"name\":\"minAlertPeriod\",\"value\":\"60\"},{\"name\":\"aler
tDefault\",\"value\":\"\"},{\"name\":\"unitFactor\",\"value\":\"1\"},{\"name\":\"alertUnit\
",\"value\":\"count/min\"},{\"name\":\"productCategory\",\"value\":\"amqp\"},{\"name\":\"is
_alarm\",\"value\":\"true\"},{\"name\":\"metricCategory\",\"value\":\"vhost\"}]",
                "Dimensions": "userId,regionId,vhostName",
                "Namespace": "acs_amqp",
                "Periods": "60,300",
                "Unit": "count/min"
            },
            {
                "Description": "实例每分钟消费的消息数量",
                "Statistics": "Value",
                "MetricName": "VhostMessageOutput",
                "Labels": "[{\"name\":\"minAlertPeriod\",\"value\":\"60\"},{\"name\":\"aler
tDefault\",\"value\":\"\"},{\"name\":\"unitFactor\",\"value\":\"1\"},{\"name\":\"alertUnit\
",\"value\":\"count/min\"},{\"name\":\"productCategory\",\"value\":\"amqp\"},{\"name\":\"is
_alarm\",\"value\":\"true\"},{\"name\":\"metricCategory\",\"value\":\"v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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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larm\",\"value\":\"true\"},{\"name\":\"metricCategory\",\"value\":\"vhost\"}]",
                "Dimensions": "userId,regionId,vhostName",
                "Namespace": "acs_amqp",
                "Periods": "60,300",
                "Unit": "count/min"
            },
            {
                "Description": "",
                "Statistics": "Average",
                "MetricName": "Latency",
                "Labels": "[{\"name\":\"alertUnit\",\"value\":\"ms\"},{\"name\":\"minAlertP
eriod\",\"value\":\"60\"},{\"name\":\"metricCategory\",\"value\":\"instanceId\"},{\"name\":
\"is_alarm\",\"value\":\"true\"}]",
                "Dimensions": "userId,region,apiUid",
                "Namespace": "acs_apigateway_dashboard",
                "Periods": "60,300,900",
                "Unit": "ms"
            },
            {
                "Description": "时间粒度内http返回码4XX占全部返回码的百分⽐",
                "Statistics": "Average,Minimum,Maximum",
                "MetricName": "code4xx",
                "Labels": "[{\"name\":\"alertUnit\",\"value\":\"%\"},{\"name\":\"minAlertPe
riod\",\"value\":\"60\"},{\"name\":\"metricCategory\",\"value\":\"instanceId\"},{\"name\":\
"is_alarm\",\"value\":\"true\"}]",
                "Dimensions": "userId,instanceId",
                "Namespace": "acs_cdn",
                "Periods": "60,300",
                "Unit": "%"
            }
        ]
    }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MetricList接口查询指定云服务的指定监控项的监控数据。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查询云服务  acs_ecs_dashboard 的监控项  cpu_idle 的监控数据。返回结果显
示，当前账号  100931896542**** 下实例  i-2ze5xhf87nzvhcxr**** 间隔60秒的最大值为100、最小值为
95.47、平均值为98.35。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2.14.4. DescribeMetricList2.14.4. DescribeMetricList

API参考··API参考（2019-01-01） 云监控

350 > 文档版本：20220527

https://error-center.aliyun.com/status/product/Cms
https://api.aliyun.com/#product=Cms&api=DescribeMetricList&type=RPC&version=2019-01-01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MetricLis
t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MetricList。

MetricName String 是 cpu_idle

监控项名称。

说明 说明 关于监控项名称，请参
见云服务监控项。

Namespace String 是
acs_ecs_dashboa
rd

云服务的数据命名空间。

说明 说明 关于云服务的命名空间，
请参见云服务监控项。

Period String 否 60

时间间隔。单位：秒。取值：60、300、
900。

说明说明

请根据您的实际需求设置该
参数。

关于云服务的时间间隔，请
参见云服务监控项。

StartT ime String 否 1618368900000

开始时间。支持的格式：

Unix时间戳：从1970年1月1日开始所经
过的毫秒数。

Format格式：YYYY-MM-
DDThh:mm:ssZ。

说明说明

开始和结束时间执行的是左
开右闭的模式，  StartTim
e 不能等于或大于  EndTim
e 。

建议您使用Unix时间戳，避免
时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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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Time String 否 1618368960000

结束时间。支持的格式：

Unix时间戳：从1970年1月1日开始所经
过的毫秒数。

Format格式：YYYY-MM-
DDThh:mm:ssZ。

说明 说明 建议您使用Unix时间戳，
避免时区问题。

Dimensions String 否
[{"instanceId": "i-
abcdefgh12****"}]

维度Map，用于查询指定资源的监控数
据。

格式：key-value键值对形式的集合，常用
的key-value集合为  instanceId:i-
2ze2d6j5uhg20x47**** 。

说明说明

Dimensions传入时需要使用
JSON字符串表示该Map对
象，必须按顺序传入。

关于云服务的维度，请参
见云服务监控项。

NextToken String 否
IWBjqMYSy0is7zS
MGu16****

当请求的返回结果被截断时，您可以使
用  NextToken 再次发起请求，获取从
当前截断位置之后的内容。

Length String 否 1000
每页显示的记录条数，用于分页查询。取
值范围：1~1440。

Express String 否
{"groupby":
["userId","instanc
eId"]}

查询出的现有结果进行实时计算的表达
式。

说明 说明 目前仅支持groupby，类
似数据库的groupby语句。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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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E68C1F4B-0CBC-
4A0B-BCB5-
212431FB817E

请求ID。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NextToken String
IWBjqMYSy0is7zSMG
u16****

查询下一页使用的Token。

Period String 60 时间间隔。单位：秒。取值：60、300、900。

Datapoints String

[{\"timestamp\":162
5328060000,\"userId
\":\"100931896542*
***\",\"instanceId\":
\"i-
2ze5xhf87nzvhcxr***
*\",\"Average\":98.3
5,\"Minimum\":95.4
7,\"Maximum\":100.
0},
{\"timestamp\":162
5328060000,\"userId
\":\"100931896542*
***\",\"instanceId\":
\"i-
bp1ayw2n047u2wkl
****\",\"Average\":9
6.49,\"Minimum\":5
0.0,\"Maximum\":10
0.0}]

监控数据列表。

Message String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错误信息。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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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MetricList
&MetricName=cpu_idle
&Namespace=acs_ecs_dashboard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MetricListResponse>
   <RequestId>E68C1F4B-0CBC-4A0B-BCB5-212431FB817E</RequestId>
   <Period>60</Period>
   <Datapoints>[{\"timestamp\":1625328060000,\"userId\":\"100931896542****\",\"instanceId\"
:\"i-2ze5xhf87nzvhcxr****\",\"Average\":98.35,\"Minimum\":95.47,\"Maximum\":100.0},{\"times
tamp\":1625328060000,\"userId\":\"100931896542****\",\"instanceId\":\"i-bp1ayw2n047u2wkl***
*\",\"Average\":96.49,\"Minimum\":50.0,\"Maximum\":100.0}]</Datapoints>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MetricList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68C1F4B-0CBC-4A0B-BCB5-212431FB817E",
 "Period": "60",
 "Datapoints": "[{\"timestamp\":1625328060000,\"userId\":\"100931896542****\",\"instanceId\
":\"i-2ze5xhf87nzvhcxr****\",\"Average\":98.35,\"Minimum\":95.47,\"Maximum\":100.0},{\"time
stamp\":1625328060000,\"userId\":\"100931896542****\",\"instanceId\":\"i-bp1ayw2n047u2wkl**
**\",\"Average\":96.49,\"Minimum\":50.0,\"Maximum\":100.0}]",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ResourceNotFound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未找到指定资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MetricData接口查询指定云服务的某个监控项的监控数据。

说明 说明 与DescribeMetricList不同，本接口具有统计功能，即Dimension={"userId:"xxxx"}，将该账号
下的所有监控数据进行聚合统计。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查询云服务  acs_ecs_dashboard 监控项  cpu_idle 的监控数据。

2.14.5. DescribeMetricData2.14.5. DescribeMetricData

API参考··API参考（2019-01-01） 云监控

354 > 文档版本：20220527

https://error-center.aliyun.com/status/product/Cms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72502202/task18341805/~~51936~~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MetricDa
ta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MetricData。

MetricName String 是 cpu_idle
云服务的监控项名称。更多信息，请参
见云服务监控项。

Namespace String 是
acs_ecs_dashboa
rd

云服务的数据命名空间。更多信息 ，请参
见云服务监控项。

Period String 否 60

监控数据的统计周期。单位：秒。取值：
15、60、900和3600。

说明 说明 如果不设置统计周期，则
按照注册监控项时申请的上报周期来
查询监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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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T ime String 否 1618368900000

查询监控数据的开始时间。

当您未设置  StartTime 和  EndTim
e 时，查询当前时间最近一个统计周
期  Period 的监控数据。

当您同时设置  StartTime 和  EndT
ime 时，查询指定时间段内距离  End
Time 最近一个统计周期  Period 的
监控数据。具体如下：

当  Period 设置为15秒时，指定
时间段必须小于或等于20分钟。例
如：StartT ime为2021-05-08
08:10:00，EndTime为2021-05-08
08:30:00，统计距离2021-05-08
08:30:00最近一个15秒的监控数
据。

当  Period 设置为60秒或900秒
时，指定时间段必须小于或等于2小
时。例如：Period为60
秒，StartT ime为2021-05-08
08:00:00，EndTime为2021-05-08
10:00:00，统计距离2021-05-08
10:00:00最近一个60秒的监控数
据。

当  Period 设置为3600秒时，指
定时间段必须小于或等于2天。例
如：StartT ime为2021-05-08
08:00:00，EndTime为2021-05-10
08:00:00，统计距离2021-05-10
08:00:00最近一个3600秒的监控数
据。

开始时间支持的格式：

Unix时间戳：从1970年1月1日开始所经
过的毫秒数。

Format格式：YYYY-MM-
DDThh:mm:ssZ。

说明说明

 StartTime 如果设置过
早，则无效。

建议您使用Unix时间戳，避免
时区的问题。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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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Time String 否 1618368960000

查询监控数据的结束时间。

当您未设置  StartTime 和  EndTim
e 时，查询当前时间最近一个统计周
期  Period 的监控数据。

当您同时设置  StartTime 和  EndT
ime 时，查询指定时间段内距离  End
Time 最近一个统计周期  Period 的
监控数据。具体如下：

当  Period 设置为15秒时，指定
时间段必须小于或等于20分钟。例
如：StartT ime为2021-05-08
08:10:00，EndTime为2021-05-08
08:30:00，统计距离2021-05-08
08:30:00最近一个15秒的监控数
据。

当  Period 设置为60秒或900秒
时，指定时间段必须小于或等于2小
时。例如：Period为60
秒，StartT ime为2021-05-08
08:00:00，EndTime为2021-05-08
10:00:00，统计距离2021-05-08
10:00:00最近一个60秒的监控数
据。

当  Period 设置为3600秒时，指
定时间段必须小于或等于2天。例
如：StartT ime为2021-05-08
08:00:00，EndTime为2021-05-10
08:00:00，统计距离2021-05-10
08:00:00最近一个3600秒的监控数
据。

结束时间支持的格式：

Unix时间戳：从1970年1月1日开始所经
过的毫秒数。

Format格式：YYYY-MM-
DDThh:mm:ssZ。

说明 说明 建议您使用Unix时间戳，
避免时区的问题。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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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s String 否
[{"instanceId": "i-
abcdefgh12****"}]

维度Map，用于查询指定资源的监控数
据。

格式：key-value键值对形式的集合，常用
的key-value集合为  instanceId:i-
2ze2d6j5uhg20x47**** 。

说明 说明 Dimensions传入时需要
使用JSON字符串表示该Map对象，必
须按顺序传入。

Express String 否
{"groupby":
["userId","instanc
eId"]}

对查询出的现有结果进行实时计算的表达
式。

目前仅支持  groupby （类似数据库的
groupby语句）。

Length String 否 1000
每页显示的记录条数，用于分页查询，默
认值：1000。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Datapoints String

[{\"timestamp\":161
8368900000,\"Avera
ge\":95.8291666666
667,\"Minimum\":65
.48,\"Maximum\":10
0.0},
{\"timestamp\":161
8368960000,\"Avera
ge\":95.8683333333
333,\"Minimum\":67
.84,\"Maximum\":10
0.0}]

监控数据列表。包括如下信息：

 timestamp ：发生报警的时间戳。

 userId ：发生报警的用户ID。

 instanceId ：发生报警的实例ID。

 Minimum 、  Average 、  Maximum 
：报警规则。

Message String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错误信息。

API参考··API参考（2019-01-01） 云监控

358 > 文档版本：20220527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72502202/task18341805/~~199331~~


Period String 60
监控数据的统计周期。单位：秒。取值：15、
60、900和3600。

RequestId String
6A5F022D-AC7C-
460E-94AE-
B9E75083D027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MetricData
&MetricName=cpu_idle
&Namespace=acs_ecs_dashboard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MetricDataResponse>
   <RequestId>7598FEED-3B79-4B4A-AD01-435F34DA8EDC</RequestId>
   <Period>60</Period> 
      <Datapoints>[{\"timestamp\":1618368900000,\"Average\":95.8291666666667,\"Minimum\":65
.48,\"Maximum\":100.0},{\"timestamp\":1618368960000,\"Average\":95.8683333333333,\"Minimum\
":67.84,\"Maximum\":100.0}]</Datapoints>
   <Code>200</Code>
</DescribeMetricData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7598FEED-3B79-4B4A-AD01-435F34DA8EDC",
 "Period": "60",
 "Datapoints": "[{\"timestamp\":1618368900000,\"Average\":95.8291666666667,\"Minimum\":65.4
8,\"Maximum\":100.0},{\"timestamp\":1618368960000,\"Average\":95.8683333333333,\"Minimum\":
67.84,\"Maximum\":100.0}]",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ResourceNotFound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未找到指定资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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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DescribeMetricTop接口先查询指定云服务的指定监控项的最新监控数据，再查询该监控项排序后的监
控数据。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查询云服务  acs_ecs_dashboard 监控项  cpu_idle 在最近60秒的监控数据，并对
监控数据的  Average 从大到小排序。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MetricTo
p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MetricTop。

MetricName String 是 cpu_idle
云服务的监控项名称。更多信息，请参
见云服务监控项。

Namespace String 是
acs_ecs_dashboa
rd

云服务的数据命名空间。更多信息，请参
见云服务监控项。

Orderby String 是 Average

排序字段，即按该字段进行排序。取值：

Average：平均值。

Minimum：最小值。

Maximum：最大值。

Period String 否 60

监控数据的统计周期。单位：秒。取值：
15、60、900和3600。

说明 说明 如果不设置统计周期，则
按照注册监控项时申请的上报周期来
查询监控数据。

2.14.6. DescribeMetricTop2.14.6. DescribeMetricTop

API参考··API参考（2019-01-01） 云监控

360 > 文档版本：20220527

https://api.aliyun.com/#product=Cms&api=DescribeMetricTop&type=RPC&version=2019-01-01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72502202/task18341805/~~163515~~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72502202/task18341805/~~163515~~


StartT ime String 否
2021-05-08
08:00:00

查询监控数据的开始时间。

当您未设置  StartTime 和  EndTim
e 时，查询当前时间最近一个统计周
期  Period 的监控数据。

当您同时设置  StartTime 和  EndT
ime 时，查询指定时间段内距离  End
Time 最近一个统计周期  Period 的
监控数据。具体如下：

当  Period 设置为15秒时，指定
时间段必须小于或等于20分钟。例
如：StartT ime为2021-05-08
08:10:00，EndTime为2021-05-08
08:30:00，统计距离2021-05-08
08:30:00最近一个15秒的监控数
据。

当  Period 设置为60秒或900秒
时，指定时间段必须小于或等于2小
时。例如：Period为60
秒，StartT ime为2021-05-08
08:00:00，EndTime为2021-05-08
10:00:00，统计距离2021-05-08
10:00:00最近一个60秒的监控数
据。

当  Period 设置为3600秒时，指
定时间段必须小于或等于2天。例
如：StartT ime为2021-05-08
08:00:00，EndTime为2021-05-10
08:00:00，统计距离2021-05-10
08:00:00最近一个3600秒的监控数
据。

开始时间支持的格式：

Unix时间戳：从1970年1月1日开始所经
过的毫秒数。

Format格式：YYYY-MM-
DDThh:mm:ssZ。

说明说明

 StartTime 如果设置过
早，则无效。

建议您使用Unix时间戳，避免
时区的问题。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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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Time String 否
2021-05-08
10:00:00

查询监控数据的结束时间。

当您未设置  StartTime 和  EndTim
e 时，查询当前时间最近一个统计周
期  Period 的监控数据。

当您同时设置  StartTime 和  EndT
ime 时，查询指定时间段内距离  End
Time 最近一个统计周期  Period 的
监控数据。具体如下：

当  Period 设置为15秒时，指定
时间段必须小于或等于20分钟。例
如：StartT ime为2021-05-08
08:10:00，EndTime为2021-05-08
08:30:00，统计距离2021-05-08
08:30:00最近一个15秒的监控数
据。

当  Period 设置为60秒或900秒
时，指定时间段必须小于或等于2小
时。例如：Period为60
秒，StartT ime为2021-05-08
08:00:00，EndTime为2021-05-08
10:00:00，统计距离2021-05-08
10:00:00最近一个60秒的监控数
据。

当  Period 设置为3600秒时，指
定时间段必须小于或等于2天。例
如：StartT ime为2021-05-08
08:00:00，EndTime为2021-05-10
08:00:00，统计距离2021-05-10
08:00:00最近一个3600秒的监控数
据。

结束时间支持的格式：

Unix时间戳：从1970年1月1日开始所经
过的毫秒数。

Format格式：YYYY-MM-
DDThh:mm:ssZ。

说明 说明 建议您使用Unix时间戳，
避免时区的问题。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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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s String 否
[{"instanceId": "i-
abcdefgh12****"}]

维度Map，用于查询指定资源的监控数
据。

格式：key-value键值对形式的集合，常用
的key-value集合为  instanceId:i-
2ze2d6j5uhg20x47**** 。

说明 说明 Dimensions传入时需要
使用JSON字符串表示该Map对象，必
须按顺序传入。

OrderDesc String 否 False

排序方式。取值：

True：由小到大排序。

False（默认值）：由大到小排序。

Length String 否 10
每页显示的记录条数。用于分页查询，默
认值：10。

Express String 否
{"groupby":
["userId","instanc
eId"]}

对查询出的现有结果进行实时计算的表达
式。

目前仅支持  groupby （类似数据库的
groupby语句）。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3121AE7D-4AFF-
4C25-8F1D-
C8226EBB1F42

请求ID。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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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points String

[{\"order\":1,\"time
stamp\":162028752
0000,\"userId\":\"12
0886317861****\",\"i
nstanceId\":\"i-
j6ccf7d5fn335qpo**
**\",\"Average\":99.
92,\"Minimum\":99.
5,\"Maximum\":100.
0,\"_count\":1.0},
{\"order\":2,\"times
tamp\":1620287520
000,\"userId\":\"120
886317861****\",\"in
stanceId\":\"i-
0xii2bvf42iqvxbp****
\",\"Average\":99.9
1,\"Minimum\":99.0,
\"Maximum\":100.0,
\"_count\":1.0}]

监控数据列表。

Period String 60
监控数据的统计周期。单位：秒。取值：15、
60、900和3600。

Message String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错误信息。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MetricTop
&MetricName=cpu_idle
&Namespace=acs_ecs_dashboard
&Period=60
&Orderby=Average
&OrderDesc=Fals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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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MetricTopResponse>
   <RequestId>18DC44ED-B058-49B0-9D49-1D6608328E4D</RequestId>
   <Period>60</Period>
   <Datapoints>[{\"order\":1,\"timestamp\":1620287520000,\"userId\":\"120886317861****\",\"
instanceId\":\"i-j6ccf7d5fn335qpo****\",\"Average\":99.92,\"Minimum\":99.5,\"Maximum\":100.
0,\"_count\":1.0},{\"order\":2,\"timestamp\":1620287520000,\"userId\":\"120886317861****\",
\"instanceId\":\"i-0xii2bvf42iqvxbp****\",\"Average\":99.91,\"Minimum\":99.0,\"Maximum\":10
0.0,\"_count\":1.0}]</Datapoints>
   <Code>200</Code>
</DescribeMetricTop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18DC44ED-B058-49B0-9D49-1D6608328E4D",
 "Period": "60",
 "Datapoints": "[{\"order\":1,\"timestamp\":1620287520000,\"userId\":\"120886317861****\",\
"instanceId\":\"i-j6ccf7d5fn335qpo****\",\"Average\":99.92,\"Minimum\":99.5,\"Maximum\":100
.0,\"_count\":1.0},{\"order\":2,\"timestamp\":1620287520000,\"userId\":\"120886317861****\"
,\"instanceId\":\"i-0xii2bvf42iqvxbp****\",\"Average\":99.91,\"Minimum\":99.0,\"Maximum\":1
00.0,\"_count\":1.0}]",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ResourceNotFound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未找到指定资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MonitorResourceQuotaAttribute接口查询云监控各个资源的配额。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MonitorR
esourceQuotaAtt
ribute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MonitorResourceQuotaAttribut
e。

2.14.7. DescribeMonitorResourceQuotaAttribute2.14.7. DescribeMonitorResourceQuotaAttrib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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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Used Boolean 否 true

返回值是否包含已使用配额。取值：

true（默认值）：包含。

false：不包含。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31BC7201-00F2-
47B2-B7B9-
6A173076ACE

请求ID。

ResourceQuota Struct 云监控的配额详情。

Api Struct API配额。

QuotaLimit Integer 500 API总配额。单位：万次。

QuotaPackage Integer 500 套餐内API的配额。单位：万次。

QuotaUsed Integer 9987 套餐内API的配额用量。单位：次。

CustomMonitor Struct 自定义监控配额。

QuotaLimit Integer 1200 自定义监控时间序列的总配额。单位：个。

QuotaPackage Integer 1000 套餐内自定义监控时间序列的配额。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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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aUsed Integer 8
套餐内自定义监控时间序列的配额用量。单位：
个。

EnterpriseQuot
a

Struct 企业云监控配额详情。

InstanceId String
cms_enterprise_pub
lic_cn-7mz27pd****

企业云监控实例ID。

SuitInfo String ENTERPRISE 企业云监控描述。

EventMonitor Struct 事件监控配额。

QuotaLimit Integer 55 事件监控的总配额。单位：万。

QuotaPackage Integer 50 套餐包内事件监控的配额。单位：万。

QuotaUsed Integer 2 套餐包内事件监控的配额用量。单位：万。

ExpireT ime String 2021-02-28 套餐到期时间。

InstanceId String
cms_edition-cn-
n6w20rn****

预付费套餐ID。

LogMonitor Struct 日志监控配额。

QuotaLimit Integer 150 日志监控的总配额。单位：MByte/Min。

QuotaPackage Integer 150 套餐包内日志监控的配额。单位：MByte/Min。

QuotaUsed Integer 80
套餐包内日志监控的配额使用量。单位：
MByte/Min。

Phone Struct 报警电话包配额。

QuotaLimit Integer 550 报警电话的总配额。单位：通。

QuotaPackage Integer 500 报警电话包的配额。单位：通。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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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aUsed Integer 100 报警电话包的配额使用量。单位：通。

SMS Struct 报警短信包配额。

QuotaLimit Integer 550 报警短信的总配额。单位：通。

QuotaPackage Integer 500 报警短信包的配额。单位：通。

QuotaUsed Integer 38 报警短信包的配额使用量。单位：通。

SiteMonitorEcsP
robe

Struct 站点监控ECS探测点配额。

QuotaLimit Integer 5

站点监控ECS探测点的总配额。

说明 说明 单个站点监控任务能够选择的
最大ECS探测点的数量。

QuotaPackage Integer 5 套餐包内站点监控ECS探测点的配额。

QuotaUsed Integer 20

套餐包内站点监控ECS探测点的配额使用量。

说明 说明 目前已创建的所有站点监控任
务的总ECS探测点数量。

SiteMonitorOpe
ratorProbe

Struct 站点监控运营商探测点配额。

QuotaLimit Integer 5 站点监控运营商探测点的总配额。

QuotaPackage Integer 5 套餐包内站点监控运营商探测点的配额。

QuotaUsed Integer 0 套餐包内站点监控运营商探测点的配额使用量。

SiteMonitorTas
k

Struct 站点监控任务配额。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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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aLimit Integer 25 站点监控任务的总配额。单位：个。

QuotaPackage Integer 20 套餐包内站点监控任务的配额。单位：个。

QuotaUsed Integer 15
套餐包内站点监控任务的配额使用量。单位：
个。

SuitInfo String pro

云监控当前版本。取值：

free：免费版。

pro：专业版。

cms_post：后付费。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MonitorResourceQuotaAttribut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MonitorResourceQuotaAttributeResponse>
   <RequestId>1E1961C4-B340-45D7-8CC3-F7D0BF19F2E0</RequestId>
   <ResourceQuota>
      <SiteMonitorOperatorProbe>
         <QuotaUsed>0</QuotaUsed>
         <QuotaPackage>5</QuotaPackage>
         <QuotaLimit>5</QuotaLimit>
      </SiteMonitorOperatorProbe>
      <InstanceId>cms_edition-cn-n6w20rn****</InstanceId>
      <Phone>
         <QuotaUsed>100</QuotaUsed>
         <QuotaPackage>500</QuotaPackage>
         <QuotaLimit>550</QuotaLimit>
      </Phone>
      <SuitInfo>pro</SuitInfo>
      <SiteMonitorTask>
         <QuotaUsed>7</QuotaUsed>
         <QuotaPackage>20</QuotaPackage>
         <QuotaLimit>20</QuotaLimit>
      </SiteMonitorTask>
      <SMS>
         <QuotaUsed>38</QuotaUsed>
         <QuotaPackage>500</QuotaPackage>
         <QuotaLimit>550</QuotaLimit>
      </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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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S>
      <LogMonitor>
         <QuotaUsed>0</QuotaUsed>
         <QuotaPackage>50</QuotaPackage>
         <QuotaLimit>50</QuotaLimit>
      </LogMonitor>
      <Api>
         <QuotaUsed>9987</QuotaUsed>
         <QuotaPackage>500</QuotaPackage>
         <QuotaLimit>500</QuotaLimit>
      </Api>
      <ExpireTime>2021-02-28</ExpireTime>
      <SiteMonitorEcsProbe>
         <QuotaUsed>20</QuotaUsed>
         <QuotaPackage>5</QuotaPackage>
         <QuotaLimit>5</QuotaLimit>
      </SiteMonitorEcsProbe>
      <CustomMonitor>
         <QuotaUsed>8</QuotaUsed>
         <QuotaPackage>1000</QuotaPackage>
         <QuotaLimit>1200</QuotaLimit>
      </CustomMonitor>
      <EventMonitor>
         <QuotaUsed>2</QuotaUsed>
         <QuotaPackage>50</QuotaPackage>
         <QuotaLimit>55</QuotaLimit>
      </EventMonitor>
   </ResourceQuota>
   <Code>200</Code>
</DescribeMonitorResourceQuotaAttribut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1E1961C4-B340-45D7-8CC3-F7D0BF19F2E0",
 "ResourceQuota": {
  "SiteMonitorOperatorProbe": {
   "QuotaUsed": 0,
   "QuotaPackage": 5,
   "QuotaLimit": 5
  },
  "InstanceId": "cms_edition-cn-n6w20rn****",
  "Phone": {
   "QuotaUsed": 100,
   "QuotaPackage": 500,
   "QuotaLimit": 550
  },
  "SuitInfo": "pro",
  "SiteMonitorTask": {
   "QuotaUsed": 7,
   "QuotaPackage": 20,
   "QuotaLimit": 20
  },
  "S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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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otaUsed": 38,
   "QuotaPackage": 500,
   "QuotaLimit": 550
  },
  "LogMonitor": {
   "QuotaUsed": 0,
   "QuotaPackage": 50,
   "QuotaLimit": 50
  },
  "Api": {
   "QuotaUsed": 9987,
   "QuotaPackage": 500,
   "QuotaLimit": 500
  },
  "ExpireTime": "2021-02-28",
  "SiteMonitorEcsProbe": {
   "QuotaUsed": 20,
   "QuotaPackage": 5,
   "QuotaLimit": 5
  },
  "CustomMonitor": {
   "QuotaUsed": 8,
   "QuotaPackage": 1000,
   "QuotaLimit": 1200
  },
  "EventMonitor": {
   "QuotaUsed": 2,
   "QuotaPackage": 50,
   "QuotaLimit": 55
  }
 },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ResourceNotFound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未找到指定资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AlertHistoryList接口查询报警历史详情。

2.15. 报警服务2.15. 报警服务
2.15.1. 报警历史2.15.1. 报警历史

2.15.1.1. DescribeAlertHistoryList2.15.1.1. DescribeAlertHistory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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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AlertHist
oryList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AlertHistoryList。

RuleId String 否

applyTemplate61
dc81b5-d357-
4cf6-a9b7-
9f83c1d5****

报警规则ID。

关于如何查询报警规则ID，请参
见DescribeMetricRuleList。

RuleName String 否 ECS_Rule

报警规则名称。

关于如何查询报警规则名称，请参
见DescribeMetricRuleList。

Namespace String 否
acs_ecs_dashboa
rd

云产品的数据命名空间。

关于如何查询云产品的数据命名空间，请
参见云产品监控项。

MetricName String 否 cpu_total

云产品的监控项名称。

关于如何查询云产品的监控项名称，请参
见云产品监控项。

GroupId String 否 7671****

应用分组ID。

关于如何获取应用分组ID，请参
见DescribeMonitorGroups。

Status String 否 2

通道沉默状态。取值：

2（默认值）：通道沉默。

0：报警或恢复。

1：失效期。

State String 否 ALARM

报警状态。取值：

ALARM（默认值）：报警状态。

OK：正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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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ending Boolean 否 true

时间排序。取值：

true（默认值）：表示时间倒序。

false：表示时间正序。

StartT ime String 否 1640237400000
查询报警历史的开始时间戳。

单位：毫秒。

EndTime String 否 1640608200000
查询报警历史的结束时间戳。

单位：毫秒。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记录条数。

默认值：10。

Page Integer 否 1
页码。

默认值：1。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C3C69FBE-2262-
541F-A409-
C52F380BAE63

请求ID。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Total String 2 总记录条数。

AlarmHistoryLis
t

Array of
AlarmHistory

报警历史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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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rmHistory

AlertT ime Long 1640586600000 报警推送的时间戳。单位：毫秒。

ContactALIIMs List
username@example
.com

报警联系人的旺旺号。

说明 说明 该参数仅适用于中国站。

ContactGroups List ECS_Group 报警联系人组。

ContactMails List
username@example
.com

报警联系人的邮箱地址。

ContactSmses List 13900009999

报警联系人的手机号码。

说明 说明 该参数仅适用于中国站。

Contacts List Alice 报警联系人。

Dimensions String
{\"instanceId\":\"i-
bp1cqhiw1za2****\"
}

报警的资源。

EvaluationCoun
t

Integer 3 报警重试次数。

Expression String $Average>=10 报警触发的表达式。

GroupId String 7671**** 应用分组ID。

InstanceName String i-bp1cqhiw1za2**** 实例名称。

LastT ime Long 360133 报警持续的时间。单位：毫秒。

Level String P4

报警的级别和通知方式。取值：

P2：电话+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P3：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P4：邮件+钉钉机器人。

OK：无报警。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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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icName String cpu_total 监控项名称。

