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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约定
格式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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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类警⽰信息可能导致系统重⼤变更甚
⾄故障，或者导致⼈⾝伤害等结果。

⽤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等，不
是⽤⼾必须了解的内容。

样例
禁⽌:

重置操作将丢失⽤⼾配置数据。
警告: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所需
时间约10分钟。
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Ctrl + A选中全部⽂件。

>

多级菜单递进。

设置 > ⽹络 > 设置⽹络类型

courier

命令。

执⾏ cd /d C:/windows 命令，进

斜斜

表⽰参数、变量。

bae log list --instanceid

粗体
字体

[]或者[a|b
]

表⽰按键、菜单、⻚⾯名称等UI元素。 单击 确定。

表⽰可选项，⾄多选择⼀个。

{}或者{a|b 表⽰必选项，⾄多选择⼀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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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系统⽂件夹。
Instance_ID
ipconfig [-all|-t]

swich {stand | sl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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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PI概览

全站加速提供以下相关API接口。

域名配置接⼝
API

描述

DescribeDcdnDomainConﬁgs调⽤DescribeDcdnDomainConﬁgs查询域名配置，⼀次可查
询多个功能配置。
BatchDeleteDcdnDomainConﬁgs
调⽤BatchDeleteDcdnDomainConﬁgs批量删除域名配置。

BatchSetDcdnDomainConﬁgs调⽤BatchSetDcdnDomainConﬁgs实现域名批量配置功能。
DeleteDcdnSpeciﬁcConﬁg
数据监控接⼝
API

调⽤DeleteDcdnSpeciﬁcConﬁg指定删除某个域名的某个配
置。

描述

DescribeDcdnDomainPvData调⽤DescribeDcdnDomainPvData获取加速域名最小1小时
粒度的PV⻚⾯访问统计。
DescribeDcdnDomainHttpCode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HttpCodeData获取加速域名最
小5分钟粒度的HTTP返回码占⽐数据。

DescribeDcdnDomainTopReferVisit
调⽤DescribeDcdnDomainTopReferVisit获取加速域名某天
的热⻔⻚⾯引⽤次数排名。
DescribeDcdnDomainUvData调⽤DescribeDcdnDomainUvData获取加速域名最小1小时
粒度的UV⻚⾯独⽴访问统计。

DescribeDcdnDomainRegion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RegionData获取加速域名天粒度
的⽤⼾区域分布数据统计。

DescribeDcdnTopDomainsByFlow
调⽤DescribeDcdnTopDomainsByFlow获取⽤⼾按流量排名
的域名。
DescribeDcdnDomainHitRate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HitRateData获取加速域名的命
中率。

DescribeDcdnDomainTopUrlVisit
调⽤DescribeDcdnDomainTopUrlVisit获取加速域名某天内
的热⻔URL列表。
DescribeDcdnUserQuota

调⽤DescribeDcdnUserQuota查询⽤⼾资源上限及已使⽤情
况。

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SrcTraﬃc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SrcTraﬃcData获取加
速域名的1分钟回源流量监控数据，单位bit。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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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Qps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QpsData获取域名1分
钟粒度每秒访问次数数据。
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SrcBps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SrcBpsData获取域名
⼀分钟粒度回源带宽数据。

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HttpCode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HttpCodeData获取加
速域名1分钟粒度的HTTP返回码占⽐数据。
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ByteHitRate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ByteHitRateData获
取域名1分钟粒度字节命中率数据。

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Bps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BpsData获取域名1分
钟粒度带宽数据。

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ReqHitRate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ReqHitRateData获取
域名1分钟粒度请求命中率数据。
DescribeDcdnDomainIsp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IspData获取加速域名天粒度的⽤
⼾运营商分布数据统计。
DescribeDcdnDomainQps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QpsData获取加速域名的每秒访
问次数QPS。
DescribeDcdnDomainBps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BpsData获取加速域名的⽹络带
宽监控数据。

DescribeDcdnDomainTraﬃc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TraﬃcData获取加速域名的⽹络
流量监控数据，单位：byte。
DescribeDcdnDomainOriginBps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OriginBpsData获取加速域名的
回源带宽监控数据。

DescribeDcdnDomainOriginTraﬃc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OriginTraﬃcData获取加速域名
的回源流量监控数据，单位：bit。
DescribeDcdnDomainWebsocketHttpCode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WebsocketHttpCodeData获取
加速域名websocket协议的最小5分钟粒度的HTTP返回码占⽐
数据。

DescribeDcdnDomainWebsocketBps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WebsocketBpsData获取加速域
名websocket协议的⽹络带宽监控数据。

DescribeDcdnDomainIpaBps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IpaBpsData获取加速域名四层加
速的⽹络带宽监控数据。

DescribeDcdnDomainWebsocketTraﬃc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WebsocketTraﬃcData获取加速
域名的 websocket ⽹络流量监控数据，单位：byte。
DescribeDcdnDomainIpaTraﬃc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IpaTraﬃcData获取加速域名的
四层加速⽹络流量监控数据，单位：b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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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描述

UpdateDcdnDomain

调⽤UpdateDcdnDomain修改加速域名。

StartDcdnDomain

DeleteDcdnDomain

BatchStopDcdnDomain

BatchStartDcdnDomain
StopDcdnDomain
AddDcdnDomain

调⽤StartDcdnDomain启⽤状态为停⽤的加速域名，将
DomainStatus变更为online。
调⽤DeleteDcdnDomain删除已添加的加速域名。
停⽤加速域名，将DomainStatus变更为oﬄine。

调⽤BatchStartDcdnDomain启⽤状态为“”停⽤“”的加速
域名，将DomainStatus变更为online。

调⽤StopDcdnDomain停⽤某个加速域名，将DomainStatus
变更为oﬄine。
调⽤AddDcdnDomain添加全站加速域名，⼀次只能提交⼀个
加速域名。

DescribeDcdnDomainCname调⽤DescribeDcdnDomainCname检测⽤⼾是否完成Cname
，⽀持多个域名。
DescribeDcdnDomainCertiﬁcateInfo
调⽤DescribeDcdnDomainCertiﬁcateInfo获取指定加速域
名证书信息。
SetDcdnDomainCertiﬁcate 调⽤SetDcdnDomainCertiﬁcate设置某域名下证书功能是否
启⽤，以及修改证书信息。

DescribeDcdnUserDomains 调⽤DescribeDcdnUserDomains查询⽤⼾名下所有的全站加
速域名。⽀持域名模糊匹配过滤和域名状态过滤。

DescribeDcdnDomainDetail 调⽤DescribeDcdnDomainDetail获取指定加速域名配置的基
本信息。
DescribeDcdnCertiﬁcateDetail
调⽤DescribeDcdnCertiﬁcateDetail获取证书详细信息。
DescribeDcdnCertiﬁcateList 调⽤DescribeDcdnCertiﬁcateList获取证书列表信息。
⽇志类接⼝
API

DescribeDcdnDomainLog
服务类接⼝
API

DescribeUserDcdnStatus
⽂档版本：20190906

描述

调⽤DescribeDcdnDomainLog获取指定域名的原始访问⽇志
的下载地址。

描述

调⽤DescribeUserDcdnStatus查询全站加速是否开通，是否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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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描述

DescribeDcdnService

调⽤DescribeDcdnService查询DCDN服务状态。包括：当前
计费类型、服务开通时间、下次⽣效的计费类型、当前业务状态

DescribeDcdnUserResourcePackage
调⽤DescribeDcdnUserResourcePackage查询DCDN⽤⼾
当前流量包。
等。
刷新预热接⼝
API

描述

RefreshDcdnObjectCaches

调⽤RefreshDcdnObjectCaches刷新节点上的⽂件内容，刷
新指定URL内容⾄Cache节点。⽀持URL批量刷新。

DescribeDcdnRefreshTasks 调⽤DescribeDcdnRefreshTasks查询刷新、预热状态是否在
全⽹⽣效。

PreloadDcdnObjectCaches

调⽤PreloadDcdnObjectCaches将源站的内容主动预热到L2
Cache节点上，⽤⼾⾸次访问可直接命中缓存，缓解源站压⼒。

DescribeDcdnRefreshQuota 调⽤DescribeDcdnRefreshQuota查询当⽇剩余刷新、预热
URL及⽬录的次数。
IPA接⼝

API

描述

StopDcdnIpaDomain

调⽤StopDcdnIpaDomain停⽤某个加速域名，将
DomainStatus变更为oﬄine。

DescribeDcdnIpaDomainConﬁgs
调⽤DescribeDcdnIpaDomainConﬁgs查询域名配置，⼀次
可查询过个功能配置。

DescribeUserDcdnIpaStatus 调⽤DescribeUserDcdnIpaStatus查询全站加速IPA是否开
通，是否⽋费。
DescribeDcdnIpaService

调⽤DescribeDcdnIpaService查询全站加速ipa服务状态。包
括：当前计费类型，服务开通时间，下次⽣效的计费类型，当前
业务状态等。

ModifyDCdnDomainSchdmByProperty
调⽤ModifyDCdnDomainSchdmByProperty修改加速域
名。
UpdateDcdnIpaDomain

调⽤UpdateDcdnIpaDomain修改加速域名。

StartDcdnIpaDomain

调⽤StartDcdnIpaDomain启⽤状态为停⽤的加速域名，将
DomainStatus变更为online。

DeleteDcdnIpaDomai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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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调⽤AddDcdnIpaDomain添加IP4层应⽤加速域名，⼀次只能
提交⼀个加速域名。

BatchSetDcdnIpaDomainConﬁgs
调⽤BatchSetDcdnIpaDomainConﬁgsIP4层应⽤加速域名批
量配置。

DescribeDcdnIpaUserDomains
调⽤DescribeDcdnIpaUserDomains查询⽤⼾名下所有的IP4
层应⽤加速域名。
DescribeDcdnIpaDomainDetail
调⽤DescribeDcdnIpaDomainDetail获取指定加速域名配置
的基本信息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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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式

DCDN接口调⽤通过向API接口的服务端地址发送HTTP GET请求，并按照接口说明在请求中加⼊
相应请求参数，调⽤后系统会返回处理结果。

请求结构

DCDN的API是RPC⻛格，您可以通过发送HTTP GET请求调⽤API。DCD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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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及返
回结果都使⽤UTF-8字符集进⾏编码，请求结构如下所⽰。

https://Endpoint/?Action=xx&Version=xx&Parameters
• Endpoint：DCDN API的服务接⼊地址为DCDN.aliyuncs.com。
• Action：要执⾏的操作，调⽤AddDcdnomain添加加速域名。

• Version：要使⽤的API版本，⽬前DCDN的API版本是2018-01-15。

• Parameters：请求参数，每个参数之间⽤&分隔。请求参数由公共请求参数和API⾃定义参数
组成。公共参数中包含API版本号、⾝份验证等信息，详情请参⻅公共参数。

下⾯是⼀个调⽤AddDcdnomain添加全站加速域名的⽰例：
说明:

为了⽅便您的查看，本⽂档中的⽰例都做了格式化处理。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AddDDCDNDomain
&DomainName=example.com
&Format=XML
&Sources=[{"content":"1.1.1.1","type":"ipaddr","priority":"20","port":
80}]
&AccessKeyId=xxx
&SignatureMethod=HMAC-SHA1
&SignatureNonce=3ee8c1b8-83d3-44af-a94f-4e0ad82fd6cf
&Version=2018-01-15
&SignatureVersion=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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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共参数

公共参数包含公共请求参数和公共返回参数。DCDN API接口的调⽤是通过向API接口的服务端地
址发送HTTP GET请求，并按照接口说明在请求中加⼊相应请求参数完成的。根据请求的处理情
况，系统会返回处理结果。
说明:

为了便于您的查看，本⽂档中的⽰例都做了格式化处理。

名称

类型

描述

Format

String

是否必选

Version

String

是

API版本号，为⽇期形式：YYYYMM-DD，本版本对应为2018-01-15

否

AccessKeyId

String

是

Signature

String

是

SignatureM

String

是

String

是

ethod
Timestamp

SignatureV
ersion
SignatureN
once

String

是

String

是

返回值的类型，⽀持JSON与XML
，默认为XML。
。

阿⾥云颁发给您的访问服务所⽤的密
钥ID。
签名结果串，关于签名的计算⽅
法，请参⻅#unique_71。

签名⽅式，⽬前⽀持HMAC-SH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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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0T12:00
:00Z（为北京时间2018年5⽉10⽇20
点0分0秒）。
签名算法版本，⽬前版本是1.0。

唯⼀随机数，⽤于防⽌⽹络重放攻
击。您在不同请求间要使⽤不同的随
机数值。

请求⽰例
https://dcdn.aliyuncs.com/?Format=xml
&Version=2018-01-15
&Signature=Pc5WB8gokVn0xfeu%2FZV%2BiNM1dgI%3D
&SignatureMethod=HMAC-SHA1
&SignatureNonce=15215528852396&SignatureVersion=1.0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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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KeyId=key-test
&Timestamp=2018-05-10T12:00:00Z
公共返回参数

API返回结果采⽤统⼀格式，返回2xx HTTP状态码代表调⽤成功；返回4xx或5xx HTTP状态码

代表调⽤失败。调⽤成功返回的数据格式有XML和JSON两种，可以在发送请求时指定返回的数据
格式，默认为XML格式。

每次接口调⽤，⽆论成功与否，系统都会返回⼀个唯⼀识别码RequestId。
XML返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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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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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API返回4xx或者5xx HTTP状态码代表调⽤失败，并返回请求ID、HostId、错误代码和错误
信息。

您可以根据接口错误码排查错误，详情请参⻅全站加速错误码。当您⽆法排查错误时，可以提交⼯
单联系我们，并在⼯单中注明服务节点HostId和RequestId。
XML返回⽰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Error><RequestId>8906582E-6722-409A-A6C4-0E7863B733A5</RequestId>
<HostId>dcdn.aliyuncs.com</HostId>
<Code>OperationDenied</Code>
<Message>The specified action is not supported.</Message></Error>
JSON返回⽰例
{
“RequestId”: “8906582E-6722-409A-A6C4-0E7863B733A5”,
“HostId”: “dcdn.aliyuncs.com”,
“Code”: “OperationDenied”,
“Message”: “The specified action is not supported.”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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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域名配置接⼝
4.1 DescribeDcdnDomainConﬁgs
调试

