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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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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原生关系型数据库PolarDB提供以下相关API接口。

地域地域

API 描述

DescribeRegions 该接口用于查询PolarDB支持的地域和可用区。

集群集群

类别 API 描述

集群管理

CreateDBCluster 该接口用于创建PolarDB集群。

DeleteDBCluster 该接口用于释放按量付费的PolarDB集群。

DescribeDBClusters
该接口用于查询PolarDB集群列表或被RAM授权的集群列
表。

DescribeDBClusterAttribute 该接口用于查询指定PolarDB集群的详细属性。

ModifyDBClusterMaintainT ime
该接口用于修改PolarDB集群可例行维护的时间，一般设
置为业务的低峰时间段。阿里云会在您设置的可维护时间
段内进行集群维护，保证对业务的影响降到最低。

ModifyDBClusterDescription 该接口用于修改PolarDB集群名称，方便集群的维护。

DescribeTasks
该接口用于查看通过API生成的任务（如创建集群）进度
详情。

部署架构

ModifyDBClusterPrimaryZone 该接口用于变更PolarDB集群的主可用区。

FailoverDBCluster
该接口用于手动对PolarDB集群进行主备切换，可以指定
一个只读节点为新的主节点。

DescribeGlobalDatabaseNetwork
s

该接口用于查看账号下所有全球数据库网络（GDN）的详
情。

续费管理

DescribeAutoRenewAttribute 该接口用于查询PolarDB包年包月集群自动续费状态。

ModifyAutoRenewAttribute 该接口用于设置PolarDB包年包月集群自动续费状态。

DescribeDBClusterAvailableResour
ces

该接口用于查询PolarDB集群可售卖资源。

内核内核

API 描述

DescribeDBClusterVersion 该接口用于查看PolarDB MySQL引擎集群当前内核版本的详细信息。

1.API概览1.API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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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gradeDBClusterVersion
该接口用于接口查看PolarDB MySQL引擎集群当前内核版本的详细信
息。

API 描述

数据安全数据安全

类别 API 描述

白名单

ModifyDBClusterAccessWhitelist
该接口用于创建或修改PolarDB集群的白名单（包括IP白
名单和安全组）。

DescribeDBClusterAccessWhitelist
该接口用于查询允许访问PolarDB集群的IP白名单和安全
组。

SSL加密
ModifyDBClusterSSL

该接口用于设置PolarDB集群SSL加密的开通、关闭或更
新CA证书。

DescribeDBClusterSSL 该接口用于查询PolarDB集群SSL设置。

TDE加密

DescribeDBClusterTDE 该接口用于查询PolarDB集群的TDE设置详情。

ModifyDBClusterTDE
该接口用于开启PolarDB MySQL引擎集群的TDE功能或修
改加密方式。

节点节点

API 描述

CreateDBNodes 该接口用于增加PolarDB集群的只读节点。

ModifyDBNodeClass 该接口用于变更PolarDB集群节点规格。

RestartDBNode 该接口用于重启PolarDB集群节点。

DeleteDBNodes 该接口用于删除PolarDB集群节点。

集群参数集群参数

API 描述

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s 该接口用于查询PolarDB集群的参数。

ModifyDBClusterParameters 该接口用于修改PolarDB集群的参数。

访问地址访问地址

API 描述

CreateDBEndpointAddress
该接口用于创建PolarDB集群的公网地址，包括主地址、默认集群地
址和自定义集群地址的公网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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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BClusterEndpoint 该接口用于创建PolarDB自定义集群地址。

DescribeDBClusterEndpoints 该接口用于查询PolarDB集群的地址信息。

ModifyDBClusterEndpoint
该接口用于修改PolarDB的集群地址属性，包括读写模式、新节点是
否自动加入本地址、一致性级别等。

ModifyDBEndpointAddress
该接口用于修改PolarDB集群公网地址，包括主地址、默认集群地址
和自定义集群地址的公网地址。

DeleteDBEndpointAddress
该接口用于释放PolarDB集群的公网地址，包括主地址的公网链接、
集群地址的公网链接以及自定义的集群地址的公网链接。

DeleteDBClusterEndpoint 该接口用于释放PolarDB自定义集群地址。

API 描述

日志日志

API 描述

DescribeSlowLogRecords 该接口用于查询PolarDB集群的慢日志明细。

DescribeDBClusterAuditLogCollector
该接口用于查询PolarDB集群的SQL采集功能是否开启，SQL采集包括
审计日志、SQL洞察等功能。

ModifyDBClusterAuditLogCollector
该接口用于开启或关闭PolarDB集群的SQL采集功能，SQL采集包括审
计日志、SQL洞察等功能。

账号账号

API 描述

CreateAccount 该接口用于为PolarDB数据库创建账号。

DescribeAccounts 该接口用于查询PolarDB集群的数据库账号信息。

CheckAccountName
该接口用于校验账号名称是否合法或当前集群中是否已存在重名的账
号。

ModifyAccountDescription 该接口用于修改PolarDB数据库账号的备注信息。

ModifyAccountPassword 该接口用于修改PolarDB数据库的账号密码。

GrantAccountPrivilege
该接口用于授权普通账号访问PolarDB集群的某个数据库，一个账号
可关联一个或多个数据库。

RevokeAccountPrivilege 该接口用于移除PolarDB普通账号对数据库的访问权限。

ResetAccount 该接口用于重置PolarDB高权限账号。

DeleteAccount 该接口用于删除PolarDB数据库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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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数据库

API 描述

CreateDatabase 该接口用于在PolarDB集群下创建一个新的数据库。

DescribeDatabases 该接口用于查询PolarDB指定集群的数据库列表信息。

ModifyDBDescription 该接口用于修改PolarDB数据库的描述或备注信息。

DeleteDatabase 该接口用于删除PolarDB集群下的数据库。

DescribeCharacterSetName 该接口用于查看PolarDB MySQL引擎数据库支持的字符集列表。

CheckDBName
该接口用于校验数据库名称是否合法或当前集群中是否已存在重名的
数据库名称。

备份备份

类别 API 描述

备份管理

CreateBackup 该接口用于手动为PolarDB集群创建全量快照备份。

DescribeBackups 该接口用于查询PolarDB集群的备份信息。

DescribeBackupTasks 该接口用于查询PolarDB集群的备份任务列表。

DescribeBackupLogs 该接口用于查询备份日志列表、获取备份日志下载地址。

DescribeDetachedBackups
该接口用于查询已被释放的PolarDB集群中备份集的信
息。

DescribeDBClustersWithBackups
该接口用于查询某地域下包含备份集的PolarDB集群详
情。

DeleteBackup 该接口用于删除PolarDB集群的备份。

备份策略

DescribeBackupPolicy 该接口用于查询自动备份策略。

DescribeLogBackupPolicy 该接口用于查询PolarDB集群日志备份的保留策略。

ModifyBackupPolicy 该接口用于修改自动备份策略。

ModifyLogBackupPolicy 该接口用于修改PolarDB集群的日志备份保留策略。

恢复恢复

API 描述

DescribeMetaList 该接口用于查看支持恢复的库表元信息详情。

RestoreTable 该接口用于恢复PolarDB库表。

API参考··API概览 云数据库 Polar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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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RDS迁移从RDS迁移

API 描述

DescribeDBClusterMigration 该接口用于查询PolarDB集群的迁移状态。

ModifyDBClusterMigration 该接口用于RDS一键迁移到PolarDB时进行切换或回滚。

CloseDBClusterMigration 该接口用于取消或完成迁移。

标签标签

API 描述

TagResources 该接口用于为PolarDB集群绑定标签。

UntagResources 该接口用于将标签从PolarDB集群上解绑。

ListTagResources
该接口用于查询一个或多个PolarDB集群已绑定的标签列表，或者查
询一个或多个标签绑定的PolarDB集群列表。

待处理事件待处理事件

API 描述

Describe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该接口用于查询待处理事件的详情。

DescribePendingMaintenanceActions 该接口用于查询不同任务类型下待处理事件的数量。

Modify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该接口用于修改待处理事件的任务切换时间。

定时任务定时任务

API 描述

DescribeScheduleTasks 该接口用于查询当前账号下所有或指定的定时任务详情。

CancelScheduleTasks 该接口用于取消目标定时任务。

监控监控

API 描述

DescribeDBNodePerformance 该接口用于查询PolarDB集群节点的性能数据。

DescribeDBClusterPerformance 该接口用于查询PolarDB集群的性能数据。

DescribeDBClusterMonitor 该接口用于查询PolarDB集群的监控数据采集频率。

ModifyDBClusterMonitor 该接口用于修改PolarDB集群的监控数据采集频率。

云数据库 PolarDB API参考··API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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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云原生关系型数据库PolarDB如何进行RAM资源授权。

描述描述
您通过云账号创建的PolarDB集群，都是该账号自己拥有的资源。默认情况下，账号对自己的资源拥有完整
的操作权限。

通过使用阿里云的RAM（Resource Access Management）服务，您可以将您云账号下PolarDB资源的访问及
管理权限授予RAM中的子用户，详情请参见为RAM用户授权。

PolarDB在通过RAM进行授权时，资源的描述方式如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资源类型 授权策略中的资源描述方式

dbcluster
acs:polardb:$regionid:$accountid:dbcluster/

acs:polardb:*:*:dbcluster/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说明

$regionid$regionid 地域ID，可以用*代替。

$account id$account id 云账号的数字ID，可以用*代替。

示例示例

2.RAM资源授权2.RAM资源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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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ion": "1",
  "Statement": [
    {
      "Action": [
        "polardb:Describe*"
      ],
      "Effect": "Allow",
      "Resource": [
        "acs:polardb:cn-hangzhou:12345678901234:dbcluster/*"
      ]
    },
    {
      "Action": "polardb:Describe*",
      "Effect": "Allow",
      "Resource":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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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PolarDB服务关联角色（AliyunServiceRoleForPolarDB）的应用场景以及如何删除服务关联角
色。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PolarDB服务关联角色（AliyunServiceRoleForPolarDB）是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完成PolarDB自身的某个功
能，需要获取其他云服务的访问权限，而提供的RAM角色。更多关于服务关联角色的信息请参见服务关联角
色。

应用场景应用场景
PolarDB的绑定私有域名功能需要访问PrivateZone云服务的资源，通过服务关联角色功能获取访问权限。

AliyunServiceRoleForPolarDB介绍AliyunServiceRoleForPolarDB介绍
角色名称：AliyunServiceRoleForPolarDB

角色权限策略：AliyunServiceRolePolicyForPolarDB

权限说明：

{
    "Action": [
      "pvtz:DescribeUserServiceStatus",
      "pvtz:DescribeZones",
      "pvtz:DescribeZoneInfo",
      "pvtz:DescribeZoneRecords",
      "pvtz:CheckZoneName",
      "pvtz:AddZone",
      "pvtz:BindZoneVpc",
      "pvtz:DeleteZone",
      "pvtz:AddZoneRecord",
      "pvtz:UpdateZoneRecord",
      "pvtz:DeleteZoneRecord"
    ],
    "Resource": "*",
    "Effect": "Allow"
  }

删除服务关联角色删除服务关联角色
如果您需要删除AliyunServiceRoleForPolarDB（服务关联角色），需要先释放依赖这个服务关联角色的
PolarDB集群。

释放PolarDB集群具体操作请参见释放集群。

删除服务关联角色具体操作请参见删除服务关联角色。

3.PolarDB服务关联角色3.PolarDB服务关联角色

API参考··PolarDB服务关联角色 云数据库 Polar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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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参数是指所有接口调用都需要用到的参数，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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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请求参数是指每个接口都需要使用到的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须 描述

Format String 否
返回值的类型，支持JSON
与XML。默认为JSON。

Version String 是

API版本号，为日期形式：
YYYY-MM-DD，本版本对
应的版本号为2017-08-
01。

AccessKeyId String 是
阿里云颁发给用户的访问
服务所用的密钥ID。

Signature String 是
签名结果串。关于签名的
计算方法，请参见签名机
制。

SignatureMethod String 是
签名方式，目前仅支持
HMAC-SHA1。

Timestamp String 是

请求的时间戳。日期格式
按照ISO8601标准表示，
并需要使用UTC时间，格
式为  YYYY-MM-
DDThh:mm:ssZ 。例
如，  2021-03-
17T12:00:00Z 为北京
时间2021年03月17日20
点0分0秒。

SignatureVersion String 是
签名算法版本，目前的版
本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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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返回参数公共返回参数
用户发送的每次接口调用请求，无论成功与否，系统都会返回一个唯一识别码RequestId给用户。

请求示例请求示例

4.使用API4.使用API
4.1. 公共参数4.1. 公共参数

云数据库 PolarDB API参考··使用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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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olardb.aliyuncs.com/
?Format=xml
&Version=2017-08-01
&Signature=Pc5WB8gokVn0xfeu%2FZV%2BiNM1dgI%3D 
&SignatureMethod=HMAC-SHA1
&SignatureNonce=15215528852396
&SignatureVersion=1.0
&AccessKeyId=key-test
&OwnerId=12345678
&Timestamp=2021-03-17T12:00:00Z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调用API服务后，系统返回的数据采用统一格式，返回2xx的HTTP状态码，表示调用成功；返回4xx或5xx的
HTTP状态码，表示调用失败。调用成功返回的数据格式主要有XML和JSON两种，外部系统可以在请求时传
入参数来制定返回的数据格式，默认为XML格式。为了便于查看，本文档中的返回示例做了格式化处理，实
际返回结果是没有进行换行、缩进等处理的。

成功结果

XML格式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结果的根结点-->
<接⼝名称+Response>
    <!—返回请求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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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错误结果

调用接口出错后，系统将不会返回结果数据。您可以根据客户端错误代码表来定位错误原因。

当调用出错时，HTTP请求会返回一个4xx或5xx的HTTP状态码。返回的消息体中是具体的错误代码及错误
信息，还包含一个全局唯一的请求ID（RequestId）和一个您该次请求访问的站点ID（HostId）。若无法在
调用方定位错误原因，请联系阿里云客服人员，并提供该HostId和RequestId，以便我们能尽快帮您解决
问题。

XML格式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Error>
   <RequestId>8906582E-6722-409A-A6C4-0E7863B733A5</RequestId>
   <HostId>polardb.aliyuncs.com</HostId>
   <Code>UnsupportedOperation</Code>
   <Message>The specified action is not supported.</Message>
</Error>

API参考··使用API 云数据库 PolarDB

19 > 文档版本：20220526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98640.html#reference-dg3-g5p-yfb


JSON格式

{
    "RequestId": "7463B73D-35CC-4D19-A010-6B8D65D242EF",
    "HostId": "polardb.aliyuncs.com",
    "Code": "UnsupportedOperation",
    "Message": "The specified action is not supported."
}

服务地址服务地址
PolarDB API的服务接入地址请参见下表。

地域（部署位置） 接入地址（Endpoint）

华东1（杭州）

华东2（上海）

华北1（青岛）

华北2（北京）

华南1（深圳）

中国（香港）

新加坡

美国（硅谷）

美国（弗吉尼亚）

polardb.aliyuncs.com

华北5（呼和浩特） polardb.cn-huhehaote.aliyuncs.com

华北3（张家口） polardb.cn-zhangjiakou.aliyuncs.com

西南1（成都） polardb.cn-chengdu.aliyuncs.com

德国（法兰克福） polardb.eu-central-1.aliyuncs.com

马来西亚（吉隆坡） polardb.ap-southeast-3.aliyuncs.com

印度（孟买） polardb.ap-south-1.aliyuncs.com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polardb.ap-southeast-5.aliyuncs.com

日本（东京） polardb.ap-northeast-1.aliyuncs.com

英国（伦敦） polardb.eu-west-1.aliyuncs.com

澳洲 （悉尼） polardb.ap-southeast-2.aliyuncs.com

华东1 金融云

polardb.aliyuncs.com

华东2 金融云

4.2. 请求结构4.2. 请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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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1 金融云

地域（部署位置） 接入地址（Endpoint）

通信协议通信协议
支持通过HTTP或HTTPS通道进行请求通信。为了获得更高的安全性，推荐您使用HTTPS通道发送请求。

请求方法请求方法
支持HTTP GET方法发送请求，这种方式下请求参数需要包含在请求的URL中。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每个请求都需要指定要执行的操作，即Action参数（例如CreateDatabase），以及每个操作都需要包含的
公共请求参数和指定操作所特有的请求参数。

字符编码字符编码
请求及返回结果都使用UTF-8字符集进行编码。

PolarDB服务会对每个访问的请求进行身份验证，所以无论使用HTTP还是HTTPS协议提交请求，都需要在请
求中包含签名（Signature）信息。PolarDB通过使用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进行对称加密的方法
来验证请求的发送者身份。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由阿里云官方颁发给访问者（可以通过阿里云
官方网站申请和管理）。其中，AccessKey ID用于标识访问者的身份，AccessKey Secret是用于加密签名字
符串和服务器端验证签名字符串的密钥，必须严格保密，只有阿里云和用户知道。

用户在访问时，按照下面的方法对请求进行签名处理：

1. 使用请求参数构造规范化的请求字符串（Canonicalized Query String）。

i. 按照参数名称的字典顺序对请求中所有的请求参数（包括文档中描述的“公共请求参数”和给定了
的请求接口的自定义参数，但不能包括“公共请求参数”中提到Signature参数本身）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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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对每个请求参数的名称和值进行编码。名称和值要使用UTF-8字符集进行URL编码，URL编码的编码
规则如下：

a. 对于字符 A-Z、a-z、0-9以及字符（-）、（_）、（.）、（~）不编码。

b. 对于其他字符编码成“%XY”的格式，其中XY是字符对应ASCII码的16进制表示方式。例如英
文的双引号（”）对应的编码就是%22。

c. 对于扩展的UTF-8字符，编码成“%XY%ZA…”的格式。

d. 需要说明的是英文空格（ ）要被编码是%20，而不是加号（+）。

注意 注意 一般支持URL编码的库（比如Java中的java.net.URLEncoder）都是按
照“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的MIME类型的规则进行编码。实现时可以直
接使用这类方式进行编码，把编码后的字符串中加号（+）替换成%20、星号（*）替换
成%2A、%7E替换回波浪号（~），即可得到上述规则描述的编码字符串。

iii. 对编码后的参数名称和值使用英文等号（=）进行连接。

4.3. 签名机制4.3. 签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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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再把英文等号连接得到的字符串按参数名称的字典顺序依次使用&符号连接，即得到规范化的请求
字符串。

2. 使用上一步构造的规范化字符串按照下面的规则构造用于计算签名的字符串：

StringToSign=
HTTPMethod + "&" +
percentEncode("/") + "&" +
percentEncode(CanonicalizedQueryString)

参数说明：

HTTPMethod：提交请求用的HTTP方法，例如GET。

percentEncode(“/“)：按照1.ii中描述的URL编码规则对字符“/”进行编码得到的值，即“%2F”。

percentEncode(CanonicalizedQueryString)：对第1步中构造的规范化请求字符串按步骤1.ii中描述的
URL编码规则编码后得到的字符串。

3. 按照RFC2104的定义，使用上面的用于签名的字符串计算签名HMAC值。

注意 注意 计算签名时使用的Key就是用户持有的AccessKey Secret并加上一个“&”字符（  ASCI
I:38 ），使用的哈希算法是SHA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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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将得到的签名值作为Signature参数添加到请求参数中，即完成对请求签名的过程。

说明说明

得到的签名值在作为最后的请求参数值提交给PolarDB服务器的时候，要和其他参数一样，按照
RFC3986的规则进行URL编码）。

以DescribeDBClusters为例，签名前的请求URL为：

http://polardb.aliyuncs.com/?Timestamp=2013-06-01T10:33:56Z&Format=XML&AccessKeyId=
testid&Action=DescribeDBClusters&SignatureMethod=HMAC-SHA1&RegionId=region1&Signatu
reNonce=NwDAxvLU6tFE0DVb&Version=2014-08-15&SignatureVersion=1.0

那么StringToSign就是：

GET&%2F&AccessKeyId%3Dtestid&Action%3DDescribeDBClusters&Format%3DXML&RegionId%3Dregion
1&SignatureMethod%3DHMAC-SHA1&SignatureNonce%3DNwDAxvLU6tFE0DVb&SignatureVersion%3D1.0&
TimeStamp%3D2013-06-01T10%253A33%253A56Z&Version%3D2014-08-15

假如使用的AccessKey Id是“testid”，AccessKey Secret是“testsecret”，用于计算HMAC的Key就
是“testsecret&”，则计算得到的签名值是：  BIPOMlu8LXBeZtLQkJTw6iFvw1E= 

签名后的请求URL为（注意增加了Signature参数）：

http://polardb.aliyuncs.com/?Timestamp=2013-06-01T10%3A33%3A56Z&Format=XML&AccessKeyId=
testid&Action=DescribeDBClusters&SignatureMethod=HMAC-SHA1&RegionId=region1&SignatureNo
nce=NwDAxvLU6tFE0DVb&SignatureVersion=1.0&Version=2014-08-15&Signature=BIPOMlu8LXBeZtLQ
kJTw6iFvw1E%3D

云数据库 PolarDB API参考··使用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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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TempModifyDBNode为集群临时升配或增加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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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entToken String 否
6000170000591a
ed949d0f5*******
*************

该参数用于保证请求的幂等性。由客户端
生成该参数值，保证在不同请求间该参数
值的唯一性。该参数区分大小写、长度不
超过64个ASCII字符。

Action String 是
TempModifyDBN
ode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T empModif yDBNodeT empModif yDBNode。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xxxxxxxxxx 集群ID。

OperationType String 是 Modify

操作类型。取值：

AddAdd：增加节点

Modif yModif y：临时升配

ModifyType String 是 TempUpgrade
变更类型。当前取值固定
为T empUpgradeT empUpgrade。

RestoreT ime String 是
2021-09-23
18:16:00

临时升配还原时间。格式为YYYY-MM-DD
hh:mm:ss。

说明 说明 还原时间不能早于当前时
间往后推1小时，不能晚于集群到期时
间的前1天。

5.计费5.计费
5.1. TempModifyDBNode5.1. TempModifyDBNode

API参考··计费 云数据库 Polar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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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Node.N.Target
Class

String 否
polar.mysql.x4.m
edium

新增节点的规格。需要与原有节点保持一
致。

说明 说明 原有节点规格请参
见DescribeDBClusters。

DBNode.N.ZoneId String 否 cn-hangzhou-i
新增节点的可用区。需要与原有节点保持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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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NodeIds Array of String pi-***************

节点列表。

说明 说明 当Operat ionT ypeOperat ionT ype取值
为AddAdd时，该参数返回值不为空；
当Operat ionT ypeOperat ionT ype取值为Modif yModif y时，该
参数返回值为空。

RequestId String
69A85BAF-1089-
4CDF-A82F-
0A140F******

请求ID。

DBClusterId String
pc-
xxxxxxxxxxxxxxxxx

集群ID。

OrderId String 2035638******* 订单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ClientToken=6000170000591aed949d0f5********************
&Action=TempModifyDBNode
&DBClusterId=pc-xxxxxxxxxx
&OperationType=Modify
&ModifyType=TempUpgrade
&DBNode=[{"TargetClass":"polar.mysql.x4.medium","ZoneId":"cn-hangzhou-i"}]
&RestoreTime=2021-09-23 18: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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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mpModifyDBNodeResponse>
    <DBNodeIds>pi-***************</DBNodeIds>
    <RequestId>69A85BAF-1089-4CDF-A82F-0A140F******</RequestId>
    <DBClusterId>pc-xxxxxxxxxxxxxxxxx</DBClusterId>
    <OrderId>2035638*******</OrderId>
</TempModifyDBNode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DBNodeIds" : [ "pi-***************" ],
  "RequestId" : "69A85BAF-1089-4CDF-A82F-0A140F******",
  "DBClusterId" : "pc-xxxxxxxxxxxxxxxxx",
  "OrderId" : "2035638*******"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InvalidDBCluster.Not
Found

The specified DBClusterId is not
found.

操作失败，指定的集群实例ID不存
在。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TransformDBClusterPayType变更PolarDB集群的计费方式。

说明说明

PolarDB集群支持包年包月和按量付费两种计费方式，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将包年包月计费方
式转换为按量付费，也可以将按量付费计费方式转换为包年包月。具体请参见包年包月转按量付
费和按量付费转包年包月。

当您的阿里云账号余额不足时，按量付费计费方式无法转换为包年包月。

包年包月计费方式变更为按量付费时，系统会自动退还您已支付费用的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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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TransformDBClusterPayType5.2. TransformDBClusterPayType

API参考··计费 云数据库 PolarDB

25 > 文档版本：20220526

https://error-center.aliyun.com/status/product/polardb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62502202/task18315517/~~172886~~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62502202/task18315517/~~84076~~
https://api.aliyun.com/#product=polardb&api=TransformDBClusterPayType&type=RPC&version=2017-08-01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TransformDBClus
terPayType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T ransf ormDBClust erPayT ypeT ransf ormDBClust erPayT ype。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bp10gr51qasnl***
*

PolarDB集群ID。

PayType String 是 Prepaid

实例的付费类型。取值：

Post paidPost paid：后付费（按量付费）

PrepaidPrepaid：预付费（包年包月）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地域ID。

UsedTime String 否 1

购买时长，取值：

当PeriodPeriod为YearYear时，UsedT imeUsedT ime取值
为1~3。

当PeriodPeriod为Mont hMont h时，UsedT imeUsedT ime取
值为1~9。

说明 说明 当PayT ypePayT ype取
值PrepaidPrepaid时，需要传入该参数。

Period String 否 Month

指定预付费实例为包年或者包月类型。取
值：

YearYear：包年

Mont hMont h：包月

说明 说明 当PayT ypePayT ype取值
为PrepaidPrepaid时，需要传入该参数。

ResourceGroupId String 否
rg-
acfm3f4un32****

资源组ID。

ClientToken String 否
6000170000591a
ed949d0f5*******
*************

该参数用于保证请求的幂等性。由客户端
生成该参数值，保证在不同请求间该参数
值的唯一性。该参数区分大小写、长度不
超过64个ASCII字符。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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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5E71541A-6007-
4DCC-A38A-
F872C31FEB45

请求ID。

ChargeType String Prepaid

实例的付费类型。取值：

Post paidPost paid：后付费（按量付费）

PrepaidPrepaid：预付费（包年包月）

DBClusterId String
pc-
bp10gr51qasnl****

PolarDB集群ID。

ExpiredTime String
2020-04-
20T10:00:00Z

实例的到期时间。

说明 说明 当PayT ypePayT ype取值
为PrepaidPrepaid时，才支持该返回参数。

OrderId String 20515760028**** 订单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TransformDBClusterPayType
&DBClusterId=pc-bp10gr51qasnl****
&PayType=Prepaid
&RegionId=cn-hangzhou
&UsedTime=1
&Period=Month
&ResourceGroupId=rg-acfm3f4un32****
&ClientToken=6000170000591aed949d0f5********************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TransformDBClusterPayTypeResponse>
    <RequestId>5E71541A-6007-4DCC-A38A-F872C31FEB45</RequestId>
    <ChargeType>Prepaid</ChargeType>
    <DBClusterId>pc-bp10gr51qasnl****</DBClusterId>
    <ExpiredTime>2020-04-20T10:00:00Z</ExpiredTime>
    <OrderId>205157600280623</OrderId>
</TransformDBClusterPayTypeResponse>

API参考··计费 云数据库 Polar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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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5E71541A-6007-4DCC-A38A-F872C31FEB45",
  "ChargeType" : "Prepaid",
  "DBClusterId" : "pc-bp10gr51qasnl****",
  "ExpiredTime" : "2020-04-20T10:00:00Z",
  "OrderId" : "205157600280623"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PaymentMeth
od.Incomplete

No payment method is specified
for your account. We
recommend that you add a
payment method.

当前账户暂无有效支付方式（代金
券），请添加支付方式。

403
OperationDenied.Loc
kMode

The operation is not permitted
when the instance is locked.

操作失败，状态为锁定的实例不支
持该操作。

404
InvalidDBCluster.Not
Found

The specified DBClusterId is not
found.

操作失败，指定的集群实例ID不存
在。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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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CreateStoragePlan购买存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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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entToken String 否
6000170000591a
ed949d0f5*******
*************

该参数用于保证请求的幂等性。由客户端
生成该参数值，保证在不同请求间该参数
值的唯一性。该参数区分大小写、长度不
超过64个ASCII字符。

Action String 否
CreateStoragePla
n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Creat eSt oragePlanCreat eSt oragePlan。

Period String 是 Month

存储包时长单位。取值：

Mont hMont h：月

YearYear：年

UsedTime String 是 3

存储包的使用时长。

当PeriodPeriod取值为Mont hMont h时，取值为
1~9。

当PeriodPeriod取值为YearYear时，取值范围：
【1,2,3,5】。

StorageClass String 是 500

存储包的规格，单位为GB。取值范围：
【50,100,200,300,500,1000,2000,3000,5
000,10000,15000,20000,25000,30000,5
0000,100000,200000】。

StorageType String 是 Mainland

存储包类型。取值：

MainlandMainland：中国内地通用

OverseasOverseas ：中国香港及海外通用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6.存储包6.存储包
6.1. CreateStoragePlan6.1. CreateStoragePlan

API参考··存储包 云数据库 Polar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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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69A85BAF-1089-
4CDF-A82F-
0A140F******

请求ID。

DBInstanceId String
POLARDB-cn-
**************

实例ID。

OrderId String 2035638******* 订单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ClientToken=6000170000591aed949d0f5********************
&Action=CreateStoragePlan
&Period=Month
&UsedTime=3
&StorageClass=500
&StorageType=Mainland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CreateStoragePlanResponse>
    <RequestId>69A85BAF-1089-4CDF-A82F-0A140F******</RequestId>
    <DBInstanceId>POLARDB-cn-**************</DBInstanceId>
    <OrderId>2035638*******</OrderId>
</CreateStoragePlan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69A85BAF-1089-4CDF-A82F-0A140F******",
  "DBInstanceId" : "POLARDB-cn-**************",
  "OrderId" : "20356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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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Regions接口查询PolarDB支持的地域和可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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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escribeRegion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DescribeRegionsDescribeRegions 。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gions Array of Region 地域信息列表。

Region

RegionId String cn-hangzhou 地域ID。

Zones Array of Zone 可用区列表。

Zone

VpcEnabled Boolean true 是否支持VPC。

ZoneId String cn-hangzhou-g 可用区ID。

RequestId String
3F9E6A3B-C13E-
4064-A010-
18582A******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Regions
&<公共请求参数>

7.地域7.地域
7.1. DescribeRegions7.1. DescribeRegions

API参考··地域 云数据库 Polar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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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RegionsResponse>
  <RequestId>3F9E6A3B-C13E-4064-A010-18582A******</RequestId>
  <Regions>
        <Region>
              <RegionId>cn-hangzhou</RegionId>
              <Zones>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cn-hangzhou-h</ZoneId>
                    </Zone>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cn-hangzhou-i</ZoneId>
                    </Zone>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cn-hangzhou-g</ZoneId>
                    </Zone>
              </Zones>
        </Region>
        <Region>
              <RegionId>cn-shanghai</RegionId>
              <Zones>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cn-shanghai-e</ZoneId>
                    </Zone>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cn-shanghai-f</ZoneId>
                    </Zone>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cn-shanghai-j</ZoneId>
                    </Zone>
              </Zones>
        </Region>
        <Region>
              <RegionId>cn-qingdao</RegionId>
              <Zones>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cn-qingdao-b</ZoneId>
                    </Zone>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cn-qingdao-c</ZoneId>
                    </Zone>
              </Zones>
        </Regio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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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ion>
              <RegionId>cn-beijing</RegionId>
              <Zones>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cn-beijing-h</ZoneId>
                    </Zone>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cn-beijing-g</ZoneId>
                    </Zone>
              </Zones>
        </Region>
        <Region>
              <RegionId>cn-zhangjiakou</RegionId>
              <Zones>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cn-zhangjiakou-b</ZoneId>
                    </Zone>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cn-zhangjiakou-a</ZoneId>
                    </Zone>
              </Zones>
        </Region>
        <Region>
              <RegionId>cn-huhehaote</RegionId>
              <Zones>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cn-huhehaote-a</ZoneId>
                    </Zone>
              </Zones>
        </Region>
        <Region>
              <RegionId>cn-shenzhen</RegionId>
              <Zones>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cn-shenzhen-d</ZoneId>
                    </Zone>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cn-shenzhen-e</ZoneId>
                    </Zone>
              </Zones>
        </Region>
        <Region>
              <RegionId>cn-chengdu</RegionId>
              <Zones>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cn-chengdu-b</ZoneId>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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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ne>
              </Zones>
        </Region>
        <Region>
              <RegionId>cn-hongkong</RegionId>
              <Zones>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cn-hongkong-b</ZoneId>
                    </Zone>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cn-hongkong-c</ZoneId>
                    </Zone>
              </Zones>
        </Region>
        <Region>
              <RegionId>ap-southeast-1</RegionId>
              <Zones>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ap-southeast-1c</ZoneId>
                    </Zone>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ap-southeast-1a</ZoneId>
                    </Zone>
              </Zones>
        </Region>
        <Region>
              <RegionId>ap-southeast-2</RegionId>
              <Zones>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ap-southeast-2b</ZoneId>
                    </Zone>
              </Zones>
        </Region>
        <Region>
              <RegionId>ap-southeast-3</RegionId>
              <Zones>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ap-southeast-3b</ZoneId>
                    </Zone>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ap-southeast-3a</ZoneId>
                    </Zone>
              </Zones>
        </Region>
        <Region>
              <RegionId>ap-southeast-5</RegionId>
              <Zones>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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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ap-southeast-5b</ZoneId>
                    </Zone>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ap-southeast-5a</ZoneId>
                    </Zone>
              </Zones>
        </Region>
        <Region>
              <RegionId>ap-northeast-1</RegionId>
              <Zones>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ap-northeast-1b</ZoneId>
                    </Zone>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ap-northeast-1a</ZoneId>
                    </Zone>
              </Zones>
        </Region>
        <Region>
              <RegionId>ap-south-1</RegionId>
              <Zones>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ap-south-1b</ZoneId>
                    </Zone>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ap-south-1a</ZoneId>
                    </Zone>
              </Zones>
        </Region>
        <Region>
              <RegionId>eu-central-1</RegionId>
              <Zones>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eu-central-1b</ZoneId>
                    </Zone>
              </Zones>
        </Region>
        <Region>
              <RegionId>eu-west-1</RegionId>
              <Zones>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eu-west-1a</ZoneId>
                    </Zone>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eu-west-1b</ZoneId>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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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ne>
              </Zones>
        </Region>
        <Region>
              <RegionId>us-west-1</RegionId>
              <Zones>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us-west-1a</ZoneId>
                    </Zone>
              </Zones>
        </Region>
        <Region>
              <RegionId>us-east-1</RegionId>
              <Zones>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us-east-1b</ZoneId>
                    </Zone>
              </Zones>
        </Region>
  </Regions>
</DescribeRegion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3F9E6A3B-C13E-4064-A010-18582A******",
 "Regions": {
  "Region": [
   {
    "RegionId": "cn-hangzhou",
    "Zones": {
     "Zone": [
      {
       "VpcEnabled": true,
       "ZoneId": "cn-hangzhou-h"
      },
      {
       "VpcEnabled": true,
       "ZoneId": "cn-hangzhou-i"
      },
      {
       "VpcEnabled": true,
       "ZoneId": "cn-hangzhou-g"
      }
     ]
    }
   },
   {
    "RegionId": "cn-shanghai",
    "Zones": {
     "Zon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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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pcEnabled": true,
       "ZoneId": "cn-shanghai-e"
      },
      {
       "VpcEnabled": true,
       "ZoneId": "cn-shanghai-f"
      },
      {
       "VpcEnabled": true,
       "ZoneId": "cn-shanghai-j"
      }
     ]
    }
   },
   {
    "RegionId": "cn-qingdao",
    "Zones": {
     "Zone": [
      {
       "VpcEnabled": true,
       "ZoneId": "cn-qingdao-b"
      },
      {
       "VpcEnabled": true,
       "ZoneId": "cn-qingdao-c"
      }
     ]
    }
   },
   {
    "RegionId": "cn-beijing",
    "Zones": {
     "Zone": [
      {
       "VpcEnabled": true,
       "ZoneId": "cn-beijing-h"
      },
      {
       "VpcEnabled": true,
       "ZoneId": "cn-beijing-g"
      }
     ]
    }
   },
   {
    "RegionId": "cn-zhangjiakou",
    "Zones": {
     "Zone": [
      {
       "VpcEnabled": true,
       "ZoneId": "cn-zhangjiakou-b"
      },
      {
       "VpcEnabled":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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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neId": "cn-zhangjiakou-a"
      }
     ]
    }
   },
   {
    "RegionId": "cn-huhehaote",
    "Zones": {
     "Zone": [
      {
       "VpcEnabled": true,
       "ZoneId": "cn-huhehaote-a"
      }
     ]
    }
   },
   {
    "RegionId": "cn-shenzhen",
    "Zones": {
     "Zone": [
      {
       "VpcEnabled": true,
       "ZoneId": "cn-shenzhen-d"
      },
      {
       "VpcEnabled": true,
       "ZoneId": "cn-shenzhen-e"
      }
     ]
    }
   },
   {
    "RegionId": "cn-chengdu",
    "Zones": {
     "Zone": [
      {
       "VpcEnabled": true,
       "ZoneId": "cn-chengdu-b"
      }
     ]
    }
   },
   {
    "RegionId": "cn-hongkong",
    "Zones": {
     "Zone": [
      {
       "VpcEnabled": true,
       "ZoneId": "cn-hongkong-b"
      },
      {
       "VpcEnabled": true,
       "ZoneId": "cn-hongkong-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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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RegionId": "ap-southeast-1",
    "Zones": {
     "Zone": [
      {
       "VpcEnabled": true,
       "ZoneId": "ap-southeast-1c"
      },
      {
       "VpcEnabled": true,
       "ZoneId": "ap-southeast-1a"
      }
     ]
    }
   },
   {
    "RegionId": "ap-southeast-2",
    "Zones": {
     "Zone": [
      {
       "VpcEnabled": true,
       "ZoneId": "ap-southeast-2b"
      }
     ]
    }
   },
   {
    "RegionId": "ap-southeast-3",
    "Zones": {
     "Zone": [
      {
       "VpcEnabled": true,
       "ZoneId": "ap-southeast-3b"
      },
      {
       "VpcEnabled": true,
       "ZoneId": "ap-southeast-3a"
      }
     ]
    }
   },
   {
    "RegionId": "ap-southeast-5",
    "Zones": {
     "Zone": [
      {
       "VpcEnabled": true,
       "ZoneId": "ap-southeast-5b"
      },
      {
       "VpcEnabled": true,
       "ZoneId": "ap-southeast-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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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neId": "ap-southeast-5a"
      }
     ]
    }
   },
   {
    "RegionId": "ap-northeast-1",
    "Zones": {
     "Zone": [
      {
       "VpcEnabled": true,
       "ZoneId": "ap-northeast-1b"
      },
      {
       "VpcEnabled": true,
       "ZoneId": "ap-northeast-1a"
      }
     ]
    }
   },
   {
    "RegionId": "ap-south-1",
    "Zones": {
     "Zone": [
      {
       "VpcEnabled": true,
       "ZoneId": "ap-south-1b"
      },
      {
       "VpcEnabled": true,
       "ZoneId": "ap-south-1a"
      }
     ]
    }
   },
   {
    "RegionId": "eu-central-1",
    "Zones": {
     "Zone": [
      {
       "VpcEnabled": true,
       "ZoneId": "eu-central-1b"
      }
     ]
    }
   },
   {
    "RegionId": "eu-west-1",
    "Zones": {
     "Zone": [
      {
       "VpcEnabled": true,
       "ZoneId": "eu-west-1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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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pcEnabled": true,
       "ZoneId": "eu-west-1b"
      }
     ]
    }
   },
   {
    "RegionId": "us-west-1",
    "Zones": {
     "Zone": [
      {
       "VpcEnabled": true,
       "ZoneId": "us-west-1a"
      }
     ]
    }
   },
   {
    "RegionId": "us-east-1",
    "Zones": {
     "Zone": [
      {
       "VpcEnabled": true,
       "ZoneId": "us-east-1b"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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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BCluster接口创建PolarDB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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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DBCluster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Creat eDBClust erCreat eDBClust er。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地域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
过DescribeRegions接口查看可用地
域。

ZoneId String 否 cn-hangzhou-g

可用区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
过DescribeRegions接口查看可选的
可用区。

DBType String 是 MySQL

数据库引擎类型，取值范围如下：

MySQLMySQL

Post greSQLPost greSQL

OracleOracle

DBVersion String 是 5.6

数据库引擎版本号。

MySQL版本号取值范围如下：

5.65.6

5.75.7

8.08.0

PostgreSQL版本号取值为1111。

Oracle版本号取值为1111。

8.集群管理8.集群管理
8.1. CreateDBCluster8.1. CreateDB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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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NodeClass String 是
polar.mysql.x2.m
edium

节点规格，详情请参见如下文档：

PolarDB MySQL引擎：计算节点规格。

PolarDB O引擎：计算节点规格。

PolarDB PostgreSQL引擎：计算节点规
格。

ClusterNetworkTy
pe

String 否 VPC
集群网络类型，当前仅支持专有网络，取
值固定为VPCVPC。

DBClusterDescript
ion

String 否 test

集群名称，集群名称需满足如下要求：

不能以  http:// 或  https:// 开
头。

长度为2~256个字符。

PayType String 是 Postpaid

付费类型，取值范围如下：

Post paidPost paid：按量付费

PrepaidPrepaid：预付费（包年包月）

AutoRenew Boolean 否 true

是否自动续费，取值范围如下：

t ruet rue：自动续费。

f alsef alse：不自动续费。

默认为f alsef alse。

说明 说明 当参数PayT ypePayT ype取值
为PrepaidPrepaid时，该参数才生效。

Period String 否 Month

若付费类型为PrepaidPrepaid时，该参数为必传
参数。指定预付费集群为包年或包月类
型。

YearYear：包年。即选择包年包月时，单位
为年。

Mont hMont h：包月。即选择包年包月时，单
位为月。

UsedTime String 否 1

当PeriodPeriod为Mont hMont h时，UsedT imeUsedT ime取
值为整数类型，取值范围为  [1-
9] 。

当PeriodPeriod为YearYear时，UsedT imeUsedT ime取值
为整数类型，取值范围为  [1-3] 。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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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CId String 否 vpc-********** 专有网络ID。

VSwitchId String 否 vsw-**********

虚拟交换机ID。

说明 说明 如果已选择VPCId，则
VSwitchId必选。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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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onOption String 否 Normal

创建方式，取值范围如下：

NormalNormal：创建一个全新的PolarDB集
群，控制台操作请参见如下文档：

创建PolarDB MySQL引擎数据库集群

创建PolarDB PostgreSQL引擎数据
库集群

创建PolarDB O引擎数据库集群

CloneFromPolarDBCloneFromPolarDB：从现有PolarDB
集群克隆数据到新的PolarDB集群，控
制台操作请参见如下文档：

PolarDB MySQL引擎克隆集群

PolarDB PostgreSQL引擎克隆集群

PolarDB O引擎克隆集群

CloneFromRDSCloneFromRDS：从现有RDS实例克隆
数据到新的PolarDB集群，控制台操作
请参见一键克隆RDS MySQL到PolarDB
MySQL引擎；

Migrat ionFromRDSMigrat ionFromRDS：从现有RDS实例
迁移数据到新的PolarDB集群。创建的
PolarDB集群是只读模式，且默认开启
Binlog。控制台操作请参见一键升级
RDS MySQL到PolarDB MySQL引擎。