Namespace String acs_ecs_dashboard 云服务的命名空间。

RuleId String
applyTemplate61dc
81b5-d357-4cf6-
a9b7-9f83c1d5****

报警规则ID。

RuleName String ECS_Rule 报警规则名称。

State String ALARM

报警状态。取值：

ALARM：报警状态。

OK：正常状态。

Status Integer 2

通道沉默状态。取值：

2（默认值）：通道沉默。

0：报警或恢复。

1：失效期。

Value String 10.58 出现报警或报警恢复时的监控值。

Webhooks String
https://www.aliyun
.com

URL回调地址。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is not
authorization. 错误信息。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AlertHistoryLi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AlertHistoryListResponse>
   <AlarmHistoryList>
      <AlarmHistory>
         <Status>2</Status>
         <ContactGroups>
            <ContactGroup>ECS_Group</ContactGroup>
         </ContactGroups>
         <RuleId>applyTemplate61dc81b5-d357-4cf6-a9b7-9f83c1d5****</Rul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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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leId>applyTemplate61dc81b5-d357-4cf6-a9b7-9f83c1d5****</RuleId>
         <Dimensions>{\"instanceId\":\"i-bp1cqhiw1za2****\"}</Dimensions>
         <EvaluationCount>3</EvaluationCount>
         <ContactMails></ContactMails>
         <ContactSmses></ContactSmses>
         <Namespace>acs_ecs_dashboard</Namespace>
         <AlertTime>1640586600000</AlertTime>
         <GroupId>7671****</GroupId>
         <InstanceName>i-bp1cqhiw1za2****</InstanceName>
         <MetricName>cpu_total</MetricName>
         <Contacts></Contacts>
         <Expression>$Average&gt;=10</Expression>
         <State>ALARM</State>
         <Value>10.58</Value>
         <Level>P4</Level>
         <PreLevel>P4</PreLevel>
         <LastTime>360133</LastTime>
         <RuleName>ECS_Rule</RuleName>
         <ContactALIIMs></ContactALIIMs>
      </AlarmHistory>
      <AlarmHistory>
         <Status>0</Status>
         <ContactGroups>
            <ContactGroup>ECS_Group</ContactGroup>
         </ContactGroups>
         <RuleId>applyTemplate61dc81b5-d357-4cf6-a9b7-9f83****</RuleId>
         <Dimensions>{\"instanceId\":\"i-bp1cqhiw1za2807s****\"}</Dimensions>
         <EvaluationCount>3</EvaluationCount>
         <ContactMails></ContactMails>
         <ContactSmses></ContactSmses>
         <Namespace>acs_ecs_dashboard</Namespace>
         <AlertTime>1640586540000</AlertTime>
         <GroupId>7671****</GroupId>
         <InstanceName>i-bp1cqhiw1za2807s****</InstanceName>
         <MetricName>cpu_total</MetricName>
         <Contacts></Contacts>
         <Expression>$Average&gt;=10</Expression>
         <State>ALARM</State>
         <Value>10.13</Value>
         <Level>P4</Level>
         <LastTime>300085</LastTime>
         <RuleName>ECS_Rule</RuleName>
         <ContactALIIMs>
            <ContactALIIM>\"username@example.com\"</ContactALIIM>
         </ContactALIIMs>
      </AlarmHistory>
   </AlarmHistoryList>
   <RequestId>C3C69FBE-2262-541F-A409-C52F380BAE63</RequestId>
   <Total>2</Total>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AlertHistoryListResponse>

API参考··API参考（2019-01-01） 云监控

376 > 文档版本：20220527



 JSON 格式

{
    "AlarmHistoryList": {
        "AlarmHistory": [
            {
                "Status": 2,
                "ContactGroups": {
                    "ContactGroup": [
                        "ECS_Group"
                    ]
                },
                "RuleId": "applyTemplate61dc81b5-d357-4cf6-a9b7-9f83c1d5****",
                "Dimensions": "{\"instanceId\":\"i-bp1cqhiw1za2****\"}",
                "EvaluationCount": 3,
                "ContactMails": {
                    "ContactMail": []
                },
                "ContactSmses": {
                    "ContactSms": []
                },
                "Namespace": "acs_ecs_dashboard",
                "AlertTime": 1640586600000,
                "GroupId": "7671****",
                "InstanceName": "i-bp1cqhiw1za2****",
                "MetricName": "cpu_total",
                "Contacts": {
                    "Contact": []
                },
                "Expression": "$Average>=10",
                "State": "ALARM",
                "Value": "10.58",
                "Level": "P4",
                "PreLevel": "P4",
                "LastTime": 360133,
                "RuleName": "ECS_Rule",
                "ContactALIIMs": {
                    "ContactALIIM": []
                }
            },
            {
                "Status": 0,
                "ContactGroups": {
                    "ContactGroup": [
                        "ECS_Group"
                    ]
                },
                "RuleId": "applyTemplate61dc81b5-d357-4cf6-a9b7-9f83****",
                "Dimensions": "{\"instanceId\":\"i-bp1cqhiw1za2807s****\"}",
                "EvaluationCount": 3,
                "ContactMails": {
                    "ContactMail": []
                },
                "ContactSmses": {
                    "ContactS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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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ctSms": []
                },
                "Namespace": "acs_ecs_dashboard",
                "AlertTime": 1640586540000,
                "GroupId": "7671****",
                "InstanceName": "i-bp1cqhiw1za2807s****",
                "MetricName": "cpu_total",
                "Contacts": {
                    "Contact": []
                },
                "Expression": "$Average>=10",
                "State": "ALARM",
                "Value": "10.13",
                "Level": "P4",
                "LastTime": 300085,
                "RuleName": "ECS_Rule",
                "ContactALIIMs": {
                    "ContactALIIM": [
                        "\"username@example.com\""
                    ]
                }
            }
        ]
    },
    "RequestId": "C3C69FBE-2262-541F-A409-C52F380BAE63",
    "Total": 2,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AlertLogCount接口统计报警历史。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从云服务  product 维度查询ECS的报警统计历史。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2.15.1.2. DescribeAlertLogCount2.15.1.2. DescribeAlertLog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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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AlertLog
Count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AlertLogCount。

GroupBy String 是 product

对数据进行空间维度聚合，相当于SQL中的
Group By。取值：

 product ：按照云服务统计。

 level ：按照报警级别统计。

 groupId ：按照应用分组统计。

 contactGroup ：按照报警联系人
组统计。

 product,metricName ：按照云服
务和监控项统计。

StartT ime Long 否 1609988009694
统计报警历史的开始时间戳。单位：毫
秒。

EndTime Long 否 1610074409694
统计报警历史的结束时间戳。单位：毫
秒。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页码。默认值：1。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记录条数。默认值：10。

SearchKey String 否 test 统计报警历史的搜索关键字。

Namespace String 否
acs_ecs_dashboa
rd

云服务的命名空间。

说明 说明 关于云服务的命名空间，
请参见云服务监控项。

GroupId String 否 7301**** 应用分组ID。

Product String 否 ECS 云服务名称缩写。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云监控 API参考··API参考（2019-01-01）

> 文档版本：20220527 379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72502202/task18341805/~~163515~~


Level String 否 P4

报警的级别和通知方式。取值：

P2：电话+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P3：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P4：邮件+钉钉机器人。

OK：无报警。

SendStatus String 否 0

报警状态。取值：

0：发生报警或报警恢复正常。

1：非生效期。

2：通道沉默周期。

3：主机重启中。

4：不发送报警。

当报警状态为0时，如果Level的取值为
P2、P3或P4，则发生告警；如果Level的
取值为OK，则报警恢复正常。

ContactGroup String 否 ECS_Group 报警联系人组。

RuleName String 否 test123 报警规则名称。

MetricName String 否 cpu_total

监控项名称。

说明 说明 关于云服务的监控项，请
参见云服务监控项。

LastMin String 否 360 获取日志的周期。单位：分钟。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AlertLogCount
Array of
AlertLogCount

报警历史数量统计。

Count Integer 1 报警历史统计的数量。

Logs Array of Logs 报警历史统计的数量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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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String product 报警历史统计的字段名称。

Value String ECS 报警历史统计的字段值。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1C4A3709-BF52-
42EE-87B5-
7435F0929585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AlertLogCount
&GroupBy=product
&Product=ECS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AlertLogCountResponse>
   <RequestId>0BA67F6D-B699-4E3F-B205-93A5C38A0A2E</RequestId>
   <AlertLogCount>
      <Count>1</Count>
      <Logs>
         <Value>ECS</Value>
         <Name>product</Name>
      </Logs>
   </AlertLogCount>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AlertLogCount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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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BA67F6D-B699-4E3F-B205-93A5C38A0A2E",
 "AlertLogCount": [
  {
   "Count": 1,
   "Logs": [
    {
     "Value": "ECS",
     "Name": "product"
    }
   ]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ResourceNotFound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未找到指定资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AlertLogHistogram接口查询报警历史的直方图列表。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从云服务  product 维度查询ECS报警历史的直方图列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AlertLog
Histogram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AlertLogHistogram。

StartT ime Long 否 1609988009694
查询报警历史的开始时间戳。单位：毫
秒。

2.15.1.3. DescribeAlertLogHistogram2.15.1.3. DescribeAlertLogHist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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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Time Long 否 1609989009694
查询报警历史的结束时间戳。单位：毫
秒。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页码。默认值：1。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记录条数。默认值：10。

SearchKey String 否 alert 查询报警历史的搜索关键字。

GroupId String 否 7301**** 应用分组ID。

Product String 否 ECS 云服务名称缩写。

Namespace String 否
acs_ecs_dashboa
rd

云服务的命名空间。

说明 说明 关于云服务的命名空间，
请参见云服务监控项。

Level String 否 P4

报警的级别和通知方式。取值：

P2：电话+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P3：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P4：邮件+钉钉机器人。

OK：无报警。

SendStatus String 否 0

报警状态。取值：

0：发生报警或报警恢复正常。

1：非生效期。

2：通道沉默周期。

3：主机重启中。

4：不发送报警。

当报警状态为0时，如果Level的取值为
P2、P3或P4，则发生告警；如果Level的
取值为OK，则报警恢复正常。

ContactGroup String 否 ECS_Group 报警联系人组。

RuleName String 否 test123 报警规则名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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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icName String 否 cpu_total

监控项名称。

说明 说明 关于云服务的监控项，请
参见云服务监控项。

LastMin String 否 360 获取日志的周期。单位：分钟。

GroupBy String 否 product

对数据进行空间维度聚合，相当于SQL中的
Group By。取值：

 product ：按照云服务统计。

 level ：按照报警级别统计。

 groupId ：按照应用分组统计。

 contactGroup ：按照报警联系人
组统计。

 product,metricName ：按照云服
务和监控项统计。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AlertLogHistogr
amList

Array of
AlertLogHistogr
amList

查询报警历史的直方图列表。

Count Integer 20 报警历史的数量。

From Long 1610074791 查询报警历史的开始时间戳。单位：秒。

To Long 1610074800 查询报警历史的结束时间戳。单位：秒。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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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 String
1C4A3709-BF52-
42EE-87B5-
7435F0929585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AlertLogHistogram
&Product=ECS
&GroupBy=produc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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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AlertLogHistogramResponse>
   <RequestId>6DCB654A-4002-4977-A2E1-F58F85E7143D</RequestId>
   <AlertLogHistogramList>
      <Count>0</Count>
      <From>1610074791</From>
      <To>1610074800</To>
   </AlertLogHistogramList>
   <AlertLogHistogramList>
      <Count>0</Count>
      <From>1610074800</From>
      <To>1610074830</To>
   </AlertLogHistogramList>
   <AlertLogHistogramList>
      <Count>1</Count>
      <From>1610074830</From>
      <To>1610074860</To>
   </AlertLogHistogramList>
   <AlertLogHistogramList>
      <Count>0</Count>
      <From>1610074860</From>
      <To>1610074890</To>
   </AlertLogHistogramList>
   <AlertLogHistogramList>
      <Count>0</Count>
      <From>1610074890</From>
      <To>1610074920</To>
   </AlertLogHistogramList>
   <AlertLogHistogramList>
      <Count>1</Count>
      <From>1610074920</From>
      <To>1610074950</To>
   </AlertLogHistogramList>
   <AlertLogHistogramList>
      <Count>0</Count>
      <From>1610074950</From>
      <To>1610074980</To>
   </AlertLogHistogramList>
   <AlertLogHistogramList>
      <Count>0</Count>
      <From>1610074980</From>
      <To>1610075010</To>
   </AlertLogHistogramList>
   <AlertLogHistogramList>
      <Count>0</Count>
      <From>1610075010</From>
      <To>1610075040</To>
   </AlertLogHistogramList>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AlertLogHistogram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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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6DCB654A-4002-4977-A2E1-F58F85E7143D",
 "AlertLogHistogramList": [
  {
   "Count": 0,
   "From": 1610074791,
   "To": 1610074800
  },
  {
   "Count": 0,
   "From": 1610074800,
   "To": 1610074830
  },
  {
   "Count": 1,
   "From": 1610074830,
   "To": 1610074860
  },
  {
   "Count": 0,
   "From": 1610074860,
   "To": 1610074890
  },
  {
   "Count": 0,
   "From": 1610074890,
   "To": 1610074920
  },
  {
   "Count": 1,
   "From": 1610074920,
   "To": 1610074950
  },
  {
   "Count": 0,
   "From": 1610074950,
   "To": 1610074980
  },
  {
   "Count": 0,
   "From": 1610074980,
   "To": 1610075010
  },
  {
   "Count": 0,
   "From": 1610075010,
   "To": 1610075040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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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ResourceNotFound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未找到指定资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AlertLogList接口查询报警历史。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从云产品  product 维度查询云服务器ECS的报警历史。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AlertLog
List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AlertLogList。

StartT ime Long 否 1609988009694
查询报警历史的开始时间戳。单位：毫
秒。

EndTime Long 否 1610074409694
查询报警历史的结束时间戳。单位：毫
秒。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页码。默认值：1。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分页大小。默认值：10。

SearchKey String 否 alert 查询报警历史的搜索关键字。

GroupId String 否 7301**** 应用分组ID。

Namespace String 否
acs_ecs_dashboa
rd

云产品的命名空间。

说明 说明 关于云产品的命名空间，
请参见云产品监控项。

2.15.1.4. DescribeAlertLogList2.15.1.4. DescribeAlertLog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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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String 否 ECS 云产品名称缩写。

Level String 否 P4

报警级别和报警通知方式。取值：

P2：电话+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P3：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P4：邮件+钉钉机器人。

OK：无报警。

SendStatus String 否 0

报警状态。取值：

0：发生报警或报警恢复正常。

1：非生效期。

2：通道沉默周期。

3：主机重启中。

4：不发送报警。

当报警状态为0时，如果Level的取值为
P2、P3或P4，则发生告警；如果Level的
取值为OK，则报警恢复正常。

ContactGroup String 否 ECS_Group 报警联系人组。

RuleName String 否 test123 报警规则名称。

MetricName String 否 IntranetInRate

监控项名称。

说明 说明 关于云产品的监控项，请
参见云产品监控项。

LastMin String 否 360 获取日志的周期。单位：分钟。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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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By String 否 product

对数据进行空间维度聚合，相当于SQL中的
Group By。取值：

 product ：按照云产品统计。

 level ：按照报警级别统计。

 groupId ：按照应用分组统计。

 contactGroup ：按照报警联系人
组统计。

 product,metricName ：按照云产
品和监控项统计。

RuleId String 否
bc369e8_30f87e5
17ed2fc****

报警规则ID。

关于如何查询报警规则ID，请参
见DescribeMetricRuleList。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AlertLogList Array of Alarm 报警历史列表。

AlertT ime String 1610043776621 发生报警的时间戳。单位：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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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ListDetail String

{"id":12****,"metricP
roject":"acs_ecs_da
shboard","userId":1
73651113438****,"u
uid":"8410dbbd-
7d30-41c5-94cb-
****","name":"alert-
****","productCateg
ory":"ecs","instance
s":[{"instanceId":"i-
m5e1qg6uo38rztr4*
***"}],"metrics":null,"
scopeType":"USER",
"scopeValue":"","st
artT ime":"0001-01-
01T00:00:00Z","end
Time":"9999-12-
31T23:59:59.999999
999+08:00","effecti
veT ime":null,"isEnab
le":true,"status":1,"
gmtCreate":"2021-
11-
02T16:35:59+08:00
","gmtModified":"20
21-11-
02T16:35:59+08:00
","loadTime":"2021-
11-
02T16:36:15.213072
177+08:00"}

命中的报警黑名单详情。

BlackListName String Black_Test 命中的报警黑名单名称。

BlackListUUID String
8410dbbd-7d30-
41c5-94cb-****

命中的报警黑名单UUID。

ContactALIIWW
List

List Alice

报警联系人的旺旺列表。

说明 说明 该参数仅适用于中国站。

ContactDingList List CloudMonitor 报警联系人的钉钉列表。

ContactGroups List ECS_Group 报警联系人组。

ContactMailList List
username@example
.com

报警联系人的邮件列表。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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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OnCallLi
st

List 1368888****

报警联系人的电话通知列表。

说明 说明 该参数仅适用于中国站。

ContactSMSList List 1368888****

报警联系人的短信通知列表。

说明 说明 该参数仅适用于中国站。

Dimensions
Array of
Dimensions

报警资源的维度。

Key String instanceId 报警资源的Key。

Value String
i-
m5e1qg6uo38rztr4*
***

报警资源的Value。

DingdingWebho
okList

List

https://oapi.dingtal
k.com/robot/send?
access_token=b7ff2
4032da1a5f86659ec
da46797e13cc1d4e4
da6903d7b014ea1d
1488b****

报警联系人的Webhook地址列表。

Escalation Struct 触发报警的规则。

Expression String $Average<90

触发报警的规则描述。

说明 说明 报警规则的主体，当监控数据
满足报警条件时，触发报警规则。

Level String P4

报警级别和报警通知方式。取值：

P2：电话+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P3：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P4：邮件+钉钉机器人。

OK：无报警。

Times Integer 1 报警重试次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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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Name String IOHang 事件名称。

ExtendedInfo Array of ExtInfo 报警的扩展信息。

Name String userId 扩展字段名称。

Value String 100931896542**** 扩展字段值。

GroupId String 7301**** 应用分组ID。

GroupName String ECS_Instances 应用分组名称。

InstanceId String
i-
m5e1qg6uo38rztr4*
***

资源ID。

InstanceName String portalHost 资源名称。

Level String P4

报警级别和报警通知方式。取值：

P2：电话+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P3：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P4：邮件+钉钉机器人。

OK：无报警。

LevelChange String P4->OK

报警级别的变更。取值：

 P4->OK ：由P4级别报警到报警恢复。

 P4->P4 ：P4级别报警。

Message String

{"alertName":"e47a
a0ac-4076-44db-
a47d-
d1083968****_Availa
bility"}

报警相关信息，为一个JSON串。

MetricName String cpu_total 监控项名称。

Namespace String acs_ecs_dashboard 云产品的命名空间。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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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String ECS

云产品标识。取值：

如果是阿里云产品，则为云产品名称缩写，例
如：ECS。

如果非阿里云产品，则为  acs_产品关键
字 ，例如：acs_networkmonitor。

RuleId String

d582b9e9-b1c1-
4f17-9279-
0fe7333a****_Respo
nseTime

报警规则ID。

RuleName String CPU使用率 报警规则名称。

SendDetail Struct 报警推送结果详情。

ChannelResultLi
st

Array of
ChannelResult

按报警渠道推送的报警结果列表。

Channel String MAIL

报警推送渠道。取值：

MAIL：邮件。

SMS：短信。

WEBHOOK：报警回调。

SLS：日志服务。

ONCALL：电话。

FC：函数计算

MNS：消息队列。

ResultList Array of Result 云监控向报警渠道发送的报警信息结果列表。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当  Channel 为  WEBHOOK 时，状态码为
200或500。

当  Channel 为  MAIL 、  SMS 、  SLS
 、  ONCALL 、  FC 和  MNS 时，无该
参数，或该参数为空。

Detail String { } 返回结果详情。

RequestId String
0BDAF8A8-04DC-
5F0C-90E4-
724D42C4****

调用其他云产品返回的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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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目标的结果

true 成功

false 失败

notifyTargetLis
t

List MAIL 渠道通知列表。

ResultCode String success

报警信息推送状态。

success：推送成功。

错误码：当配置错误时，无推送列表，显示错
误码。

SendResultList
Array of
SendResult

报警的发送结果列表。

Key String MAIL

发送报警渠道。取值：

MAIL：邮件。

ALIIM：旺旺。

SMS：短信。

CALL：电话。

DING：钉钉机器人。

Merged：报警合并。

Value List
username@example
.com

报警通知方式。

SendStatus String 0

报警状态。取值：

0：发生报警或报警恢复正常。

1：非生效期。

2：通道沉默周期。

3：主机重启中。

4：不发送报警。

当报警状态为0时，如果Level的取值为P2、P3或
P4，则发生告警；如果Level的取值为OK，则报
警恢复正常。

WebhookList
Array of
WebhookList

报警回调的URL地址列表。

code String 200 报警回调的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success 报警回调的返回信息。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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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String
https://www.aliyun
.com/webhook.html

报警回调的URL地址。

Message String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错误信息。

PageNumber Integer 1 页码。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记录条数。

RequestId String
1C4A3709-BF52-
42EE-87B5-
7435F0929585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AlertLogList
&Product=ECS
&GroupBy=produc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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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AlertLogListResponse>
   <AlertLogList>
      <GroupName></GroupName>
      <Message>{\"alertName\":\"d582b9e9-b1c1-4f17-9279-0fe7333a****_ResponseTime\",\"curLe
vel\":\"OK\",\"dimensions\":{\"taskId\":\"d582b9e9-b1c1-4f17-9279-0fe7333a****\",\"userId\"
:\"127067667954****\"},\"escalation\":{\"expression\":\"$Average&gt;=800\",\"level\":P4,\"t
ag\":\"P4\",\"times\":1}</Message>
      <RuleId>d582b9e9-b1c1-4f17-9279-0fe7****_ResponseTime</RuleId>
      <Escalation>
         <Expression>$Average&gt;=800</Expression>
         <Times>1</Times>
         <Level>P4</Level>
      </Escalation>
      <SendStatus>0</SendStatus>
      <Product>acs_ecs_dashboard</Product>
      <MetricName>cpu_total</MetricName>
      <RuleName>CPU使⽤率</RuleName>
      <ContactGroups>ECS_Group</ContactGroups>
      <InstanceId></InstanceId>
      <LevelChange>P4-&gt;OK</LevelChange>
      <Dimensions>
         <Value>100931896542****</Value>
         <Key>userId</Key>
      </Dimensions>
      <Dimensions>
         <Value>i-abcdefgh12****</Value>
         <Key>instanceId</Key>
      </Dimensions>
      <EventName>AlertOk</EventName>
      <ExtendedInfo>
         <Value>i-hp34y1eiszazu49y****</Value>
         <Name>instanceId</Name>
      </ExtendedInfo>
      <ExtendedInfo>
         <Value>12706****</Value>
         <Name>userId</Name>
      </ExtendedInfo>
      <Namespace>acs_ecs_dashboard</Namespace>
      <AlertTime>1610085521564</AlertTime>
      <GroupId>7301****</GroupId>
      <InstanceName>portalHost</InstanceName>
      <Level>OK</Level>
   </AlertLogList>
   <RequestId>6FCB1AB7-57F7-4DDA-B14E-6468FAFE79D9</RequestId>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AlertLogListResponse>

 JSON 格式

{
 "AlertLogLi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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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rtLogList": [
  {
   "GroupName": "",
   "ContactALIIWWList": [],
   "Message": "{\"alertName\":\"d582b9e9-b1c1-4f17-9279-0fe7333a****_ResponseTime\",\"curLe
vel\":\"OK\",\"dimensions\":{\"taskId\":\"d582b9e9-b1c1-4f17-9279-0fe7333a****\",\"userId\"
:\"127067667954****\"},\"escalation\":{\"expression\":\"$Average>=800\",\"level\":P4,\"tag\
":\"P4\",\"times\":1}",
   "RuleId": "d582b9e9-b1c1-4f17-9279-0f****_ResponseTime",
   "Escalation": {
    "Expression": "$Average>=800",
    "Times": 1,
    "Level": "P4"
   },
   "SendStatus": "0",
   "Product": "acs_ecs_dashboard",
   "MetricName": "cpu_total",
   "ContactSMSList": [],
   "RuleName": "CPU使⽤率",
   "ContactGroups": [
    "ECS_Group"
   ],
   "DingdingWebhookList": [],
   "InstanceId": "",
   "LevelChange": "P4->OK",
   "Dimensions": [
    {
     "Value": "127067667954****",
     "Key": "userId"
    },
    {
     "Value": "i-abcdefgh12****",
     "Key": "instanceId"
    }
   ],
   "ContactOnCallList": [],
   "ContactDingList": [],
   "EventName": "AlertOk",
   "ExtendedInfo": [
    {
     "Value": "i-hp34y1eiszazu49y****",
     "Name": "instanceId"
    },
    {
     "Value": "100931896542****",
     "Name": "userId"
    }
   ],
   "Namespace": "acs_ecs_dashboard",
   "AlertTime": 1610085521564,
   "GroupId": "7301****",
   "InstanceName": "portalHost",
   "WebhookList": [],
   "ContactMailList": [],
   "Level":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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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el": "OK"
  }
 ],
 "RequestId": "6FCB1AB7-57F7-4DDA-B14E-6468FAFE79D9",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ResourceNotFound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未找到指定资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ApplyMetricRuleTemplate接口将报警模板应用到应用分组并生成报警规则。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将报警模板  700**** 应用到应用分组  123456 ，生成报警规则的ID
为  applyTemplate8ab74c6b-9f27-47ab-8841-de01dc08**** ，名称为  test123 。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ApplyMetricRuleT
emplate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ApplyMetricRuleTemplate。

GroupId Long 是 123456

应用分组ID。

关于如何获取应用分组ID，请参
见DescribeMonitorGroups。

TemplateIds String 是 700****

报警模板ID。

关于如何获取报警模板ID，请参
见DescribeMetricRuleTemplateList。

2.15.2. 报警模板2.15.2. 报警模板

2.15.2.1. ApplyMetricRuleTemplate2.15.2.1. ApplyMetricRule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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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enceTime Long 否 86400

通道沉默周期。单位：秒。默认值：
86400。

说明 说明 当监控数据持续超过报警
规则阈值时，每个沉默周期内只发送
一次报警通知。

EnableStartT ime Long 否 00
报警生效的开始时间。取值范围：
00~23，表示00:00到23:00。

EnableEndTime Long 否 23
报警生效的结束时间。取值范围：
00~23，表示00:59到23:59。

NotifyLevel Long 否 4

报警通知方式。取值：

2：电话+短信+邮箱+旺旺+钉钉机器
人。

3：短信+邮箱+旺旺+钉钉机器人。

4：旺旺+钉钉机器人。

ApplyMode String 否
GROUP_INSTANCE
_FIRST

模板应用方式。取值：

GROUP_INSTANCE_FIRST：应用分组实
例优先。应用报警模板时，以应用分组
实例优先，如果应用分组中不存在该实
例，则忽略模板中的规则。

ALARM_TEMPLATE_FIRST：报警模板实
例优先。应用报警模板时，不管应用分
组中是否存在该实例，都创建报警规
则。

Webhook String 否
https://www.aliy
un.com

报警发生时会回调指定的URL地址并发送
POST请求。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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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Integer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RequestId String
3F897F3C-020A-
4993-95B4-
63ABB84F83E6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Resource Struct 报警规则影响的资源。

AlertResults Array of Result 生成报警规则的详细结果。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alert rule is creating,
please wait a few
minutes.

返回信息。

RuleId String
applyTemplate8ab7
4c6b-9f27-47ab-
8841-de01dc08****

报警规则ID。

RuleName String test123 报警规则名称。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GroupId Long 123456 应用分组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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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String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错误信息。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ApplyMetricRuleTemplate
&GroupId=123456
&TemplateIds=70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ApplyMetricRuleTemplateResponse>
   <RequestId>37D4037E-827E-4E66-87DF-F56A22F2884D</RequestId>
   <Resource>
      <GroupId>123456</GroupId>
      <AlertResults>
         <Message>alert rule is creating, please wait a few minutes.</Message>
         <RuleId>applyTemplate8ab74c6b-9f27-47ab-8841-de01dc08****</RuleId>
         <Code>202</Code>
         <RuleName>test123</RuleName>
         <Success>true</Success>
      </AlertResults>
   </Resource>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ApplyMetricRuleTemplate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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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37D4037E-827E-4E66-87DF-F56A22F2884D",
 "Resource": {
  "GroupId": "123456",
  "AlertResults": [
   {
    "Message": "alert rule is creating, please wait a few minutes.",
    "RuleId": "applyTemplate8ab74c6b-9f27-47ab-8841-de01dc08****",
    "Code": 202,
    "RuleName": "test123",
    "Success": true
   }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ResourceNotFound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未找到指定资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MetricRuleTemplateAttribute接口查询报警模板详情。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查询报警模板  70**** 的详情。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MetricRul
eTemplateAttrib
ute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MetricRuleTemplateAttribute。

Name String 否 ECS_Template1

报警模板名
称。  Name 和  TemplateId 必须设置
一个。

关于如何获取报警模板名称，请参
见DescribeMetricRuleTemplateList。

2.15.2.2. DescribeMetricRuleTemplateAttribute2.15.2.2. DescribeMetricRuleTemplateAttrib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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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lateId String 否 70****

报警模板
ID。  Name 和  TemplateId 必须设置
一个。

关于如何获取报警模板ID，请参
见DescribeMetricRuleTemplateList。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Integer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RequestId String
8F3A82AD-DA92-
52B0-8EC6-
C059D1C3839F

请求ID。

Message String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错误信息。

Resource Struct 报警模板详情。

AlertTemplates
Array of
AlertTemplate

报警模板列表。

AlertTemplate

Category String ecs 云服务名称缩写。

Escalations Struct 阈值及报警级别。

Critical Struct Crit ical级别报警触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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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Op
erator

String
GreaterThanOrEqual
ToThreshold

Crit ical级别的阈值比较符。取值：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大于等
于。

GreaterThanThreshold：大于。

LessThanOrEqualToThreshold：小于等于。

LessThanThreshold：小于。

NotEqualToThreshold：不等于。

Greater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上
涨。

Less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下降。

Greater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间
上涨。

Less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间下
降。

Greater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上涨。

Less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下降。

Statistics String Average

Crit ical级别的统计方法。

每个云服务的  Statistics 取值不同。更多
信息，请参见云服务监控项。

Threshold String 90 Crit ical级别的阈值。

Times Integer 5 Crit ical级别的重试次数。

Info Struct Info级别报警触发条件。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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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Op
erator

String
GreaterThanOrEqual
ToThreshold

Info级别的阈值比较符。取值：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大于等
于。

GreaterThanThreshold：大于。

LessThanOrEqualToThreshold：小于等于。

LessThanThreshold：小于。

NotEqualToThreshold：不等于。

Greater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上
涨。

Less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下降。

Greater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间
上涨。

Less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间下
降。

Greater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上涨。

Less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下降。

Statistics String Average

Info级别的统计方法。

每个云服务的  Statistics 取值不同。更多
信息，请参见云服务监控项。

Threshold String 90 Info级别的阈值。

Times Integer 3 Info级别的重试次数。

Warn Struct Warn级别报警触发条件。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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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Op
erator

String
GreaterThanOrEqual
ToThreshold

Warn级别阈值的比较符。取值：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大于等
于。

GreaterThanThreshold：大于。

LessThanOrEqualToThreshold：小于等于。

LessThanThreshold：小于。

NotEqualToThreshold：不等于。

Greater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上
涨。

Less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下降。

Greater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间
上涨。

Less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间下
降。

Greater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上涨。

Less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下降。

Statistics String Average
Warn级别的统计方法。

每个云服务的  Statistics 取值不同。更多
信息，请参见云服务监控项。

Threshold String 90 Warn级别的阈值。

Times Integer 3 Warn级别的重试次数。

MetricName String cpu_total 监控项名称。

Namespace String acs_ecs_dashboard 云服务的命名空间。

NoDataPolicy String KEEP_LAST_STATE

无监控数据时报警的处理方式。取值：

KEEP_LAST_STATE（默认值）：不做任何处
理。

INSUFFICIENT_DATA：报警内容为无数据。

OK：正常。

RuleName String ECS_Rule 报警规则名称。

Selector String {"disk":"/"} 报警维度扩展选项。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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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hook String
https://www.aliyun
.com