调⽤DescribeDcdnDomainConﬁgs查询域名配置，⼀次可查询多个功能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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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DomainName

String

是

FunctionNa

String

是

mes

⽰例值

DescribeDc
dnDomainCo
nﬁgs

example.com
ﬁletype_b
ased_ttl_set
,set_req_ho
st_header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scribeDcdnDomainConﬁgs。
您的加速域名。
功能列表名称，⽤逗号（,）分隔。

功能说明如下所⽰。
名称

说明

referer_white_list_set

refer⽩名单

referer_black_list_set

refer⿊名单

ﬁletype_based_ttl_set

⽂件过期时间设置

path_based_ttl_set

⽬录过期时间设置

cc_defense

防CC攻击

oss_auth

OSS鉴权Bucket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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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ip_black_list_set

IP⿊名单

ip_white_list_set

IP⽩名单

error_page

错误⻚⾯重定向

tesla

⻚⾯优化加速

set_req_host_header

修改回源host头

set_req_header

修改回源⾃定义头

set_hashkey_args

忽略url参数

aliauth

阿⾥鉴权

set_resp_header

设置响应头（浏览器端可⻅）

video_seek

视频切⽚拖拽开关

range

Range请求功能

gzip

⻚⾯Gzip优化

https_force

强制HTTPS跳转

http_force

强制HTTP跳转

alilive

视频直播配置

返回数据

名称

DomainConf
igs
ConﬁgId

FunctionArg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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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例值

描述
域名配置。

String

5068995

配置ID。
Function配置。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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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例值
ttl

ArgValue

String

13

FunctionNa
me

String

set_req_ho
st_header

Status

String

RequestId

String

success

F8AA0364-0FDB
-4AD5-AC74D69FAB8924ED

⽰例

描述
配置名称。
配置值。
Function名称。
状态，包括success、testing、failed、
conﬁguring。
请求ID。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DomainConfigs
&DomainName=example.com
&FunctionNames=filetype_based_ttl_set,set_req_host_header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DomainConfigsResponse>
<RequestId>F8AA0364-0FDB-4AD5-AC74-D69FAB8924ED</RequestId>
<DomainConfigs>
<DomainConfig>
<FunctionArgs>
<FunctionArg>
<ArgName>domain_name</ArgName>
<ArgValue>testdcdn3.cdnpe.com</ArgValue>
</FunctionArg>
</FunctionArgs>
<ConfigId>5003576</ConfigId>
<FunctionName>set_req_host_header</FunctionName>
</DomainConfig>
<DomainConfig>
<FunctionArgs>
<FunctionArg>
<ArgName>file_type</ArgName>
<ArgValue>txt</ArgValue>
</FunctionArg>
<FunctionArg>
<ArgName>ttl</ArgName>
<ArgValue>13</ArgValue>
</FunctionArg>
<FunctionArg>
<ArgName>weight</ArgName>
<ArgValue>8</ArgValue>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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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rg>
</FunctionArgs>
<ConfigId>5068995</ConfigId>
<FunctionName>filetype_based_ttl_set</FunctionName>
</DomainConfig>
</DomainConfigs>
</DescribeDcdnDomainConfig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F8AA0364-0FDB-4AD5-AC74-D69FAB8924ED",
"DomainConfigs":{
"DomainConfig":[
{
"FunctionArgs":{
"FunctionArg":[
{
"ArgName":"domain_name",
"ArgValue":"testdcdn3.cdnpe.com"
}
]
},
"FunctionName":"set_req_host_header",
"ConfigId":5003576
},
{
"FunctionArgs":{
"FunctionArg":[
{
"ArgName":"file_type",
"ArgValue":"txt"
},
{
"ArgName":"ttl",
"ArgValue":"13"
},
{
"ArgName":"weight",
"ArgValue":"8"
}
]
},
"FunctionName":"filetype_based_ttl_set",
"ConfigId":5068995
}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Invalid%s.
ValueNotSu
pported

错误信息

FunctionName [%s] is not
supported.

描述

不⽀持该配置，请重新查询。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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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BatchDeleteDcdnDomainConﬁgs
调试

调⽤BatchDeleteDcdnDomainConﬁgs批量删除域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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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BatchDelet
eDcdnDomai
nConﬁgs

DomainNames

FunctionNa
mes

String

是

example.com

String

是

referer_wh
ite_list_set,
https_force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BatchDeleteDcdnDomai
nConﬁgs。

您的加速域名，多个⽤逗号（,）分
隔。

功能列表名称，⽤逗号（,）分隔。

功能说明
名称

说明

referer_white_list_set

refer⽩名单

referer_black_list_set

refer⿊名单

ﬁletype_based_ttl_set

⽂件过期时间设置

path_based_ttl_set

⽬录过期时间设置

cc_defense

防CC攻击

oss_auth

OSS鉴权Bucket

ip_black_list_set

IP⿊名单

ip_white_list_set

IP⽩名单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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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error_page

错误⻚⾯重定向

tesla

⻚⾯优化加速

set_req_host_header

修改回源⾃定义头

set_hashkey_args

忽略url参数

aliauth

阿⾥鉴权

set_resp_header

设置响应头（浏览器端可⻅）

video_seek

视频切⽚拖拽开关

range

Range请求功能

gzip

⻚⾯Gzip优化

https_force

强制HTTPS跳转

http_force

强制HTTP跳转

alilive

视频直播配置

forward_scheme

⾃适应回源

返回数据

名称

RequestId

类型

String

⽰例值

04F0F334-1335
-436C-A1D76C044FE73368

⽰例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BatchDeleteDcdnDomainConfigs
&DomainNames=example.com
&FunctionNames=referer_white_list_set,https_forc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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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BatchDeleteDcdnDomainConfigsResponse>
<RequestId>04F0F334-1335-436C-A1D7-6C044FE73368</RequestId>
</BatchDeleteDcdnDomainConfig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04F0F334-1335-436C-A1D7-6C044FE73368"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错误信息

Invalid%s.
ValueNotSu

FunctionName [%s] is not
supported.

pported

描述

不⽀持该配置，请重新查询。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4.3 BatchSetDcdnDomainConﬁgs
调试

调⽤BatchSetDcdnDomainConﬁgs实现域名批量配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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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DomainNames

⽂档版本：20190906

类型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是

⽰例值

BatchSetDc
dnDomainCo
nﬁgs

example.com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BatchSetDcdnDomainConﬁgs。
您的加速域名，多个⽤逗号（,）分
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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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functionAr
gs":[{"

argName":"
domain_nam
e","argValue":"
api.hellodtwor
ld.com"}],"
functionName

描述
功能列表。

":"set_req_ho
st_header"}]

Functions功能说明：所有参数值均按照字符串类型处理。

某些功能，如ﬁletype_based_ttl_set，可以设置多条纪录，当需要更新其中某条纪录时，可
通过该条纪录的conﬁgId来指定。{"functionArgs":[{"argName":"ﬁle_type","argValue
":"jpg"},{"argName":"ttl","argValue":"18"},{"argName":"weight","argValue":"30
"},"functionName":"ﬁletype_based_ttl_set","conﬁgId":5068995}]
功能列表如下所⽰。
名称

参数

referer_white_list_set：refer⽩名单

refer_domain_allow_list：⽩名单列表，多
个逗号（,）分隔。

allow_empty：是否允许空refer进⼊，取值范
围：on/oﬀ。
referer_black_list_set：refer⿊名单

refer_domain_deny_list：⿊名单列表，多个
逗号（,）分隔。

allow_empty：是否允许空refer进⼊，取值范
围：on/oﬀ。
ﬁletype_based_ttl_set：⽂件过期时间设置

ttl：cache时间，单位：秒。

ﬁle_type：⽀持多个⽂件类型。⽤逗号（,）隔
开。例如：txt,jpg。weight：权重。取值范
围：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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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

path_based_ttl_set：⽬录过期时间设置

ttl：cache时间，单位：秒。

path：⽬录，必须以正斜线（/）开头。
weight：权重。取值范围：1~99。

oss_auth：OSS鉴权Bucket

oss_bucket_id：⽤⼾bucket地址。

ip_black_list_set：IP⿊名单

ip_list：IP列表多个⽤逗号（,）隔开。

ip_allow_list_set：IP⽩名单

ip_list：IP列表多个⽤逗号（,）隔开。

ip_white_list_set：TMD免拦截

ip_list：IP列表多个⽤逗号（,）隔开。

error_page：错误⻚⾯重定向

error_code：错误码。rewrite_page：重定

set_req_host_header：修改回源⾃定义头

domain_name：回源Host头内容。

set_hashkey_args：忽略url参数

hashkey_args：保留参数的列表，多个⽤逗

向⻚⾯。

号（,）分隔。

disable：disable等于on表⽰忽略所有参
数，等于oﬀ表⽰不忽略。
aliauth：阿⾥鉴权

auth_type：鉴权类型。取值范围：”

no_auth”、”type_a”、”type_b”、”
type_c”

auth_key1：鉴权key1。auth_key2：鉴权
key2。

ali_auth_delta：⾃定义鉴权缓冲时间。
set_resp_header：设置响应头（浏览器端可

key：响应头。value：响应头内容，删除填写

https_force：强制HTTPS跳转

enable：功能开关，取值范围：on/oﬀ。

http_force：强制HTTP跳转

enable：功能开关，取值范围：on/oﬀ。

⻅）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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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

https_option：HTTPS基础参数

http2：http2开关，取值范围：on/oﬀ。

l2_oss_key：L2 OSS 回源私钥

private_oss_auth：是否开启私有oss鉴权功

forward_scheme：swift⾃适应回源

enable：开关，取值范围：on/oﬀ。

能，取值范围：on/oﬀ。

scheme_origin：回源站协议，⽀持http、
https和follow。

green_manager 鉴⻩功能

enable：是否开启鉴⻩功能，取值范围：on/

tmd_signature：TMD⾃定义规则

name：规则名称，域名内不可重复。

oﬀ。

path：可重复，需校验uri路径合法性。

pathType：匹配规则。0表⽰前缀匹配，1表⽰

完全匹配。interval：监测时⻓，单位秒，参数
限制必须≥10。

count：单IP访问次数。

action：阻断类型。0表⽰封禁，1表⽰⼈机识
别。ttl：阻断时⻓。单位：秒。
dynamic：全站加速相关配置

enable：开关。必填，⽀持on/oﬀ。

static_route_type：静态加速⽂件后缀。
static_route_url：静态加速URI。

static_route_path：静态加速PATH。

dynamic_route_origin：回源路由scheme
，⽀持http、https和fo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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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RequestId

String

⽰例值

04F0F334-1335
-436C-A1D76C044FE73368

⽰例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BatchSetDcdnDomainConfigs
&DomainName=example.com
&Functions=[{"functionArgs":[{"argName":"domain_name","argValue":"api.
hellodtworld.com"}],"functionName":"set_req_host_header"}]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BatchSetDcdnDomainConfigsResponse>
<RequestId>04F0F334-1335-436C-A1D7-6C044FE73368</RequestId>
</BatchSetDcdnDomainConfig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04F0F334-1335-436C-A1D7-6C044FE73368"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400

错误信息

InvalidFunctions The speciﬁed Functions is
.Malformed
invalid.
InvalidArgValue. The speciﬁed ArgValue is
Malformed
invalid.

描述

不⽀持该配置，请重新填写。
ArgValue错误，请重新填
写。

Invalid%s.
ValueNotSu

[%s] is not supported.

Invalid%s.
Malformed

The speciﬁed ArgValue [% 不⽀持该ArgValue，请填写
s] is invalid.
正确的ArgValue。

pported

不⽀持该设置。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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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DeleteDcdnSpeciﬁcConﬁg
调试

调⽤DeleteDcdnSpeciﬁcConﬁg指定删除某个域名的某个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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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DeleteDcdn
SpeciﬁcConﬁg

ConfigId

String

是

2317

DomainName

String

是

example.com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leteDcdnSpeciﬁcConﬁg。
配置ID。
您的加速域名。

功能列表如下所⽰。

20

名称

描述

referer_white_list_set

refer⽩名单

referer_black_list_set

refer⿊名单

ﬁletype_based_ttl_set

⽂件过期时间设置

path_based_ttl_set

⽬录过期时间设置

cc_defense

防CC攻击

oss_auth

OSS鉴权Bucket

ip_black_list_set

IP⿊名单

ip_white_list_set

IP⽩名单

error_page

错误⻚⾯重定向

tesla

⻚⾯优化加速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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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描述

set_req_host_header

修改回源⾃定义头

set_hashkey_args

忽略url参数

aliauth

阿⾥鉴权

set_resp_header

设置响应头（浏览器端可⻅）

video_seek

视频切⽚拖拽开关

range

Range请求功能

gzip

⻚⾯Gzip优化

https_force

强制HTTPS跳转

http_force

强制HTTP跳转

alilive

视频直播配置

forward_scheme

⾃适应回源

返回数据

名称

RequestId

类型

String

⽰例值

04F0F334-1335
-436C-A1D76C044FE73368

⽰例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leteDcdnSpecificConfig
&DomainName=example.com
&ConfigId=2317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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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格式
<DeleteDcdnSpecificConfigResponse>
<RequestId>04F0F334-1335-436C-A1D7-6C044FE73368</RequestId>
</DeleteDcdnSpecificConfig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04F0F334-1335-436C-A1D7-6C044FE73368"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Invalid%s.
ValueNotSu
pported

错误信息

FunctionName [%s] is not
supported.