Creat eGdnSt andbyCreat eGdnSt andby：创建一个从集
群，控制台操作请参见添加从集群。

默认为NormalNormal。

说明说明

当DBT ypeDBT ype为MySQLMySQL且DBVDBV
ersionersion为5.65.6或5.75.7时，本参
数取值可以
为CloneFromRDSCloneFromRDS或MigraMigra
t ionFromRDSt ionFromRDS。

当DBT ypeDBT ype为MySQLMySQL且DBVDBV
ersionersion为8.08.0时，本参数取值
可以为
Creat eGdnSt andbyCreat eGdnSt andby。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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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ResourceId String 否 rm-*************

源RDS实例ID或源PolarDB集群ID。仅
当Creat ionOpt ionCreat ionOpt ion为Migrat ionFromRMigrat ionFromR
DSDS、CloneFromRDSCloneFromRDS或CloneFromPolCloneFromPol
arDBarDB时，该参数必填。

若Creat ionOpt ionCreat ionOpt ion为Migrat ionFroMigrat ionFro
mRDSmRDS或CloneFromRDSCloneFromRDS，您需要为
本参数传入源RDS实例ID。源RDS实例版
本需为RDS MySQL 5.6 或5.7 高可用
版，且存储类型为本地SSD盘。

若Creat ionOpt ionCreat ionOpt ion为CloneFromPolCloneFromPol
arDBarDB，您需要为本参数传入源PolarDB
集群ID。克隆集群和源集群的DBType默
认保持一致。例如源集群为MySQL
8.0，则克隆集群也需设
置DBT ypeDBT ype为MySQLMySQL且DBVersionDBVersion为88
.0.0。

CloneDataPoint String 否 LATEST

克隆数据的时间节点，取值：

LAT ESTLAT EST ：最新时间点的数据。

BackupIDBackupID：历史备份集ID，请传入具
体的备份集ID。

T imest ampT imest amp：历史时间点，请传入具
体的时间，格式：  YYYY-MM-DDThh:m
m:ssZ （UTC时间）。

默认为LAT ESTLAT EST 。

说明说明
若Creat ionOpt ionCreat ionOpt ion为CloneFromRCloneFromR
DSDS，则本参数取值只能为LAT ESTLAT EST 。

ClientToken String 否
6000170000591a
ed949d0f5*******
*************

用于保证请求的幂等性。由客户端生成该
参数值，保证在不同请求间唯一，大小写
敏感、不超过64个ASCII 字符。

ResourceGroupId String 否 rg-************ 资源组ID。

SecurityIPList String 否 10.***.***.***

PolarDB集群白名单IP地址。

说明 说明 支持配置多个白名单IP地
址，多个IP地址之间使用英文逗号分
隔。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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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EStatus Boolean 否 true

开启TDE加密。取值范围如下：

t ruet rue：开启。

f alsef alse：关闭（默认值）。

说明说明

仅
当DBT ypeDBT ype为Post greSQLPost greSQL
或OracleOracle时，本参数生效。

您可以调
用ModifyDBClusterTDE接口
为PolarDB MySQL集群开启
TDE加密。

TDE功能开启后不可关闭。

GDNId String 否 gdn-***********

全球数据库网络ID。

说明说明
当Creat ionOpt ionCreat ionOpt ion为Creat eGdnSCreat eGdnS
t andbyt andby时，本参数必填。

CreationCategory String 否 Normal

产品系列，取值范围如下：

NormalNormal：集群版

BasicBasic：单节点

ArchiveNormalArchiveNormal：历史库集群版

说明说明

仅当DBT ypeDBT ype为MySQLMySQL，
且DBVersionDBVersion为5.65.6、5.75.7或
8.08.0时，支持设置产品系列
为BasicBasic。

仅当DBT ypeDBT ype为MySQLMySQL，
且DBVersionDBVersion为8.08.0时，支
持设置产品系列
为ArchiveNormalArchiveNormal。

更多关产品系列的介绍，请参见于产
品系列。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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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aultT imeZone String 否 SYSTEM

集群时区（UTC），可选取值范围为--
12:00~+ 13:0012:00~+ 13:00内的所有整点时间，
如00:0000:00。默认取值为SYST EMSYST EM，默认时
区与Region所在时区一致。

说明 说明 仅
当DBT ypeDBT ype为MySQLMySQL时，该参数生
效。

LowerCaseTable
Names

String 否 1

表名是否区分大小写，取值范围如下：

11：不区分大小写

00：区分大小写

默认取值为11。

说明 说明 仅
当DBT ypeDBT ype为MySQLMySQL时，该参数生
效。

BackupRetentionP
olicyOnClusterDel
etion

String 否 NONE

删除集群时备份集保留策略，取值范围如
下：

ALLALL：永久保留全部备份。

LAT ESTLAT EST ：永久保留最后一个备份（删
除前自动备份）。

NONENONE：集群删除时不保留备份集。

创建集群时，默认取值为NONENONE，即集群
删除时不保留备份集。

说明 说明 仅
当DBT ypeDBT ype为MySQLMySQL时，该参数生
效。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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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MinorVersion String 否 8.0.1

数据库引擎小版本号。

当  DBVersion 为8.08.0时，取值范围
如下：

8.0.28.0.2

8.0.18.0.1

当  DBVersion 为5.75.7时，取值
为5.7.285.7.28。

当  DBVersion 为5.65.6时，取值
为5.6.165.6.16。

ParameterGroupI
d

String 否
pcpg-
**************

参数模板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
过DescribeParameterGroups接口查
看目标地域的参数模板列表，包括参
数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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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56531A4-E552-
40BA-9C58-
137B80******

请求ID。

ResourceGroupI
d

String rg-*************** 资源组ID。

DBClusterId String
pc-
bp1s826a1up******

集群ID。

OrderId String 211454967****** 订单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CreateDBCluster
&DBNodeClass=polar.mysql.x2.medium
&DBType=MySQL
&DBVersion=5.6
&PayType=Postpaid
&RegionId=cn-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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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DBClusterResponse>
    <RequestId>E56531A4-E552-40BA-9C58-137B80******</RequestId>
    <ResourceGroupId>rg-***************</ResourceGroupId>
    <DBClusterId>pc-bp1s826a1up******</DBClusterId>
    <OrderId>211454967******</OrderId>
</CreateDBCluster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E56531A4-E552-40BA-9C58-137B80******",
  "ResourceGroupId" : "rg-***************",
  "DBClusterId" : "pc-bp1s826a1up******",
  "OrderId" : "211454967******"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BackupRetenti
onPolicyOnClusterDe
letion.Malformed

The specified
BackupRetentionPolicyOnCluster
Deletion is invalid.

当前删除（释放）集群时的保留备
份策略（
BackupRetentionPolicyOnCluster
Deletion）无效。

400
InvalidLowerCaseTa
bleNames.Malforme
d

The specified
LowerCaseTableNames is
invalid.

指定的表名是否区分大小写参数
（LowerCaseTableNames）无
效。

400
InvalidDefaultT imeZ
one.Malformed

The specified DefaultT imeZone
is invalid.

指定的默认时区参数
（DefaultT imeZone）无效。

400
Location.FailedGetS
ubDomain

The specified regionId does not
match the zoneId or the zoneId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地域ID与可用区ID不匹配或
者可用区ID不存在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leteDBCluster接口释放按量付费的PolarDB集群。

调试调试

8.2. DeleteDBCluster8.2. DeleteDB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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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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eleteDBCluster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为DeleteDBCluster。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BackupRetentionP
olicyOnClusterDel
etion

String 否 NONE

删除集群时备份集保留策略，取值范围如
下：

ALLALL：永久保留全部备份。

LAT ESTLAT EST ：永久保留最后一个备份（删
除前自动备份）。

NONENONE：集群删除时不保留备份集。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D0CEC6AC-7760-
409A-A0D5-
E6CD86******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leteDBCluster
&DBClusterId=p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leteDBClusterResponse>
  <RequestId>D0CEC6AC-7760-409A-A0D5-E6CD86******</RequestId>
</DeleteDBCluster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D0CEC6AC-7760-409A-A0D5-E6CD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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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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DBClusters接口查询PolarDB集群列表或被RAM授权的集群列表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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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beDBCluste
rs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DBClust ersDescribeDBClust ers 。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地域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过接
口DescribeRegions查看可用的地
域。

DBClusterIds String 否 pc-****************
集群ID。多个集群ID间用英文逗号（,）隔
开。

DBClusterDescript
ion

String 否 pc-**************** 集群描述，可模糊查询。

DBClusterStatus String 否 Running 集群状态，取值范围请参见集群状态表。

DBType String 否 MySQL

数据库类型，取值范围如下：

MySQLMySQL

Post greSQLPost greSQL

OracleOracle

PageSize Integer 否 30
每页记录数，取值为3030、5050或100100。

默认值为3030。

8.3. DescribeDBClusters8.3. DescribeDBClu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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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Number Integer 否 10
页码，取值为大于0且不超过Integer数据
类型的最大值，默认值为11。

ResourceGroupId String 否 rg-********** 资源组ID。

PayType String 否 Postpaid
付费类型，取值范围如下：

Post paidPost paid：按量付费

PrepaidPrepaid：预付费（包年包月）

DBNodeIds String 否 pi-***************
节点ID。支持传入多个节点ID，多个ID间用
英文逗号（,）分隔。

Tag.N.Key String 否 MySQL

标签键，可以根据标签过滤集群列表。最
多20对标签，各个标签对的数字n必须不
同，且必须是从1开始的连续整数。
Tag.n.Key对应的值为Tag.n.Value。

说明 说明 最多支持64个字符，不
能
以  aliyun 、  acs: 、  http:
// 或者  https:// 开头。

Tag.N.Value String 否 5.6

标签键对应的标签值。

说明 说明 最多支持64个字符，不
能
以  aliyun 、  acs: 、  http:
// 或者  https:// 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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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RecordCo
unt

Integer 16 总记录数。

PageRecordCou
nt

Integer 5 本页集群数量。

RequestId String
9B7BFB11-C077-
4FE3-B051-
F69CEB******

请求ID。

API参考··集群管理 云数据库 PolarDB

53 > 文档版本：20220526



PageNumber Integer 12 页数。

Items
Array of
DBCluster

集群列表。

DBCluster

VpcId String vpc-**************** 专有网络ID。

ExpireT ime String
2020-11-
14T16:00:00Z

集群到期时间。

说明 说明 仅付费方式为PrepaidPrepaid（包年
包月）的集群会返回具体参数
值，Post paidPost paid（按量付费）集群则返回空
值。

Expired String false

集群是否到期。

说明 说明 仅付费方式为PrepaidPrepaid（包年
包月）的集群支持返该参数。

DBNodeNumbe
r

Integer 2 节点数量。

CreateT ime String
2020-08-
14T05:58:42Z

创建时间。

PayType String Prepaid

付费类型，取值范围如下：

Post paidPost paid：按量付费。

PrepaidPrepaid：包年包月（预付费）。

DBNodeClass String polar.mysql.x4.large 节点规格。

Tags Array of Tag 标签列表。

Tag

Key String MySQL 标签键。

Value String 5.6 标签值。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云数据库 PolarDB API参考··集群管理

> 文档版本：20220526 54



DBType String MySQL 数据库类型。

LockMode String Unlock

集群的锁定状态，取值范围如下：

UnlockUnlock：正常。

ManualLockManualLock：手动触发锁定。

LockByExpirat ionLockByExpirat ion：集群过期自动锁定。

DBNodes
Array of
DBNode

节点列表。

DBNode

DBNodeClass String polar.mysql.x4.large 节点规格。

ZoneId String cn-hangzhou-i 可用区ID。

DBNodeRole String Reader

节点角色，取值范围如下：

Writ erWrit er：主节点。

ReaderReader：只读节点。

DBNodeId String pi-**************** 节点ID。

RegionId String cn-hangzhou 地域ID。

RegionId String cn-hangzhou 地域ID。

DeletionLock Integer 0

集群删除的保护状态，取值范围如下：

00：未锁定。

11：锁定。

说明 说明 锁定状态时，不可以删除集
群。

DBVersion String 5.6 数据库版本。

DBClusterId String pc-**************** 集群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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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ClusterStatu
s

String Running 集群状态。

ResourceGroupI
d

String rg-************ 资源组ID。

StorageUsed Long 3009413120 集群已经使用的存储用量，单位为Byte。

DBClusterNetw
orkType

String VPC 集群的网络类型。

DBClusterDescri
ption

String GDN-1 集群描述。

ZoneId String cn-hangzhou-i 可用区ID。

Engine String POLARDB 集群引擎。

Category String Normal

集群系列，目前支持如下系列：

NormalNormal：集群版

BasicBasic：单节点

ArchiveArchive：历史库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BClusters
&RegionId=cn-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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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beDBClustersResponse>
    <TotalRecordCount>16</TotalRecordCount>
    <PageRecordCount>5</PageRecordCount>
    <RequestId>9B7BFB11-C077-4FE3-B051-F69CEB******</RequestId>
    <PageNumber>12</PageNumber>
    <Items>
        <VpcId>vpc-****************</VpcId>
        <ExpireTime>2020-11-14T16:00:00Z</ExpireTime>
        <Expired>false</Expired>
        <DBNodeNumber>2</DBNodeNumber>
        <CreateTime>2020-08-14T05:58:42Z</CreateTime>
        <PayType>Prepaid</PayType>
        <DBNodeClass>polar.mysql.x4.large</DBNodeClass>
        <Tags>
            <Key>MySQL</Key>
            <Value>5.6</Value>
        </Tags>
        <DBType>MySQL</DBType>
        <LockMode>Unlock</LockMode>
        <DBNodes>
            <DBNodeClass>polar.mysql.x4.large</DBNodeClass>
            <ZoneId>cn-hangzhou-i</ZoneId>
            <DBNodeRole>Reader</DBNodeRole>
            <DBNodeId>pi-****************</DBNodeId>
            <RegionId>cn-hangzhou</RegionId>
        </DBNodes>
        <RegionId>cn-hangzhou</RegionId>
        <DeletionLock>0</DeletionLock>
        <DBVersion>5.6</DBVersion>
        <DBClusterId>pc-****************</DBClusterId>
        <DBClusterStatus>Running</DBClusterStatus>
        <ResourceGroupId>rg-************</ResourceGroupId>
        <StorageUsed>3009413120</StorageUsed>
        <DBClusterNetworkType>VPC</DBClusterNetworkType>
        <DBClusterDescription>GDN-1</DBClusterDescription>
        <ZoneId>cn-hangzhou-i</ZoneId>
        <Engine>POLARDB</Engine>
        <Category>Normal</Category>
    </Items>
</DescribeDBClusters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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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TotalRecordCount" : 16,
  "PageRecordCount" : 5,
  "RequestId" : "9B7BFB11-C077-4FE3-B051-F69CEB******",
  "PageNumber" : 12,
  "Items" : [ {
    "VpcId" : "vpc-****************",
    "ExpireTime" : "2020-11-14T16:00:00Z",
    "Expired" : "false",
    "DBNodeNumber" : 2,
    "CreateTime" : "2020-08-14T05:58:42Z",
    "PayType" : "Prepaid",
    "DBNodeClass" : "polar.mysql.x4.large",
    "Tags" : [ {
      "Key" : "MySQL",
      "Value" : "5.6"
    } ],
    "DBType" : "MySQL",
    "LockMode" : "Unlock",
    "DBNodes" : [ {
      "DBNodeClass" : "polar.mysql.x4.large",
      "ZoneId" : "cn-hangzhou-i",
      "DBNodeRole" : "Reader",
      "DBNodeId" : "pi-****************",
      "RegionId" : "cn-hangzhou"
    } ],
    "RegionId" : "cn-hangzhou",
    "DeletionLock" : 0,
    "DBVersion" : "5.6",
    "DBClusterId" : "pc-****************",
    "DBClusterStatus" : "Running",
    "ResourceGroupId" : "rg-************",
    "StorageUsed" : 3009413120,
    "DBClusterNetworkType" : "VPC",
    "DBClusterDescription" : "GDN-1",
    "ZoneId" : "cn-hangzhou-i",
    "Engine" : "POLARDB",
    "Category" : "Normal"
  } ]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
The request processing has
failed due to some unknown
error, exception or failure.

由于某些未知错误、异常或失败，
请求处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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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 ServiceUnavailable
The request has failed due to a
temporary failure of the server.

由于服务器临时故障，请求失败。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DBClusterAttribute接口查看PolarDB集群的详细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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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beDBCluste
rAttribute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DBClust erAt t ribut eDescribeDBClust erAt t ribut e。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

集群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
过DescribeDBClusters接口查看账号
下所有集群的详细信息，包括集群
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eletionLock Integer 0

集群删除的锁定状态，取值范围如下：

00：未锁定，可删除集群。

11：锁定，不可删除集群。

8.4. DescribeDBClusterAttribute8.4. DescribeDBClusterAttrib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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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String Normal

产品系列，取值范围如下：

NormalNormal：集群版

BasicBasic：单节点

ArchiveArchive：历史库

NormalMult imast erNormalMult imast er：多主架构集群版

说明说明

仅PolarDB MySQL引擎支持单节点
产品系列。

仅PolarDB MySQL引擎8.0版本的集
群，支持历史库和多主架构集群版
产品系列。

ResourceGroupI
d

String rg-*************** 资源组ID。

DataLevel1Back
upChainSize

Long 74448896 一级备份（快照）总大小，单位为Byte。

DBClusterId String pc-***************** 集群ID。

DBType String MySQL 数据库引擎类型。

DBClusterNetw
orkType

String VPC 集群的网络类型。

IsLatestVersion Boolean false

是否为最新内核版本。取值范围如下：

t ruet rue：是

f alsef alse：否

StorageMax Long 10995116277760 当前集群规格的最大存储容量，单位为Byte。

DBVersion String 8.0 数据库引擎版本。

DBNodes
Array of
DBNode

节点信息详情。

CreationTime String
2020-03-
23T21:35:43Z

节点创建时间。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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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overPriority Integer 1

Failover优先级。每个节点都有一个Failover优先
级，决定了当故障切换时，该节点被选举为主节
点的概率高低。数值越大，优先级越高，取值范
围为1~15。

MaxIOPS Integer 32000 最大I/O请求次数，即IOPS。

DBNodeClass String polar.mysql.x4.large 节点规格。

DBNodeRole String Reader

节点角色，取值范围如下：

Writ erWrit er：主节点。

ReaderReader：只读节点。

ZoneId String cn-hangzhou-i 可用区ID。

MaxConnection
s

Integer 8000 最大集群并发连接数。

DBNodeStatus String Running

节点状态，取值范围如下：

Creat ingCreat ing：创建中

RunningRunning：运行中

Delet ingDelet ing：删除中

Reboot ingReboot ing：重启中

DBNodeCreat ingDBNodeCreat ing：正在增加节点

DBNodeDelet ingDBNodeDelet ing：正在删除节点

ClassChangingClassChanging：正在变更节点规格

Net AddressCreat ingNet AddressCreat ing：正在创建网络连接

Net AddressDelet ingNet AddressDelet ing：正在删除网络连接

Net AddressModif yingNet AddressModif ying：正在修改网络连
接

MinorVersionUpgradingMinorVersionUpgrading：小版本升级中

Maint ainingMaint aining：实例维护中

Swit chingSwit ching：切换中

DBNodeId String pi-**************** 节点ID。

ImciSwitch String ON

是否开启列存索引。取值范围：

ONON：开启

OFFOFF：关闭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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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ReplicaMod
e

String ON

是否开启热备。取值范围：

ONON：开启

OFFOFF：关闭

AddedCpuCore
s

String 6 秒级弹性扩核的CPU核数。

MasterId String
pi-
bp18z52akld3*****

多主架构集群版的主节点ID。

ZoneIds String
cn-hangzhou-i,cn-
hangzhou-g

可用区ID。

MaintainT ime String 18:00Z-19:00Z

集群的可维护时间段，格式为  HH:mmZ-
HH:mmZ （UTC时间）。例如  16:00Z-
17:00Z 表示，0点到1点（UTC+08:00）可以
进行例行维护。

Engine String POLARDB 集群引擎。

Tags Array of Tag 标签信息详情。

Key String test 标签键。

Value String MySQL 标签值。

RequestId String
074467EF-86B9-
4C23-ACBF-
E9B81A******

请求ID。

VPCId String
vpc-
*******************

专有网络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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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ClusterStatu
s

String Running

集群状态，取值范围如下：

Creat ingCreat ing：创建中

RunningRunning：运行中

Delet ingDelet ing：释放中

Reboot ingReboot ing：重启中

DBNodeCreat ingDBNodeCreat ing：正在增加节点

DBNodeDelet ingDBNodeDelet ing：正在删除节点

ClassChangingClassChanging：正在变更节点规格

Net AddressCreat ingNet AddressCreat ing：正在创建网络连接

Net AddressDelet ingNet AddressDelet ing：正在删除网络连接

Net AddressModif yingNet AddressModif ying：正在修改网络连
接

Delet edDelet ed：已释放

ClassChangedClassChanged：升降配结束资源回收中

VSwitchId String
vsw-
*********************

虚拟交换机ID。

DBClusterDescri
ption

String test 集群描述。

Expired String false

集群是否到期。

说明 说明 仅付费方式为PrepaidPrepaid（包年
包月）的集群支持返回该参数。

PayType String Prepaid

付费类型。取值范围：

Post paidPost paid：按量付费。

PrepaidPrepaid：预付费（包年包月）。

LockMode String Unlock

锁定模式，取值范围：

UnlockUnlock：未锁定。

ManualLockManualLock：手动触发锁定。

LockByExpirat ionLockByExpirat ion：集群过期自动锁定。

StorageUsed Long 3012558848 存储空间的使用量，单位为Byte。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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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VersionStatu
s

String Stable

当前数据库小版本状态，取值范围如下：

St ableSt able：当前版本状态稳定。

OldOld：当前版本过旧，建议升级到最新版本。

HighRiskHighRisk：当前版本有严重缺陷，请立即升
级到最新的版本。

说明 说明 关于如何升级数据库小版本，
请参见版本升级。

CreationTime String
2020-08-
14T05:58:42Z

集群创建时间。

SQLSize Long 0
SQL的存储量，单位为Byte。若数值为-1，则表
示没有数据。

RegionId String cn-hangzhou 地域ID。

ExpireT ime String
2020-11-
14T16:00:00Z

集群到期时间。

说明 说明 仅付费方式为PrepaidPrepaid（包年
包月）的集群会返回具体参数
值，Post paidPost paid（按量付费）集群则返回空
值。

SubCategory String Exclusive

计算节点的规格类型，取值范围如下：

ExclusiveExclusive：独享规格

GeneralGeneral：通用规格

说明 说明 仅PolarDB MySQL引擎集群版
支持返回该参数。

IsProxyLatestVe
rsion

Boolean false

是否为数据库代理最新版本，取值范围如下：

t ruet rue：是

f alsef alse：否

StorageType String HighPerformance 存储类型，取值固定为HighPerf ormanceHighPerf ormance。

ProxyCpuCores String 4 数据库代理CPU核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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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xyStandardC
puCores

String 2 数据库代理标准配置CPU核数。

ProxyType String Exclusive

数据库代理类型，取值范围：

ExclusiveExclusive：企业独享版

GeneralGeneral  ：企业通用版

ProxyStatus String Running

数据库代理的状态。取值范围：

Creat ingCreat ing：创建中

RunningRunning：运行中

Delet ingDelet ing：释放中

Reboot ingReboot ing：重启中

DBNodeCreat ingDBNodeCreat ing：正在增加节点

DBNodeDelet ingDBNodeDelet ing：正在删除节点

ClassChangingClassChanging：正在变更节点规格

Net AddressCreat ingNet AddressCreat ing：正在创建网络连接

Net AddressDelet ingNet AddressDelet ing：正在删除网络连接

Net AddressModif yingNet AddressModif ying：正在修改网络连
接

Delet edDelet ed：已释放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BClusterAttribute
&DBClusterId=p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DescribeDBClusterAttributeResponse>
    <DeletionLock>0</DeletionLock>
    <Category>Normal</Category>
    <ResourceGroupId>rg-***************</ResourceGroupId>
    <DataLevel1BackupChainSize>74448896</DataLevel1BackupChainSize>
    <DBClusterId>pc-*****************</DBClusterId>
    <DBType>MySQL</DBType>
    <DBClusterNetworkType>VPC</DBClusterNetworkType>
    <IsLatestVersion>false</IsLatestVersion>
    <StorageMax>10995116277760</StorageMax>
    <DBVersion>8.0</DBVersion>
    <DBN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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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Nodes>
        <CreationTime>2020-03-23T21:35:43Z</CreationTime>
        <FailoverPriority>1</FailoverPriority>
        <MaxIOPS>32000</MaxIOPS>
        <DBNodeClass>polar.mysql.x4.large</DBNodeClass>
        <DBNodeRole>Reader</DBNodeRole>
        <ZoneId>cn-hangzhou-i</ZoneId>
        <MaxConnections>8000</MaxConnections>
        <DBNodeStatus>Running</DBNodeStatus>
        <DBNodeId>pi-****************</DBNodeId>
        <ImciSwitch>ON</ImciSwitch>
        <HotReplicaMode>ON</HotReplicaMode>
        <AddedCpuCores>6</AddedCpuCores>
        <MasterId>pi-bp18z52akld3*****</MasterId>
    </DBNodes>
    <ZoneIds>cn-hangzhou-i,cn-hangzhou-g</ZoneIds>
    <MaintainTime>18:00Z-19:00Z</MaintainTime>
    <Engine>POLARDB</Engine>
    <Tags>
        <Key>test</Key>
        <Value>MySQL</Value>
    </Tags>
    <RequestId>074467EF-86B9-4C23-ACBF-E9B81A******</RequestId>
    <VPCId>vpc-*******************</VPCId>
    <DBClusterStatus>Running</DBClusterStatus>
    <VSwitchId>vsw-*********************</VSwitchId>
    <DBClusterDescription>test</DBClusterDescription>
    <Expired>false</Expired>
    <PayType>Prepaid</PayType>
    <LockMode>Unlock</LockMode>
    <StorageUsed>3012558848</StorageUsed>
    <DBVersionStatus>Stable</DBVersionStatus>
    <CreationTime>2020-08-14T05:58:42Z</CreationTime>
    <SQLSize>0</SQLSize>
    <RegionId>cn-hangzhou</RegionId>
    <ExpireTime>2020-11-14T16:00:00Z</ExpireTime>
    <SubCategory>Exclusive</SubCategory>
    <IsProxyLatestVersion>false</IsProxyLatestVersion>
    <StorageType>HighPerformance</StorageType>
    <ProxyCpuCores>4</ProxyCpuCores>
    <ProxyStandardCpuCores>2</ProxyStandardCpuCores>
    <ProxyType>Exclusive</ProxyType>
    <ProxyStatus>Running</ProxyStatus>
</DescribeDBClusterAttribute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DeletionLock" : 0,
  "Category" : "Normal",
  "ResourceGroupId" : "rg-***************",
  "DataLevel1BackupChainSize" : 74448896,
  "DBClusterId" :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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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ClusterId" : "pc-*****************",
  "DBType" : "MySQL",
  "DBClusterNetworkType" : "VPC",
  "IsLatestVersion" : false,
  "StorageMax" : 10995116277760,
  "DBVersion" : "8.0",
  "DBNodes" : [ {
    "CreationTime" : "2020-03-23T21:35:43Z",
    "FailoverPriority" : 1,
    "MaxIOPS" : 32000,
    "DBNodeClass" : "polar.mysql.x4.large",
    "DBNodeRole" : "Reader",
    "ZoneId" : "cn-hangzhou-i",
    "MaxConnections" : 8000,
    "DBNodeStatus" : "Running",
    "DBNodeId" : "pi-****************",
    "ImciSwitch" : "ON",
    "HotReplicaMode" : "ON",
    "AddedCpuCores" : "6",
    "MasterId" : "pi-bp18z52akld3*****"
  } ],
  "ZoneIds" : "cn-hangzhou-i,cn-hangzhou-g",
  "MaintainTime" : "18:00Z-19:00Z",
  "Engine" : "POLARDB",
  "Tags" : [ {
    "Key" : "test",
    "Value" : "MySQL"
  } ],
  "RequestId" : "074467EF-86B9-4C23-ACBF-E9B81A******",
  "VPCId" : "vpc-*******************",
  "DBClusterStatus" : "Running",
  "VSwitchId" : "vsw-*********************",
  "DBClusterDescription" : "test",
  "Expired" : "false",
  "PayType" : "Prepaid",
  "LockMode" : "Unlock",
  "StorageUsed" : 3012558848,
  "DBVersionStatus" : "Stable",
  "CreationTime" : "2020-08-14T05:58:42Z",
  "SQLSize" : 0,
  "RegionId" : "cn-hangzhou",
  "ExpireTime" : "2020-11-14T16:00:00Z",
  "SubCategory" : "Exclusive",
  "IsProxyLatestVersion" : false,
  "StorageType" : "HighPerformance",
  "ProxyCpuCores" : "4",
  "ProxyStandardCpuCores" : "2",
  "ProxyType" : "Exclusive",
  "ProxyStatus" : "Running"
}

错误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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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InvalidDBCluster.Not
Found

The DBClusterId provide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当前的记录中不存在提供的
DBClusterId。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Tasks接口查看通过API生成的任务（如创建集群）进度详情。

支持查看直接使用某API（如CreateDBCluster）生成的任务，或在PolarDB控制台使用某功能（如创建集
群）时，系统调用了对应API生成的任务进度详情。

当前仅支持查看创建集群时，即调用CreateDBCluster接口且  CreationOption 参数值不为  CreateGdnSt
andby 时，生成的任务进度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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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beTask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DescribeT asksDescribeT asks 。

DBClusterId String 否 pc-***************

集群ID。

说明说明
 DBNodeId 和  DBClusterId 必

选其一填入。您可以通
过DescribeDBClusters接口查看账号
下所有集群的详细信息，包括集群
ID。

DBNodeId String 否 pi-***************

节点ID。

说明说明
 DBNodeId 和  DBClusterId 必

选其一填入。您可以通
过DescribeDBClusters接口查看账号
下所有集群的详细信息，包括节点
ID。

8.5. DescribeTasks8.5. DescribeT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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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T ime String 是
2020-11-
30T00:00Z

查询开始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Z （UTC时间）。

EndTime String 是
2020-12-
02T03:00Z

查询结束时间，查询结束时间需晚于开始
时间，格式为YYYY-MM-
DDThh:mmZ（UTC时间）。

Status String 否 Running

任务状态，取值范围如下：

Wait ingWait ing：任务等待执行中

RunningRunning：任务正在执行中

FinishedFinished：任务已完成

ClosedClosed：任务已关闭

PausePause：任务已暂停

St opSt op：任务已中断

说明 说明 若该参数留空，仅返回当
前集群或节点下所有状态
为Wait ingWait ing或RunningRunning的任务详情。

PageSize Integer 否 30
每页记录数，取值为3030、5050或100100。

默认值为3030。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页码，取值为大于0且不超过Integer数据
类型的最大值。

默认值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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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RecordCo
unt

Integer 1 总记录数。

PageRecordCou
nt

Integer 30 本页记录数。

Tasks Array of Task 任务详情。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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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ishT ime String
2020-12-
02T02:40:15Z

任务完成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Z （UTC时间）。

StepsInfo String

[{\"remain\":0,\"na
me\":\"init_task\",\
"progress\":100},
{\"remain\":1764,\"
name\":\"create_ins
tance\",\"progress\
":0},
{\"remain\":1,\"nam
e\":\"init_cluster\",\
"progress\":0},
{\"remain\":2,\"nam
e\":\"create_backup
\",\"progress\":0}]

任务子步骤详情。

Progress Integer 100 任务进度百分比。

ExpectedFinish
T ime

String null 预计结束时间。若无特殊情况，该参数为空。

BeginTime String
2020-12-
02T02:39:15Z

任务开始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Z （UTC时间）。

TaskErrorCode String null

任务出错时的错误码。

说明 说明 仅当任务状态为St opSt op时返回该
参数。

ProgressInfo String null
任务进度的描述信息。若目标任务无进度描述信
息，该参数为空。

CurrentStepNa
me

String create_instance 当前任务的子步骤名称。

StepProgressIn
fo

String 1/4
任务子步骤进度。例如  1/4 表示该任务共包
含4个子步骤，当前正在执行第一步。

TaskErrorMessa
ge

String null

任务出错时的错误信息。

说明 说明 仅当任务状态为St opSt op时返回该
参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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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Action String CreateDBInstance
目标任务所使用的API接口，例
如  CreateDBInstance 。

DBName String test

数据库名称。

说明 说明 仅涉及数据库相关操作的任务
会返回该参数。

Remain Integer 1767 任务预计剩余时间，单位为秒。

TaskId String 111111111 目标任务ID。

EndTime String 2020-12-02T03:00Z 查询结束时间。

RequestId String
4352AD99-9FF5-
41A6-A319-
068089******

请求ID。

PageNumber Integer 1 页码。

StartT ime String 2020-11-30T00:00Z 查询开始时间。

DBClusterId String pc-*************** 任务所对应的集群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Tasks
&EndTime=2020-11-30T00:00Z
&StartTime=2020-12-01T10:0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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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beTasksResponse>
<TotalRecordCount>1</TotalRecordCount>
<PageRecordCount>30</PageRecordCount>
<Tasks>
    <Task>
        <StepProgressInfo>1/4</StepProgressInfo>
        <Progress>25</Progress>
        <TaskId>111111111</TaskId>
        <Remain>1767</Remain>
        <FinishTime>2020-12-02T02:40:15Z</FinishTime>
        <TaskAction>CreateDBInstance</TaskAction>
        <StepsInfo>[{"remain":0,"name":"init_task","progress":100},{"remain":1764,"name":"c
reate_instance","progress":0},{"remain":1,"name":"init_cluster","progress":0},{"remain":2,"
name":"create_backup","progress":0}]</StepsInfo>
        <CurrentStepName>create_instance</CurrentStepName>
        <BeginTime>2020-12-02T02:39:15Z</BeginTime>
    </Task>
</Tasks>
<RequestId>45CE02A1-1766-42E3-9E5F-24B576******</RequestId>
<EndTime>2020-12-02T03:00Z</EndTime>
<PageNumber>1</PageNumber>
<StartTime>2020-11-30T00:00Z</StartTime>
<DBClusterId>pc-*****************</DBClusterId>
</DescribeTasks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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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TotalRecordCount" : 1,
  "PageRecordCount" : 30,
  "Tasks" : {
    "Task" : [ {
      "StepProgressInfo" : "1/4",
      "Progress" : 25,
      "TaskId" : "111111111",
      "Remain" : 1767,
      "FinishTime" : "2020-12-02T02:40:15Z",
      "TaskAction" : "CreateDBInstance",
      "StepsInfo" : "[{\"remain\":0,\"name\":\"init_task\",\"progress\":100},{\"remain\":17
64,\"name\":\"create_instance\",\"progress\":0},{\"remain\":1,\"name\":\"init_cluster\",\"p
rogress\":0},{\"remain\":2,\"name\":\"create_backup\",\"progress\":0}]",
      "CurrentStepName" : "create_instance",
      "BeginTime" : "2020-12-02T02:39:15Z"
    } ]
  },
  "RequestId" : "45CE02A1-1766-42E3-9E5F-24B576******",
  "EndTime" : "2020-12-02T03:00Z",
  "PageNumber" : 1,
  "StartTime" : "2020-11-30T00:00Z",
  "DBClusterId" : "pc-*****************"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DBClusterDescript ion接口修改PolarDB集群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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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ModifyDBClusterD
escription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Modif yDBClust erDescript ionModif yDBClust erDescript ion。

8.6. ModifyDBClusterDescription8.6. ModifyDBCluster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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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ClusterDescript
ion

String 是
ClusterDescriptio
nTest

集群名称，集群名称需满足如下要求：

不能以  http:// 或  https:// 开
头。

长度为2~256个字符。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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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CEC6AC-7760-
409A-A0D5-
E6CD86******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DBClusterDescription
&DBClusterDescription=ClusterDescriptionTest
&DBClusterId=p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ModifyDBClusterDescriptionResponse>
  <RequestId>D0CEC6AC-7760-409A-A0D5-E6CD86******</RequestId>
</ModifyDBClusterDescription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D0CEC6AC-7760-409A-A0D5-E6CD86******"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DBClusterDelet ion接口开启或者关闭集群保护锁。

调试调试

8.7. ModifyDBClusterDeletion8.7. ModifyDBClusterDele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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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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ifyDBClusterD
eletion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Modif yDBClust erDelet ionModif yDBClust erDelet ion。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bp1313h70cd5m*
***

目标集群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
过DescribeDBClusters接口查看集群
ID。

Protection Boolean 否 true

开启或者关闭集群保护锁，取值：

t ruet rue：开启集群保护锁，开启后不能直
接释放该集群，需要关闭集群保护锁后
重新释放。

f alsef alse：关闭集群保护锁。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24C80BD8-C710-
4138-893A-
D2AFED4FC13D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DBClusterDeletion
&DBClusterId=pc-bp1313h70cd5m****
&Protection=tru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ModifyDBClusterDeletionResponse>
    <RequestId>24C80BD8-C710-4138-893A-D2AFED4FC13D</RequestId>
</ModifyDBClusterDeletion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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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24C80BD8-C710-4138-893A-D2AFED4FC13D"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InvalidDBCluster.Not
Found

The DBClusterId provide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当前的记录中不存在提供的
DBClusterId。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DBClusterMaintainTime接口修改PolarDB集群可例行维护的时间。

说明 说明 建议您将集群可例行维护的时间设置在业务的低峰时间段。阿里云会在您设置的可维护时间
段内进行集群维护，保证对业务的影响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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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 类型
是否必
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Query String 否
ModifyDBCluste
rMaintainT im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Modif yDBClust erMaint ainT imModif yDBClust erMaint ainT im
ee。

DBClusterId Query String 是
pc-
***************

集群ID。

MaintainT ime Query String 是 02:00Z-03:00Z

集群的可维护时间，格式
为  HH:mmZ- HH:mmZ 。例
如  16:00Z-17:00Z ，表示0点到1
点（UTC+08:00）可进行例行维护。

说明 说明 可维护时间为整
点，时长为1小时。

8.8. ModifyDBClusterMaintainTime8.8. ModifyDBClusterMaintain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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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70656639-1416-
479F-AF13-
D08197******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DBClusterMaintainTime
&DBClusterId=pc-***************
&MaintainTime=02:00Z-03:00Z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ModifyDBClusterMaintainTimeResponse>  
   <RequestId>70656639-1416-479F-AF13-D08197******</RequestId>
</ModifyDBClusterMaintainTim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70656639-1416-479F-AF13-D08197******"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DBClusterPrimaryZone变更PolarDB集群的主可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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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部署架构8.9. 部署架构
8.9.1. ModifyDBClusterPrimaryZone8.9.1. ModifyDBClusterPrimary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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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String 是
ModifyDBClusterP
rimaryZone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Modif yDBClust erPrimaryZoneModif yDBClust erPrimaryZone。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调
用DescribeDBClusters接口查看目标
地域下所有的集群信息，包括集群
ID。

ZoneId String 是 cn-hangzhou-g

新的主可用区ID。

说明 说明 可通过接
口DescribeRegions查看可用的可用
区。

VSwitchId String 否 vsw-**************

目标可用区的虚拟交换机（VSwitch）ID。

说明说明

当集群为PolarDB O引擎或
PolarDB PostgreSQL引擎
时，该参数必填。

当集群为PolarDB MySQL引
擎时：

如果目标可用区没有
创建过Vswitch，则
使用默认的
Vswitch，该参数非
必填。

如果目标可用区已创
建过Vswitch，该参
数必填。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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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edStartT ime String 否
2021-01-
14T09:00:00Z

开始执行定时（即在目标时间段内执行）
变更主可用区任务的最早时间。格式
为  YYYY-MM-
DDThh:mm:ssZ （UTC）。

说明说明

开始时间的取值范围为未来
24小时内的任意时间点。例
如当前时间为  2021-01-14
T09:00:00Z ，此处允许填
入的开始时间范围为  2021-
01-14T09:00:00Z ~  202
1-01-15T09:00:00Z 。

若该参数留空，默认立即执
行变更主可用区任务。

PlannedEndTime String 否
2021-01-
14T09:30:00Z

开始执行目标定时任务的最晚时间。格式
为  YYYY-MM-
DDThh:mm:ssZ （UTC）。

说明说明

最晚时间需晚于开始时间的
30分钟或以上。

若设置了  PlannedStartTi
me 但未指定该参数，执行
目标任务的最晚时间默认为  
开始时间+30分钟 。例如当
设置  PlannedStartTime
 为  2021-01-14T09:00:
00Z 且该参数留空时，目标
任务最晚将于  2021-01-14
T09:30:00Z 开始执行。

FromTimeService Boolean 否 false

立即执行或定时执行更换主可用区。取
值：

false（默认值）：定时执行

true：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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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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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 String
ED12C6FF-3261-
4571-AB57-
3570F6******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DBClusterPrimaryZone
&DBClusterId=pc-**************
&ZoneId=cn-hangzhou-g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ModifyDBClusterPrimaryZoneResponse>
<RequestId>ED12C6FF-3261-4571-AB57-3570F6******</RequestId>
</ModifyDBClusterPrimaryZone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ED12C6FF-3261-4571-AB57-3570F6******"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ScheduleTaskExist
The specified cluster already has
a scheduled task.