触发报警回调的URL地址。

Description String ECS模板 报警模板描述信息。

Name String ECS_Template1 报警模板名称。

RestVersion String 1 报警模板版本。

TemplateId String 70**** 报警模板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MetricRuleTemplateAttribute
&TemplateId=7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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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MetricRuleTemplateAttributeResponse>
   <RequestId>8F3A82AD-DA92-52B0-8EC6-C059D1C3839F</RequestId>
   <Resource>
      <AlertTemplates>
         <AlertTemplate>
            <MetricName>cpu_total</MetricName>
            <Category>ecs</Category>
            <Escalations>
               <Critical>
                  <ComparisonOperator>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ComparisonOperator>
                  <Times>5</Times>
                  <Statistics>Average</Statistics>
                  <Threshold>90</Threshold>
               </Critical>
               <Info></Info>
               <Warn></Warn>
            </Escalations>
            <CompositeExpression></CompositeExpression>
            <Webhook></Webhook>
            <Namespace>acs_ecs_dashboard</Namespace>
            <RuleName>ECS_Rule</RuleName>
            <Selector></Selector>
         </AlertTemplate>
      </AlertTemplates>
      <Description></Description>
      <RestVersion>1</RestVersion>
      <TemplateId>70****</TemplateId>
      <Name>ECS_Template1</Name>
   </Resource>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MetricRuleTemplateAttributeResponse>

 JSON 格式

云监控 API参考··API参考（2019-01-01）

> 文档版本：20220527 409



{
    "RequestId": "8F3A82AD-DA92-52B0-8EC6-C059D1C3839F",
    "Resource": {
        "HostAvailabilityTemplates": [],
        "AlertTemplates": {
            "AlertTemplate": [
                {
                    "MetricName": "cpu_total",
                    "Category": "ecs",
                    "Escalations": {
                        "Critical": {
                            "ComparisonOperator":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
                            "Times": 5,
                            "Statistics": "Average",
                            "Threshold": "90"
                        },
                        "Info": {},
                        "Warn": {}
                    },
                    "CompositeExpression": {},
                    "Webhook": "",
                    "Namespace": "acs_ecs_dashboard",
                    "RuleName": "ECS_Rule",
                    "Selector": {}
                }
            ]
        },
        "Description": "",
        "SystemEventTemplates": [],
        "RestVersion": 1,
        "ProcessMonitorTemplates": [],
        "TemplateId": "70****",
        "Name": "ECS_Template1"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ResourceNotFound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未找到指定资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MetricRuleTemplate接口修改报警模板。

2.15.2.3. ModifyMetricRuleTemplate2.15.2.3. ModifyMetricRule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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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修改版本  1 的报警模板  123456 ，将报警级别修改为  Critical ，报警统计方
法修改为  Average ，报警阈值比较符修改为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 ，报警阈值修改
为  90 ，报警重试次数修改为  3 。返回结果显示，修改报警模板成功。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ModifyMetricRule
Template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ModifyMetricRuleTemplate。

TemplateId Long 是 123456

报警模板ID。

关于如何获取报警模板ID，请参
见DescribeMetricRuleTemplateList。

RestVersion Long 是 1

报警模板的版本。该参数随报警模板的修
改次数自动更新。

关于如何获取报警模板的版本，请参
见DescribeMetricRuleTemplateList。

Name String 否 Template_123

报警模板名称。

关于如何获取报警模板名称，请参
见DescribeMetricRuleTemplateList。

Description String 否 ECS_template1 报警模板描述。

AlertTemplates.N
.MetricName

String 否 cpu_total

监控项名称。N的取值范围：1~200。

说明 说明 监控项名称的取值，请参
见DescribeSystemEventMetaList。

AlertTemplates.N
.RuleName

String 否 Rule_123 报警规则名称。N的取值范围：1~200。

阿里云产品名称或产品规格缩写。N的取值
范围：1~200。取值：

PolarDB：云数据库PolarDB。

NewBGPDDoS：新BGP高防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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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Device：物联网平台。

DRDS：云原生分布式数据库PolarDB-
X。

VS：视频监控。

AMQP：消息队列AMQP。

ADS：分析型数据库。

APIGateway：API网关。

InternetSharedBandwidth：共享带
宽。

CDN：内容分发网络。

CEN：云企业网。

DCDN：全站加速。

DDoS：DDoS高防IP。

ECS：云服务器ECS。

DirectMail：邮件推送。

Elasticsearch：阿里云Elasticsearch。

EMR：E-MapReduce。

ESS：弹性伸缩。

FunctionCompute：函数计算。

RealtimeCompute：流计算。

GlobalAcceleration：全球加速。

Hbase：云数据库Hbase。

TSDB：时序数据库。

IPv6trans：IPv6转换服务。

Kafka：消息队列Kafka。

Kubernetes：容器服务Kubernetes
版。

KVstore：云数据库Redis版。

MNS：消息服务MNS。

MongoDB：云数据库MongoDB版。

MQ：消息队列MQ。

NAT：NAT网关。

OpenAd：营销引擎。

OpenSearch：开放搜索。

OSS：对象存储OSS。

PCDN：安全加速。

petadata：HybridDB for MySQL。

RDS：云数据库RDS版。

SCDN：安全加速。

SLB：负载均衡。

SLS：日志服务。

VideoLive：视频直播。

VOD：视频点播。

EIP：弹性公网IP。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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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Templates.N
.Category

String 否 ecs

VPN：VPN网关。

AIRec：智能推荐。

GPDB：分析型数据库PostgreSQL版。

DBS：数据库备份DBS。

SAG：智能接入网关。

Memcache：云数据库Memcache版。

IOT_EDGE：IoT-边缘计算。

OCS：云数据库Memcache（旧版）。

VPC：高速通道。

EHPC：弹性高性能计算E-HPC。

MPS：媒体处理。

ENS：边缘节点服务ENS。

MaxCompute_Prepay：
MaxCompute。

IoT_Kubernetes：边缘应用托管。

CMS：云监控。

batchcomputenew：批量计算。

HBaseUE：HBase增强版。

UIS：极致互联网服务。

nls：智能语音交互。

ots：表格存储。

NAS：文件存储NAS。

ECI：弹性容器实例ECI。

OpenAPI：阿里云OpenAPI。

pvtzpost：云解析PrivateZone。

blinkonk8s：实时计算云原生。

FunctionFlow：函数工作流。

SMC：服务器迁移中心。

ddosbgp：DDoS原生防护。

baas：区块链服务。

privatelink：私网连接。

cds：云数据库Cassandra版。

DDH：专有宿主机。

RocketMQ：消息队列RocketMQ。

ECC：高速上云服务。

hbaseserverless：HBase Serverless
版。

mns_tmp：消息服务。

hdr：混合云容灾。

hbr：混合云备份服务。

ADB：分析型数据库MySQL版3.0。

tag：标签。

GDB：图数据库。

WAF：Web应用防火墙。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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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s_sgw：云存储网关。

ipv6gateway：IPv6网关。

RDS_SAR：云数据库专属主机组。

learn：机器学习。

ROS：资源编排。

OOS：运维编排。

bds：HBase数据同步服务。

cfw：云防火墙。

ddosDip：DDoS高防（国际）。

datahub：数据总线。

hologres：交互式分析。

ExpressConnect：高速通道的专线连
接。

dbfs：数据库文件系统。

clickhouse：云数据库Clickhouse。

k8s：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

DTS：数据传输。

AnycastEIP：Anycast弹性公网IP。

Lindorm：云原生多模数据库
Lindorm。

config：配置审计。

spark：Databricks数据洞察。

serverless：Serverless应用引擎。

alb：应用型负载均衡。

oceanbase：OceanBase分布式数据
库。

KMS：密钥管理服务。

lvwang：内容安全。

LinkVisual：视频边缘智能服务。

tair：云数据库Redis企业版。

dlf：数据湖构建。

networkmonitor：站点监控。

pnc：物理网络变更。

AIS：阿里云基础设施。

cloudgame：云游戏平台。

RTC：音视频通信RTC。

cloudbox：云盒。

actiontrail：操作审计。

cc：云连接器。

disk：块存储。

easygene：基因分析平台。

cloudphone：弹性云手机。

BMS：裸机管理服务。

swas：轻量应用服务器。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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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ilabilityMonitoring：云监控下的可
用性监控。

AlertTemplates.N
.Namespace

String 否
acs_ecs_dashboa
rd

云产品的命名空间。N的取值范围：
1~200。

关于如何获取云产品的命名空间，请参
见DescribeMetricMetaList或云产品监控
项。

AlertTemplates.N
.Period

Integer 否 60

监控数据的统计周期。N的取值范围：
1~200。

说明 说明 设置为300秒，表示每
300秒统计一次监控值。如果监控数
据每分钟上报一次，则会统计5分钟的
值（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因
为该统计周期可能会造成非您期望的
报警，所以目前不建议您单独设置该
参数。

AlertTemplates.N
.Selector

String 否 {"disk":"/"}

Dimension扩展字段的选项。N的取值范
围：1~200。

例如：报警模板被应用到了一个应用分组
中，当该参数设置为  {"disk":"/"} ，
监控项（MetricName）设置
为  DiskUtilization 时，表示关联报
警模板的应用分组中所有实例的磁盘根分
区（  "/" ) 被关联到了对应报警规则
中。

说明 说明 关于扩展字段选项的取
值，请参
见DescribeMetricRuleTemplateAttri
bute。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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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Templates.N
.Escalations.Crit ic
al.Statistics

String 否 Average

Crit ical级别报警统计方法。多个统计方法
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N的取值范
围：1~200。取值：

Average：平均值。

Minimum：最小值。

Maximum：最大值。

说明 说明 报警级
别  Critical （严
重）、  Warn （警告）
或  Info （信息）中的参
数  Statistics 、  Comparison
Operator 、  Threshold 和  Ti
mes 必须同时设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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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Templates.N
.Escalations.Crit ic
al.ComparisonOp
erator

String 否
GreaterThanOrEq
ualToThreshold

Crit ical级别阈值比较符。N的取值范围：
1~200。取值：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大
于等于。

GreaterThanThreshold：大于。

LessThanOrEqualToThreshold：小于
等于。

LessThanThreshold：小于。

NotEqualToThreshold：不等于。

Greater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
间上涨。

Less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下
降。

Greater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
时间上涨。

Less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
间下降。

Greater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
上涨。

Less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下
降。

说明 说明 报警级
别  Critical （严
重）、  Warn （警告）
或  Info （信息）中的参
数  Statistics 、  Comparison
Operator 、  Threshold 和  Ti
mes 必须同时设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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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Templates.N
.Escalations.Crit ic
al.Threshold

String 否 90

Crit ical级别报警阈值。N的取值范围：
1~200。

说明 说明 报警级
别  Critical （严
重）、  Warn （警告）
或  Info （信息）中的参
数  Statistics 、  Comparison
Operator 、  Threshold 和  Ti
mes 必须同时设置。

AlertTemplates.N
.Escalations.Crit ic
al.T imes

Integer 否 3

Crit ical级别报警重试次数。N的取值范
围：1~200。

说明 说明 报警级
别  Critical （严
重）、  Warn （警告）
或  Info （信息）中的参
数  Statistics 、  Comparison
Operator 、  Threshold 和  Ti
mes 必须同时设置。

AlertTemplates.N
.Escalations.Warn
.Statistics

String 否 Average

Warn级别报警统计方法。多个统计方法之
间用半角逗号（,）分隔。N的取值范围：
1~200。取值：

Average：平均值。

Minimum：最小值。

Maximum：最大值。

说明 说明 报警级
别  Critical （严
重）、  Warn （警告）
或  Info （信息）中的参
数  Statistics 、  Comparison
Operator 、  Threshold 和  Ti
mes 必须同时设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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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Templates.N
.Escalations.Warn
.ComparisonOper
ator

String 否
GreaterThanOrEq
ualToThreshold

Warn级别阈值比较符。N的取值范围：
1~200。取值：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大
于等于。

GreaterThanThreshold：大于。

LessThanOrEqualToThreshold：小于
等于。

LessThanThreshold：小于。

NotEqualToThreshold：不等于。

Greater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
间上涨。

Less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下
降。

Greater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
时间上涨。

Less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
间下降。

Greater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
上涨。

Less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下
降。

说明 说明 报警级
别  Critical （严
重）、  Warn （警告）
或  Info （信息）中的参
数  Statistics 、  Comparison
Operator 、  Threshold 和  Ti
mes 必须同时设置。

AlertTemplates.N
.Escalations.Warn
.Threshold

String 否 90

Warn级别报警阈值。N的取值范围：
1~200。

说明 说明 报警级
别  Critical （严
重）、  Warn （警告）
或  Info （信息）中的参
数  Statistics 、  Comparison
Operator 、  Threshold 和  Ti
mes 必须同时设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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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Templates.N
.Escalations.Warn
.T imes

Integer 否 3

Warn级别报警重试次数。N的取值范围：
1~200。

说明 说明 报警级
别  Critical （严
重）、  Warn （警告）
或  Info （信息）中的参
数  Statistics 、  Comparison
Operator 、  Threshold 和  Ti
mes 必须同时设置。

AlertTemplates.N
.Escalations.Info.
Statistics

String 否 Average

Info级别报警统计方法。多个统计方法之
间用半角逗号（,）分隔。N的取值范围：
1~200。取值：

Average：平均值。

Minimum：最小值。

Maximum：最大值。

说明 说明 报警级
别  Critical （严
重）、  Warn （警告）
或  Info （信息）中的参
数  Statistics 、  Comparison
Operator 、  Threshold 和  Ti
mes 必须同时设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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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Templates.N
.Escalations.Info.
ComparisonOpera
tor

String 否
GreaterThanOrEq
ualToThreshold

Info级别阈值比较符。N的取值范围：
1~200。取值：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大
于等于。

GreaterThanThreshold：大于。

LessThanOrEqualToThreshold：小于
等于。

LessThanThreshold：小于。

NotEqualToThreshold：不等于。

Greater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
间上涨。

Less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下
降。

Greater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
时间上涨。

Less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
间下降。

Greater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
上涨。

Less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下
降。

说明 说明 报警级
别  Critical （严
重）、  Warn （警告）
或  Info （信息）中的参
数  Statistics 、  Comparison
Operator 、  Threshold 和  Ti
mes 必须同时设置。

AlertTemplates.N
.Escalations.Info.
Threshold

String 否 90

Info级别报警阈值。N的取值范围：
1~200。

说明 说明 报警级
别  Critical （严
重）、  Warn （警告）
或  Info （信息）中的参
数  Statistics 、  Comparison
Operator 、  Threshold 和  Ti
mes 必须同时设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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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Templates.N
.Escalations.Info.
T imes

Integer 否 3

Info级别报警重试次数。N的取值范围：
1~200。

说明 说明 报警级
别  Critical （严
重）、  Warn （警告）
或  Info （信息）中的参
数  Statistics 、  Comparison
Operator 、  Threshold 和  Ti
mes 必须同时设置。

AlertTemplates.N
.Webhook

String 否
http://www.aliy
un.com

报警发生回调时的URL地址。N的取值范
围：1~200。

填写公网可访问的URL地址，云监控会将报
警信息通过POST请求推送到该地址，目前
仅支持HTTP协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9E07117F-F6AE-
4F1C-81E8-
36FBB4892235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Code Integer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is not
authorization.

错误信息。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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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ModifyMetricRuleTemplate
&TemplateId=123456
&RestVersion=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ModifyMetricRuleTemplateResponse>
    <RequestId>97EAC0E2-CD54-4183-95AC-F0C113024E18</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ModifyMetricRuleTemplat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5F78F035-3369-4360-810E-D5CC5E774336",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MetricRuleTemplateList接口查询报警模板列表。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查询报警模板列表。返回结果显示，报警模板列表中共有2个报警模板，分别
是  ECS_Template1 和  ECS_Template2 。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MetricRul
eTemplateList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DescribeMet ricRuleT emplat eLisDescribeMet ricRuleT emplat eLis
tt 。

Name String 否 ECS_Template1 报警模板名称。

2.15.2.4. DescribeMetricRuleTemplateList2.15.2.4. DescribeMetricRuleTemplateList

云监控 API参考··API参考（2019-01-01）

> 文档版本：20220527 423

https://error-center.aliyun.com/status/product/Cms
https://api.aliyun.com/#product=Cms&api=DescribeMetricRuleTemplateList&type=RPC&version=2019-01-01


Keyword String 否 ECS 报警模板名称关键字。

TemplateId Long 否 70**** 报警模板ID。

PageNumber Long 否 1
页码。

默认值：1。

PageSize Long 否 10 每页显示模板的记录条数。

History Boolean 否 false

是否显示报警模板应用到应用分组的历史
记录。取值：

true：显示。

false（默认值）：不显示。

Order Boolean 否 true

排序方式。取值：

true（默认值）：升序。

false：降序。

OrderBy String 否 gmtCreate

排序依据。取值：

gmtMotified：修改日期。

gmtCreate（默认值）：创建日期。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Integer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is not
authorization.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659401C0-6214-
5C02-972A-
CFA929D717B7

请求ID。

Total Long 2 总记录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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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Templates
Array of
Template

报警模板列表。

Template

Description String ECS的CPU使用率 报警模板描述信息。

GmtCreate Long 1646018798000
创建报警模板的时间戳。

单位：毫秒。

Name String ECS_Template1 报警模板名称。

RestVersion Long 0
报警模板版本。

默认值：0。

GmtModified Long 1646054798000
修改报警模板的时间戳。

单位：毫秒。

TemplateId Long 70**** 报警模板ID。

ApplyHistories
Array of
ApplyHistory

报警模板应用到应用分组的历史记录。

ApplyHistory

GroupId Long 3607**** 应用分组ID。

GroupName String ECS_Group 应用分组名称。

ApplyT ime Long 1646055898000
报警模板应用到应用分组的时间戳。

单位：毫秒。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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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MetricRuleTemplateLi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DescribeMetricRuleTemplateListResponse>
 <RequestId>659401C0-6214-5C02-972A-CFA929D717B7</RequestId>
 <Total>2</Total>
 <Templates>
  <Template>
   <GmtCreate>1606291110000</GmtCreate>
   <Description></Description>
   <GmtModified>1646018798000</GmtModified>
   <RestVersion>0</RestVersion>
   <TemplateId>70****</TemplateId>
   <Name>ECS_Template1</Name>
  </Template>
  <Template>
   <GmtCreate>1607420429000</GmtCreate>
   <Description></Description>
   <GmtModified>1646017352000</GmtModified>
   <RestVersion>1</RestVersion>
   <TemplateId>71****</TemplateId>
   <Name>ECS_Template2</Name>
  </Template>
 </Templates>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MetricRuleTemplateList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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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659401C0-6214-5C02-972A-CFA929D717B7",
  "Total": 2,
  "Templates": {
    "Template": [
      {
        "GmtCreate": 1606291110000,
        "Description": "",
        "GmtModified": 1646018798000,
        "RestVersion": 0,
        "TemplateId": 70****,
        "Name": "ECS_Template1"
      },
      {
        "GmtCreate": 1607420429000,
        "Description": "",
        "GmtModified": 1646017352000,
        "RestVersion": 1,
        "TemplateId": 71****,
        "Name": "ECS_Template2"
      }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ResourceNotFound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未找到指定资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CreateMetricRuleTemplate接口创建报警模板。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创建报警模板  Template_test ，并为报警模板创建一条报警规则，报警对象为云服
务器ECS的监控项  cpu_total ，报警规则名称为  Rule_test ，报警级别为  Critical ，报警统计方法
为  Average ，报警阈值比较符为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 ，报警阈值为  90 ，报警重试次数
为  3 。返回结果显示，创建报警模板成功，报警模板ID为  12345 。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2.15.2.5. CreateMetricRuleTemplate2.15.2.5. CreateMetricRule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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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MetricRule
Template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CreateMetricRuleTemplate。

Name String 是 Template_test 报警模板名称。

AlertTemplates.N
.MetricName

String 是 cpu_total

监控项名称。N的取值范围：1~200。

关于如何获取监控项名称，请参
见DescribeMetricMetaList或云产品监控
项。

AlertTemplates.N
.RuleName

String 是 Rule_test 报警规则名称。N的取值范围：1~200。

阿里云产品名称或产品规格缩写。N的取值
范围：1~200。取值：

PolarDB：云数据库PolarDB。

NewBGPDDoS：新BGP高防IP。

IoTDevice：物联网平台。

DRDS：云原生分布式数据库PolarDB-
X。

VS：视频监控。

AMQP：消息队列AMQP。

ADS：分析型数据库。

APIGateway：API网关。

InternetSharedBandwidth：共享带
宽。

CDN：内容分发网络。

CEN：云企业网。

DCDN：全站加速。

DDoS：DDoS高防IP。

ECS：云服务器ECS。

DirectMail：邮件推送。

Elasticsearch：阿里云Elasticsearch。

EMR：E-MapReduce。

ESS：弹性伸缩。

FunctionCompute：函数计算。

RealtimeCompute：流计算。

GlobalAcceleration：全球加速。

Hbase：云数据库Hbase。

TSDB：时序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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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Templates.N
.Category

String 是 ecs

IPv6trans：IPv6转换服务。

Kafka：消息队列Kafka。

Kubernetes：容器服务Kubernetes
版。

KVstore：云数据库Redis版。

MNS：消息服务MNS。

MongoDB：云数据库MongoDB版。

MQ：消息队列MQ。

NAT：NAT网关。

OpenAd：营销引擎。

OpenSearch：开放搜索。

OSS：对象存储OSS。

PCDN：安全加速。

petadata：HybridDB for MySQL。

RDS：云数据库RDS版。

SCDN：安全加速。

SLB：负载均衡。

SLS：日志服务。

VideoLive：视频直播。

VOD：视频点播。

EIP：弹性公网IP。

VPN：VPN网关。

AIRec：智能推荐。

GPDB：分析型数据库PostgreSQL版。

DBS：数据库备份DBS。

SAG：智能接入网关。

Memcache：云数据库Memcache版。

IOT_EDGE：IoT-边缘计算。

OCS：云数据库Memcache（旧版）。

VPC：高速通道。

EHPC：弹性高性能计算E-HPC。

MPS：媒体处理。

ENS：边缘节点服务ENS。

MaxCompute_Prepay：
MaxCompute。

IoT_Kubernetes：边缘应用托管。

CMS：云监控。

batchcomputenew：批量计算。

HBaseUE：HBase增强版。

UIS：极致互联网服务。

nls：智能语音交互。

ots：表格存储。

NAS：文件存储NAS。

ECI：弹性容器实例ECI。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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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API：阿里云OpenAPI。

pvtzpost：云解析PrivateZone。

blinkonk8s：实时计算云原生。

FunctionFlow：函数工作流。

SMC：服务器迁移中心。

ddosbgp：DDoS原生防护。

baas：区块链服务。

privatelink：私网连接。

cds：云数据库Cassandra版。

DDH：专有宿主机。

RocketMQ：消息队列RocketMQ。

ECC：高速上云服务。

hbaseserverless：HBase Serverless
版。

mns_tmp：消息服务。

hdr：混合云容灾。

hbr：混合云备份服务。

ADB：分析型数据库MySQL版3.0。

tag：标签。

GDB：图数据库。

WAF：Web应用防火墙。

hcs_sgw：云存储网关。

ipv6gateway：IPv6网关。

RDS_SAR：云数据库专属主机组。

learn：机器学习。

ROS：资源编排。

OOS：运维编排。

bds：HBase数据同步服务。

cfw：云防火墙。

ddosDip：DDoS高防（国际）。

datahub：数据总线。

hologres：交互式分析。

ExpressConnect：高速通道的专线连
接。

dbfs：数据库文件系统。

clickhouse：云数据库Clickhouse。

k8s：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

DTS：数据传输。

AnycastEIP：Anycast弹性公网IP。

Lindorm：云原生多模数据库
Lindorm。

config：配置审计。

spark：Databricks数据洞察。

serverless：Serverless应用引擎。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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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应用型负载均衡。

oceanbase：OceanBase分布式数据
库。

KMS：密钥管理服务。

lvwang：内容安全。

LinkVisual：视频边缘智能服务。

tair：云数据库Redis企业版。

dlf：数据湖构建。

networkmonitor：站点监控。

pnc：物理网络变更。

AIS：阿里云基础设施。

cloudgame：云游戏平台。

RTC：音视频通信RTC。

cloudbox：云盒。

actiontrail：操作审计。

cc：云连接器。

disk：块存储。

easygene：基因分析平台。

cloudphone：弹性云手机。

BMS：裸机管理服务。

swas：轻量应用服务器。

AvailabilityMonitoring：云监控下的可
用性监控。

AlertTemplates.N
.Namespace

String 是
acs_ecs_dashboa
rd

云产品的命名空间。N的取值范围：
1~200。

关于如何获取云产品的命名空间，请参
见DescribeMetricMetaList或云产品监控
项。

Description String 否 ECS_Template1 报警模板描述信息。

AlertTemplates.N
.Period

Integer 否 60

监控数据的上报周期。N的取值范围：
1~200。

 Period 的取值为60或60的整数倍。单
位：秒。默认为监控项对应的最小周期。

AlertTemplates.N
.Selector

String 否 {"disk":"/"} 扩展字段选项。N的取值范围：1~200。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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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Templates.N
.Escalations.Crit ic
al.Statistics

String 否 Average

Crit ical级别报警统计方法。多个统计方法
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N的取值范
围：1~200。取值：

Average：平均值。

Minimum：最小值。

Maximum：最大值。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  Statistics 、  Comparison
Operator 、  Threshold 和  Ti
mes 必须同时设置。

AlertTemplates.N
.Escalations.Crit ic
al.ComparisonOp
erator

String 否
GreaterThanOrEq
ualToThreshold

Crit ical级别阈值比较符。N的取值范围：
1~200。取值：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大
于等于。

GreaterThanThreshold：大于。

LessThanOrEqualToThreshold：小于
等于。

LessThanThreshold：小于。

NotEqualToThreshold：不等于。

Greater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
间上涨。

Less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下
降。

Greater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
时间上涨。

Less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
间下降。

Greater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
上涨。

Less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下
降。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  Statistics 、  Comparison
Operator 、  Threshold 和  Ti
mes 必须同时设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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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Templates.N
.Escalations.Crit ic
al.Threshold

String 否 90

Crit ical级别报警阈值。N的取值范围：
1~200。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  Statistics 、  Comparison
Operator 、  Threshold 和  Ti
mes 必须同时设置。

AlertTemplates.N
.Escalations.Crit ic
al.T imes

Integer 否 3

Crit ical级别报警重试次数。N的取值范
围：1~200。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  Statistics 、  Comparison
Operator 、  Threshold 和  Ti
mes 必须同时设置。

AlertTemplates.N
.Escalations.Warn
.Statistics

String 否 Average

Warn级别报警统计方法。多个统计方法之
间用半角逗号（,）分隔。N的取值范围：
1~200。取值：

Average：平均值。

Minimum：最小值。

Maximum：最大值。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  Statistics 、  Comparison
Operator 、  Threshold 和  Ti
mes 必须同时设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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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Templates.N
.Escalations.Warn
.ComparisonOper
ator

String 否
GreaterThanOrEq
ualToThreshold

Warn级别阈值比较符。N的取值范围：
1~200。取值：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大
于等于。

GreaterThanThreshold：大于。

LessThanOrEqualToThreshold：小于
等于。

LessThanThreshold：小于。

NotEqualToThreshold：不等于。

Greater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
间上涨。

Less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下
降。

Greater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
时间上涨。

Less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
间下降。

Greater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
上涨。

Less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下
降。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  Statistics 、  Comparison
Operator 、  Threshold 和  Ti
mes 必须同时设置。

AlertTemplates.N
.Escalations.Warn
.Threshold

String 否 90

Warn级别报警阈值。N的取值范围：
1~200。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  Statistics 、  Comparison
Operator 、  Threshold 和  Ti
mes 必须同时设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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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Templates.N
.Escalations.Warn
.T imes

Integer 否 3

Warn级别报警重试次数。N的取值范围：
1~200。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  Statistics 、  Comparison
Operator 、  Threshold 和  Ti
mes 必须同时设置。

AlertTemplates.N
.Escalations.Info.
Statistics

String 否 Average

Info级别报警统计方法。多个统计方法之
间用半角逗号（,）分隔。N的取值范围：
1~200。取值：

Average：平均值。

Minimum：最小值。

Maximum：最大值。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  Statistics 、  Comparison
Operator 、  Threshold 和  Ti
mes 必须同时设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云监控 API参考··API参考（2019-01-01）

> 文档版本：20220527 435



AlertTemplates.N
.Escalations.Info.
ComparisonOpera
tor

String 否
GreaterThanOrEq
ualToThreshold

Info级别阈值比较符。N的取值范围：
1~200。取值：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大
于等于。

GreaterThanThreshold：大于。

LessThanOrEqualToThreshold：小于
等于。

LessThanThreshold：小于。

NotEqualToThreshold：不等于。

Greater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
间上涨。

Less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下
降。

Greater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
时间上涨。

Less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
间下降。

Greater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
上涨。

Less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下
降。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  Statistics 、  Comparison
Operator 、  Threshold 和  Ti
mes 必须同时设置。

AlertTemplates.N
.Escalations.Info.
Threshold

String 否 90

Info级别报警阈值。N的取值范围：
1~200。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  Statistics 、  Comparison
Operator 、  Threshold 和  Ti
mes 必须同时设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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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Templates.N
.Escalations.Info.
T imes

Integer 否 3

Info级别报警重试次数。N的取值范围：
1~200。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  Statistics 、  Comparison
Operator 、  Threshold 和  Ti
mes 必须同时设置。

AlertTemplates.N
.Webhook

String 否
http://ww.aliyun
.com

报警发生回调时的URL地址。N的取值范
围：1~200。

填写公网可访问的URL地址，云监控会将报
警信息通过POST请求推送到该地址，目前
仅支持HTTP协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9763ED1A-4D09-
41BF-851E-
310421750204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Code Integer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Id Long 12345 报警模板ID。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is not
authorization.