描述

不⽀持该配置，请重新查询。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22

⽂档版本：20190906

全站加速

API参考 / 5 数据监控接口

5 数据监控接⼝
5.1 DescribeDcdnDomainPvData
调试

调⽤DescribeDcdnDomainPvData获取加速域名最小1小时粒度的PV⻚⾯访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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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DomainName

EndTime

StartTime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String

是

String

否

String

⽰例值

DescribeDc
dnDomainPv
Data

example.com
2015-11-29T00
:00:00Z

否

2015-11-28T00
:00:00Z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scribeDcdnDomainPvData。

需要查询的加速域名，只⽀持⼀个域
名，不写代表当前⽤⼾下所有域名。
获取数据结束时间点。

• 结束时间需⼤于起始时间。

•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获取数据起始时间点。

•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 最小数据粒度为1小时。

• 不写默认读取过去24小时数据。
返回数据

名称

DataInterval

⽂档版本：20190906

类型

String

⽰例值
3600

描述
每条记录的时间间隔，固定值⼀小时或⼀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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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DomainName String
EndTime
PvDataInte
rval

example.com

描述
加速域名信息。

2015-11-29T00:00
结束时间。
:00Z

每个时间间隔的⻚⾯访问次数。

TimeStamp

String

Value

String

RequestId

String

StartTime
⽰例

String

⽰例值

String

2015-11-28T03:00
时间⽚起始时刻。
:00Z
9292

BCD7D917-76F1
-442F-BB75C810DE34C761

详细使⽤数据。
请求ID。

2015-11-28T00:00
开始时间。
:00Z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DomainPvData
&DomainName=example.com
&StartTime=2015-11-28T00:00:00Z
&EndTime=2015-11-29T00:00:00Z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DomainPvDataResponse>
<DataInterval>3600</DataInterval>
<RequestId>BCD7D917-76F1-442F-BB75-C810DE34C761</RequestId>
<DomainName>example.com</DomainName>
<EndTime>2015-11-29T00:00:00Z</EndTime>
<PvDataInterval>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8T03:00:00Z</TimeStamp>
<Value>9292</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8T23:00:00Z</TimeStamp>
<Value>9239</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8T07:00:00Z</TimeStamp>
<Value>9464</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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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tamp>2015-11-28T12:00:00Z</TimeStamp>
<Value>9379</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8T22:00:00Z</TimeStamp>
<Value>9243</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8T10:00:00Z</TimeStamp>
<Value>10063</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8T15:00:00Z</TimeStamp>
<Value>9068</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8T14:00:00Z</TimeStamp>
<Value>9353</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8T04:00:00Z</TimeStamp>
<Value>9513</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8T02:00:00Z</TimeStamp>
<Value>9377</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8T08:00:00Z</TimeStamp>
<Value>9579</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8T20:00:00Z</TimeStamp>
<Value>9109</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8T09:00:00Z</TimeStamp>
<Value>10631</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8T06:00:00Z</TimeStamp>
<Value>9587</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8T01:00:00Z</TimeStamp>
<Value>9108</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8T16:00:00Z</TimeStamp>
<Value>9454</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8T21:00:00Z</TimeStamp>
<Value>9285</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8T19:00:00Z</TimeStamp>
<Value>9059</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8T00:00:00Z</TimeStamp>
<Value>9470</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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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tamp>2015-11-28T05:00:00Z</TimeStamp>
<Value>11830</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8T13:00:00Z</TimeStamp>
<Value>9992</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8T17:00:00Z</TimeStamp>
<Value>9529</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8T18:00:00Z</TimeStamp>
<Value>9203</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8T11:00:00Z</TimeStamp>
<Value>9604</Value>
</UsageData>
</PvDataInterval>
<StartTime>2015-11-28T00:00:00Z</StartTime>
</DescribeDcdnDomainPvDataResponse>
JSON 格式
{

"DataInterval":"3600",
"RequestId":"BCD7D917-76F1-442F-BB75-C810DE34C761",
"DomainName":"example.com",
"PvDataInterval":{
"UsageData":[
{
"TimeStamp":"2015-11-28T03:00:00Z",
"Value":"9292"
},
{
"TimeStamp":"2015-11-28T23:00:00Z",
"Value":"9239"
},
{
"TimeStamp":"2015-11-28T07:00:00Z",
"Value":"9464"
},
{
"TimeStamp":"2015-11-28T12:00:00Z",
"Value":"9379"
},
{
"TimeStamp":"2015-11-28T22:00:00Z",
"Value":"9243"
},
{
"TimeStamp":"2015-11-28T10:00:00Z",
"Value":"10063"
},
{
"TimeStamp":"2015-11-28T15:00:00Z",
"Value":"9068"
},
{
"TimeStamp":"2015-11-28T14:00:00Z",
"Value":"93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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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Stamp":"2015-11-28T04:00:00Z",
"Value":"9513"
},
{
"TimeStamp":"2015-11-28T02:00:00Z",
"Value":"9377"
},
{
"TimeStamp":"2015-11-28T08:00:00Z",
"Value":"9579"
},
{
"TimeStamp":"2015-11-28T20:00:00Z",
"Value":"9109"
},
{
"TimeStamp":"2015-11-28T09:00:00Z",
"Value":"10631"
},
{
"TimeStamp":"2015-11-28T06:00:00Z",
"Value":"9587"
},
{
"TimeStamp":"2015-11-28T01:00:00Z",
"Value":"9108"
},
{
"TimeStamp":"2015-11-28T16:00:00Z",
"Value":"9454"
},
{
"TimeStamp":"2015-11-28T21:00:00Z",
"Value":"9285"
},
{
"TimeStamp":"2015-11-28T19:00:00Z",
"Value":"9059"
},
{
"TimeStamp":"2015-11-28T00:00:00Z",
"Value":"9470"
},
{
"TimeStamp":"2015-11-28T05:00:00Z",
"Value":"11830"
},
{
"TimeStamp":"2015-11-28T13:00:00Z",
"Value":"9992"
},
{
"TimeStamp":"2015-11-28T17:00:00Z",
"Value":"9529"
},
{
"TimeStamp":"2015-11-28T18:00:00Z",
"Value":"9203"
},
{
"TimeStamp":"2015-11-28T11:00:00Z",
"Value":"9604"
}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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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ndTime":"2015-11-29T00:00:00Z",
"StartTime":"2015-11-28T00:00:00Z"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400
400

MissingTim
eParameter

错误信息

The StartTime and
EndTime must be both
speciﬁed.

描述

请同时提供开始时间和结束时
间。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请提供正确的开始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请提供正确的结束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n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法，并使⽤UTC时间。 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结束时间早于开始时间，请检
Mismatch
earlier than the StartTime. 查。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ValueNotSu
invalid.
pported

不⽀持该开始时间，请重新填
写。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5.2 DescribeDcdnDomainHttpCode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HttpCodeData获取加速域名最小5分钟粒度的HTTP返回码占⽐数
据。

调⽤该接口前，请您注意：

• 不指定StartTime和EndTime时，默认读取过去24小时的数据；同时⽀持按指定的起⽌时间查
询，两者需要同时指定。

• ⽀持批量域名查询，多个域名可⽤逗号（,）分隔。
• 最多可获取最近90天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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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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DomainName

Action

类型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否

⽰例值

example.com
DescribeDc
dnDomainHt
tpCodeData

EndTime

Interval

String

String

否

否

2018-03-01T13
:00:00Z

300

描述
需要查询的加速域名。⽀持多个域名
⽤逗号（,）分隔。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DcdnDomainHt
tpCodeData。

获取数据结束时间点。

• 结束时间需⼤于起始时间。

•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查询数据的时间粒度，⽀持300、
3600和86400秒。

• 3天以内（不包含3天整）⽀持
300、 3600、 86400。

• 3-31天（不包含31天整）⽀持
3600和86400。
• 31天以上⽀持86400。

不传和传的值不⽀持时，使⽤默认
IspNameEn

LocationNa
meEn

String

String

否

否

beijing

unicom

值。

区域英⽂名。通过DescribeCd

nRegionAndIsp接口获得，不传为
所有区域。

运营商英⽂名。通过DescribeCd

nRegionAndIsp接口获得，不传为
所有运营商。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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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2018-03-01T05
:00:00Z

描述
获取数据起始时间点。

•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 最小数据粒度为5分钟。

• 不写默认读取过去24小时数据。
返回数据

名称

DataInterval

类型

String

⽰例值
3600

DataPerInt
erval

HttpCodeDa
taPerInterval

每条记录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固定
值300s。

每个时间间隔的HTTP返回码占⽐数据。
各返回码占⽐使⽤数据list。

Code

Integer

404

Count

Float

1

Proportion

Float

33.333333

TimeStamp

String

2018-03-01T13:00
时间⽚起始时刻。
:00Z

DomainName String
EndTime

String

RequestId

String

StartTime

30

描述

String

example.com

http返回码。
总数。
占⽐使⽤数据。

加速域名信息。

2018-03-01T13:00
结束时间。
:00Z
91FC2D9D-B042
-4634-8A5C7B8E7482C22D

请求ID。

2018-03-01T05:00
开始时间。
:0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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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例
http://s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DomainHttpCodeData
&DomainName=example.com
&StartTime=2018-03-01T05:00:00Z
&EndTime=2018-03-01T13:00:00Z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DomainHttpCodeDataResponse>
<DataInterval>3600</DataInterval>
<RequestId>91FC2D9D-B042-4634-8A5C-7B8E7482C22D</RequestId>
<EndTime>2018-03-01T13:00:00Z</EndTime>
<StartTime>2018-03-01T05:00:00Z</StartTime>
<HttpCodeDataPerInterval>
<DataModule>
<TimeStamp>2018-03-01T13:00:00Z</TimeStamp>
<HttpCode></HttpCode>
</DataModule>
<DataModule>
<TimeStamp>2018-03-01T12:00:00Z</TimeStamp>
<HttpCode>
<HttpCodeDataModule>
<Count>16</Count>
<Proportion>100</Proportion>
<Code>404</Code>
</HttpCodeDataModule>
</HttpCode>
</DataModule>
<DataModule>
<TimeStamp>2018-03-01T11:00:00Z</TimeStamp>
<HttpCode>
<HttpCodeDataModule>
<Count>9</Count>
<Proportion>50</Proportion>
<Code>403</Code>
</HttpCodeDataModule>
<HttpCodeDataModule>
<Count>9</Count>
<Proportion>50</Proportion>
<Code>504</Code>
</HttpCodeDataModule>
</HttpCode>
</DataModule>
<DataModule>
<TimeStamp>2018-03-01T10:00:00Z</TimeStamp>
<HttpCode></HttpCode>
</DataModule>
<DataModule>
<TimeStamp>2018-03-01T09:00:00Z</TimeStamp>
<HttpCode></HttpCode>
</DataModule>
<DataModule>
<TimeStamp>2018-03-01T08:00:00Z</TimeStamp>
<HttpCode></HttpCode>
</DataModule>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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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Module>
<TimeStamp>2018-03-01T07:00:00Z</TimeStamp>
<HttpCode>
<HttpCodeDataModule>
<Count>1</Count>
<Proportion>50</Proportion>
<Code>503</Code>
</HttpCodeDataModule>
<HttpCodeDataModule>
<Count>1</Count>
<Proportion>50</Proportion>
<Code>403</Code>
</HttpCodeDataModule>
</HttpCode>
</DataModule>
<DataModule>
<TimeStamp>2018-03-01T06:00:00Z</TimeStamp>
<HttpCode>
<HttpCodeDataModule>
<Count>1</Count>
<Proportion>50</Proportion>
<Code>403</Code>
</HttpCodeDataModule>
<HttpCodeDataModule>
<Count>1</Count>
<Proportion>50</Proportion>
<Code>404</Code>
</HttpCodeDataModule>
</HttpCode>
</DataModule>
<DataModule>
<TimeStamp>2018-03-01T05:00:00Z</TimeStamp>
<HttpCode>
<HttpCodeDataModule>
<Count>1</Count>
<Proportion>33.33333333333333</Proportion>
<Code>404</Code>
</HttpCodeDataModule>
<HttpCodeDataModule>
<Count>1</Count>
<Proportion>33.33333333333333</Proportion>
<Code>504</Code>
</HttpCodeDataModule>
<HttpCodeDataModule>
<Count>1</Count>
<Proportion>33.33333333333333</Proportion>
<Code>502</Code>
</HttpCodeDataModule>
</HttpCode>
</DataModule>
</HttpCodeDataPerInterval>
</DescribeDcdnDomainHttpCodeDataResponse>
JSON 格式
{

"DataInterval":3600,
"RequestId":"91FC2D9D-B042-4634-8A5C-7B8E7482C22D",
"EndTime":"2018-03-01T13:00:00Z",
"StartTime":"2018-03-01T05:00:00Z",
"HttpCodeDataPerInterval":{
"DataModu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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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tamp":"2018-03-01T13:00:00Z",
"HttpCode":{
"HttpCodeDataModule":[]
}
},
{
"TimeStamp":"2018-03-01T12:00:00Z",
"HttpCode":{
"HttpCodeDataModule":[
{
"Count":16,
"Proportion":100,
"Code":404
}
]
}
},
{
"TimeStamp":"2018-03-01T11:00:00Z",
"HttpCode":{
"HttpCodeDataModule":[
{
"Count":9,
"Proportion":50,
"Code":403
},
{
"Count":9,
"Proportion":50,
"Code":504
}
]
}
},
{
"TimeStamp":"2018-03-01T10:00:00Z",
"HttpCode":{
"HttpCodeDataModule":[]
}
},
{
"TimeStamp":"2018-03-01T09:00:00Z",
"HttpCode":{
"HttpCodeDataModule":[]
}
},
{
"TimeStamp":"2018-03-01T08:00:00Z",
"HttpCode":{
"HttpCodeDataModule":[]
}
},
{
"TimeStamp":"2018-03-01T07:00:00Z",
"HttpCode":{
"HttpCodeDataModule":[
{
"Count":1,
"Proportion":50,
"Code":503
},
{
"Count":1,
"Proportion":50,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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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403
}

]
}
},
{
"TimeStamp":"2018-03-01T06:00:00Z",
"HttpCode":{
"HttpCodeDataModule":[
{
"Count":1,
"Proportion":50,
"Code":403
},
{
"Count":1,
"Proportion":50,
"Code":404
}
]
}
},
{
"TimeStamp":"2018-03-01T05:00:00Z",
"HttpCode":{
"HttpCodeDataModule":[
{
"Count":1,
"Proportion":33.33333333333333,
"Code":404
},
{
"Count":1,
"Proportion":33.33333333333333,
"Code":504
},
{
"Count":1,
"Proportion":33.33333333333333,
"Code":502
}
]
}
}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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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信息

The StartTime and
EndTime must be both
speciﬁed.