当前集群已存在待执行的定时任
务。

404
InvalidDBCluster.Not
Found

The DBClusterId provide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当前的记录中不存在提供的
DBClusterId。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FailoverDBCluster接口对PolarDB集群进行手动主备切换，您可以指定一个只读节点为新的主节点。

调试调试

8.9.2. FailoverDBCluster8.9.2. FailoverDB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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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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FailoverDBCluster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FailoverDBClust erFailoverDBClust er。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数据库集群ID。

TargetDBNodeId String 否 pi-***********

将要切换为主节点的节点ID，如果不填，
则系统自动选举。您可以通过接
口DescribeDBClusters查询节点ID等信
息。

说明说明

自动选举主节点： 系统找出
当前可以被选举的所有只读
节点。选择优先级最高的一
个或多个只读节点。如果切
换第一个节点失败（例如，
网络原因、复制状态异常
等），则会尝试切换下一
个，直至成功。

当集群为PolarDB O引擎或
PolarDB PostgreSQL引擎
时，该参数必填；当集群为
PolarDB MySQL引擎时，该
参数非必填。

ClientToken String 否

6000170000591a
ed949d0f54a343f
1a4233c1e7d1c5*
*****

用于保证请求的幂等性，防止重复提交请
求。由客户端生成该参数值，保证在不同
请求间唯一，大小写敏感、不超过64个
ASCII字符。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D0CEC6AC-7760-
409A-A0D5-
E6CD86******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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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FailoverDBCluster
&DBClusterId=p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FailoverDBClusterResponse>
<RequestId>D0CEC6AC-7760-409A-A0D5-E6CD86******</RequestId>
</FailoverDBCluster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D0CEC6AC-7760-409A-A0D5-E6CD86******"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DBClusterAvailableResources接口查询PolarDB集群可售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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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escribeDBCluste
rAvailableResourc
es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DBClust erAvailableResDescribeDBClust erAvailableRes
ourcesources 。

PayType String 是 Postpaid

付费类型，取值范围如下：

Post paidPost paid：按量付费（也称后付费或
按小时付费）。

PrepaidPrepaid：包年包月（也称预付费）。

8.10. 续费管理8.10. 续费管理
8.10.1. DescribeDBClusterAvailableResources8.10.1. DescribeDBClusterAvailable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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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Type String 否 MySQL

数据库引擎类型，取值范围如下：

MySQLMySQL

Post greSQLPost greSQL

OracleOracle

DBVersion String 否 5.6

数据库引擎版本号。

MySQL版本号取值范围如下：

5.65.6

5.75.7

8.08.0

PostgreSQL版本号取值为1111。

Oracle版本号取值为1111。

说明 说明 当传入DBT ypeDBT ype参数时，
该参数必填。

DBNodeClass String 否
polar.mysql.x4.la
rge

节点规格，详情请参见计算节点规格。

RegionId String 否 cn-hangzhou

地域ID。默认为cn-hangz houcn-hangz hou。

说明 说明 可通过接
口DescribeRegions查看可用的地
域。

ZoneId String 否 cn-hangzhou-i

可用区ID。

说明 说明 可通
过DescribeRegions查看可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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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19F698-8FFC-
4918-B9E2-
58D878******

请求ID。

AvailableZones
Array of
AvailableZone

可售卖的资源信息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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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edEngi
nes

Array of
SupportedEngi
ne

可售卖引擎列表。

Engine String mysql57 数据库引擎版本。

AvailableResour
ces

Array of
AvailableResour
ce

可售卖的资源列表。

DBNodeClass String polar.mysql.x4.large 节点规格。

Category String Normal

集群系列，目前支持如下系列：

NormalNormal：集群版

basicbasic：单节点

archivearchive：历史库

ZoneId String cn-hangzhou-i 可用区ID。

RegionId String cn-hangzhou 地域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BClusterAvailableResources
&PayType=Postp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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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beDBClusterAvailableResourcesResponse>
    <RequestId>2B19F698-8FFC-4918-B9E2-58D878******</RequestId>
    <AvailableZones>
        <SupportedEngines>
            <Engine>mysql57</Engine>
            <AvailableResources>
                <DBNodeClass>polar.mysql.x4.large</DBNodeClass>
                <Category>Normal</Category>
            </AvailableResources>
        </SupportedEngines>
        <ZoneId>cn-hangzhou-i</ZoneId>
        <RegionId>cn-hangzhou</RegionId>
    </AvailableZones>
</DescribeDBClusterAvailableResources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2B19F698-8FFC-4918-B9E2-58D878******",
  "AvailableZones" : [ {
    "SupportedEngines" : [ {
      "Engine" : "mysql57",
      "AvailableResources" : [ {
        "DBNodeClass" : "polar.mysql.x4.large",
        "Category" : "Normal"
      } ]
    } ],
    "ZoneId" : "cn-hangzhou-i",
    "RegionId" : "cn-hangzhou"
  } ]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EngineVersion.
Malformed

The specified parameter
EngineVersion is not valid.

指定参数引擎版本无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AutoRenewAttribute接口查询PolarDB包年包月集群自动续费状态。

调试调试

8.10.2. DescribeAutoRenewAttribute8.10.2. DescribeAutoRenewAttrib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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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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escribeAutoRen
ewAttribute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Aut oRenewAt t ribut eDescribeAut oRenewAt t ribut e。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地域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过接
口DescribeRegions查看地域ID详情。

DBClusterIds String 否 pc-****************
集群ID，支持传入多个集群ID，多个集群ID
间用英文逗号（,）分隔。

PageSize Integer 否 30
每页记录数，取值范围为30、50、100，
默认值为30。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页码。取值为大于0且不超过Integer数据
类型的最大值，默认值为1。

ResourceGroupId String 否 rg-re********* 资源组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Items
Array of
AutoRenewAttri
bute

集群续费信息列表。

AutoRenewAttri
bute

AutoRenewEna
bled

Boolean true

是否开启自动续费：

true：开启。

false：关闭。

DBClusterId String pc-***************** 集群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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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ation Integer 4 续费时长。

PeriodUnit String Month

时长单位：

Year：年。

Month：月。

RegionId String cn-hangzhou 地域ID。

RenewalStatus String AutoRenewal

续费状态，取值范围如下：

AutoRenewal：自动续费。

Normal：手动续费，到期前短信提醒。

NotRenewal：到期不续费，到期前无提醒，
只在到期前第三天发送不续费提醒。

PageNumber Integer 1 页数。

PageRecordCou
nt

Integer 1 总页数。

RequestId String
65D7ACE6-4A61-
4B6E-B357-
8CB24A******

请求ID。

TotalRecordCo
unt

Integer 1 总记录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AutoRenewAttribute
&RegionId=cn-hangzhou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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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AutoRenewAttributeResponse>
  <TotalRecordCount>1</TotalRecordCount>
  <PageRecordCount>1</PageRecordCount>
  <RequestId>65D7ACE6-4A61-4B6E-B357-8CB24A******</RequestId>
  <PageNumber>1</PageNumber>
  <Items>
        <AutoRenewAttribute>
              <AutoRenewEnabled>true</AutoRenewEnabled>
              <DBClusterId>pc-*****************</DBClusterId>
              <RenewalStatus>AutoRenewal</RenewalStatus>
              <Duration>4</Duration>
              <RegionId>cn-hangzhou</RegionId>
              <PeriodUnit>Month</PeriodUnit>
        </AutoRenewAttribute>
  </Items>
</DescribeAutoRenewAttributeResponse>

 JSON  格式

{
 "TotalRecordCount": 1,
 "PageRecordCount": 1,
 "RequestId": "65D7ACE6-4A61-4B6E-B357-8CB24A******",
 "PageNumber": 1,
 "Items": {
  "AutoRenewAttribute": [
   {
    "AutoRenewEnabled": true,
    "DBClusterId": "pc-*****************",
    "RenewalStatus": "AutoRenewal",
    "Duration": 4,
    "RegionId": "cn-hangzhou",
    "PeriodUnit": "Month"
   }
  ]
 }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AutoRenewAttribute接口设置PolarDB包年包月集群自动续费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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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3. ModifyAutoRenewAttribute8.10.3. ModifyAutoRenewAttrib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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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位置 类型
是否必
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Query String 否
ModifyAutoRen
ewAttribut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Modif yAut oRenewAt t ribut eModif yAut oRenewAt t ribut e。

DBClusterIds Query String 是
pc-
***************

数据库集群ID。

RegionId Query String 是 cn-hangzhou

地域ID，长度不超过50个字符。

说明 说明 可通过接
口DescribeRegions查看可用的
地域。

RenewalStatus Query String 否 AutoRenewal

设置自动续费状态，取值范围如下：

Aut oRenewalAut oRenewal：自动续费。

NormalNormal：手动续费。

Not RenewalNot Renewal：不再续费。

默认为Aut oRenewalAut oRenewal。

说明 说明 设置
为Not RenewalNot Renewal后，系统不再发
送到期提醒，只在到期前第三天
发送不续费提醒。

Duration Query String 否 1

设置实例自动续费时长，取值范围如
下：

当PeriodUnitPeriodUnit 为Mont hMont h时，取值
为  [1,2,3,6,12] 。

当PeriodUnitPeriodUnit 为YearYear时，取值为
 [1-3] 。

默认为11。

PeriodUnit Query String 否 Month

续费时长的单位，取值范围如下：

YearYear：年。

Mont hMont h：月。

默认为Mont hMont h。

ResourceGroupI
d

Query String 否 rg-************ 资源组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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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4CE6DF97-AEA4-
484F-906F-
C407EE******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AutoRenewAttribute
&DBClusterIds=pc-***************
&RegionId=cn-hangzhou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ModifyAutoRenewAttributeResponse>
      <RequestId>4CE6DF97-AEA4-484F-906F-C407EE******</RequestId>
</ModifyAutoRenewAttributeResponse>

 JSON  格式

{
    "ModifyAutoRenewAttributeResponse": {
        "RequestId": "4CE6DF97-AEA4-484F-906F-C407E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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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DBClusterVersion接口查看PolarDB MySQL引擎集群当前内核版本的详细信息。

说明 说明 更多关于PolarDB MySQL引擎集群的内核版本说明和详情，请参见内核版本说明和内核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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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escribeDBCluste
rVersion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DBClust erVersionDescribeDBClust erVersion。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
过DescribeDBClusters接口查看账号
下所有集群的详细信息（如集群
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IsLatestVersion String true

当前版本是否为最新版本，取值范围如下：

t ruet rue

f alsef alse

DBVersion String 8.0

数据库引擎的大版本号，取值范围如下：

8.08.0

5.75.7

5.65.6

9.内核9.内核
9.1. DescribeDBClusterVersion9.1. DescribeDBCluster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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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RevisionVersi
on

String 8.0.1.1.7

数据库引擎的修订版本号。

说明 说明 针对PolarDB MySQL引擎5.6版
本的集群，仅发布日期在20200831之后
的  Revision Version 信息会被返回，
否则该参数为空。关于PolarDB MySQL引擎
集群的内核版本详情，请参见内核发布日
志。

RequestId String
47921222-0D37-
4133-8C0D-
017DC3******

请求ID。

DBVersionStatu
s

String Stable

当前数据库小版本状态，取值范围如下：

St ableSt able：当前版本状态稳定。

OldOld：当前版本过旧，建议升级到最新版本。

HighRiskHighRisk：当前版本有严重缺陷，请立即升
级到最新的版本。

说明 说明 关于如何升级数据库小版本，
请参见版本升级。

DBClusterId String pc-**************** 集群ID。

DBMinorVersion String 8.0.1

数据库引擎小版本号。

当  DBVersion 为8.08.0时，取值范围如下：

8.0.28.0.2

8.0.18.0.1

当  DBVersion 为5.75.7时，取值为5.7.285.7.28。

当  DBVersion 为5.65.6时，取值为5.6.165.6.16。

ProxyRevisionV
ersion

String 2.4.15 数据库代理的版本。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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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xyVersionSt
atus

String Stable

数据库代理的版本状态。取值范围如下：

St ableSt able：当前版本状态稳定。

OldOld：当前版本过旧，建议升级到最新版本。

HighRiskHighRisk：当前版本有严重缺陷，请立即升
级到最新的版本。

说明 说明 关于如何升级数据库代理版
本，请参见版本升级。

ProxyLatestVer
sion

String 2.4.17 数据库代理的最新版本。

DBLatestVersio
n

String 8.0.1.1.16 数据库内核引擎的最新版本。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BClusterVersion
&DBClusterId=p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DescribeDBClusterVersionResponse>
    <IsLatestVersion>true</IsLatestVersion>
    <DBVersion>8.0</DBVersion>
    <DBRevisionVersion>8.0.1.1.7</DBRevisionVersion>
    <RequestId>47921222-0D37-4133-8C0D-017DC3******</RequestId>
    <DBVersionStatus>Stable</DBVersionStatus>
    <DBClusterId>pc-****************</DBClusterId>
    <DBMinorVersion>8.0.1</DBMinorVersion>
    <ProxyRevisionVersion>2.4.15</ProxyRevisionVersion>
    <ProxyVersionStatus>Stable</ProxyVersionStatus>
    <ProxyLatestVersion>2.4.17</ProxyLatestVersion>
    <DBLatestVersion>8.0.1.1.16</DBLatestVersion>
</DescribeDBClusterVersion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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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IsLatestVersion" : "true",
  "DBVersion" : "8.0",
  "DBRevisionVersion" : "8.0.1.1.7",
  "RequestId" : "47921222-0D37-4133-8C0D-017DC3******",
  "DBVersionStatus" : "Stable",
  "DBClusterId" : "pc-****************",
  "DBMinorVersion" : "8.0.1",
  "ProxyRevisionVersion" : "2.4.15",
  "ProxyVersionStatus" : "Stable",
  "ProxyLatestVersion" : "2.4.17",
  "DBLatestVersion" : "8.0.1.1.16"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UpgradeDBClusterVersion接口更新PolarDB MySQL引擎集群的内核版本。

说明说明

当前仅支持升级PolarDBMySQL引擎集群的修订版本（Revision Version），如从8.0.1.1.3升级至
8.0.1.1.4。

仅允许阿里云主账号执行定时（即在目标时间段内执行）内核版本升级任务，RAM账号不支持定
时内核版本升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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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UpgradeDBCluste
rVersion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UpgradeDBClust erVersionUpgradeDBClust erVersion。

9.2. UpgradeDBClusterVersion9.2. UpgradeDBCluster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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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
过DescribeDBClusters接口查看账号
下所有集群的详细信息（如集群
ID）。

PlannedStartT ime String 否
2021-01-
14T09:00:00Z

开始执行定时（即在目标时间段内执行）
内核版本升级任务的最早时间。格式
为  YYYY-MM-
DDThh:mm:ssZ （UTC）。

说明说明

开始时间的取值范围为未来
24小时内的任意时间点。例
如当前时间为  2021-01-14
T09:00:00Z ，此处允许填
入的开始时间范围为  2021-
01-14T09:00:00Z ~  202
1-01-15T09:00:00Z 。

若该参数留空，默认立即执
行内核版本升级任务。

PlannedEndTime String 否
2021-01-
14T09:30:00Z

开始执行目标定时任务的最晚时间。格式
为  YYYY-MM-
DDThh:mm:ssZ （UTC）。

说明说明

最晚时间需晚于开始时间的
30分钟或以上。

若设置了  PlannedStartTi
me 但未指定该参数，执行
目标任务的最晚时间默认为  
开始时间+30分钟 。例如当
设置  PlannedStartTime
 为  2021-01-14T09:00:
00Z 且该参数留空时，目标
任务最晚将于  2021-01-14
T09:30:00Z 开始执行。

FromTimeService Boolean 否 false 调用该接口时无需使用该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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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gradeType String 否 PROXY

升级类型。取值：

PROXYPROXY ：仅升级数据库代理（Proxy）

DBDB：仅升级内核引擎

ALLALL：同时升级数据库代理（Proxy）和
内核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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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E6755F-B79A-
4861-B227-
801FE8******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UpgradeDBClusterVersion
&DBClusterId=p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UpgradeDBClusterVersionResponse>
<RequestId>CAE6755F-B79A-4861-B227-801FE8******</RequestId>
</UpgradeDBClusterVersion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CAE6755F-B79A-4861-B227-801FE8******"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ScheduleTaskExist
The specified dbCluster already
has a scheduled task.

指定的实例已经有定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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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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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ModifyDBClusterAccessWhitelist接口创建或修改PolarDB集群的白名单（包括IP白名单和安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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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ModifyDBClusterA
ccessWhitelist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Modif yDBClust erAccessWhit elistModif yDBClust erAccessWhit elist
。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WhiteListType String 否 IP

白名单类型。取值范围如下：

IPIP：IP白名单分组。

Securit yGroupSecurit yGroup：安全组。

默认值为IPIP。

DBClusterIPArrayN
ame

String 否 default

IP白名单分组的名称。分组名称长度需为
2~120个字符；由小写字母和数字组成；
以字母开头，以字母或数字结尾。

如果传入的白名单分组名称不存在，则
会创建该白名单分组。

如果传入的白名单分组名称已存在，则
会修改该白名单分组。

不传入则修改default分组。

说明说明

1个集群最多支持50个IP白名
单分组。

当Whit eList T ypeWhit eList T ype取值
为IPIP时该参数才支持配置。

10.数据安全10.数据安全
10.1. 白名单管理10.1. 白名单管理
10.1.1. ModifyDBClusterAccessWhitelist10.1.1. ModifyDBClusterAccessWhitelist

云数据库 PolarDB API参考··数据安全

> 文档版本：20220526 98

https://api.aliyun.com/#product=polardb&api=ModifyDBClusterAccessWhitelist&type=RPC&version=2017-08-01


DBClusterIPArrayA
ttribute

String 否 hidden

IP白名单分组属性。设置为hiddenhidden后控制
台不可见。

说明说明

已在控制台显示的IP白名单分
组不支持隐藏。

当Whit eList T ypeWhit eList T ype取值
为IPIP时该参数才支持配置。

SecurityIps String 否 10.23.12.24

IP白名单分组中的IP地址或地址段。所有IP
白名单分组累积支持1000个IP地址或地址
段，多个IP间用英文逗号（,）隔开，支持
如下两种格式：

IP地址形式，例如：10.23.12.24。

CIDR形式，例如：10.23.12.24/24（无
类域间路由，24表示地址中前缀的长
度，长度范围为1~32）。

说明 说明 当Whit eList T ypeWhit eList T ype取值
为IPIP时该参数才支持配置。

ModifyMode String 否 Cover

IP白名单的修改方式，取值范围如下：

CoverCover：覆盖原IP白名单（默认值）。

AppendAppend：追加IP。

Delet eDelet e：删除IP。

说明 说明 当Whit eList T ypeWhit eList T ype取值
为IPIP时该参数才支持配置。

SecurityGroupIds String 否 sg-*********

安全组ID，多个安全组间用英文逗号（,）
隔开。

说明说明

1个集群最多支持3个安全
组。

当Whit eList T ypeWhit eList T ype取值
为Securit yGroupSecurit yGroup时该参数
才支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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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CEC6AC-7760-
409A-A0D5-
E6CD86******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DBClusterAccessWhitelist
&DBClusterId=p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ModifyDBClusterAccessWhitelistResponse>  
      <RequestId>D0CEC6AC-7760-409A-A0D5-E6CD86******</RequestId>
</ModifyDBClusterAccessWhitelist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D0CEC6AC-7760-409A-A0D5-E6CD86******"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DBClusterAccessWhitelist接口查看允许访问数据库集群的IP白名单和安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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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escribeDBCluste
rAccessWhitelist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DBClust erAccessWhit elDescribeDBClust erAccessWhit el
istist 。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10.1.2. DescribeDBClusterAccessWhitelist10.1.2. DescribeDBClusterAccessWhite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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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BClusterSecuri
tyGroups

Array of
DBClusterSecuri
tyGroup

集群关联的ECS安全组列表。

DBClusterSecuri
tyGroup

SecurityGroupId String sg-bp************** ECS安全组ID。

SecurityGroupN
ame

String
vpc-
********************

ECS安全组名称。

Items
Array of
DBClusterIPArra
y

集群的IP白名单分组列表。

DBClusterIPArra
y

DBClusterIPArra
yAttribute

String hidden IP白名单分组属性。

DBClusterIPArra
yName

String default IP白名单分组名称。

SecurityIps String
11.***.***.***,11.***.*
**.***

IP白名单分组下的IP列表，最多1000个，多个IP
间用英文逗号（,）隔开，支持如下两种格式：

IP地址形式，例如：10.xx.xx.24。

CIDR形式，例如：10.xx.xx.24/24（无类域间
路由，24表示了地址中前缀的长度，范围为
1~32）。

RequestId String
559E91A2-CDA3-
4E9F-808B-
29D738******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BClusterAccessWhitelist
&DBClusterId=p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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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DBClusterAccessWhitelistResponse>
  <RequestId>559E91A2-CDA3-4E9F-808B-29D738******</RequestId>
  <Items>
        <DBClusterIPArray>
              <SecurityIps>127.0.0.1</SecurityIps>
              <DBClusterIPArrayName>default</DBClusterIPArrayName>
              <DBClusterIPArrayAttribute></DBClusterIPArrayAttribute>
        </DBClusterIPArray>
        <DBClusterIPArray>
              <SecurityIps>11.***.***.***</SecurityIps>
              <DBClusterIPArrayName>test</DBClusterIPArrayName>
              <DBClusterIPArrayAttribute>hidden</DBClusterIPArrayAttribute>
        </DBClusterIPArray>
  </Items>
  <DBClusterSecurityGroups>
        <DBClusterSecurityGroup>
              <SecurityGroupName>vpc-********************</SecurityGroupName>
              <SecurityGroupId>sg-******************</SecurityGroupId>
        </DBClusterSecurityGroup>
  </DBClusterSecurityGroups>
</DescribeDBClusterAccessWhitelist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559E91A2-CDA3-4E9F-808B-29D738******",
 "Items": {
  "DBClusterIPArray": [
   {
    "SecurityIps": "127.0.0.1",
    "DBClusterIPArrayName": "default",
    "DBClusterIPArrayAttribute": ""
   },
   {
    "SecurityIps": "11.***.***.***,11.***.***.***",
    "DBClusterIPArrayName": "test",
    "DBClusterIPArrayAttribute": "hidden"
   }
  ]
 },
 "DBClusterSecurityGroups": {
  "DBClusterSecurityGroup": [
   {
    "SecurityGroupName": "vpc-********************",
    "SecurityGroupId": "sg-******************"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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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DBClusterSSL接口查询PolarDB集群SSL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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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beDBCluste
rSSL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DBClust erSSLDescribeDBClust erSSL。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
过DescribeDBClusters接口查看账号
下所有集群的详细信息，包括集群
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C890995A-CF06-
4F4D-8DB8-
DD26C2******

请求ID。

SSLAutoRotate String Enable

是否开启SSL证书自动轮转。取值：

EnableEnable：开启

DisableDisable：关闭

说明 说明 该参数仅PolarDB MySQL引擎
支持。

Items Array of Item SSL链路信息列表。

10.2. SSL加密和TDE加密10.2. SSL加密和TDE加密
10.2.1. DescribeDBClusterSSL10.2.1. DescribeDBClusterS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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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LExpireT ime String
2021-11-
13T07:14:22Z

SSL证书有效期。格式：  yyyy-MM-
ddTHH:mm:ssZ （UTC时间）。

SSLEnabled String Enabled

是否开启SSL加密。取值：

EnabledEnabled：开启。

DisabledDisabled：关闭。

SSLConnectionS
tring

String

pc-
************.mysql.p
olardb.rds.aliyuncs.c
om

SSL链路地址。

DBEndpointId String pe-************ 集群地址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BClusterSSL
&DBClusterId=p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DescribeDBClusterSSLResponse>
    <RequestId>C890995A-CF06-4F4D-8DB8-DD26C2******</RequestId>
    <SSLAutoRotate>Enable</SSLAutoRotate>
    <Items>
        <SSLExpireTime>2021-11-13T07:14:22Z</SSLExpireTime>
        <SSLEnabled>Enabled</SSLEnabled>
        <SSLConnectionString>pc-************.mysql.polardb.rds.aliyuncs.com</SSLConnectionS
tring>
        <DBEndpointId>pe-************</DBEndpointId>
    </Items>
</DescribeDBClusterSSL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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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C890995A-CF06-4F4D-8DB8-DD26C2******",
  "SSLAutoRotate" : "Enable",
  "Items" : [ {
    "SSLExpireTime" : "2021-11-13T07:14:22Z",
    "SSLEnabled" : "Enabled",
    "SSLConnectionString" : "pc-************.mysql.polardb.rds.aliyuncs.com",
    "DBEndpointId" : "pe-************"
  } ]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InvalidDBCluster.Not
Found

The DBClusterId provide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当前的记录中不存在提供的
DBClusterId。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DBClusterSSL接口开通、关闭PolarDB集群的SSL加密或更新PolarDB集群的CA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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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ModifyDBClusterS
SL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Modif yDBClust erSSLModif yDBClust erSSL。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10.2.2. ModifyDBClusterSSL10.2.2. ModifyDBClusterS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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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LEnabled String 否 Enable

修改SSL状态，取值：

DisableDisable：关闭SSL加密。

EnableEnable：开启SSL加密。

Updat eUpdat e：更新CA证书。

说明 说明 开启SSL加密或更新CA证
书后，需要下载和配置证书，详情请
参见设置SSL加密。

DBEndpointId String 否
pe-
******************

连接地址ID。

说明说明

若目标集群为PolarDB
MySQL引擎，该参数必填。

若目标集群为PolarDB
PostgreSQL引擎或PolarDB
O引擎，无需传入该参数，默
认所有地址开启SSL加密。

可以通
过DescribeDBClusterSSL接
口查看连接地址详情。

NetType String 否 Public

连接地址的网络类型，需要
与DBEndpoint IdDBEndpoint Id参数传入的连接地址的
网络类型保持一致，取值：

PublicPublic：公网

Privat ePrivat e：私网

InnerInner：私网（经典网络）

说明说明

若目标集群为PolarDB
MySQL引擎，该参数必填。

若目标集群为PolarDB
PostgreSQL引擎或PolarDB
O引擎，无需传入该参数，默
认所有地址开启SSL加密。

SSLAutoRotate String 否 Enable

是否开启SSL证书自动轮转，取值：

EnableEnable：开启

DisableDisable：关闭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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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A94B1755-6D8B-
4E27-BF3C-
8562BC******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DBClusterSSL
&DBClusterId=pc-************
&SSLEnabled=Enabl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ModifyDBClusterSSLResponse>
<RequestId>A94B1755-6D8B-4E27-BF3C-8562BC******</RequestId>
</ModifyDBClusterSSL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A94B1755-6D8B-4E27-BF3C-8562BC******"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DBClusterTDE接口查询PolarDB MySQL引擎集群的TDE设置详情。

说明 说明 仅PolarDB MySQL引擎8.0版本的集群支持TDE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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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TDE加密10.3. TDE加密
10.3.1. DescribeDBClusterTDE10.3.1. DescribeDBCluster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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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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escribeDBCluste
rTDE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DBClust erT DEDescribeDBClust erT DE。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TDEStatus String Enabled

是否开通TDE加密，取值：

EnabledEnabled：开通

DisabledDisabled：关闭

RequestId String
E37D1508-EC3B-
4E06-A24A-
C7AC31******

请求ID。

DBClusterId String pc-*************** 集群ID。

EncryptionKey String
2a4f4ac2-****-****-
****-************

自定义密钥ID。

EncryptNewTab
les

String ON

是否开启自动加密所有新建的表。取值：

ONON：开启

OFFOFF：关闭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BClusterTDE
&DBClusterId=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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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beDBClusterTDEResponse>
    <TDEStatus>Enabled</TDEStatus>
    <RequestId>E37D1508-EC3B-4E06-A24A-C7AC31******</RequestId>
    <DBClusterId>pc-***************</DBClusterId>
    <EncryptionKey>2a4f4ac2-****-****-****-************</EncryptionKey>
    <EncryptNewTables>ON</EncryptNewTables>
</DescribeDBClusterTDE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TDEStatus" : "Enabled",
  "RequestId" : "E37D1508-EC3B-4E06-A24A-C7AC31******",
  "DBClusterId" : "pc-***************",
  "EncryptionKey" : "2a4f4ac2-****-****-****-************",
  "EncryptNewTables" : "ON"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DBClusterTDE接口开启PolarDB MySQL引擎集群的TDE功能或修改加密方式。

说明说明

仅PolarDB MySQL引擎8.0版本的集群支持TDE加密。

TDE加密开启后无法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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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ModifyDBClusterT
DE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Modif yDBClust erT DEModif yDBClust erT DE。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10.3.2. ModifyDBClusterTDE10.3.2. ModifyDBCluster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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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EStatus String 是 Enable 修改TDE状态。取值固定为EnableEnable。

RoleArn String 否

acs:ram::140692
6*****:role/aliyun
rdsinstanceencry
ptiondefaultrole

角色的全局资源描述符，用来指定具体角
色。详情请参见RAM角色概览。

EncryptionKey String 否
749c1df7-****-
****-****-*********

自定义密钥ID。

EncryptNewTable
s

String 否 ON

是否开启自动加密所有新建的表。取值：

ONON：开启

OFFOFF：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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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F859238-2A36-
4A8D-BD0F-
732112******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DBClusterTDE
&DBClusterId=pc-************
&TDEStatus=Enabl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ModifyDBClusterTDEResponse>
<requestId>5F859238-2A36-4A8D-BD0F-732112******</requestId>
</ModifyDBClusterTDE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5F859238-2A36-4A8D-BD0F-732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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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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BNodes接口增加PolarDB集群的只读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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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DBNodes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Creat eDBNodesCreat eDBNodes 。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ClientToken String 否

6000170000591a
ed949d0f54a343f
1a4233c1e7d1c5c
******

用于保证请求的幂等性，防止重复提交请
求。由客户端生成该参数值，保证在不同
请求间唯一，大小写敏感、不超过64个
ASCII字符。

EndpointBindList String 否
pe-
****************,pe
-****************

指定新增节点需要加入的集群连接地址的
地址ID。若需要同时加入多个连接地址，
多个连接地址ID间用英文逗号（,）分隔。

说明说明

您可以通过调
用DescribeDBClusterEndpoi
nts接口查看集群连接地址的
详情，包括连接地址ID。

支持填入默认集群连接地址
和自定义集群连接地址的地
址ID。

若该参数留空，默认将新增
节点加入所有开启了新节点新节点
自动加入自动加入 功能（即  AutoAd
dNewNodes 取值为  Enabl
e ）的集群连接地址。

11.节点管理11.节点管理
11.1. CreateDBNodes11.1. CreateDBN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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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edStartT ime String 否
2021-01-
14T09:00:00Z

开始执行定时（即在目标时间段内执行）
新增节点任务的最早时间。格式为  YYYY-
MM-DDThh:mm:ssZ （UTC）。

说明说明

开始时间的取值范围为未来
24小时内的任意时间点。例
如当前时间为  2021-01-14
T09:00:00Z ，此处允许填
入的开始时间范围为  2021-
01-14T09:00:00Z ~  202
1-01-15T09:00:00Z 。

若该参数留空，默认立即执
行新增节点任务。

PlannedEndTime String 否
2021-01-
14T09:30:00Z

开始执行目标定时任务的最晚时间。格式
为  YYYY-MM-
DDThh:mm:ssZ （UTC）。

说明说明

最晚时间需晚于开始时间的
30分钟或以上。

若设置了  PlannedStartTi
me 但未指定该参数，执行
目标任务的最晚时间默认为  
开始时间+30分钟 。例如当
设置  PlannedStartTime
 为  2021-01-14T09:00:
00Z 且该参数留空时，目标
任务最晚将于  2021-01-14
T09:30:00Z 开始执行。

ImciSwitch String 否 ON

是否开启列存索引。取值范围：

ONON：开启

OFFOFF：关闭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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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Node.N.Target
Class

String 否
polar.mysql.x4.m
edium

新增节点的规格，需要与原有节点保持一
致，关于节点规格，请参见计算节点规
格。

说明说明

DBNode.N.ZoneId和
DBNode.N.TargetClass，至
少填一个。 N为从1开始的整
数，最大值=16-当前节点
数。

当前仅PolarDB MySQL引擎
集群支持一次增加多个只读
节点，最多可增加至15个只
读节点。

当集群为PolarDB O引擎或
PolarDB PostgreSQL引擎
时，该参数必填；当集群为
PolarDB MySQL引擎时，该
参数非必填。

DBNode.N.ZoneId String 否 cn-qingdao-c

新增节点的可用区，需要与原有节点保持
一致。您可以通过DescribeRegions接口查
询可用区ID。

说明说明

DBNode.N.ZoneId和
DBNode.N.TargetClass，至
少填一个。N为从1开始的整
数，最大值=16-当前节点
数。

当前仅PolarDB MySQL引擎
集群支持一次增加多个只读
节点，最多可增加至15个只
读节点。

当集群为PolarDB O引擎或
PolarDB PostgreSQL引擎
时，该参数必填；当集群为
PolarDB MySQL引擎时，该
参数非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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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NodeIds Array of String pi-*************** 创建的DBNodeId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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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 String
E053E730-5755-
4AA9-AA9D-
A47867******

请求ID。

DBClusterId String pc-*************** 数据库集群ID。

OrderId String 2148126708***** 订单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CreateDBNodes
&DBClusterId=p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CreateDBNodesResponse>
    <DBNodeIds>pi-***************</DBNodeIds>
    <RequestId>E053E730-5755-4AA9-AA9D-A47867******</RequestId>
    <DBClusterId>pc-***************</DBClusterId>
    <OrderId>2148126708*****</OrderId>
</CreateDBNodes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DBNodeIds" : [ "pi-***************" ],
  "RequestId" : "E053E730-5755-4AA9-AA9D-A47867******",
  "DBClusterId" : "pc-***************",
  "OrderId" : "2148126708*****"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DBNodeClass接口变更PolarDB集群节点规格。

11.2. ModifyDBNodeClass11.2. ModifyDBNode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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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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ModifyDBNodeCla
s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Modif yDBNodeClassModif yDBNodeClass 。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DBNodeTargetCla
ss

String 是
polar.mysql.x4.la
rge

所有节点的目标规格，请参见计算节点规
格。

ModifyType String 是 Upgrade

变更类型，取值范围如下：

UpgradeUpgrade：升级规格

DowngradeDowngrade：降级规格

ClientToken String 否

6000170000591a
ed949d0f54a343f
1a4233c1e7d1c5c
******

用于保证请求的幂等性，防止重复提交请
求。由客户端生成该参数值，保证在不同
请求间唯一，大小写敏感、不超过64个
ASCII字符。

PlannedStartT ime String 否
2021-01-
14T09:00:00Z

开始执行定时（即在目标时间段内执行）
升级配置任务的最早时间。格式为  YYYY-
MM-DDThh:mm:ssZ （UTC）。

说明说明

仅当  ModifyType 取值为
 Upgrade 时，该参数生

效。

开始时间的取值范围为未来
24小时内的任意时间点。例
如当前时间为  2021-01-14
T09:00:00Z ，此处允许填
入的开始时间范围为  2021-
01-14T09:00:00Z ~  202
1-01-15T09:00:00Z 。

若该参数留空，默认立即执
行升级配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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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edEndTime String 否
2021-01-
14T09:30:00Z

开始执行目标定时任务的最晚时间。格式
为  YYYY-MM-
DDThh:mm:ssZ （UTC）。

说明说明

最晚时间需晚于开始时间的
30分钟或以上。

若设置了  PlannedStartTi
me 但未指定该参数，执行
目标任务的最晚时间默认为  
开始时间+30分钟 。例如当
设置  PlannedStartTime
 为  2021-01-14T09:00:
00Z 且该参数留空时，目标
任务最晚将于  2021-01-14
T09:30:00Z 开始执行。

SubCategory String 否 normal_general

集群子系列。取值范围如下：

normal_exclusivenormal_exclusive：独享规格

normal_generalnormal_general：通用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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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ClusterId String pc-************* 数据库集群ID。

OrderId String 2035629****** 订单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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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 String
685F028C-4FCD-
407D-A559-
072D63******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DBNodeClass
&DBClusterId=pc-*************
&DBNodeTargetClass=polar.mysql.x4.large
&ModifyType=Upgrad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ModifyDBNodeClassResponse>
  <RequestId>685F028C-4FCD-407D-A559-072D6378C4C3</RequestId>
  <OrderId>2035629******</OrderId>
  <DBClusterId>pc-**************</DBClusterId>
</ModifyDBNodeClas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685F028C-4FCD-407D-A559-072D6378C4C3",
 "OrderId": "2035629******",
 "DBClusterId": "pc-**************"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DBNodesClass接口变更PolarDB集群单个节点的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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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ModifyDBNodesClass11.3. ModifyDBNodes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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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String 是
ModifyDBNodesCl
ass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Modif yDBNodesClassModif yDBNodesClass 。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ModifyType String 是 Upgrade

变更类型，取值范围如下：

UpgradeUpgrade：升级规格

DowngradeDowngrade：降级规格

ClientToken String 否

6000170000591a
ed949d0f54a343f
1a4233c1e7d1c5c
******

用于保证请求的幂等性，防止重复提交请
求。由客户端生成该参数值，保证在不同
请求间唯一，大小写敏感、不超过64个
ASCII字符。

PlannedStartT ime String 否
2021-01-
14T09:00:00Z

开始执行定时（即在目标时间段内执行）
升级配置任务的最早时间。格式为  YYYY-
MM-DDThh:mm:ssZ （UTC）。

说明说明

仅当  ModifyType 取值为
 Upgrade 时，该参数生

效。

开始时间的取值范围为未来
24小时内的任意时间点。例
如当前时间为  2021-01-14
T09:00:00Z ，此处允许填
入的开始时间范围为  2021-
01-14T09:00:00Z ~  202
1-01-15T09:00:00Z 。

若该参数留空，默认立即执
行升级配置任务。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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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edEndTime String 否
2021-01-
14T09:30:00Z

开始执行目标定时任务的最晚时间。格式
为  YYYY-MM-
DDThh:mm:ssZ （UTC）。

说明说明

最晚时间需晚于开始时间的
30分钟或以上。

若设置了  PlannedStartTi
me 但未指定该参数，执行
目标任务的最晚时间默认为  
开始时间+30分钟 。例如当
设置  PlannedStartTime
 为  2021-01-14T09:00:
00Z 且该参数留空时，目标
任务最晚将于  2021-01-14
T09:30:00Z 开始执行。

SubCategory String 否 normal_general

集群子系列。取值范围如下：

normal_exclusivenormal_exclusive：独享规格

normal_generalnormal_general：通用规格

DBNode.N.DBNod
eId

String 否 pi-*************

集群节点ID。

说明 说明 如果该参数传入
后，DBNode.N.TargetClass必填。N
为从1开始的整数，最大值=16-当前
节点数。

DBNode.N.Target
Class

String 否
polar.mysql.x4.m
edium

变配节点的规格。关于节点规格，请参
见计算节点规格。

说明 说明 如果该参数传入
后，DBNode.N.DBNodeId必填。N为
从1开始的整数，最大值=16-当前节
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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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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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 String
685F028C-4FCD-
407D-A559-
072D63******

请求ID。

DBClusterId String pc-************* 数据库集群ID。

OrderId String 2035629****** 订单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DBNodesClass
&DBClusterId=pc-*************
&ModifyType=Upgrade
&DBNode=[{"DBNodeId":"pi-*************","TargetClass":"polar.mysql.x4.medium"}]
&ClientToken=6000170000591aed949d0f54a343f1a4233c1e7d1c5c******
&PlannedStartTime=2021-01-14T09:00:00Z
&PlannedEndTime=2021-01-14T09:30:00Z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ModifyDBNodesClassResponse>
    <RequestId>685F028C-4FCD-407D-A559-072D63******</RequestId>
    <DBClusterId>pc-*************</DBClusterId>
    <OrderId>2035629******</OrderId>
</ModifyDBNodesClass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685F028C-4FCD-407D-A559-072D63******",
  "DBClusterId" : "pc-*************",
  "OrderId" : "2035629******"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11.4. RestartDBNode11.4. RestartDB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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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RestartDBNode接口重启PolarDB集群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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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tartDBNode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Rest art DBNodeRest art DBNode。

DBNodeId String 是 pi-*************

集群节点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
过DescribeDBClusters接口查看账号
下所有集群的详细信息，包括节点
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D0CEC6AC-7760-
409A-A0D5-
E6CD86******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RestartDBNode
&DBNodeId=p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RestartDBNodeResponse>
<RequestId>D0CEC6AC-7760-409A-A0D5-E6CD86******</RequestId>
</RestartDBNode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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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D0CEC6AC-7760-409A-A0D5-E6CD86******"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leteDBNodes接口删除PolarDB集群的只读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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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eleteDBNode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Delet eDBNodesDelet eDBNodes 。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DBNodeId.N
RepeatLi
st

是 pi-************

集群节点ID。N为从1开始的正整数，最大
值=当前节点数-2，即必须保留一个主节点
和一个只读节点。

说明 说明 目前仅PolarDB MySQL引
擎集群支持一次删除多个只读节点。

ClientToken String 否
6000170000591a
ed949d0f54a343f
1a42***********

用于保证请求的幂等性，防止重复提交请
求。由客户端生成该参数值，保证在不同
请求间唯一，大小写敏感、不超过64个
ASCII字符。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BClusterId String pc-************** 数据库集群ID。

11.5. DeleteDBNodes11.5. DeleteDBN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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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Id String 2035638******* 订单ID。

RequestId String
6566B2E6-3157-
4B57-A693-
AFB751******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leteDBNodes
&DBClusterId=pc-**************
&DBNodeId.1=p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leteDBNodesResponse>
  <RequestId>6566B2E6-3157-4B57-A693-AFB751******</RequestId>
  <OrderId>2035638*******</OrderId>
  <DBClusterId>pc-**************</DBClusterId>
</DeleteDBNode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6566B2E6-3157-4B57-A693-AFB751******",
 "OrderId": "2035638*******",
 "DBClusterId": "p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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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ParameterGroup接口创建PolarDB参数模板。

参数模板可以批量管理集群的参数，您可以使用参数模板功能，快速应用模板到PolarDB集群上。详情请参
见使用参数模板。

说明 说明 当前仅支持PolarDB MySQL引擎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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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CreateParameter
Group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Creat eParamet erGroupCreat eParamet erGroup。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参数模板所在地域的地域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过接
口DescribeRegions查看地域ID。

DBType String 是 MySQL 数据库引擎类型，当前仅支持MySQLMySQL。

DBVersion String 是 8.0

数据库引擎版本号，取值范围如下：

5.65.6

5.75.7

8.08.0

ParameterGroupN
ame

String 是 test_group

参数模板的名称，需满足如下要求：

由英文、数字、和下划线（_）组成，以
字母开头，不能包含中文。

长度为8~64个字符。

ParameterGroupD
esc

String 否 test_group 参数模板的描述，长度为0~200个字符。

12.集群参数12.集群参数
12.1. CreateParameterGroup12.1. CreateParameter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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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ers String 是

{"wait_timeout":"
86400","innodb_o
ld_blocks_time":"
1000"}

参数及其值的JSON串，参数的值都是字符
串类型，例
如  {"wait_timeout":"86400","inno
db_old_blocks_time":"1000"} 。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过接
口DescribeParameterTemplates查
看目标数据库引擎版本数据库集群的
所有参数详情，包括参数名称、取值
范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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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D1D87-E243-
4A5F-A87D-
2785C3******

请求ID。

ParameterGrou
pId

String pcpg-************** 参数模板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CreateParameterGroup
&DBType=MySQL
&DBVersion=8.0
&ParameterGroupName=test_group
&Parameters={"wait_timeout":"86400","innodb_old_blocks_time":"1000"}
&RegionId=cn-hangzhou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CreateParameterGroupResponse>
    <RequestId>514D1D87-E243-4A5F-A87D-2785C3******</RequestId>
    <ParameterGroupId>pcpg-**************</ParameterGroupId>
</CreateParameterGroup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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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514D1D87-E243-4A5F-A87D-2785C3******",
  "ParameterGroupId" : "pcpg-**************"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s接口查看PolarDB集群当前参数运行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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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beDBCluste
rParameters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DBClust erParamet ersDescribeDBClust erParamet ers
。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unningParame
ters

Array of
Parameter

PolarDB集群中当前运行的参数列表。

Parameter

CheckingCode String
[utf8|latin1|gbk|utf8
mb4]

目标参数的取值范围。

DataType String INT

参数值类型。取值：

INTINT ：整数类型

ST RINGST RING:：字符串类型

BB：字节类型

ParameterNam
e

String character_set_server 参数名。

12.2. 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s12.2. 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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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erValu
e

String utf8 参数值。

ForceRestart Boolean true

是否需要重启生效。取值：

FalseFalse：否。

T rueT rue：是。

ParameterDescr
iption

String
The server's default
character set.