错误信息。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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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MetricRuleTemplate
&Name=Template_test
&AlertTemplates.1.MetricName=cpu_total
&AlertTemplates.1.RuleName=Rule_test
&AlertTemplates.1.Category=ecs
&AlertTemplates.1.Namespace=acs_ecs_dashboard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CreateMetricRuleTemplateResponse>
    <RequestId>9763ED1A-4D09-41BF-851E-310421750204</RequestId>
    <Id>12345</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CreateMetricRuleTemplat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9763ED1A-4D09-41BF-851E-310421750204",
    "Id": 12345,
    "Success": true,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leteMetricRuleTemplate接口删除报警规则模板。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MetricRule
Template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leteMetricRuleTemplate。

TemplateId String 是 123**** 报警规则模板ID。

2.15.2.6. DeleteMetricRuleTemplate2.15.2.6. DeleteMetricRule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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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Integer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success 返回信息。

RequestId String
7B63F8CF-D48D-
4608-A402-
04FB5B2B4B6A

请求ID。

Resource Struct 模板信息。

TemplateId String 123**** 模板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true表示成功，false表示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MetricRuleTemplate
&TemplateId=123****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leteMetricRuleTemplateResponse>
      <Resource>
            <TemplateId>123****</TemplateId>
      </Resource>
      <RequestId>7B63F8CF-D48D-4608-A402-04FB5B2B4B6A</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DeleteMetricRuleTemplate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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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 {
    "TemplateId": "123****"
  },
  "RequestId": "7B63F8CF-D48D-4608-A402-04FB5B2B4B6A",
  "Success": true,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ResourceNotFound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未找到指定资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PutResourceMetricRule接口为单个资源的监控项设置阈值报警规则。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为云服务器ECS  acs_ecs_dashboard 的实例  i-uf6j91r34rnwawoo**** 中的监控
项  cpu_total 设置阈值报警规则。该报警规则的报警联系组为  ECS_Group 、报警规则名称
为  test123 、报警规则ID为  a151cd6023eacee2f0978e03863cc1697c89508**** 、Crit ical级别的统计方法
为  Average 、Crit ical级别的比较符为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 、Crit ical级别的阈值为  90 和
Crit ical级别的报警重试次数为  3 。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PutResourceMetri
cRule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PutResourceMetricRule。

2.15.3. 阈值报警规则2.15.3. 阈值报警规则

2.15.3.1. PutResourceMetricRule2.15.3.1. PutResourceMetric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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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Groups String 是 ECS_Group

报警联系组。报警通知会发送给该报警联
系组中的报警联系人。

说明 说明 报警联系组是一组报警联
系人，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报警联系
人。关于如何创建报警联系人和报警
联系组，请参
见PutContact和PutContactGroup。

MetricName String 是 cpu_total
监控项名称。关于如何查询监控项名称，
请参见云产品监控项。

Namespace String 是
acs_ecs_dashboa
rd

云产品的数据命名空间。关于如何查询云
产品的数据命名空间，请参见云产品监控
项。

Resources String 是
[{"instanceId":"i-
uf6j91r34rnwawo
o****"}]

资源信息，例
如：  [{"instanceId":"i-
uf6j91r34rnwawoo****"}] 、  [{"u
serId":"100931896542****"}] 。

关于资源信息支持的维度Dimensions，请
参见云产品监控项。

RuleId String 是
a151cd6023eace
e2f0978e03863cc
1697c89508****

报警规则ID。

您可以输入新的报警规则ID，也可以使用
云监控已存在的报警规则ID。关于如何查
询报警规则ID，请参
见DescribeMetricRuleList。

说明 说明 输入新的报警规则ID，表
示创建一条阈值报警规则。

RuleName String 是 test123

报警规则名称。

您可以输入新的报警规则名称，也可以使
用云监控已存在的报警规则名称。关于如
何查询报警规则名称，请参
见DescribeMetricRuleList。

说明 说明 输入新的报警规则名称，
表示创建一条阈值报警规则。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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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hook String 否
https://alert.aliy
un.com.com:808
0/callback

报警发生回调时指定的URL地址，向URL发
送POST请求。

EffectiveInterval String 否 00:00-23:59 报警规则的生效时间范围。

NoEffectiveInterv
al

String 否 00:00-06:00 报警规则的失效时间范围。

SilenceTime Integer 否 86400

通道沉默周期。单位：秒，默认值：
86400。

说明 说明 通道沉默周期是指报警发
生后未恢复正常，间隔多久重新发送
一次报警通知。

Interval String 否 60

报警规则的触发周期。单位：秒。

说明 说明 关于如何查询监控项的统
计周期，请参见云产品监控项。

EmailSubject String 否 ECS实例报警 报警邮件主题。

Period String 否 60

监控项的统计周期。单位：秒。默认为监
控项的原始上报周期。

说明 说明 关于如何查询监控项的统
计周期，请参见云产品监控项。

Escalations.Crit ica
l.Statistics

String 否 Average

Crit ical级别报警统计方法。取值：

Maximum：最大值。

Minimum：最小值。

Average：平均值。

Availability：可用率。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Statistics、
ComparisonOperator、Threshold
和Times必须同时设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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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alations.Crit ica
l.ComparisonOper
ator

String 否
GreaterThanOrEq
ualToThreshold

Crit ical级别阈值比较符。取值：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大
于等于。

GreaterThanThreshold：大于。

LessThanOrEqualToThreshold：小于
等于。

LessThanThreshold：小于。

NotEqualToThreshold：不等于。

Greater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
间上涨。

Less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下
降。

Greater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
时间上涨。

Less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
间下降。

Greater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
上涨。

Less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下
降。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Statistics、
ComparisonOperator、Threshold
和Times必须同时设置。

Escalations.Crit ica
l.Threshold

String 否 90

Crit ical级别报警阈值。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Statistics、
ComparisonOperator、Threshold
和Times必须同时设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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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alations.Crit ica
l.T imes

Integer 否 3

Crit ical级别报警重试次数。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Statistics、
ComparisonOperator、Threshold
和Times必须同时设置。

Escalations.Warn.
Statistics

String 否 Average

Warn级别报警统计方法。取值：

Maximum：最大值。

Minimum：最小值。

Average：平均值。

Availability：可用率。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Statistics、
ComparisonOperator、Threshold
和Times必须同时设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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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alations.Warn.
ComparisonOpera
tor

String 否
GreaterThanOrEq
ualToThreshold

Warn级别阈值比较符。取值：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大
于等于。

GreaterThanThreshold：大于。

LessThanOrEqualToThreshold：小于
等于。

LessThanThreshold：小于。

NotEqualToThreshold：不等于。

Greater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
间上涨。

Less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下
降。

Greater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
时间上涨。

Less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
间下降。

Greater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
上涨。

Less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下
降。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Statistics、
ComparisonOperator、Threshold
和Times必须同时设置。

Escalations.Warn.
Threshold

String 否 90

Warn级别报警阈值。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Statistics、
ComparisonOperator、Threshold
和Times必须同时设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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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alations.Warn.
T imes

Integer 否 3

Warn级别报警重试次数。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Statistics、
ComparisonOperator、Threshold
和Times必须同时设置。

Escalations.Info.S
tatistics

String 否 Average

Info级别报警统计方法。取值：

Maximum：最大值。

Minimum：最小值。

Average：平均值。

Availability：可用率。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Statistics、
ComparisonOperator、Threshold
和Times必须同时设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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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alations.Info.C
omparisonOperat
or

String 否
GreaterThanOrEq
ualToThreshold

Info级别阈值比较符。取值：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大
于等于。

GreaterThanThreshold：大于。

LessThanOrEqualToThreshold：小于
等于。

LessThanThreshold：小于。

NotEqualToThreshold：不等于。

Greater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
间上涨。

Less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下
降。

Greater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
时间上涨。

Less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
间下降。

Greater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
上涨。

Less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下
降。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Statistics、
ComparisonOperator、Threshold
和Times必须同时设置。

Escalations.Info.T
hreshold

String 否 90

Info级别报警阈值。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Statistics、
ComparisonOperator、Threshold
和Times必须同时设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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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alations.Info.T
imes

Integer 否 3

Info级别报警重试次数。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Statistics、
ComparisonOperator、Threshold
和Times必须同时设置。

NoDataPolicy String 否
KEEP_LAST_STAT
E

无监控数据时报警的处理方式。取值：

KEEP_LAST_STATE（默认值）：不做任
何处理。

INSUFFICIENT_DATA：报警内容为无数
据。

OK：正常。

Labels.N.Key String 否 tagKey1 资源绑定的标签键。

Labels.N.Value String 否 ECS 资源绑定的标签值。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processing has
failed due to some
unknown error.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65D50468-ECEF-
48F1-A6E1-
D952E89D9436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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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PutResourceMetricRule
&ContactGroups=ECS_Group
&MetricName=cpu_total
&Namespace=acs_ecs_dashboard
&Resources=[{"instanceId":"i-uf6j91r34rnwawoo****"}]
&RuleId=a151cd6023eacee2f0978e03863cc1697c89508****
&RuleName=test123
&Escalations.Critical.Statistics=Average
&Escalations.Critical.ComparisonOperator=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
&Escalations.Critical.Threshold=90
&Escalations.Critical.Times=3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PutResourceMetricRuleResponse>
   <Code>200</Code>
   <Message></Message>
   <RequestId>65D50468-ECEF-48F1-A6E1-D952E89D9436</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PutResourceMetricRuleResponse>

 JSON 格式

{
   "Code":"200",
   "Message":"",
   "RequestId":"65D50468-ECEF-48F1-A6E1-D952E89D9436",
   "Success":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PutResourceMetricRules接口为多个资源的监控项设置多个阈值报警规则。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为云服务器ECS  acs_ecs_dashboard 的实例  i-uf6j91r34rnwawoo**** 中的监控
项  cpu_total 设置阈值报警规则。该报警规则的报警联系组为  ECS_Group 、报警规则名称
为  test123 、报警规则ID为  a151cd6023eacee2f0978e03863cc1697c89508**** 、Crit ical级别的统计方法
为  Average 、Crit ical级别的比较符为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 、Crit ical级别的阈值为  90 和
Crit ical级别的报警重试次数为  3 。

调试调试

2.15.3.2. PutResourceMetricRules2.15.3.2. PutResourceMetric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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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PutResourceMetri
cRule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PutResourceMetricRules。

Rules.N.ContactGr
oups

String 是 ECS_Group

报警联系组。报警通知会发送给该报警联
系组中的报警联系人。

N的取值范围：1~500。

说明 说明 报警联系组是一组报警联
系人，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报警联系
人。关于如何创建报警联系人和报警
联系组，请参
见PutContact和PutContactGroup。

Rules.N.Namespa
ce

String 是
acs_ecs_dashboa
rd

云产品的数据命名空间。

N的取值范围：1~500。

关于如何查询云产品的数据命名空间，请
参见云产品监控项。

Rules.N.Resource
s

String 是
[{"instanceId":"i-
uf6j91r34rnwawo
o****"}]

资源信息，例
如：  [{"instanceId":"i-
uf6j91r34rnwawoo****"}] 、  [{"u
serId":"100931896542****"}] 。

N的取值范围：1~500。

关于资源信息支持的维度Dimensions，请
参见云产品监控项。

Rules.N.RuleId String 是
a151cd6023eace
e2f0978e03863cc
1697c89508****

报警规则ID。

N的取值范围：1~500。

您可以输入新的报警规则ID，也可以使用
云监控已存在的报警规则ID。关于如何查
询报警规则ID，请参
见DescribeMetricRuleList。

说明 说明 输入新的报警规则ID，表
示创建一条阈值报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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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s.N.RuleNam
e

String 是 test123

报警规则名称。

N的取值范围：1~500。

您可以输入新的报警规则名称，也可以使
用云监控已存在的报警规则名称。关于如
何查询报警规则名称，请参
见DescribeMetricRuleList。

说明 说明 输入新的报警规则名称，
表示创建一条阈值报警规则。

Rules.N.Escalatio
ns.Info.Threshold

String 否 90

Info级别报警阈值。

N的取值范围：1~500。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Statistics、
ComparisonOperator、Threshold
和Times必须同时设置。

Rules.N.MetricNa
me

String 否 cpu_total

监控项名称。

N的取值范围：1~500。

关于如何查询监控项名称，请参见云产品
监控项。

Rules.N.Escalatio
ns.Warn.Threshol
d

String 否 90

Warn级别报警阈值。

N的取值范围：1~500。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Statistics、
ComparisonOperator、Threshold
和Times必须同时设置。

Rules.N.EffectiveI
nterval

String 否 06:00-23:59
报警规则的生效时间范围。

N的取值范围：1~500。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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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s.N.NoEffecti
veInterval

String 否 00:00-05:59
报警规则的失效时间范围。

N的取值范围：1~500。

Rules.N.Escalatio
ns.Crit ical.T imes

Integer 否 3

Crit ical级别报警重试次数。

N的取值范围：1~500。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Statistics、
ComparisonOperator、Threshold
和Times必须同时设置。

Rules.N.Escalatio
ns.Crit ical.Thresh
old

String 否 90

Crit ical级别报警阈值。

N的取值范围：1~500。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Statistics、
ComparisonOperator、Threshold
和Times必须同时设置。

Rules.N.Escalatio
ns.Crit ical.Statisti
cs

String 否 Average

Crit ical级别报警统计方法。取值：

Maximum：最大值。

Minimum：最小值。

Average：平均值。

Availability：可用率。

N的取值范围：1~500。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Statistics、
ComparisonOperator、Threshold
和Times必须同时设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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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s.N.Escalatio
ns.Warn.Comparis
onOperator

String 否
GreaterThanOrEq
ualToThreshold

Warn级别阈值比较符。取值：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大
于等于。

GreaterThanThreshold：大于。

LessThanOrEqualToThreshold：小于
等于。

LessThanThreshold：小于。

NotEqualToThreshold：不等于。

Greater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
间上涨。

Less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下
降。

Greater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
时间上涨。

Less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
间下降。

Greater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
上涨。

Less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下
降。

N的取值范围：1~500。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Statistics、
ComparisonOperator、Threshold
和Times必须同时设置。

Rules.N.Escalatio
ns.Info.T imes

Integer 否 3

Info级别报警重试次数。

N的取值范围：1~500。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Statistics、
ComparisonOperator、Threshold
和Times必须同时设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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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s.N.SilenceTi
me

Integer 否 86400

通道沉默周期。

单位：秒，默认值：86400。

N的取值范围：1~500。

说明 说明 通道沉默周期是指报警发
生后未恢复正常，间隔多久重新发送
一次报警通知。

Rules.N.Webhook String 否
https://alert.aliy
un.com.com:808
0/callback

报警发生回调时指定的URL地址，向URL发
送POST请求。

N的取值范围：1~500。

Rules.N.EmailSubj
ect

String 否 ECS实例报警
报警邮件主题。

N的取值范围：1~500。

Rules.N.Period String 否 60

监控项的统计周期。

单位：秒。默认为监控项的原始上报周
期。

N的取值范围：1~500。

说明 说明 关于如何查询监控项的统
计周期，请参见云产品监控项。

Rules.N.Escalatio
ns.Info.Statistics

String 否 Average

Info级别报警统计方法。取值：

Maximum：最大值。

Minimum：最小值。

Average：平均值。

Availability：可用率。

N的取值范围：1~500。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Statistics、
ComparisonOperator、Threshold
和Times必须同时设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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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s.N.Escalatio
ns.Warn.T imes

Integer 否 3

Warn级别报警重试次数。

N的取值范围：1~500。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Statistics、
ComparisonOperator、Threshold
和Times必须同时设置。

Rules.N.Escalatio
ns.Info.Comparis
onOperator

String 否
GreaterThanOrEq
ualToThreshold

Info级别阈值比较符。取值：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大
于等于。

GreaterThanThreshold：大于。

LessThanOrEqualToThreshold：小于
等于。

LessThanThreshold：小于。

NotEqualToThreshold：不等于。

Greater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
间上涨。

Less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下
降。

Greater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
时间上涨。

Less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
间下降。

Greater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
上涨。

Less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下
降。

N的取值范围：1~500。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Statistics、
ComparisonOperator、Threshold
和Times必须同时设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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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s.N.Interval String 否 60

报警规则的触发周期。

单位：秒。

N的取值范围：1~500。

说明 说明 关于如何查询监控项的统
计周期，请参见云产品监控项。

Rules.N.Escalatio
ns.Crit ical.Compar
isonOperator

String 否
GreaterThanOrEq
ualToThreshold

Crit ical级别阈值比较符。取值：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大
于等于。

GreaterThanThreshold：大于。

LessThanOrEqualToThreshold：小于
等于。

LessThanThreshold：小于。

NotEqualToThreshold：不等于。

Greater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
间上涨。

Less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下
降。

Greater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
时间上涨。

Less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
间下降。

Greater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
上涨。

Less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下
降。

N的取值范围：1~500。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Statistics、
ComparisonOperator、Threshold
和Times必须同时设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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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s.N.Escalatio
ns.Warn.Statistics

String 否 Average

Warn级别报警统计方法。取值：

Maximum：最大值。

Minimum：最小值。

Average：平均值。

Availability：可用率。

N的取值范围：1~500。

说明 说明 报警级别Critical（严
重）、Warn（警告）或Info（信息）
至少设置一个，且该报警级别中的参
数Statistics、
ComparisonOperator、Threshold
和Times必须同时设置。

Rules.N.NoDataP
olicy

String 否
KEEP_LAST_STAT
E

无监控数据时报警的处理方式。取值：

KEEP_LAST_STATE（默认值）：不做任
何处理。

INSUFFICIENT_DATA：报警内容为无数
据。

OK：正常。

N的取值范围：1~500。

Rules.N.Labels.N.
Key

String 否 key1

报警规则的标签键。报警通知中会包含标
签。

N的取值范围：1~500。

Rules.N.Labels.N.
Value

String 否 value1

报警规则的标签值。报警通知中会包含标
签。

N的取值范围：1~500。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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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edListResult Array of Target 为资源设置报警规则的失败结果列表。

Target

Result Struct 失败结果。

Code String 404 状态码。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processing has
failed due to some
unknown error.

错误信息。

Success Boolean fals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RuleId String
a151cd6023eacee2f
0978e03863cc1697c
89508****

报警规则ID。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processing has
failed due to some
unknown error.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15D1440E-BF24-
5A41-93E4-
36864635179E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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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PutResourceMetricRules
&Rules.1.ContactGroups=ECS_Group
&Rules.1.MetricName=cpu_total
&Rules.1.Namespace=acs_ecs_dashboard
&Rules.1.Resources=[{"instanceId":"i-uf6j91r34rnwawoo****"}]
&Rules.1.RuleId=a151cd6023eacee2f0978e03863cc1697c89508****
&Rules.1.RuleName=test123
&Rules.1.Escalations.Critical.Statistics=Average
&Rules.1.Escalations.Critical.ComparisonOperator=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
&Rules.1.Escalations.Critical.Threshold=90
&Rules.1.Escalations.Critical.Times=3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PutResourceMetricRulesResponse>
   <Message></Message>
   <RequestId>15D1440E-BF24-5A41-93E4-36864635179E</RequestId>
   <FailedListResult></FailedListResult>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PutResourceMetricRulesResponse>

 JSON 格式

{
    "Message": "",
    "RequestId": "15D1440E-BF24-5A41-93E4-36864635179E",
    "FailedListResult": {
        "Target":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leteMetricRules接口删除一个或多个报警规则。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2.15.3.3. DeleteMetricRules2.15.3.3. DeleteMetric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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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MetricRule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leteMetricRules。

Id.N
RepeatLi
st

是
ab05733c97b7ce
239fb1b53393dc
1697c7e12****

报警规则ID。N的取值范围：1~100。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返回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5599964-8D0D-
40DC-8E90-
27A619384B81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MetricRules
&Id.1=ab05733c97b7ce239fb1b53393dc1697c7e12****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leteMetricRulesResponse>
      <RequestId>AE2ACE17-BD92-4FB0-83DB-AC969C677CE7</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leteMetricRules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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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AE2ACE17-BD92-4FB0-83DB-AC969C677CE7",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MetricRuleCount接口获取各种状态报警规则的数量。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MetricRul
eCount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MetricRuleCount。

Namespace String 否
acs_ecs_dashboa
rd

云服务的命名空间。详情请参见云产品监
控项。

MetricName String 否 cpu_total 监控项名称。详情请参见云产品监控项。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is not
authorization.

错误信息。

MetricRuleCoun
t

Struct 各类状态报警规则的数量。

Alarm Integer 5 报警状态报警规则的数量。

2.15.3.4. DescribeMetricRuleCount2.15.3.4. DescribeMetricRule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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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ble Integer 0 禁用状态报警规则的数量。

Nodata Integer 0 无数据状态报警规则的数量。

Ok Integer 40 正常状态报警规则的数量。

Total Integer 45 报警规则总数量。

RequestId String
FF38D33A-67C1-
40EB-AB65-
FAEE51EDB644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MetricRuleCoun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MetricRuleCountResponse>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RequestId>FF38D33A-67C1-40EB-AB65-FAEE51EDB644</RequestId>
      <MetricRuleCount>
            <Ok>40</Ok>
            <Disable>0</Disable>
            <Total>45</Total>
            <Nodata>0</Nodata>
            <Alarm>5</Alarm>
      </MetricRuleCount>
</DescribeMetricRuleCount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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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cess": true,
  "Code": "200",
  "RequestId":"FF38D33A-67C1-40EB-AB65-FAEE51EDB644",
  "MetricRuleCount": {
    "Ok": 40,
    "Disable": 0,
    "Total": 45,
    "Nodata": 0,
    "Alarm": 5
  }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启用一个或多个报警规则。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RuleId.N
RepeatLi
st

是
ab05733c97b7ce
239fb1b53393dc
1697c123****

报警规则的ID。

Action String 否
EnableMetricRule
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EnableMetricRules。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success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FF38D33A-67C1-
40EB-AB65-
FAEE51EDB644

请求ID，用于排查问题。

2.15.3.5. EnableMetricRules2.15.3.5. EnableMetric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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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成功。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EnableMetricRules
&RuleId.1=ab05733c97b7ce239fb1b53393dc1697c123****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nableMetricRulesResponse>
      <Code>200</Code>
      <Message>success</Message>
      <RequestId>FF38D33A-67C1-40EB-AB65-FAEE51EDB644</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EnableMetricRulesResponse>

 JSON  格式

{
 "Message":"success",
 "RequestId":"FF38D33A-67C1-40EB-AB65-FAEE51EDB644",
 "Success":true,
 "Code":20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MetricRuleList接口查询报警规则列表中的所有规则。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查询当前阿里云账号下的报警规则列表中的所有报警规则。返回结果显示，报警规则
列表中只有一条报警规则，该报警规则的名称为  Rule_01 、ID为  applyTemplate344cfd42-0f32-4fd6-
805a-88d7908a**** 。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2.15.3.6. DescribeMetricRuleList2.15.3.6. DescribeMetricRule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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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MetricRul
eList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MetricRuleList。

Namespace String 否
acs_ecs_dashboa
rd

云产品的命名空间。

关于如何获取云产品的命名空间，请参
见DescribeMetricMetaList或云产品监控
项。

MetricName String 否 cpu_total

监控项名称。

关于如何获取监控项名称，请参
见DescribeMetricMetaList或云产品监控
项。

EnableState Boolean 否 true

报警规则的启用状态。取值：

true：启用。

false：禁用。

Page Integer 否 1
页码。

起始值：1。默认值：1。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分页时每页显示的数据行数。

起始值：1。默认值：10。

AlertState String 否 OK

报警规则状态。取值：

OK：正常。

ALARM：报警。

INSUFFICIENT_DATA：无数据。

Dimensions String 否
{"instanceId":"i-
2ze2d6j5uhg20x4
7****"}

报警规则维度。用于查询指定资源的监控
数据。

格式：key-value键值对形式的集合，例
如：  userId:120886317861**** 、
 i-2ze2d6j5uhg20x47**** 。

RuleName String 否 Rule_01
报警规则名称。

该参数支持模糊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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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Id String 否 7301****

应用分组ID。

关于如何获取应用分组ID，请参
见DescribeMonitorGroups。

RuleIds String 否

applyTemplate34
4cfd42-0f32-
4fd6-805a-
88d7908a****

报警规则ID。多个报警规则ID之间用半角逗
号（,）分隔，一次最多可查询20条。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386C6712-335F-
5054-930A-
CC92B851ECBA

请求ID。

Code Integer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Total String 1 总记录数。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Alarms Array of Alarm 报警规则列表。

Alarm

AlertState String OK

报警规则状态。取值：

OK：正常。

ALARM：报警。

INSUFFICIENT_DATA：无数据。

ContactGroups String ECS_Alarm 报警联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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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s String
[{"instanceId":"i-
2ze2d6j5uhg20x47**
**"}]

报警规则维度。

EffectiveInterva
l

String 05:31-23:59 报警规则的生效时间范围。

EnableState Boolean true

启用状态。取值：

true：启用。

false：禁用。

Escalations Struct 报警分级别触发条件。

Critical Struct Crit ical级别报警触发条件。

ComparisonOp
erator

String
GreaterThanOrEqual
ToThreshold

Crit ical级别阈值比较符。取值：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大于等
于。

GreaterThanThreshold：大于。

LessThanOrEqualToThreshold：小于等于。

LessThanThreshold：小于。

NotEqualToThreshold：不等于。

Greater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上
涨。

Less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下降。

Greater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间
上涨。

Less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间下
降。

Greater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上涨。

Less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下降。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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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ondition String $Average>80

Crit ical级别报警的前置条件。当参数
ComparisonOperator设置为同比或环比时，与
该参数共同起作用。

例如：该参数设置为
$Average>80，ComparisonOperator设置为
GreaterThanYesterday，Threshold设置为
10，表示当平均值大于80且环比昨天上涨10%
时，触发报警。

说明 说明 $Average>0中的$Average为
一个占位符，格式为  $监控结果字段
值 ，云监控会将其替换为对应的统计值或
原始的监控值。

Statistics String Average Crit ical级别报警统计方法。

Threshold String 90 Crit ical级别报警阈值。

Times Integer 3
Crit ical级别报警连续出现次数。报警连续出现这
个次数，且超过阈值才会触发报警。

Info Struct Info级别报警触发条件。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API参考··API参考（2019-01-01） 云监控

468 > 文档版本：20220527



ComparisonOp
erator

String
GreaterThanOrEqual
ToThreshold

Info级别阈值比较符。取值：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大于等
于。

GreaterThanThreshold：大于。

LessThanOrEqualToThreshold：小于等于。

LessThanThreshold：小于。

NotEqualToThreshold：不等于。

Greater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上
涨。

Less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下降。

Greater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间
上涨。

Less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间下
降。

Greater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上涨。

Less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下降。

PreCondition String $Average>80

Info级别报警的前置条件。当参数
ComparisonOperator设置为同比或环比时，与
该参数共同起作用。

例如：该参数设置为
$Average>80，ComparisonOperator设置为
GreaterThanYesterday，Threshold设置为
10，表示当平均值大于80且环比昨天上涨10%
时，触发报警。

说明 说明 $Average>0中的$Average为
一个占位符，格式为  $监控结果字段
值 ，云监控会将其替换为对应的统计值或
原始的监控值。

Statistics String Average Info级别报警统计方法。

Threshold String 90 Info级别报警阈值。

Times Integer 3
Info级别报警连续出现次数。报警连续出现这个
次数，且超过阈值才会触发报警。

Warn Struct Warn级别报警触发条件。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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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Op
erator

String
GreaterThanOrEqual
ToThreshold

Warn级别阈值比较符。取值：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大于等
于。

GreaterThanThreshold：大于。

LessThanOrEqualToThreshold：小于等于。

LessThanThreshold：小于。

NotEqualToThreshold：不等于。

Greater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上
涨。

Less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下降。

Greater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间
上涨。

Less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间下
降。

Greater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上涨。

Less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下降。

PreCondition String $Average>80

Warn级别报警的前置条件。当参数
ComparisonOperator设置为同比或环比时，与
该参数共同起作用。

例如：该参数设置为
$Average>80，ComparisonOperator设置为
GreaterThanYesterday，Threshold设置为
10，表示当平均值大于80且环比昨天上涨10%
时，触发报警。

说明 说明 $Average>0中的$Average为
一个占位符，格式为  $监控结果字段
值 ，云监控会将其替换为对应的统计值或
原始的监控值。

Statistics String Average Warn级别报警统计方法。

Threshold String 90 Warn级别报警阈值。

Times Integer 3
Warn级别报警连续出现次数。报警连续出现这个
次数，且超过阈值才会触发报警。

GroupId String 7301**** 应用分组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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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Name String ECS_Group

应用分组名称。

说明 说明 如果报警规则关联到应用分
组，此处显示该参数。

Labels Array of Labels 报警规则标签。

Labels

Key String cmsRuleKey 报警规则的标签键。

Value String cmsRuleValue 报警规则的标签值。

MailSubject String

"${serviceType}-
${metricName}-
${levelDescription}通
知
（${dimensions}）"

报警邮件主题。

MetricName String cpu_total 监控项名称。

Namespace String acs_ecs_dashboard 云服务的命名空间。

NoDataPolicy String KEEP_LAST_STATE

无监控数据时报警的处理方式。取值：

KEEP_LAST_STATE（默认值）：不做任何处
理。

INSUFFICIENT_DATA：报警内容为无数据。

OK：正常。

NoEffectiveInte
rval

String 00:00-05:30 报警规则的失效时间范围。

Period String 60 统计周期。

Resources String
[{\"instanceId\":\"i-
2ze2d6j5uhg20x47**
**\"}]

报警规则关联的资源。

RuleId String
applyTemplate344c
fd42-0f32-4fd6-
805a-88d7908a****

报警规则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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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Name String Rule_01 报警规则名称。

SilenceTime Integer 86400

通道沉默周期。单位：秒。默认值：86400，最
小值：3600。

监控数据持续超过报警规则阈值时，每个沉默周
期内只发送一次报警通知。

SourceType String METRIC
报警规则类型。取值：METRIC，表示时序指标报
警规则。

Webhook String
https://www.aliyun
.com

报警发生回调时的URL地址。云监控会将报警信
息通过POST请求推送到该地址，目前仅支持
HTTP协议。

Message String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错误信息。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MetricRuleLi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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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MetricRuleListResponse>
   <RequestId>386C6712-335F-5054-930A-CC92B851ECBA</RequestId>
   <Total>1</Total>
   <Alarms>
      <Alarm>
         <GroupName>ECS_Group</GroupName>
         <SilenceTime>86400</SilenceTime>
         <ContactGroups>ECS_Alarm</ContactGroups>
         <NoEffectiveInterval>00:00-05:30</NoEffectiveInterval>
         <GroupBy>group</GroupBy>
         <MailSubject>${serviceType}-${metricName}-${levelDescription}通知（${dimensions}）<
/MailSubject>
         <SourceType>METRIC</SourceType>
         <RuleId>applyTemplate344cfd42-0f32-4fd6-805a-88d7908a****</RuleId>
         <Period>60</Period>
         <Dimensions>
            <instanceId>i-2ze2d6j5uhg20x47****</instanceId>
         </Dimensions>
         <EffectiveInterval>05:31-23:59</EffectiveInterval>
         <Namespace>acs_ecs_dashboard</Namespace>
         <AlertState>OK</AlertState>
         <GroupId>7301****</GroupId>
         <MetricName>cpu_total</MetricName>
         <EnableState>true</EnableState>
         <Escalations>
            <Critical>
               <ComparisonOperator>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ComparisonOperator>
               <Times>3</Times>
               <Statistics>Average</Statistics>
               <Threshold>90</Threshold>
            </Critical>
            <Info>
               <ComparisonOperator>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ComparisonOperator>
               <Times>3</Times>
               <Statistics>Average</Statistics>
               <Threshold>90</Threshold>
            </Info>
            <Warn>
               <ComparisonOperator>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ComparisonOperator>
               <Times>3</Times>
               <Statistics>Average</Statistics>
               <Threshold>90</Threshold>
            </Warn>
         </Escalations>
         <Webhook>https://www.aliyun.com</Webhook>
         <Resources>[{\"instanceId\":\"i-2ze2d6j5uhg20x47****\"}]</Resources>
         <RuleName>Rule_01</RuleName>
      </Alarm>
   </Alarms>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MetricRuleList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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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ON 格式

{
    "RequestId": "386C6712-335F-5054-930A-CC92B851ECBA",
    "Total": 1,
    "Alarms": {
        "Alarm": [
            {
                "GroupName": "ECS_Group",
                "SilenceTime": 86400,
                "ContactGroups": "ECS_Alarm",
                "NoEffectiveInterval": "00:00-05:30",
                "GroupBy": "group",
                "MailSubject": "${serviceType}-${metricName}-${levelDescription}通知（${dime
nsions}）",
                "SourceType": "METRIC",
                "RuleId": "applyTemplate344cfd42-0f32-4fd6-805a-88d7908a****",
                "Period": 60,
                "Dimensions": [
                    {
                        "instanceId": "i-2ze2d6j5uhg20x47****"
                    }
                ],
                "EffectiveInterval": "05:31-23:59",
                "Namespace": "acs_ecs_dashboard",
                "AlertState": "OK",
                "GroupId": "7301****",
                "MetricName": "cpu_total",
                "EnableState": true,
                "Escalations": {
                    "Critical": {
                        "ComparisonOperator":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
                        "Times": 3,
                        "Statistics": "Average",
                        "Threshold": "90"
                    },
                    "Info": {
                        "ComparisonOperator":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
                        "Times": 3,
                        "Statistics": "Average",
                        "Threshold": "90"
                    },
                    "Warn": {
                        "ComparisonOperator":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
                        "Times": 3,
                        "Statistics": "Average",
                        "Threshold": "90"
                    }
                },
                "Webhook": "https://www.aliyun.com",
                "Resources": "[{\"instanceId\":\"i-2ze2d6j5uhg20x47****\"}]",
                "RuleName": "Rule_0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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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ResourceNotFound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未找到指定资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isableMetricRules接口禁用报警规则。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isableMetricRule
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isableMetricRules。

RuleId.N
RepeatLi
st

是
detect_87****_HT
TP_HttpLatency

报警规则ID。N的取值范围：1~20。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RuleId is mandatory
for this action.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FF38D33A-67C1-
40EB-AB65-
FAEE51EDB644

请求ID。

2.15.3.7. DisableMetricRules2.15.3.7. DisableMetric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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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isableMetricRules
&RuleId.1=detect_87****_HTTP_HttpLatency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isableMetricRulesResponse>
      <Code>200</Code>
      <RequestId>FF38D33A-67C1-40EB-AB65-FAEE51EDB644</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DisableMetricRulesResponse>