描述

请同时提供开始时间和结束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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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400

错误信息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描述

请提供正确的开始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n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请提供正确的结束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 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结束时间早于开始时间，请检
Mismatch
earlier than the StartTime. 查。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ValueNotSu
invalid.
pported

不⽀持该开始时间，请重新填
写。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5.3 DescribeDcdnDomainTopReferVisit

调⽤DescribeDcdnDomainTopReferVisit获取加速域名某天的热⻔⻚⾯引⽤次数排名。
不指定StartTime时，默认读取过去1天的数据。

调试

只⽀持⼀个域名。最多可获取最近90天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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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DescribeDc
dnDomainTo
pReferVisit

DomainName

⽂档版本：20190906

String

是

example.com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DcdnDomainTo
pReferVisit。

加速域名信息，只⽀持⼀个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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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否

⽰例值

描述

pv

排序⽅式，⽀持traf和pv，默认pv

2018-10-03T16
:00:00Z

。

开始获取数据的时间点。不写默认读
取过去24小时数据。

格式为：YYYY-MM-DDThh:mm
:ssZ。查询某天的数据，建议传
YYYY-MM-DDT16:00:00Z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DomainName String
RequestId
StartTime

String
String

TopReferList

⽰例

⽰例值

example.com
95994621-8382
-464B-8762-

C708E73568D1

描述
加速域名信息。
请求ID。

2018-10-03T16:00
查询指定⽇期。
:00Z

Flow

String

460486880

FlowPropor
tion

Float

0.35

ReferDetail

String

123.57.158.x

VisitData

String

229567

VisitPropo
rtion

Float

0.35

全部热⻔ReferUrllist。
流量。单位：byte。
流量占⽐。
完整的ReferUrl地址。
访问次数。
访问占⽐。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DomainTopReferVisit&
DomainName=example.com
&StartTime=2018-10-03T16:00:0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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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DomainTopReferVisitResponse>
<TopReferList>
<ReferList>
<VisitData>229567</VisitData>
<ReferDetail>-</ReferDetail>
<VisitProportion>0.35</VisitProportion>
<Flow>460486880</Flow>
<FlowProportion>0.35</FlowProportion>
</ReferList>
<ReferList>
<VisitData>2496</VisitData>
<ReferDetail>123.57.158.x</ReferDetail>
<VisitProportion>0.35</VisitProportion>
<Flow>460486880</Flow>
<FlowProportion>0.35</FlowProportion>
</ReferList>
<ReferList>
<VisitData>448</VisitData>
<ReferDetail>live-hunantv.cdnpe.com</ReferDetail>
<VisitProportion>0.35</VisitProportion>
<Flow>460486880</Flow>
<FlowProportion>0.35</FlowProportion>
</ReferList>
<ReferList>
<VisitData>3</VisitData>
<ReferDetail>video.ccdemo.ccgslb.net</ReferDetail>
<VisitProportion>0.35</VisitProportion>
<Flow>460486880</Flow>
<FlowProportion>0.35</FlowProportion>
</ReferList>
</TopReferList>
<RequestId>95994621-8382-464B-8762-C708E73568D1</RequestId>
<DomainName>example.com</DomainName>
<StartTime>2018-10-03T16:00:00Z</StartTime>
</DescribeDcdnDomainTopReferVisitResponse>
JSON 格式
{

"TopReferList":{
"ReferList":[
{
"Flow":"460486880",
"VisitProportion":0.35,
"VisitData":"229567",
"ReferDetail":"-",
"FlowProportion":0.35
},
{
"Flow":"460486880",
"VisitProportion":0.35,
"VisitData":"2496",
"ReferDetail":"123.57.158.8",
"FlowProportion":0.35
},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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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w":"460486880",
"VisitProportion":0.35,
"VisitData":"448",
"ReferDetail":"live-hunantv.cdnpe.com",
"FlowProportion":0.35
},
{
"Flow":"460486880",
"VisitProportion":0.35,
"VisitData":"3",
"ReferDetail":"video.ccdemo.ccgslb.net",
"FlowProportion":0.35
}

]
},
"RequestId":"95994621-8382-464B-8762-C708E73568D1",
"DomainName":"example.com",
"StartTime":"2018-10-03T16:00:00Z"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错误信息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ValueNotSu
invalid.
pported

描述

请提供正确的开始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n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不⽀持该开始时间，请重新填
写。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5.4 DescribeDcdnDomainUv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UvData获取加速域名最小1小时粒度的UV⻚⾯独⽴访问统计。
调⽤该接口前，请您注意：

• 不指定StartTime和EndTime时，默认读取过去24小时的数据，同时⽀持按指定的起⽌时间查
询，两者需要同时指定。

• 只⽀持⼀个域名，或当前⽤⼾下所有域名。
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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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可获取最近90天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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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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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DomainName

EndTime

Start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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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String

是

String

否

String

⽰例值

DescribeDc
dnDomainUv
Data

example.com
2015-11-30T00
:00:00Z

否

2015-11-29T00
:00:00Z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scribeDcdnDomainUvData。

需要查询的加速域名，只⽀持⼀个域
名，不写代表当前⽤⼾下所有域名。
获取数据结束时间点。

• 结束时间需⼤于起始时间。

•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获取数据起始时间点。

•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 最小数据粒度为1小时。

• 不写默认读取过去24小时数据。
返回数据

名称

DataInterval

类型

String

⽰例值
3600

描述
每条记录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固定
值1小时。

DomainName String

example.com

EndTime

String

RequestId

String

2015-11-30T00:00
结束时间。
:00Z

StartTime
UvDataInte
rval
⽂档版本：20190906

String

E9D3257A-1B7C
-414C-90C18D07AC47BCAC

加速域名信息。

请求ID。

2015-11-29T00:00
开始时间。
:00Z

每个时间间隔的⻚⾯独⽴访问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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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例值

Value

String

326

TimeStamp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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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描述

2015-11-29T00:00
时间⽚起始时刻。
:00Z
详细使⽤数据。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DomainUvData
&DomainName=example.com
&StartTime=2015-11-29T00:00:00Z
&EndTime=2015-11-30T00:00:00Z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DomainUvDataResponse>
<DataInterval>3600</DataInterval>
<RequestId>E9D3257A-1B7C-414C-90C1-8D07AC47BCAC</RequestId>
<DomainName>example.com</DomainName>
<EndTime>2015-11-30T00:00:00Z</EndTime>
<StartTime>2015-11-29T00:00:00Z</StartTime>
<UvDataInterval>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9T20:00:00Z</TimeStamp>
<Value>318</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9T18:00:00Z</TimeStamp>
<Value>318</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9T03:00:00Z</TimeStamp>
<Value>329</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9T21:00:00Z</TimeStamp>
<Value>316</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9T07:00:00Z</TimeStamp>
<Value>319</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9T00:00:00Z</TimeStamp>
<Value>326</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9T11:00:00Z</TimeStamp>
<Value>321</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9T10:00:00Z</TimeStam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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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313</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9T08:00:00Z</TimeStamp>
<Value>331</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9T01:00:00Z</TimeStamp>
<Value>324</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9T04:00:00Z</TimeStamp>
<Value>330</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9T14:00:00Z</TimeStamp>
<Value>335</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9T12:00:00Z</TimeStamp>
<Value>318</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9T23:00:00Z</TimeStamp>
<Value>310</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9T17:00:00Z</TimeStamp>
<Value>309</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9T22:00:00Z</TimeStamp>
<Value>320</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9T16:00:00Z</TimeStamp>
<Value>309</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9T02:00:00Z</TimeStamp>
<Value>317</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9T06:00:00Z</TimeStamp>
<Value>309</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9T19:00:00Z</TimeStamp>
<Value>308</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9T13:00:00Z</TimeStamp>
<Value>347</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9T15:00:00Z</TimeStamp>
<Value>341</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9T05:00:00Z</TimeStamp>
<Value>347</Value>
</UsageData>
<UsageData>
<TimeStamp>2015-11-29T09:00:00Z</TimeStamp>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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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312</Value>
</UsageData>
</UvDataInterval>
</DescribeDcdnDomainUvDataResponse>
JSON 格式
{

"DataInterval":"3600",
"RequestId":"E9D3257A-1B7C-414C-90C1-8D07AC47BCAC",
"DomainName":"example.com",
"EndTime":"2015-11-30T00:00:00Z",
"StartTime":"2015-11-29T00:00:00Z",
"UvDataInterval":{
"UsageData":[
{
"TimeStamp":"2015-11-29T20:00:00Z",
"Value":"318"
},
{
"TimeStamp":"2015-11-29T18:00:00Z",
"Value":"318"
},
{
"TimeStamp":"2015-11-29T03:00:00Z",
"Value":"329"
},
{
"TimeStamp":"2015-11-29T21:00:00Z",
"Value":"316"
},
{
"TimeStamp":"2015-11-29T07:00:00Z",
"Value":"319"
},
{
"TimeStamp":"2015-11-29T00:00:00Z",
"Value":"326"
},
{
"TimeStamp":"2015-11-29T11:00:00Z",
"Value":"321"
},
{
"TimeStamp":"2015-11-29T10:00:00Z",
"Value":"313"
},
{
"TimeStamp":"2015-11-29T08:00:00Z",
"Value":"331"
},
{
"TimeStamp":"2015-11-29T01:00:00Z",
"Value":"324"
},
{
"TimeStamp":"2015-11-29T04:00:00Z",
"Value":"330"
},
{
"TimeStamp":"2015-11-29T14:00:00Z",
"Value":"335"
},

42

⽂档版本：20190906

全站加速

API参考 / 5 数据监控接口

{

"TimeStamp":"2015-11-29T12:00:00Z",
"Value":"318"
},
{
"TimeStamp":"2015-11-29T23:00:00Z",
"Value":"310"
},
{
"TimeStamp":"2015-11-29T17:00:00Z",
"Value":"309"
},
{
"TimeStamp":"2015-11-29T22:00:00Z",
"Value":"320"
},
{
"TimeStamp":"2015-11-29T16:00:00Z",
"Value":"309"
},
{
"TimeStamp":"2015-11-29T02:00:00Z",
"Value":"317"
},
{
"TimeStamp":"2015-11-29T06:00:00Z",
"Value":"309"
},
{
"TimeStamp":"2015-11-29T19:00:00Z",
"Value":"308"
},
{
"TimeStamp":"2015-11-29T13:00:00Z",
"Value":"347"
},
{
"TimeStamp":"2015-11-29T15:00:00Z",
"Value":"341"
},
{
"TimeStamp":"2015-11-29T05:00:00Z",
"Value":"347"
},
{
"TimeStamp":"2015-11-29T09:00:00Z",
"Value":"312"
}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MissingTim
eParameter

⽂档版本：20190906

错误信息

The StartTime and
EndTime must be both
speciﬁed.

描述

请同时提供开始时间和结束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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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400

错误信息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描述

请提供正确的开始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n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请提供正确的结束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 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结束时间早于开始时间，请检
Mismatch
earlier than the StartTime. 查。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ValueNotSu
invalid.
pported

不⽀持该开始时间，请重新填
写。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5.5 DescribeDcdnDomainRegion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RegionData获取加速域名天粒度的⽤⼾区域分布数据统计。

不指定StartTime和EndTime时，默认读取过去24小时的数据，同时⽀持按指定的起⽌时间查
询，两者需要同时指定。
调试

最多可获取90天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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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DescribeDc
dnDomainRe
gionData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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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DcdnDomainRe
gion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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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否

⽰例值

example.com
2015-12-07T12
:00:00Z

描述
需要查询的加速域名，只⽀持⼀个域
名，不写代表所有。

结束时间需⼤于起始时间，北京时
间。

格式为：YYYY-MM-DDThh:mm
StartTime

String

否

2015-12-05T12
:00:00Z

:ssZ

获取数据起始时间点，北京时间。

格式为：YYYY-MM-DDThh:mm
:ssZ

不写默认读取过去24小时数据
返回数据

名称

DataInterval

类型

String

⽰例值
300

描述
每条记录的时间间隔，固定值1天。

DomainName String

test.com

EndTime

String

RequestId

String

2015-12-07T12:00
结束时间。
:00Z

StartTime

String

Value

2E5AD83F-BD7B
-462E-83192E30E305519A

String

0

String

0

AvgRespons
eTime

String

0

⽂档版本：20190906

请求ID。

2015-12-05T12:00
开始时间。
:00Z

AvgObjectS
ize

AvgRespons
eRate

加速域名信息。

各地区访问占⽐数据list。
响应平均⼤小，单位：byte。
平均响应速度，单位：byte/秒。
平均响应时间，单位：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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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例值
0

0.0035441810
46236794

Proportion

String

0

Qps

String

0

Region

String

西藏⾃治区

RegionEnam
e

String

xizang

TotalBytes

String

0

TotalQuery

String

0

描述
带宽。
总流量占⽐。例如：返回90即为90%。
访问占⽐数据。例如：返回90即为90%
。

每秒查询率。
地区信息。
地区英⽂名称。
总流量。
总请求次数。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DomainRegionData
&DomainName=example.com
&StartTime=2015-12-05T12:00:00Z
&EndTime=2015-12-07T12:00:00Z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DomainRegionDataResponse>
<Value>
<RegionProportionData>
<Bps>380.9614285714286</Bps>
<Proportion>0.01155980271270037</Proportion>
<TotalBytes>2400057</TotalBytes>
<BytesProportion>0.003544181046236794</BytesProportion>
<TotalQuery>3</TotalQuery>
<RegionEname></RegionEname>
<Region>⽇本</Region>
<AvgResponseRate>154.3345765545624</AvgResponseRate>
<AvgObjectSize>800019.0</AvgObjectSize>
<Qps>5.9523809523809524E-5</Qps>
<AvgResponseTime>5183.666666666667</AvgResponseTime>
</RegionProportionData>
<RegionProportionData>
<Bps>25110.431412698414</Bps>
46