参数描述。

ParameterStatu
s

String Normal

参数状态。取值：

normalnormal：正常。

modif yingmodif ying：修改中。

DefaultParamet
erValue

String utf8 参数默认值。

IsModifiable Boolean true

是否可修改。取值：

FalseFalse：不可修改。

T rueT rue：可修改。

IsNodeAvailabl
e

String 0

是否是全局参数。取值：

00：是全局参数。修改后的参数值会默认同步
到其他节点；

11：不是全局参数。修改后的参数值可自定义
需要同步的节点。

ParamRelyRule String utf8 参数依赖。

DBVersion String 5.6

数据库引擎版本号。

MySQL版本号取值范围如下：

5.65.6

5.75.7

8.08.0

PostgreSQL版本号取值为1111。

Oracle版本号取值为1111。

RequestId String
EBEAA83D-1734-
42E3-85E3-
E25F6E******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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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Type String MySQL

数据库类型，取值：

MySQLMySQL。

Post greSQLPost greSQL。

OracleOracle。

Engine String POLARDB 引擎。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s
&ResourceOwnerId=1
&DBClusterId=p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sResponse>
    <RunningParameters>
        <CheckingCode>[utf8|latin1|gbk|utf8mb4]</CheckingCode>
        <DataType>INT</DataType>
        <ParameterName>character_set_server</ParameterName>
        <ParameterValue>utf8</ParameterValue>
        <ForceRestart>true</ForceRestart>
        <ParameterDescription>The server's default character set.</ParameterDescription>
        <ParameterStatus>Normal</ParameterStatus>
        <DefaultParameterValue>utf8</DefaultParameterValue>
        <IsModifiable>true</IsModifiable>
        <IsNodeAvailable>0</IsNodeAvailable>
        <ParamRelyRule>utf8</ParamRelyRule>
    </RunningParameters>
    <DBVersion>5.6</DBVersion>
    <RequestId>EBEAA83D-1734-42E3-85E3-E25F6E******</RequestId>
    <DBType>MySQL</DBType>
    <Engine>POLARDB</Engine>
</DescribeDBClusterParameters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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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unningParameters" : [ {
    "CheckingCode" : "[utf8|latin1|gbk|utf8mb4]",
    "DataType" : "INT",
    "ParameterName" : "character_set_server",
    "ParameterValue" : "utf8",
    "ForceRestart" : true,
    "ParameterDescription" : "The server's default character set.",
    "ParameterStatus" : "Normal",
    "DefaultParameterValue" : "utf8",
    "IsModifiable" : true,
    "IsNodeAvailable" : "0",
    "ParamRelyRule" : "utf8"
  } ],
  "DBVersion" : "5.6",
  "RequestId" : "EBEAA83D-1734-42E3-85E3-E25F6E******",
  "DBType" : "MySQL",
  "Engine" : "POLARDB"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DBNodesParameters接口查询集群中指定节点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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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beDBNodes
Parameters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DBNodesParamet ersDescribeDBNodesParamet ers 。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DBNodeIds String 是
pi-
****************,pi-
****************

节点ID。支持传入多个节点ID，多个节点ID
间用英文逗号（,）分隔。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12.3. DescribeDBNodesParameters12.3. DescribeDBNodes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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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BVersion String 5.6

MySQL版本号。取值范围：

5.65.6

5.75.7

8.08.0

RequestId String
9B7BFB11-C077-
4FE3-B051-
F69CEB******

请求ID。

DBType String MySQL 数据库类型。取值固定为MySQLMySQL。

Engine String POLARDB 集群引擎。

DBNodeIds
Array of
DBNodeParame
ter

节点ID列表。

DBNodeId String
pi-
bp1r4qe3s534*****

节点ID。

RunningParame
ters

Array of
Parameter

当前节点运行的参数列表。

CheckingCode String
[utf8|latin1|gbk|utf8
mb4]

目标参数的取值范围。

DataType String INT

参数值类型。取值范围：

INTINT ：整数类型

ST RINGST RING：字符串类型

BB：字节类型

DefaultParamet
erValue

String utf8 参数默认值。

ForceRestart Boolean true

是否需要重启生效。取值范围：

f alsef alse：否

t ruet rue：是

IsModifiable Boolean true

是否可修改。取值范围：

f alsef alse：不可修改

t ruet rue：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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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erDescr
iption

String
The server's default
character set.

参数描述。

ParameterNam
e

String character_set_server 参数名称。

ParameterStatu
s

String normal

参数状态。取值范围：

normalnormal：正常

modif yingmodif ying：修改中

ParameterValu
e

String utf8 参数值。

IsNodeAvailabl
e

String 1

是否是全局参数。取值范围：

00：是全局参数。参数修改会默认应用到其他
节点，且不可取消；

11：不是全局参数。参数修改可自定义应用到
其他节点。

ParamRelyRule String utf8 参数依赖。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BNodesParameters
&DBClusterId=pc-****************
&DBNodeIds=pi-****************,p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云数据库 PolarDB API参考··集群参数

> 文档版本：20220526 132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DescribeDBNodesParametersResponse>
    <DBVersion>5.6</DBVersion>
    <RequestId>9B7BFB11-C077-4FE3-B051-F69CEB******</RequestId>
    <DBType>MySQL</DBType>
    <Engine>POLARDB</Engine>
    <DBNodeIds>
        <DBNodeId>pi-bp1r4qe3s534*****</DBNodeId>
        <RunningParameters>
            <CheckingCode>[utf8|latin1|gbk|utf8mb4]</CheckingCode>
            <DataType>INT</DataType>
            <DefaultParameterValue>utf8</DefaultParameterValue>
            <ForceRestart>true</ForceRestart>
            <IsModifiable>true</IsModifiable>
            <ParameterDescription>The server's default character set.</ParameterDescription
>
            <ParameterName>character_set_server</ParameterName>
            <ParameterStatus>normal</ParameterStatus>
            <ParameterValue>utf8</ParameterValue>
            <IsNodeAvailable>1</IsNodeAvailable>
            <ParamRelyRule>utf8</ParamRelyRule>
        </RunningParameters>
    </DBNodeIds>
</DescribeDBNodesParameters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DBVersion" : "5.6",
  "RequestId" : "9B7BFB11-C077-4FE3-B051-F69CEB******",
  "DBType" : "MySQL",
  "Engine" : "POLARDB",
  "DBNodeIds" : [ {
    "DBNodeId" : "pi-bp1r4qe3s534*****",
    "RunningParameters" : [ {
      "CheckingCode" : "[utf8|latin1|gbk|utf8mb4]",
      "DataType" : "INT",
      "DefaultParameterValue" : "utf8",
      "ForceRestart" : true,
      "IsModifiable" : true,
      "ParameterDescription" : "The server's default character set.",
      "ParameterName" : "character_set_server",
      "ParameterStatus" : "normal",
      "ParameterValue" : "utf8",
      "IsNodeAvailable" : "1",
      "ParamRelyRule" : "utf8"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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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InvalidDBCluster.Not
Found

The specified DBClusterId is not
found.

操作失败，指定的集群实例ID不存
在。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ParameterTemplates接口查询集群默认的参数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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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beParamet
erTemplates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Paramet erT emplat esDescribeParamet erT emplat es
。

DBType String 是 MySQL 数据库引擎类型，当前仅支持MySQLMySQL。

DBVersion String 是 5.7

数据库版本，取值范围如下：

5.65.6

5.75.7

8.08.0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地域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
过DescribeRegions接口查看当前账
号下的所有可用地域信息，包括地域
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ParameterCoun
t

String 183 参数数量。

12.4. DescribeParameterTemplates12.4. DescribeParameterTempl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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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Version String 5.7 数据库引擎版本。

Parameters
Array of
TemplateRecor
d

参数列表。

TemplateRecor
d

CheckingCode String
[ROW|STATEMENT |MI
XED]

参数取值范围。

ParameterNam
e

String binlog_format 参数名称。

ParameterValu
e

String ROW 参数默认值。

ForceModify String true

参数是否可修改，取值范围如下：

t ruet rue：可修改

f alsef alse：不可修改

ForceRestart String false

参数修改后，是否需要重启新参数值才生效。取
值范围如下：

t ruet rue：需要重启

f alsef alse：不需要重启

ParameterDescr
iption

String
What form of binary
logging the master
will use.

参数描述。

IsNodeAvailabl
e

String 1

是否是全局参数。取值：

00：是全局参数。修改后的参数值会默认同步
到其他节点；

11：不是全局参数。修改后的参数值可自定义
需要同步的节点。

ParamRelyRule String utf8 参数依赖。

RequestId String
D963934D-8605-
4473-8EAC-
54C719******

请求ID。

DBType String MySQL 数据库引擎类型。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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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 String POLARDB 数据库引擎。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ParameterTemplates
&DBType=MySQL
&DBVersion=5.7
&RegionId=cn-hangzhou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DescribeParameterTemplatesResponse>
    <ParameterCount>183</ParameterCount>
    <DBVersion>5.7</DBVersion>
    <Parameters>
        <CheckingCode>[ROW|STATEMENT|MIXED]</CheckingCode>
        <ParameterName>binlog_format</ParameterName>
        <ParameterValue>ROW</ParameterValue>
        <ForceModify>true</ForceModify>
        <ForceRestart>false</ForceRestart>
        <ParameterDescription>What form of binary logging the master will use.</ParameterDe
scription>
        <IsNodeAvailable>1</IsNodeAvailable>
        <ParamRelyRule>utf8</ParamRelyRule>
    </Parameters>
    <RequestId>D963934D-8605-4473-8EAC-54C719******</RequestId>
    <DBType>MySQL</DBType>
    <Engine>POLARDB</Engine>
</DescribeParameterTemplates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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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ParameterCount" : "183",
  "DBVersion" : "5.7",
  "Parameters" : [ {
    "CheckingCode" : "[ROW|STATEMENT|MIXED]",
    "ParameterName" : "binlog_format",
    "ParameterValue" : "ROW",
    "ForceModify" : "true",
    "ForceRestart" : "false",
    "ParameterDescription" : "What form of binary logging the master will use.",
    "IsNodeAvailable" : "1",
    "ParamRelyRule" : "utf8"
  } ],
  "RequestId" : "D963934D-8605-4473-8EAC-54C719******",
  "DBType" : "MySQL",
  "Engine" : "POLARDB"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ParameterGroups查看目标地域的参数模板列表。

参数模板可以批量管理集群的参数，您可以使用参数模板功能快速应用模板到PolarDB集群上。更多详情，
请参见使用参数模板。

说明 说明 当前仅支持PolarDB MySQL引擎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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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escribeParamet
erGroups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Paramet erGroupsDescribeParamet erGroups 。

12.5. DescribeParameterGroups12.5. DescribeParameter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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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地域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
过DescribeRegions接口查看当前账
号下的所有可用地域信息，包括地域
ID。

DBType String 否 MySQL
数据库引擎类型，当前仅支持MySQLMySQL类
型。

DBVersion String 否 8.0

数据库引擎版本号，取值范围如下：

5.65.6

5.75.7

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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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4CED46-A6F7-
40C6-B6DC-
C6E5CC******

请求ID。

ParameterGrou
ps

Array of
ParameterGrou
ps

参数模板列表。

DBType String MySQL 数据库引擎类型。

DBVersion String 8.0 数据库引擎版本号。

ParameterGrou
pName

String test 参数模板名称。

ForceRestart String 1

应用该参数模板是否需要重启集群，取直范围如
下：

00：不需要重启

11：需要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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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erGrou
pType

String 1

参数模板类型，取值范围如下：

00：系统默认模板

11：用户自定义模板

22：系统自动备份模板（应用模板后系统会自
动备份之前的参数设置为模板）

ParameterCoun
ts

Long 2 参数模板内的参数数量。

ParameterGrou
pDesc

String testgroup 参数模板描述。

CreateT ime String
2021-03-
10T08:40:39Z

参数模板创建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Z （UTC时间）。

ParameterGrou
pId

String pcpg-************** 参数模板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ParameterGroups
&RegionId=cn-hangzhou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DescribeParameterGroupsResponse>
<ParameterGroups>
    <DBVersion>8.0</DBVersion>
    <ParameterGroupId>pcpg-**************</ParameterGroupId>
    <ForceRestart>1</ForceRestart>
    <ParameterGroupName>test</ParameterGroupName>
    <CreateTime>2021-03-10T08:40:39Z</CreateTime>
    <ParameterGroupDesc>testgroup</ParameterGroupDesc>
    <ParameterGroupType>1</ParameterGroupType>
    <ParameterCounts>2</ParameterCounts>
    <DBType>MySQL</DBType>
</ParameterGroups>
<RequestId>6F1574BE-9913-4C4C-99A9-0A42F3******</RequestId>
</DescribeParameterGroups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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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ParameterGroups" : [ {
    "DBVersion" : "8.0",
    "ParameterGroupId" : "pcpg-**************",
    "ForceRestart" : "1",
    "ParameterGroupName" : "test",
    "CreateTime" : "2021-03-10T08:40:39Z",
    "ParameterGroupDesc" : "testgroup",
    "ParameterGroupType" : 1,
    "ParameterCounts" : 2,
    "DBType" : "MySQL"
  } ],
  "RequestId" : "6F1574BE-9913-4C4C-99A9-0A42F3******"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ParameterGroup接口查询目标参数模板详情。

参数模板可以批量管理集群的参数，您可以使用参数模板功能快速应用模板到PolarDB集群上。更多详情，
请参见使用参数模板。

说明 说明 当前仅支持PolarDB MySQL引擎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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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escribeParamet
erGroup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Paramet erGroupDescribeParamet erGroup。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地域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
过DescribeRegions接口查看当前账
号下的所有可用地域信息，包括地域
ID。

12.6. DescribeParameterGroup12.6. DescribeParameter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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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erGroupI
d

String 是
pcpg-
**************

参数模板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
过DescribeParameterGroups接口查
询目标地域下所有参数模板的详细信
息，包括参数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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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F16757-D31B-
49CA-9BF4-
305BAF******

请求ID。

ParameterGrou
p

Array of
ParameterGrou
p

参数模板信息列表。

DBType String MySQL 数据库引擎类型。

DBVersion String 8.0 数据库引擎版本号。

ParameterGrou
pName

String test 参数模板名称。

ForceRestart String 1

应用该参数模板是否需要重启集群，取直范围如
下：

00：不需要重启

11：需要重启

ParameterGrou
pType

String 1

参数模板类型，取值范围如下：

00：系统默认模板

11：用户自定义模板

22：系统自动备份模板（应用模板后系统会自
动备份之前的参数设置为模板）

ParameterCoun
ts

Integer 2 参数模板内的参数数量。

ParameterGrou
pDesc

String testgroup 参数模板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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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T ime String
2021-03-
10T08:40:39Z

参数模板创建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Z （UTC时间）。

ParameterDetai
l

Array of
ParameterDetai
l

参数列表。

ParamValue String 3000 参数值。

ParamName String back_log 参数名称。

ParameterGrou
pId

String pcpg-************** 参数模板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ParameterGroup
&ParameterGroupId=pcpg-**************
&RegionId=cn-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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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beParameterGroupResponse>
<RequestId>F1F16757-D31B-49CA-9BF4-305BAF******</RequestId>
<ParameterGroup>
    <ParameterDetail>
        <ParamValue>3000</ParamValue>
        <ParamName>back_log</ParamName>
    </ParameterDetail>
    <ParameterDetail>
        <ParamValue>ROW</ParamValue>
        <ParamName>binlog_format</ParamName>
    </ParameterDetail>
    <DBVersion>8.0</DBVersion>
    <ParameterGroupId>pcpg-**************</ParameterGroupId>
    <ForceRestart>1</ForceRestart>
    <ParameterGroupName>test</ParameterGroupName>
    <CreateTime>2021-03-10T08:40:39Z</CreateTime>
    <ParameterGroupDesc>testgroup</ParameterGroupDesc>
    <ParameterGroupType>1</ParameterGroupType>
    <ParameterCounts>2</ParameterCounts>
    <DBType>MySQL</DBType>
</ParameterGroup>
</DescribeParameterGroup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F1F16757-D31B-49CA-9BF4-305BAF******",
  "ParameterGroup" : [ {
    "ParameterDetail" : [ {
      "ParamValue" : "3000",
      "ParamName" : "back_log"
    }, {
      "ParamValue" : "ROW",
      "ParamName" : "binlog_format"
    } ],
    "DBVersion" : "8.0",
    "ParameterGroupId" : "pcpg-**************",
    "ForceRestart" : "1",
    "ParameterGroupName" : "test",
    "CreateTime" : "2021-03-10T08:40:39Z",
    "ParameterGroupDesc" : "testgroup",
    "ParameterGroupType" : 1,
    "ParameterCounts" : 2,
    "DBType" : "MySQ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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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ParameterGroup接口删除PolarDB参数模板。

参数模板可以批量管理集群的参数，您可以使用参数模板功能快速应用模板到PolarDB集群上。更多详情，
请参见使用参数模板。

说明 说明 删除参数模板不会影响已经应用该模板的PolarDB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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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eleteParameter
Group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Delet eParamet erGroupDelet eParamet erGroup。

ParameterGroupI
d

String 是
pcpg-
**************

参数模板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过接
口DescribeParameterGroups查看参
数模板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地域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过接
口DescribeRegions查看可用地域。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4F7195E7-5F74-
479D-AF59-
1B4BF9******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12.7. DeleteParameterGroup12.7. DeleteParameter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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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leteParameterGroup
&ParameterGroupId=pcpg-**************
&RegionId=cn-hangzhou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leteParameterGroupResponse>
    <RequestId>4F7195E7-5F74-479D-AF59-1B4BF9******</RequestId>
</DeleteParameterGroup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4F7195E7-5F74-479D-AF59-1B4BF9******"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DBClusterAndNodesParameters接口修改集群参数并应用到指定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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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ifyDBClusterA
ndNodesParamet
ers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Modif yDBClust erAndNodesParaModif yDBClust erAndNodesPara
met ersmet ers 。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12.8.12.8.
ModifyDBClusterAndNodesParametersModifyDBClusterAndNodes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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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NodeIds String 否
pi-
****************,pi-
**********,

节点ID。通过设置该参数可以修改集群参
数和指定节点的参数。多个节点ID间用英
文逗号（,）分隔。

说明 说明 当该参数为空时，则表示
只修改集群参数。

Parameters String 否

{"wait_timeout":"
86","innodb_old_
blocks_time":"10
"}

参数及参数值的JSON串。

ParameterGroupI
d

String 否
pcpg-
**************

参数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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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B7BFB11-C077-
4FE3-B051-
F69CEB******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DBClusterAndNodesParameters
&DBClusterId=pc-****************
&DBNodeIds=pi-****************,pi-**********,
&Parameters={"wait_timeout":"86","innodb_old_blocks_time":"10"}
&ParameterGroupId=pcpg-**************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ModifyDBClusterAndNodesParametersResponse>
    <RequestId>9B7BFB11-C077-4FE3-B051-F69CEB******</RequestId>
</ModifyDBClusterAndNodesParameters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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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9B7BFB11-C077-4FE3-B051-F69CEB******"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InvalidDBCluster.Not
Found

The specified DBClusterId is not
found.

操作失败，指定的集群实例ID不存
在。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DBClusterParameters接口修改PolarDB集群的参数或将已有的参数模板应用到目标集群上。

PolarDB新增参数模板功能，您可以将已有的参数目标快速应用模板到PolarDB集群上。更多详情，请参见使
用参数模板。

说明 说明 当前仅PolarDB MySQL引擎集群支持参数模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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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ModifyDBClusterP
arameter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Modif yDBClust erParamet ersModif yDBClust erParamet ers 。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调
用DescribeDBClusters接口查看目标
地域下所有的集群信息，包括集群
ID。

12.9. ModifyDBClusterParameters12.9. ModifyDBCluster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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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ers String 否

{"wait_timeout":"
86","innodb_old_
blocks_time":"10
"}

参数及其值的JSON串，参数的值都是字符
串类型，例
如  {"wait_timeout":"86","innodb_
old_blocks_time":"10"} 

说明说明

您可以通过接
口DescribeDBClusterParam
eters查看PolarDB集群的参
数。

若目标集群为PolarDB
PostgreSQL引擎或PolarDB
O引擎，该参数必填。

若目标集群为PolarDB
MySQL引擎，您需在该参数
或  ParameterGroupId 
参数中选择一个传入。

ParameterGroupI
d

String 否
pcpg-
**************

参数模板ID。

说明说明

您可以通
过DescribeParameterGroup
s接口查看参数模板ID。

您需在该参数或  Paramete
rs 参数中选择一个传入。

仅PoalrDB MySQL引擎集群
支持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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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D526E5-91B5-
48B8-B980-
FE07FF******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DBClusterParameters
&DBClusterId=pc-**************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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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ModifyDBClusterParametersResponse>
  <RequestId>C5D526E5-91B5-48B8-B980-FE07FF******</RequestId>
</ModifyDBClusterParameter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C5D526E5-91B5-48B8-B980-FE07FF******"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DBNodesParameters接口修改单个节点的参数并应用到指定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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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ifyDBNodesP
arameters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Modif yDBNodesParamet ersModif yDBNodesParamet ers 。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DBNodeIds String 是
pi-
****************，
pi-****************

节点ID。支持传入多个节点ID，多个节点ID
间用英文逗号（,）分隔。

Parameters String 否

{"wait_timeout":"
86","innodb_old_
blocks_time":"10
"}

参数及参数值的JSON串。

ParameterGroupI
d

String 否
pcpg-
**************

参数模板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12.10. ModifyDBNodesParameters12.10. ModifyDBNodes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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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EBEAA83D-1734-
42E3-85E3-
E25F6E******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DBNodesParameters
&DBClusterId=pc-**************
&DBNodeIds=pi-****************， pi-****************
&Parameters={"wait_timeout":"86","innodb_old_blocks_time":"10"}
&ParameterGroupId=pcpg-**************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ModifyDBNodesParametersResponse>
    <RequestId>EBEAA83D-1734-42E3-85E3-E25F6E******</RequestId>
</ModifyDBNodesParameters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EBEAA83D-1734-42E3-85E3-E25F6E******"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InvalidDBCluster.Not
Found

The specified DBClusterId is not
found.

操作失败，指定的集群实例ID不存
在。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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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CreateDBEndpointAddress接口创建PolarDB集群的公网或经典网络连接地址。

说明说明

支持为PolarDB集群的主地址、默认集群地址和自定义集群地址创建公网或经典网络连接地址。

仅中国站支持创建经典网络连接地址，国际站暂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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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CreateDBEndpoin
tAddres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Creat eDBEndpoint AddressCreat eDBEndpoint Address 。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DBEndpointId String 是 pe-**************

连接地址ID。

说明 说明 可通过接
口DescribeDBClusterEndpoints查询
连接地址详情。

ConnectionString
Prefix

String 否 test-1

新的连接地址前缀。连接地址前缀需满足
如下条件：

由小写字母、数字、中划线（-）组成。

以字母开头，以数字或字母结尾。

长度为6~30个字符。

NetType String 是 Public

新增连接地址的网络类型，取值范围如
下：

PublicPublic：公网。

InnerInner：经典网络。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13.访问地址13.访问地址
13.1. CreateDBEndpointAddress13.1. CreateDBEndpoint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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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6BD9CDE4-5E7B-
4BF3-9BB8-
83C73E******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CreateDBEndpointAddress
&DBClusterId=pc-**************
&DBEndpointId=pe-**************
&NetType=Publi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CreateDBEndpointAddressResponse>
<RequestId>6BD9CDE4-5E7B-4BF3-9BB8-83C73E******</RequestId>
</CreateDBEndpointAddress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6BD9CDE4-5E7B-4BF3-9BB8-83C73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CreateDBClusterEndpoint接口创建PolarDB自定义集群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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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CreateDBClusterEndpoint13.2. CreateDBClusterEnd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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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String 否
CreateDBClusterE
ndpoint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Creat eDBClust erEndpointCreat eDBClust erEndpoint 。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EndpointType String 是 Custom
自定义集群地址类型，取值固定
为Cust omCust om。

Nodes String 否
pi-**********,pi-
*********

加入目标地址的读负载节点，多个节点间
用英文逗号（,）分隔。 默认为全部节点。

说明说明

PolarDB MySQL引擎需要传
入节点ID。

PolarDB PostgreSQL引擎和
PolarDB O引擎需要传入节点
角色名称，例如  Writer,R
eader1,Reader2 。

ReadWrit eModeReadWrit eMode取值
为ReadOnlyReadOnly时，支持只挂
载一个节点。但当此节点故
障时，该地址可能会有最多1
小时的不可用，请勿用于生
产环境。因此，推荐至少选
择2个节点，以提升可用性。

ReadWrit eModeReadWrit eMode取值
为ReadWrit eReadWrit e时，至少要选
择2个节点。

PolarDB MySQL引擎
支持选择任意两个节
点。当两个节点都是
只读节点时，写请求
都会发往主节点。

PolarDB
PostgreSQL引擎和
PolarDB O引擎必须
包含主节点。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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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WriteMode String 否 ReadOnly

读写模式，取值范围如下：

ReadWrit eReadWrit e：可读可写（自动读写分
离）。

ReadOnlyReadOnly：只读。

默认为ReadOnlyReadOnly。

AutoAddNewNod
es

String 否 Disable

新节点是否自动加入本地址，取值范围如
下：

EnableEnable：新节点自动加入本地址。

DisableDisable：新节点不自动加入本地址。

默认取值为DisableDisable。

{"ConsistLevel":

集群地址的高级配置，格式为JSON，目前
支持设置一致性级别、事务拆分、主库不
接受读和连接池。

设置一致性级别，格式为  {\"Consis
tLevel\":\"⼀致性级别\"} ，取直
范围如下：

00：最终一致性

11：会话一致性（默认值）

22：全局一致性

设置事务拆分，格式为  {\"Distribu
tedTransaction\":\"事务拆分
\"} ，取直范围如下：

onon：开启事务拆分（默认值）

of fof f ：关闭事务拆分

设置主库不接受读，格式为  {\"Maste
rAcceptReads\":\"主库不接受读\"}
 ，取直范围如下：

onon：表示主库接受读

of fof f ：表示主库不接受读（默认值）

设置连接池，格式为  {\"Connection
Persist\":\"连接池\"} ，取直范围
如下：

of fof f ：关闭连接池（默认值）

SessionSession：开启会话级连接池

T ransact ionT ransact ion：开启事务级连接池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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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pointConfig String 否
{"ConsistLevel":
"1","DistributedTr
ansaction": "on"}

说明说明

仅当PolarDB MySQL引擎集
群地址的读写模式为可读可可读可
写（自动读写分离）写（自动读写分离） 时，支
持设置事务拆分、主库不接
受读和连接池。

仅PolarDB MySQL引擎支持
一致性级别设置为全局一致
性。

如果参
数ReadWrit eModeReadWrit eMode取值
为ReadOnlyReadOnly，一致性级别
取值只能为00。

您可以同时设置一致性级
别、事务拆分、主库不接受
读和连接池，例如  {\"Cons
istLevel\":\"1\",\"Dis
tributedTransaction\":
\"on\",\"ConnectionPer
sist\":\"Session\",\"M
asterAcceptReads\":\"o
n\"} 。

事务拆分的设置受一致性级
别设置的约束。例如一致性
级别取值为00时，不支持开启
事务拆分；一致性级别取值
为11或22时，支持开启事务拆
分。

ClientToken String 否
6000170000591a
ed949d0f*********
*********

用于保证请求的幂等性，防止重复提交请
求。由客户端生成该参数值，保证在不同
请求间唯一，大小写敏感、不超过64个
ASCII字符。

DBEndpointDescri
ption

String 否 test 自定义集群地址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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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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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 String
CD35F3-F3-44CA-
AFFF-BAF869******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CreateDBClusterEndpoint
&DBClusterId=pc-**************
&EndpointType=Custom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CreateDBClusterEndpointResponse>
<RequestId>CD35F3-F3-44CA-AFFF-BAF869******</RequestId>
</CreateDBClusterEndpoint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CD35F3-F3-44CA-AFFF-BAF869******"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DBClusterEndpoints接口查询PolarDB集群的地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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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DescribeDBClusterEndpoints13.3. DescribeDBClusterEnd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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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String 否
DescribeDBCluste
rEndpoint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DescribeDBClust erEndpoint sDescribeDBClust erEndpoint s 。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
过DescribeDBClusters接口查看账号
下所有集群的详细信息，包括集群
ID。

DBEndpointId String 否 pe-************* 集群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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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DC120BF-6EBA-
4C63-BE99-
B09F9E******

请求ID。

Items
Array of
DBEndpoint

集群地址详情。

NodeWithRoles String Reader1

目标连接地址下各节点的角色名称，其中主节点
为Writ erWrit er；由于一个连接地址下可加入多个只读
节点，因此每个只读节点的角色名称后会加上数
字作为区分，如Reader1Reader1、Reader2Reader2，以此类
推。

说明 说明 仅PolarDB PostgreSQL引擎集
群和PolarDB O引擎集群支持该参数。

Nodes String
pi-***************,pi-
***************

连接地址配置的节点列表。

ReadWriteMode String ReadOnly

读写模式：

ReadWrit eReadWrit e：可读可写（自动读写分离）。

ReadOnlyReadOnly：只读。

AddressItems
Array of
Address

连接串信息。

VSwitchId String vsw-************ 虚拟交换机ID。

API参考··访问地址 云数据库 Polar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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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ZoneCon
nectionString

String ***.***.**.com 绑定的私有域名，

ConnectionStrin
g

String

********.rwlb.polard
b-pg-
public.rds.aliyuncs.c
om

连接串。

NetType String Private

网络类型，取值范围如下：

PublicPublic：公网

Privat ePrivat e：私网

InnerInner：经典网络

仅PolarDB MySQL引擎集群支持经典网络类型。

Port String 1521 端口。

VpcInstanceId String pe-*************

VPC实例ID。

说明 说明 仅PolarDB MySQL引擎集群会
返回该参数。

VPCId String vpc-*************** 专有网络ID。

IPAddress String 192.***.***.*** IP地址。

DBEndpointId String pe-************* 连接地址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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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pointConfig String

{\"DistributedTransa
ction\":\"off\",\"Co
nsistLevel\":\"0\",\"
LoadBalanceStrateg
y\":\"load\",\"Mast
erAcceptReads\":\"
on\"}

集群地址的高级配置。

Dist ribut edT ransact ionDist ribut edT ransact ion：事务拆分状
态，取值范围如下：

onon：事务拆分已开启

of fof f ：事务拆分已关闭

Consist LevelConsist Level：会话一致性级别，取值范围
如下：

00：最终一致性

11：会话一致性。

22：全局一致性

LoadBalanceSt rat egyLoadBalanceSt rat egy：负载均衡策略，
基于负载的自动调度，取值固定为loadload。

Mast erAccept ReadsMast erAccept Reads ：主库是否接受读，
取值范围如下：

onon：主库接受读

of fof f ：主库不接受读

DBEndpointDes
cription

String test

自定义集群地址名称。

说明 说明 仅自定义集群地址支持该参
数，主地址和默认集群地址不会返回该参
数。

EndpointType String Custom

集群地址类型：

Clust erClust er：默认集群地址。

PrimaryPrimary：主地址。

Cust omCust om：自定义集群地址。

AutoAddNewN
odes

String Enable

新节点是否自动加入默认集群地址：

EnableEnable。

DisableDisable。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BClusterEndpoints
&DBClusterId=p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API参考··访问地址 云数据库 Polar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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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DescribeDBClusterEndpointsResponse>
<RequestId>2DC120BF-6EBA-4C63-BE99-B09F9E******</RequestId>
<Items>
    <DBEndpointId>pe-*************</DBEndpointId>
    <NodeWithRoles>{"pi-*************":"Reader2","pi-*************":"Reader1"}</NodeWithRol
es>
    <AutoAddNewNodes>Disable</AutoAddNewNodes>
    <EndpointType>Custom</EndpointType>
    <AddressItems>
        <VPCId>vpc-***************</VPCId>
        <Port>1521</Port>
        <VSwitchId>vsw-***************</VSwitchId>
        <ConnectionString>pe-*************.rwlb.polardb-pg-public.rds.aliyuncs.com</Connect
ionString>
        <IPAddress>192.***.***.***</IPAddress>
        <NetType>Private</NetType>
    </AddressItems>
    <Nodes>pi-*************,pi-*************</Nodes>
    <ReadWriteMode>ReadOnly</ReadWriteMode>
    <EndpointConfig>{"DistributedTransaction":"off","ConsistLevel":"0","LoadBalanceStrategy
":"load","MasterAcceptReads":"on"}</EndpointConfig>
    <DBEndpointDescription>test</DBEndpointDescription>
</Items>
</DescribeDBClusterEndpoints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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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2DC120BF-6EBA-4C63-BE99-B09F9E******",
  "Items" : [ {
    "DBEndpointId" : "pe-*************",
    "NodeWithRoles" : "{\"pi-*************\":\"Reader2\",\"pi-*************\":\"Reader1\"}"
,
    "AutoAddNewNodes" : "Disable",
    "EndpointType" : "Custom",
    "AddressItems" : [ {
      "VPCId" : "vpc-***************",
      "Port" : "1521",
      "VSwitchId" : "vsw-***************",
      "ConnectionString" : "pe-*************.rwlb.polardb-pg-public.rds.aliyuncs.com",
      "IPAddress" : "192.***.***.***",
      "NetType" : "Private"
    } ],
    "Nodes" : "pi-*************,pi-*************",
    "ReadWriteMode" : "ReadOnly",
    "EndpointConfig" : "{\"DistributedTransaction\":\"off\",\"ConsistLevel\":\"0\",\"LoadBa
lanceStrategy\":\"load\",\"MasterAcceptReads\":\"on\"}",
    "DBEndpointDescription" : "test"
  } ]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DBClusterEndpoint接口修改PolarDB的集群地址属性，包括读写模式、新节点是否自动加入本地
址、一致性级别、事务拆分、主库是否接受读、连接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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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ModifyDBClusterE
ndpoint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Modif yDBClust erEndpointModif yDBClust erEndpoint 。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DBEndpointId String 是 pe-************** 集群地址ID。

13.4. ModifyDBClusterEndpoint13.4. ModifyDBClusterEnd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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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s String 否
pi-
**************,pi-
*************

加入目标地址的读负载节点，多个节点间
用英文逗号（,）分隔。 默认为原有节点。

说明说明

PolarDB MySQL引擎需要传
入节点ID。

PolarDB PostgreSQL引擎和
PolarDB O引擎需要传入节点
角色名称，例如  Writer,R
eader1,Reader2 。

ReadWrit eModeReadWrit eMode取值
为ReadOnlyReadOnly时，支持只挂
载一个节点。但当此节点故
障时，该地址可能会有最多1
小时的不可用，请勿用于生
产环境。因此，推荐至少选
择2个节点，以提升可用性。

ReadWrit eModeReadWrit eMode取值
为ReadWrit eReadWrit e时，至少要选
择2个节点。

PolarDB MySQL引擎
支持选择任意两个节
点。当两个节点都是
只读节点时，写请求
都会发往主节点。

PolarDB
PostgreSQL引擎和
PolarDB O引擎必须
包含主节点。

ReadWriteMode String 否 ReadWrite

读写模式，取值范围如下：

ReadWrit eReadWrit e：可读可写（自动读写分
离）

ReadOnlyReadOnly：只读

AutoAddNewNod
es

String 否 Enable

新节点是否自动加入本地址，取值范围如
下：

EnableEnable：是

DisableDisable：否（默认值）

集群地址的高级配置，格式为JSON，目前
支持设置一致性级别、事务拆分、主库是
否接受读和连接池。

设置一致性级别，格式为  {\"Consis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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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pointConfig String 否

{"ConsistLevel":"1
","DistributedTra
nsaction":"on","M
asterAcceptRead
s":"off","Connect
ionPersist": "on"}

tLevel\":\"⼀致性级别\"} ，取值
范围如下：

00：最终一致性

11：会话一致性（默认值）

22：全局一致性

设置事务拆分，格式为  {\"Distribu
tedTransaction\":\"事务拆分
\"} ，取值范围如下：

onon：开启事务拆分（默认值）

of fof f ：关闭事务拆分

设置主库是否接受读，格式为  {\"Mas
terAcceptReads\":\"主库是否接受
读\"} ，取值范围如下：

onon：表示主库接受读

of fof f ：表示主库不接受读（默认值）

设置连接池，格式为  {\"Connection
Persist\":\"连接池\"} ，取值范围
如下：

of fof f ：关闭连接池（默认值）

SessionSession：开启会话级连接池

T ransact ionT ransact ion：开启事务级连接池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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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仅当PolarDB MySQL引擎集
群地址的读写模式为可读可可读可
写（自动读写分离）写（自动读写分离） 时，支
持设置事务拆分、主库是否
接受读和连接池。

仅PolarDB MySQL引擎支持
一致性级别设置为全局一致
性。

如果参
数ReadWrit eModeReadWrit eMode取值
为ReadOnlyReadOnly，一致性级别
取值只能为00。

您可以同时设置一致性级
别、事务拆分、主库是否接
受读和连接池，例如  {\"Co
nsistLevel\":\"1\",\"D
istributedTransaction\
":\"on\",\"ConnectionP
ersist\":\"Session\",\
"MasterAcceptReads\":\
"on\"} 。

事务拆分的设置受一致性级
别设置的约束。例如一致性
级别取值为00时，不支持开启
事务拆分；一致性级别取值
为11或22时，支持开启事务拆
分。

DBEndpointDescri
ption

String 否 test

自定义集群地址名称。

说明 说明 该参数仅对自定义集群地
址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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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3FA5F3-FAF3-
44CA-AFFF-
BAF869******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DBClusterEndpoint
&DBClusterId=pc-*************
&DBEndpointId=p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ModifyDBClusterEndpointResponse>
<RequestId>CD3FA5F3-FAF3-44CA-AFFF-BAF869******</RequestId>
</ModifyDBClusterEndpoint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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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CD3FA5F3-FAF3-44CA-AFFF-BAF869******"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DBEndpointAddress接口修改PolarDB集群的连接地址，包括主地址、默认集群地址、自定义集
群地址和私有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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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ifyDBEndpoin
tAddres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Modif yDBEndpoint AddressModif yDBEndpoint Address 。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
过DescribeDBClusters接口查看账号
下所有集群的详细信息，包括集群
ID。

DBEndpointId String 是
pe-
****************

连接地址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过接
口DescribeDBClusterEndpoints查询
连接地址ID。

13.5. ModifyDBEndpointAddress13.5. ModifyDBEndpoint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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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Type String 是 Public

连接地址的网络类型，取值范围如下：

PublicPublic：公网

Privat ePrivat e：私网

InnerInner：经典网络

仅PolarDB MySQL引擎集群支持经典网络
类型。

ConnectionString
Prefix

String 否 example

新的连接地址前缀，需满足如下条件：

由小写字母、数字、中划线（-）组成。

以字母开头，以数字或字母结尾。

长度为6~30个字符。

PrivateZoneAddre
ssPrefix

String 否 aliyundoc

私有域名前缀。需满足如下条件：

由小写字母、数字、中划线（-）组成。

以字母开头，以数字或字母结尾。

长度为6~30个字符。

说明说明

对于PolarDB的每一个私网地
址，均可以绑定一个用户的
私有域名，该域名仅在当前
地域内指定的VPC中生效。私
有域名实际上是通过
PrivateZone管理的，通过
CNAME映射到PolarDB自带的
私网地址上，该功能
PrivateZone会收取少量费
用，请参见产品定价。

仅Net T ype= Privat eNet T ype= Privat e时该
参数有意义。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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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ZoneName String 否 aliyundoc.com

私有域名Zone名称。

说明 说明 仅Net T ype= Privat eNet T ype= Privat e时
该参数有意义。

Port String 否 3306

端口号，取值范围为3000～5999。

说明说明

仅PolarDB MySQL引擎集群
支持该参数，若该参数留
空，则默认端口号为3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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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CEC6AC-7760-
409A-A0D5-
E6CD86******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DBEndpointAddress
&DBClusterId=pc-***************
&DBEndpointId=pe-****************
&NetType=Publi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ModifyDBEndpointAddressResponse>
<RequestId>D0CEC6AC-7760-409A-A0D5-E6CD86******</RequestId>
</ModifyDBEndpointAddress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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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D0CEC6AC-7760-409A-A0D5-E6CD86******"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InvalidDBCluster.Not
Found

The DBClusterId provide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当前的记录中不存在提供的
DBClusterId。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leteDBEndpointAddress接口释放PolarDB集群的公网或经典网络连接地址。

说明说明

支持删除PolarDB集群主地址、默认集群地址和自定义集群地址的公网或经典网络连接地址。

仅中国站支持经典网络连接地址，国际站暂不支持，因此国际站无需删除经典网络连接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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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eleteDBEndpoin
tAddres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Delet eDBEndpoint AddressDelet eDBEndpoint Address 。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
过DescribeDBClusters接口查看账号
下所有集群的详细信息，包括集群
ID。

13.6. DeleteDBEndpointAddress13.6. DeleteDBEndpoint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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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EndpointId String 是 pe-***************

连接地址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过接
口DescribeDBClusterEndpoints查询
DBEndpointId。

NetType String 是 Public

连接地址的网络类型，取值范围如下：

PublicPublic：公网。

InnerInner：经典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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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CEC6AC-7760-
409A-A0D5-
E6CD86******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leteDBEndpointAddress
&DBClusterId=pc-************
&DBEndpointId=pe-***************
&NetType=Publi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DeleteDBEndpointAddressResponse>
<RequestId>D0CEC6AC-7760-409A-A0D5-E6CD86******</RequestId>
</DeleteDBEndpointAddress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D0CEC6AC-7760-409A-A0D5-E6CD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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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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DBClusterEndpoint接口释放PolarDB自定义集群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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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eleteDBClusterE
ndpoint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Delet eDBClust erEndpointDelet eDBClust erEndpoint 。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

集群ID。

DBEndpointId String 是
pe-
******************

自定义集群地址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CD3FA5F3-FAF3-
44CA-AFFF-
BAF869******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leteDBClusterEndpoint
&DBClusterId=pc-******************
&DBEndpointId=p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leteDBClusterEndpointResponse>
  <RequestId>CD3FA5F3-FAF3-44CA-AFFF-BAF869******</RequestId>
</DeleteDBClusterEndpointResponse>

 JSON  格式

13.7. DeleteDBClusterEndpoint13.7. DeleteDBClusterEnd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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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CD3FA5F3-FAF3-44CA-AFFF-BAF8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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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SlowLogRecords接口查看PolarDB集群的慢日志明细。

说明 说明 仅PolarDB MySQL引擎集群支持调用该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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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escribeSlowLog
Record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DescribeSlowLogRecordsDescribeSlowLogRecords 。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调
用DescribeDBClusters接口查看目标
地域下所有的集群信息，包括集群
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地域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调
用DescribeRegions接口查看目标账
号下的可用地域信息，包括地域ID。

StartT ime String 是
2021-04-
01T16:00Z

查询开始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Z （UTC时间）。

说明 说明 支持查看最多30天内的
慢日志信息。

EndTime String 是
2021-04-
07T04:00Z

查询结束时间，需要晚于查询开始时间，
且查询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的时间间隔需
在24小时之内。格式为  YYYY-MM-
DDThh:mmZ （UTC时间）。

14.日志14.日志
14.1. DescribeSlowLogRecords14.1. DescribeSlowLog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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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Name String 否 testdb 数据库名称。

PageSize Integer 否 30

每页记录数，取值范围如下：

3030

5050

100100

默认值为3030。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页码，取值范围为大于0且不超过Integer
的最大值。

默认值为11。

SQLHASH String 否 U2FsdGVk****
慢日志统计里的SQL语句唯一标识符，可用
于获取该SQL语句的慢日志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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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s
Array of
SQLSlowRecord

慢日志明细列表。

SQLSlowRecord

DBName String testdb 数据库名称。

DBNodeId String pi-***************** 节点ID。

ExecutionStartT
ime

String
2021-04-
07T03:47:24Z

SQL开始执行的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Z （UTC时间）。

HostAddress String
testdb[testdb] @
[100.**.**.242]