 JSON  格式

{
    "Code":"200",
    "RequestId":"FF38D33A-67C1-40EB-AB65-FAEE51EDB644",
    "Success":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Alert ingMetricRuleResources接口查询指定报警规则中的资源列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2.15.3.8. DescribeAlertingMetricRuleResources2.15.3.8. DescribeAlertingMetricRule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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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Alerting
MetricRuleResour
ce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AlertingMetricRuleResources。

RuleId String 否

putNewAlarm_us
er_7e78d765-
0e3e-4671-ba6d-
7ce39108****

报警规则ID。关于如何查询报警规则ID，请
参见DescribeMetricRuleList。

GroupId String 否 7671****
应用分组ID。关于如何查询应用分组ID，请
参见DescribeMonitorGroups。

Page Integer 否 1 分页页码。 默认值：1 。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分页大小。默认值：10。

Namespace String 否 acs_mns_new

云产品的数据命名空间。

关于如何获取云产品的数据命名空间，请
参见云产品监控项。

Dimensions String 否

{\"userId\":\"120
886317861****\",
\"region\":\"cn-
huhehaote\",\"qu
eue\":\"test-
0128\"}

维度Map，用于查询指定资源的监控数
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0724011B-D9E0-
4B2F-8C51-
F17A894CC42C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Code Integer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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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Integer 2 总记录条数。

Resources
Array of
Resource

报警规则的资源列表。

Resource

Dimensions String

{\"region\":\"cn-
huhehaote\",\"queu
e\":\"test-
0128\",\"userId\":\"
120886317861****\"}

维度Map，用于查询指定资源的监控数据。

Enable String true

是否启用报警规则。取值：

true：启用报警规则。

false：不启用报警规则。

Escalation
Array of
Resource

触发报警的规则。

Resource

ComparisonOp
erator

String
GreaterThanOrEqual
ToThreshold

阈值比较符。取值：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大于等
于。

GreaterThanThreshold：大于。

LessThanOrEqualToThreshold：小于等于。

LessThanThreshold：小于。

NotEqualToThreshold：不等于。

Greater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上
涨。

Less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下降。

Greater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间
上涨。

Less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间下
降。

Greater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上涨。

Less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下降。

Expression String $Average>=10

触发报警的规则描述。

说明 说明 报警规则的主体，当监控数据
满足报警条件时，触发报警规则。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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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List
Array of
ExpressionList

多指标报警规则描述。

ExpressionList

ComparisonOp
erator

String
GreaterThanOrEqual
ToThreshold

报警级别的阈值比较符。取值：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大于等
于。

GreaterThanThreshold：大于。

LessThanOrEqualToThreshold：小于等于。

LessThanThreshold：小于。

NotEqualToThreshold：不等于。

Greater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上
涨。

Less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下降。

Greater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间
上涨。

Less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间下
降。

Greater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上涨。

Less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下降。

MetricName String cpu_total 监控项名称。

Period String 60
监控项的统计周期。单位：秒。默认为监控项的
原始上报周期。

Statistics String Average

报警级别的统计方法。取值：

Maximum：最大值。

Minimum：最小值。

Average：平均值。

Threshold String 90 报警阈值。

ExpressionListJ
oin

String &&

多个监控项之间的关系。取值：

&&：当所有监控项都满足报警条件时，发送
报警通知。

||：当其中一个监控项满足报警条件时，发送
报警通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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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Integer 3

报警的级别和通知方式。取值：

2：电话+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3：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4：邮件+钉钉机器人。

OK：无报警。

PreCondition String >=

阈值比较符号。取值：

 >= 
 = 
 <= 
 > 
 < 
 != 

Tag String mns 资源的标签。

Threshold String 10 报警阈值。

Times Integer 1 报警重试次数。

GroupId String 7671****

应用分组ID。

说明 说明 如果报警规则与指定应用分组
关联，则显示该应用分组ID。

LastAlertT ime String 1622427900000
最后一次触发报警的时间戳。

单位：毫秒。

LastModifyT im
e

String 1622827900000
最后一次修改报警规则的时间戳。

单位：毫秒。

Level Integer 3

报警的级别和通知方式。取值：

2：电话+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3：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4：邮件+钉钉机器人。

OK：无报警。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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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icName String ActiveMessages 监控项名称。

MetricValues String

{\"timestamp\":162
3727500000,\"Sum\
":926,\"value\":463,
\"Maximum\":463,\"
Minimum\":463,\"Av
erage\":463,\"Samp
leCount\":2,\"userId
\":\"120886317861*
***\",\"region\":\"cn
-
huhehaote\",\"queu
e\":\"test-0128\"}

触发报警时监控项的值。格式为一个JSON字符
串。

Namespace String acs_mns_new 云产品的数据命名空间。

ProductCategor
y

String mns 云产品类型。

Resource String

userId=12088631786
1****,region=cn-
huhehaote,queue=t
est-0128

报警的资源。

RetryT imes String 3 报警重试次数。

RuleId String

putNewAlarm_user_
7e78d765-0e3e-
4671-ba6d-
7ce39108****

报警规则ID。

RuleName String test123456789 报警规则名称。

StartT ime String 1622427900000
资源被关联到报警规则的时间戳。

单位：毫秒。

Statistics String Average 报警统计方法。

Threshold String 10 报警阈值。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processing has
failed due to some
unknown error.

错误信息。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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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AlertingMetricRuleResources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AlertingMetricRuleResourcesResponse>
   <RequestId>0724011B-D9E0-4B2F-8C51-F17A894CC42C</RequestId>
   <Message></Message>
   <Total>2</Total>
   <Resources>
      <Resource>
         <RuleId>putNewAlarm_user_7e78d765-0e3e-4671-ba6d-7ce39108****</RuleId>
         <Escalation>
            <Resource>
               <Expression>$Average&gt;=10</Expression>
               <Times>1</Times>
               <Level>3</Level>
               <Tag>mns</Tag>
            </Resource>
         </Escalation>
         <Resource>userId=120886317861****,region=cn-huhehaote,queue=test-0128</Resource>
         <StartTime>1622427900000</StartTime>
         <Dimensions>{\"userId\":\"120886317861****\",\"region\":\"cn-huhehaote\",\"queue\"
:\"test-0128\"}</Dimensions>
         <MetricValues>{\"timestamp\":1623727500000,\"Sum\":926,\"value\":463,\"Maximum\":4
63,\"Minimum\":463,\"Average\":463,\"SampleCount\":2,\"userId\":\"120886317861****\",\"regi
on\":\"cn-huhehaote\",\"queue\":\"test-0128\"}</MetricValues>
         <LastModifyTime>1623727904000</LastModifyTime>
         <Statistics>Average</Statistics>
         <Namespace>acs_mns_new</Namespace>
         <GroupId>7671****</GroupId>
         <MetricName>ActiveMessages</MetricName>
         <LastAlertTime>1622427900000</LastAlertTime>
         <ProductCategory>mns</ProductCategory>
         <Enable>true</Enable>
         <Level>3</Level>
         <RuleName>test123456789</RuleName>
         <RetryTimes>1</RetryTimes>
         <Threshold>10</Threshold>
      </Resource>
      <Resource>
         <RuleId>putNewAlarm_user_7e78d765-0e3e-4671-ba6d-7ce39108****</RuleId>
         <Escalation>
            <Resource>
               <Expression>$Average&gt;=10</Expression>
               <Times>1</Times>
               <Level>3</Level>
               <Tag>mns</Tag>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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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
         </Escalation>
         <Resource>userId=120886317861****,region=cn-huhehaote,queue=test-022401-1</Resourc
e>
         <StartTime>1622427900000</StartTime>
         <Dimensions>{\"userId\":\"120886317861****\",\"region\":\"cn-huhehaote\",\"queue\"
:\"test-022401-1\"}</Dimensions>
         <MetricValues>{\"timestamp\":1623727500000,\"queue\":\"test-022401-1\",\"Maximum\"
:349,\"Minimum\":349,\"Sum\":698,\"value\":349,\"userId\":\"120886317861****\",\"region\":\
"cn-huhehaote\",\"Average\":349,\"SampleCount\":2}</MetricValues>
         <LastModifyTime>1623727904000</LastModifyTime>
         <Statistics>Average</Statistics>
         <Namespace>acs_mns_new</Namespace>
         <GroupId>7671****</GroupId>
         <MetricName>ActiveMessages</MetricName>
         <LastAlertTime>1622427900000</LastAlertTime>
         <ProductCategory>mns</ProductCategory>
         <Enable>true</Enable>
         <Level>3</Level>
         <RuleName>test123456789</RuleName>
         <RetryTimes>1</RetryTimes>
         <Threshold>10</Threshold>
      </Resource>
   </Resources>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AlertingMetricRuleResource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724011B-D9E0-4B2F-8C51-F17A894CC42C",
 "Message": "",
 "Total": 2,
 "Resources": {
  "Resource": [
   {
    "RuleId": "putNewAlarm_user_7e78d765-0e3e-4671-ba6d-7ce39108****",
    "Escalation": {
     "Resource": [
      {
       "Expression": "$Average>=10",
       "Times": 1,
       "Level": 3,
       "Tag": "mns"
      }
     ]
    },
    "Resource": "userId=120886317861****,region=cn-huhehaote,queue=test-0128",
    "StartTime": 1622427900000,
    "Dimensions": "{\"userId\":\"120886317861****\",\"region\":\"cn-huhehaote\",\"queue\":\
"test-0128\"}",
    "MetricValues": "{\"timestamp\":1623727500000,\"Sum\":926,\"value\":463,\"Maximum\":463
,\"Minimum\":463,\"Average\":463,\"SampleCount\":2,\"userId\":\"120886317861****\",\"region
\":\"cn-huhehaote\",\"queue\":\"test-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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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ModifyTime": 1623727904000,
    "Statistics": "Average",
    "Namespace": "acs_mns_new",
    "GroupId": "7671****",
    "MetricName": "ActiveMessages",
    "LastAlertTime": 1622427900000,
    "ProductCategory": "mns",
    "Enable": true,
    "Level": 3,
    "RuleName": "test123456789",
    "RetryTimes": 1,
    "Threshold": "10"
   },
   {
    "RuleId": "putNewAlarm_user_7e78d765-0e3e-4671-ba6d-7ce39108****",
    "Escalation": {
     "Resource": [
      {
       "Expression": "$Average>=10",
       "Times": 1,
       "Level": 3,
       "Tag": "mns"
      }
     ]
    },
    "Resource": "userId=120886317861****,region=cn-huhehaote,queue=test-022401-1",
    "StartTime": 1622427900000,
    "Dimensions": "{\"userId\":\"120886317861****\",\"region\":\"cn-huhehaote\",\"queue\":\
"test-022401-1\"}",
    "MetricValues": "{\"timestamp\":1623727500000,\"queue\":\"test-022401-1\",\"Maximum\":3
49,\"Minimum\":349,\"Sum\":698,\"value\":349,\"userId\":\"120886317861****\",\"region\":\"c
n-huhehaote\",\"Average\":349,\"SampleCount\":2}",
    "LastModifyTime": 1623727904000,
    "Statistics": "Average",
    "Namespace": "acs_mns_new",
    "GroupId": "7671****",
    "MetricName": "ActiveMessages",
    "LastAlertTime": 1622427900000,
    "ProductCategory": "mns",
    "Enable": true,
    "Level": 3,
    "RuleName": "test123456789",
    "RetryTimes": 1,
    "Threshold": "10"
   }
  ]
 },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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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PutMetricRuleTargets接口为指定报警规则添加或修改关联资源。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目前仅支持消息服务MNS。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为报警规则  ae06917_75a8c43178ab66**** 关联资源  acs:mns:cn-
hangzhou:120886317861****:/queues/test/message ，报警触发目标ID为  1 。返回结果显示，添加关联
资源成功。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PutMetricRuleTar
gets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Put Met ricRuleT arget sPut Met ricRuleT arget s 。

RuleId String 是
ae06917_75a8c43
178ab66****

报警规则ID。

关于如何获取报警规则ID，请参
见DescribeMetricRuleList。

Targets.N.Id String 是 1

报警触发目标ID。

关于如何获取报警触发目标ID，请参
见DescribeMetricRuleTargets。

2.15.3.9. PutMetricRuleTargets2.15.3.9. PutMetricRule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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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s.N.Arn String 是

acs:mns:cn-
hangzhou:12088
6317861****:/que
ues/test/messag
e

资源ARN。

关于如何获取资源ARN，请参
见DescribeMetricRuleTargets。

资源ARN的格式为  acs:{云产品缩写}:
{regionId}:{userId}:/{资源类
型}/{资源名称}/message 。例
如：  acs:mns:cn-
hangzhou:120886317861****:/queue
s/test123/message 。参数说明如下：

{云产品缩写}：目前仅支持消息服务
MNS。

{userId}：阿里云账号ID。

{regionId}：消息队列或主题所在地域。

{资源类型}  ：接收报警的资源类型。取
值： - **queues**：队列。 - **to
pics**：主题。 - {资源名称}：资源
名称。 - 如果资源类型为**queues**
，则资源名称为队列名称。 - 如果资
源类型为**topics**，则资源名称为
主题名称。  

Targets.N.Level String 否
["INFO", "WARN",
"CRIT ICAL"]

报警级别。取值：

INFO：信息。

WARN：警告。

CRIT ICAL：紧急。

Targets.N.JsonPar
ams

String 否
{"customField1":"
value1","customF
ield2":"$.name"}

报警回调的JSON格式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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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processing has
failed due to some
unknown error.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6A569B0D-9055-
58AF-9E82-
BAEAF95C0FD5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FailData Object 失败列表。

Targets Array of Target 报警触发目标。

Target

Id String 1 报警触发目标ID。

Arn String
acs:mns:cn-
hangzhou:111:/que
ues/test/message

资源ARN。

格式为  acs:{云产品缩写}:{regionId}:
{userId}:/{资源类型}/{资源名
称}/message 。例如：  acs:mns:cn-
hangzhou:120886317861****:/queues/tes
t123/message 。参数说明如下：

{云产品缩写}：目前仅支持消息服务MNS。

{userId}：阿里云账号ID。

{regionId}：消息队列或主题所在地域。

{资源类型}  ：接收报警的资源类型。取值：
- **queues**：队列。 - **topics**：主
题。 - {资源名称}：资源名称。 - 如果资
源类型为**queues**，则资源名称为队列名
称。 - 如果资源类型为**topics**，则资
源名称为主题名称。  

Level String
["INFO", "WARN",
"CRIT ICAL"]

报警级别。取值：

INFO：信息。

WARN：警告。

CRIT ICAL：紧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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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PutMetricRuleTargets
&RuleId=ae06917_75a8c43178ab66****
&Targets.1.Arn=acs:mns:cn-hangzhou:120886317861****:/queues/test/message
&Targets.1.Id=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PutMetricRuleTargetsResponse>
 <RequestId>6A569B0D-9055-58AF-9E82-BAEAF95C0FD5</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PutMetricRuleTargets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6A569B0D-9055-58AF-9E82-BAEAF95C0FD5",
  "Code" : "200",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MetricRuleTargets接口查询指定报警规则关联的目标资源。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目前仅支持消息服务MNS。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查询报警规则  ae06917_75a8c43178ab66**** 关联的目标资源。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2.15.3.10. DescribeMetricRuleTargets2.15.3.10. DescribeMetricRule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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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MetricRul
eTargets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DescribeMet ricRuleT arget sDescribeMet ricRuleT arget s 。

RuleId String 是
ae06917_75a8c43
178ab66****

报警规则ID。

关于如何获取报警规则ID，请参
见DescribeMetricRuleList。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User not authorized
to operate on the
specified resource.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786E92D2-AC66-
4250-B76F-
F1E2FCDDBA1C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Targets Array of Target 报警触发目标。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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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n String

acs:mns:cn-
hangzhou:12088631
7861****:/queues/t
est/message

资源ARN。格式为  acs:{云产品缩写}:
{regionId}:{userId}:/{资源类型}/{资源名
称}/message 。例如：  acs:mns:cn-
hangzhou:120886317861****:/queues/tes
t123/message 。参数说明如下：

{云产品缩写}：目前仅支持消息服务MNS。

{userId}：阿里云账号ID。

{regionId}：消息队列或主题所在地域。

{资源类型}  ：接收报警的资源类型。取值：
- **queues**：队列。 - **topics**：主
题。 - {资源名称}：资源名称。 - 如果资
源类型为**queues**，则资源名称为队列名
称。 - 如果资源类型为**topics**，则资
源名称为主题名称。  

Id String 1 报警触发目标ID。

JsonParams String
{"customField1":"val
ue1","customField2"
:"$.name"}

报警回调的JSON格式参数。

Level String
["INFO", "WARN",
"CRIT ICAL"]

报警级别。取值：

INFO：信息。

WARN：警告。

CRIT ICAL：紧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MetricRuleTargets
&RuleId=ae06917_75a8c43178ab66****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MetricRuleTargetsResponse>
   <RequestId>786E92D2-AC66-4250-B76F-F1E2FCDDBA1C</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MetricRuleTargets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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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786E92D2-AC66-4250-B76F-F1E2FCDDBA1C",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leteMetricRuleTargets接口删除一个报警规则的目标。目前仅支持消息服务MNS。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MetricRule
Target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leteMetricRuleTargets。

RuleId String 是 ruleId-xxxxxx 报警规则ID。

TargetIds.N
RepeatLi
st

是 12345 目标ID。N的取值范围：1~5。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FailIds Struct 删除失败的目标ID列表。

TargetIds List 1 删除失败的目标ID。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is not
authorization.

错误信息。

2.15.3.11. DeleteMetricRuleTargets2.15.3.11. DeleteMetricRule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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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 String
786E92D2-AC66-
4250-B76F-
F1E2FCDDBA1C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MetricRuleTargets
&RuleId=ruleId-xxxxxx
&TargetIds.1=12345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leteMetricRuleTargetsResponse>
    <RequestId>786E92D2-AC66-4250-B76F-F1E2FCDDBA1C</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FailIds>
       <TargetIds>1</TargetIds>
    </FailIds>
</DeleteMetricRuleTarget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786E92D2-AC66-4250-B76F-F1E2FCDDBA1C",
    "Code":"200",
    "Success":"true",
    "FailIds":{
        "TargetIds":"1"
    }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CreateMetricRuleResources接口创建一个报警规则关联的资源。

2.15.3.12. CreateMetricRuleResources2.15.3.12. CreateMetricRule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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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MetricRule
Resource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CreateMetricRuleResources。

Overwrite String 是 false

是否覆盖。取值：

true：覆盖。表示本次提交的资源将覆
盖之前的关联资源，即全量修改。

false：不覆盖。 表示本次提交的资源
将不覆盖之前的关联资源（关联的结果
资源为历史的关联资源加本次提交的资
源），即增量修改。

Resources String 是
[{"instanceId":"i-
a2d5q7pm3f9yr2
9e****"}]

关联的资源。格式为一个JSON数组。

说明 说明 每次最多添加100个资源
实例，一个报警规则最多关联3000个
实例。

RuleId String 是

i-
2ze3w55tr2rcpej
pcfap_59c96b85-
0339-4f35-ba66-
ae4e34d3****

报警规则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0671A721-0D7A-
4F11-BB77-
2416325D65AB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true表示成功，false表示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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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success 返回信息。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MetricRuleResources
&Overwrite=false
&Resources=[{"instanceId":"i-a2d5q7pm3f9yr29e****"}]
&RuleId=i-2ze3w55tr2rcpejpcfap_59c96b85-0339-4f35-ba66-ae4e34d3****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0671A721-0D7A-4F11-BB77-2416325D65AB</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671A721-0D7A-4F11-BB77-2416325D65AB",
  "Success": true,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leteMetricRuleResources接口删除报警规则关联的资源。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2.15.3.13. DeleteMetricRuleResources2.15.3.13. DeleteMetricRule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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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MetricRule
Resource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leteMetricRuleResources。

Resources String 是
[{"instanceId":"i-
uf6hm9lnlzsarrc7
****"}]

报警规则关联的资源。

RuleId String 是
rr-
bp18017n6iolv***
*

报警规则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D8A35882-90C6-
4F03-BBEB-
153C180398EA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The alert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MetricRuleResources
&Resources=[{"instanceId":"i-uf6hm9lnlzsarrc7****"}]
&RuleId=rr-bp18017n6iolv****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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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MetricRuleResourcesResponse>
    <RequestId>0671A721-0D7A-4F11-BB77-2416325D65AB</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DeleteMetricRuleResource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671A721-0D7A-4F11-BB77-2416325D65AB",
    "Success": true,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EventRuleAttribute接口查询指定事件报警规则的详情。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查询事件报警规则  testRule 的详情。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EventRul
eAttribute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EventRuleAttribute。

RuleName String 是 testRule

事件报警规则名称。

关于如何获取事件报警规则名称，请参
见DescribeEventRuleList。

2.15.4. 事件报警规则2.15.4. 事件报警规则

2.15.4.1. DescribeEventRuleAttribute2.15.4.1. DescribeEventRuleAttrib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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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enceTime String 否 86400

通道沉默周期。

单位：秒，默认值：86400（1天）。

说明 说明 当监控数据持续超过报警
规则阈值时，每个沉默周期内只发送
一次报警通知。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sult Struct 事件报警规则详情。

Description String
Default group event
rule.

事件报警规则的描述信息。

EventPattern Struct 事件模式。用于描述事件的触发条件。

LevelList List ["CRIT ICAL","WARN"]

事件报警规则的级别。取值：

CRIT ICAL：严重。

WARN：警告。

INFO：信息。

NameList List
Agent_Status_Runni
ng

事件名称。

Product String CloudMonitor 云产品名称。

StatusList List Running 事件状态。

EventType String SYSTEM

事件类型。取值：

SYSTEM：系统事件。

CUSTOM：自定义事件。

GroupId String 3607**** 应用分组ID。

Name String
test_DefaultEventRu
le_7378****

事件报警规则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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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String ENABLED

事件报警规则的状态。取值：

ENABLED：启用。

DISABLED：禁用。

Message String
The alert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9AA3F210-C03D-
4C86-8DB6-
21C84FF692A1

请求ID。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EventRuleAttribute
&RuleName=testRul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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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EventRuleAttributeResponse>
   <RequestId>9AA3F210-C03D-4C86-8DB6-21C84FF692A1</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Result>
      <EventPattern>
         <NameList>
            <NameList>Agent_Status_Running</NameList>
         </NameList>
         <LevelList>
            <LevelList>CRITICAL</LevelList>
         </LevelList>
         <Product>CloudMonitor</Product>
      </EventPattern>
      <Description>Default group event rule</Description>
      <EventType>SYSTEM</EventType>
      <State>ENABLED</State>
      <Name>test_DefaultEventRule_7378****</Name>
      <GroupId>3607****</GroupId>
   </Result>
</DescribeEventRuleAttribut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9AA3F210-C03D-4C86-8DB6-21C84FF692A1",
    "Code": "200",
    "Success": true,
    "Result": {
        "EventPattern": {
            "NameList": {
                "NameList": [
                    "Agent_Status_Running"
                ]
            },
            "LevelList": {
                "LevelList": [
                    "CRITICAL"
                ]
            },
            "Product": "CloudMonitor"
        },
        "Description": "Default group event rule",
        "EventType": "SYSTEM",
        "State": "ENABLED",
        "Name": "test_DefaultEventRule_7378****",
        "GroupId": "3607****"
    }
}

错误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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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PutEventRuleTargets接口为指定事件报警规则添加或修改关联资源。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PutEventRuleTarg
et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PutEventRuleTargets。

RuleName String 是 testEventRule

事件报警规则名称。

关于如何获取事件报警规则ID，请参
见DescribeEventRuleList。

FcParameters.N.F
unctionName

String 否 fc-test 函数名称。N的取值范围：1~5。

FcParameters.N.R
egion

String 否 cn-hangzhou
函数服务对应的地域。N的取值范围：
1~5。

FcParameters.N.S
erviceName

String 否 fc-test
函数服务的服务名称。N的取值范围为
1~5。

FcParameters.N.I
d

String 否 1
规则发送目标的唯一标识。N的取值范围：
1~5。

ContactParamete
rs.N.ContactGrou
pName

String 否 ECS_Group
报警联系人组的名称。N的取值范围：
1~5。

ContactParamete
rs.N.Id

String 否 2
规则发送目标的唯一标识。N的取值范围：
1~5。

ContactParamete
rs.N.Level

String 否 3

报警通知级别。N的取值范围：1~5。取
值：

2：电话、短信、钉钉、邮箱。

3：短信、钉钉、邮箱。

4：钉钉、邮箱。

2.15.4.2. PutEventRuleTargets2.15.4.2. PutEventRule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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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sParameters.N
.Region

String 否 cn-hangzhou
消息服务对应的地域。N的取值范围：
1~5。

MnsParameters.N
.Queue

String 否 queue1 队列名称。N的取值范围：1~5。

MnsParameters.N
.Id

String 否 3
规则发送目标的唯一标识。N的取值范围：
1~5。

WebhookParamet
ers.N.Protocol

String 否 HTTP

协议名称。N的取值范围：1~5。取值：

HTTP

Telnet

Ping

WebhookParamet
ers.N.Url

String 否
http://www.aliy
un.com

回调的URL。N的取值范围：1~5。

WebhookParamet
ers.N.Method

String 否 GET

HTTP回调的请求方法。N的取值范围：
1~5。

目前仅支持GET和POST。

WebhookParamet
ers.N.Id

String 否 4
规则发送目标的唯一标识。N的取值范围：
1~5。

SlsParameters.N.
LogStore

String 否 testlogstore
日志服务对应的日志库。N的取值范围：
1~5。

SlsParameters.N.
Region

String 否 cn-hangzhou
日志服务对应的地域。N的取值范围：
1~5。

SlsParameters.N.
Project

String 否 testproject
日志服务对应的项目。N的取值范围：
1~5。

SlsParameters.N.I
d

String 否 5
规则发送目标的唯一标识。N的取值范围：
1~5。

OpenApiParamet
ers.N.Action

String 否 PutLogs API名称。N的取值范围：1~5。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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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ApiParamet
ers.N.Arn

String 否

acs:log:cn-
hangzhou::proje
ct/cms-log-
mon***/logstore
/cxxxx***

资源的ARN。N的取值范围：1~5。

格
式：  arn:acs:${Service}:${Region
}:${Account}:${ResourceType}/${R
esourceId} 。各字段含义如下：

Service：云产品。

Region：地域ID。

Account：阿里云账号ID。

ResourceType：资源类型。

ResourceId：资源ID。

OpenApiParamet
ers.N.Id

String 否 3
API回调通知方式的唯一标识。N的取值范
围：1~5。

OpenApiParamet
ers.N.Product

String 否 log API对应的云产品ID。N的取值范围：1~5。

OpenApiParamet
ers.N.Region

String 否 cn-hangzhou 资源对应的地域。N的取值范围：1~5。

OpenApiParamet
ers.N.Role

String 否 MyRole 角色名称。N的取值范围：1~5。

OpenApiParamet
ers.N.Version

String 否 2019-01-01 API的版本。N的取值范围：1~5。

OpenApiParamet
ers.N.JsonParams

String 否
{"customField1":"
value1","customF
ield2":"$.name"}

报警回调的JSON格式参数。N的取值范
围：1~5。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409C64DA-CF14-
45DF-B463-
471C790DD15A

请求ID。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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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FailedParamete
rCount

String 2 错误参数数量统计。

FailedFcParame
ters

Array of
FcParameter

如果规则发送目标中包含创建错误的函数服务，
则返回此参数。

FcParameter

FunctionName String functionTest1 函数名称。

Id Integer 1 规则发送目标的ID。

Region String cn-hangzhou 地域ID。

ServiceName String serviceTest1 函数服务的名称。

FailedMnsPara
meters

Array of
MnsParameter

如果规则发送目标中包含创建错误的消息服务，
则返回此参数。

MnsParameter

Id Integer 2 规则发送目标的ID。

Queue String testQueue 队列的名称。

Region String cn-hangzhou 地域ID。

FailedContactP
arameters

Array of
ContactParame
ter

如果规则发送目标中包含创建错误的报警联系人
组，则返回此参数。

ContactParame
ter

ContactGroupN
ame

String 默认报警联系人组 报警联系人组的名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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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Integer 2 规则发送目标的ID。

Level String 3

报警通知级别。取值：

2：电话、短信、钉钉、邮箱

3：短信、钉钉、邮箱

4：钉钉、邮箱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processing has
failed due to some
unknown error.

错误信息。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PutEventRuleTargets
&RuleName=testEventRul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leteCustomMetricResponse>
    <RequestId>681CC49A-DD28-4D11-B86F-19D3F71E0EAE</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leteCustomMetric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681CC49A-DD28-4D11-B86F-19D3F71E0EAE",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leteEventRuleTargets接口删除事件报警通知目标。

调试调试

2.15.4.3. DeleteEventRuleTargets2.15.4.3. DeleteEventRule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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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EventRuleT
arget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leteEventRuleTargets。

Ids.N
RepeatLi
st

是 1 对应的Target ID。N的取值范围：1~20。

RuleName String 是 testRule 报警规则名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Success 返回信息。

RequestId String
7ADD7EFB-7555-
4EC1-A3D9-
F9955C189CCF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true表示成功，false表示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EventRuleTargets
&Ids.1=1
&RuleName=testRul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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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EventRuleTargetsResponse>
      <RequestId>7ADD7EFB-7555-4EC1-A3D9-F9955C189CCF</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DeleteEventRuleTarget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7ADD7EFB-7555-4EC1-A3D9-F9955C189CCF",
  "Success": true,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EnableEventRules接口启用一个或者多个事件监控报警规则。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EnableEventRule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EnableEventRules。

RuleNames.N
RepeatLi
st

是 ruleName1 报警规则名称。N的取值范围：1~20。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success 返回信息。

2.15.4.4. EnableEventRules2.15.4.4. EnableEvent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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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 String
20F2896A-6684-
4A04-8255-
4155B1593C70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true表示成功，false表示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EnableEventRules
&RuleNames.1=ruleName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nableEventRulesResponse>
      <RequestId>20F2896A-6684-4A04-8255-4155B1593C70</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EnableEventRule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20F2896A-6684-4A04-8255-4155B1593C70",
  "Success": true,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EventRuleList接口查询事件报警规则列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2.15.4.5. DescribeEventRuleList2.15.4.5. DescribeEventRule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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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EventRul
eList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EventRuleList。

NamePrefix String 否 test 事件报警规则前缀。

PageNumber String 否 1
页码。

起始值：1。默认值：1。

PageSize String 否 10
分页时每页显示的数据行数。

起始值：1。默认值：10。

GroupId String 否 7378**** 应用分组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EventRules
Array of
EventRule

事件报警规则。

EventRule

Description String
Default group event
rule.