⽂档版本：20190906

全站加速

API参考 / 5 数据监控接口

<Proportion>0.31211467324291</Proportion>
<TotalBytes>158195717</TotalBytes>
<BytesProportion>0.23360872886644055</BytesProportion>
<TotalQuery>81</TotalQuery>
<RegionEname>xizang</RegionEname>
<Region>西藏⾃治区</Region>
<AvgResponseRate>1397.1430909315718</AvgResponseRate>
<AvgObjectSize>1953033.5543209878</AvgObjectSize>
<Qps>0.0016071428571428571</Qps>
<AvgResponseTime>1397.8765432098764</AvgResponseTime>
</RegionProportionData>
<RegionProportionData>
<Bps>40343.86242857143</Bps>
<Proportion>0.33908754623921084</Proportion>
<TotalBytes>254166333</TotalBytes>
<BytesProportion>0.37532921137846464</BytesProportion>
<TotalQuery>88</TotalQuery>
<RegionEname>chongqing</RegionEname>
<Region>重庆市</Region>
<AvgResponseRate>787.8073097249128</AvgResponseRate>
<AvgObjectSize>2888253.7875</AvgObjectSize>
<Qps>0.001746031746031746</Qps>
<AvgResponseTime>3666.193181818182</AvgResponseTime>
</RegionProportionData>
</Value>
<DataInterval>86400</DataInterval>
<RequestId>2E5AD83F-BD7B-462E-8319-2E30E305519A</RequestId>
<DomainName>example.com</DomainName>
<EndTime>2015-12-05T12:00:00Z</EndTime>
<StartTime>2015-12-07T12:00:00Z</StartTime>
</DescribeDcdnDomainRegionDataResponse>
JSON 格式
{

"Value":{
"RegionProportionData":[
{
"RegionEname":"",
"TotalQuery":"3",
"Region":"⽇本",
"Bps":"380.9614285714286",
"Proportion":"0.01155980271270037",
"AvgResponseRate":"154.3345765545624",
"AvgObjectSize":"800019.0",
"Qps":"5.9523809523809524E-5",
"AvgResponseTime":"5183.666666666667",
"TotalBytes":"2400057",
"BytesProportion":"0.003544181046236794"
},
{
"RegionEname":"xizang",
"TotalQuery":"81",
"Region":"西藏⾃治区",
"Bps":"25110.431412698414",
"Proportion":"0.31211467324291",
"AvgResponseRate":"1397.1430909315718",
"AvgObjectSize":"1953033.5543209878",
"Qps":"0.0016071428571428571",
"AvgResponseTime":"1397.8765432098764",
"TotalBytes":"158195717",
"BytesProportion":"0.23360872886644055"
},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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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ionEname":"chongqing",
"TotalQuery":"88",
"Region":"重庆市",
"Bps":"40343.86242857143",
"Proportion":"0.33908754623921084",
"AvgResponseRate":"787.8073097249128",
"AvgObjectSize":"2888253.7875",
"Qps":"0.001746031746031746",
"AvgResponseTime":"3666.193181818182",
"TotalBytes":"254166333",
"BytesProportion":"0.37532921137846464"

}
]
},
"DataInterval":"86400",
"RequestId":"2E5AD83F-BD7B-462E-8319-2E30E305519A",
"DomainName":"example.com",
"EndTime":"2015-12-05T12:00:00Z",
"StartTime":"2015-12-07T12:00:00Z"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400
400
404

MissingTim
eParameter

错误信息

The StartTime and
EndTime must be both
speciﬁed.

描述

请同时提供开始时间和结束时
间。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请提供正确的开始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请提供正确的结束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n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法，并使⽤UTC时间。 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结束时间早于开始时间，请检
Mismatch
earlier than the StartTime. 查。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ValueNotSu
invalid.
pported

InvalidDomain.
NotFound

不⽀持该开始时间，请重新填
写。

The speciﬁed domain does 该域名不存在。
not exist.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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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DescribeDcdnTopDomainsByFlow

调⽤DescribeDcdnTopDomainsByFlow获取⽤⼾按流量排名的域名。

不指定StartTime和EndTime时，默认读取当⽉的数据，同时⽀持按指定的起⽌时间查询，两者
需要同时指定。
调试

最多可获取90天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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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DescribeDc
dnTopDomai
nsByFlow

EndTime

Limit

StartTime

String

否

2016-03-14T07
:34:00Z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DcdnTopDomai
nsByFlow。

获取数据结束时间点。

• 结束时间需⼤于起始时间。

•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Long

否

20

String

否

2016-03-01T04
:00:00Z

域名获取数量限制，默认为20，取
值⽀持1~100。

获取数据起始时间点。

•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 最小数据粒度为5分钟。

• 不写默认读取当⽉数据。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DomainCoun Long
t

⽂档版本：20190906

⽰例值
68

描述
账⼾下域名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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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Long

EndTime

String

RequestId

String

StartTime

String

TopDomains

⽰例值
68

4E09C5D7-E1CF
-4CAA-A45E8727F4C8FD70

请求ID。

2016-03-14T06:34
开始时间。
:00Z

example.com

MaxBps

22139626

MaxBpsTime String

账⼾下正在运⾏域名总数。

2016-03-14T07:34
结束时间。
:00Z

DomainName String
Long

描述

排名域名列表。
域名。
带宽峰值。

2018-11-01T08:10
带宽峰值时刻，使⽤ ISO8601 表⽰
:00Z
法，并使⽤UTC时间。

格式为：YYYY-MM-DDThh:mm:ssZ

⽰例

Rank

Long

1

TotalAccess

Long

3

TotalTraﬀic

String

123

TraﬃcPer
cent

String

21.6863052749
06182

。

排名。
访问次数。
总流量。
流量占⽐。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TopDomainsByFlow
&StartTime=2016-03-01T04:00:00Z
&EndTime=2016-03-14T07:34:00Z
&Limit=5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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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格式
<DescribeDcdnTopDomainsByFlowResponse>
<DomainCount>68</DomainCount>
<DomainOnlineCount>68</DomainOnlineCount>
<RequestId>4E09C5D7-E1CF-4CAA-A45E-8727F4C8FD70</RequestId>
<EndTime>2016-03-14T07:34:00Z</EndTime>
<TopDomains>
<TopDomain>
<MaxBps>22139626</MaxBps>
<Rank>1</Rank>
<TrafficPercent>30.64191989360235</TrafficPercent>
<TotalTraffic>2043859876683.9001</TotalTraffic>
<TotalAccess>107784230</TotalAccess>
<DomainName>example.com</DomainName>
<MaxBpsTime>2018-11-01T08:10:00Z</MaxBpsTime>
</TopDomain>
<TopDomain>
<MaxBps>1008772351</MaxBps>
<Rank>2</Rank>
<TrafficPercent>25.936032624725815</TrafficPercent>
<TotalTraffic>1729970466149.2002</TotalTraffic>
<TotalAccess>3843128</TotalAccess>
<DomainName>example.com</DomainName>
<MaxBpsTime>2018-11-01T08:10:00Z</MaxBpsTime>
</TopDomain>
<TopDomain>
<MaxBps>16046911</MaxBps>
<Rank>3</Rank>
<TrafficPercent>21.686305274906182</TrafficPercent>
<TotalTraffic>1446507574551.6</TotalTraffic>
<TotalAccess>547567</TotalAccess>
<DomainName>example.com</DomainName>
<MaxBpsTime>2018-11-01T08:10:00Z</MaxBpsTime>
</TopDomain>
<TopDomain>
<MaxBps>15990893</MaxBps>
<Rank>4</Rank>
<TrafficPercent>21.261081185428147</TrafficPercent>
<TotalTraffic>1418144519687.5</TotalTraffic>
<TotalAccess>548380</TotalAccess>
<DomainName>example.com</DomainName>
<MaxBpsTime>2018-11-01T08:10:00Z</MaxBpsTime>
</TopDomain>
<TopDomain>
<MaxBps>473599</MaxBps>
<Rank>5</Rank>
<TrafficPercent>0.4308743788055894</TrafficPercent>
<TotalTraffic>28739937242.500004</TotalTraffic>
<TotalAccess>152150</TotalAccess>
<DomainName>ali.ddimg.cn</DomainName>
<MaxBpsTime>2018-11-01T08:10:00Z</MaxBpsTime>
</TopDomain>
</TopDomains>
<StartTime>2016-03-01T04:00:00Z</StartTime>
</DescribeDcdnTopDomainsByFlowResponse>
JSON 格式
{

"DomainCount":68,
"DomainOnlineCount":68,

⽂档版本：20190906

51

全站加速

API参考 / 5 数据监控接口

"RequestId":"4E09C5D7-E1CF-4CAA-A45E-8727F4C8FD70",
"TopDomains":{
"TopDomain":[
{
"Rank":1,
"MaxBps":22139626,
"TotalTraffic":2043859876683.9001,
"TrafficPercent":30.64191989360235,
"TotalAccess":107784230,
"DomainName":"example.com",
"MaxBpsTime":"2018-11-01T08:10:00Z"
},
{
"Rank":2,
"MaxBps":1008772351,
"TotalTraffic":1729970466149.2002,
"TrafficPercent":25.936032624725815,
"TotalAccess":3843128,
"DomainName":"example.com",
"MaxBpsTime":"2018-11-01T08:10:00Z"
},
{
"Rank":3,
"MaxBps":16046911,
"TotalTraffic":1446507574551.6,
"TrafficPercent":21.686305274906182,
"TotalAccess":547567,
"DomainName":"example.com",
"MaxBpsTime":"2018-11-01T08:10:00Z"
},
{
"Rank":4,
"MaxBps":15990893,
"TotalTraffic":1418144519687.5,
"TrafficPercent":21.261081185428147,
"TotalAccess":548380,
"DomainName":"example.com",
"MaxBpsTime":"2018-11-01T08:10:00Z"
},
{
"Rank":5,
"MaxBps":473599,
"TotalTraffic":28739937242.500004,
"TrafficPercent":0.4308743788055894,
"TotalAccess":152150,
"DomainName":"ali.ddimg.cn",
"MaxBpsTime":"2018-11-01T08:10:00Z"
}
]
},
"EndTime":"2016-03-14T07:34:00Z",
"StartTime":"2016-03-01T04:00:00Z"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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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rameter

错误信息

The StartTime and
EndTime must be both
speciﬁed.

描述

请同时提供开始时间和结束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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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400

错误信息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描述

请提供正确的开始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n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请提供正确的结束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 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结束时间早于开始时间，请检
Mismatch
earlier than the StartTime. 查。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ValueNotSu
invalid.
pported

不⽀持该开始时间，请重新填
写。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5.7 DescribeDcdnDomainHitRate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HitRateData获取加速域名的命中率。
调⽤该接口前，请您注意：

• 不指定StartTime和EndTime时，默认读取过去24小时的数据；同时⽀持按指定的起⽌时间查
询，两者需要同时指定。

• ⽀持批量域名查询，多个域名可⽤逗号（,）分隔。
调试

• 最多可获取最近90天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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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DescribeDc
dnDomainHi
tRateData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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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DcdnDomainHi
tRate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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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否

⽰例值

example.com
2018-03-02T15
:00:00Z

否

描述
需要查询的加速域名。只⽀持⼀个域
名，不写代表该⽤⼾所有域名。
获取数据结束时间点。

• 结束时间需⼤于起始时间。

• 获⽇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300

查询数据的时间粒度，⽀持300、
3600和86400秒。

• 3天以内（不包含3天整）⽀持
300、 3600、 86400。

• 3-31天（不包含31天整）⽀持
3600和86400。
• 31天以上⽀持86400。

不传和传的值不⽀持时，使⽤默认
StartTime

String

否

2018-03-02T12
:00:00Z

值。

获取数据起始时间点。

•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 最小数据粒度为5分钟。

• 不写默认读取过去24小时数据。
返回数据

名称

DataInterval

String

⽰例值
3600

描述
每条记录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

DomainName String

example.com

EndTime

2018-03-02T15:00
结束时间。
:00Z

HitRatePer
Interval
54

类型

String

加速域名信息。

每个时间间隔的命中百分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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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ByteHitRate

类型

Float

⽰例值
0

描述
字节命中百分占⽐。

ReqHitRate

Float

0

TimeStamp

String

RequestId

String

2018-03-02T13:00
时间⽚起始时刻。
:00Z

StartTime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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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4D07ABFE-4737
-4834-B1B9A661308C47B4

请求命中百分占⽐。

请求ID。

2018-03-02T12:00
开始时间。
:00Z

请求⽰例
http://s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DomainHitRateData
&DomainName=example.com
&StartTime=2018-03-02T12:00:00Z
&EndTime=2018-03-02T15:00:00Z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DomainHitRateDataResponse>
<DomainName>test.com</DomainName>
<DataInterval>3600</DataInterval>
<HitRatePerInterval>
<DataModule>
<ByteHitRate>0</ByteHitRate>
<TimeStamp>2018-03-02T15:00:00Z</TimeStamp>
<ReqHitRate>0</ReqHitRate>
</DataModule>
<DataModule>
<ByteHitRate>0</ByteHitRate>
<TimeStamp>2018-03-02T14:00:00Z</TimeStamp>
<ReqHitRate>0</ReqHitRate>
</DataModule>
<DataModule>
<ByteHitRate>0</ByteHitRate>
<TimeStamp>2018-03-02T13:00:00Z</TimeStamp>
<ReqHitRate>0</ReqHitRate>
</DataModule>
<DataModule>
<ByteHitRate>0</ByteHitRate>
<TimeStamp>2018-03-02T12:00:00Z</TimeStamp>
<ReqHitRate>0</ReqHitRate>
</DataModule>
</HitRatePerInterval>
<RequestId>4D07ABFE-4737-4834-B1B9-A661308C47B4</RequestId>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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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Time>2018-03-02T15:00:00Z</EndTime>
<StartTime>2018-03-02T12:00:00Z</StartTime>
</DescribeDcdnDomainHitRateDataResponse>
JSON 格式
{

"DataInterval":3600,
"HitRatePerInterval":{
"DataModule":[
{
"TimeStamp":"2018-03-02T15:00:00Z",
"ByteHitRate":0,
"ReqHitRate":0
},
{
"TimeStamp":"2018-03-02T14:00:00Z",
"ByteHitRate":0,
"ReqHitRate":0
},
{
"TimeStamp":"2018-03-02T13:00:00Z",
"ByteHitRate":0,
"ReqHitRate":0
},
{
"TimeStamp":"2018-03-02T12:00:00Z",
"ByteHitRate":0,
"ReqHitRate":0
}
]
},
"RequestId":"4D07ABFE-4737-4834-B1B9-A661308C47B4",
"DomainName":"test.com",
"EndTime":"2018-03-02T15:00:00Z",
"StartTime":"2018-03-02T12:00:00Z"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56

MissingTim
eParameter

错误信息

The StartTime and
EndTime must be both
speciﬁed.