连接数据库的客户端地址。

LockTimes Long 0 SQL锁定时长，单位为秒。

ParseRowCount
s

Long 0 解析行数。

QueryT imeMS Long 50 SQL执行时长。单位：毫秒。

API参考··日志 云数据库 PolarDB

173 > 文档版本：20220526



QueryT imes Long 20 SQL执行时长，单位为秒。

ReturnRowCoun
ts

Long 0 返回行数。

SQLText String
/* Query from *** by
user 111 */ SELECT
sleep(20)

查询语句。

TotalRecordCo
unt

Integer 1 总SQL语句个数。

PageNumber Integer 1 页码。

RequestId String
A7E6A8FD-C50B-
46B2-BA85-
D8B8D3******

请求ID。

DBClusterId String pc-***************** 集群ID。

Engine String polardb_mysql 数据库引擎。

PageRecordCou
nt

Integer 1 本页记录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SlowLogRecords
&DBClusterId=pc-************
&RegionId=cn-hangzhou
&StartTime=2019-11-18T16:00Z
&EndTime=2019-12-18T16:00Z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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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RecordCount>1</TotalRecordCount>
<PageRecordCount>1</PageRecordCount>
<RequestId>A7E6A8FD-C50B-46B2-BA85-D8B8D3******</RequestId>
<PageNumber>1</PageNumber>
<DBClusterId>pc-*****************</DBClusterId>
<Items>
    <SQLSlowRecord>
        <QueryTimes>20</QueryTimes>
        <ExecutionStartTime>2021-04-07T03:47:24Z</ExecutionStartTime>
        <ReturnRowCounts>1</ReturnRowCounts>
        <LockTimes>0</LockTimes>
        <DBName>test_db</DBName>
        <ParseRowCounts>0</ParseRowCounts>
        <DBNodeId>pi-*****************</DBNodeId>
        <QueryTimeMS>50</QueryTimeMS>
        <HostAddress>testdb[testdb] @  [100.**.**.242]</HostAddress>
        <SQLText>/* Query from *** by user 111 */ SELECT sleep(20)</SQLText>
    </SQLSlowRecord>
</Items>
<Engine>polardb_mysql</Engine>

 JSON 格式

{
  "TotalRecordCount": 1,
  "PageRecordCount": 1,
  "RequestId": "A7E6A8FD-C50B-46B2-BA85-D8B8D3******",
  "PageNumber": 1,
  "DBClusterId": "pc-*****************",
  "Items": {
    "SQLSlowRecord": [
      {
        "QueryTimes": 20,
        "ExecutionStartTime": "2021-04-07T03:47:24Z",
        "ReturnRowCounts": 1,
        "LockTimes": 0,
        "DBName": "test_db",
        "ParseRowCounts": 0,
        "DBNodeId": "pi-*****************",
        "QueryTimeMS": 50,
        "HostAddress": "testdb[testdb] @  [100.**.**.242]",
        "SQLText": "/* Query from *** by user 111 */ SELECT sleep(20)"
      }
    ]
  },
  "Engine": "polardb_mysql"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API参考··日志 云数据库 PolarDB

175 > 文档版本：2022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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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用DescribeSlowLogs接口查询PolarDB集群的慢日志统计信息。

说明 说明 仅PolarDB MySQL引擎支持该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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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beSlowLog
s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SlowLogsDescribeSlowLogs 。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地域ID。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StartT ime String 是 2021-05-01Z
查询开始日期，格式：yyyy-MM-
ddZ（UTC时间）。

EndTime String 是 2021-05-30Z

查询结束日期，不能小于查询开始日期，
与查询开始日期间隔不超过31天。格式：
yyyy-MM-ddZ（UTC时间）。

DBName String 否 PolarDB_MySQL 数据库名称。

PageSize Integer 否 30
每页记录数，取值：30~100。默认值：
30。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页码，取值：大于0且不超过Integer的最
大值。

默认值：1。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14.2. DescribeSlowLogs14.2. DescribeSlowL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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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TotalRecordCo
unt

Integer 5 总记录数。

PageRecordCou
nt

Integer 6 本页SQL语句个数。

EndTime String 2021-05-30Z 查询结束日期。

RequestId String
2553A660-E4EB-
4AF4-A402-
8AFF70A49143

请求ID。

PageNumber Integer 3 页码。

StartT ime String 2021-05-01Z 查询开始日期。

DBClusterId String pc-**************** 集群ID。

Items
Array of
SQLSlowLog

慢日志信息列表。

SQLSlowLog

SQLText String
select id,name from
tb_table

SQL语句。

ReturnMaxRow
Count

Long 3 返回的SQL行数（最大值）。

CreateT ime String 2021-05-30Z 数据生成日期。

MaxExecutionTi
me

Long 60 执行时长（最大值），单位：秒。

ParseTotalRow
Counts

Long 2 解析的SQL行数（总值）。

TotalLockT ime
s

Long 1 锁定时长（总值），单位：秒。

TotalExecution
Times

Long 2 执行时长（总值），单位：秒。

DBNodeId String pi-*************** 节点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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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HASH String U2FsdGVkxxxx
慢日志统计里的SQL语句唯一标识符，可用于获
取该SQL语句的慢日志明细。

ParseMaxRowC
ount

Long 1 解析的SQL行数（最大值）。

MaxLockT ime Long 1 锁定时长（最大值），单位：秒。

ReturnTotalRo
wCounts

Long 1 返回的SQL行数（总值）。

DBName String PolarDB_MySQL 数据库名称。

TotalExecution
Counts

Long 2 执行次数（总值）。

Engine String polardb_mysql 数据库引擎。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SlowLogs
&RegionId=cn-hangzhou
&DBClusterId=pc-****************
&StartTime=2021-05-01Z
&EndTime=2021-05-30Z
&DBName=PolarDB_MySQL
&PageSize=30
&PageNumb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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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beSlowLogsResponse>
    <TotalRecordCount>5</TotalRecordCount>
    <PageRecordCount>6</PageRecordCount>
    <EndTime>2021-05-30Z</EndTime>
    <RequestId>2553A660-E4EB-4AF4-A402-8AFF70A49143</RequestId>
    <PageNumber>3</PageNumber>
    <StartTime>2021-05-01Z</StartTime>
    <DBClusterId>pc-****************</DBClusterId>
    <Items>
        <SQLText>select id,name from tb_table</SQLText>
        <ReturnMaxRowCount>3</ReturnMaxRowCount>
        <CreateTime>2021-05-30Z</CreateTime>
        <MaxExecutionTime>60</MaxExecutionTime>
        <ParseTotalRowCounts>2</ParseTotalRowCounts>
        <TotalLockTimes>1</TotalLockTimes>
        <TotalExecutionTimes>2</TotalExecutionTimes>
        <DBNodeId>pi-***************</DBNodeId>
        <SQLHASH>U2FsdGVkxxxx</SQLHASH>
        <ParseMaxRowCount>1</ParseMaxRowCount>
        <MaxLockTime>1</MaxLockTime>
        <ReturnTotalRowCounts>1</ReturnTotalRowCounts>
        <DBName>PolarDB_MySQL</DBName>
        <TotalExecutionCounts>2</TotalExecutionCounts>
    </Items>
    <Engine>polardb_mysql</Engine>
</DescribeSlowLogs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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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TotalRecordCount" : 5,
  "PageRecordCount" : 6,
  "EndTime" : "2021-05-30Z",
  "RequestId" : "2553A660-E4EB-4AF4-A402-8AFF70A49143",
  "PageNumber" : 3,
  "StartTime" : "2021-05-01Z",
  "DBClusterId" : "pc-****************",
  "Items" : [ {
    "SQLText" : "select id,name from tb_table",
    "ReturnMaxRowCount" : 3,
    "CreateTime" : "2021-05-30Z",
    "MaxExecutionTime" : 60,
    "ParseTotalRowCounts" : 2,
    "TotalLockTimes" : 1,
    "TotalExecutionTimes" : 2,
    "DBNodeId" : "pi-***************",
    "SQLHASH" : "U2FsdGVkxxxx",
    "ParseMaxRowCount" : 1,
    "MaxLockTime" : 1,
    "ReturnTotalRowCounts" : 1,
    "DBName" : "PolarDB_MySQL",
    "TotalExecutionCounts" : 2
  } ],
  "Engine" : "polardb_mysql"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DBClusterAuditLogCollector接口查看PolarDB集群的SQL采集功能（例如审计日志、SQL洞察
等）是否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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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escribeDBCluste
rAuditLogCollect
or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DescribeDBClust erAudit LogColleDescribeDBClust erAudit LogColle
ct orct or。

14.3. DescribeDBClusterAuditLogCollector14.3. DescribeDBClusterAuditLogColl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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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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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ectorStatus String Disabled

SQL采集功能的状态，取值范围如下：

Enable：开启。

Disabled：关闭。

RequestId String
59011D2B-2A38-
4207-A86C-
72BC1F882D19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BClusterAuditLogCollector
&DBClusterId=p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DBClusterAuditLogCollectorResponse>
  <CollectorStatus>Disabled</CollectorStatus>
  <RequestId>59011D2B-2A38-4207-A86C-72BC1F******</RequestId>
</DescribeDBClusterAuditLogCollectorResponse>

 JSON  格式

{
 "CollectorStatus": "Disabled",
 "RequestId": "59011D2B-2A38-4207-A86C-72BC1F******"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DBClusterAuditLogCollector接口开启或关闭PolarDB集群的SQL采集功能（例如审计日志、SQL
洞察等）。

14.4. ModifyDBClusterAuditLogCollector14.4. ModifyDBClusterAuditLogColl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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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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ModifyDBClusterA
uditLogCollector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Modif yDBClust erAudit LogCollectModif yDBClust erAudit LogCollect
oror。

CollectorStatus String 是 Enable
开启或关闭SQL采集功能，取值范围如下：

Enable ：开启。

Disabled ：关闭。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22C0ACF0-DD29-
4B67-9190-
B7A48C******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DBClusterAuditLogCollector
&CollectorStatus=Enable
&DBClusterId=p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ModifyDBClusterAuditLogCollectorResponse>
  <RequestId>22C0ACF0-DD29-4B67-9190-B7A48C******</RequestId>
</ModifyDBClusterAuditLogCollector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22C0ACF0-DD29-4B67-9190-B7A48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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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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Account接口创建PolarDB数据库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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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Account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Creat eAccountCreat eAccount 。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AccountName String 是 testacc

账号名称，需符合如下要求：

以小写字母开头，以字母或数字结尾。

由小写字母、数字或下划线组成。

长度为2~16个字符。

不能使用某些预留的用户名，如root、
admin等。

AccountPassword String 是 Test1111

账号密码，需符合如下要求：

至少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或
特殊字符中的任意三种。

长度为8~32个字符。

特殊字符为  !@#$%^&*()_+-= 。

15.账号管理15.账号管理
15.1. CreateAccount15.1. Create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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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Type String 否 Normal

账号类型，取值范围如下：

NormalNormal：普通账号。

SuperSuper：高权限账号。

说明说明

若该参数留空，则默认创
建SuperSuper账号。

当集群为PolarDB O引擎或
PolarDB PostgreSQL引擎
时，每个集群允许创建多个
高权限账号，高权限账号相
比普通账号拥有更多权限，
创建数据库账号详情参见创
建数据库账号。

当集群为PolarDB MySQL引
擎时，每个集群最多只允许
创建1个高权限账号，高权限
账号相比普通账号拥有更多
权限，创建数据库账号详情
参见创建数据库账号。

AccountDescripti
on

String 否 testdes

账号备注说明，需满足如下要求：

不能以  http:// 或  https:// 开
头。

长度为2~256个字符。

DBName String 否 testdb

允许目标账号访问的数据库名称，支持传
入多个数据库名称，多个数据库名称间用
英文逗号（,）分隔。

说明 说明 仅PolarDB MySQL引擎集
群的普通账号支持该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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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Privilege String 否 ReadWrite

账号权限，取值范围如下：

ReadWrit eReadWrit e：读写

ReadOnlyReadOnly：只读

DMLOnlyDMLOnly：只允许DML

DDLOnlyDDLOnly：只允许DDL

ReadIndexReadIndex：只读+索引

说明说明

若该参数留空，则默认设置
账号权限为ReadWrit eReadWrit e。

若为  DBName 参数传入了
多个数据库名称，您需要为
目标数据库分别授予相应的
权限，多个账号权限间用英
文逗号（,）分隔。例如，需
要授权数据库DB1读写权限，
授权数据库DB2只读权限，您
需要设置  DBName 为  DB1
,DB2 ，并设置  AccountP
rivilege 为  ReadWrite
,ReadOnly 。

仅PolarDB MySQL引擎集群
的普通账号支持设置该参
数。

ClientToken String 否

6000170000591a
ed949d0f54a343f
1a4233c1e7d1c5c
******

用于保证请求的幂等性，防止重复提交请
求。由客户端生成该参数值，保证在不同
请求间唯一，大小写敏感、不超过64个
ASCII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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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D079B7-A408-
41A1-BFF1-
EC608E******

请求ID。

示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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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CreateAccount
&AccountName=testacc
&AccountPassword=Test1111
&DBClusterId=p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CreateAccountResponse>
<RequestId>CED079B7-A408-41A1-BFF1-EC608E******</RequestId>
</CreateAccount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CED079B7-A408-41A1-BFF1-EC608E******"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InvalidDBCluster.Not
Found

The DBClusterId provide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当前的记录中不存在提供的
DBClusterId。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CheckAccountName接口校验账号名称是否合法或当前集群中是否已存在重名的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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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CheckAccountName15.2. CheckAccoun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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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String 否
CheckAccountNa
m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CheckAccount NameCheckAccount Name。

AccountName String 是 test_acc 账号名称。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调
用DescribeDBClusters接口查看目标
地域下所有的集群信息，包括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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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B84D9-CA72-
432C-95CF-
738C22******

请求ID。

若输入的账号名称不合法，会返回错误信息  Specified account name is not valid 。

若输入的账号名称与已有账号名称重复，会返回错误信息  The specified account name already exist
s 。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CheckAccountName
&AccountName=test_acc
&DBClusterId=p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CheckAccountNameResponse>
  <RequestId>925B84D9-CA72-432C-95CF-738C22******</RequestId>
</CheckAccountName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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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925B84D9-CA72-432C-95CF-738C22******"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Accounts接口查询PolarDB集群的数据库账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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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beAccounts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Account sDescribeAccount s 。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AccountName String 否 test_acc 账号名称。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页码，取值范围为大于0但不超过Integer
最大值的整数。默认值为11。

PageSize Integer 否 30

每页记录数，取值范围：

3030

5050

100100

默认值为3030。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PageRecordCou
nt

Integer 1 本页记录数。

15.3. DescribeAccounts15.3. DescribeAccou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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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 String
155462B9-205F-
4FFC-BB43-
4855FE******

请求ID。

PageNumber Integer 1 页码。

Accounts
Array of
DBAccount

账号信息详情。

AccountStatus String Available

账号状态。取值范围：

Creat ingCreat ing：创建中。

AvailableAvailable：可用。

Delet ingDelet ing：删除中。

DatabasePrivile
ges

Array of
DatabasePrivile
ge

目标账号拥有的数据库权限详情。

DBName String DBtest 数据库名称。

AccountPrivileg
e

String ReadOnly 账号权限。

AccountDescrip
tion

String test 账号备注。

AccountPasswo
rdValidT ime

String undefined 密码过期时间。

AccountType String Normal
账户类型。取值范围：

NormalNormal：普通账号。

SuperSuper：高权限账号。

AccountLockSt
ate

String UnLock

账号锁定状态。取值范围：

UnLockUnLock：未锁定。

LockLock：锁定。

AccountName String test_acc 账号名。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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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Accounts
&DBClusterId=p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DescribeAccountsResponse>
<PageRecordCount>1</PageRecordCount>
<RequestId>155462B9-205F-4FFC-BB43-4855FE******</RequestId>
<PageNumber>1</PageNumber>
<Accounts>
    <AccountDescription>test</AccountDescription>
    <AccountStatus>Available</AccountStatus>
    <AccountLockState>UnLock</AccountLockState>
    <AccountPasswordValidTime>undefined</AccountPasswordValidTime>
    <AccountType>Normal</AccountType>
    <AccountName>test_acc</AccountName>
</Accounts>
<Accounts>
    <DatabasePrivileges>
        <AccountPrivilege>ReadOnly</AccountPrivilege>
        <DBName>DBtest</DBName>
    </DatabasePrivileges>
</Accounts>
</DescribeAccounts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PageRecordCount" : 1,
  "RequestId" : "155462B9-205F-4FFC-BB43-4855FE******",
  "PageNumber" : 1,
  "Accounts" : [ {
    "AccountDescription" : "test",
    "AccountStatus" : "Available",
    "AccountLockState" : "UnLock",
    "AccountPasswordValidTime" : "undefined",
    "AccountType" : "Normal",
    "AccountName" : "test_acc"
  }, {
    "DatabasePrivileges" : {
      "AccountPrivilege" : "ReadOnly",
      "DBName" : "DBtest"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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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InvalidDBCluster.Not
Found

The DBClusterId provide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当前的记录中不存在提供的
DBClusterId。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AccountDescript ion接口修改PolarDB数据库账号的备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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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ModifyAccountDe
scription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Modif yAccount Descript ionModif yAccount Descript ion。

AccountDescripti
on

String 是 test

账号备注信息，备注信息需满足如下要
求：

不能以  http:// 或  https:// 开
头。

长度为2~256个字符。

AccountName String 是 testacc 账号名称。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2FED790E-FB61-
4721-8C1C-
07C627******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15.4. ModifyAccountDescription15.4. ModifyAccount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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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AccountDescription
&AccountDescription=test
&AccountName=testacc
&DBClusterId=p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ModifyAccountDescriptionResponse>
  <RequestId>2FED790E-FB61-4721-8C1C-07C627******</RequestId>
</ModifyAccountDescription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2FED790E-FB61-4721-8C1C-07C627******"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GrantAccountPrivilege接口授权普通账号访问PolarDB集群的某个数据库。

说明说明

一个账号可关联一个或多个数据库。

如果目标账号对指定数据库已经具有访问权限，则会直接返回成功。

集群状态需要为运行中，否则操作将失败。

目前仅支持PolarDB MySQL引擎。

高权限账号默认拥有集群里所有数据库的权限，无需进行授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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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GrantAccountPrivi
leg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Grant Account PrivilegeGrant Account Privilege。

15.5. GrantAccountPrivilege15.5. GrantAccountPrivi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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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Name String 是 testacc 账号名。

AccountPrivilege String 是
ReadWrite,ReadO
nly

账号权限，取值范围如下：

ReadWrit eReadWrit e：读写

ReadOnlyReadOnly：只读

DMLOnlyDMLOnly：只允许DML

DDLOnlyDDLOnly：只允许DDL

ReadIndexReadIndex：只读+索引

说明 说明 Account PrivilegeAccount Privilege需
与DBNameDBName输入的参数数量保持一
致，且顺序对应。例如，输
入DBNameDBName为  testdb_1,testdb_
2 ，Account PrivilegeAccount Privilege为  ReadW
rite,ReadOnly ，则表示授予目标
账号对数据库t est db_1t est db_1的读写读写 权
限，对数据库t est db_2t est db_2的只读只读 权
限。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DBName String 是
testdb_1,testdb_
2

需要授权的数据库名称。支持同时对一个
或多个数据库授权，多个数据库名称之间
用英文逗号（,）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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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FED790E-FB61-
4721-8C1C-
07C627*****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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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GrantAccountPrivilege
&AccountName=testacc
&AccountPrivilege=ReadWrite,ReadOnly
&DBClusterId=pc-****************
&DBName=testdb_1,testdb_2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GrantAccountPrivilegeResponse>
  <RequestId>2FED790E-FB61-4721-8C1C-07C627*****</RequestId>
</GrantAccountPrivileg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2FED790E-FB61-4721-8C1C-07C627*****"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RevokeAccountPrivilege接口移除PolarDB普通账号对数据库的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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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RevokeAccountPri
vileg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RevokeAccount PrivilegeRevokeAccount Privilege。

AccountName String 是 testacc

账号名称。

说明 说明 仅支持普通账号，不支持
高权限账号。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15.6. RevokeAccountPrivilege15.6. RevokeAccountPrivi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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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Name String 是 testdb
数据库名称。支持同时传入多个数据库，
多个数据库名称之间用英文逗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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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String
2FED790E-FB61-
4721-8C1C-
07C627******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RevokeAccountPrivilege
&AccountName=testacc
&DBClusterId=pc-****************
&DBName=testdb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vokeAccountPrivilegeResponse>
  <RequestId>2FED790E-FB61-4721-8C1C-07C627******</RequestId>
</RevokeAccountPrivileg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2FED790E-FB61-4721-8C1C-07C627******"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ResetAccount接口重置PolarDB高权限账号。

说明 说明 仅支持重置PolarDB MySQL引擎集群的高权限账号。

调试调试

15.7. ResetAccount15.7. Reset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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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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ResetAccount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为Reset AccountReset Account 。

AccountName String 是 testacc

账号名称。

说明 说明 仅支持重置高权限账号。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AccountPassword String 否 Pw123456

账号密码，密码需满足如下要求：

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特殊字符
至少占三种。

长度为8~32位。

特殊字符为  !@#$%^&*()_+-=  。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2FED790E-FB61-
4721-8C1C-
07C627******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ResetAccount
&AccountName=testacc
&AccountPassword=Pw123456
&DBClusterId=p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setAccountResponse>  
       <RequestId>2FED790E-FB61-4721-8C1C-07C627******</RequestId>
</ResetAccount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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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ON 格式

{
   "RequestId": "2FED790E-FB61-4721-8C1C-07C627******"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3
ConcurrentTaskExce
eded

The number of concurrent tasks
exceeds the quota.

并发任务数超过配额。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leteAccount接口删除PolarDB数据库账号。

说明 说明 集群状态必须为运行中，否则操作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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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eleteAccount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Delet eAccountDelet eAccount 。

AccountName String 是 testacc 账号名称。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2FED790E-FB61-
4721-8C1C-
07C627******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15.8. DeleteAccount15.8. Delete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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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leteAccount
&AccountName=testacc
&DBClusterId=p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leteAccountResponse>
  <RequestId>2FED790E-FB61-4721-8C1C-07C627******</RequestId>
</DeleteAccount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2FED790E-FB61-4721-8C1C-07C627******"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AccountPassword接口修改PolarDB数据库的账号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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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ModifyAccountPa
ssword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Modif yAccount PasswordModif yAccount Password。

AccountName String 是 testacc 账号名称。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15.9. ModifyAccountPassword15.9. ModifyAccount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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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AccountPass
word

String 是 Pw123456

账号的新密码，需符合如下要求：

至少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或
特殊字符中的任意三种。

长度为8~32个字符。

特殊字符为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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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FED790E-FB61-
4721-8C1C-
07C627******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AccountPassword
&AccountName=testacc
&DBClusterId=pc-************
&NewAccountPassword=Pw123456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ModifyAccountPasswordResponse>
  <RequestId>2FED790E-FB61-4721-8C1C-07C627******</RequestId>
</ModifyAccountPassword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2FED790E-FB61-4721-8C1C-07C6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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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atabase接口为PolarDB集群创建一个新的数据库。

集群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否则将创建失败：

当前集群状态：运行中。

当前集群锁定模式：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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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Database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Creat eDat abaseCreat eDat abase。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DBName String 是 testDB

数据库名称，名称需满足如下要求：

由小写字母、数字、中划线（-）、下划
线（_）组成。

以字母开头，以字母或数字结尾，最长
64个字符。

说明 说明 请勿使用保留关键字作为
数据库名称，
如  test 、  mysql 等。

CharacterSetNam
e

String 是 utf8
字符集。关于字符集的取值范围，请参
见字符集表。

16.数据库管理16.数据库管理
16.1. CreateDatabase16.1. CreateDatabase

API参考··数据库管理 云数据库 PolarDB

201 > 文档版本：20220526

https://api.aliyun.com/#product=polardb&api=CreateDatabase&type=RPC&version=2017-08-01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62502202/task18315517/~~99716~~


DBDescription String 否 testdesc

数据库备注信息，备注信息需满足如下要
求：

不能以  http:// 或  https:// 开
头。

长度为2~256个字符。

说明 说明 当集群为PolarDB O引擎
或PolarDB PostgreSQL引擎时，该参
数必填；当集群为PolarDB MySQL引
擎时，该参数非必填。

AccountName String 否 testacc

授权访问该数据库的账号名。可通过接
口DescribeAccounts查询账号信息。

说明说明

只支持输入普通账号，高权
限账号默认拥有数据库全部
权限无需授权。

当集群为PolarDB O引擎或
PolarDB PostgreSQL引擎
时，该参数必填；当集群为
PolarDB MySQL引擎时，该
参数非必填。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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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Privilege String 否 ReadWrite

账号权限，取值范围如下：

ReadWrit eReadWrit e：读写。

ReadOnlyReadOnly：只读。

DMLOnlyDMLOnly：只允许DML。

DDLOnlyDDLOnly：只允许DDL。

若该参数不填，则默认为ReadWrit eReadWrit e。

说明说明

该参数仅
当Account NameAccount Name为非空值
时生效。

当集群为PolarDB O引擎或
PolarDB PostgreSQL引擎
时，该参数必填；当集群为
PolarDB MySQL引擎时，该
参数非必填。

Collate String 否 C

语言环境设置，用于指定新建数据库的排
序规则。

说明说明

语言环境必须
与Charact erSet NameCharact erSet Name参
数设置的字符集兼容。

当集群为PolarDB O引擎或
PolarDB PostgreSQL引擎
时，该参数必填；当集群为
PolarDB MySQL引擎时，该
参数非必填。

关于该参数的取值范围，请
登录PolarDB控制台，在配置配置
与管理与管理  > 数据库管理数据库管理 页签，
单击创建数据库创建数据库 进行查看。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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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ype String 否 C

语言环境设置，用于指定数据库的字符分
类。

说明说明

语言环境必须
与Charact erSet NameCharact erSet Name参
数设置的字符集兼容。

与Collat eCollat e传入信息一致。

当集群为PolarDB O引擎或
PolarDB PostgreSQL引擎
时，该参数必填；当集群为
PolarDB MySQL引擎时，该
参数非必填。

关于该参数的取值范围，请
登录PolarDB控制台，在配置配置
与管理与管理  > 数据库管理数据库管理 页签，
单击创建数据库创建数据库 进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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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E98F25-BE02-
40DA-83E3-
F77F8D******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CreateDatabase
&CharacterSetName=utf8
&DBClusterId=pc-**************
&DBName=testDB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CreateDatabaseResponse>  
     <RequestId>93E98F25-BE02-40DA-83E3-F77F8D******</RequestId>
</CreateDatabase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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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93E98F25-BE02-40DA-83E3-F77F8D******"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DBName.Malf
ormed

The specified parameter
DBName is not valid.

操作失败，指定的数据库名称格式
无效。

404
InvalidDBCluster.Not
Found

The DBClusterId provide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当前的记录中不存在提供的
DBClusterId。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Databases接口查询PolarDB指定集群的数据库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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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escribeDatabas
es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Dat abasesDescribeDat abases 。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DBName String 否 test_db

数据库名。

说明 说明 不支持填入多个数据库名
称。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页码，取值范围为大于0但不超过Integer
最大值的整数，默认值为11。

16.2. DescribeDatabases16.2. DescribeDatab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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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Size Integer 否 30

每页记录数，取值范围如下：

3030

5050

100100

默认值为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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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RecordCou
nt

Integer 1 本页记录数。

Databases
Array of
Database

数据库信息详情。

Database

DBDescription String test_des 数据库备注。

DBStatus String Running

数据库状态，取值范围如下：

Creat ingCreat ing：创建中

RunningRunning：使用中

Delet ingDelet ing：删除中

DBName String test_db 数据库名称。

Engine String MySQL

数据库引擎类型，取值范围如下：

MySQLMySQL

OracleOracle

Post greSQLPost greSQL

CharacterSetNa
me

String utf8mb4 字符集，详情请参见字符集表。

Accounts
Array of
Account

数据库账号信息详情。

说明 说明 当集群为PolarDB MySQL引擎
时，不含高权限账号。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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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ilegeStatus String Empowered

授权状态，取值范围如下：

EmpoweringEmpowering：授权中

EmpoweredEmpowered：授权完成

RemovingRemoving：移除权限中

AccountStatus String Available

账号状态，取值范围如下：

Creat ingCreat ing：创建中

AvailableAvailable：可用

Delet ingDelet ing：删除中

AccountPrivileg
e

String ReadOnly

账号权限，取值范围如下：

ReadWrit eReadWrit e：读写

ReadOnlyReadOnly：只读

DMLOnlyDMLOnly：只允许DML

DDLOnlyDDLOnly：只允许DDL

ReadIndexReadIndex：只读+索引

AccountName String test_acc

账号名称。

说明 说明 当集群为PolarDB MySQL引擎
时，不含高权限账号。

RequestId String
E1DF8CA6-2300-
448B-9ABF-
760C4B******

请求ID。

PageNumber Integer 1 页码。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atabases
&DBClusterId=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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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beDatabasesResponse>
<PageRecordCount>1</PageRecordCount>
<Databases>
    <Database>
        <DBName>test_db</DBName>
        <CharacterSetName>utf8mb4</CharacterSetName>
        <DBStatus>Running</DBStatus>
        <Engine>MySQL</Engine>
        <DBDescription>test_des</DBDescription>
    </Database>
    <Database>
        <Accounts>
            <Account>
                <AccountStatus>Available</AccountStatus>
                <AccountPrivilege>ReadOnly</AccountPrivilege>
                <PrivilegeStatus>Empowered</PrivilegeStatus>
                <AccountName>test_acc</AccountName>
            </Account>
        </Accounts>
    </Database>
</Databases>
<RequestId>E1DF8CA6-2300-448B-9ABF-760C4B******</RequestId>
<PageNumber>1</PageNumber>
</DescribeDatabases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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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PageRecordCount" : 1,
  "Databases" : {
    "Database" : [ {
      "DBName" : "test_db",
      "CharacterSetName" : "utf8mb4",
      "DBStatus" : "Running",
      "Engine" : "MySQL",
      "DBDescription" : "test_des"
    }, {
      "Accounts" : {
        "Account" : {
          "AccountStatus" : "Available",
          "AccountPrivilege" : "ReadOnly",
          "PrivilegeStatus" : "Empowered",
          "AccountName" : "test_acc"
        }
      }
    } ]
  },
  "RequestId" : "E1DF8CA6-2300-448B-9ABF-760C4B******",
  "PageNumber" : 1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DBDescript ion接口修改PolarDB MySQL引擎数据库的备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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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ModifyDBDescript
ion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Modif yDBDescript ionModif yDBDescript ion。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16.3. ModifyDBDescription16.3. ModifyDBDescription

API参考··数据库管理 云数据库 PolarDB

209 > 文档版本：20220526

https://error-center.aliyun.com/status/product/polardb
https://api.aliyun.com/#product=polardb&api=ModifyDBDescription&type=RPC&version=2017-08-01


DBDescription String 是 DBDesc

数据库备注说明，备注说明需满足如下要
求：

不能以  http:// 或  https:// 开
头。

长度为2~256个字符。

DBName String 是 testDB 数据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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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F295AAB-B599-
4F0E-96D0-
DBFAB3******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DBDescription
&DBClusterId=pc-***************
&DBDescription=DBDesc
&DBName=testDB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ModifyDBDescriptionResponse>
  <RequestId>5F295AAB-B599-4F0E-96D0-DBFAB3******</RequestId>
</ModifyDBDescription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5F295AAB-B599-4F0E-96D0-DBFAB3******"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CharacterSetName接口查看PolarDB MySQL引擎数据库支持的字符集列表。

16.4. DescribeCharacterSetName16.4. DescribeCharacterSe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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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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escribeCharacte
rSetNam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DescribeCharact erSet NameDescribeCharact erSet Name。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地域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
过DescribeRegions接口查看可用地
域。

DBClusterId String 否 pc-****************

集群ID。

说明 说明 当前仅支持查看PolarDB
MySQL引擎集群数据库支持的字符集
列表。若输入PolarDB PostgreSQL引
擎集群或PolarDB O引擎集群的集群
ID，  CharacterSetNameItems 
会返回空值。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haracterSetNa
meItems

List
"CharacterSetName"
: [ "utf8mb4",
"utf8", "armscii8" ]

支持的字符集列表。

Engine String POLARDB 集群引擎。

RequestId String
34458CD3-33E0-
4624-BFEF-
840C15******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CharacterSetName
&RegionId=cn-hangzhou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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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CharacterSetNameResponse>
  <RequestId>34458CD3-33E0-4624-BFEF-840C15******</RequestId>
  <CharacterSetNameItems>
        <CharacterSetName>utf8mb4</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utf8</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utf32</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utf16le</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utf16</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ujis</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ucs2</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tis620</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swe7</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sjis</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macroman</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macce</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latin7</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latin5</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latin2</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latin1</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koi8u</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koi8r</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keybcs2</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hp8</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hebrew</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greek</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geostd8</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gbk</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gb2312</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euckr</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eucjpms</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dec8</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cp932</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cp866</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cp852</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cp850</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cp1257</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cp1256</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cp1251</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cp1250</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binary</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big5</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ascii</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armscii8</CharacterSetName>
  </CharacterSetNameItems>
  <Engine>POLARDB</Engine>
</DescribeCharacterSetName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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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34458CD3-33E0-4624-BFEF-840C15******",
  "CharacterSetNameItems": {
    "CharacterSetName": [
      "utf8mb4",
      "utf8",
      "utf32",
      "utf16le",
      "utf16",
      "ujis",
      "ucs2",
      "tis620",
      "swe7",
      "sjis",
      "macroman",
      "macce",
      "latin7",
      "latin5",
      "latin2",
      "latin1",
      "koi8u",
      "koi8r",
      "keybcs2",
      "hp8",
      "hebrew",
      "greek",
      "geostd8",
      "gbk",
      "gb2312",
      "euckr",
      "eucjpms",
      "dec8",
      "cp932",
      "cp866",
      "cp852",
      "cp850",
      "cp1257",
      "cp1256",
      "cp1251",
      "cp1250",
      "binary",
      "big5",
      "ascii",
      "armscii8"
    ]
  },
  "Engine": "POLARD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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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DBName校验数据库名称是否合法或当前集群中是否已存在重名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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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CheckDBNam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为CheckDBNameCheckDBName。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调
用DescribeDBClusters接口查看目标
地域下所有的集群信息，包括集群
ID。

DBName String 是 test_db 数据库名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CDB3258F-B5DE-
43C4-8935-
CBA0CA******

请求ID。

若输入的数据库名称不合法，会返回错误信息  Specified DB name is not valid 。

若输入的数据库名称与已有数据库名称重复，会返回错误信息  Specified DB name already exists 。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CheckDBName
&DBClusterId=pc-****************
&DBName=test_db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16.5. CheckDBName16.5. CheckDB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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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DBNameResponse>
  <RequestId>CDB3258F-B5DE-43C4-8935-CBA0CA******</RequestId>
</CheckDBNam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CDB3258F-B5DE-43C4-8935-CBA0CA******"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leteDatabase接口删除PolarDB集群下的数据库。

说明说明

集群的状态必须为运行中且集群的锁定模式为正常，否则将无法成功删除目标数据库。

系统会异步执行删除数据库的操作。如果数据库比较大，删除数据库耗时可能较长。接口返回成
功仅代表删除数据库的请求下发成功，数据库是否已被成功删除，还需要通过查询集群上是否还
存在该数据库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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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eleteDatabas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Delet eDat abaseDelet eDat abase。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DBName String 是 testdb 数据库名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16.6. DeleteDatabase16.6. DeleteDatabase

API参考··数据库管理 云数据库 Polar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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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 String
2FED790E-FB61-
4721-8C1C-
07C627******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leteDatabase
&DBClusterId=pc-*************
&DBName=testdb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leteDatabaseResponse>
  <RequestId>2FED790E-FB61-4721-8C1C-07C627******</RequestId>
</DeleteDatabas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2FED790E-FB61-4721-8C1C-07C627******"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InvalidDBCluster.Not
Found

The DBClusterId provide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当前的记录中不存在提供的
DBClusterId。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云数据库 PolarDB API参考··数据库管理

> 文档版本：20220526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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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用CreateGlobalDatabaseNetwork接口创建一个新的全球数据库网络（GDN）。

说明 说明 一个集群只能归属于一个G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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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CreateGlobalData
baseNetwork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Creat eGlobalDat abaseNet workCreat eGlobalDat abaseNet work
。

RegionId String 否 cn-hangzhou 地域ID。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bp1q76364ird****
*

主集群ID。

GDNDescription String 否 GDN-fortest GDN备注描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GDNId String
gd-
m5ex5wqfqbou*****

GDN ID。

RequestId String
C61892A4-0850-
4516-9E26-
44D96C1782DE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CreateGlobalDatabaseNetwork
&DBClusterId=pc-bp1q76364ird*****
&GDNDescription=gdn-bp1fttxsrmv*****
&公共请求参数

17.全球数据库网络（GDN）17.全球数据库网络（GDN）
17.1. CreateGlobalDatabaseNetwork17.1. CreateGlobalDatabaseNetwork

API参考··全球数据库网络（GDN） 云数据库 Polar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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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CreateGlobalDatabaseNetworkResponse>
    <GDNId>gd-m5ex5wqfqbou*****</GDNId>
    <RequestId>C61892A4-0850-4516-9E26-44D96C1782DE</RequestId>
</CreateGlobalDatabaseNetwork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GDNId" : "gd-m5ex5wqfqbou*****",
  "RequestId" : "C61892A4-0850-4516-9E26-44D96C1782D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leteGlobalDatabaseNetwork接口删除全球数据库网络（GDN）。

说明 说明 当GDN中仅包含一个主集群时，该GDN才允许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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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eleteGlobalData
baseNetwork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let eGlobalDat abaseNet workDelet eGlobalDat abaseNet work
。

RegionId String 否 cn-hangzhou 地域ID。

GDNId String 是
gdn-
bp1fttxsrmv*****

GDN 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17.2. DeleteGlobalDatabaseNetwork17.2. DeleteGlobalDatabase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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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C61892A4-0850-
4516-9E26-
44D96C1782DE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leteGlobalDatabaseNetwork
&GDNId=gdn-bp1fttxsrmv*****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DeleteGlobalDatabaseNetworkResponse>
    <RequestId>C61892A4-0850-4516-9E26-44D96C1782DE</RequestId>
</DeleteGlobalDatabaseNetwork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C61892A4-0850-4516-9E26-44D96C1782D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GlobalDatabaseNetwork接口查询全球数据库网络（GD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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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DescribeGlobalDatabaseNetwork17.3. DescribeGlobalDatabaseNetwork

API参考··全球数据库网络（GDN） 云数据库 Polar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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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String 否
DescribeGlobalDa
tabaseNetwork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GlobalDat abaseNet woDescribeGlobalDat abaseNet wo
rkrk。

RegionId String 否 cn-qingdao 地域ID。

GDNId String 是
gdn-
bp1fttxsrmv*****

G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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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NStatus String active

GDN的状态。取值：

creat ingcreat ing：创建中

act iveact ive：运行中

delet ingdelet ing：删除中

lockedlocked：锁定中（此时无法对GDN下的任一
集群执行任何操作）

removing_memberremoving_member：从集群正在脱离GDN

Connections
Array of
Connection

链接信息。

ConnectionStrin
g

String
abc.polardb.rds.aliy
uncs.com

链接地址。

NetType String Private 网络类型。

Port String 3306 链接地址的端口号。

DBVersion String 8.0 数据库引擎版本。当前仅支持8.0版本。

RequestId String
67F2E75F-AE67-
4FB2-821F-
A81237EACD15

请求ID。

GDNId String
gdn-
bp1fttxsrmv*****

GDN ID。

CreateT ime String
2020-02-
24T11:57:54Z

GDN的创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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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Type String MySQL 数据库引擎类型。当前仅支持MySQL类型。

GDNDescription String GDN-fortest GDN备注描述。

DBClusters
Array of
DBCluster

GDN中包含的集群（最多16个）。

ReplicaLag String 1 主从集群间跨地域的复制延迟时间。单位为秒。

ExpireT ime String
2020-11-
14T16:00:00Z

集群到期时间。

说明 说明 仅付费方式为PrepaidPrepaid（包年
包月）的集群会返回具体参数
值，Post paidPost paid（按量付费）集群则返回空
值。

Expired String false

集群是否到期。

t ruet rue：是

f alsef alse：否

说明 说明 仅付费方式为PrepaidPrepaid（包年
包月）的集群支持返回该参数。

DBNodeClass String polar.mysql.x4.large 数据库节点规格。

PayType String Prepaid

付费类型：

Post paidPost paid：按量付费。

PrepaidPrepaid：预付费（包年包月）。

DBType String MySQL 数据库引擎类型。当前仅支持MySQL类型。

RegionId String cn-hangzhou 地域ID。

DBVersion String 8.0 数据库引擎版本。当前仅支持8.0版本。

DBClusterId String
pc-
wz9fb5nn44u1d****

GDN中的集群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API参考··全球数据库网络（GDN） 云数据库 Polar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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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ClusterStatu
s

String Running GDN中的集群状态。具体请参见集群状态表。

StorageUsed String 3012558848 存储空间的使用量，单位为Byte。

DBClusterDescri
ption

String test 集群描述。

Role String primary

集群角色。取值：

primaryprimary：主集群

st andbyst andby：从集群

说明 说明 一个GDN中包含一个主集群和
最多四个从集群。

DBNodes
Array of
DBNode

数据库节点的信息详情。

DBNodeClass String polar.mysql.x4.large 数据库节点规格。

ZoneId String cn-hangzhou-i 可用区ID。

CreationTime String
2020-03-
23T21:35:43Z

数据库节点的创建时间。

DBNodeRole String Reader

数据库节点的角色。取值：

Writ erWrit er：主节点

ReaderReader：只读节点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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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NodeStatus String Running

节点状态。取值：

Creat ingCreat ing：创建中

RunningRunning：运行中

Delet ingDelet ing：删除中

Reboot ingReboot ing：重启中

DBNodeCreat ingDBNodeCreat ing：正在增加节点

DBNodeDelet ingDBNodeDelet ing：正在删除节点

ClassChangingClassChanging：正在变更节点规格

Net AddressCreat ingNet AddressCreat ing：正在创建网络连接

Net AddressDelet ingNet AddressDelet ing：正在删除网络连接

Net AddressModif yingNet AddressModif ying：正在修改网络连
接

MinorVersionUpgradingMinorVersionUpgrading：小版本升级中

Maint ainingMaint aining：集群维护中

Swit chingSwit ching：切换中

FailoverPriority Integer 1

Failover优先级。每个节点都有一个Failover优先
级，决定了当故障切换时，该节点被选举为主节
点的概率高低。数值越大，优先级越高，取值范
围为1~15。