事件报警规则的描述信息。

EventPattern
Array of
EventPattern

事件报警规则的模式。

EventPattern

CustomFilters String ECS123
自定义过滤条件，即出现这个关键词的事件将触
发报警。

EventTypeList List *
事件报警规则的类型。

 * 表示不限制报警规则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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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Filter Struct 过滤关键词。

Keywords List VMException 事件匹配的关键字列表。

Relation String OR

多个关键字的条件。取值：

OR： 多个关键字之间是或的关系。

NOT：不包含关键字。表示匹配非关键字列表
中的所有事件。

LevelList List CRIT ICAL

事件的等级。取值：

CRIT ICAL：严重。

WARN：警告。

INFO：信息。

NameList List
["Agent_Status_Sto
pped"]

事件名称列表。

Product String CloudMonitor 云产品名称的缩写。

SQLFilter String

ycccluster1 and (i-
23ij0o82612 or
Executed1) or
Asimulated not 222

按照SQL过滤日志。如果符合条件，则触发报
警。

EventType String SYSTEM

事件报警类型。取值：

SYSTEM：系统事件。

CUSTOM：自定义事件。

GroupId String 7378**** 应用分组ID。

Name String
test_DefaultEventRu
le_7378****

事件报警规则名称。

SilenceTime Long 86400 通道沉默周期。

State String ENABLED

事件报警规则状态。取值：

ENABLED：启用。

DISABLED：禁用。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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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String
User not authorized
to operate on the
specified resource.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D0E6D82B-16B5-
422A-8136-
EE5BDC01E415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Total Integer 21 总记录条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EventRuleLi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EventRuleListResponse>
   <RequestId>C8308712-6E7A-4FA0-82AC-80D018DAD168</RequestId>
   <Total>3</Total>
   <EventRules>
      <EventRule>
         <EventPattern>
            <NameList>
               <NameList>*</NameList>
            </NameList>
            <LevelList>
               <LevelList>CRITICAL</LevelList>
            </LevelList>
            <EventTypeList>
               <EventTypeList>*</EventTypeList>
            </EventTypeList>
            <Product>CloudMonitor</Product>
         </EventPattern>
         <EventType>SYSTEM</EventType>
         <State>ENABLED</State>
         <Name>test123</Name>
      </EventRule>
      <EventRule>
         <EventPattern>
            <NameList>
               <NameList>*</Name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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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List>*</NameList>
            </NameList>
            <LevelList>
               <LevelList>CRITICAL</LevelList>
               <LevelList>WARN</LevelList>
            </LevelList>
            <Product>*</Product>
         </EventPattern>
         <Description>Default group event rule.</Description>
         <EventType>SYSTEM</EventType>
         <State>ENABLED</State>
         <Name>test_DefaultEventRule_7378****</Name>
         <GroupId>7378****</GroupId>
      </EventRule>
      <EventRule>
         <EventPattern>
            <NameList>
               <NameList>*</NameList>
            </NameList>
            <LevelList>
               <LevelList>CRITICAL</LevelList>
               <LevelList>WARN</LevelList>
            </LevelList>
            <Product>*</Product>
         </EventPattern>
         <Description>Default group event rule.</Description>
         <EventType>SYSTEM</EventType>
         <State>ENABLED</State>
         <Name>test123_DefaultEventRule_7301****</Name>
         <GroupId>7301****</GroupId>
      </EventRule>
   </EventRules>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EventRuleList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C8308712-6E7A-4FA0-82AC-80D018DAD168",
 "Total": 3,
 "EventRules": {
  "EventRule": [
   {
    "EventPattern": {
     "NameList": {
      "NameList": [
       "*"
      ]
     },
     "LevelList": {
      "LevelList": [
       "CRITICAL"
      ]
     },

云监控 API参考··API参考（2019-01-01）

> 文档版本：20220527 511



     },
     "EventTypeList": {
      "EventTypeList": [
       "*"
      ]
     },
     "Product": "CloudMonitor"
    },
    "EventType": "SYSTEM",
    "State": "ENABLED",
    "Name": "test123"
   },
   {
    "EventPattern": {
     "NameList": {
      "NameList": [
       "*"
      ]
     },
     "LevelList": {
      "LevelList": [
       "CRITICAL",
       "WARN"
      ]
     },
     "Product": "*"
    },
    "Description": "Default group event rule.",
    "EventType": "SYSTEM",
    "State": "ENABLED",
    "Name": "test_DefaultEventRule_7378****",
    "GroupId": "7378****"
   },
   {
    "EventPattern": {
     "NameList": {
      "NameList": [
       "*"
      ]
     },
     "LevelList": {
      "LevelList": [
       "CRITICAL",
       "WARN"
      ]
     },
     "Product": "*"
    },
    "Description": "Default group event rule.",
    "EventType": "SYSTEM",
    "State": "ENABLED",
    "Name": "test123_DefaultEventRule_7301****",
    "GroupId": "73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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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ResourceNotFound
The specified resource is not
found.

未找到指定资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leteEventRules接口删除事件报警规则。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EventRule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leteEventRules。

RuleNames.N
RepeatLi
st

是 rule1 报警规则名称。N的取值范围为：1~20。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success 返回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5A72B5B-4F44-
438C-B68A-
147FD5DC53A8

请求ID。

2.15.4.6. DeleteEventRules2.15.4.6. DeleteEvent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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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true表示成功，false表示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EventRules
&RuleNames.1=rule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leteEventRulesResponse>
      <RequestId>E5A72B5B-4F44-438C-B68A-147FD5DC53A8</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DeleteEventRule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5A72B5B-4F44-438C-B68A-147FD5DC53A8",
  "Success": true,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isableEventRule接口禁用一个或多个事件报警规则。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2.15.4.7. DisableEventRules2.15.4.7. DisableEvent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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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String 是
DisableEventRule
s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isableEventRules。

RuleNames.N
RepeatLi
st

是 ruleName1 报警规则名称。N的取值范围：1~20。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success 返回信息。

RequestId String
3FD0E8B5-F132-
4F4E-A081-
2878AF378B12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true表示成功，false表示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isableEventRules
&RuleNames.1=ruleName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isableEventRulesResponse>
      <RequestId>3FD0E8B5-F132-4F4E-A081-2878AF378B12</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DisableEventRules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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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3FD0E8B5-F132-4F4E-A081-2878AF378B12",
  "Success": true,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PutEventRule接口创建或修改事件的报警规则。

如果报警规则名称不存在，则创建新的报警规则；如果报警规则名称存在，则修改已有报警规则。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为云产品  ecs 创建一条事件报警规则  myRuleName 。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PutEventRule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PutEventRule。

EventPattern.N.Pr
oduct

String 是 ecs

云产品类型。N的取值范围：1~50。

说明 说明 关于如何获取事件报警规
则支持的云产品类型，请参
见DescribeSystemEventMetaList。

RuleName String 是 myRuleName 事件报警规则名称。

GroupId String 否 7378**** 事件报警规则所属的应用分组ID。

EventType String 否 SYSTEM

事件报警规则的类型。取值：

SYSTEM：系统事件。

CUSTOM：自定义事件。

Description String 否 事件报警测试 事件报警规则的描述。

2.15.4.8. PutEventRule2.15.4.8. PutEvent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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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String 否 ENABLED

事件报警规则的状态。取值：

ENABLED：启用。

DISABLED：禁用。

SilenceTime Long 否 86400 通道沉默时间。单位：秒。

EventPattern.N.Ev
entTypeList.N

RepeatLi
st

否 Exception

事件报警规则的类型。N的取值范围：
1~50。取值：

StatusNotification：故障通知。

Exception：异常。

Maintenance：运维。

*：无限制。

EventPattern.N.St
atusList.N

RepeatLi
st

否 Failed
事件报警规则的状态。N的取值范围：
1~50。

EventPattern.N.Le
velList.N

RepeatLi
st

否 CRIT ICAL

事件报警规则的等级。N的取值范围：
1~50。取值：

CRIT ICAL：严重。

WARN：警告。

INFO：信息。

*：所有等级。

EventPattern.N.N
ameList.N

RepeatLi
st

否
Agent_Status_St
opped

事件报警规则的名称。N的取值范围：
1~50。

EventPattern.N.Cu
stomFilters

String 否 Stopping
事件过滤关键字。当事件内容包含该关键
字时，自动触发报警。

EventPattern.N.S
QLFilter

String 否
192.168.XX.XX
and Executed

SQL事件过滤。当事件内容满足SQL条件
时，自动触发报警。

说明 说明 SQL事件过滤的语法与日
志服务SLS的查询语法保持一致。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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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0B47C47B-E68A-
4429-BB23-
370E91889C7D

请求ID。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Data String 1 创建或修改事件报警规则时，返回影响的行数。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is not
authorization.

错误信息。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PutEventRule
&EventPattern.1.Product=ecs
&RuleName=myRuleNam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PutEventRuleResponse>
    <RequestId>0B47C47B-E68A-4429-BB23-370E91889C7D</RequestId>
    <Data>1</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PutEventRul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B47C47B-E68A-4429-BB23-370E91889C7D",
 "Data": "1",
 "Code": "200",
 "Success":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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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EventRuleTargetList接口查询指定事件报警规则的详情。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查询事件报警规则  testRule 的详情。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EventRul
eTargetList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EventRuleTargetList。

RuleName String 是 testRule 事件报警规则名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Message String
User not authorized
to operate on the
specified resource.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87170bc7-e28a-
4c93-b9bf-
90a1dbe84736

请求ID。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nsParameters
Array of
MnsParameter

消息服务通知。

MnsParameter

2.15.4.9. DescribeEventRuleTargetList2.15.4.9. DescribeEventRuleTarget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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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n String

acs:log:cn-
hangzhou::project/
cms-log-
mon****/logstore/t
est****

ARN资源描述。格
式：  arn:acs:${Service}:${Region}:${A
ccount}:${ResourceType}/${ResourceId}
 。各字段含义如下：

Service：阿里云产品。

Region：地域ID。

Account：阿里云账号ID。

ResourceType：资源类型。

ResourceId：资源ID。

Id String 2 消息服务通知方式唯一标识。

Queue String testQueue 消息队列的名称。

Region String cn-hangzhou 消息服务对应的地域。

ContactParame
ters

Array of
ContactParame
ter

报警联系组通知方式。

ContactParame
ter

ContactGroupN
ame

String 默认告警通知组 报警联系人组的名称。

Id String 1 报警联系人组通知方式唯一标识。

Level String 3

通知级别。取值：

2：电话、短信、钉钉、Email。

3：短信、钉钉、Email。

4：钉钉、Email。

FcParameters
Array of
FCParameter

函数计算通知方式。

FCParameter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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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n String

acs:log:cn-
hangzhou::project/
cms-log-
mon***/logstore/cx
xxx***

ARN资源描述。

格
式：  arn:acs:${Service}:${Region}:${A
ccount}:${ResourceType}/${ResourceId}
 。各字段含义如下：

Service：阿里云产品。

Region：地域ID。

Account：阿里云账号ID。

ResourceType：资源类型。

ResourceId：资源ID。

FunctionName String fcTest1 函数名称。

Id String 3 函数服务通知方式唯一标识。

Region String cn-qingdao 函数计算服务对应的地域。

ServiceName String service1 函数计算服务名称。

SlsParameters
Array of
SlsParameter

日志服务（SLS）通知方式。

SlsParameter

Arn String

acs:log:cn-
hangzhou::project/
cms-log-
mo****/logstore/c**
*

ARN资源描述。

格
式：  arn:acs:${Service}:${Region}:${A
ccount}:${ResourceType}/${ResourceId}
 。各字段含义如下：

Service：阿里云产品。

Region：地域ID。

Account：阿里云账号ID。

ResourceType：资源类型。

ResourceId：资源ID。

Id String 4 日志服务通知方式唯一标识。

LogStore String logstore_test LogStore名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云监控 API参考··API参考（2019-01-01）

> 文档版本：20220527 521



Project String project_test Project名称。

Region String cn-hangzhou Project对应的地域。

WebhookParam
eters

Array of
WebhookParam
eter

URL回调通知方式。

WebhookParam
eter

Id String 5 URL回调通知方式唯一标识。

Method String GET
HTTP回调的请求方法。目前支持GET和POST方
法。

Protocol String HTTP 协议类型。

Url String
http://www.aliyun.
com

回调的URL地址。

OpenApiParam
eters

Array of
OpenApiParam
eters

回调API的参数含义。

OpenApiParam
eters

Action String PutLogs API名称。

Arn String

acs:log:cn-
hangzhou::project/
cms-log-
mon***/logstore/cx
xxx***

ARN资源描述。

格
式：  arn:acs:${Service}:${Region}:${A
ccount}:${ResourceType}/${ResourceId}
 。各字段含义如下：

Service：阿里云产品。

Region：地域ID。

Account：阿里云账号ID。

ResourceType：资源类型。

ResourceId：资源ID。

Id String 3 API回调通知方式的唯一标识。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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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String log API对应的云产品ID。

Region String cn-hangzhou 资源对应的地域。

Role String MyRole 角色名称。

Version String 2019-01-01 API的版本。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EventRuleTargetList
&RuleName=testRul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EventRuleTargetListResponse>
    <RequestId>87170bc7-e28a-4c93-b9bf-90a1dbe84736</RequestId>
    <ContactParameters>
       <ContactParameter>
          <ContactGroupName>默认告警通知组</ContactGroupName>
          <Level>3</Level>
          <Id>1</Id>
       </ContactParameter>
    </ContactParameters>
    <SlsParameters>
       <SlsParameter>
          <Project>project_test</Project>
          <LogStore>logstore_test</LogStore>
          <Region>cn-hangzhou</Region>
          <Arn>acs:log:cn-hangzhou::project/cms-log-mon***/logstore/cxxxx***</Arn>
          <Id>2</Id>
       </SlsParameter>
    </SlsParameters>
    <Code>200</Code>
</DescribeEventRuleTargetList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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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87170bc7-e28a-4c93-b9bf-90a1dbe84736",
    "ContactParameters":{
        "ContactParameter":[
            {
                "ContactGroupName":"默认告警通知组",
                "Level":"3",
                "Id":"1"
            } 
        ]
    },
    "SlsParameters":{
        "SlsParameter":[
            {
                "Project":"project_test",
                "LogStore":"logstore_test",
                "Region":"cn-hangzhou",
                "Arn":"acs:log:cn-hangzhou::project/cms-log-mo****/logstore/c***",
                "Id":"2"
            }]
    },
    "Code":"20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PutCustomEventRule接口创建自定义事件报警规则。

调用本接口前，请先调用PutCustomEvent接口上报自定义事件的监控数据，详情请参见PutCustomEvent。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PutCustomEventR
ule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PutCustomEventRule。

ContactGroups String 是 ECS_Group
报警联系人组。多个联系人组之间用英文
逗号（,）分隔。

2.15.4.10. PutCustomEventRule2.15.4.10. PutCustomEventRule

API参考··API参考（2019-01-01） 云监控

524 > 文档版本：20220527

https://error-center.aliyun.com/status/product/Cms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72502202/task18341805/~~115012~~
https://api.aliyun.com/#product=Cms&api=PutCustomEventRule&type=RPC&version=2019-01-01


EventName String 是 HostDown
自定义事件名称。获取方法请参
见DescribeCustomEventAttribute。

GroupId String 是 7378****

应用分组ID。获取方法请参
见DescribeCustomEventAttribute。

说明 说明 0表示上报的自定义事件
不属于任何一个应用分组。

Level String 是 CRIT ICAL

报警级别。取值：

CRIT ICAL：严重。

WARN：警告。

INFO：信息。

RuleId String 是 CustomRuleId1

报警规则ID。

说明 说明 如果报警规则ID已存在，
则表示修改报警规则；如果报警规则
ID不存在，则表示创建报警规则。

RuleName String 是 CustomeRule 报警规则名称。

Threshold String 是 99 报警阈值。

Webhook String 否
https://www.aliy
un.com

报警发生回调时指定的URL地址，向URL发
送POST请求。

EffectiveInterval String 否 00:00-23:59
报警规则生效的时间范围。取值范围：
00:00-23:59。

Period String 否 60
自定义事件监控数据的聚合周期。单位：
秒。取值为60或60的整数倍。默认值：
300。

EmailSubject String 否 ECS实例 报警邮件主题。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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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has
failed due to a
temporary failure of
the server.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AD5DCD82-BD1C-
405F-BAED-
32302DE9F498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PutCustomEventRule
&ContactGroups=ECS_Group
&EventName=HostDown
&GroupId=7378****
&Level=CRITICAL
&RuleId=CustomRuleId1
&RuleName=CustomeRule
&Threshold=99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PutCustomEventRuleResponse>
   <RequestId>AD5DCD82-BD1C-405F-BAED-32302DE9F498</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PutCustomEventRule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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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AD5DCD82-BD1C-405F-BAED-32302DE9F498",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ContactListByContactGroup接口查询报警联系组中的报警联系人列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ContactLi
stByContactGrou
p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ContactListByContactGroup。

ContactGroupNa
me

String 是 CloudMonitor 报警联系组名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Contacts
Array of
Contact

报警联系人。

Contact

Channels Struct 报警通道。

2.15.5. 报警联系人2.15.5. 报警联系人

2.15.5.1. DescribeContactListByContactGroup2.15.5.1. DescribeContactListByContact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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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IM String Alice

报警联系人的旺旺名称。

说明 说明 该参数仅适用于中国站。

DingWebHook String

https://oapi.dingtal
k.com/robot/send?
access_token=9bf44
f8189597d07dfdd7a
123455ffc112****

报警联系人的钉钉机器人地址。

Mail String alice@example.com 报警联系人的Email地址。

SMS String 1333333****

报警联系人的手机号码。

说明 说明 该参数仅适用于中国站。

CreateT ime Long 1552314252000 创建报警联系人的时间戳。

Desc String ECS 报警联系组的描述。

Name String Alice 报警联系人的姓名。

UpdateTime Long 1552314252000 报警联系人的更新时间。

Message String
The group is not
exists.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5ECC2-B9BE-
42A4-8FA3-
1A610FB08B83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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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ContactListByContactGroup
&ContactGroupName=CloudMonitor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ContactListByContactGroupResponse>
   <RequestId>96B41DE5-6DC9-4FAF-A790-3D4AA17C1F09</RequestId>
   <Contacts>
      <Contact>
         <Desc></Desc>
         <CreateTime>1604024233000</CreateTime>
         <UpdateTime>1604024233000</UpdateTime>
         <Channels>
            <SMS></SMS>
         </Channels>
         <Name>Alice</Name>
      </Contact>
   </Contacts>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ContactListByContactGroup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96B41DE5-6DC9-4FAF-A790-3D4AA17C1F09",
  "Contacts": {
    "Contact": [
      {
        "Desc": "",
        "CreateTime": 1604024233000,
        "UpdateTime": 1604024233000,
        "Channels": {
          "SMS": ""
        },
        "Name": "Alice"
      }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2.15.5.2. DeleteContactGroup2.15.5.2. DeleteContact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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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DeleteContactGroup接口删除报警联系人组。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ContactGro
up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leteContactGroup。

ContactGroupNa
me

String 是 我的报警组 报警联系组名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success 返回信息。

RequestId String
F722BE59-2400-
4A64-9C1A-
AD886AED9A69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true表示成功，false表示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ContactGroup
&ContactGroupName=我的报警组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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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ContactGroupResponse>
      <RequestId>F722BE59-2400-4A64-9C1A-AD886AED9A69</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DeleteContactGroup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F722BE59-2400-4A64-9C1A-AD886AED9A69",
  "Success": true,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ContactGroupList接口查询报警联系组列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ContactG
roupList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ContactGroupList。

PageSize Integer 否 1 每页显示记录条数。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0 页码。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2.15.5.3. DescribeContactGroupList2.15.5.3. DescribeContactGroupList

云监控 API参考··API参考（2019-01-01）

> 文档版本：20220527 531

https://error-center.aliyun.com/status/product/Cms
https://api.aliyun.com/#product=Cms&api=DescribeContactGroupList&type=RPC&version=2019-01-01


ContactGroupLi
st

Array of
ContactGroup

报警联系组详情列表。

ContactGroup

Contacts List Jimmy 报警联系人列表。

CreateT ime Long 1507070598000
创建时间。Unix时间戳：从1970年1月1日开始所
经过的毫秒数。

Describe String PE报警组 报警联系组描述信息。

EnableSubscrib
ed

Boolean true

是否开启周报订阅。

true：开启。

false：关闭。

EnabledWeekly
Report

Boolean true

是否支持周报订阅。取值：

true：支持。

false：不支持。

说明 说明 目前仅ECS实例数量大于5的阿
里云账号支持周报订阅。

Name String Contact1 报警联系组的名称。

UpdateTime Long 1589447759000
修改时间。Unix时间戳：从1970年1月1日开始所
经过的毫秒数。

ContactGroups List
{ "ContactGroup": [
"ECS_Group", "Jim" ]
}

报警联系组列表。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is not
authorization.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916EE694-03C2-
47B6-85EE-
5054E3C168D3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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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Total Integer 22 总记录条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ContactGroupLi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ContactGroupListResponse>
    <ContactGroupList>
       <ContactGroup>
          <Describe></Describe>
          <Contacts>
             <Contact>Jimmy</Contact>
          </Contacts>
          <CreateTime>1507070598000</CreateTime>
          <UpdateTime>1589447759000</UpdateTime>
          <EnabledWeeklyReport>true</EnabledWeeklyReport>
          <EnableSubscribed>false</EnableSubscribed>
          <Name>Contact1</Name>
       </ContactGroup>
    </ContactGroupList>
    <ContactGroups>
       <ContactGroup>MyContactGroup1</ContactGroup>
    </ContactGroups>
    <RequestId>38516F54-0364-479E-AFCB-E856A4FFB67E</RequestId>
    <Total>1</Total>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ContactGroupList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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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ctGroupList": {
  "ContactGroup": [
   {
    "Describe": "",
    "Contacts": {
     "Contact": [
      "Jimmy"
     ]
    },
    "CreateTime": 1507070598000,
    "UpdateTime": 1589447759000,
    "EnabledWeeklyReport": true,
    "EnableSubscribed": false,
    "Name": "Contact1"
   }
  ]
 },
 "ContactGroups": {
  "ContactGroup": [
   "MyContactGroup1"
  ]
 },
 "RequestId": "38516F54-0364-479E-AFCB-E856A4FFB67E",
 "Total": 1,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PutContact接口创建或修改报警联系人信息。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PutContact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PutContact。

ContactName String 是 Alice 报警联系人姓名。

2.15.5.4. PutContact2.15.5.4. Put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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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 String 是 ECS_Instance 报警联系人描述详情。

Channels.SMS String 否 1333333****

手机号码。手机号码会收到一个激活链
接， 激活之后您才会被加入到联系人中。

手机号码、邮箱、钉钉机器人和旺旺最少
添加一种联系方式。

Channels.Mail String 否 test@aliyun.com

Email地址。Email会收到一个激活链接，
激活之后您才会被加入到联系人中。

手机号码、邮箱、钉钉机器人和旺旺最少
添加一种联系方式。

Channels.DingWe
bHook

String 否

https://oapi.ding
talk.com/robot/s
end?
access_token=7d
49515e8ebf2110
6a80a9cc4bb3d2
47771305d52fb1
5d6201234565***
*

钉钉机器人。

手机号码、邮箱、钉钉机器人和旺旺最少
添加一种联系方式。

Channels.AliIM String 否 Jim

旺旺联系人。

手机号码、邮箱、钉钉机器人和旺旺最少
添加一种联系方式。

Lang String 否 zh-cn

报警的语言类型。取值：

zh-cn：简体中文。

en：英文。

说明 说明 如果不设置该参数，则自
动按照账号归属地域自动识别。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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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is not
authorization.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181C406E-9DE4-
484C-9C61-
37AE9A1A12EE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PutContact
&ContactName=Alice
&Describe=ECS_Instanc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PutContactResponse>
      <Code>200</Code>
      <RequestId>181C406E-9DE4-484C-9C61-37AE9A1A12EE</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PutContact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F7FA82F0-8627-441B-9B2B-8663617F36B9",
  "Success": true,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3 InvalidAuthorization Permission denied 没有权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2.15.5.5. DeleteContact2.15.5.5. Delete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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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DeleteContact接口删除报警联系人。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Contact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DeleteContact。

ContactName String 是 张三 报警联系人姓名。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success 返回信息。

RequestId String
50D4CFE1-01E5-
4543-939C-
18BC01E3EC1C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true表示成功，false表示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Contact
&ContactName=张三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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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ContactResponse>
      <RequestId>50D4CFE1-01E5-4543-939C-18BC01E3EC1C</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ode>200</Code>
</DeleteContact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50D4CFE1-01E5-4543-939C-18BC01E3EC1C",
  "Success": true,
  "Code":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ContactList接口查询报警联系人列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ContactLi
st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ContactList。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的记录条数。默认值：100。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当前页码。默认值：1。

ContactName String 否 Alice 报警联系人姓名。

ChanelType String 否 Email

报警类型。

目前只支持Email（电子邮件）、 SMS（短
信）、AliIM（旺旺）和DingWebHook（钉
钉机器人）。

2.15.5.6. DescribeContactList2.15.5.6. DescribeContact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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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elValue String 否
alice@example.c
om

报警类型的值。

当ChanelType设置为Email时，需要设置
该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06D5ECC2-B9BE-
42A4-8FA3-
1A610FB08B83

请求ID。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is not
authorization.

错误信息。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Contacts
Array of
Contact

报警联系方式。

Contact

Channels Struct 报警通知方式。

AliIM String Alice 旺旺名称。

DingWebHook String

https://oapi.dingtal
k.com/robot/send?
access_token=9bf44
f8189597d07dfdd7a
123455ffc112****

钉钉机器人地址。

Mail String alice@example.com 邮件地址。

SMS String 1333333**** 手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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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sState Struct

报警通道的状态。

因为短信、电话号码和Email需要激活以后才能使
用，所以当添加或修改报警通道时，如果处于未
激活状态，则为PENDING；如果处于激活状态，
则为OK。

AliIM String OK

旺旺名称的状态正常。

目前取值只支持：OK。OK表示旺旺名状态正
常，对应的报警通道正常，可正常报警。

说明 说明 该参数仅适用于中国站。

DingWebHook String OK

钉钉机器人的状态正常。

目前取值只支持：OK。OK表示钉钉机器人状态
正常，对应的报警通道正常，可正常报警。

Mail String PENDING

Email的状态。取值：

PENDING：对应报警通道未激活，激活后才能
使用。

OK：对应报警通道正常，可正常报警。

SMS String OK

短信的状态。取值：

PENDING：对应报警通道未激活，激活后才能
使用。

OK：对应报警通道正常，可正常报警。

说明 说明 该参数仅适用于中国站。

ContactGroups List
{ "ContactGroup": [
"ECS_Group", "Jim" ]
}

报警联系组列表。

CreateT ime Long 1552356159000 创建时间戳。

Desc String ECS联系人 描述信息。

Lang String zh-cn

报警的语言类型。取值：

zh-cn：简体中文。

en：英文。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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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String Alice 报警联系人姓名。

UpdateTime Long 1552356159000 报警更新时间戳。

Total Integer 15 总记录条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ContactLi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ContactListResponse>
    <RequestId>A1267F27-942F-40EE-9254-57FE16E3C9AB</RequestId>
    <Contacts>
       <Contact>
          <Desc>Contact Desc</Desc>
          <ContactGroups>
             <ContactGroup>ECS_Group</ContactGroup>
             <ContactGroup>Jim</ContactGroup>
          </ContactGroups>
          <ChannelsState>
             <SMS>PENDING</SMS>
             <Mail>OK</Mail>
          </ChannelsState>
          <CreateTime>1583307692000</CreateTime>
          <UpdateTime>1589441072000</UpdateTime>
          <Channels>
             <Mail>alice@example.com</Mail>
             <SMS>155*******</SMS>
          </Channels>
          <Name>Alice</Name>
          <Lang>zh-cn</Lang>
       </Contact>
    </Contacts>
    <Total>25</Total>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ContactList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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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A1267F27-942F-40EE-9254-57FE16E3C9AB",
 "Contacts": {
  "Contact": [
   {
    "Desc": "Contact Desc",
    "ContactGroups": {
     "ContactGroup": [
      "ECS_Group",
      "Jim"
     ]
    },
                "ChannelsState":{
                    "SMS":"PENDING",
                    "Mail":"OK"
                },
    "CreateTime": 1583307692000,
    "UpdateTime": 1589441072000,
    "Channels": {
     "Mail": "alice@example.com",
     "SMS": "155*******"
    },
    "Name": "Alice",
    "Lang":"zh-cn"
   }
  ]
 },
 "Total": 25,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PutContactGroup接口创建或修改报警联系组。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创建报警联系组  ECS_Group 。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2.15.5.7. PutContactGroup2.15.5.7. PutContact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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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String 是 PutContactGroup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PutContactGroup。

ContactGroupNa
me

String 是 ECS_Group

报警联系组的名称。

关于如何获取报警联系组的名称，请参
见DescribeContactGroupList。

Describe String 否 ECS_Alert_Group 报警联系组的描述信息。

EnableSubscribed Boolean 否 true

是否开启周报订阅功能。取值：

true：是。

false：否。

说明 说明 目前仅当ECS实例等于或
大于5时，才能开启周报订阅功能。

ContactNames.N
RepeatLi
st

否 Alice
报警联系人的名称。N的取值范围：
1~100。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Illegal parameters.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B4E30DB6-F069-
5D0B-A589-
2A89F7D62A57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示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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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PutContactGroup
&ContactGroupName=ECS_Group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PutContactGroupResponse>
   <RequestId>B4E30DB6-F069-5D0B-A589-2A89F7D62A57</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PutContactGroup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B4E30DB6-F069-5D0B-A589-2A89F7D62A57",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ProductsOfActiveMetricRule接口查询开通一键报警规则的云服务列表。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Products
OfActiveMetricRul
e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ProductsOfActiveMetricRule。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2.15.6. 一键报警2.15.6. 一键报警

2.15.6.1. DescribeProductsOfActiveMetricRule2.15.6.1. DescribeProductsOfActiveMetric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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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AllProductInitM
etricRuleList

Array of
AllProductInitM
etricRule

开通一键报警的云服务列表。

AllProductInitM
etricRule

AlertInitConfigLi
st

Array of
AlertInitConfig

初始化开通一键报警云服务的规则列表。

AlertInitConfig

EvaluationCoun
t

String 3 报警重试次数。

MetricName String cpu_total 监控项名称。详情请参见云服务监控项。

Namespace String acs_rds_dashboard
指标所属空间。用于区分每个云服务配置。详情
请参见云服务监控项。

Period String 1m
监控数据的聚合周期。单位：分钟。详情请参
见云服务监控项。

Statistics String Average 报警统计方法。详情请参见云服务监控项。

Threshold String 90 报警阈值。

Product String ecs 阿里云服务缩写。

Code Integer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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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points String ecs,rds