描述

请同时提供开始时间和结束时
间。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请提供正确的开始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请提供正确的结束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n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法，并使⽤UTC时间。 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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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错误信息

描述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结束时间早于开始时间，请检
Mismatch
earlier than the StartTime. 查。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ValueNotSu
invalid.
pported

不⽀持该开始时间，请重新填
写。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5.8 DescribeDcdnDomainTopUrlVisit

调⽤DescribeDcdnDomainTopUrlVisit获取加速域名某天内的热⻔URL列表。
不指定StartTime，默认读取前⼀天的数据。

调试

只⽀持⼀个域名。最多可获取最近90天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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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DescribeDc
dnDomainTo
pUrlVisit

DomainName

String

是

example.com

SortBy

String

否

pv

String

否

2018-10-03T16
:00:00Z

StartTime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DcdnDomainTo
pUrlVisit。

加速域名，只⽀持⼀个域名。
排序⽅式，⽀持traf和pv，默认pv
。

开始获取数据的时间点。不写默认读
取过去24小时数据。

格式为：YYYY-MM-DDThh:mm
:ssZ，查询某天的数据，建议传
YYYY-MM-DDT16:00:0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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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Url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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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例值

Flow

String

460486880

FlowPropor
tion

Float

0.35

String

http://example

UrlDetail

.com/nn_live/

nn_x64/a0.m3u8

VisitData

String

VisitPropo
rtion

Float

DomainName String

example.com

RequestId

String

64D28B53-5902
-409B-94F6-

StartTime

String

Url200List

161673
0.35

FD46680144FE

String

460486880

FlowPropor
tion

Float

0.35

String

http://example
.com/nn_live/

VisitData

String

VisitPropo
rtion

Float

Flow

String

nn_x64/a0.m3u8
161673
0.35

Url300List

58

全部热⻔URLlist。
流量。单位：byte。
流量占⽐。
完整的Url地址。
访问次数。
访问占⽐。
加速域名。
请求ID。

2018-10-03T16:00
查询指定⽇期。
:00Z

Flow

UrlDetail

描述

460486880

返回为2xx的Urllist。
流量。单位：byte。
流量占⽐。
完整的Url地址。
访问次数。
访问占⽐。
返回为3xx的Urllist。
流量。单位：b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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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Float
String

⽰例值
0.35

http://example
.com/nn_live/

nn_x64/a0.m3u8

VisitData

String

161673

VisitPropo
rtion

Float

Flow

String

460486880

FlowPropor
tion

Float

0.35

String

http://example
.com/nn_live/

0.35

Url400List

UrlDetail

nn_x64/a0.m3u8

VisitData

String

161673

VisitPropo
rtion

Float

Flow

String

460486880

FlowPropor
tion

Float

0.35

String

http://example
.com/nn_live/

0.35

Url500List

UrlDetail
VisitData

String

VisitPropo
rtion

Float

⽂档版本：20190906

nn_x64/a0.m3u8
161673
0.35

描述
流量占⽐。
完整的Url地址。
访问次数。
访问占⽐。
返回为4xx的Urllist。
流量。单位：byte。
流量占⽐。
完整的Url地址。
访问次数。
访问占⽐。
返回为5xx的Urllist。
流量。单位：byte。
流量占⽐。
完整的Url地址。
访问次数。
访问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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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DomainTopUrlVisit
&DomainName=example.com
&StartTime=2018-10-03T16:00:00Z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DomainTopUrlVisitResponse>
<AllUrlList>
<UrlList>
<VisitData>161673</VisitData>
<UrlDetail>http://example.com/nn_live/nn_x64/a0.m3u8</
UrlDetail>
<VisitProportion>0.35</VisitProportion>
<Flow>460486880</Flow>
<FlowProportion>0.35</FlowProportion>
</UrlList>
<UrlList>
<VisitData>37</VisitData>
<UrlDetail>http://example.com/nn_live/nn_x64/ZXg9MQ,,/
HNJSMPP360.ts</UrlDetail>
<VisitProportion>0.35</VisitProportion>
<Flow>460486880</Flow>
<FlowProportion>0.35</FlowProportion>
</UrlList>
</AllUrlList>
<Url300List>
<UrlList>
<VisitData>161673</VisitData>
<UrlDetail>http://example.com/nn_live/nn_x64/aWQ9SE5KU0
GNfbGl2ZQ,,/HNJSMPP360.m3u8</UrlDetail>
<VisitProportion>0.35</VisitProportion>
<Flow>460486880</Flow>
<FlowProportion>0.35</FlowProportion>
</UrlList>
<UrlList>
<VisitData>3</VisitData>
<UrlDetail>http://example.com/nn_live/nn_x64/aWQ9SE5KU0
1QUDZXg9MQ,,/HNJSMPP360.ts</UrlDetail>
<VisitProportion>0.35</VisitProportion>
<Flow>460486880</Flow>
<FlowProportion>0.35</FlowProportion>
</UrlList>
</Url300List>
<Url400List>
<UrlList>
<VisitData>1884</VisitData>
<UrlDetail>http://example.com/nn_live/nn_x64/aWQ9SE5KU0
1QUhbGxfcGNfbGl2ZQ,,/HNJSMPP360.m3u8</UrlDetail>
<VisitProportion>0.35</VisitProportion>
<Flow>460486880</Flow>
<FlowProportion>0.35</FlowProportion>
</UrlList>
<UrlList>
<VisitData>1</Visit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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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Detail>http://example.com/nn_live/nn_x64/aWQ9SEEwOD
gmpbmRleZPTE,/HNJSMPP360.ts</UrlDetail>
<VisitProportion>0.35</VisitProportion>
<Flow>460486880</Flow>
<FlowProportion>0.35</FlowProportion>
</UrlList>
</Url400List>
<RequestId>64D28B53-5902-409B-94F6-FD46680144FE</RequestId>
<DomainName>example.com</DomainName>
<Url200List>
<UrlList>
<VisitData>161673</VisitData>
<UrlDetail>http://example.com/nn_live/nn_x64/aWQ9SE5KU0
bGxfcGNfbGl2ZQ,,/HNJSMPP360.m3u8</UrlDetail>
<VisitProportion>0.35</VisitProportion>
<Flow>460486880</Flow>
<FlowProportion>0.35</FlowProportion>
</UrlList>
<UrlList>
<VisitData>3</VisitData>
<UrlDetail>http://example.com/nn_live/nn_x64/aWQ9SE5KU0
1QUDMlPTIwMTxMDk5ZXg9MQ,,/HNJSMPP360.ts</UrlDetail>
<VisitProportion>0.35</VisitProportion>
<Flow>460486880</Flow>
<FlowProportion>0.35</FlowProportion>
</UrlList>
</Url200List>
<StartTime>2018-10-03T16:00:00Z</StartTime>
<Url500List>
<UrlList>
<VisitData>161673</VisitData>
<UrlDetail>http://example.com/nn_live/nn_x64/aWQ9SE5KU0
GNfbGl2ZQ,,/HNJSMPP360.m3u8</UrlDetail>
<VisitProportion>0.35</VisitProportion>
<Flow>460486880</Flow>
<FlowProportion>0.35</FlowProportion>
</UrlList>
<UrlList>
<VisitData>3</VisitData>
<UrlDetail>http://example.com/nn_live/nn_x64/aWQ9SE5KU0
1QUDZXg9MQ,,/HNJSMPP360.ts</UrlDetail>
<VisitProportion>0.35</VisitProportion>
<Flow>460486880</Flow>
<FlowProportion>0.35</FlowProportion>
</UrlList>
</Url500List>
</DescribeDcdnDomainTopUrlVisitResponse>
JSON 格式
{

"Url300List":{
"UrlList":[
{
"Flow":"460486880",
"VisitProportion":0.35,
"VisitData":"161673",
"UrlDetail":"http://example.com/nn_live/nn_x64/aWQ9SE5KU0GNfbGl2ZQ
,,/HNJSMPP360.m3u8",
"FlowProportion":0.35
},
{
"Flow":"460486880",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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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Proportion":0.35,
"VisitData":"3",
"UrlDetail":"http://example.com/nn_live/nn_x64/aWQ9SE5KU0
1QUDZXg9MQ,,/HNJSMPP360.ts",
"FlowProportion":0.35
}
]
},
"AllUrlList":{
"UrlList":[
{
"Flow":"460486880",
"VisitProportion":0.35,
"VisitData":"161673",
"UrlDetail":"http://example.com/nn_live/nn_x64/a0.m3u8",
"FlowProportion":0.35
},
{
"Flow":"460486880",
"VisitProportion":0.35,
"VisitData":"37",
"UrlDetail":"http://example.com/nn_live/nn_x64/ZXg9MQ,,/HNJSMPP360
.ts",
"FlowProportion":0.35
}
]
},
"Url400List":{
"UrlList":[
{
"Flow":"460486880",
"VisitProportion":0.35,
"VisitData":"1884",
"UrlDetail":"http://example.com/nn_live/nn_x64/aWQ9SE5KU0
1QUhbGxfcGNfbGl2ZQ,,/HNJSMPP360.m3u8",
"FlowProportion":0.35
},
{
"Flow":"460486880",
"VisitProportion":0.35,
"VisitData":"1",
"UrlDetail":"http://example.com/nn_live/nn_x64/aWQ9SEEwOD
gmpbmRleZPTE,/HNJSMPP360.ts",
"FlowProportion":0.35
}
]
},
"RequestId":"64D28B53-5902-409B-94F6-FD46680144FE",
"DomainName":"example.com",
"Url200List":{
"UrlList":[
{
"Flow":"460486880",
"VisitProportion":0.35,
"VisitData":"161673",
"UrlDetail":"http://example.com/nn_live/nn_x64/aWQ9SE5KU0
bGxfcGNfbGl2ZQ,,/HNJSMPP360.m3u8",
"FlowProportion":0.35
},
{
"Flow":"460486880",
"VisitProportion":0.35,
"VisitDat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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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Detail":"http://example.com/nn_live/nn_x64/aWQ9SE5KU0
1QUDMlPTIwMTxMDk5ZXg9MQ,,/HNJSMPP360.ts",
"FlowProportion":0.35
}
]
},
"StartTime":"2018-10-03T16:00:00Z",
"Url500List":{
"UrlList":[
{
"Flow":"460486880",
"VisitProportion":0.35,
"VisitData":"161673",
"UrlDetail":"http://example.com/nn_live/nn_x64/aWQ9SE5KU0GNfbGl2ZQ
,,/HNJSMPP360.m3u8",
"FlowProportion":0.35
},
{
"Flow":"460486880",
"VisitProportion":0.35,
"VisitData":"3",
"UrlDetail":"http://example.com/nn_live/nn_x64/aWQ9SE5KU0
1QUDZXg9MQ,,/HNJSMPP360.ts",
"FlowProportion":0.35
}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错误信息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ValueNotSu
invalid.
pported

描述

请提供正确的开始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n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不⽀持该开始时间，请重新填
写。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5.9 DescribeDcdnUserQuota
调试

调⽤DescribeDcdnUserQuota查询⽤⼾资源上限及已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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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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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

名称

BlockQu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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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类型

Integer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DescribeDc
dnUserQuota

⽰例值
20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scribeDcdnUserQuota。

描述
封禁上限。

BlockRemain Integer

500

DomainQuot
a

Integer

50

PreloadQuo
ta

Integer

500

PreloadRem
ain

Integer

300

RefreshDir
Quota

Integer

100

RefreshDir
Remain

Integer

100

RefreshUrl
Quota

Integer

100

RefreshUrl
Remain

Integer

100

RequestId

String

BFFCDFAD-DACC
请求ID。
-484E-9BE6-

封禁余量。
加速域名数上限。
预热上限。
预热上限。
刷新⽬录上限。
刷新⽬录余量。
刷新URL上限。
刷新URL余量。

0AF3B3A0DD23
⽰例

请求⽰例
https://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UserQuota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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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格式
<DescribeDcdnUserQuotaResponse>
<DomainQuota>20</DomainQuota>
<RefreshUrlQuota>1000</RefreshUrlQuota>
<RefreshDirQuota>500</RefreshDirQuota>
<RefreshUrlRemain>500</RefreshUrlRemain>
<RefreshDirRemain>300</RefreshDirRemain>
<PreloadQuota>300</PreloadQuota>
<PreloadRemain>100</PreloadRemain>
<BlockQuota>100</BlockQuota>
<BlockRemain>100</BlockRemain>
<RequestId>BFFCDFAD-DACC-484E-9BE6-0AF3B3A0DD23</RequestId>
</DescribeDcdnUserQuotaResponse>
JSON 格式
{