MaxConnection
s

Integer 8000 集群最大的并发连接数。

MaxIOPS Integer 32000 最大I/O请求次数，即IOPS。

DBNodeId String pi-**************** 数据库节点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GlobalDatabaseNetwork
&GDNId=gdn-bp1fttxsrmv*****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API参考··全球数据库网络（GDN） 云数据库 Polar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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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DescribeGlobalDatabaseNetworkResponse>
    <GDNStatus>active</GDNStatus>
    <Connections>
        <ConnectionString>abc.polardb.rds.aliyuncs.com</ConnectionString>
        <NetType>Private</NetType>
        <Port>3306</Port>
    </Connections>
    <DBVersion>8.0</DBVersion>
    <RequestId>67F2E75F-AE67-4FB2-821F-A81237EACD15</RequestId>
    <GDNId>gdn-bp1fttxsrmv*****</GDNId>
    <CreateTime>2020-02-24T11:57:54Z</CreateTime>
    <DBType>MySQL</DBType>
    <GDNDescription>GDN-fortest</GDNDescription>
    <DBClusters>
        <ReplicaLag>1</ReplicaLag>
        <ExpireTime>2020-11-14T16:00:00Z</ExpireTime>
        <Expired>false</Expired>
        <DBNodeClass>polar.mysql.x4.large</DBNodeClass>
        <PayType>Prepaid</PayType>
        <DBType>MySQL</DBType>
        <RegionId>cn-hangzhou</RegionId>
        <DBVersion>8.0</DBVersion>
        <DBClusterId>pc-wz9fb5nn44u1d****</DBClusterId>
        <DBClusterStatus>Running</DBClusterStatus>
        <StorageUsed>3012558848</StorageUsed>
        <DBClusterDescription>test</DBClusterDescription>
        <Role>primary</Role>
        <DBNodes>
            <DBNodeClass>polar.mysql.x4.large</DBNodeClass>
            <ZoneId>cn-hangzhou-i</ZoneId>
            <CreationTime>2020-03-23T21:35:43Z</CreationTime>
            <DBNodeRole>Reader</DBNodeRole>
            <DBNodeStatus>Running</DBNodeStatus>
            <FailoverPriority>1</FailoverPriority>
            <MaxConnections>8000</MaxConnections>
            <MaxIOPS>32000</MaxIOPS>
            <DBNodeId>pi-****************</DBNodeId>
        </DBNodes>
    </DBClusters>
</DescribeGlobalDatabaseNetwork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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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GDNStatus" : "active",
  "Connections" : [ {
    "ConnectionString" : "abc.polardb.rds.aliyuncs.com",
    "NetType" : "Private",
    "Port" : "3306"
  } ],
  "DBVersion" : "8.0",
  "RequestId" : "67F2E75F-AE67-4FB2-821F-A81237EACD15",
  "GDNId" : "gdn-bp1fttxsrmv*****",
  "CreateTime" : "2020-02-24T11:57:54Z",
  "DBType" : "MySQL",
  "GDNDescription" : "GDN-fortest",
  "DBClusters" : [ {
    "ReplicaLag" : "1",
    "ExpireTime" : "2020-11-14T16:00:00Z",
    "Expired" : "false",
    "DBNodeClass" : "polar.mysql.x4.large",
    "PayType" : "Prepaid",
    "DBType" : "MySQL",
    "RegionId" : "cn-hangzhou",
    "DBVersion" : "8.0",
    "DBClusterId" : "pc-wz9fb5nn44u1d****",
    "DBClusterStatus" : "Running",
    "StorageUsed" : "3012558848",
    "DBClusterDescription" : "test",
    "Role" : "primary",
    "DBNodes" : [ {
      "DBNodeClass" : "polar.mysql.x4.large",
      "ZoneId" : "cn-hangzhou-i",
      "CreationTime" : "2020-03-23T21:35:43Z",
      "DBNodeRole" : "Reader",
      "DBNodeStatus" : "Running",
      "FailoverPriority" : 1,
      "MaxConnections" : 8000,
      "MaxIOPS" : 32000,
      "DBNodeId" : "pi-****************"
    } ]
  } ]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InvalidDBCluster.Not
Found

The DBClusterId provide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当前的记录中不存在提供的
DBClusterId。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API参考··全球数据库网络（GDN） 云数据库 Polar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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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DescribeGlobalDatabaseNetworks接口查看当前阿里云账号下所有全球数据库网络（GD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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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escribeGlobalDa
tabaseNetworks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GlobalDat abaseNet woDescribeGlobalDat abaseNet wo
rksrks 。

RegionId String 否 cn-hangzhou

地域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调
用DescribeRegions接口查看目标账
号下所有的集群的地域信息。

DBClusterId String 否 pc-**************

集群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调
用DescribeDBClusters接口查看目标
地域下所有的集群信息，包括集群
ID。

PageSize Integer 否 30 每页记录数。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页码。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TotalRecordCo
unt

Integer 1 总记录数。

PageRecordCou
nt

Integer 30 本页记录数量。

17.4. DescribeGlobalDatabaseNetworks17.4. DescribeGlobalDatabase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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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 String
69A85BAF-1089-
4CDF-A82F-
0A140F******

请求ID。

PageNumber Integer 1 页数。

Items
Array of
GlobalDatabas
eNetwork

GDN详情。

DBVersion String 8.0 数据库引擎版本号，当前仅支持8.08.0版本。

GDNId String gdn-**************** GDN ID。

CreateT ime String
2020-03-
23T05:46:54Z

GDN创建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Z （UTC时间）。

GDNStatus String active

GDN状态，取值范围如下：

creat ingcreat ing：创建中

act iveact ive：运行中

delet ingdelet ing：删除中

lockedlocked：锁定中（此时无法对GDN下的任一
集群执行任何操作）

removing_memberremoving_member：从集群正在脱离GDN

DBClusters
Array of
DBCluster

GDN包含的各集群详情。

DBClusterId String pc-**************** 集群ID。

Role String primary

集群角色，取值范围如下：

primaryprimary：主集群

st andbyst andby：从集群

说明 说明 一个GDN中包含一个主集群和
最多四个从集群。更多信息，请参见全球数
据库网络（GDN）。

RegionId String cn-hangzhou 地域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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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 文档版本：20220526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62502202/task18315517/~~160381~~


DBType String MySQL 数据库引擎类型，当前仅支持MySQLMySQL类型。

GDNDescription String test GDN备注描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GlobalDatabaseNetworks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DescribeGlobalDatabaseNetworksResponse>
<TotalRecordCount>1</TotalRecordCount>
<PageRecordCount>30</PageRecordCount>
<RequestId>69A85BAF-1089-4CDF-A82F-0A140F******</RequestId>
<PageNumber>1</PageNumber>
<Items>
    <GDNStatus>active</GDNStatus>
    <DBVersion>8.0</DBVersion>
    <GDNId>gdn-****************</GDNId>
    <CreateTime>2020-03-23T05:46:54Z</CreateTime>
    <GDNDescription>test</GDNDescription>
    <DBType>MySQL</DBType>
    <DBClusters>
        <Role>primary</Role>
        <DBClusterId>pc-****************</DBClusterId>
        <RegionId>cn-hangzhou</RegionId>
    </DBClusters>
    <DBClusters>
        <Role>standby</Role>
        <DBClusterId>pc-****************</DBClusterId>
        <RegionId>cn-shanghai</RegionId>
    </DBClusters>
</Items>
</DescribeGlobalDatabaseNetworks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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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TotalRecordCount" : 1,
  "PageRecordCount" : 30,
  "RequestId" : "69A85BAF-1089-4CDF-A82F-0A140F******",
  "PageNumber" : 1,
  "Items" : [ {
    "GDNStatus" : "active",
    "DBVersion" : "8.0",
    "GDNId" : "gdn-****************",
    "CreateTime" : "2020-03-23T05:46:54Z",
    "GDNDescription" : "test",
    "DBType" : "MySQL",
    "DBClusters" : [ {
      "Role" : "primary",
      "DBClusterId" : "pc-****************",
      "RegionId" : "cn-hangzhou"
    }, {
      "Role" : "standby",
      "DBClusterId" : "pc-****************",
      "RegionId" : "cn-shanghai"
    } ]
  } ]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GlobalDatabaseNetwork接口修改全球数据库网络（G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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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ModifyGlobalDat
abaseNetwork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Modif yGlobalDat abaseNet workModif yGlobalDat abaseNet work
。

RegionId String 否 cn-hangzhou 地域ID。

GDNId String 是
gdn-
bp1fttxsrmv*****

GDN ID。

17.5. ModifyGlobalDatabaseNetwork17.5. ModifyGlobalDatabase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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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NDescription String 是 GDN-fortest GDN备注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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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1892A4-0850-
4516-9E26-
44D96C1782DE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GlobalDatabaseNetwork
&GDNId=gdn-bp1fttxsrmv*****
&GDNDescription=GDN-for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ModifyGlobalDatabaseNetworkResponse>
    <RequestId>C61892A4-0850-4516-9E26-44D96C1782DE</RequestId>
</ModifyGlobalDatabaseNetwork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C61892A4-0850-4516-9E26-44D96C1782D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RemoveDBClusterFromGDN接口从全球数据库网络（GDN）中移除从集群。

说明 说明 GDN中的主集群不可移除。

17.6. RemoveDBClusterFromGDN17.6. RemoveDBClusterFromG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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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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oveDBCluster
FromGDN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RemoveDBClust erFromGDNRemoveDBClust erFromGDN。

RegionId String 否 cn-qingdao 地域ID。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wz9fb5nn44u1d*
***

GDN中的集群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调
用DescribeGlobalDatabaseNetwork
接口查看GDN中的集群ID。

GDNId String 是
gdn-
bp1fttxsrmv*****

GDN 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67F2E75F-AE67-
4FB2-821F-
A81237EACD15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RemoveDBClusterFromGDN
&DBClusterId=pc-wz9fb5nn44u1d****
&GDNId=gdn-bp1fttxsrmv*****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RemoveDBClusterFromGDNResponse>
    <RequestId>67F2E75F-AE67-4FB2-821F-A81237EACD15</RequestId>
</RemoveDBClusterFromGDN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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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67F2E75F-AE67-4FB2-821F-A81237EACD15"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InvalidDBCluster.Not
Found

The DBClusterId provide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当前的记录中不存在提供的
DBClusterId。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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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CreateBackup接口为PolarDB集群创建全量快照备份。

说明说明

每个集群最多可以同时存在3个手动创建的备份。

若出现错误提示  Exceeding the daily backup times of this DB cluster ，表明您的集群中
已存在3个手动创建的备份，请删除备份后再使用该接口。

调用该接口后，会在后台创建备份任务，若数据量较大，花费的时间可能较长，请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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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CreateBackup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为Creat eBackupCreat eBackup。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ClientToken String 否

6000170000591a
ed949d0f54a343f
1a4233c1e7d1c5c
******

用于保证请求的幂等性，防止重复提交请
求。由客户端生成该参数值，保证在不同
请求间唯一，大小写敏感、不超过64个
ASCII字符。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BackupJobId String 11111111 备份集ID。

RequestId String
F3322AFE-083E-
4D77-A074-
421301******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18.备份管理18.备份管理
18.1. CreateBackup18.1. CreateBac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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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CreateBackup
&DBClusterId=p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CreateBackupResponse>
  <RequestId>F3322AFE-083E-4D77-A074-421301******</RequestId>
  <BackupJobId>11111111</BackupJobId>
</CreateBackup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F3322AFE-083E-4D77-A074-421301******",
 "BackupJobId": 11111111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Backups接口查询PolarDB集群的备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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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escribeBackup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DescribeBackupsDescribeBackups 。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EndTime String 是
2020-11-
16T00:00Z

查询结束时间，查询结束时间需晚于开始
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Z （UTC时间）。

StartT ime String 是
2020-11-
14T00:00Z

查询开始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Z （UTC时间）。

18.2. DescribeBackups18.2. DescribeBack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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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upId String 否 11111111 备份ID。

BackupStatus String 否 Success

备份状态，取值范围如下：

SuccessSuccess ：备份完成

FailedFailed：备份失败

BackupMode String 否 Automated

备份模式，取值范围如下：

Aut omat edAut omat ed：系统自动备份

ManualManual：手动备份

PageSize Integer 否 30

每页记录数，取值范围如下：

3030

5050

100100

默认值为3030。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页码，取值范围为大于0但不超过Integer
最大值的整数，默认值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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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s Array of Backup 备份集详情。

Backup

BackupEndTime String
2020-11-
15T07:30:20Z

本次备份结束时间（UTC时间）。

BackupId String 61******* 备份ID。

BackupMethod String Snapshot
数据备份方法，仅支持快照备份，取值固定
为SnapshotSnapshot  。

BackupMode String Automated

备份模式，取值范围如下：

Aut omat edAut omat ed：系统自动备份

ManualManual：手动备份

API参考··备份管理 云数据库 Polar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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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upSetSize String 4639948800

备份文件大小，单位为Byte。

说明 说明 因为快照之间存在共享数据
块，因此删除目标快照备份后释放的空间会
远小于该备份文件的大小。更多详情，请参
见备份功能FAQ。

BackupStartT im
e

String
2020-11-
15T07:30:05Z

本次备份开始时间（UTC时间）。

BackupStatus String Success

备份状态，取值范围如下：

SuccessSuccess ：备份完成

FailedFailed：备份失败

BackupType String FullBackup
备份类型，仅支持全量备份，取值固定
为FullBackupFullBackup。

BackupsLevel String Level-1

备份集级别，取值范围如下：

Level-1Level-1：一级备份

Level-2Level-2：二级备份

ConsistentT ime String 1605425407
一致性快照的时间点，格式为Unix时间戳，单位
为秒。

DBClusterId String pc-**************** 集群ID。

IsAvail String 0

备份集是否可用，取值范围如下：

00：不可用

11：可用

PageNumber String 1 页码。

PageRecordCou
nt

String 1 本页记录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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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 String
24A1990B-4F6E-
482B-B8CB-
75C612******

请求ID。

TotalRecordCo
unt

String 1 总记录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Backups
&DBClusterId=pc-****************
&EndTime=2020-11-16T00:00Z
&StartTime=2020-11-14T00:00Z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BackupsResponse>
  <TotalRecordCount>1</TotalRecordCount>
  <PageRecordCount>1</PageRecordCount>
  <RequestId>24A1990B-4F6E-482B-B8CB-75C612******</RequestId>
  <PageNumber>1</PageNumber>
  <Items>
        <Backup>
              <BackupMethod>Snapshot</BackupMethod>
              <BackupMode>Automated</BackupMode>
              <BackupsLevel>Level-1</BackupsLevel>
              <DBClusterId>pc-****************</DBClusterId>
              <BackupId>111111111</BackupId>
              <IsAvail>1</IsAvail>
              <BackupSetSize>4639948800</BackupSetSize>
              <StoreStatus>Disabled</StoreStatus>
              <BackupEndTime>2020-11-15T07:30:20Z</BackupEndTime>
              <BackupStartTime>2020-11-15T07:30:05Z</BackupStartTime>
              <ConsistentTime>1605425407</ConsistentTime>
              <BackupType>FullBackup</BackupType>
              <BackupStatus>Success</BackupStatus>
        </Backup>
  </Items>
</DescribeBackupsResponse>

 JSON  格式

API参考··备份管理 云数据库 Polar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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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RecordCount": 1,
 "PageRecordCount": 1,
 "RequestId": "24A1990B-4F6E-482B-B8CB-75C612******",
 "PageNumber": 1,
 "Items": {
  "Backup": [
   {
    "BackupMethod": "Snapshot",
    "BackupMode": "Automated",
    "BackupsLevel": "Level-1",
    "DBClusterId": "pc-****************",
    "BackupId": 111111111,
    "IsAvail": 1,
    "BackupSetSize": 4639948800,
    "StoreStatus": "Disabled",
    "BackupEndTime": "2020-11-15T07:30:20Z",
    "BackupStartTime": "2020-11-15T07:30:05Z",
    "ConsistentTime": 1605425407,
    "BackupType": "FullBackup",
    "BackupStatus": "Success"
   }
  ]
 }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BackupTasks接口查询集群的备份任务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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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escribeBackupT
ask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DescribeBackupT asksDescribeBackupT asks 。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BackupJobId String 否 11111111 备份任务ID。

18.3. DescribeBackupTasks18.3. DescribeBackupT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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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upMode String 否 Manual
备份模式，取值范围如下：

Aut omat edAut omat ed：系统自动备份

ManualManual：手动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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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s
Array of
BackupJob

备份任务详情。

BackupJob

BackupJobId String 11111111 备份任务ID。

BackupProgress
Status

String NoStart

备份任务状态，取值范围如下：

NoSt artNoSt art ：未开始

PreparingPreparing：准备中

Wait ingWait ing：等待中

UploadingUploading：上传中

CheckingChecking：检查中

FinishedFinished：已完成

JobMode String Automated

备份模式，取值范围如下：

Aut omat edAut omat ed：系统自动备份

ManualManual：手动备份

Process String 0 备份任务进度百分比。

StartT ime String
2020-08-
08T07:24:01Z

备份任务开始时间（UTC），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Z 。

TaskAction String NormalBackupTask

备份任务类型，取值范围如下：

T empBackupT askT empBackupT ask：临时备份任务

NormalBackupT askNormalBackupT ask：普通备份任务

RequestId String
FA8C1EF1-E3D4-
44D7-B809-
823187******

请求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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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BackupTasks
&DBClusterId=p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BackupTasksResponse>
  <RequestId>FA8C1EF1-E3D4-44D7-B809-823187******</RequestId>
  <Items>
        <BackupJob>
              <JobMode>Automated</JobMode>
              <TaskAction>NormalBackupTask</TaskAction>
              <StartTime>2020-08-08T07:24:01Z</StartTime>
              <BackupProgressStatus>NoStart</BackupProgressStatus>
              <Process>0</Process>
              <BackupJobId>11111111</BackupJobId>
        </BackupJob>
  </Items>
</DescribeBackupTask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FA8C1EF1-E3D4-44D7-B809-823187******",
 "Items": {
  "BackupJob": [
   {
    "JobMode": "Automated",
    "TaskAction": "NormalBackupTask",
    "StartTime": "2020-08-08T07:24:01Z",
    "BackupProgressStatus": "NoStart",
    "Process": "0",
    "BackupJobId": 11111111
   }
  ]
 }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BackupLogs接口查询备份日志列表、获取备份日志下载地址。

调试调试

18.4. DescribeBackupLogs18.4. DescribeBackupL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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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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escribeBackupL
og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DescribeBackupLogsDescribeBackupLogs 。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EndTime String 是
2020-02-
12T15:00Z

查询结束时间，需晚于查询开始时间。格
式为  YYYY-MM-DDThh:mmZ （UTC时
间）。

StartT ime String 是
2020-02-
01T15:00Z

查询开始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Z （UTC时间）。

PageSize Integer 否 30

每页记录数，取值范围如下：

3030

5050

100100

默认值为3030。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页码，取值范围为大于0且不超过Integer
的最大值的整数，默认值为11。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TotalRecordCo
unt

String 2 总记录数。

RequestId String
ADAC63DB-0691-
4ECE-949A-
FAEA68******

请求ID。

PageNumber String 1 页码。

Items
Array of
BackupLog

备份日志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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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upLog

BackupLogEndT
ime

String
2020-02-
12T03:55:31Z

本次备份日志结束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Z （UTC时间）。

BackupLogId String 1111111111 备份日志ID。

BackupLogNam
e

String ib_logfile1 备份日志文件名。

BackupLogSize String 1073741824 备份日志大小，单位为Byte。

BackupLogStart
T ime

String
2020-02-
12T03:54:43Z

本次备份日志开始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Z （UTC时间）。

DownloadLink String

http://***********.os
s-cn-
hangzhou.aliyuncs.c
om

备份日志的公网下载链接。

IntranetDownlo
adLink

String

http://***********.os
s-cn-hangzhou-
internal.aliyuncs.co
m

备份日志的内网下载链接。

LinkExpiredTim
e

String
2020-02-
14T08:40:50Z

下载链接的过期时间。

PageRecordCou
nt

String 2 本页记录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BackupLogs
&DBClusterId=pc-**************
&EndTime=2020-02-12T15:00Z
&StartTime=2020-02-01T15:00Z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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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BackupLogsResponse>
  <TotalRecordCount>2</TotalRecordCount>
  <PageRecordCount>2</PageRecordCount>
  <RequestId>ADAC63DB-0691-4ECE-949A-FAEA68******</RequestId>
  <PageNumber>1</PageNumber>
  <Items>
        <BackupLog>
              <DownloadLink>http://***********.oss-cn-hangzhou.aliyuncs.com</DownloadLink>
              <BackupLogEndTime>2020-02-12T03:55:31Z</BackupLogEndTime>
              <BackupLogId>1111111111</BackupLogId>
              <BackupLogName>ib_logfile1</BackupLogName>
              <LinkExpiredTime>2020-02-14T08:40:50Z</LinkExpiredTime>
              <BackupLogSize>1073741824</BackupLogSize>
              <IntranetDownloadLink>http://***********.oss-cn-hangzhou-internal.aliyuncs.co
m</IntranetDownloadLink>
              <BackupLogStartTime>2020-02-12T03:54:43Z</BackupLogStartTime>
        </BackupLog>
  </Items>
</DescribeBackupLogsResponse>

 JSON  格式

{
  "TotalRecordCount": 2,
  "PageRecordCount": 2,
  "RequestId": "ADAC63DB-0691-4ECE-949A-FAEA68******",
  "PageNumber": 1,
  "Items": {
    "BackupLog": [
      {
        "DownloadLink": "http://***********.oss-cn-hangzhou.aliyuncs.com",
        "BackupLogEndTime": "2020-02-12T03:55:31Z",
        "BackupLogId": 1111111111,
        "BackupLogName": "ib_logfile1",
        "LinkExpiredTime": "2020-02-14T08:40:50Z",
        "BackupLogSize": 1073741824,
        "IntranetDownloadLink": "http://***********.oss-cn-hangzhou-internal.aliyuncs.com",
        "BackupLogStartTime": "2020-02-12T03:54:43Z"
      }
    ]
  }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DetachedBackups接口，查询已被释放的PolarDB集群中备份集详情。

18.5. DescribeDetachedBackups18.5. DescribeDetachedBack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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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本接口时，PolarDB集群需处于已释放已释放状态，且集群释放时选择永久保留全部备份永久保留全部备份或永久保留最后一永久保留最后一
个备份（删除前自动备份）个备份（删除前自动备份）。若集群释放后所保留的备份集全部被主动删除，则此接口也无法再查询到该
集群。

说明 说明 您可以调用DescribeDBClusterAttribute接口查询集群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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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escribeDetache
dBackup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DescribeDet achedBackupsDescribeDet achedBackups 。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EndTime String 是
2020-05-
14T00:00Z

查询结束时间，查询结束时间需晚于开始
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Z （UTC时间）。

StartT ime String 是
2020-05-
01T00:00Z

查询开始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Z （UTC时间）。

BackupId String 否 111111111 备份ID。

BackupStatus String 否 Success

备份状态，取值范围如下：

SuccessSuccess ：备份完成

FailedFailed：备份失败

BackupMode String 否 Manual

备份模式，取值范围如下：

Aut omat edAut omat ed：系统自动备份

ManualManual：手动备份

PageSize Integer 否 30

每页记录数，取值范围如下：

3030

5050

100100

默认值为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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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页码，取值范围为大于0但不超过Integer
最大值的整数，默认值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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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s Array of Backup 备份集详情。

Backup

BackupEndTime String
2020-05-
12T03:25:55Z

本次备份结束时间（UTC时间）。

BackupId String 111111111 备份ID。

BackupMethod String Snapshot
数据备份方法，仅支持快照备份，取值固定
为SnapshotSnapshot  。

BackupMode String Manual

备份模式，取值范围如下：

Aut omat edAut omat ed：系统自动备份

ManualManual：手动备份

BackupSetSize String 7251056

备份文件大小，单位为Byte。

说明 说明 因为快照之间存在共享数据
块，因此删除目标快照备份后释放的空间会
远小于该备份文件的大小。

BackupStartT im
e

String
2020-05-
12T03:25:44Z

本次备份开始时间（UTC时间）。

BackupStatus String Success

备份状态，取值范围如下：

SuccessSuccess ：备份完成

FailedFailed：备份失败

BackupType String FullBackup
备份类型，仅支持全量备份，取值固定
为FullBackupFullBac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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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upsLevel String Level-2

备份集级别，取值范围如下：

Level-1Level-1：一级备份

Level-2Level-2：二级备份

ConsistentT ime String 1589253947
一致性快照的时间点，格式为Unix时间戳，单位
为秒。

DBClusterId String pc-************** 集群ID。

IsAvail String 1

备份集是否可用，取值范围如下：

00：不可用

11：可用

StoreStatus String Disabled

是否允许删除备份集，取值范围如下：

EnabledEnabled：允许删除

DisabledDisabled：不允许删除

PageNumber String 1 页码。

PageRecordCou
nt

String 1 本页记录数。

RequestId String
717B2382-BB14-
4DCB-BBC2-
32DBE0******

请求ID。

TotalRecordCo
unt

String 1 总记录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etachedBackups
&DBClusterId=pc-****************
&EndTime=2020-05-14T00:00Z
&StartTime=2020-05-01T00:00Z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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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DetachedBackupsResponse>
  <TotalRecordCount>1</TotalRecordCount>
  <PageRecordCount>1</PageRecordCount>
  <RequestId>717B2382-BB14-4DCB-BBC2-32DBE0******</RequestId>
  <PageNumber>1</PageNumber>
  <Items>
        <Backup>
              <BackupMethod>Snapshot</BackupMethod>
              <BackupMode>Manual</BackupMode>
              <BackupsLevel>Level-2</BackupsLevel>
              <DBClusterId>pc-***************</DBClusterId>
              <BackupId>62*******</BackupId>
              <IsAvail>1</IsAvail>
              <BackupSetSize>7251056</BackupSetSize>
              <StoreStatus>Enabled</StoreStatus>
              <BackupEndTime>2020-05-12T03:25:55Z</BackupEndTime>
              <BackupStartTime>2020-05-12T03:25:44Z</BackupStartTime>
              <ConsistentTime>1589253947</ConsistentTime>
              <BackupType>FullBackup</BackupType>
              <BackupStatus>Success</BackupStatus>
        </Backup>
  </Items>
</DescribeDetachedBackupsResponse>

 JSON  格式

{
 "TotalRecordCount": 1,
 "PageRecordCount": 1,
 "RequestId": "717B2382-BB14-4DCB-BBC2-32DBE0******",
 "PageNumber": 1,
 "Items": {
  "Backup": [
   {
    "BackupMethod": "Snapshot",
    "BackupMode": "Manual",
    "BackupsLevel": "Level-2",
    "DBClusterId": "pc-***************",
    "BackupId": "62*******",
    "IsAvail": 1,
    "BackupSetSize": 7251056,
    "StoreStatus": "Enabled",
    "BackupEndTime": "2020-05-12T03:25:55Z",
    "BackupStartTime": "2020-05-12T03:25:44Z",
    "ConsistentTime": 1589253947,
    "BackupType": "FullBackup",
    "BackupStatus": "Success"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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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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DBClustersWithBackups接口查询某地域下包含备份集的PolarDB集群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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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escribeDBCluste
rsWithBackup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DescribeDBClust ersWit hBackupsDescribeDBClust ersWit hBackups
。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地域ID。

说明 说明 可通过接
口DescribeRegions查看地域信息详
情。

DBClusterIds String 否 pc-**************
集群ID，支持传入多个集群ID，集群ID之间
用英文逗号（,）分隔。

DBClusterDescript
ion

String 否 test

集群名称，集群名称需满足如下要求：

不能以  http:// 或  https:// 开
头。

长度为2~256个字符。

DBType String 否 MySQL

数据库引擎类型，取值范围如下：

MySQLMySQL

Post greSQLPost greSQL

OracleOracle

IsDeleted Integer 否 0

集群是否已删除，取值范围如下：

00：未删除

11：已删除

18.6. DescribeDBClustersWithBackups18.6. DescribeDBClustersWithBack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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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Size Integer 否 30

每页记录数，取值范围如下：

3030

5050

100100

默认值为30。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页码，取值范围为大于0但不超过Integer
最大值的整数，默认值为11。

DBVersion String 否 8.0

数据库引擎版本号。

MySQL版本号取值范围如下：

5.65.6

5.75.7

8.08.0

PostgreSQL版本号取值为1111。

Oracle版本号取值为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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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s
Array of
DBCluster

集群详情。

DBCluster

CreateT ime String
2020-05-
09T09:33:51Z

集群创建时间。

DBClusterDescri
ption

String test 集群名称。

DBClusterId String pc-**************** 集群ID。

DBClusterNetw
orkType

String VPC 集群的网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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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ClusterStatu
s

String Running

集群状态，取值范围如下：

Creating：创建中

Running：运行中

Deleting：释放中

Rebooting：重启中

DBNodeCreating：正在增加节点

DBNodeDeleting：正在删除节点

ClassChanging：正在变更节点规格

NetAddressCreating：正在创建网络连接

NetAddressDeleting：正在删除网络连接

NetAddressModifying：正在修改网络连接

Deleted：已释放

DBNodeClass String
polar.mysql.x4.medi
um

节点规格。

DBType String MySQL 数据库引擎类型。

DBVersion String 8.0 数据库引擎版本。

DeletedTime String
2020-05-
12T03:25:37Z

集群删除时间。

DeletionLock Integer 0

集群删除的锁定状态，取值范围如下：

00：未锁定，可删除集群。

11：锁定，不可删除集群。

Engine String POLARDB 集群引擎。

ExpireT ime String
2019-09-
14T16:00:00Z

到期时间。

说明 说明 仅付费方式为Prepaid（包年包
月）的集群会返回具体参数
值，Postpaid（按量付费）集群则返回空
值。

Expired String false

集群是否过期。

说明 说明 仅付费方式为Prepaid（包年包
月）的集群支持返该参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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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Deleted Integer 1

集群是否已释放，取值范围如下：

1：已释放。

0：未释放。

LockMode String Unlock

集群的锁定状态，取值范围如下：

UnlockUnlock：正常

ManualLockManualLock：手动触发锁定

LockByExpirat ionLockByExpirat ion：集群过期自动锁定

PayType String Postpaid

付费类型，取值范围如下：

Post paidPost paid：按量付费。

PrepaidPrepaid：预付费（包年包月）。

RegionId String cn-hangzhou 地域ID。

VpcId String vpc-****************** 专有网络ID。

ZoneId String cn-hangzhou-h 可用区ID。

PageNumber Integer 1 页数。

PageRecordCou
nt

Integer 1 本页集群数量。

RequestId String
F8529AA2-522F-
4B30-B80B-
8F7D39******

请求ID。

TotalRecordCo
unt

Integer 1 总记录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BClustersWithBackups
&RegionId=cn-hangzhou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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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DBClustersWithBackupsResponse>
  <TotalRecordCount>1</TotalRecordCount>
  <PageRecordCount>1</PageRecordCount>
  <RequestId>F8529AA2-522F-4B30-B80B-8F7D39******</RequestId>
  <PageNumber>1</PageNumber>
  <Items>
        <DBCluster>
              <IsDeleted>1</IsDeleted>
              <ZoneId>cn-hangzhou-h</ZoneId>
              <DeletedTime>2020-05-12T03:25:37Z</DeletedTime>
              <DBClusterStatus>Deleted</DBClusterStatus>
              <CreateTime>2020-05-09T09:33:51Z</CreateTime>
              <DBClusterId>pc-****************</DBClusterId>
              <DBClusterDescription>pc-****************</DBClusterDescription>
              <PayType>Postpaid</PayType>
              <DBClusterNetworkType>VPC</DBClusterNetworkType>
              <DBType>MySQL</DBType>
              <LockMode>Unlock</LockMode>
              <DBNodeClass>polar.mysql.x4.medium</DBNodeClass>
              <DBVersion>5.6</DBVersion>
              <VpcId>vpc-*****************</VpcId>
              <RegionId>cn-hangzhou</RegionId>
              <Engine>POLARDB</Engine>
        </DBCluster>
  </Items>
</DescribeDBClustersWithBackups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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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RecordCount": 1,
 "PageRecordCount": 1,
 "RequestId": "F8529AA2-522F-4B30-B80B-8F7D39******",
 "PageNumber": 1,
 "Items": {
  "DBCluster": [
   {
    "IsDeleted": 1,
    "ZoneId": "cn-hangzhou-h",
    "DeletedTime": "2020-05-12T03:25:37Z",
    "DBClusterStatus": "Deleted",
    "CreateTime": "2020-05-09T09:33:51Z",
    "DBClusterId": "pc-****************",
    "DBClusterDescription": "pc-****************",
    "PayType": "Postpaid",
    "DBClusterNetworkType": "VPC",
    "DBType": "MySQL",
    "LockMode": "Unlock",
    "DBNodeClass": "polar.mysql.x4.medium",
    "DBVersion": "5.6",
    "VpcId": "vpc-*****************",
    "RegionId": "cn-hangzhou",
    "Engine": "POLARDB"
   }
  ]
 }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leteBackup接口删除PolarDB集群的备份。

集群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否则将导致删除失败：

集群状态为运行中。

备份状态为已完成。

说明说明

可以通过DescribeBackups接口查询备份状态。

删除备份后释放的空间远小于该备份文件的大小，因为快照之间有共享的数据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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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DeleteBackup18.7. DeleteBac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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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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eleteBackup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为Delet eBackupDelet eBackup。

BackupId String 是 11111111

备份ID，多个备份之间用英文逗号（,）分
隔。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
过DescribeBackups接口查询
BackupId。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3CF4F9FE-BF77-
4739-8D68-
B8DF5D******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leteBackup
&BackupId=11111111
&DBClusterId=p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leteBackupResponse>
  <RequestId>3CF4F9FE-BF77-4739-8D68-B8DF5D******</RequestId>
</DeleteBackup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3CF4F9FE-BF77-4739-8D68-B8DF5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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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BackupPolicy接口查看PolarDB集群的自动备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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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 String 否
DescribeBackupP
olicy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DescribeBackupPolicyDescribeBackupPolicy。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调
用DescribeDBClusters接口查看目标
地域下所有的集群信息，包括集群
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18.8. 备份策略18.8. 备份策略
18.8.1. DescribeBackupPolicy18.8.1. DescribeBackup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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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upFrequen
cy

String Normal

备份频率，取值如下：

NormalNormal（默认）：常规备份，每天定时备份
一次。

2/24H2/24H：增强备份，每2小时备份一次。

3/24H3/24H：增强备份，每3小时备份一次。

4/24H4/24H：增强备份，每4小时备份一次。

说明说明

开启增强备份后，备份完成时间在
24小时内的备份会全部保留。超过
24小时的，系统将仅保留每日
00:00点后完成的第一个备份，其
他均被删除。

开启增强备份后，备份周
期Pref erredBackupPeriodPref erredBackupPeriod参数
会默认选择一周内的所有天数（即
从周一至周日）。

BackupRetentio
nPolicyOnCluste
rDeletion

String NONE

删除集群时是否保留备份：

ALLALL：永久保留全部备份。

LAT ESTLAT EST ：永久保留最后一个备份。

NONENONE（默认）：不保留备份集。

DataLevel1Back
upRetentionPeri
od

String 7
一级备份保留周期，取值范围为3~14，单位为
天。

DataLevel2Back
upRetentionPeri
od

String 0

二级备份保留周期，取值范围如下：

0：关闭二级备份功能。

30～7300：二级备份保留周期，单位为天。

-1：二级备份永久保留。

说明 说明 创建集群时，默认取值
为00，即关闭二级备份功能。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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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erredBacku
pPeriod

String

Monday,Tuesday,We
dnesday,Thursday,Fr
iday,Saturday,Sunda
y

数据备份周期，取值范围如下：

Monday：周一

Tuesday：周二

Wednesday：周三

Thursday：周四

Friday：周五

Saturday：周六

Sunday：周日

PreferredBacku
pTime

String 07:00Z-08:00Z 执行自动备份的时间段（UTC时间）。

PreferredNextB
ackupTime

String 2020-11-16T07:30Z 下一次备份的时间（UTC时间）。

RequestId String
EADFCE0F-9FB5-
4685-B395-
1440B******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BackupPolicy
&DBClusterId=p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BackupPolicyResponse>
      <PreferredBackupPeriod>Monday,Tuesday,Wednesday,Thursday,Friday,Saturday,Sunday</Pref
erredBackupPeriod>
      <DataLevel1BackupRetentionPeriod>7</DataLevel1BackupRetentionPeriod>
      <RequestId>1CB29F6D-2FFE-49F5-B8D9-D3469F******</RequestId>
      <BackupRetentionPolicyOnClusterDeletion>NONE</BackupRetentionPolicyOnClusterDeletion>
      <PreferredBackupTime>07:00Z-08:00Z</PreferredBackupTime>
      <BackupFrequency>Normal</BackupFrequency>
      <PreferredNextBackupTime>2020-11-16T07:30Z</PreferredNextBackupTime>
      <BackupRetentionPeriod>7</BackupRetentionPeriod>
      <DataLevel2BackupRetentionPeriod>0</DataLevel2BackupRetentionPeriod>
</DescribeBackupPolicy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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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ferredBackupPeriod": "Monday,Tuesday,Wednesday,Thursday,Friday,Saturday,Sunday",
 "DataLevel1BackupRetentionPeriod": 7,
 "RequestId": "1CB29F6D-2FFE-49F5-B8D9-D3469F******",
 "BackupRetentionPolicyOnClusterDeletion": "NONE",
    "PreferredBackupTime": "07:00Z-08:00Z",
    "BackupFrequency": "Normal",
 "PreferredNextBackupTime": "2020-11-16T07:30Z",
    "BackupRetentionPeriod": 7,
 "DataLevel2BackupRetentionPeriod": 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LogBackupPolicy接口查询PolarDB集群日志备份的保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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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 String 否
DescribeLogBack
upPolicy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DescribeLogBackupPolicyDescribeLogBackupPolicy。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

集群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调
用DescribeDBClusters接口查看目标
地域下所有的集群信息，包括集群
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nableBackupL
og

Integer 1

是否开启日志备份，取值范围如下：

0：未开启。

1：开启（默认全部开启且不支持关闭）。

18.8.2. DescribeLogBackupPolicy18.8.2. DescribeLogBackup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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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BackupRete
ntionPeriod

Integer 7

日志保留周期，取值范围如下：

3～7300：日志保留周期，单位天。

-1：永久保留。

RequestId String
62EE0051-102B-
488D-9C79-
D607B8******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LogBackupPolicy
&DBClusterId=p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LogBackupPolicyResponse>
  <LogBackupRetentionPeriod>7</LogBackupRetentionPeriod>
  <RequestId>62EE0051-102B-488D-9C79-D607B8******</RequestId>
  <EnableBackupLog>1</EnableBackupLog>
</DescribeLogBackupPolicyResponse>

 JSON 格式

{
 "LogBackupRetentionPeriod": 7,
 "RequestId": "62EE0051-102B-488D-9C79-D607B8******",
 "EnableBackupLog": 1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BackupPolicy接口修改PolarDB集群的自动备份策略。

说明 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控制台修改PolarDB集群的自动备份策略。具体信息，请参见备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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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3. ModifyBackupPolicy18.8.3. ModifyBackup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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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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ModifyBackupPoli
cy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Modif yBackupPolicyModif yBackupPolicy。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bp13wz9586voc*
***

集群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调
用DescribeDBClusters接口查看目标
地域下所有的集群信息，包括集群
ID。

PreferredBackupT
ime

String 否 15:00Z-16:00Z

执行自动备份的时间段，格式
为  hh:mmZ-hh:mmZ （UTC时间），且
输入的数值必须为间隔1个小时的整点，
如  14:00Z-15:00Z 。

PreferredBackupP
eriod

String 否 Monday,Tuesday

备份周期，取值范围如下：

MondayMonday：周一

T uesdayT uesday：周二

WednesdayWednesday：周三

T hursdayT hursday：周四

FridayFriday：周五

Sat urdaySat urday：周六

SundaySunday：周日

说明 说明 至少需要选择2天，多个
值之间用英文逗号（,）隔开。

DataLevel1Backu
pRetentionPeriod

String 否 3
一级备份保留周期，取值范围为3~14，单
位为天。

DataLevel2Backu
pRetentionPeriod

String 否 0

二级备份保留周期，取值范围如下：

0：关闭二级备份功能。

30～7300：二级备份保留周期，单位为
天。

-1：二级备份永久保留。

说明 说明 创建集群时，默认取
值为00，即关闭二级备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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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upRetentionP
olicyOnClusterDel
etion

String 否 NONE

删除集群时是否保留备份：

ALLALL：永久保留全部备份。

LAT ESTLAT EST ：永久保留最后一个备份。

NONENONE：不保留备份集。

说明 说明 默认取值为NONE。

BackupFrequency String 否 Normal

备份频率，取值如下：

NormalNormal（默认）：常规备份，每天定
时备份一次。

2/24H2/24H：增强备份，每2小时备份一
次。

3/24H3/24H：增强备份，每3小时备份一
次。

4/24H4/24H：增强备份，每4小时备份一
次。

说明说明

开启增强备份后，备份完成
时间在24小时内的备份会全
部保留。超过24小时的，系
统将仅保留每日00:00点后完
成的第一个备份，其他均被
删除。

开启增强备份后，备份周
期Pref erredBackupPerioPref erredBackupPerio
dd参数会默认选择一周内的所
有天数（即从周一至周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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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A5DF0E-5968-
4DC1-882E-
AC2FE7******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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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BackupPolicy
&DBClusterId=pc-bp13wz9586voc****
&PreferredBackupTime=15:00Z-16:00Z
&PreferredBackupPeriod=Monday,Tuesday
&DataLevel1BackupRetentionPeriod=3
&DataLevel2BackupRetentionPeriod=0
&BackupRetentionPolicyOnClusterDeletion=NONE
&BackupFrequency=Normal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ModifyBackupPolicyResponse>
<RequestId>C5A5DF0E-5968-4DC1-882E-AC2FE7******</RequestId>
</ModifyBackupPolicy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C5A5DF0E-5968-4DC1-882E-AC2FE7******"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LogBackupPolicy接口修改PolarDB集群的日志备份保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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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 String 否
ModifyLogBackup
Policy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Modif yLogBackupPolicyModif yLogBackupPolicy。

18.8.4. ModifyLogBackupPolicy18.8.4. ModifyLogBackup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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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调
用DescribeDBClusters接口查看目标
地域下所有的集群信息，包括集群
ID。

LogBackupRetenti
onPeriod

String 否 3

日志保留周期，取值范围如下：

3～7300：日志保留周期，单位为天。

-1：永久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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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174B4-FAB3-
412E-A326-
BEDDA9******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LogBackupPolicy
&DBClusterId=p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ModifyLogBackupPolicyResponse>
  <RequestId>345174B4-FAB3-412E-A326-BEDDA9******</RequestId>
</ModifyLogBackupPolicy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345174B4-FAB3-412E-A326-BEDDA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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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MetaList接口查看支持恢复的库表信息详情。

说明 说明 仅PolarDB MySQL引擎5.6版本的集群支持库表恢复功能，详情请参见库表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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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beMetaList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Met aListDescribeMet aList 。

RegionId String 否 cn-hangzhou

地域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
过DescribeRegions接口查询地域信
息详情。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
过DescribeDBClusters接口查询账号
下所有集群的信息详情。

BackupId String 否 111111

备份集ID。

说明说明

查询时，  BackupId 和  R
estoreTime 参数必选其一
传入。

您可以通
过DescribeBackups接口查看
备份集ID。

19.恢复19.恢复
19.1. DescribeMetaList19.1. DescribeMet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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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oreT ime String 否
2020-10-
04T01:40:00Z

还原时间点，格式为YYYY-MM-
DDThh:mmZ（UTC时间）。

说明 说明 查询
时，  BackupId 和  RestoreTime
 参数必选其一传入。您可以通
过DescribeBackups接口查看还原时
间点。

GetDbName String 否 test_db

传入具体的数据库名称
（如  test_db ）以获取目标数据库所
有支持恢复的数据表名称。

说明说明

每次仅支持传入一个数据库
名称。

若该参数留空，您可以查看
当前备份集下所有支持恢复
的数据库名称，但无法查看
各数据库下对应的数据表名
称。

PageSize Integer 否 30

每页记录数，取值范围如下：

3030

5050

100100

默认值为3030。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页码，取值范围为大于0但不超过Integer
最大值的整数，默认值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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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PageCoun
t

String 1 总页数。

TotalRecordCo
unt

String 2 总记录数。

PageSize String 30 本页记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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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 String
AA815DE7-B576-
4B22-B33C-
3FB31A******

请求ID。

PageNumber String 1 页码。

Items
Array of
MetaItem

支持恢复的库表信息详情。

Database String test_db 支持恢复的数据库名称。

Tables Array of String test_tb1 支持恢复的表名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MetaList
&DBClusterId=p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DescribeMetaListResponse>
<TotalRecordCount>2</TotalRecordCount>
<TotalPageCount>1</TotalPageCount>
<RequestId>AA815DE7-B576-4B22-B33C-3FB31A******</RequestId>
<PageSize>3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Items>
    <Database>test_db</Database>
    <Tables>test_tb1</Tables>
    <Tables>test_tb2</Tables>
</Items>
</DescribeMetaList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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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TotalRecordCount" : 2,
  "TotalPageCount" : 1,
  "RequestId" : "AA815DE7-B576-4B22-B33C-3FB31A******",
  "PageSize" : 30,
  "PageNumber" : 1,
  "Items" : [ {
    "Database" : "test_db",
    "Tables" : [ "test_tb1", "test_tb2" ]
  } ]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RestoreType.F
ormat

Specified restore type is not
valid.