开通一键报警的云服务列表。云服务之间用英文
逗号（,）分隔。取值：

ecs：云服务器ECS。

rds：云数据库RDS版。

slb：负载均衡。

redis_standard：云数据库Redis标准版。

redis_sharding：云数据库Redis集群版。

redis_splitrw：云数据库Redis读写分离版。

mongodb：云数据库MongoDB版（副本
集）。

mongodb_sharding：云数据库MongoDB版
（分片集群）。

hbase：云数据库HBase版。

elasticsearch：Elasticsearch。

opensearch：OpenSearch。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is not
authorization.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F82E6667-7811-
4BA0-842F-
5B2DC42BBAAD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ProductsOfActiveMetricRul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ProductsOfActiveMetricRuleResponse>
    <RequestId>A4FFAEFF-4225-4EF6-8F63-FAAA8F58289D</RequestId>
    <AllProductInitMetricRuleList>
       <AllProductInitMetricRule>
          <AlertInitConfigList>
             <AlertInitConfig>
                <MetricName>CPUUtilization</MetricName>
                <EvaluationCount>5</EvaluationCount>
                <Period>1m</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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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istics>Average</Statistics>
                <Namespace>acs_ecs_dashboard</Namespace>
                <Threshold>95</Threshold>
             </AlertInitConfig>
             <AlertInitConfig>
                <MetricName>vm.DiskUtilization</MetricName>
                <EvaluationCount>5</EvaluationCount>
                <Period>1m</Period>
                <Statistics>Average</Statistics>
                <Namespace>acs_ecs_dashboard</Namespace>
                <Threshold>95</Threshold>
             </AlertInitConfig>
             <AlertInitConfig>
                <MetricName>vm.MemoryUtilization</MetricName>
                <EvaluationCount>5</EvaluationCount>
                <Period>1m</Period>
                <Statistics>Average</Statistics>
                <Namespace>acs_ecs_dashboard</Namespace>
                <Threshold>95</Threshold>
             </AlertInitConfig>
             <AlertInitConfig>
                <MetricName>InternetOutRate_Percent</MetricName>
                <EvaluationCount>5</EvaluationCount>
                <Period>1m</Period>
                <Statistics>Average</Statistics>
                <Namespace>acs_ecs_dashboard</Namespace>
                <Threshold>95</Threshold>
             </AlertInitConfig>
          </AlertInitConfigList>
          <Product>ecs</Product>
       </AllProductInitMetricRule>
       <AllProductInitMetricRule>
          <AlertInitConfigList>
             <AlertInitConfig>
                <MetricName>CpuUsage</MetricName>
                <EvaluationCount>5</EvaluationCount>
                <Period>5m</Period>
                <Statistics>Average</Statistics>
                <Namespace>acs_rds_dashboard</Namespace>
                <Threshold>80</Threshold>
             </AlertInitConfig>
             <AlertInitConfig>
                <MetricName>DiskUsage</MetricName>
                <EvaluationCount>5</EvaluationCount>
                <Period>5m</Period>
                <Statistics>Average</Statistics>
                <Namespace>acs_rds_dashboard</Namespace>
                <Threshold>80</Threshold>
             </AlertInitConfig>
             <AlertInitConfig>
                <MetricName>IOPSUsage</MetricName>
                <EvaluationCount>5</EvaluationCount>
                <Period>5m</Period>
                <Statistics>Average</Statistics>
                <Namespace>acs_rds_dashboard</Nam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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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space>acs_rds_dashboard</Namespace>
                <Threshold>80</Threshold>
             </AlertInitConfig>
             <AlertInitConfig>
                <MetricName>ConnectionUsage</MetricName>
                <EvaluationCount>5</EvaluationCount>
                <Period>5m</Period>
                <Statistics>Average</Statistics>
                <Namespace>acs_rds_dashboard</Namespace>
                <Threshold>80</Threshold>
             </AlertInitConfig>
             <AlertInitConfig>
                <MetricName>DataDelay</MetricName>
                <EvaluationCount>5</EvaluationCount>
                <Period>5m</Period>
                <Statistics>Average</Statistics>
                <Namespace>acs_rds_dashboard</Namespace>
                <Threshold>5</Threshold>
             </AlertInitConfig>
          </AlertInitConfigList>
          <Product>rds</Product>
       </AllProductInitMetricRule>
       <AllProductInitMetricRule>
          <AlertInitConfigList>
             <AlertInitConfig>
                <MetricName>DocSizeRatiobyApp</MetricName>
                <EvaluationCount>1</EvaluationCount>
                <Period>10m</Period>
                <Statistics>Maximum</Statistics>
                <Namespace>acs_opensearch</Namespace>
                <Threshold>85</Threshold>
             </AlertInitConfig>
             <AlertInitConfig>
                <MetricName>lossqpsbyapp</MetricName>
                <EvaluationCount>1</EvaluationCount>
                <Period>10m</Period>
                <Statistics>Maximum</Statistics>
                <Namespace>acs_opensearch</Namespace>
                <Threshold>0</Threshold>
             </AlertInitConfig>
             <AlertInitConfig>
                <MetricName>ComputeResourceRatiobyApp</MetricName>
                <EvaluationCount>1</EvaluationCount>
                <Period>10m</Period>
                <Statistics>Maximum</Statistics>
                <Namespace>acs_opensearch</Namespace>
                <Threshold>85</Threshold>
             </AlertInitConfig>
             <AlertInitConfig>
                <MetricName>app_realtime_write_latency</MetricName>
                <EvaluationCount>1</EvaluationCount>
                <Period>20m</Period>
                <Statistics>Maximum</Statistics>
                <Namespace>acs_opensearch</Namespace>
                <Threshold>1800000</Thres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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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eshold>1800000</Threshold>
             </AlertInitConfig>
          </AlertInitConfigList>
          <Product>opensearch</Product>
       </AllProductInitMetricRule>
    </AllProductInitMetricRuleList>
    <Datapoints>rds,redis_standard</Datapoints>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ProductsOfActiveMetricRul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A4FFAEFF-4225-4EF6-8F63-FAAA8F58289D",
    "AllProductInitMetricRuleList": {
        "AllProductInitMetricRule": [
            {
                "AlertInitConfigList": {
                    "AlertInitConfig": [
                        {
                            "MetricName": "CPUUtilization",
                            "EvaluationCount": "5",
                            "Period": "1m",
                            "Statistics": "Average",
                            "Namespace": "acs_ecs_dashboard",
                            "Threshold": "95"
                        },
                        {
                            "MetricName": "vm.DiskUtilization",
                            "EvaluationCount": "5",
                            "Period": "1m",
                            "Statistics": "Average",
                            "Namespace": "acs_ecs_dashboard",
                            "Threshold": "95"
                        },
                        {
                            "MetricName": "vm.MemoryUtilization",
                            "EvaluationCount": "5",
                            "Period": "1m",
                            "Statistics": "Average",
                            "Namespace": "acs_ecs_dashboard",
                            "Threshold": "95"
                        },
                        {
                            "MetricName": "InternetOutRate_Percent",
                            "EvaluationCount": "5",
                            "Period": "1m",
                            "Statistics": "Average",
                            "Namespace": "acs_ecs_dashboard",
                            "Threshold": "9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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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duct": "ecs"
            },
            {
                "AlertInitConfigList": {
                    "AlertInitConfig": [
                        {
                            "MetricName": "CpuUsage",
                            "EvaluationCount": "5",
                            "Period": "5m",
                            "Statistics": "Average",
                            "Namespace": "acs_rds_dashboard",
                            "Threshold": "80"
                        },
                        {
                            "MetricName": "DiskUsage",
                            "EvaluationCount": "5",
                            "Period": "5m",
                            "Statistics": "Average",
                            "Namespace": "acs_rds_dashboard",
                            "Threshold": "80"
                        },
                        {
                            "MetricName": "IOPSUsage",
                            "EvaluationCount": "5",
                            "Period": "5m",
                            "Statistics": "Average",
                            "Namespace": "acs_rds_dashboard",
                            "Threshold": "80"
                        },
                        {
                            "MetricName": "ConnectionUsage",
                            "EvaluationCount": "5",
                            "Period": "5m",
                            "Statistics": "Average",
                            "Namespace": "acs_rds_dashboard",
                            "Threshold": "80"
                        },
                        {
                            "MetricName": "DataDelay",
                            "EvaluationCount": "5",
                            "Period": "5m",
                            "Statistics": "Average",
                            "Namespace": "acs_rds_dashboard",
                            "Threshold": "5"
                        }
                    ]
                },
                "Product": "rds"
            },
            {
                "AlertInitConfigList": {
                    "AlertInitConfig": [
                        {
                            "MetricName": "DocSizeRatiobyApp",
                            "EvaluationCount": "1",

API参考··API参考（2019-01-01） 云监控

550 > 文档版本：20220527



                            "EvaluationCount": "1",
                            "Period": "10m",
                            "Statistics": "Maximum",
                            "Namespace": "acs_opensearch",
                            "Threshold": "85"
                        },
                        {
                            "MetricName": "lossqpsbyapp",
                            "EvaluationCount": "1",
                            "Period": "10m",
                            "Statistics": "Maximum",
                            "Namespace": "acs_opensearch",
                            "Threshold": "0"
                        },
                        {
                            "MetricName": "ComputeResourceRatiobyApp",
                            "EvaluationCount": "1",
                            "Period": "10m",
                            "Statistics": "Maximum",
                            "Namespace": "acs_opensearch",
                            "Threshold": "85"
                        },
                        {
                            "MetricName": "app_realtime_write_latency",
                            "EvaluationCount": "1",
                            "Period": "20m",
                            "Statistics": "Maximum",
                            "Namespace": "acs_opensearch",
                            "Threshold": "1800000"
                        }
                    ]
                },
                "Product": "opensearch"
            }
        ]
    },
    "Datapoints": "rds,redis_standard",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EnableActiveMetricRule接口启用一键报警规则。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2.15.6.2. EnableActiveMetricRule2.15.6.2. EnableActiveMetric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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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EnableActiveMetri
cRule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EnableActiveMetricRule。

Product String 是 ecs

支持一键报警规则的云服务名称。取值：

ecs：云服务器ECS。

rds：云数据库RDS版）

slb：负载均衡。

redis_standard：云数据库Redis标准
版。

redis_sharding：云数据库Redis集群
版。

redis_splitrw：云数据库Redis读写分离
版。

mongodb：云数据库MongoDB版（副
本集）。

mongodb_sharding：云数据库
MongoDB版（分片集群）。

hbase：云数据库HBase版。

elasticsearch：Elasticsearch。

opensearch：OpenSearch。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is not
authorization.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F82E6667-7811-
4BA0-842F-
5B2DC42BBAAD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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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EnableActiveMetricRule
&Product=ecs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nableActiveMetricRuleResponse>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RequestId>55850888-9CCE-4FD5-B949-5F8947D63929</RequestId>
</EnableActiveMetricRuleResponse>

 JSON  格式

{
  "Code": "200",
  "Success": true,
  "RequestId": "55850888-9CCE-4FD5-B949-5F8947D63929"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ActiveMetricRuleList接口查询一键报警规则的列表详情。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ActiveMe
tricRuleList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escribeActiveMetricRuleList。

2.15.6.3. DescribeActiveMetricRuleList2.15.6.3. DescribeActiveMetricRule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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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String 是 ecs

云服务名称缩写。目前支持的云服务如
下：

ecs：云服务器ECS。

rds：云数据库RDS版。

slb：负载均衡。

redis_standard：云数据库Redis标准
版。

redis_sharding：云数据库Redis集群
版。

redis_splitrw：云数据库Redis读写分离
版。

mongodb：云数据库MongoDB版（副
本集）。

mongodb_sharding：云数据库
MongoDB版（分片集群）。

hbase：云数据库HBase版。

elasticsearch：Elasticsearch。

opensearch：OpenSearch。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AlertList Array of Alert
报警规则列表。该列表的结构和获取报警规则列
表保持统一。

Alert

AlertState String OK

报警规则状态。取值：

OK：正常。

ALARM：报警。

INSUFFICIENT_DATA：无数据。

ContactGroups String ECS_Group 报警联系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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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s String ""

维度Map，用于查询指定资源的监控数据。

格式为：key-value键值对形式的集合。常用的
key-value集合为：  instanceId:XXXXXX 。

Key和Value的长度为1~64个字节，超过64个字
节时截取前64字节。

Key和Value的取值可包含英文字母、数字、英文
句点（.）、短划线（-）、下划线（_）、正斜线
（/）和反斜线（\）。

说明 说明 Dimensions传入时需要使用
JSON字符串表示该Map对象，必须按顺序传
入。

EffectiveInterva
l

String 00:00-23:59 报警规则的生效时间段。

EnableState Boolean true

报警规则的启用状态。取值：

true：启用。

false：禁用。

Escalations Struct 报警分级别触发条件。

Critical Struct Crit ical级别报警触发条件。

ComparisonOp
erator

String
GreaterThanThresho
ld

Crit ical级别阈值比较符。取值：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大于等
于。

GreaterThanThreshold：大于。

LessThanOrEqualToThreshold：小于等于。

LessThanThreshold：小于。

NotEqualToThreshold：不等。

Greater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上
涨。

Less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下降。

Greater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间
上涨。

Less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间下
降。

Greater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上涨。

Less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下降。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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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s String Average Crit ical级别报警统计方法。

Threshold String 99 Crit ical级别阈值。

Times String 3
Crit ical级别连续出现次数。Critical级别连续出现
达到该值且超过阈值才会触发报警。

Info Struct Info级别报警触发条件。

ComparisonOp
erator

String
GreaterThanThresho
ld

Info级别阈值比较符。取值：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大于等
于。

GreaterThanThreshold：大于。

LessThanOrEqualToThreshold：小于等于。

LessThanThreshold：小于。

NotEqualToThreshold：不等。

Greater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上
涨。

Less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下降。

Greater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间
上涨。

Less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间下
降。

Greater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上涨。

Less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下降。

Statistics String Average Info级别报警统计方法。

Threshold String 95 Info级别阈值。

Times String 3
Info级别连续出现次数。Info级别连续出现达到
该值且超过阈值才会触发报警。

Warn Struct Wan级别报警触发条件。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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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Op
erator

String
GreaterThanThresho
ld

Crit ical级别阈值比较符。取值：

GreaterThanOrEqualToThreshold：大于等
于。

GreaterThanThreshold：大于。

LessThanOrEqualToThreshold：小于等于。

LessThanThreshold：小于。

NotEqualToThreshold：不等。

Greater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上
涨。

LessThanYesterday：同比昨天时间下降。

Greater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间
上涨。

LessThanLastWeek：同比上周同一时间下
降。

Greater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上涨。

LessThanLastPeriod：环比上周期下降。

Statistics String Average Warn级别报警统计方法。

Threshold String 80 Warn级别阈值。

Times String 3
Wan级别连续出现次数。Wan级别连续出现达到
该值且超过阈值才会触发报警。

MailSubject String ECS_Bucket 发送邮件的主题。

MetricName String cpu_total 监控项的名称。

Namespace String acs_ecs_dashboard 云服务的命名空间。请参考云服务主要监控项。

NoEffectiveInte
rval

String 00:00-06:00 报警不生效的时间段。

Period String 60
监控数据的聚合周期。单位：秒。默认取值为监
控项对应的最小频率，通常不需要指定。

Resources String [{"resource":"_ALL"}]
报警规则关联的资源。 一键报警关联所有的资
源，该结果目前是固定取值。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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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Id String ruleIdxxxx 报警规则ID。

RuleName String myAlert 报警规则名称。

SilenceTime String 86400 通道沉默时间。单位：秒， 默认：86400。

Webhook String
http://www.aliyun.
com

URL回调地址。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Datapoints Array of Alarm 报警规则列表。

Alarm

ComparisonOp
erator

String >

报警规则比较符。取值：

 > 
 < 
 >= 
 <= 
 = 
 = 

ContactGroups String ECS_Group 报警联系人组。

Enable String true

报警规则的启用状态。取值：

true：启用。

false：禁用。

EndTime String 24
报警规则失效时间。单位：小时。例如：23表
示  23:59:59 。

EvaluationCoun
t

String 3 重试次数。

MetricName String cpu_total 监控项名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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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space String acs_ecs_dashboard 云服务的命名空间。请参考云服务主要监控项。

Period String 60
监控数据的聚合周期。单位：秒。默认取值为监
控项对应的最小频率，通常不需要指定。

RuleId String
a151cd6023eacee2f
0978e03863cc1697c
89508****

报警规则ID。

RuleName String
SystemDefault_acs_
rds_dashboard_Cpu
Usage

报警规则名称。

SilenceTime String 86400 通道沉默时间。单位：秒， 默认：86400。

StartT ime String 00
报警规则生效起始时间。单位：小时。例如：00
表示  00：00：00 。

State String Enable 报警规则的启用状态。

Statistics String Average 统计方法。

Threshold String 90 报警阈值。

Webhook String
http://www.aliyun.
com

URL回调地址。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is not
authorization.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F82E6667-7811-
4BA0-842F-
5B2DC42BBAAD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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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ActiveMetricRuleList
&Product=ecs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ActiveMetricRuleListResponse>
    <AlertList>
       <Alert>
          <SilenceTime>86400</SilenceTime>
          <ContactGroups>ECS_Group</ContactGroups>
          <NoEffectiveInterval></NoEffectiveInterval>
          <MailSubject>${serviceType}-${metricName}-${levelDescription}</MailSubject>
          <RuleId>SystemDefault_acs_rds_dashboard_IOPSUsage</RuleId>
          <Period>300</Period>
          <Dimensions></Dimensions>
          <EffectiveInterval></EffectiveInterval>
          <Namespace>acs_rds_dashboard</Namespace>
          <AlertState>INSUFFICIENT_DATA</AlertState>
          <MetricName>IOPSUsage</MetricName>
          <EnableState>true</EnableState>
          <Escalations>
             <Critical></Critical>
             <Info>
                <ComparisonOperator>GreaterThanThreshold</ComparisonOperator>
                <Times>5</Times>
                <Statistics>Average</Statistics>
                <Threshold>80</Threshold>
             </Info>
             <Warn></Warn>
          </Escalations>
          <Webhook></Webhook>
          <Resources>[{\"resource\":\"_ALL\"}]</Resources>
          <RuleName>SystemDefault_acs_rds_dashboard_IOPSUsage</RuleName>
       </Alert>
       <Alert>
          <SilenceTime>86400</SilenceTime>
          <ContactGroups>ECS_Group</ContactGroups>
          <NoEffectiveInterval></NoEffectiveInterval>
          <MailSubject>${serviceType}-${metricName}-${levelDescription}</MailSubject>
          <RuleId>SystemDefault_acs_rds_dashboard_CpuUsage</RuleId>
          <Period>300</Period>
          <Dimensions></Dimensions>
          <EffectiveInterval></EffectiveInterval>
          <Namespace>acs_rds_dashboard</Namespace>
          <AlertState>INSUFFICIENT_DATA</AlertState>
          <MetricName>CpuUsage</MetricName>
          <EnableState>true</EnableState>
          <Escalations>
             <Critical></Critical>
             <Info>
                <ComparisonOperator>GreaterThanThreshold</ComparisonOp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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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risonOperator>GreaterThanThreshold</ComparisonOperator>
                <Times>5</Times>
                <Statistics>Average</Statistics>
                <Threshold>80</Threshold>
             </Info>
             <Warn></Warn>
          </Escalations>
          <Webhook></Webhook>
          <Resources>[{\"resource\":\"_ALL\"}]</Resources>
          <RuleName>SystemDefault_acs_rds_dashboard_CpuUsage</RuleName>
       </Alert>
    </AlertList>
    <Datapoints>
       <Alarm>
          <SilenceTime>86400</SilenceTime>
          <ContactGroups>[\"Alice\"]</ContactGroups>
          <ComparisonOperator>GreaterThanThreshold</ComparisonOperator>
          <EndTime></EndTime>
          <RuleId>SystemDefault_acs_rds_dashboard_IOPSUsage</RuleId>
          <StartTime></StartTime>
          <Period>300</Period>
          <EvaluationCount>5</EvaluationCount>
          <Statistics>Average</Statistics>
          <Namespace>acs_rds_dashboard</Namespace>
          <MetricName>IOPSUsage</MetricName>
          <State>INSUFFICIENT_DATA</State>
          <Enable>true</Enable>
          <Webhook></Webhook>
          <RuleName>SystemDefault_acs_rds_dashboard_IOPSUsage</RuleName>
          <Threshold>80</Threshold>
       </Alarm>
       <Alarm>
          <SilenceTime>86400</SilenceTime>
          <ContactGroups>[\"Jim\"]</ContactGroups>
          <ComparisonOperator>GreaterThanThreshold</ComparisonOperator>
          <EndTime></EndTime>
          <RuleId>SystemDefault_acs_rds_dashboard_CpuUsage</RuleId>
          <StartTime></StartTime>
          <Period>300</Period>
          <EvaluationCount>5</EvaluationCount>
          <Statistics>Average</Statistics>
          <Namespace>acs_rds_dashboard</Namespace>
          <MetricName>CpuUsage</MetricName>
          <State>INSUFFICIENT_DATA</State>
          <Enable>true</Enable>
          <Webhook></Webhook>
          <RuleName>SystemDefault_acs_rds_dashboard_CpuUsage</RuleName>
          <Threshold>80</Threshold>
       </Alarm>
    </Datapoints>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ActiveMetricRuleList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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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ON 格式

{
    "AlertList": {
        "Alert": [
            {
                "SilenceTime": 86400,
                "ContactGroups": "ECS_Group",
                "NoEffectiveInterval": "",
                "MailSubject": "${serviceType}-${metricName}-${levelDescription}",
                "RuleId": "SystemDefault_acs_rds_dashboard_IOPSUsage",
                "Period": 300,
                "Dimensions": "",
                "EffectiveInterval": "",
                "Namespace": "acs_rds_dashboard",
                "AlertState": "INSUFFICIENT_DATA",
                "MetricName": "IOPSUsage",
                "EnableState": true,
                "Escalations": {
                    "Critical": {},
                    "Info": {
                        "ComparisonOperator": "GreaterThanThreshold",
                        "Times": 5,
                        "Statistics": "Average",
                        "Threshold": "80"
                    },
                    "Warn": {}
                },
                "Webhook": "",
                "Resources": "[{\"resource\":\"_ALL\"}]",
                "RuleName": "SystemDefault_acs_rds_dashboard_IOPSUsage"
            },
            {
                "SilenceTime": 86400,
                "ContactGroups": "ECS_Group",
                "NoEffectiveInterval": "",
                "MailSubject": "${serviceType}-${metricName}-${levelDescription}",
                "RuleId": "SystemDefault_acs_rds_dashboard_CpuUsage",
                "Period": 300,
                "Dimensions": "",
                "EffectiveInterval": "",
                "Namespace": "acs_rds_dashboard",
                "AlertState": "INSUFFICIENT_DATA",
                "MetricName": "CpuUsage",
                "EnableState": true,
                "Escalations": {
                    "Critical": {},
                    "Info": {
                        "ComparisonOperator": "GreaterThanThreshold",
                        "Times": 5,
                        "Statistics": "Average",
                        "Threshold": "80"
                    },
                    "War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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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hook": "",
                "Resources": "[{\"resource\":\"_ALL\"}]",
                "RuleName": "SystemDefault_acs_rds_dashboard_CpuUsage"
            } 
        ]
    },
    "Datapoints": {
        "Alarm": [
            {
                "SilenceTime": 86400,
                "ContactGroups": "[\"Alice\"]",
                "ComparisonOperator": "GreaterThanThreshold",
                "EndTime": "",
                "RuleId": "SystemDefault_acs_rds_dashboard_IOPSUsage",
                "StartTime": "",
                "Period": 300,
                "EvaluationCount": 5,
                "Statistics": "Average",
                "Namespace": "acs_rds_dashboard",
                "MetricName": "IOPSUsage",
                "State": "INSUFFICIENT_DATA",
                "Enable": true,
                "Webhook": "",
                "RuleName": "SystemDefault_acs_rds_dashboard_IOPSUsage",
                "Threshold": "80"
            },
            {
                "SilenceTime": 86400,
                "ContactGroups": "[\"Jim\"]",
                "ComparisonOperator": "GreaterThanThreshold",
                "EndTime": "",
                "RuleId": "SystemDefault_acs_rds_dashboard_CpuUsage",
                "StartTime": "",
                "Period": 300,
                "EvaluationCount": 5,
                "Statistics": "Average",
                "Namespace": "acs_rds_dashboard",
                "MetricName": "CpuUsage",
                "State": "INSUFFICIENT_DATA",
                "Enable": true,
                "Webhook": "",
                "RuleName": "SystemDefault_acs_rds_dashboard_CpuUsage",
                "Threshold": "80"
            }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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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isableActiveMetricRule接口禁用一键报警规则。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isableActiveMetr
icRule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DisableActiveMetricRule。

Product String 是 ecs

支持一键报警规则的云服务名称。取值：

ecs：云服务器ECS。

rds：云数据库RDS版）

slb：负载均衡。

redis_standard：云数据库Redis标准
版。

redis_sharding：云数据库Redis集群
版。

redis_splitrw：云数据库Redis读写分离
版。

mongodb：云数据库MongoDB版（副
本集）。

mongodb_sharding：云数据库
MongoDB版（分片集群）。

hbase：云数据库HBase版。

elasticsearch：Elasticsearch。

opensearch：OpenSearch。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The Request is not
authorization.

错误信息。

2.15.6.4. DisableActiveMetricRule2.15.6.4. DisableActiveMetric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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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 String
F82E6667-7811-
4BA0-842F-
5B2DC42BBAAD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isableActiveMetricRule
&Product=ecs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isableActiveMetricRuleResponse>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RequestId>55850888-9CCE-4FD5-B949-5F8947D63929</RequestId>
</DisableActiveMetricRuleResponse>

 JSON  格式

{
  "Code": "200",
  "Success": true,
  "RequestId": "55850888-9CCE-4FD5-B949-5F8947D63929"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PutHybridMonitorMetricData接口将指定监控数据上报至企业云监控的指定数据源中。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开通企业云监控。具体操作，请参见开通企业云监控。

2.16. 企业云监控2.16. 企业云监控
2.16.1. PutHybridMonitorMetricData2.16.1. PutHybridMonitorMetric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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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单次上报监控数据小于等于1 MB。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将监控指标  CPU_Usage 的监控数据上报至企业云监控的指标仓库  default-
aliyun 中。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PutHybridMonitor
MetricData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Put HybridMonit orMet ricDat aPut HybridMonit orMet ricDat a。

Namespace String 是 default-aliyun

指标仓库名称。

关于如何创建指标仓库，请参
见CreateHybridMonitorNamespace。

MetricList.N.Nam
e

String 是 CPU_Usage

监控指标名称。

格式：由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和下
划线（_）组成。开头必须为大写字母或小
写字母。

MetricList.N.Label
s.N.Key

String 否 IP

监控指标的标签键。

格式：由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和下
划线（_）组成。开头必须为大写字母、小
写字母或下划线（_）。

说明 说明 Key和Value必须同时设
置。

MetricList.N.Label
s.N.Value

String 否 192.168.XX.XX

监控指标的标签值。

说明 说明 Key和Value必须同时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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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icList.N.Value String 是 90
监控指标的取值。

格式：整数或浮点数。

MetricList.N.TS Long 否 1640776119473
监控数据上报的时间戳。

单位：毫秒。默认值为当前时间。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RequestId String
5DB1CBCA-D14A-
55FA-814F-
B4DBD9735F68

请求ID。

ErrorDetail Array of detail

错误参数的详情。

如果您设置的请求参数不符合要求，则会显示错
误参数的详情。

Index Long 0 错误信息在数组中的位置。

ErrorMessage String
label name :123 not
match [a-zA-Z_][a-
zA-Z0-9_]*

错误参数的提示信息。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PutHybridMonitorMetricData
&MetricList.1.1ame=CPU_Usage
&MetricList.1.Value=90
&Namespace=default-aliyun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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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PutHybridMonitorMetricDataResponse>
 <RequestId>5DB1CBCA-D14A-55FA-814F-B4DBD9735F68</RequestId>
 <Code>200</Code>
</PutHybridMonitorMetricData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5DB1CBCA-D14A-55FA-814F-B4DBD9735F68",
  "Code" : "20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CreateHybridMonitorTask接口创建阿里云产品的数据接入任务或SLS日志的监控项。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开通企业云监控。具体操作，请参见开通企业云监控。

如果您需要创建SLS日志的监控项，请确保您已开通SLS日志服务，且已创建日志项目（Project）和日志
库（Logstore）。具体操作，请参见快速入门。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创建阿里云产品的数据接入任务  aliyun_task ，将云服务器ECS的监控
项  cpu_total 接入指标仓库  aliyun 。返回结果显示，创建数据接入任务成功。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HybridMoni
torTask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Creat eHybridMonit orT askCreat eHybridMonit orT ask。

2.16.2. CreateHybridMonitorTask2.16.2. CreateHybridMonitor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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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space String 是 aliyun

指标仓库名称。

关于如何获取指标仓库名称，请参
见DescribeHybridMonitorNamespaceLis
t。

Description String 否
阿里云产品数据接
入任务。

监控任务描述。

TaskName String 否 aliyun_task

监控任务名称。

当  TaskType 为  aliyun_fc 时，
输入阿里云产品的数据接入任务名称。

当  TaskType 为  aliyun_sls 时
，输入SLS日志的监控项名称。

TaskType String 是 aliyun_fc

监控任务类型。取值：

aliyun_fc：阿里云产品的数据接入任
务。

aliyun_sls：SLS日志的监控项。

CollectTargetTyp
e

String 是 aliyun_fc

监控数据的采集目标类型。

当  TaskType 为  aliyun_fc 时，
输入  aliyun_fc 。

当  TaskType 为  aliyun_sls 时
，输入SLS日志的Logstore组名称。

CollectInterval String 否 60

监控项的采集周期。取值：

15

60（默认值）

单位：秒。

说明 说明 仅
当  TaskType 为  aliyun_sls 
时，需要设置该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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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Id String 否 3607****

应用分组ID。

关于如何获取应用分组ID，请参
见DescribeMonitorGroups。

说明 说明 仅
当  TaskType 为  aliyun_sls 
时，需要设置该参数。

YARMConfig String 否

products:-
namespace:
acs_ecs_dashboa
rd metric_info: -
metric_list: -
cpu_total

接入企业云监控的阿里云产品的配置文
件。

namespace：阿里云产品的命名空间。
关于如何查询阿里云产品的命名空间，
请参见DescribeMetricMetaList。

metric_list：阿里云服务的监控项。关
于如何查询阿里云产品的监控项，请参
见DescribeMetricMetaList。

配置文件示例如下：

products:
- namespace: 
acs_ecs_dashboard
  metric_info:
  - metric_list:
    - cpu_total
    - cpu_idle
    - diskusage_utilization
    - CPUUtilization
    - DiskReadBPS
    - InternetOut
    - IntranetOut
    - cpu_system
- namespace: 
acs_rds_dashboard
  metric_info:
  - metric_list:
    - MySQL_QPS
    - MySQL_TPS

说明说明
当  TaskType 为  aliyun_fc 时
，必须设置该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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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UserId String 否
120886317861***
*

成员ID。

当您通过管理账号调用API时，可以选择将
资源目录中的任意成员的阿里云产品接入
企业云监控。通过资源目录实现企业跨账
号统一监控目标阿里云产品。

说明 说明 仅
当  TaskType 为  aliyun_fc 时
，需要设置该参数。

TargetUserIdList String 否
120886317861***
*

成员ID。多个成员ID之间用半角逗号（,）
分隔。

说明 说明 仅当您通过管理账号调用
本接口时，需要设置该参数。

SLSProcessConfig Object 否

SLS日志配置。

说明 说明 仅
当  TaskType 为  aliyun_sls 
时，需要设置该参数。

Filter Object 否 SLS日志中参数的过滤条件。

Relation String 否 and

多个参数过滤条件之间的关系。取值：

and（默认值）：满足所有过滤条件，
才处理日志。

or：满足任意过滤条件，即可处理日
志。

Filters Array 否 SLS日志中参数的过滤条件列表。

SLSKeyName String 否 code SLS日志中过滤的参数名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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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or String 否 =

SLS日志中参数值的过滤方式。取值：

 contain ：包含。

 notContain ：不包含。

 > ：大于。

 < ：小于。

 = ：等于。

 != ：不等于。

 >= ：大于等于。

 <= ：小于等于。

Value String 否 200 SLS日志中参数的过滤值。

Statistics Array 否 SLS日志的统计方式。

SLSKeyName String 否 name SLS日志统计的参数名称。

Function String 否 count

在计算周期内根据选定的统计方法对日志
数据进行聚合处理。取值：

count：计数。

sum：求和。

avg：平均值。

max：最大值。

min：最小值。

value：周期内采样。

countps：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求
count后的每秒平均值。

sumps：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求
sum后的每秒平均值。

distinct：去重后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
段出现的次数。

distribution：计算字段值在一个区间内
的出现次数。

percentile：计算字段值的分布值，例
如：P50。

Alias String 否 level_count SLS日志统计结果的别名。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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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er1 String 否 200

SLS日志的统计值。

当  Function 为  distribution 
时，表示统计区间的下限，例如：统计
HttpCode的2XX数量，填写200。

当  Function 为  percentile 时
，表示统计分布的百分位，例如：0.5表
示P50。

Parameter2 String 否 299

SLS日志的统计值。

说明 说明 仅
当  Function 为  distribution
 时，需要设置该参数。表示统计区
间的上限，例如：统计HttpCode的
2XX数量，填写299。

GroupBy Array 否
对数据进行空间维度聚合，相当于SQL中的
Group By。

SLSKeyName String 否 code SLS日志统计的参数名称。

Alias String 否 ApiResult SLS日志统计结果的别名。

Express Array 否
SLS日志统计结果的扩展字段的四则运算结
果。

Express String 否 success_count
SLS日志统计结果的扩展字段的四则运算结
果。

Alias String 否 SuccRate
SLS日志统计结果的扩展字段的四则运算结
果的别名。

AttachLabels.N.V
alue

String 否 testValue 监控项的标签值。

AttachLabels.N.N
ame

String 否 app_service 监控项的标签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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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yamlConfigFail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11145B76-566A-
5D80-A8A3-
FAD98D310079

请求ID。

Success String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HybridMonitorTask
&Namespace=aliyun
&TaskName=aliyun_task
&TaskType=aliyun_fc
&YARMConfig=products:
- namespace: acs_ecs_dashboard
  metric_info:
  - metric_list:
    - cpu_total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CreateHybridMonitorTaskResponse>
    <RequestId>11145B76-566A-5D80-A8A3-FAD98D310079</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CreateHybridMonitorTask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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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11145B76-566A-5D80-A8A3-FAD98D310079",
  "Code" : 200,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HybridMonitorTask接口修改SLS日志的监控项。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将SLS日志的监控项  SLS_task 的采集周期修改为  15 秒。返回结果显示，修改监
控项成功。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ModifyHybridMoni
torTask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Modif yHybridMonit orT askModif yHybridMonit orT ask。