"PreloadRemain":100,
"RefreshUrlRemain":500,
"DomainQuota":20,
"RefreshDirRemain":300,
"RequestId":"BFFCDFAD-DACC-484E-9BE6-0AF3B3A0DD23",
"BlockRemain":100,
"RefreshUrlQuota":1000,
"BlockQuota":100,
"PreloadQuota":300,
"RefreshDirQuota":500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5.10 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SrcTraﬃc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SrcTraﬃcData获取加速域名的1分钟回源流量监控数
据，单位bit。

调⽤该接口前，请您注意：

• 不指定StartTime和EndTime时，默认读取过去1小时的数据，同时⽀持按指定的起⽌时间查
询，两者需要同时指定。

• ⽀持批量域名查询，多个域名可⽤逗号（,）分隔。
调试

• 最多可获取最近90天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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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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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DomainName

EndTime

Start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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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DescribeDc
dnDomainRe
alTimeSrcT
raﬃcData

是

example.com

否

2015-12-10T20
:01:00Z

否

2015-12-10T20
:00:00Z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DcdnDomainRe
alTimeSrcTraﬃcData。

可输⼊需要查询的加速域名。⽀
持批量域名查询，多个域名⽤逗
号（,）分隔。

获取数据结束时间点。

• 结束时间需⼤于起始时间。

• 获⽇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获取数据起始时间点。

•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 不写默认读取过去1小时数据。

返回数据

名称

DataInterval

类型

String

60

描述
每条记录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

DomainName String

example.com

EndTime

2015-12-10T20:01
结束时间。
:00Z

String

RealTimeSr
cTraﬃcDa

taPerInterval

66

⽰例值

加速域名信息。

每个时间间隔的回源流量数据。

TimeStamp

String

Value

String

2015-12-10T20:00
时间⽚起始时刻。
:00Z
0

详细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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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例值

A666D44F-19D6
-490E-97CF1A64AB962C57

描述
请求ID。

2015-12-10T20:00
开始时间。
:00Z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SrcT
rafficData
&DomainName=example.com
&StartTime=2015-12-10T20:00:00Z
&EndTime=2015-12-10T20:01:00Z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SrcTrafficDataResponse>
<DomainName>example.com</DomainName>
<DataInterval>60</DataInterval>
<RealTimeSrcTrafficDataPerInterval>
<DataModule>
<TimeStamp>2015-12-10T20:00:00Z</TimeStamp>
<Value>0</Value>
</DataModule>
<DataModule>
<TimeStamp>2015-12-10T20:01:00Z</TimeStamp>
<Value>0</Value>
</DataModule>
</RealTimeSrcTrafficDataPerInterval>
<RequestId>A666D44F-19D6-490E-97CF-1A64AB962C57</RequestId>
<StartTime>2015-12-10T20:00:00Z</StartTime>
<EndTime>2015-12-10T20:01:00Z</EndTime>
</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SrcTrafficDataResponse>
JSON 格式
{

"DataInterval":"60",
"RealTimeSrcTrafficDataPerInterval":{
"DataModule":[
{
"TimeStamp":"2015-12-10T20:00:00Z",
"Value":"0"
},
{
"TimeStamp":"2015-12-10T20:01:00Z",
"Value":"0"
}
]

⽂档版本：20190906

67

全站加速

API参考 / 5 数据监控接口

},
"RequestId":"A666D44F-19D6-490E-97CF-1A64AB962C57",
"DomainName":"example.com",
"EndTime":"2015-12-10T20:01:00Z",
"StartTime":"2015-12-10T20:00:00Z"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400
400

MissingTim
eParameter

错误信息

The StartTime and
EndTime must be both
speciﬁed.

描述

请同时提供开始时间和结束时
间。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请提供正确的开始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请提供正确的结束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n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法，并使⽤UTC时间。 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结束时间早于开始时间，请检
Mismatch
earlier than the StartTime. 查。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ValueNotSu
invalid.
pported

不⽀持该开始时间，请重新填
写。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5.11 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Qps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QpsData获取域名1分钟粒度每秒访问次数数据。
调⽤该接口前，请您注意：

• 可以查询7天内的数据，单次查询StartTime和EndTime跨度不能超过24小时。

• 指定StartTime，未指定EndTime的情况：默认查询从指定的StartTime起⼀小时内的数据。

• 指定EndTime，未指定SdtartTime的情况：默认查询从指定的EndTime起向前推⼀个小时内
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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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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DomainName

String

是

EndTime

String

否

IspNameEn

LocationNa
meEn

StartTime

返回数据

名称

Data
Qps

⽂档版本：20190906

String

String

String

类型

Float

⽰例值

DescribeDc
dnDomainRe
alTimeQpsD
ata

example.com
2018-01-02T11
:27:00Z

否

telecom

否

1851.25

值：DescribeDcdnDomainRe
alTimeQpsData。

域名。多个之间⽤逗号（,）隔开。
结束时间，⽇期格式按照ISO8601
表⽰法，并使⽤UTC时间,例如：
2016-10-20T04:00:00Z。

nRegionAndIsp接口获得，不传为
所有运营商。

区域英⽂名，通过DescribeCd

nRegionAndIsp接口获得，不传为

2018-01-02T11
:26:00Z

⽰例值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

运营商英⽂名，通过DescribeCd

beijing

否

描述

所有区域。

起始时间，⽇期格式按照ISO8601
表⽰法，并使⽤UTC时间,例如：
2016-10-20T04:00:00Z。

描述
数据list。
qps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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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例值

2018-01-02T11:26
数据时间戳，⽇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00Z
法，并使⽤UTC时间。例如：2016-1032DC9806-E9F9
-4490-BBDC-

B3A9E32FCC1D
⽰例

描述

20T04:00:00Z。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QpsData
&DomainName=example.com
&EndTime=2018-01-02T11:26:00Z
&IspNameEn=telecom
&LocationNameEn=beijing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QpsDataResponse>
<Data>
<QpsModel>
<TimeStamp>2018-01-02T11:26:00Z</TimeStamp>
<Qps>1851.25</Qps>
</QpsModel>
<QpsModel>
<TimeStamp>2018-01-02T11:25:00Z</TimeStamp>
<Qps>8967.7</Qps>
</QpsModel>
</Data>
<RequestId>32DC9806-E9F9-4490-BBDC-B3A9E32FCC1D</RequestId>
</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QpsDataResponse>
JSON 格式
{

"Data":{
"QpsModel":[
{
"TimeStamp":"2018-01-02T11:26:00Z",
"Qps":1851.25
},
{
"TimeStamp":"2018-01-02T11:25:00Z",
"Qps":8967.7
}
]
},
"RequestId":"32DC9806-E9F9-4490-BBDC-B3A9E32FCC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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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400
400

MissingTim
eParameter

错误信息

The StartTime and
EndTime must be both
speciﬁed.

描述

请同时提供开始时间和结束时
间。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请提供正确的开始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请提供正确的结束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n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法，并使⽤UTC时间。 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结束时间早于开始时间，请检
Mismatch
earlier than the StartTime. 查。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ValueNotSu
invalid.
pported

不⽀持该开始时间，请重新填
写。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5.12 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SrcBps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SrcBpsData获取域名⼀分钟粒度回源带宽数据。
调⽤该接口前，请您注意：

• 单次查询StartTime和EndTime跨度不能超过24小时。

• 如果StartTime和EndTime均未指定，默认返回当前时间起⼀小时内的数据。
• ⽀持批量域名查询，多个域名⽤逗号（,）分隔。
调试

• 最多可获取最近7天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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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版本：20190906

71

全站加速

请求参数

名称
Action

DomainName

EndTime

StartTime

API参考 / 5 数据监控接口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String

是

String

否

String

⽰例值

DescribeDc
dnDomainRe
alTimeSrcB
psData

example.com
2015-12-10T20
:01:00Z

否

2015-12-10T20
:00:00Z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DcdnDomainRe
alTimeSrcBpsData。

需要查询的加速域名。⽀持批量域名
查询，多个域名⽤逗号（,）分隔。
获取数据结束时间点。

• 结束时间需⼤于起始时间。

• 获⽇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获取数据起始时间点。

•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 不写默认读取过去1小时数据。

返回数据

名称

DataInterval

类型

String

300

描述
每条记录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

DomainName String

example.com

EndTime

2015-12-10T20:01
结束时间。
:00Z

String

RealTimeSr
cBpsDataPe
rInterval

72

⽰例值

加速域名信息。

每个时间间隔的回源带宽数据。

TimeStamp

String

Value

String

2015-12-10T20:01
时间⽚起始时刻。
:00Z
0

详细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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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例值

7CBCD6AD-B016
-42E5-AE0BB3731DE8F755

描述
请求ID。

2015-12-10T20:00
开始时间。
:00Z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SrcBpsData
&DomainName=example.com
&StartTime=2015-12-10T20:00:00Z
&EndTime=2015-12-10T20:01:00Z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SrcBpsDataResponse>
<DomainName>example.com</DomainName>
<DataInterval>60</DataInterval>
<RealTimeSrcBpsDataPerInterval>
<DataModule>
<TimeStamp>2015-12-10T20:00:00Z</TimeStamp>
<Value>821</Value>
</DataModule>
<DataModule>
<TimeStamp>2015-12-10T20:01:00Z</TimeStamp>
<Value>0</Value>
</DataModule>
</RealTimeSrcBpsDataPerInterval>
<RequestId>7CBCD6AD-B016-42E5-AE0B-B3731DE8F755</RequestId>
<StartTime>2015-12-10T20:00:00Z</StartTime>
<EndTime>2015-12-10T20:01:00Z</EndTime>
</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SrcBpsDataResponse>
JSON 格式
{

"RealTimeSrcBpsDataPerInterval":{
"DataModule":[
{
"TimeStamp":"2015-12-10T20:00:00Z",
"Value":"821"
},
{
"TimeStamp":"2015-12-10T20:01:00Z",
"Value":"0"
}
]
},
"DataInterval":"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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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7CBCD6AD-B016-42E5-AE0B-B3731DE8F755",
"DomainName":"example.com",
"EndTime":"2015-12-10T20:01:00Z",
"StartTime":"2015-12-10T20:00:00Z"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400
400

MissingTim
eParameter

错误信息

The StartTime and
EndTime must be both
speciﬁed.

描述

请同时提供开始时间和结束时
间。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请提供正确的开始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请提供正确的结束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n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法，并使⽤UTC时间。 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结束时间早于开始时间，请检
Mismatch
earlier than the StartTime. 查。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ValueNotSu
invalid.
pported

不⽀持该开始时间，请重新填
写。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5.13 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HttpCode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HttpCodeData获取加速域名1分钟粒度的HTTP返回码
占⽐数据。

调⽤该接口前，请您注意：

• 单次查询StartTime和EndTime跨度不能超过24小时。

• 如果StartTime和EndTime均未指定，默认返回当前时间起⼀小时内的数据。
• ⽀持批量域名查询，多个域名⽤逗号（,）分隔。
• 最多可获取最近7天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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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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DomainName

类型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是

⽰例值

DescribeDc
dnDomainRe
alTimeHttp
CodeData

example.com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DcdnDomainRe
alTimeHttpCodeData。

如果参数为空，默认返回所有加速域
名合并后数据。

可输⼊需要查询的加速域名。⽀
持批量域名查询，多个域名⽤逗
EndTime

IspNameEn

LocationNa
meEn

StartTime

String

String

String

String

否

否

否

否

2017-12-10T21
:00:00Z

beijing

unicom

2017-12-10T20
:00:00Z

号（,）分隔。

获取数据结束时间点。

• 结束时间需⼤于起始时间。

• 获⽇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运营商英⽂名，通过DescribeCd

nRegionAndIsp接口获得，不传为
所有运营商。

区域英⽂名，通过DescribeCd

nRegionAndIsp接口获得，不传为
所有区域。

获取数据起始时间点。

•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 最小数据粒度为5分钟。

• 不写默认读取过去24小时数据。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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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300

描述
每条记录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

DomainName String

example.com

EndTime

2017-12-10T21:00
结束时间。
:00Z

String

RealTimeHt
tpCodeData
TimeStamp

String

2017-12-10T20:00
时间⽚起始时刻。
:00Z

Code

String

11111

Count

String

1

Proportion

String

RequestId

String

0.0115598027
1270037

StartTime

加速域名信息。

各返回码占⽐使⽤数据list。

Value

⽰例

⽰例值

String

B955107D-E658
-4E77-B913E0AC3D31693E

返回码信息。

http返回码。
数量。
占⽐使⽤数据。
请求ID。

2017-12-10T20:00
开始时间。
:00Z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HttpCodeData
&DomainName=example.com
&StartTime=2017-12-10T20:00:00Z
&EndTime=2017-12-10T21:00:00Z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HttpCodeDataResponse>
<DomainName>example.com</DomainName>
<DataInterval>300</DataInterval>
<RealTimeHttpCode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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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tamp>2017-12-10T20:00:00Z</TimeStamp>
<RealTimeCodeProportionData>
<Code>111111</Code>
<Proportion>0.01155980271270037</Proportion>
<Count>1</Count>
</RealTimeCodeProportionData>
</RealTimeHttpCodeData>
<RequestId>B955107D-E658-4E77-B913-E0AC3D31693E</RequestId>
<StartTime>2017-12-10T20:00:00Z</StartTime>
<EndTime>2017-12-10T21:00:00Z</EndTime>
</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HttpCodeDataResponse>
JSON 格式
{

"DataInterval":"300",
"RequestId":"B955107D-E658-4E77-B913-E0AC3D31693E",
"DomainName":"example.com",
"EndTime":"2017-12-10T21:00:00Z",
"StartTime":"2017-12-10T20:00:00Z",
"RealTimeHttpCodeData":{
"TimeStamp":"2017-12-10T20:00:00Z",
"RealTimeCodeProportionData":[
{
"Count":"1",
"Proportion":"0.01155980271270037",
"Code":"111111"
}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400

MissingTim
eParameter

错误信息

The StartTime and
EndTime must be both
speciﬁed.