操作失败，指定的还原类型无效。

400
InvalidRestoreT ime.F
ormat

Specified restore t ime is not
valid.

操作失败，指定的恢复时间无效。

400
InvalidBackupSetID.N
otFound

Specified backup set ID does not
exist.

操作失败，指定的备份集ID不存
在。

400
IncorrectBackupSetS
tate

Current backup set state does
not support operations.

操作失败，当前备份集状态不支持
操作。

400
InvalidDBName.Dupli
cate

Specified DB name already exists
in the This instance.

操作失败，此实例中已存在指定的
数据库名称。

400
InvalidParameters.Fo
rmat

Specified parameters is not
valid.

指定的参数无效。

400
InsufficientResource
Capacity

There is insufficient capacity
available for the requested
instance.

操作失败，请求的实例没有足够的
可用容量。

404
InvalidDBCluster.Not
Found

The DBClusterId provide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当前的记录中不存在提供的
DBClusterId。

404
InvalidBackup.NotFo
und

The available backup does not
exist in recovery t ime.

操作失败，可用备份在恢复时间内
不存在。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RestoreTable恢复PolarDB库表。

19.2. RestoreTable19.2. Restore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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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仅PolarDB MySQL引擎5.6版本的集群支持库表恢复功能，详情请参见库表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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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toreTabl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Rest oreT ableRest oreT able。

RegionId String 否 cn-hangzhou 地域ID。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bp***************

集群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
过DescribeDBClusters接口查询账号
下所有集群的信息详情。

TableMeta String 是

[ { "tables":[ {
"name":"testtb",
"type":"table",
"newname":"test
tb_restore" } ],
"name":"testdb",
"type":"db",
"newname":"test
db_restore" } ]

需要还原的目标库表信息的JSON串，库表
信息的值都是字符串类型。

例如，  [ { "tables":[ {
"name":"testtb", "type":"table",
"newname":"testtb_restore" } ],
"name":"testdb", "type":"db",
"newname":"testdb_restore" }
] 。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
过DescribeMetaList接口查看支持恢
复的库表名称详情，并将支持恢复的
库表信息填入上述例子中的对应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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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upId String 否 111111

备份集ID。

说明 说明 若需要按备份集还原目标
库表，该参数必传。您可以通
过DescribeBackups接口查看备份集
ID。

RestoreT ime String 否
2020-10-
04T01:40:00Z

还原时间点，格式为YYYY-MM-
DDThh:mmZ（UTC时间）。

说明说明

若需要按时间点还原，该参
数必填。

仅支持恢复到7天内的任意时
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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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C47508C-9DC8-
455B-985E-
2F2FA8******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RestoreTable
&DBClusterId=pc-bp***************
&TableMeta=[ { "tables":[ { "name":"testtb", "type":"table", "newname":"testtb_restore" } ]
, "name":"testdb", "type":"db", "newname":"testdb_restore" } ]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RestoreTableResponse>  
   <RequestId>0C47508C-9DC8-455B-985E-2F2FA8******</RequestId>
</RestoreTable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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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0C47508C-9DC8-455B-985E-2F2FA8******"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RestoreType.F
ormat

Specified restore type is not
valid.

操作失败，指定的还原类型无效。

400
InvalidRestoreT ime.F
ormat

Specified restore t ime is not
valid.

操作失败，指定的恢复时间无效。

400
InvalidBackupSetID.N
otFound

Specified backup set ID does not
exist.

操作失败，指定的备份集ID不存
在。

400
IncorrectBackupSetS
tate

Current backup set state does
not support operations.

操作失败，当前备份集状态不支持
操作。

400
InvalidDBName.Dupli
cate

Specified DB name already exists
in the This instance.

操作失败，此实例中已存在指定的
数据库名称。

400
InvalidParameters.Fo
rmat

Specified parameters is not
valid.

指定的参数无效。

400
InsufficientResource
Capacity

There is insufficient capacity
available for the requested
instance.

操作失败，请求的实例没有足够的
可用容量。

404
InvalidDBCluster.Not
Found

The DBClusterId provide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当前的记录中不存在提供的
DBClusterId。

404
InvalidBackup.NotFo
und

The available backup does not
exist in recovery t ime.

操作失败，可用备份在恢复时间内
不存在。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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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DescribeDBClusterMigration接口查询PolarDB集群的迁移状态。

该接口用于查询RDS一键迁移到PolarDB的迁移状态。详情请参见一键升级RDS MySQL到PolarDB MySQL引
擎。

调用该接口时，集群必须已经创建了一键升级任务。创建一键升级任务的接口为CreateDBCluster，参
数Creat ionOpt ionCreat ionOpt ion的取值需为Migrat ionFromRDSMigrat ionFrom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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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escribeDBCluste
rMigration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DescribeDBClust erMigrat ionDescribeDBClust erMigrat ion。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RegionId String 否 cn-hangzhou 地域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mment String test
迁移异常的注释信息，若迁移无异常则返回空
值。

DBClusterEndpo
intList

Array of
DBClusterEndpo
int

PolarDB连接地址详情。

AddressItems
Array of
Address

连接串详情。

ConnectionStrin
g

String
pc-
**************.rwlb.rd
s.aliyuncs.com

连接串。

IPAddress String 192.***.***.10 IP地址。

20.从RDS迁移20.从RDS迁移
20.1. DescribeDBClusterMigration20.1. DescribeDBCluster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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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Type String Private

连接串网络类型，取值范围如下：

PublicPublic：公网地址

Privat ePrivat e：私网地址

InnerInner：私网地址（经典网络）

Port String 3306 端口号。

VPCId String vpc-********** 专有网络ID。

VSwitchId String vsw-********** 虚拟交换机ID。

DBEndpointId String pe-*********** 连接地址ID。

EndpointType String Cluster

连接地址类型，取值范围如下：

Clust erClust er：默认集群地址

PrimaryPrimary：主地址

Cust omCust om：自定义集群地址

DBClusterId String pc-**************** 集群ID。

DBClusterRead
WriteMode

String ro

集群读写模式，取值范围如下：

rwrw ：读写。

roro ：只读。

DelayedSecond
s

Integer 0 RDS与PolarDB之间的复制延迟时间，单位为秒。

ExpiredTime String
2020-06-
17T01:56:36Z

RDS与PolarDB之间的复制关系到期时间，格式
为  YYYY-MM-DDThh:mm:ssZ （UTC时间）。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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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ionStatus String
RDS2POLARDB_SYNCI
NG

PolarDB集群的迁移状态，取值范围如下：

NO_MIGRAT IONNO_MIGRAT ION：没有迁移任务。

RDS2POLARDB_CLONINGRDS2POLARDB_CLONING：数据克隆中。

RDS2POLARDB_SYNCINGRDS2POLARDB_SYNCING：数据同步中，
此时PolarDB的读写状态为只读，RDS的读写
状态为可读可写。

SWIT CHINGSWIT CHING：数据库切换中。

POLARDB2RDS_SYNCINGPOLARDB2RDS_SYNCING：数据库切换完
成，此时PolarDB的读写状态为可读可
写，RDS的读写状态为只读。您可以修改应用
内的连接地址。

ROLLBACKROLLBACK：迁移回滚中，回滚完成后，状态
变更为RDS2POLARDB_SYNCINGRDS2POLARDB_SYNCING。

CLOSING_MIGRAT IONCLOSING_MIGRAT ION：关闭迁移任务中。

RdsEndpointLis
t

Array of
RdsEndpoint

RDS连接地址详情。

AddressItems
Array of
Address

连接串详情。

ConnectionStrin
g

String
rm-
***********.mysql.rds
.aliyuncs.com

连接串。

IPAddress String 172.***.***.173 IP地址。

NetType String Private

连接串网络类型，取值范围如下：

PublicPublic：公网地址

Privat ePrivat e：私网地址

InnerInner：私网地址（经典网络）

Port String 3306 端口号。

VPCId String vpc-************ 专有网络ID。

VSwitchId String vsw-************** 虚拟交换机ID。

DBEndpointId String
rm-************-
normal

连接地址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API参考··从RDS迁移 云数据库 PolarDB

273 > 文档版本：20220526



EndpointType String Normal

连接地址类型，取值范围如下：

NormalNormal：普通地址

ReadWrit eSplit t ingReadWrit eSplit t ing：读写分离地址

RdsReadWriteM
ode

String rw

源RDS实例读写模式，取值范围如下：

rwrw ：读写

roro ：只读

RequestId String
F2A9EFA7-915F-
4572-8299-
85A307******

请求ID。

SourceRDSDBIns
tanceId

String rm-************ 源RDS实例ID。

Topologies String RDS2POLARDB

同步关系，取值范围如下：

RDS2POLARDBRDS2POLARDB：从RDS到PolarDB同步

POLARDB2RDSPOLARDB2RDS：从PolarDB到RDS同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BClusterMigration
&DBClusterId=p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BClusterEndpointList>
    <DBEndpointId>pe-***********</DBEndpointId>
    <EndpointType>Cluster</EndpointType>
    <AddressItems>
        <VPCId>vpc-************</VPCId>
        <Port>3306</Port>
        <VSwitchId>vsw-************</VSwitchId>
        <ConnectionString>pc-************.rwlb.rds.aliyuncs.com</ConnectionString>
        <IPAddress>192.***.***.10</IPAddress>
        <NetType>Private</NetType>
    </AddressItems>
</DBClusterEndpointList>
<DBClusterEndpointList>
    <DBEndpointId>pe-************</DBEndpointId>
    <EndpointType>Primary</EndpointType>
    <AddressItems>
        <VPCId>vpc-************</VPCId>

云数据库 PolarDB API参考··从RDS迁移

> 文档版本：20220526 274



        <VPCId>vpc-************</VPCId>
        <Port>3306</Port>
        <VSwitchId>vsw-************</VSwitchId>
        <ConnectionString>pc-************.mysql.polardb.rds.aliyuncs.com</ConnectionString>
        <IPAddress>192.***.***.4</IPAddress>
        <NetType>Private</NetType>
    </AddressItems>
</DBClusterEndpointList>
<Comment/>
<RequestId>F2A9EFA7-915F-4572-8299-85A307******</RequestId>
<ExpiredTime>2020-06-17T01:56:36Z</ExpiredTime>
<DBClusterId>pc-************</DBClusterId>
<Topologies>RDS2POLARDB</Topologies>
<RdsReadWriteMode>rw</RdsReadWriteMode>
<SourceRDSDBInstanceId>rm-************</SourceRDSDBInstanceId>
<DBClusterReadWriteMode>ro</DBClusterReadWriteMode>
<DelayedSeconds>0</DelayedSeconds>
<MigrationStatus>RDS2POLARDB_SYNCING</MigrationStatus>
<RdsEndpointList>
    <DBEndpointId>rm-************-normal</DBEndpointId>
    <EndpointType>Normal</EndpointType>
    <AddressItems>
        <VPCId>vpc-************</VPCId>
        <Port>3306</Port>
        <VSwitchId>vsw-************</VSwitchId>
        <ConnectionString>rm-************.mysql.rds.aliyuncs.com</ConnectionString>
        <IPAddress>172.***.***.173</IPAddress>
        <NetType>Private</NetType>
    </AddressItems>
</RdsEndpointList>
<RdsEndpointList>
    <DBEndpointId>rm-************-normal</DBEndpointId>
    <EndpointType>Normal</EndpointType>
    <AddressItems>
        <VPCId/>
        <Port>3306</Port>
        <VSwitchId/>
        <ConnectionString>rm-************.mysql.rds.aliyuncs.com</ConnectionString>
        <IPAddress>101.***.***.19</IPAddress>
        <NetType>Public</NetType>
    </AddressItems>
</RdsEndpointList>

 JSON 格式

{
    "DBClusterEndpointList": [
        {
            "DBEndpointId": "pe-***********",
            "EndpointType": "Cluster",
            "AddressItems": {
                "VPCId": "vpc-************",
                "Port": 3306,
                "VSwitchId": "vsw-************",
                "ConnectionString": "pc-************.rwlb.rds.aliyun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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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nectionString": "pc-************.rwlb.rds.aliyuncs.com",
                "IPAddress": "192.***.***.10",
                "NetType": "Private"
            }
        },
        {
            "DBEndpointId": "pe-************",
            "EndpointType": "Primary",
            "AddressItems": {
                "VPCId": "vpc-************",
                "Port": 3306,
                "VSwitchId": "vsw-************",
                "ConnectionString": "pc-************.mysql.polardb.rds.aliyuncs.com",
                "IPAddress": "192.***.***.4",
                "NetType": "Private"
            }
        }
    ],
    "Comment": "",
    "RequestId": "F2A9EFA7-915F-4572-8299-85A307******",
    "ExpiredTime": "2020-06-17T01:56:36Z",
    "DBClusterId": "pc-************",
    "Topologies": "RDS2POLARDB",
    "RdsReadWriteMode": "rw",
    "SourceRDSDBInstanceId": "rm-************",
    "DBClusterReadWriteMode": "ro",
    "DelayedSeconds": 0,
    "MigrationStatus": "RDS2POLARDB_SYNCING",
    "RdsEndpointList": [
        {
            "DBEndpointId": "rm-************-normal",
            "EndpointType": "Normal",
            "AddressItems": {
                "VPCId": "vpc-************",
                "Port": 3306,
                "VSwitchId": "vsw-************",
                "ConnectionString": "rm-************.mysql.rds.aliyuncs.com",
                "IPAddress": "172.***.***.173",
                "NetType": "Private"
            }
        },
        {
            "DBEndpointId": "rm-************-normal",
            "EndpointType": "Normal",
            "AddressItems": {
                "VPCId": "",
                "Port": 3306,
                "VSwitchId": "",
                "ConnectionString": "rm-************.mysql.rds.aliyuncs.com",
                "IPAddress": "101.***.***.19",
                "NetType": "Public"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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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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yDBClusterMigration接口切换或回滚RDS一键升级到PolarDB的迁移任务。

在切换前调用该接口会进行切换。

在切换完成后调用该接口会进行回滚。

说明 说明 调用该接口时，集群必须已经创建了一键升级任务。创建一键升级任务的接口
为CreateDBCluster，参数Creat ionOpt ionCreat ionOpt ion取值需为Migrat ionFromRDSMigrat ionFromRDS。更多信息，请参见一键升级
RDS MySQL到PolarDB MySQL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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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ModifyDBCluster
Migration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Modif yDBClust erMigrat ionModif yDBClust erMigrat ion。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PolarDB集群ID。

NewMasterInstan
ceId

String 是 pc-**************

新的实例ID或集群ID，取值范围如下：

切换前，填写PolarDB集群ID进行切换。

切换后，填写RDS实例ID进行回滚。

SourceRDSDBInsta
nceId

String 是 rm-************ 源RDS实例ID。

RegionId String 否 cn-hangzhou 地域ID。

SwapConnectionS
tring

String 否 false

是否需要切换连接地址，取值：

t ruet rue：带地址切换（应用程序不用改连
接配置）。

f alsef alse：不带地址切换（应用程序需要
改为新的PolarDB连接配置）。

默认为f alsef alse。

20.2. ModifyDBClusterMigration20.2. ModifyDBCluster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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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A1B303A5-653F-
4AEE-A598-
023FF9******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DBClusterMigration
&DBClusterId=pc-**************
&NewMasterInstanceId=pc-**************
&SourceRDSDBInstanceId=rm-************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ModifyDBClusterMigrationResponse>  
  <RequestId>A1B303A5-653F-4AEE-A598-023FF9******</RequestId>
</ModifyDBClusterMigration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A1B303A5-653F-4AEE-A598-023FF9******"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CloseDBClusterMigration接口取消或完成RDS一键升级到PolarDB的迁移任务。

在切换前调用该接口会取消迁移。

在切换完成后调用该口会完成迁移。

说明 说明 调用该接口时，集群必须已经创建了一键升级任务。创建一键升级任务的接口
为CreateDBCluster，参数Creat ionOpt ionCreat ionOpt ion取值需为Migrat ionFromRDSMigrat ionFromRDS。更多信息，请参见一键升
级RDS for MySQL到PolarDB for MySQL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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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CloseDBClusterMigration20.3. CloseDBCluster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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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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CloseDBClusterMi
gration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CloseDBClust erMigrat ionCloseDBClust erMigrat ion。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RegionId String 否 cn-hangzhou 地域ID。

ContinueEnableBi
nlog

Boolean 否 true

是否继续打开Binlog，取值范围如下：

t ruet rue：继续打开Binlog

f alsef alse：关闭Binlog

默认取值为t ruet rue。

说明 说明 关闭Binlog将会重启您的
PolarDB集群。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3AA69096-757C-
4647-B36C-
29EBC2******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CloseDBClusterMigration
&DBClusterId=p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CloseDBClusterMigrationResponse>  
  <RequestId>3AA69096-757C-4647-B36C-29EBC2******</RequestId>
</CloseDBClusterMigration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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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3AA69096-757C-4647-B36C-29EBC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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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Resources接口为PolarDB集群添加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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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gResource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T agResourcesT agResources 。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地域ID。

ResourceType String 是 cluster 资源类型，取值固定为clust erclust er。

ResourceId.N String 是
pc-
*****************

目标集群ID。若您需要为多个集群同时添
加标签，请单击加号图标添加集群ID。

说明 说明 每次最多支持同时为50
个集群添加标签。

Tag.N.Key String 否 type

标签键。若您需要为目标集群一次性添加
多个标签，请单击AddAdd图标添加标签键。

说明 说明 每次最多添加20对标
签，  Tag.n.Key 对应的值
为  Tag.n.Vlaue 。

Tag.N.Value String 否 test

标签值。若您需要为目标集群一次性添加
多个标签，请单击AddAdd图标添加标签值。

说明 说明 每次最多添加20对标
签，  Tag.n.Vlaue 对应的值
为  Tag.n.Key 。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21.标签管理21.标签管理
21.1. TagResources21.1. Tag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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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1CB5286F-AF5A-
4E09-BFE9-
588D4C******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TagResources
&RegionId=cn-hangzhou
&ResourceType=cluster
&ResourceId=["pc-*****************"]
&Tag=[{"Key":"type","Value":"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TagResourcesResponse>
    <RequestId>1CB5286F-AF5A-4E09-BFE9-588D4C******</RequestId>
</TagResources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1CB5286F-AF5A-4E09-BFE9-588D4C******"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NumberExceed.Tags
The number of tags is exceed ,
Valid : 20

操作失败，标签参数的编号超过有
效值，有效值：20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UntagResources接口将标签从PolarDB集群上解绑。

调试调试

21.2. UntagResources21.2. UntagResources

云数据库 PolarDB API参考··标签管理

> 文档版本：20220526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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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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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UntagResource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Unt agResourcesUnt agResources 。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地域ID。

说明 说明 可通过接
口DescribeRegions查看可用的地
域。

ResourceId.N
RepeatLi
st

是 pc-***************

目标集群ID。若您需要为多个集群同时解
绑标签，请单击加号图标添加集群ID。

说明 说明 每次最多支持同时为50
个集群解绑标签。

ResourceType String 是 cluster 资源类型，取值固定为clust erclust er。

TagKey.N
RepeatLi
st

否 type

标签键。若您需要为目标集群一次性解绑
多个标签，请单击加号图标添加标签键。

说明 说明 每次最多添加20个标签
键。

All Boolean 否 true

是否解绑全部标签，取值范围：

t ruet rue：解绑全部标签

f alsef alse：不解绑全部标签（默认值）

说明 说明 仅当  TagKey.N 取值
为空时该参数生效。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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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 String
2D69A58F-345C-
4FDE-88E4-
BF5189******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UntagResources
&RegionId=cn-hangzhou
&ResourceId.1=pc-***************
&ResourceType=cluster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UntagResourcesResponse>
  <RequestId>2D69A58F-345C-4FDE-88E4-BF5189******</RequestId>
</UntagResource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2D69A58F-345C-4FDE-88E4-BF5189******"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ListTagResources接口查询一个或多个PolarDB集群已绑定的标签列表，或者查询一个或多个标签绑定
的PolarDB集群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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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ListTagResources21.3. ListTag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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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String 否 ListTagResource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List T agResourcesList T agResources 。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地域ID，您可以通过接
口DescribeRegions查看可用的地域ID。

ResourceType String 是 cluster 资源类型定义，取值固定为clust erclust er。

ResourceId.N
RepeatLi
st

否 pc-****************

目标集群ID。若您需要查询多个集群的标
签情况，请单击加号图标添加集群ID。

说明说明

 ResourceId.N 参数和  
Tag.N.Key 参数至少传入
一个。

若选择传入  ResourceId.N
 参数，则每次最多添加50
个集群ID。

Tag.N.Key String 否 type

标签键。若您需要查询多个标签下的所有
目标集群详情，请单击加号图标添加标
签。

说明说明

 ResourceId.N 参数和  
Tag.N.Key 参数至少传入
一个。

若选择传
入  Tag.N.Key 参数，则
每次最多添加20对标签。

Tag.N.Value String 否 test
标签键对应的标签值，允许传入空字符
串。

NextToken String 否
212db86sca4384
811e0b5e8707e**
****

用来返回更多结果。第一次查询不需要提
供这个参数，如果第一次查询没有返回全
部结果，则可在后续查询中传入前一次返
回的token继续查询。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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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NextToken String
212db86sca4384811
e0b5e8707e******

用来返回更多结果。如果一次查询没有返回全部
结果，则会返回该参数。您可以在后续查询中传
入前一次返回的token继续查询。

RequestId String
688C04E4-23F8-
409F-8A38-
B954D5******

请求ID。

TagResources
Array of
TagResource

查询到的集群和标签的信息。

TagResource

ResourceId String pc-**************** 集群ID。

ResourceType String cluster 资源类型，取值固定为clust erclust er。

TagKey String type 标签键。

TagValue String test 标签键对应的标签值。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ListTagResources
&RegionId=cn-hangzhou
&ResourceType=cluster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ListTagResourcesResponse>
  <RequestId>688C04E4-23F8-409F-8A38-B954D5******</RequestId>
  <TagResources>
        <TagResource>
              <ResourceId>pc-***************</ResourceId>
              <TagKey>type</TagKey>
              <ResourceType>cluster</ResourceType>
              <TagValue>test</TagValue>
        </TagResource>
  </TagResources>
</ListTagResources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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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ON  格式

{
 "RequestId": "688C04E4-23F8-409F-8A38-B954D5******",
 "TagResources": {
  "TagResource": [
   {
    "ResourceId": "pc-***************",
    "TagKey": "type",
    "ResourceType": "cluster",
    "TagValue": "test"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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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PendingMaintenanceAction接口查询待处理事件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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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escribePending
MaintenanceActio
n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PendingMaint enanceADescribePendingMaint enanceA
ct ionct ion。

RegionId String 否 cn-hangzhou 地域ID。

Region String 是 all

待处理事件所在地域的地域ID，您可以调
用DescribeRegions接口查看PolarDB支持
的地域和可用区。

说明说明

您可以输入allall查看您账户下
所有的待处理事件。

当  Region 设置
为allall时，  TaskType 也必
须设置为allall。

22.待处理事件22.待处理事件
22.1. DescribePendingMaintenanceAction22.1. Describe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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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Type String 是 all

待处理事件的任务类型，取值范围如下：

Dat abaseSof t wareUpgradingDat abaseSof t wareUpgrading：
数据库软件升级

Dat abaseHardwareMaint enanceDat abaseHardwareMaint enance
：硬件维护与升级

Dat abaseSt orageUpgradingDat abaseSt orageUpgrading：数
据库存储升级

Dat abaseProxyUpgradingDat abaseProxyUpgrading：代理小
版本升级

allall：表示查询上述所有类型的待处理事
件详情

说明 说明 当  Region 设置
为allall时，  TaskType 也必须设置
为allall。

IsHistory Integer 否 0

是否返回历史任务，取值范围如下：

00：返回当前任务

11：返回历史任务

默认取值为00。

PageSize Integer 否 30
每页记录数，取值为3030、5050或100100。

默认值为3030。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页码，取值为大于0且不超过Integer数据
类型的最大值，默认值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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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RecordCo
unt

Integer 1 总记录数。

RequestId String
2F029645-FED9-
4FE8-A6D3-
488954******

请求ID。

PageSize Integer 30 每页记录数。

PageNumber Integer 1 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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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Array of Items 任务列表。

Status Integer 3

任务状态。

若您设置  IsHistory 为00，则返回待处理
任务状态的详情，取值范围如下：

22：等待用户设置任务开始时间

33：等待处理

44：任务正在处理中（不支持在该状态下修
改任务执行时间）

若您设置  IsHistory 为11，则返回历史任
务状态的详情，取值范围如下：

55：任务结束且执行成功

66：任务结束但执行失败

77：任务已取消

PrepareInterval String 04:00:00
待处理事件切换之前所需的准备时间，格式
为  HH:mm:ss 。

Deadline String
2020-06-
11T15:59:59Z

任务执行时间可调整范围的最晚期限，格式
为  yyyy-MM-ddTHH:mm:ssZ （UTC时间）。

DBType String MySQL

数据库引擎类型，取值范围如下：

MySQLMySQL

Post greSQLPost greSQL

OracleOracle

TaskType String
DatabaseSoftwareU
pgrading

待处理事件的任务类型。

StartT ime String
2020-06-
09T18:00:00Z

后台执行该任务的时间点，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Z （UTC时间）。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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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Version String 8.0

数据库引擎版本号。

MySQL版本号取值范围如下：

5.65.6

5.75.7

8.08.0

PostgreSQL版本号取值为1111。

Oracle版本号取值为1111。

ModifiedTime String
2020-06-
09T22:00:42Z

修改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Z （UTC时间）。

DBClusterId String pc-************ 集群ID。

Region String cn-hangzhou 任务所在地域的地域ID。

ResultInfo String manualCancel

任务执行结果，取值范围如下：

manualCancelmanualCancel：手动取消任务

paramCheckNot PassparamCheckNot Pass ：参数检查未通过

说明 说明 仅当  Status （任务状态）
取值为66（任务结束但执行失败）或77（任务
已取消）时，返回该参数。

CreatedTime String
2020-06-
09T22:00:42Z

创建任务的时间点，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Z （UTC时间）。

Id Integer 111111 目标任务ID。

SwitchTime String
2020-06-
09T22:00:00Z

待处理事件预计的切换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Z （UTC时间）。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Region=all
&TaskType=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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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bePendingMaintenanceActionResponse>
<TotalRecordCount>1</TotalRecordCount>
<PageSize>30</PageSize>
<RequestId>2F029645-FED9-4FE8-A6D3-488954******</RequestId>
<PageNumber>1</PageNumber>
<Items>
    <Status>3</Status>
    <CreatedTime>2020-06-09T22:00:42Z</CreatedTime>
    <Deadline>2020-06-11T15:59:59Z</Deadline>
    <StartTime>2020-06-09T18:00:00Z</StartTime>
    <DBClusterId>pc-************</DBClusterId>
    <DBType>MySQL</DBType>
    <DBVersion>8.0</DBVersion>
    <ModifiedTime>2020-06-09T22:00:42Z</ModifiedTime>
    <TaskType>DatabaseSoftwareUpgrading</TaskType>
    <Region>cn-hangzhou</Region>
    <PrepareInterval>04:00:00</PrepareInterval>
    <Id>111111</Id>
    <SwitchTime>2020-06-09T22:00:00Z</SwitchTime>
</Items>
</DescribePendingMaintenanceAction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TotalRecordCount" : "1",
  "PageSize" : "30",
  "RequestId" : "2F029645-FED9-4FE8-A6D3-488954******",
  "PageNumber" : "1",
  "Items" : [ {
    "Status" : "3",
    "CreatedTime" : "2020-06-09T22:00:42Z",
    "Deadline" : "2020-06-11T15:59:59Z",
    "StartTime" : "2020-06-09T18:00:00Z",
    "DBClusterId" : "pc-************",
    "DBType" : "MySQL",
    "DBVersion" : "8.0",
    "ModifiedTime" : "2020-06-09T22:00:42Z",
    "TaskType" : "DatabaseSoftwareUpgrading",
    "Region" : "cn-hangzhou",
    "PrepareInterval" : "04:00:00",
    "Id" : "111111",
    "SwitchTime" : "2020-06-09T22:00:00Z"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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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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PendingMaintenanceActions接口查看不同任务类型下待处理事件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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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escribePending
MaintenanceActio
ns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PendingMaint enanceADescribePendingMaint enanceA
ct ionsct ions 。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地域ID。

说明 说明 当集群为PolarDB O引擎
或PolarDB PostgreSQL引擎时，该参
数必填；当集群为PolarDB MySQL引
擎时，该参数非必填。

IsHistory Integer 否 1

是否返回历史任务，取值范围如下：

00：返回当前任务

11：返回历史任务

默认取值为00。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314127C2-B6C1-
4F58-B1F6-
E6B645******

请求ID。

TypeList Array of Items 待处理事件的详情。

22.2. DescribePendingMaintenanceActions22.2. DescribePendingMaintenanc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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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Type String
DatabaseSoftwareU
pgrading

待处理事件的任务类型，取值范围如下：

Dat abaseSof t wareUpgradingDat abaseSof t wareUpgrading：数据库
软件升级

Dat abaseHardwareMaint enanceDat abaseHardwareMaint enance：硬件
维护与升级

Dat abaseSt orageUpgradingDat abaseSt orageUpgrading：数据库存
储升级

Dat abaseProxyUpgradingDat abaseProxyUpgrading：代理小版本
升级

Count Integer 1 待处理事件的数量。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PendingMaintenanceActions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DescribePendingMaintenanceActionsResponse>
<RequestId>314127C2-B6C1-4F58-B1F6-E6B645******</RequestId>
<TypeList>
    <TaskType>DatabaseSoftwareUpgrading</TaskType>
    <Count>1</Count>
</TypeList>
</DescribePendingMaintenanceActions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314127C2-B6C1-4F58-B1F6-E6B645******",
  "TypeList" : [ {
    "TaskType" : "DatabaseSoftwareUpgrading",
    "Count" :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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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yPendingMaintenanceAction接口修改待处理事件的任务切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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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ifyPendingMa
intenanceAction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Modif yPendingMaint enanceAct iModif yPendingMaint enanceAct i
onon。

Ids String 是 111111
目标任务ID，您也可以同时输入多个任务
ID，统一修改这些任务的切换时间，多个
任务ID间用英文逗号（,）隔开。

SwitchTime String 是
2020-06-
09T22:00:00Z

后台将在指定时间点执行目标待处理任务
所对应的操作。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Z （UTC时间）。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93061E17-B56A-
4324-BC95-
D0FFD2******

请求ID。

Ids String 111111 目标任务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Ids=111111
&SwitchTime=2020-06-09T22:00:00Z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22.3. ModifyPendingMaintenanceAction22.3. ModifyPendingMaintenanc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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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ModifyPendingMaintenanceActionResponse>
<RequestId>93061E17-B56A-4324-BC95-D0FFD2******</RequestId>
<Ids>111111</Ids>
</ModifyPendingMaintenanceAction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93061E17-B56A-4324-BC95-D0FFD2******",
  "Ids" : 111111
}

错误码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RequiredParam.NotF
ound

Required input param is not
found.

所需的输入参数不存在。

400 TaskModifyError
Part of the tasks cannot be
modified.

操作失败，部分任务无法修改。请
稍等会重试。

400
SwitchTimeAfterDea
dline

The switch t ime should be
earlier than deadline.

操作失败，时间参数设置不正确。
切换时间应早于截止时间。

400
StartT imeBeforeNo
w

The start t ime should not be
earlier than the current t ime.

开始时间不应早于当前时间。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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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DescribeScheduleTasks接口查看当前账号下所有或指定的计划任务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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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escribeSchedule
Task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DescribeScheduleT asksDescribeScheduleT asks 。

Status String 否 finish

任务状态，取值范围如下：

pendingpending：等待执行中

execut ingexecut ing：执行中

f ailuref ailure：执行失败待重试

f inishf inish：已完成

cancelcancel：已取消

expiredexpired：超期（即未在计划时间段内
开始执行目标任务）

rollbackrollback：回滚中

说明 说明 若该参数留空，默认查询
所有状态的计划任务。

DBClusterId String 否 pc-**************

集群ID。

说明说明

您可以调
用DescribeDBClusters接口
查看目标地域下所有的集群
信息，包括集群ID。

若该参数留空，默认查询当
前账号下所有集群的计划任
务。

23.计划任务23.计划任务
23.1. DescribeScheduleTasks23.1. DescribeScheduleT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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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Id String 否 cn-hangzhou

地域ID。

说明说明

您可以调
用DescribeRegions接口查看
目标账号下所有的集群的地
域信息。

若该参数留空，默认查询当
前账号下所有地域内的计划
任务。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页码，取值为大于0且不超过Integer数据
类型的最大值。默认值为11。

PageSize Integer 否 30
每页记录数，取值为3030（默认
值）、5050或100100。

TaskAction String 否 CreateDBNodes

任务类型，取值范围如下：

Creat eDBNodesCreat eDBNodes

Modif yDBNodeClassModif yDBNodeClass

UpgradeDBClust erVersionUpgradeDBClust erVersion

Modif yDBClust erPrimaryZoneModif yDBClust erPrimaryZone

说明说明

仅当调用上述接口时指定了  
PlannedStartTime 参数
值，会返回目标任务的详
情，否则  TimerInfos 为
空。

若该参数留空，默认查询当
前账号下所有类型的计划任
务。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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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ClusterDescript
ion

String 否 testdb 集群描述。

OrderId String 否 20951253014****

订单ID。

说明 说明 仅支持传入数字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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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age String Successful

请求返回消息。

说明 说明 请求成功时该参数返
回Successf ulSuccessf ul，请求失败时会返回请求异
常信息（如错误码等）。

Data Object 结果集。

TimerInfos
Array of
timerInfos

计划任务详情。

Status String finish 目标任务的状态。

Action String CreateDBNodes 任务类型。

PlannedEndTim
e

String 2021-01-28T12:30Z 为目标任务设定的最晚开始时间（UTC时间）。

PlannedTime String 2021-01-28T12:16Z 系统预计的任务开始执行时间（UTC时间）。

DBClusterId String pc-************** 集群ID。

Region String cn-hangzhou 目标任务所属地域的地域ID。

PlannedStartT i
me

String 2021-01-28T12:00Z 为目标任务设定的执行开始时间（UTC时间）。

TaskId String
53879cdb-9a00-
428e-acaf-
ff4cff******

目标任务的任务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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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Id String 208161753******

订单ID。

说明 说明 仅当  Action 取值
为Creat eDBNodesCreat eDBNodes 或Modif yDBNodeClModif yDBNodeCl
assass 时返回该参数。

DbClusterStatu
s

String Running 集群状态。

DbClusterDescri
ption

String test_cluster 集群描述。

TaskCancel Boolean true

计划任务是否可以取消。取值：

t ruet rue：可以取消

f alsef alse：不能取消

TotalRecordCo
unt

Integer 1 总记录数。

PageNumber Integer 1 页码。

PageSize Integer 30 本页记录数。

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结果。

RequestId String
936C7025-27A5-
4CB1-BB31-
540E1F0CCA12

请求ID。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ScheduleT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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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beScheduleTasksResponse>
    <Message>Successful</Message>
    <Data>
        <TimerInfos>
            <Status>finish</Status>
            <Action>CreateDBNodes</Action>
            <PlannedEndTime>2021-01-28T12:30Z</PlannedEndTime>
            <PlannedTime>2021-01-28T12:16Z</PlannedTime>
            <DBClusterId>pc-**************</DBClusterId>
            <Region>cn-hangzhou</Region>
            <PlannedStartTime>2021-01-28T12:00Z</PlannedStartTime>
            <TaskId>53879cdb-9a00-428e-acaf-ff4cff******</TaskId>
            <OrderId>208161753******</OrderId>
            <DbClusterStatus>Running</DbClusterStatus>
            <DbClusterDescription>test_cluster</DbClusterDescription>
            <TaskCancel>true</TaskCancel>
        </TimerInfos>
        <TotalRecordCount>1</TotalRecordCount>
        <PageNumber>1</PageNumber>
        <PageSize>30</PageSize>
    </Data>
    <Success>true</Success>
    <RequestId>936C7025-27A5-4CB1-BB31-540E1F0CCA12</RequestId>
</DescribeScheduleTasks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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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Message" : "Successful",
  "Data" : {
    "TimerInfos" : [ {
      "Status" : "finish",
      "Action" : "CreateDBNodes",
      "PlannedEndTime" : "2021-01-28T12:30Z",
      "PlannedTime" : "2021-01-28T12:16Z",
      "DBClusterId" : "pc-**************",
      "Region" : "cn-hangzhou",
      "PlannedStartTime" : "2021-01-28T12:00Z",
      "TaskId" : "53879cdb-9a00-428e-acaf-ff4cff******",
      "OrderId" : "208161753******",
      "DbClusterStatus" : "Running",
      "DbClusterDescription" : "test_cluster",
      "TaskCancel" : true
    } ],
    "TotalRecordCount" : 1,
    "PageNumber" : 1,
    "PageSize" : 30
  },
  "Success" : true,
  "RequestId" : "936C7025-27A5-4CB1-BB31-540E1F0CCA12"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CancelScheduleTasks接口取消目标计划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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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CancelScheduleT
ask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CancelScheduleT asks CancelScheduleT asks 。

23.2. CancelScheduleTasks23.2. CancelScheduleT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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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调
用DescribeDBClusters接口查看目标
地域下所有的集群信息，包括集群
ID。

TaskId String 是
ec8c4723-eac5-
4f12-becb-
01ac08******

需要被取消的定时任务的任务ID。

说明说明

您可以调
用DescribeScheduleTasks
接口查看当前账号下所有计
划任务的信息，包括任务ID。

仅任务状态为等待执行（即  
Status 参数的返回值为  p
ending ）的任务支持被取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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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F2007D3-7E74-
4ECB-89A8-
BF130D******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结果。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CancelScheduleTasks
&DBClusterId=pc-**************
&TaskId=ec8c4723-eac5-4f12-becb-01ac08******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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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celScheduleTasksResponse>
  <RequestId>7F2007D3-7E74-4ECB-89A8-BF130D******</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ancelScheduleTasksResponse>

 JSON 格式

{"RequestId":"7F2007D3-7E74-4ECB-89A8-BF130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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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MaskingRules接口查询PolarDB集群下所有的脱敏规则或目标脱敏规则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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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beMaskingR
ule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scribeMaskingRules。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

集群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
过DescribeDBClusters接口查看账号
下所有集群的详细信息，包括集群
ID。

RuleNameList String 否 testrule 脱敏规则名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2F83D131-1C18-
4599-889D-
729A9D******

请求ID。

Message String Successful

请求返回消息。

说明 说明 请求成功时该参数返回
Successful，请求失败时会返回请求异常信
息（如错误码等）。

24.脱敏规则24.脱敏规则
24.1. DescribeMaskingRules24.1. DescribeMasking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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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结果。取值：

t ruet rue：请求成功。

f alsef alse：请求失败。

Data Object 结果集。

RuleList Array of String

"{\"testrule\":
{\"auto\":
{\"databases\":
[],\"tables\":
[\"t1\"],\"columns\"
:
[\"c1\"]},\"applies_t
o\":
[],\"description\":\"
This rule will be
applied to the
columns c1 in table
t1\",\"enabled\":\"t
rue\"}}"

脱敏规则详细配置。

说明 说明 关于各参数的详细介绍，详情
请参
见ModifyMaskingRules中  RuleConfig 
的参数描述。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MaskingRules
&DBClusterId=pc-*****************
&RuleNameList=testrul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DescribeMaskingRulesResponse>
<Message>Successful</Message>
<RequestId>2F83D131-1C18-4599-889D-729A9D******</RequestId>
<Data>
    <RuleList>{"testrule":{"auto":{"databases":[],"tables":["t1"],"columns":["c1"]},"applie
s_to":[],"description":"This rule will be applied to the columns c1 in table t1","enabled":
"true"}}</RuleList>
</Data>
<Success>true</Success>
</DescribeMaskingRules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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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Message" : "Successful",
  "RequestId" : "2F83D131-1C18-4599-889D-729A9D******",
  "Data" : {
    "RuleList" : [ "{\"testrule\":{\"auto\":{\"databases\":[],\"tables\":[\"t1\"],\"columns
\":[\"c1\"]},\"applies_to\":[],\"description\":\"This rule will be applied to the columns c
1 in table t1\",\"enabled\":\"true\"}}" ]
  },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MaskingRules接口修改脱敏规则配置或新增脱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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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ifyMaskingRul
e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ModifyMaskingRules。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

集群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
过DescribeDBClusters接口查看账号
下所有集群的详细信息，包括集群
ID。

24.2. ModifyMaskingRules24.2. ModifyMasking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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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Name String 否 testrule

脱敏规则名称。一次仅支持输入一个规则
名称。

说明说明

您可以通过接
口DescribeMaskingRules查
看目标集群下的所有脱敏规
则详情，包括规则名称。

若输入的规则名称不存在于
当前集群中，系统会自动根
据该名称
和  RuleConfig 值创建一
个新的脱敏规则。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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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Config String 否

{"auto":
{"databases":
["db1"], "tables":
["tb1"],
"columns":
["c1,c2"] },
"description":
"This rule will be
applied to the
columns c1 and
c2 in table t1",
"enabled": true,
"applies_to":
["user"]}

需要修改的脱敏规则的配置参数及其值的
JSON串，参数的值都是字符串类型，例
如：  {"auto": {"databases":
["db1"], "tables": ["tb1"],
"columns": ["c1,c2"] },
"description": "This rule will
be applied to the columns c1 and
c2 in table t1", "enabled":
true, "applies_to": ["user"]} 。
其中：

 "auto" ：必填，表示支持动态脱敏
算法。

 "databases" ：选填。需要应用当
前规则的数据库名称，支持输入多个数
据库名称，多个名称间用英文逗号（,）
分隔。若该参数留空，表示该规则将应
用到当前集群中的所有数据库。

 "tables" ：选填。需要应用当前规
则的表名称，支持输入多个表库名称，
多个名称间用英文逗号（,）分隔。若该
参数留空，表示该规则将应用到当前集
群中的所有表。