TaskId String 是 36****

监控任务ID。

关于如何获取监控任务ID，请参
见DescribeHybridMonitorTaskList。

TaskName String 是 SLS_task

监控任务名称。

关于如何获取监控任务ID，请参
见DescribeHybridMonitorTaskList。

Description String 否
SLS日志监控数
据。

监控任务描述。

CollectInterval String 否 15

监控项的采集周期。取值：

15

60

单位：秒。

2.16.3. ModifyHybridMonitorTask2.16.3. ModifyHybridMonitor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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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SProcessConfig Object 否 SLS日志配置。

Filter Object 否 SLS日志中参数的过滤条件。

Relation String 否 and

多个参数过滤条件之间的关系。取值：

and（默认值）：满足所有过滤条件，
才处理日志。

or：满足任意过滤条件，即可处理日
志。

Filters Array 否 无。

SLSKeyName String 否 code SLS日志中过滤的参数名称。

Operator String 否 =

SLS日志中参数值的过滤方式。取值：

 contain ：包含。

 notContain ：不包含。

 > ：大于。

 < ：小于。

 = ：等于。

 != ：不等于。

 >= ：大于等于。

 <= ：小于等于。

Value String 否 200 SLS日志中参数的过滤值。

Statistics Array 否 无。

SLSKeyName String 否 name SLS日志统计的参数名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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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String 否 count

在计算周期内根据选定的统计方法对日志
数据进行聚合处理。取值：

count：计数。

sum：求和。

avg：平均值。

max：最大值。

min：最小值。

value：周期内采样。

countps：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求
count后的每秒平均值。

sumps：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求
sum后的每秒平均值。

distinct：去重后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
段出现的次数。

distribution：计算字段值在一个区间内
的出现次数。

percentile：计算字段值的分布值，例
如：P50。

Alias String 否 level_count SLS日志统计结果的别名。

Parameter1 String 否 200

SLS日志的统计值。

当  Function 为  distribution 
时，表示统计区间的下限，例如：统计
HttpCode的2XX数量，填写200。

当  Function 为  percentile 时
，表示统计分布的百分位，例如：0.5表
示P50。

Parameter2 String 否 299

SLS日志的统计值。

说明 说明 仅
当  Function 为  distribution
 时，需要设置该参数。表示统计区
间的上限，例如：统计HttpCode的
2XX数量，填写299。

GroupBy Array 否
对数据进行空间维度聚合，相当于SQL中的
Group By。

SLSKeyName String 否 code SLS日志统计的参数名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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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as String 否 ApiResult SLS日志统计结果的别名。

Express Array 否
SLS日志统计结果的扩展字段的四则运算结
果。

Express String 否 success_count
SLS日志统计结果的扩展字段的四则运算结
果。

Alias String 否 SuccRate
SLS日志统计结果的扩展字段的四则运算结
果的别名。

AttachLabels.N.V
alue

String 否 testValue 监控项的标签值。

AttachLabels.N.N
ame

String 否 app_service 监控项的标签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Invalid.SLSConfig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11145B76-566A-
5D80-A8A3-
FAD98D310079

请求ID。

Success String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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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ModifyHybridMonitorTask
&TaskId=36****
&TaskName=SLS_task
&CollectInterval=15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ModifyHybridMonitorTaskResponse>
    <RequestId>11145B76-566A-5D80-A8A3-FAD98D310079</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ModifyHybridMonitorTask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11145B76-566A-5D80-A8A3-FAD98D310079",
  "Code" : 200,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leteHybridMonitorTask接口删除阿里云产品的数据接入任务或SLS日志的监控项。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删除监控任务  36**** 。返回结果显示，删除监控任务成功。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HybridMoni
torTask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Delet eHybridMonit orT askDelet eHybridMonit orT ask。

2.16.4. DeleteHybridMonitorTask2.16.4. DeleteHybridMonitor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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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Id String 是 36****

监控任务ID。

关于如何获取监控任务ID，请参
见DescribeHybridMonitorTaskList。

Namespace String 否 aliyun

指标仓库名称。

格式：由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和短
划线（-）组成。

TargetUserId String 否
120886317861***
*

成员ID。

说明 说明 仅当您通过管理账号调用
本接口删除成员的阿里云数据接入任
务时，需要设置该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null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D6B8103F-7BAD-
5FEB-945F-
71D991AB8834

请求ID。

Success String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HybridMonitorTask
&TaskId=36****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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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DeleteHybridMonitorTaskResponse>
    <RequestId>D6B8103F-7BAD-5FEB-945F-71D991AB8834</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leteHybridMonitorTask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D6B8103F-7BAD-5FEB-945F-71D991AB8834",
  "Code" : 200,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HybridMonitorTaskList接口查询数据接入任务列表。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查询当前账号下的所有数据接入任务。返回结果显示，当前账号下只有一个数据接入
任务  aliyun_task 。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HybridMo
nitorTaskList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DescribeHybridMonit orT askListDescribeHybridMonit orT askList
。

Keyword String 否 task 搜索关键字。

TaskId String 否 36**** 监控任务ID。

2.16.5. DescribeHybridMonitorTaskList2.16.5. DescribeHybridMonitorTask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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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Id String 否 3607****

应用分组ID。

关于如何获取应用分组ID，请参
见DescribeMonitorGroups。

Namespace String 否 1

指标仓库名称。

关于如何获取指标仓库名称，请参
见DescribeHybridMonitorNamespaceLis
t。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分页时每页显示的数据行数。

起始值：1。默认值：10。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页码。

起始值：1。默认值：1。

IncludeAliyunTask Boolean 否 true

返回结果是否包含阿里云产品的数据接入
任务。取值：

true（默认值）：包含。

false：不包含。

TaskType String 否 aliyun_fc

监控任务类型。取值：

aliyun_fc：阿里云产品的数据接入任
务。

aliyun_sls：SLS日志的监控项。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11145B76-566A-
5D80-A8A3-
FAD98D310079

请求ID。

Success String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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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success

返回信息。

当操作成功时，返回  success 。

当操作失败时，返回错误信息。

PageSize Integer 10 分页时每页显示的数据行数。

PageNumber Integer 1 页码。

Total Integer 1 总记录条数。

TaskList
Array of
TaskList

监控任务列表。

YARMConfig String

products:-
namespace:
acs_ecs_dashboard
metric_info: -
metric_list: -
cpu_total

接入企业云监控的阿里云产品的配置文件。

namespace：阿里云产品的命名空间。

metric_list：阿里云服务的监控项。

CreateT ime String 1639382496000
创建监控任务的时间戳。

单位：毫秒。

TaskName String aliyun_task 监控任务名称。

Namespace String aliyun 主机归属的指标仓库。

UploadRegion String cn-hangzhou 主机归属的地域。

NetworkType String vpc

主机的网络类型。取值：

VPC：专有网络。

Internet：公网。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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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T imout Integer 15

云监控插件采集主机监控数据的超时时间。取
值：

0

15

30

60

单位：秒。

CollectTargetE
ndpoint

String http://localhost 云监控插件采集主机监控数据的地址。

TaskType String aliyun_sls

监控任务类型。取值：

aliyun_fc：阿里云产品的数据接入任务。

aliyun_sls：SLS日志的监控项。

MatchExpressR
elation

String or

监控任务的实例过滤条件。取值：

or：或。

and：和。

Description String aliyun 监控任务描述。

GroupId String 3607**** 应用分组ID。

CollectInterval Integer 60

云监控插件采集主机监控数据的间隔时间。取
值：

15

30

60

单位：秒。

TargetUserId String 120886317861****

成员ID。

说明 说明 仅当您通过管理账号调用本接
口时，显示该参数。

CollectTargetP
ath

String /metrics 云监控Agent采集的时候，采集的相对路径。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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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TargetT
ype

String nginx
采集目标类型。包括：Spring、Tomcat、
Nginx、Tengine、JVM、Redis、MySQL和AWS
等。

TaskId String 36**** 监控任务ID。

AttachLabels
Array of
AttachLabels

监控任务的标签。

Name String key1 标签键。

Value String value1 标签值。

MatchExpress
Array of
MatchExpress

应用分组中实例的匹配条件。

Value String ECS_instance1 实例名称的值。

Name String name 实例名称。

Function String all

实例名称的匹配方法。取值：

startWith：前缀。

endWith：后缀。

all：全部。

equals：等于。

contains：包含。

notContains：不包含。

Instances Array of String
i-
hp368focau7dp0hw
****

实例ID。

ExtraInfo String test 实例的附加信息。

LogFilePath String
C:\UserData\log\*.L
og

本地日志数据保存在云监控所在主机的指定路
径。

Windows：仅支持盘符开头，例如：  C:\Us
erData\log\*.Log （不支持通配路径）。

Linux：仅支持以“/”开头，例如：  /home/
appdata/log/**/*.log （  /**/ 用于
匹配appdata下的所有文件）。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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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Split String

{"type":
"regex","regex":
"\\d+\\.\\d+\\.\\d
+\\.\\d+\\s+
(\\d+)\\s+\\S+\\s+
\\
[\\d+/\\S+/\\d+:\\
d+:\\d+:\\d+\\s+\
\+\\d+\\]\\s+
(\\S+)\\s+\\S+\\s+
/\\S+/\\S+/\\S+\\s
+(\\d+)","columns":
[{"name": "field1"},
{"name":
"filed2","translate":
{"default": "-
","mappings":
[{"from": "
(\\w+)","to":
"$1x","type":
"regex"}]}},{"name":
"filed3","translate":
{"default": "-
","mappings":
[{"from":
"NumberRange(100,
300)","to":
"true","type":
"function"}]}}]}

本地日志数据根据不同匹配模式的切分结果。

说明 说明 本地日志数据的匹配模式包
括：完整正则模式、分隔符模式和JSON模
式。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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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Process String

[{"metric":
"metric1","filters":
[{"column":
"filed2","type":
"include","values":
["222222"]}],"groupB
ys": [{"column":
"filed3","name":
"filed3"}],"calculates
": [{"column":
"field1","name":
"avg","type":
"avg"}]},{"metric":
"metric2","filters":
[{"column":
"field1","type":
"include","values":
["11111"]}],"groupBy
s": [{"column":
"filed2","name":
"filed2"}],"calculates
": [{"column":
"field1","name":
"avg","type":
"avg"}]}]

本地日志监控计算方式。

LogSample String

{"logContent":"100.
116.134.26 1119 -
[13/Aug/2019:16:55
:46 +0800] POST
metrichub-cn-
hongkong.aliyun.co
m
/agent/metrics/put
Lines 200 0 \"-\"
\"127.0.0.1:7001\"
\"Go-http-
client/1.1\" \"-\" \"-
\"
\"0a98a21a1565686
5460656276e\"","ad
dData":{"field1":
["1119","1119"],"file
d2":
["POSTx","POST"],"fil
ed3":["true","200"]}}

本地日志数据的示例。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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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SProcess String

{"express":
[],"filter": {"filters":
[{"key":
"task_type","operat
or": "=","value":
"1"}]},"groupby":
[{"alias": "isp","key":
"isp","sqlKey":
"t.`isp`","valueKey":
"isp"}],"interval":
60,"labels":
[{"name":
"__cms_app__","typ
e": 0,"value":
"sitemonitor"}],"stati
stics": [{"alias":
"http_dns_time_avg
","function":
"avg","key":
"http_dns_time"}]}

SLS日志数据的配置信息。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HybridMonitorTaskLi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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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DescribeHybridMonitorTaskListResponse>
 <RequestId>11145B76-566A-5D80-A8A3-FAD98D310079</RequestId>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Total>1</Total>
 <TaskList>
  <CollectTimout>15</CollectTimout>
  <CollectInterval>0</CollectInterval>
  <Description></Description>
  <TaskId>36****</TaskId>
  <CreateTime>1639382496000</CreateTime>
  <YARMConfig></YARMConfig>
  <CollectTargetPath></CollectTargetPath>
  <Namespace>aliyun</Namespace>
  <GroupId>0</GroupId>
  <MatchExpressRelation></MatchExpressRelation>
  <SLSProcess>{\"express\":[],\"filter\":{\"filters\":[]},\"groupby\":[],\"interval\":60,\"
labels\":[],\"statistics\":[{\"alias\":\"referer_count\",\"function\":\"count\",\"key\":\"r
eferer\"}]}</SLSProcess>
  <CollectTargetEndpoint></CollectTargetEndpoint>
  <TaskName>aliyun_task</TaskName>
  <UploadRegion>unknown</UploadRegion>
  <NetworkType>vpc</NetworkType>
  <TaskType>aliyun_sls</TaskType>
  <CollectTargetType></CollectTargetType>
  <TargetUserId></TargetUserId>
 </TaskList>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HybridMonitorTaskList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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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11145B76-566A-5D80-A8A3-FAD98D310079",
  "PageSize" : 10,
  "PageNumber" : 1,
  "Total" : 1,
  "TaskList" : [ {
    "CollectTimout" : 15,
    "CollectInterval" : 0,
    "Description" : "",
    "TaskId" : "36****",
    "CreateTime" : 1639382496000,
    "AttachLabels" : [ ],
    "YARMConfig" : "",
    "CollectTargetPath" : "",
    "Namespace" : "aliyun",
    "GroupId" : 0,
    "MatchExpressRelation" : "",
    "Instances" : [ ],
    "SLSProcess" : "{\"express\":[],\"filter\":{\"filters\":[]},\"groupby\":[],\"interval\"
:60,\"labels\":[],\"statistics\":[{\"alias\":\"referer_count\",\"function\":\"count\",\"key
\":\"referer\"}]}",
    "CollectTargetEndpoint" : "",
    "TaskName" : "aliyun_task",
    "UploadRegion" : "unknown",
    "NetworkType" : "vpc",
    "TaskType" : "aliyun_sls",
    "CollectTargetType" : "",
    "TargetUserId" : ""
  } ],
  "Code" : 200,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CreateHybridMonitorNamespace接口创建指标仓库。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开通企业云监控。具体操作，请参见开通企业云监控。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创建指标仓库  aliyun ，其数据存储时长为  cms.s1.3xlarge 。返回结果显示创建
指标仓库成功。

调试调试

2.16.6. CreateHybridMonitorNamespace2.16.6. CreateHybridMonitorNam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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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HybridMoni
torNamespace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Creat eHybridMonit orNamespacCreat eHybridMonit orNamespac
ee。

Namespace String 是 aliyun

指标仓库名称。

格式：由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和短
划线（-）组成。

Description String 否
阿里云产品指标仓
库。

指标仓库描述。

Spec String 否 cms.s1.3xlarge

数据存储时长。取值：

cms.s1.large：数据存储时长15天。

cms.s1.xlarge：数据存储时长32天。

cms.s1.2xlarge：数据存储时长63天。

cms.s1.3xlarge（默认值）：数据存储
时长93天。

cms.s1.6xlarge：数据存储时长185
天。

cms.s1.12xlarge：数据存储时长376
天。

不同存储时长规格的价格，请参见监控大
盘中的价格表价格表 。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Success 调用结果。

Message String Namespace.Existed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3843D23A-FB9E-
5DC8-BCCC-
458768B79296

请求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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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String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HybridMonitorNamespace
&Namespace=aliyun
&Spec=cms.s1.3xlarg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CreateHybridMonitorNamespace>
 <RequestId>3843D23A-FB9E-5DC8-BCCC-458768B79296</RequestId>
 <Code>Success</Code>
 <Success>true</Success>
</CreateHybridMonitorNamespac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3843D23A-FB9E-5DC8-BCCC-458768B79296",
  "Code" : "Success",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HybridMonitorNamespace接口修改指标仓库。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将指标仓库  aliyun 中的数据存储时长修改为  cms.s1.2xlarge 。返回结果显示修
改指标仓库成功。

调试调试

2.16.7. ModifyHybridMonitorNamespace2.16.7. ModifyHybridMonitorNam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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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ModifyHybridMoni
torNamespace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Modif yHybridMonit orNamespacModif yHybridMonit orNamespac
ee。

Namespace String 是 aliyun

指标仓库名称。

格式：由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和短
划线（-）组成。

关于如何获取指标仓库名称，请参
见DescribeHybridMonitorNamespaceLis
t。

Description String 否
阿里云产品指标仓
库。

指标仓库描述。

Spec String 否 cms.s1.2xlarge

数据存储时长。取值：

cms.s1.large：数据存储时长15天。

cms.s1.xlarge：数据存储时长32天。

cms.s1.2xlarge：数据存储时长63天。

cms.s1.3xlarge：数据存储时长93天。

cms.s1.6xlarge：数据存储时长185
天。

cms.s1.12xlarge：数据存储时长376
天。

不同存储时长规格的价格，请参见监控大
盘中的价格表价格表 。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Success 调用结果。

Message String %s 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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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 String
E190AB2E-7BF9-
59B7-9DDC-
7CB1782C5ECD

请求ID。

Success String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ModifyHybridMonitorNamespace
&Namespace=aliyun
&Spec=cms.s1.2xlarg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ModifyHybridMonitorNamespace>
 <RequestId>E190AB2E-7BF9-59B7-9DDC-7CB1782C5ECD</RequestId>
 <Code>Success</Code>
 <Success>true</Success>
</ModifyHybridMonitorNamespac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E190AB2E-7BF9-59B7-9DDC-7CB1782C5ECD",
  "Code" : "Success",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leteHybridMonitorNamespace接口删除指标仓库。

2.16.8. DeleteHybridMonitorNamespace2.16.8. DeleteHybridMonitorNam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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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如果指标仓库中存在数据接入任务，则不允许删除。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删除指标仓库  aliyun 。返回结果显示删除指标仓库成功。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HybridMoni
torNamespace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Delet eHybridMonit orNamespacDelet eHybridMonit orNamespac
ee。

Namespace String 是 aliyun

指标仓库名称。

关于如何获取指标仓库名称，请参
见DescribeHybridMonitorNamespaceLis
t。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Success 调用结果。

Message String
Namespace.NotFou
nd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3843D23A-FB9E-
5DC8-BCCC-
458768B79296

请求ID。

Success String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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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HybridMonitorNamespace
&Namespace=aliyun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DeleteHybridMonitorNamespace>
 <RequestId>3843D23A-FB9E-5DC8-BCCC-458768B79296</RequestId>
 <Code>Success</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leteHybridMonitorNamespac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3843D23A-FB9E-5DC8-BCCC-458768B79296",
  "Code" : "Success",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HybridMonitorNamespaceList接口查询指标仓库列表，及其接入数据详情。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查询当前账号下的所有指标仓库。返回结果显示，当前账号下只有一个指标仓
库  aliyun-test 。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HybridMo
nitorNamespaceL
ist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DescribeHybridMonit orNamespDescribeHybridMonit orNamesp
aceListaceList 。

2.16.9. DescribeHybridMonitorNamespaceList2.16.9. DescribeHybridMonitorNamespace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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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Size Integer 否 10
分页时每页显示的数据行数。

起始值：1。默认值：10。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页码。

起始值：1。默认值：1。

Keyword String 否 aliyun 搜索关键字。

Namespace String 否 aliyun-test

指标仓库名称。

格式：由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和短
划线（-）组成。

ShowTaskStatisti
c

Boolean 否 false

是否显示阿里云产品的数据接入任务的配
置详情和非阿里云产品的数据接入任务数
量。取值：

true：显示。

false（默认值）：不显示。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1EC450A4-3221-
5148-B77E-
2827576CFE48

请求ID。

Success String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Code String Success 调用结果。

Message String
Specified parameter
PageSize is not
valid.

错误信息。

PageSize Integer 10 分页时每页显示的数据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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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Number Integer 1 页码。

Total Integer 1 总记录条数。

DescribeHybrid
MonitorNames
pace

Array of
DescribeHybrid
MonitorNames
pace

指标仓库详情。

Description String aliyun-test 指标仓库描述。

CreateT ime String 1652682744000 创建指标仓库的时间戳。

Namespace String aliyun-test 指标仓库名称。

IsDelete Integer 0

指标仓库是否已删除。取值：

0：未删除。

1：已删除。

Id String 3**** 指标仓库ID。

ModifyT ime String 1652682744000 最后一次修改指标仓库的时间戳。

Detail Object 数据存储时长的详情。

Spec String cms.s1.3xlarge

数据存储时长。取值：

cms.s1.large：数据存储时长15天。

cms.s1.xlarge：数据存储时长32天。

cms.s1.2xlarge：数据存储时长63天。

cms.s1.3xlarge：数据存储时长93天。

cms.s1.6xlarge：数据存储时长185天。

cms.s1.12xlarge：数据存储时长376天。

NotAliyunTaskN
umber

Long 0 非阿里云产品的数据接入任务数量。

AliyunProductM
etricList

Array of
AliyunProductM
etric

阿里云产品的数据接入任务的配置详情。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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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Id Long 120886317861**** 创建指标仓库的账号。

NamespaceList
Array of
Namespace

指标仓库列表。

Namespace String acs_ecs_dashboard 阿里云产品数据命名空间。

MetricList Array of Metric 阿里云产品的监控项列表。

Period Long 60
监控项的采集周期。

单位：秒。

List Array of String ["cpu_total"] 监控项。

YAMLConfig String

products:-
namespace:
acs_ecs_dashboard
metric_info: -
metric_list: -
cpu_total
dimension: ''

接入企业云监控的阿里云产品的配置文件。

namespace：阿里云产品的命名空间。

metric_list：阿里云服务的监控项。

dimension：企业云监控支持查询的阿里云服
务的资源。dimension为空，表示监控所有资
源。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HybridMonitorNamespaceLi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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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DescribeHybridMonitorNamespaceListResponse>
 <RequestId>1EC450A4-3221-5148-B77E-2827576CFE48</RequestId>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Total>1</Total>
 <DescribeHybridMonitorNamespace>
  <ModifyTime>1652682744000</ModifyTime>
  <Description></Description>
  <CreateTime>1652682744000</CreateTime>
  <IsDelete>0</IsDelete>
  <Id>3****</Id>
  <Namespace>aliyun-test</Namespace>
  <Detail>
   <Spec>cms.s1.3xlarge</Spec>
  </Detail>
 </DescribeHybridMonitorNamespace>
 <Code>Success</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HybridMonitorNamespaceList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1EC450A4-3221-5148-B77E-2827576CFE48",
  "PageSize" : 10,
  "PageNumber" : 1,
  "Total" : 1,
  "DescribeHybridMonitorNamespace" : [ {
    "ModifyTime" : 1652682744000,
    "Description" : "",
    "CreateTime" : 1652682744000,
    "IsDelete" : 0,
    "Id" : "3****",
    "Namespace" : "aliyun-test",
    "Detail" : {
      "Spec" : "cms.s1.3xlarge"
    }
  } ],
  "Code" : "Success",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2.16.10. CreateHybridMonitorSLSGroup2.16.10. CreateHybridMonitorSLS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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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CreateHybridMonitorSLSGroup接口为SLS日志的监控项创建Logstore组。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开通SLS日志服务，且已创建日志项目（Project）和日志库（Logstore）。具体操作，请参见快
速入门。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创建一个Logstore组  Logstore_test ，其中地域为  cn-hangzhou 、日志项目
为  aliyun-project ，日志库为  Logstore-ECS 。返回结果显示，创建Logstore组成功。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HybridMoni
torSLSGroup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Creat eHybridMonit orSLSGroupCreat eHybridMonit orSLSGroup
。

SLSGroupName String 是 Logstore_test

Logstore组名称。

长度为2~32个字符，由大写字母、小写字
母、数字和下划线（_）组成。开头必须为
大写字母或小写字母。

SLSGroupDescript
ion

String 否
阿里云产品归属的
Logstore组。

Logstore组描述。

SLSGroupConfig.
N.SLSRegion

String 是 cn-hangzhou
地域。

N的取值范围：1~25。

SLSGroupConfig.
N.SLSProject

String 是 aliyun-project
日志项目。

N的取值范围：1~25。

SLSGroupConfig.
N.SLSLogstore

String 是 Logstore-ECS
日志库。

N的取值范围：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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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SGroupConfig.
N.SLSUserId

String 否
120886317861***
*

成员ID。

N的取值范围：1~25。

当您通过管理账号调用API时，可以选择将
资源目录中的任意成员的阿里云产品接入
企业云监控。通过资源目录实现企业跨账
号统一监控目标阿里云产品。

说明 说明 如果目标成员初次使用云
监控，则需要确保该成员已授权云监
控服务关联角色
（AliyunServiceRoleForCloudMonito
r）。更多信息，请参见云监控服务关
联角色。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Duplicate.SLSGroup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66683237-7126-
50F8-BBF8-
D67ACC919A17

请求ID。

Success String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HybridMonitorSLSGroup
&SLSGroupName=Logstore_test
&SLSGroupConfig=[{"SLSRegion":"cn-hangzhou","SLSProject":"aliyun-project","SLSLogstore":"Lo
gstore-ECS"}]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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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CreateHybridMonitorSLSGroupResponse>
    <RequestId>66683237-7126-50F8-BBF8-D67ACC919A17</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CreateHybridMonitorSLSGroup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66683237-7126-50F8-BBF8-D67ACC919A17",
  "Code" : 200,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HybridMonitorSLSGroup接口修改Logstore组。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将Logstore组  Logstore_test 中地域  cn-hangzhou 下的日志项目  aliyun-
project 中的日志库修改为  Logstore-aliyun-all 。返回结果显示，修改Logstore组成功。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ModifyHybridMoni
torSLSGroup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Modif yHybridMonit orSLSGroupModif yHybridMonit orSLSGroup
。

SLSGroupName String 是 Logstore_test

Logstore组名称。

关于如何获取Logstore组名称，请参
见DescribeHybridMonitorSLSGroup。

2.16.11. ModifyHybridMonitorSLSGroup2.16.11. ModifyHybridMonitorSLS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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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SGroupDescript
ion

String 否
阿里云产品归属的
Logstore组。

Logstore组描述。

SLSGroupConfig.
N.SLSRegion

String 是 cn-hangzhou
地域。

N的取值范围：1~25。

SLSGroupConfig.
N.SLSProject

String 是 aliyun-project
日志项目。

N的取值范围：1~25。

SLSGroupConfig.
N.SLSLogstore

String 是
Logstore-aliyun-
all

日志库。

N的取值范围：1~25。

SLSGroupConfig.
N.SLSUserId

String 否
120886317861***
*

成员ID。

N的取值范围：1~25。

当您通过管理账号调用API时，可以选择将
资源目录中的任意成员的阿里云产品接入
企业云监控。通过资源目录实现企业跨账
号统一监控目标阿里云产品。

说明 说明 如果目标成员初次使用云
监控，则需要确保该成员已授权云监
控服务关联角色
（AliyunServiceRoleForCloudMonito
r）。更多信息，请参见云监控服务关
联角色。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NotFound.SLSGroup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66683237-7126-
50F8-BBF8-
D67ACC919A17

请求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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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String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ModifyHybridMonitorSLSGroup
&SLSGroupName=Logstore_test
&SLSGroupConfig=[{"SLSRegion":"cn-hangzhou","SLSProject":"aliyun-project","SLSLogstore":"Lo
gstore-aliyun-all"}]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ModifyHybridMonitorSLSGroupResponse>
    <RequestId>66683237-7126-50F8-BBF8-D67ACC919A17</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ModifyHybridMonitorSLSGroup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66683237-7126-50F8-BBF8-D67ACC919A17",
  "Code" : 200,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leteHybridMonitorSLSGroup接口删除Logstore组。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删除Logstore组  Logstore_test 。返回结果显示，删除Logstore组成功。

调试调试

2.16.12. DeleteHybridMonitorSLSGroup2.16.12. DeleteHybridMonitorSLS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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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HybridMoni
torSLSGroup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Delet eHybridMonit orSLSGroupDelet eHybridMonit orSLSGroup
。

SLSGroupName String 是 Logstore_test

Logstore组名称。

关于如何获取Logstore组名称，请参
见DescribeHybridMonitorSLSGroup。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RESOURCE_NOT_FOU
ND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85198BFF-1DE6-
556E-B6A4-
C77C51C62B8D

请求ID。

Success String true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HybridMonitorSLSGroup
&SLSGroupName=Logstore_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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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DeleteHybridMonitorSLSGroupResponse>
    <RequestId>85198BFF-1DE6-556E-B6A4-C77C51C62B8D</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leteHybridMonitorSLSGroup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85198BFF-1DE6-556E-B6A4-C77C51C62B8D",
  "Code" : 200,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HybridMonitorSLSGroup接口查询Logstore组列表。

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查询当前账号下的所有Logstore组。返回结果显示，当前账号下有两个Logstore组，
分别是  Logstore_test 和  Logstore_aliyun 。

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HybridMo
nitorSLSGroup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DescribeHybridMonit orSLSGrouDescribeHybridMonit orSLSGrou
pp。

Keyword String 否 Logstore 搜索关键字。

PageSize String 否 10
分页时每页显示的数据行数。

起始值：1。默认值：10。

2.16.13. DescribeHybridMonitorSLSGroup2.16.13. DescribeHybridMonitorSLS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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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Number String 否 1
页码。

起始值：1。默认值：1。

SLSGroupName String 否 Logstore_test Logstore组名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关于公共请求参数的详情，请参见公共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状态码。

说明 说明 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NotFound.SLSGroup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66683237-7126-
50F8-BBF8-
D67ACC919A17

请求ID。

Success String 无。

操作是否成功。取值：

true：成功。

false：失败。

List Array of Data Logstore组列表。

SLSGroupName Long Logstore_test Logstore组名称。

SLSGroupDescri
ption

String
阿里云产品归属的
Logstore组。

Logstore组描述。

SLSGroupConfi
g

Array of SLS Logstore组的配置信息。

SLSRegion String cn-hangzhou 地域。

SLSProject String aliyun-project 日志项目。

SLSLogstore String Logstore-aliyun-all 日志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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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SUserId String 120886317861****

成员ID。

说明 说明 当您通过管理账号调用API时，
显示该参数。

CreateT ime String 1652845630000
创建Logstore组的时间戳。

单位：毫秒。

UpdateTime String 1652845630000
修改Logstore组的时间戳。

单位：毫秒。

PageSize Long 10 分页时每页显示的数据行数。

PageNumber Long 1 页面。

Total Long 2 总记录条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cribeHybridMonitorSLSGroup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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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DescribeHybridMonitorSLSGroupResponse>
    <RequestId>66683237-7126-50F8-BBF8-D67ACC919A17</RequestId>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Total>2</Total>
    <List>
        <CreateTime>1652845630000</CreateTime>
        <SLSGroupName>Logstore_test</SLSGroupName>
        <UpdateTime>1652845630000</UpdateTime>
        <SLSGroupDescription/>
        <SLSGroupConfig>
            <SLSProject>aliyun-project</SLSProject>
            <SLSRegion>cn-hangzhou</SLSRegion>
            <SLSLogstore>Logstore-aliyun-all</SLSLogstore>
        </SLSGroupConfig>
    </List>
    <List>
        <CreateTime>1649230049000</CreateTime>
        <SLSGroupName>Logstore_aliyun</SLSGroupName>
        <UpdateTime>1649230049000</UpdateTime>
        <SLSGroupDescription/>
        <SLSGroupConfig>
            <SLSProject>aliyun-test</SLSProject>
            <SLSRegion>cn-qingdao</SLSRegion>
            <SLSLogstore>oss_log</SLSLogstore>
        </SLSGroupConfig>
    </List>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HybridMonitorSLSGroup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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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66683237-7126-50F8-BBF8-D67ACC919A17",
  "PageSize" : 10,
  "PageNumber" : 1,
  "Total" : 2,
  "List" : [ {
    "CreateTime" : 1652845630000,
    "SLSGroupName" : "Logstore_test",
    "UpdateTime" : 1652845630000,
    "SLSGroupDescription" : "",
    "SLSGroupConfig" : [ {
      "SLSProject" : "aliyun-project",
      "SLSRegion" : "cn-hangzhou",
      "SLSLogstore" : "Logstore-aliyun-all"
    } ]
  }, {
    "CreateTime" : 1649230049000,
    "SLSGroupName" : "Logstore_aliyun",
    "UpdateTime" : 1649230049000,
    "SLSGroupDescription" : "",
    "SLSGroupConfig" : [ {
      "SLSProject" : "aliyun-test",
      "SLSRegion" : "cn-qingdao",
      "SLSLogstore" : "oss_log"
    } ]
  } ],
  "Code" : 200,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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