 "columns" ：必填。需要应用当前
规则的字段名称，支持输入多个字段名
称，多个名称间用英文逗号（,）分隔。

 "description" ：选填。脱敏规则
的描述，选填。字符长度不能超过64个
字符。

 "enabled" ：必填。启用或禁用目
标脱敏规则。取值为t ruet rue（启用）
或f alsef alse（禁用）。

 "applies_to" ：需要应用当前规
则的数据库账号名称，支持输入多个数
据库账号名，多个账号间用英文逗号
（,）分隔。

 "exempted" ：不需要应用当前规则
的数据库账号名称，支持输入多个数据
库账号名，多个账号间用英文逗号（,）
分隔。

说明说明

若输入了  RuleName 参
数，  RuleConfig 参数必
传。

 "applies_to" 和  "exe
mpted" ，需要选择其中的
一个进行输入。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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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NameList String 否 testrule

脱敏规则名称列表。支持一次输入一个或
多个规则名称，多个名称间用英文逗号
（,）分隔。

说明说明
 RuleName 和  RuleNameList 

参数，需要选择其中的一个进行输
入。

Enable String 否 true

启用或禁用目标脱敏规则。取值范围如
下：

t ruet rue：启用。

f alsef alse：禁用。

说明 说明 仅
当  RuleNameList 有参数值输入
时，该参数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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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B355CE-526C-
478B-B730-
AD9D7C******

请求ID。

Message String Message

请求返回消息。

说明 说明 请求成功时该参数返回
Successful，请求失败时会返回请求异常信
息（如错误码等）。

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结果。取值：

t ruet rue：请求成功。

f alsef alse：请求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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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MaskingRules
&DBClusterId=pc-*****************
&RuleName=testrule
&RuleConfig={"auto": {"databases": ["db1"], "tables": ["tb1"], "columns": ["c1,c2"] }, "des
cription": "This rule will be applied to the columns c1 and c2 in table t1", "enabled": tru
e, "applies_to": ["user"]}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ModifyMaskingRulesResponse>
<Message>Successful</Message>
<RequestId>99B355CE-526C-478B-B730-AD9D7C******</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ModifyMaskingRules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Message" : "Successful",
  "RequestId" : "99B355CE-526C-478B-B730-AD9D7C******",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leteMaskingRules接口删除目标脱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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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eteMaskingRul
e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leteMaskingRules。

24.3. DeleteMaskingRules24.3. DeleteMasking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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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NameList String 是 testrule

需要删除的脱敏规则名称。支持输入多个
规则名称进行批量删除，多个名称间用英
文逗号（,）分隔。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
过DescribeMaskingRules接口查看目
标集群下所有脱敏规则的详情，包括
规则名称。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

集群ID。

说明 说明 您可以通
过DescribeDBClusters接口查看账号
下所有集群的详细信息，包括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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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CEE25B-797C-
426B-BA7B-
D28CCF******

请求ID。

Message String Successful

请求返回消息。

说明 说明 请求成功时该参数返
回  Successful ，请求失败时会返回请
求异常信息（如错误码等）。

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结果。取值：

t ruet rue：请求成功。

f alsef alse：请求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leteMaskingRules
&RuleNameList=testrule
&DBClusterId=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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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eteMaskingRulesResponse>
<Message>Successful</Message>
<RequestId>2BCEE25B-797C-426B-BA7B-D28CCF******</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DeleteMaskingRules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Message" : "Successful",
  "RequestId" : "2BCEE25B-797C-426B-BA7B-D28C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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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DBNodePerformance查询PolarDB集群节点的性能数据。

若监控频率为5秒/次：

当查询时间范围小于等于1小时，显示粒度为5秒。

当查询时间范围小于等于1天，显示粒度为1分钟。

当查询时间范围小于等于7天，显示粒度为10分钟。

当查询时间范围小于等于30天，显示粒度为1小时。

当查询范围大于30天，显示粒度为1天。

若监控频率为60秒/次：

当查询范围小于等于1天，显示粒度为1分钟。

当查询范围小于等于7天，显示粒度为10分钟。

当查询范围小于等于30天，显示粒度为1小时。

当查询范围大于30天，显示粒度为1天。

说明 说明 监控频率默认为60秒/次，您可以调用ModifyDBClusterMonitor接口将其设置为5秒/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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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escribeDBNodeP
erformanc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DescribeDBNodePerf ormanceDescribeDBNodePerf ormance。

DBNodeId String 是 pi-************* 数据库集群节点ID。

EndTime String 是
2020-09-
23T01:01Z

查询结束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Z （UTC时间）。

Key String 是 PolarDBDiskUsage

查询的性能指标，多个值间用英文逗号
（,）分隔，详细参数请参见性能参数表。

说明 说明 最多可传入5个查询的性
能指标。

25.监控管理25.监控管理
25.1. DescribeDBNodePerformance25.1. DescribeDBNode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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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T ime String 是
2020-09-
23T01:00Z

查询开始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Z （UTC时间）。

DBClusterId String 否 pc-**************** 集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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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NodeId String pi-***************** 数据库集群节点ID。

DBType String MySQL 兼容数据库类型。

DBVersion String 8.0 兼容数据库版本。

EndTime String
2020-09-
23T01:01:00Z

查询结束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Z （UTC时间）。

PerformanceKe
ys

Array of
PerformanceIte
m

集群性能数据列表。

PerformanceIte
m

Measurement String PolarDBDiskUsage 性能指标。

MetricName String mean_sys_dir_size 具体的性能指标度量名称。

Points
Array of
PerformanceIte
mValue

性能数据数组。

PerformanceIte
mValue

Timestamp Long 1600822800000
监控指标的具体时间点，格式为Unix时间戳，单
位为毫秒（ms）。

Value String 9.33 监控指标数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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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 String
E2FDB684-751D-
424D-98B9-
704BEA******

请求ID。

StartT ime String
2020-09-
23T01:00:00Z

查询开始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Z （UTC时间）。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BNodePerformance
&DBNodeId=pi-*************
&EndTime=2020-09-23T01:01Z
&Key=PolarDBDiskUsage
&StartTime=2020-09-23T01:00Z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DBNodePerformanceResponse>
  <PerformanceKeys>
        <PerformanceItem>
              <Measurement>PolarDBDiskUsage</Measurement>
              <MetricName>mean_binlog_size</MetricName>
              <Points>
                    <PerformanceItemValue>
                          <Value>0.00</Value>
                          <Timestamp>1600822800000</Timestamp>
                    </PerformanceItemValue>
              </Points>
        </PerformanceItem>
        <PerformanceItem>
              <Measurement>PolarDBDiskUsage</Measurement>
              <MetricName>mean_data_size</MetricName>
              <Points>
                    <PerformanceItemValue>
                          <Value>42.38</Value>
                          <Timestamp>1600822800000</Timestamp>
                    </PerformanceItemValue>
              </Points>
        </PerformanceItem>
        <PerformanceItem>
              <Measurement>PolarDBDiskUsage</Measurement>
              <MetricName>mean_log_size</MetricName>
              <Points>
                    <PerformanceItemValue>
                          <Value>4393.63</Value>
                          <Timestamp>1600822800000</Time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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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stamp>1600822800000</Timestamp>
                    </PerformanceItemValue>
              </Points>
        </PerformanceItem>
        <PerformanceItem>
              <Measurement>PolarDBDiskUsage</Measurement>
              <MetricName>mean_other_log_size</MetricName>
              <Points>
                    <PerformanceItemValue>
                          <Value>1.63</Value>
                          <Timestamp>1600822800000</Timestamp>
                    </PerformanceItemValue>
              </Points>
        </PerformanceItem>
        <PerformanceItem>
              <Measurement>PolarDBDiskUsage</Measurement>
              <MetricName>mean_redolog_size</MetricName>
              <Points>
                    <PerformanceItemValue>
                          <Value>4096.00</Value>
                          <Timestamp>1600822800000</Timestamp>
                    </PerformanceItemValue>
              </Points>
        </PerformanceItem>
        <PerformanceItem>
              <Measurement>PolarDBDiskUsage</Measurement>
              <MetricName>mean_sys_dir_size</MetricName>
              <Points>
                    <PerformanceItemValue>
                          <Value>9.33</Value>
                          <Timestamp>1600822800000</Timestamp>
                    </PerformanceItemValue>
              </Points>
        </PerformanceItem>
        <PerformanceItem>
              <Measurement>PolarDBDiskUsage</Measurement>
              <MetricName>mean_tmp_dir_size</MetricName>
              <Points>
                    <PerformanceItemValue>
                          <Value>0.00</Value>
                          <Timestamp>1600822800000</Timestamp>
                    </PerformanceItemValue>
              </Points>
        </PerformanceItem>
        <PerformanceItem>
              <Measurement>PolarDBDiskUsage</Measurement>
              <MetricName>mean_undolog_size</MetricName>
              <Points>
                    <PerformanceItemValue>
                          <Value>296.00</Value>
                          <Timestamp>1600822800000</Timestamp>
                    </PerformanceItemValue>
              </Points>
        </PerformanceItem>
  </PerformanceK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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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ormanceKeys>
  <DBVersion>8.0</DBVersion>
  <RequestId>E2FDB684-751D-424D-98B9-704BEA******</RequestId>
  <EndTime>2020-09-23T01:01:00Z</EndTime>
  <StartTime>2020-09-23T01:00:00Z</StartTime>
  <DBNodeId>pi-*****************</DBNodeId>
  <DBType>MySQL</DBType>
</DescribeDBNodePerformanceResponse>

 JSON  格式

{
 "PerformanceKeys": {
  "PerformanceItem": [
   {
    "Measurement": "PolarDBDiskUsage",
    "MetricName": "mean_binlog_size",
    "Points": {
     "PerformanceItemValue": [
      {
       "Value": "0.00",
       "Timestamp": 1600822800000
      }
     ]
    }
   },
   {
    "Measurement": "PolarDBDiskUsage",
    "MetricName": "mean_data_size",
    "Points": {
     "PerformanceItemValue": [
      {
       "Value": "42.38",
       "Timestamp": 1600822800000
      }
     ]
    }
   },
   {
    "Measurement": "PolarDBDiskUsage",
    "MetricName": "mean_log_size",
    "Points": {
     "PerformanceItemValue": [
      {
       "Value": "4393.63",
       "Timestamp": 1600822800000
      }
     ]
    }
   },
   {
    "Measurement": "PolarDBDiskUsage",
    "MetricName": "mean_other_log_size",
    "Points": {
     "PerformanceItemVal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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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ormanceItemValue": [
      {
       "Value": "1.63",
       "Timestamp": 1600822800000
      }
     ]
    }
   },
   {
    "Measurement": "PolarDBDiskUsage",
    "MetricName": "mean_redolog_size",
    "Points": {
     "PerformanceItemValue": [
      {
       "Value": "4096.00",
       "Timestamp": 1600822800000
      }
     ]
    }
   },
   {
    "Measurement": "PolarDBDiskUsage",
    "MetricName": "mean_sys_dir_size",
    "Points": {
     "PerformanceItemValue": [
      {
       "Value": "9.33",
       "Timestamp": 1600822800000
      }
     ]
    }
   },
   {
    "Measurement": "PolarDBDiskUsage",
    "MetricName": "mean_tmp_dir_size",
    "Points": {
     "PerformanceItemValue": [
      {
       "Value": "0.00",
       "Timestamp": 1600822800000
      }
     ]
    }
   },
   {
    "Measurement": "PolarDBDiskUsage",
    "MetricName": "mean_undolog_size",
    "Points": {
     "PerformanceItemValue": [
      {
       "Value": "296.00",
       "Timestamp": 1600822800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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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DBVersion": "8.0",
 "RequestId": "E2FDB684-751D-424D-98B9-704BEA******",
 "EndTime": "2020-09-23T01:01:00Z",
 "StartTime": "2020-09-23T01:00:00Z",
 "DBNodeId": "pi-*****************",
 "DBType": "MySQL"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DBClusterMonitor接口查询PolarDB集群的监控数据采集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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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escribeDBCluste
rMonitor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DescribeDBClust erMonit orDescribeDBClust erMonit or。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Period String 60 监控数据的采集间隔，单位为秒。

RequestId String
593AE1C5-B70C-
463F-9207-
074639******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25.2. DescribeDBClusterMonitor25.2. DescribeDBClusterMonitor

云数据库 PolarDB API参考··监控管理

> 文档版本：20220526 320

https://error-center.aliyun.com/status/product/polardb
https://api.aliyun.com/#product=polardb&api=DescribeDBClusterMonitor&type=RPC&version=2017-08-01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BClusterMonitor
&DBClusterId=p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DBClusterMonitorResponse>
  <RequestId>593AE1C5-B70C-463F-9207-074639******</RequestId>
  <Period>60</Period>
</DescribeDBClusterMonitor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593AE1C5-B70C-463F-9207-074639******",
 "Period": "60"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DBClusterPerformance接口查询PolarDB集群的性能数据。

若监控频率为5秒/次：

当查询时间范围小于等于1小时，显示粒度为5秒。

当查询时间范围小于等于1天，显示粒度为1分钟。

当查询时间范围小于等于7天，显示粒度为10分钟。

当查询时间范围小于等于30天，显示粒度为1小时。

当查询范围大于30天，显示粒度为1天。

若监控频率为60秒/次：

当查询范围小于等于1天，显示粒度为1分钟。

当查询范围小于等于7天，显示粒度为10分钟。

当查询范围小于等于30天，显示粒度为1小时。

当查询范围大于30天，显示粒度为1天。

说明 说明 监控频率默认为60秒/次，您可以调用ModifyDBClusterMonitor接口将其设置为5秒/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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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DescribeDBClusterPerformance25.3. DescribeDBCluster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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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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DescribeDBCluste
rPerformanc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DescribeDBClust erPerf ormanceDescribeDBClust erPerf ormance。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EndTime String 是
2020-09-
23T01:00Z

查询结束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Z （UTC时间）。

Key String 是 PolarDBDiskUsage

查询的性能指标，多个值间用英文逗号
（,）分隔，详细参数请参见性能参数表。

说明 说明 最多可传入5个查询的性
能指标。

StartT ime String 是
2020-09-
23T01:01Z

查询开始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Z （UTC时间）。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BClusterId String pc-***************** 数据库集群ID。

DBType String MySQL 兼容数据库类型。

DBVersion String 8.0 兼容数据库版本。

EndTime String
2020-09-
23T01:01:00Z

查询结束时间。格式：  yyyy-MM-
ddTHH:mm:ssZ （UTC时间）。

PerformanceKe
ys

Array of
PerformanceIte
m

集群性能数据列表。

PerformanceIte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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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NodeId String pi-*************

数据库集群节点ID。

说明 说明 当请求参数中  Key 的值设置
为  PolarDBDiskUsage 时，不会返回该
参数。

Measurement String PolarDBDiskUsage 性能指标。

MetricName String mean_data_size 具体的性能指标度量名称。

Points
Array of
PerformanceIte
mValue

性能数据数组。

PerformanceIte
mValue

Timestamp Long 1600822800000
监控指标的具体时间点，格式为时间戳，单位为
毫秒。

Value String 42.38 监控指标数据值。

RequestId String
35D3E3DA-4650-
407A-BFF5-
59BFF1******

请求ID。

StartT ime String
2020-09-
23T01:00:00Z

查询开始时间。格式：  yyyy-MM-
ddTHH:mm:ssZ （UTC时间）。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BClusterPerformance
&DBClusterId=pc-****************
&EndTime=2020-09-23T01:00Z
&Key=PolarDBDiskUsage
&StartTime=2020-09-23T01:01Z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DBClusterPerformanceResponse>
  <PerformanceK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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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ormanceKeys>
        <PerformanceItem>
              <Measurement>PolarDBDiskUsage</Measurement>
              <MetricName>mean_binlog_size</MetricName>
              <Points>
                    <PerformanceItemValue>
                          <Value>0.00</Value>
                          <Timestamp>1600822800000</Timestamp>
                    </PerformanceItemValue>
              </Points>
        </PerformanceItem>
        <PerformanceItem>
              <Measurement>PolarDBDiskUsage</Measurement>
              <MetricName>mean_data_size</MetricName>
              <Points>
                    <PerformanceItemValue>
                          <Value>42.38</Value>
                          <Timestamp>1600822800000</Timestamp>
                    </PerformanceItemValue>
              </Points>
        </PerformanceItem>
        <PerformanceItem>
              <Measurement>PolarDBDiskUsage</Measurement>
              <MetricName>mean_log_size</MetricName>
              <Points>
                    <PerformanceItemValue>
                          <Value>4393.63</Value>
                          <Timestamp>1600822800000</Timestamp>
                    </PerformanceItemValue>
              </Points>
        </PerformanceItem>
        <PerformanceItem>
              <Measurement>PolarDBDiskUsage</Measurement>
              <MetricName>mean_other_log_size</MetricName>
              <Points>
                    <PerformanceItemValue>
                          <Value>1.63</Value>
                          <Timestamp>1600822800000</Timestamp>
                    </PerformanceItemValue>
              </Points>
        </PerformanceItem>
        <PerformanceItem>
              <Measurement>PolarDBDiskUsage</Measurement>
              <MetricName>mean_redolog_size</MetricName>
              <Points>
                    <PerformanceItemValue>
                          <Value>4096.00</Value>
                          <Timestamp>1600822800000</Timestamp>
                    </PerformanceItemValue>
              </Points>
        </PerformanceItem>
        <PerformanceItem>
              <Measurement>PolarDBDiskUsage</Measurement>
              <MetricName>mean_sys_dir_size</MetricName>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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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ints>
                    <PerformanceItemValue>
                          <Value>11.47</Value>
                          <Timestamp>1600822800000</Timestamp>
                    </PerformanceItemValue>
              </Points>
        </PerformanceItem>
        <PerformanceItem>
              <Measurement>PolarDBDiskUsage</Measurement>
              <MetricName>mean_tmp_dir_size</MetricName>
              <Points>
                    <PerformanceItemValue>
                          <Value>0.00</Value>
                          <Timestamp>1600822800000</Timestamp>
                    </PerformanceItemValue>
              </Points>
        </PerformanceItem>
        <PerformanceItem>
              <Measurement>PolarDBDiskUsage</Measurement>
              <MetricName>mean_undolog_size</MetricName>
              <Points>
                    <PerformanceItemValue>
                          <Value>296.00</Value>
                          <Timestamp>1600822800000</Timestamp>
                    </PerformanceItemValue>
              </Points>
        </PerformanceItem>
  </PerformanceKeys>
  <DBVersion>8.0</DBVersion>
  <RequestId>35D3E3DA-4650-407A-BFF5-59BFF1******</RequestId>
  <EndTime>2020-09-23T01:01:00Z</EndTime>
  <DBClusterId>pc-*****************</DBClusterId>
  <StartTime>2020-09-23T01:00:00Z</StartTime>
  <DBType>MySQL</DBType>
</DescribeDBClusterPerformanceResponse>

 JSON  格式

{
 "PerformanceKeys": {
  "PerformanceItem": [
   {
    "Measurement": "PolarDBDiskUsage",
    "MetricName": "mean_binlog_size",
    "Points": {
     "PerformanceItemValue": [
      {
       "Value": "0.00",
       "Timestamp": 160082280000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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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asurement": "PolarDBDiskUsage",
    "MetricName": "mean_data_size",
    "Points": {
     "PerformanceItemValue": [
      {
       "Value": "42.38",
       "Timestamp": 1600822800000
      }
     ]
    }
   },
   {
    "Measurement": "PolarDBDiskUsage",
    "MetricName": "mean_log_size",
    "Points": {
     "PerformanceItemValue": [
      {
       "Value": "4393.63",
       "Timestamp": 1600822800000
      }
     ]
    }
   },
   {
    "Measurement": "PolarDBDiskUsage",
    "MetricName": "mean_other_log_size",
    "Points": {
     "PerformanceItemValue": [
      {
       "Value": "1.63",
       "Timestamp": 1600822800000
      }
     ]
    }
   },
   {
    "Measurement": "PolarDBDiskUsage",
    "MetricName": "mean_redolog_size",
    "Points": {
     "PerformanceItemValue": [
      {
       "Value": "4096.00",
       "Timestamp": 1600822800000
      }
     ]
    }
   },
   {
    "Measurement": "PolarDBDiskUsage",
    "MetricName": "mean_sys_dir_size",
    "Points": {
     "PerformanceItemValue": [
      {
       "Value": "11.47",
       "Timestamp": 1600822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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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stamp": 1600822800000
      }
     ]
    }
   },
   {
    "Measurement": "PolarDBDiskUsage",
    "MetricName": "mean_tmp_dir_size",
    "Points": {
     "PerformanceItemValue": [
      {
       "Value": "0.00",
       "Timestamp": 1600822800000
      }
     ]
    }
   },
   {
    "Measurement": "PolarDBDiskUsage",
    "MetricName": "mean_undolog_size",
    "Points": {
     "PerformanceItemValue": [
      {
       "Value": "296.00",
       "Timestamp": 1600822800000
      }
     ]
    }
   }
  ]
 },
 "DBVersion": "8.0",
 "RequestId": "35D3E3DA-4650-407A-BFF5-59BFF1******",
 "EndTime": "2020-09-23T01:01:00Z",
 "DBClusterId": "pc-*****************",
 "StartTime": "2020-09-23T01:00:00Z",
 "DBType": "MySQL"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DescribeDBProxyPerformance接口查询PolarDB代理层（PolarProxy）的性能数据。

说明 说明 该接口仅支持PolarDB MySQL引擎。

调试调试

25.4. DescribeDBProxyPerformance25.4. DescribeDBProxy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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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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beDBProxyP
erformance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DBProxyPerf ormanceDescribeDBProxyPerf ormance。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Key String 是
PolarProxy_CpuUs
age

查询的性能指标，多个值间用英文逗号
（,）分隔，详细参数请参见性能参数表。

StartT ime String 是
2020-09-
23T01:01Z

查询开始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Z （UTC时间）。

EndTime String 是
2020-09-
24T02:08Z

查询结束时间。格式为  yyyy-MM-
ddTHH:mmZ （UTC时间）。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PerformanceKe
ys

Array of
PerformanceIte
m

集群性能数据列表。

PerformanceIte
m

MetricName String
service_connections
_ps

具体的性能指标度量名称。

Measurement String
PolarProxy_CpuUsag
e

性能指标。

Points
Array of
PerformanceIte
mValue

性能数据数组。

PerformanceIte
mValue

Value String 10 监控指标数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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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mestamp Long 1600822800000
监控指标的具体时间点，格式为时间戳，单位为
毫秒。

DBNodeId String pi-************* 数据库集群节点ID。

DBVersion String 8.0 兼容数据库版本。

EndTime String
2020-09-
23T01:01:00Z

查询结束时间。格式：  yyyy-MM-
ddTHH:mm:ssZ （UTC时间）。

RequestId String
35D3E3DA-4650-
407A-BFF5-
59BFF1******

请求ID。

StartT ime String
2020-09-
23T01:00:00Z

查询开始时间。格式：  yyyy-MM-
ddTHH:mm:ssZ （UTC时间）。

DBClusterId String pc-***************** 数据库集群ID。

DBType String MySQL 兼容数据库类型。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BProxyPerformance
&DBClusterId=pc-****************
&Key=PolarProxy_CpuUsage
&StartTime=2020-09-23T01:01Z
&EndTime=2020-09-24T02:08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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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beDBProxyPerformanceResponse>
    <PerformanceKeys>
        <MetricName>service_connections_ps</MetricName>
        <Measurement>PolarProxy_CpuUsage</Measurement>
        <Points>
            <Value>10</Value>
            <Timestamp>1600822800000</Timestamp>
        </Points>
        <DBNodeId>pi-*************</DBNodeId>
    </PerformanceKeys>
    <DBVersion>8.0</DBVersion>
    <EndTime>2020-09-23T01:01:00Z</EndTime>
    <RequestId>35D3E3DA-4650-407A-BFF5-59BFF1******</RequestId>
    <StartTime>2020-09-23T01:00:00Z</StartTime>
    <DBClusterId>pc-*****************</DBClusterId>
    <DBType>MySQL</DBType>
</DescribeDBProxyPerformance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PerformanceKeys" : [ {
    "MetricName" : "service_connections_ps",
    "Measurement" : "PolarProxy_CpuUsage",
    "Points" : [ {
      "Value" : "10",
      "Timestamp" : 1600822800000
    } ],
    "DBNodeId" : "pi-*************"
  } ],
  "DBVersion" : "8.0",
  "EndTime" : "2020-09-23T01:01:00Z",
  "RequestId" : "35D3E3DA-4650-407A-BFF5-59BFF1******",
  "StartTime" : "2020-09-23T01:00:00Z",
  "DBClusterId" : "pc-*****************",
  "DBType" : "MySQL"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ModifyDBClusterMonitor接口修改PolarDB集群的监控数据采集频率。

若监控频率为5秒/次：

当查询时间范围小于等于1小时，显示粒度为5秒。

25.5. ModifyDBClusterMonitor25.5. ModifyDBCluster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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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查询时间范围小于等于1天，显示粒度为1分钟。

当查询时间范围小于等于7天，显示粒度为10分钟。

当查询时间范围小于等于30天，显示粒度为1小时。

当查询范围大于30天，显示粒度为1天。

若监控频率为60秒/次：

当查询范围小于等于1天，显示粒度为1分钟。

当查询范围小于等于7天，显示粒度为10分钟。

当查询范围小于等于30天，显示粒度为1小时。

当查询范围大于30天，显示粒度为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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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ModifyDBCluster
Monitor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为Modif yDBClust erMonit orModif yDBClust erMonit or。

DBClusterId String 是 pc-**************** 集群ID。

Period String 是 5
监控的采集间隔，取值为55或6060，单位为
秒。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75B92353-73B4-
447B-8477-
C85F3C******

请求ID。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polar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DBClusterMonitor
&DBClusterId=pc-****************
&Period=5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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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yDBClusterMonitorResponse>
  <RequestId>75B92353-73B4-447B-8477-C85F3C******</RequestId>
</ModifyDBClusterMonitor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75B92353-73B4-447B-8477-C85F3C******"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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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错误公共错误

错误代码 描述 HTTP状态码

MissingParameter
The input parameter “parameter name” that is
mandatory for processing this request is not
supplied.

400

InvalidParameter
The specified parameter “Action or Version” is not
valid.

400

InvalidAccessKeyId.NotF
ound

The Access Key ID provide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404

IncompleteSignature
The request signature does not conform to Aliyun
standards.

400

IllegalT imestamp
The input parameter “Timestamp” that is
mandatory for processing this request is not
supplied.

400

InvalidOwnerId The specified OwnerId is not valid. 400

InvalidOwnerAccount The specified OwnerAccount is not valid. 400

InvalidOwner
OwnerId and OwnerAccount can’t  be used at one API
access.

400

Throttling Request was denied due to request throttling. 400

InvalidAction The specified action is not valid. 403

ActionUnauthorized The specified action is not available for you 403

UnsupportedHTTPMeth
od

This http method not supported. 403

UnsupportedParameter
The parameter ”<parameter name>” is not
supported.

400

Forbidden.ClusterNotFo
und

The specified DB Cluster does not exist. 404

Forbidden.RAM
The user is not authorized to operate the specified
resource, or this operation does not support RAM.

403

Forbedden.NotSupport
RAM

This action does not support accessed by RAM
mode.

403

26.附表26.附表
26.1. 客户端错误代码表26.1. 客户端错误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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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bidden.RiskControl
This operation is forbidden by Aliyun Risk Control
system.

403

InsufficientBalance Your account does not have enough balance. 400

Forbidden.Authenticatio
n

This operation is forbidden by Aliyun Realname
Authentication system.

403

Invalid<parameter
name>.ValueNotSuppor
ted

The specified parameter “parameter name” is not
valid.

400

Invalid<parameter
name>.Malformed

The specified parameter “parameter name n” is
not valid.

400

InvalidParameter
The specified parameter “ parameter name n “ is
not valid.

400

错误代码 描述 HTTP状态码

特定错误特定错误

错误代码 描述 HTTP状态码

InvalidRegionId.NotFoun
d

The DBClusterId provide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404

InvalidSecurityIPs.Duplic
ate

The Security IP address is not in the available range
or occupied.

400

InvalidSecurityIPsLength.
Malformed

The security IP address is beyond the available range
or is already used.

400

InvalidEngineVersionInRe
gion.NotAvailable

The EngineVersion in the Region is not available. 403

InvaildEngineInRegion.N
otAvailable

The Engine in the Region is not available. 403

OperationDenied The resource is out of usage. 403

RegionUnauthorized
There is no authority to create Cluster in the
specified region.

403

QuotaExceeded.CreateD
BCluster

The quota of create Cluster exceeds. 403

InvalidDBClusterId.NotFo
und

The specified DBClusterId does not exist. 404

OperationDenied.DBClus
terStatus

The operation is not permitted due to Cluster
status.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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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alidConnectionString
Prefix.Duplicate

The connection string is not in the available range or
occupied.

400

QuotaExceeded.SwitchT
ime

The quota of switch t ime exceed. 400

OperationDenied.LockM
ode

The operation is not permitted due to lock of
Cluster.

403

InvalidSecurityIps.Duplic
ate

The quota of security ip exceeds. 400

OperationDenied.Curren
tEngineVersion

The operation is not permitted due to specified
current version .

400

QuotaExceeded.DBNam
e

The quota of db exceeds. 400

InvalidDBName.Duplicat
e

The specified DB name is invalid or already exists. 400

InvalidParameter.Keywo
rd

The specified DBName is a reserved keyword. 400

OperationDenied.DBStat
us

The status of the database does not support this
operation.

403

OperationDenied.DBClus
terEngine

The operation is not permitted due to engine of
Cluster.

403

InvalidDBInfo.Malformed
The specified parameter “DBInfo” is not valid or
db not exist.

400

OperationDenied.Region
The operation is not permitted due to different
region.

403

OperationDenied.Engine
The operation is not permitted due to different
engine.

403

InvalidTaskId.NotFound The ImportId provide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400

OperationDenied.Incorre
ctTaskStatus

The operation is not permitted due to status of
import.

403

InvalidAccountName.key
word

The specified AccountName is a reserved keyword. 400

InvalidAccountName.Du
plicate

The specified AccountName already exists. 400

QuotaExceeded.Account
Name

The quota of account exceeds. 403

错误代码 描述 HTTP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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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Denied.Accou
ntStatus

The status of the account does not support this
operation.

403

InvalidDBName.NotFoun
d

The specified database does not exist. 404

OperationDenied.Accou
ntType

The operation is not permitted due to type of
account.

403

OperationDenied.Backup
JobExists

You cannot perform this operation; a backup job
exists.

403

OperationDenied.NoDat
abase

The operation is not permitted due to no database. 403

InvalidStartT imeAndEnd
Time.Malformed

The EndTime must be later than or equal to the
StartT ime.

400

OperationDenied.Backup
JobExists

You cannot perform this operation; a backup job
exists.

403

InvalidBackupId.NotFoun
d

The BackupId provide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404

OperationDenied.NotFo
undBackup

The operation is not permitted due to no backup. 403

OperationDenied.Backup
Status

The operation is not permitted due to type of
backup.

403

OperationDenied.Backup
Method

The operation is not permitted method of backup. 403

Forbidden.Authenticatio
n

The operation is forbidden by Aliyun Realname
Authentication System.

403

IncorrecttVpcId.Mismatc
h

The specified parameter “VpcId “ is not valid. 400

IntranetNetTypeNotExis
ts

Current DB Cluster net type does not support this
operation.

404

InvalidDBCluster.NotFou
nd

The DBClusterId provide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403

InvalidConnectionString.
Duplicate Specified

connection string or port want to be modified is the
same with current net type.

400

InvalidConnectionString
Prefix.Duplicated

The specified connection string already exists. 403

错误代码 描述 HTTP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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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alidCurrentConnectio
nString.NotFound

Specified current connection string doesn’t exist. 400

InvalidDBClusterId.NotFo
und

The specified DBClusterId does not exist. 400

InvalidDBClusterNetType
.NotFound

The Specified DB Cluster net type is not found. 404

InvalidEngineVersion.Mal
formed

The specified parameter “EngineVersion” is not
valid.

400

InvalidClusterNetworkTy
pe.ValueNotSupported

The specified parameter “ClusterNetworkType” is
not valid.

400

InvalidPort.Malformed Specified port is not valid. 400

InvalidPrivateIpAddress.
Duplicated

Specified private IP address is duplicated. 400

InvalidPrivateIpAddress.
Mismatch

Specified private IP address is not in the CIDR block
of virtual switch.

400

InvalidVPCId.NotFound
The specified connection string or port does not
match the current network type.

400

InvalidVSwitchId.Mismat
ch

Specified Cluster and virtual switch are not in the
same zone.

400

InvalidVSwitchId.NotFou
nd

Specified virtual switch is not found in specified VPC. 400

NetTypeExists Specified net type already existed. 400

NetTypeExists Specified public net type already existed. 403

OperationDenied.DBClus
terNetType

The network type of the specified Cluster does not
support this operation.

403

OperationDenied.LockM
ode

The Cluster is locked. 403

OperationDenied
The requested resource is sold out in the specified
zone; try other types of resources or other regions
and zones.

403

OperationDenied The vpc cloudClusterIp is use, please check params. 406

OperationDenied The vpc service is error, please check params. 400

PublicConnectionExists PublicConnection exists. 403

错误代码 描述 HTTP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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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rrectDBClusterState
CurrentDB Cluster state does not support this
operation.

403

IncorrectDBClusterLockM
ode

CurrentDB Cluster lock mode does not support this
operation.

400

EngineVersionNotSuppo
rted

EngineVersion specified cannot be replicate with the
source DB Cluster.

400

EngineNotSupported
Engine specified cannot be supported the
operation..

400

错误代码 描述 HTTP状态码

本文汇总了PolarDB的集群状态供您参考。

名称 状态

Creating 创建中

Running 运行中

Deleting 释放中

Deleted 已释放

Rebooting 重启中

INS_MAINTAINING 集群维护中

Switching 主备节点切换中

DBNodeCreating 正在增加节点

DBNodeDeleting 正在删除节点

ClassChanging 正在变更节点规格

NetAddressCreating 正在创建访问地址

NetAddressDeleting 正在删除访问地址

NetAddressModifying 正在修改访问地址

MinorVersionUpgrading 内核版本升级中

STORAGE_EXPANDIN 正在扩容磁盘

UPGRADE_FORBIDDEN 临时禁止升级

TRANSING 正在迁移可用区

26.2. 集群状态表26.2. 集群状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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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L_MODIFYING 正在修改SSL

TDEModifying 正在加密TDE

CONFIG_SWITCHING 正在切换自定义集群地址配置

ROLE_SWITCHING 正在切换自定义集群地址角色

名称 状态

本文为您介绍PolarDB支持的字符集表。

PolarDB MySQL引擎支持的字符集PolarDB MySQL引擎支持的字符集

字符集 字符集

utf8 geostd8

gbk greek

utf8mb4 hebrew

latin1 hp8

euckr keybcs2

armscii8 koi8r

ascii koi8u

big5 latin2

binary latin5

cp1250 latin7

cp1251 macce

cp1256 macroman

cp1257 sjis

cp850 swe7

cp852 tis620

cp866 ucs2

cp932 ujis

dec8 utf16

26.3. 字符集表26.3. 字符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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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cjpms utf16le

gb2312 utf32

字符集 字符集

PolarDB PostgreSQL引擎和PolarDB O引擎的字符集PolarDB PostgreSQL引擎和PolarDB O引擎的字符集

字符集 字符集 字符集

sql_ascii latin5 win866

euc_jp latin6 win874

euc_cn latin7 win1250

euc_kr latin8 win1251

euc_tw latin9 win1252

euc_jis_2004 latin10 win1253

utf8 koi8r win1254

mule_internal koi8u win1255

latin1 iso_8859_5 win1256

latin2 iso_8859_6 win1257

latin3 iso_8859_7 win1258

latin4 iso_8859_8

本文介绍云数据库PolarDB的性能指标监控。

PolarDB MySQL引擎性能指标监控项PolarDB MySQL引擎性能指标监控项

性能指标 监控项 数据类型 单位 描述

PolarDBDiskUsage

mean_data_size double MB 数据占用的存储量。

mean_log_size double MB 日志占用的存储量。

mean_sys_dir_size double MB 系统占用的存储量。

mean_tmp_dir_size double MB 临时文件占用的存储量。

mean_redolog_size double MB Redolog占用的存储量。

26.4. 性能指标监控26.4. 性能指标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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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_binlog_size double MB Binlog占用的存储量。

mean_other_log_size double MB 其他日志大小。

mean_undolog_size double MB Undolog使用量。

PolarDBQPSTPS

mean_qps double 次 每秒钟请求数。

mean_tps double 次 每秒钟事务数。

mean_mps double 次 每秒钟操作数。

PolarDBCPU cpu_ratio double 百分比 CPU使用率（%）。

PolarDBMemory mem_ratio double 百分比 内存使用率（%）。

PolarDBConnections
mean_active_session double 个 活跃连接数。

mean_total_session double 个 当前总连接数。

PolarDBNetworkTraffi
c

mean_input_traffic double KB/s 每秒输入流量。

mean_output_traffic double KB/s 每秒输出流量。

PolarDBInnoDBBufferR
atio

mean_innodb_buffer_
dirty_ratio

double 百分比 缓冲池脏块率（%）。

mean_innodb_buffer_r
ead_hit

double 百分比 缓冲池的读命中率（%）。

mean_innodb_buffer_
use_ratio

double 百分比 缓冲池的利用率（%）。

PolarDBInnoDBDataRea
dWrite

mean_innodb_data_re
ad

double Byte 每秒从存储引擎读取数据量。

mean_innodb_data_w
ritten

double Byte 每秒往存储引擎写入数据量。

PolarDBInnoDBBufferR
equests

mean_innodb_buffer_
pool_read_requests

double 次 每秒缓冲池读次数。

mean_innodb_buffer_
pool_write_requests

double 次 每秒缓冲池写次数。

PolarDBInnoDBLogWrit
es

mean_innodb_log_wri
te_requests

double 次 每秒日志物理写次数。

mean_innodb_os_log_
fsyncs

double 次 每秒同步次数。

性能指标 监控项 数据类型 单位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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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arDBCreatedTempD
iskTable

mean_created_tmp_di
sk_tables

double 个 每秒创建临时表个数。

PolarDBCOMDML

mean_com_delete double 个 每秒DELETE数。

mean_com_delete_mu
lti

double 个 每秒Multi-DELETE数。

mean_com_insert double 个 每秒INSERT数。

mean_com_insert_sele
ct

double 个 每秒INSERT_SELECT数。

mean_com_replace double 个 每秒REPLACE数。

mean_com_replace_se
lect

double 个 每秒REPLACE_SELECT数。

mean_com_select double 个 每秒SELECT数。

mean_com_update double 个 每秒UPDATE数。

mean_com_update_m
ulti

double 个 每秒Multi-UPDATE数。

PolarDBRowDML

mean_innodb_rows_d
eleted

double 行 每秒删除的行数。

mean_innodb_rows_in
serted

double 行 每秒插入的行数。

mean_innodb_rows_re
ad

double 行 每秒读取的行数。

mean_innodb_rows_u
pdated

double 行 每秒更新的行数。

PolarDBIOSTAT

mean_iops_r double 次/秒 读IOPS。

mean_iops_w double 次/秒 写IOPS。

mean_iops double 次/秒 总IOPS。

mean_io_throughput_r double MB 读I/O吞吐量。

mean_io_throughput_
w

double MB 写I/O吞吐量。

mean_io_throughput double MB 总I/O吞吐量。

PolarDBReplicaLag
mean_replication_dela
y

double 秒 复制延迟。

性能指标 监控项 数据类型 单位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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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arDB PostgreSQL引擎和PolarDB O引擎性能指标监控项PolarDB PostgreSQL引擎和PolarDB O引擎性能指标监控项

性能指标 监控项 数据类型 单位 描述

PolarDBConnections

mean_total_session double 个 当前连接总数。

mean_active_session double 个 当前活跃连接数。

mean_waiting_connec
tion

double 个 当前处于等待状态的连接数。

mean_idle_connection double 个
当前处于空闲会话状态的连接
数。

PolarDBRowDML

mean_tup_returned_d
elta

double 行 每秒全表扫描记录数。

mean_tup_fetched_de
lta

double 行 每秒索引扫描回表记录数。

mean_tup_inserted_d
elta

double 行 每秒INSERT记录数。

mean_tup_updated_d
elta

double 行 每秒UPDATE记录数。

mean_tup_deleted_de
lta

double 行 每秒DELETE记录数。

PolarDBTransaction

mean_active_transacti
ons

double 个 活跃事务数。

mean_waiting_transac
tions

double 个 等待事务数。

mean_idle_transaction
s

double 个 空闲事务数。

mean_long_idle_trans
actions

double 个 空闲长事务数量。

mean_long_transactio
ns

double 个 长事务数量。

mean_two_pc_transac
tions

double 个 两阶段事务数量。

mean_long_two_pc_tr
ansactions

double 个 两阶段长事务数量。

mean_tps double 次 每秒钟事务数。

mean_commits_delta double 次 每秒提交事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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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arDBQPSTPS

mean_rollbacks_delta double 次 每秒回滚事务数。

mean_deadlocks_delt
a

double 次 每秒死锁数量。

PolarDBBuffer

mean_blks_read_delta double 个 每秒块读取数。

mean_blks_hit_delta double 个 每秒块命中数。

mean_hit_ratio double 百分比 块命中率。

mean_buffers_clean double 个
累积Checkpoint后端写入缓存
数。

mean_buffers_backen
d

double 个 累积Backend缓存写入数。

mean_buffers_backen
d_fsync

double 个 累积Backend fsync数。

mean_buffers_alloc double 个 累积缓存分配数。

PolarDBVacuum mean_db_age double xids
当前事务ID和最早不能回收的事
务ID之间的差值。

PolarDBTemp
mean_temp_files double 个 每秒临时文件生成个数。

mean_temp_bytes double Bytes 每秒临时文件数据生成数。

PolarDBCPU

cpu_ratio double 百分比 CPU使用率。

cpu_user_ratio double 百分比 用户态CPU使用率。

cpu_sys_ratio double 百分比 系统态CPU使用率。

PolarDBMemory mem_ratio double 百分比 内存使用率。

PolarDBDiskUsage

mean_ins_total_size double MB polarstore实例空间使用量。

mean_data_size double MB
polarstore用户数据总使用
量。

mean_wal_size double MB
polarstore wal日志空间使用
量。

mean_tmp_size double MB 临时空间使用量。

mean_log_size double MB 本地日志使用量。

mean_iops_r double 次/秒 读IOPS。

mean_iops_w double 次/秒 写IOPS。

性能指标 监控项 数据类型 单位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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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arDBIOSTAT mean_iops double 次/秒 总IOPS。

mean_io_throughput_r double MB 读I/O吞吐量。

mean_io_throughput_
w

double MB 写I/O吞吐量。

mean_io_throughput double MB 总I/O吞吐量。

性能指标 监控项 数据类型 单位 描述

PolarProxy性能指标监控项PolarProxy性能指标监控项

性能指标 监控项 数据类型 单位 描述

PolarProxy_CpuUsage docker_container_cpu double 百分比
PolarDB代理层（PolarProxy）
的CPU使用率。

PolarProxy_Cps
service_connections_p
s

double 个/秒
PolarDB代理层（PolarProxy）
的每秒新增连接数。

PolarProxy_CurrentCon
ns

service_current_conne
ctions

double 个
PolarDB代理层（PolarProxy）
的当前连接数。

PolarProxy_UpFlows
service_upstream_netf
low

double KB/s
PolarDB代理层（PolarProxy）
的每秒输入流量。

PolarProxy_DownFlow
s

service_downstream_
netflow

double KB/s
PolarDB代理层（PolarProxy）
的每秒输出流量。

PolarProxy_Qps service_queries double 次/秒
PolarDB代理层（PolarProxy）
的每秒请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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