描述

请同时提供开始时间和结束时
间。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请提供正确的开始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请提供正确的结束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n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法，并使⽤UTC时间。 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结束时间早于开始时间，请检
Mismatch
earlier than the StartTime.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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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400

错误信息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ValueNotSu
invalid.
pported

描述

不⽀持该开始时间，请重新填
写。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5.14 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ByteHitRate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ByteHitRateData获取域名1分钟粒度字节命中率数据。
调⽤该接口前，请您注意：

• 可以查询7天内的数据，单次查询StartTime和EndTime跨度不能超过24小时。

• 指定StartTime，未指定EndTime的情况：默认查询从指定的StartTime起⼀小时内的数据。

• 指定EndTime，未指定SdtartTime的情况：默认查询从指定的EndTime起向前推⼀个小时内
的数据。

调试

• 由于存在多域名合并存储的情况，可能会导致命中率数据不准确，具体情况以配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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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DomainName
返回数据

名称

Data
ByteHitRate

78

类型

String

String

类型

Float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DescribeDc
dnDomainRe
alTimeByte
HitRateData

是

example.com

⽰例值

0.8956940476
262277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DcdnDomainRe
alTimeByteHitRateData。

域名。多个之间⽤逗号（,）隔开。

描述
字节命中率数据list。
请求命中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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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例值

2016-10-20T04:00
数据时间戳，⽇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00Z
法，并使⽤UTC时间。例如：2016-10B955107D-E658
-4E77-B913E0AC3D31693E

⽰例

描述

20T04:00:00Z。
请求ID。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Byte
HitRateData
&DomainName=example.com
&StartTime=2017-12-10T20:00:00Z
&EndTime=2017-12-10T21:00:00Z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ByteHitRateDataResponse>
<Data>
<ReqHitRate>0.8956940476262277</ReqHitRate>
<TimeStamp>2016-10-20T04:00:00Z</TimeStamp>
</Data>
<RequestId>B955107D-E658-4E77-B913-E0AC3D31693E</RequestId>
</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ByteHitRateDataResponse>
JSON 格式
{

"Data":[
{
"TimeStamp":"2016-10-20T04:00:00Z",
"ReqHitRate":"0.8956940476262277"
}
],
"RequestId":"B955107D-E658-4E77-B913-E0AC3D31693E"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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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Bps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BpsData获取域名1分钟粒度带宽数据。
调⽤该接口前，请您注意：

• 可以查询7天内的数据，单次查询StartTime和EndTime跨度不能超过24小时。

• 指定StartTime，未指定EndTime的情况：默认查询从指定的StartTime起⼀小时内的数据。

• 指定EndTime，未指定SdtartTime的情况：默认查询从指定的EndTime起向前推⼀个小时内
调试

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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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DescribeDc
dnDomainRe

alTimeBpsData
DomainName

String

是

example.com

EndTime

String

否

2018-01-02T11
:00:00Z

String

否

telecom

IspNameEn

LocationNa
meEn

StartTime

80

String

String

否

否

beijing

2018-01-02T11
:00:00Z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DcdnDomainRe
alTimeBpsData。

域名。多个之间⽤逗号（,）隔开。
结束时间，⽇期格式按照ISO8601
表⽰法，并使⽤UTC时间。

运营商英⽂名，通过DescribeCd

nRegionAndIsp接口获得，不传为
所有运营商。

区域英⽂名，通过DescribeCd

nRegionAndIsp接口获得，不传为
所有区域。

起始时间，⽇期格式按照ISO8601
表⽰法，并使⽤UTC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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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Bps

Float

TimeStamp

String

RequestId

String

⽰例值

16710625.
733333332

数据list。
带宽数据，单位是bit/second。

2018-01-02T11:05
数据时间戳，⽇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00Z
法，并使⽤UTC时间。例如：2016-10B49E6DDA-F413
-422B-B58E2FA23F286726

⽰例

描述

20T04:00:00Z。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BpsData
&DomainName=example.com
&EndTime=2018-01-02T11:00:00Z
&IspNameEn=telecom
&LocationNameEn=beijing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BpsDataResponse>
<Data>
<BpsModel>
<TimeStamp>2018-01-02T11:05:00Z</TimeStamp>
<Bps>16710625.733333332</Bps>
</BpsModel>
<BpsModel>
<TimeStamp>2018-01-02T11:04:00Z</TimeStamp>
<Bps>59392614.8</Bps>
</BpsModel>
</Data>
<RequestId>B49E6DDA-F413-422B-B58E-2FA23F286726</RequestId>
</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BpsDataResponse>
JSON 格式
{

"Data":{
"BpsModel":[
{
"TimeStamp":"2018-01-02T11:05:0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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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s":16710625.733333332
},
{
"TimeStamp":"2018-01-02T11:04:00Z",
"Bps":59392614.8
}

]
},
"RequestId":"B49E6DDA-F413-422B-B58E-2FA23F286726"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400
400

MissingTim
eParameter

错误信息

The StartTime and
EndTime must be both
speciﬁed.

描述

请同时提供开始时间和结束时
间。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请提供正确的开始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请提供正确的结束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n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法，并使⽤UTC时间。 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结束时间早于开始时间，请检
Mismatch
earlier than the StartTime. 查。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ValueNotSu
invalid.
pported

不⽀持该开始时间，请重新填
写。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5.16 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ReqHitRate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ReqHitRateData获取域名1分钟粒度请求命中率数据。
调⽤该接口前，请您注意：

• 可以查询7天内的数据，单次查询StartTime和EndTime跨度不能超过24小时。如果
StartTime和EndTime均未指定，默认返回当前时间起⼀小时内的数据。

• 指定StartTime，未指定EndTime的情况：默认查询从指定的StartTime起⼀小时内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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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EndTime，未指定SdtartTime的情况：默认查询从指定的EndTime起向前推⼀个小时内
的数据。

调试

• 由于存在多域名合并存储的情况，可能会导致命中率数据不准确, 具体情况以配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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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DescribeDc
dnDomainRe
alTimeReqH
itRateData

DomainName

String

是

EndTime

String

否

2017-12-10T21
:00:00Z

String

否

2017-12-10T20
:00:00Z

StartTime

返回数据

名称

Data

类型

ReqHitRate

Float

TimeStamp

String

RequestId

String

example.com

⽰例值

0.8956940476
262277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DcdnDomainRe
alTimeReqHitRateData。
域名。
结束时间，⽇期格式按照ISO8601
表⽰法，并使⽤UTC时间。

起始时间，⽇期格式按照ISO8601
表⽰法，并使⽤UTC时间。

描述
字节命中率数据list。
请求命中率数据。

2016-10-20T04:00
数据时间戳，⽇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00Z
法，并使⽤UTC时间。例如：2016-10B955107D-E658
-4E77-B913E0AC3D3169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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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T04:00:00Z。
请求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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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ReqH
itRateData
&DomainName=example.com
&StartTime=2017-12-10T20:00:00Z
&EndTime=2017-12-10T21:00:00Z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ReqHitRateDataResponse>
<ReqHitRateDataModel>
<ReqHitRate>0.8956940476262277</ReqHitRate>
<TimeStamp>2016-10-20T04:00:00Z</TimeStamp>
</ReqHitRateDataModel>
<RequestId>B955107D-E658-4E77-B913-E0AC3D31693E</RequestId>
</DescribeDcdnDomainRealTimeReqHitRateDataResponse>
JSON 格式
{

"Data":[
{
"TimeStamp":"2016-10-20T04:00:00Z",
"ReqHitRate":"0.8956940476262277"
}
],
"RequestId":"B955107D-E658-4E77-B913-E0AC3D31693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84

MissingTim
eParameter

错误信息

The StartTime and
EndTime must be both
speciﬁed.

描述

请同时提供开始时间和结束时
间。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请提供正确的开始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请提供正确的结束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n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法，并使⽤UTC时间。 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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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错误信息

描述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结束时间早于开始时间，请检
Mismatch
earlier than the StartTime. 查。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ValueNotSu
invalid.
pported

不⽀持该开始时间，请重新填
写。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5.17 DescribeDcdnDomainIsp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IspData获取加速域名天粒度的⽤⼾运营商分布数据统计。
调⽤该接口前，请您注意：

• 不指定StartTime和EndTime时，默认读取过去24小时的数据；同时⽀持按指定的起⽌时间查
询，需要同时指定StartTime和EndTime。

• 只⽀持⼀个域名，或当前⽤⼾下所有域名。
调试

• 最多可获取最近90天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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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DescribeDc
dnDomainIs
pData

DomainName

EndTime

⽂档版本：20190906

String

否

example.com

String

否

2015-12-07T12
:00:00Z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scribeDcdnDomainIspData
。

需要查询的加速域名，只⽀持⼀个域
名，不写代表当前⽤⼾下所有域名。
结束时间需⼤于起始时间，北京时

间。格式为：YYYY-MM-DDThh:
mm:s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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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2015-12-05T12
:00:00Z

描述
获取数据起始时间点，北京时间。

格式为：YYYY-MM-DDThh:mm:
ssZ。

不写默认读取过去24小时数据。
返回数据

名称

DataInterval

类型

String

86400

描述
每条记录的时间间隔，固定值1天。

DomainName String

example.com

EndTime

String

RequestId

String

2015-12-05T12:00
结束时间。
:00Z

StartTime

String

Value

86

⽰例值

2E5AD83F-BD7B
-462E-83192E30E305519A

加速域名信息。

请求ID。

2015-12-07T12:00
开始时间。
:00Z

各运营商访问占⽐数据list。

AvgObjectS
ize

String

800019.0

AvgRespons
eRate

String

平均响应速度，单位：byte/秒。

AvgRespons
eTime

String

154.3345765545
624

Bps

String

带宽。

BytesPropo
rtion

String

380.9614285714
286

Isp

String

IspEname

String

响应平均⼤小，单位：byte。

5183.6666666666
平均响应时间，单位：毫秒。
67

0.0035441810
46236794
联通

unicom

总流量占⽐。例如：返回90即为90%。
运营商信息。
运营商英⽂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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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Qps

String

TotalBytes

String

TotalQuery

String

⽰例值

0.0115598027
1270037
5.9523809523
809524E-5
2400057
3

描述
占⽐使⽤数据。
每秒查询率。
总流量。
总请求次数。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DomainIspData
&DomainName=example.com
&StartTime=2015-12-05T12:00:00Z
&EndTime=2015-12-07T12:00:00Z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DomainIspDataResponse>
<Value>
<IspProportionData>
<Bps>380.9614285714286</Bps>
<Proportion>0.01155980271270037</Proportion>
<TotalBytes>2400057</TotalBytes>
<BytesProportion>0.003544181046236794</BytesProportion>
<TotalQuery>3</TotalQuery>
<IspEname>unicom</IspEname>
<Isp>联通</Isp>
<AvgResponseRate>154.3345765545624</AvgResponseRate>
<AvgObjectSize>800019.0</AvgObjectSize>
<Qps>5.9523809523809524E-5</Qps>
<AvgResponseTime>5183.666666666667</AvgResponseTime>
</IspProportionData>
<IspProportionData>
<Bps>25110.431412698414</Bps>
<Proportion>0.31211467324291</Proportion>
<TotalBytes>158195717</TotalBytes>
<BytesProportion>0.23360872886644055</BytesProportion>
<TotalQuery>81</TotalQuery>
<IspEname>telecom</IspEname>
<Isp>电信</Isp>
<AvgResponseRate>1397.1430909315718</AvgResponseRate>
<AvgObjectSize>1953033.5543209878</AvgObjectSize>
<Qps>0.0016071428571428571</Qps>
<AvgResponseTime>1397.8765432098764</AvgResponseTime>
</IspProportionData>
<IspProportionData>
<Bps>40343.86242857143</Bps>
<Proportion>0.33908754623921084</Proportion>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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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Bytes>254166333</TotalBytes>
<BytesProportion>0.37532921137846464</BytesProportion>
<TotalQuery>88</TotalQuery>
<IspEname>mobile</IspEname>
<Isp>移动</Isp>
<AvgResponseRate>787.8073097249128</AvgResponseRate>
<AvgObjectSize>2888253.7875</AvgObjectSize>
<Qps>0.001746031746031746</Qps>
<AvgResponseTime>3666.193181818182</AvgResponseTime>
</IspProportionData>
</Value>
<DataInterval>86400</DataInterval>
<RequestId>2E5AD83F-BD7B-462E-8319-2E30E305519A</RequestId>
<DomainName>example.com</DomainName>
<EndTime>2015-12-05T12:00:00Z</EndTime>
<StartTime>2015-12-07T12:00:00Z</StartTime>
</DescribeDcdnDomainIspDataResponse>
JSON 格式
{

"Value":{
"IspProportionData":[
{
"TotalQuery":"3",
"Isp":"联通",
"Bps":"380.9614285714286",
"Proportion":"0.01155980271270037",
"AvgResponseRate":"154.3345765545624",
"IspEname":"unicom",
"AvgObjectSize":"800019.0",
"Qps":"5.9523809523809524E-5",
"AvgResponseTime":"5183.666666666667",
"TotalBytes":"2400057",
"BytesProportion":"0.003544181046236794"
},
{
"TotalQuery":"81",
"Isp":"电信",
"Bps":"25110.431412698414",
"Proportion":"0.31211467324291",
"AvgResponseRate":"1397.1430909315718",
"IspEname":"telecom",
"AvgObjectSize":"1953033.5543209878",
"Qps":"0.0016071428571428571",
"AvgResponseTime":"1397.8765432098764",
"TotalBytes":"158195717",
"BytesProportion":"0.23360872886644055"
},
{
"TotalQuery":"88",
"Isp":"移动",
"Bps":"40343.86242857143",
"Proportion":"0.33908754623921084",
"AvgResponseRate":"787.8073097249128",
"IspEname":"mobile",
"AvgObjectSize":"2888253.7875",
"Qps":"0.001746031746031746",
"AvgResponseTime":"3666.193181818182",
"TotalBytes":"254166333",
"BytesProportion":"0.3753292113784646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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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Interval":"86400",
"RequestId":"2E5AD83F-BD7B-462E-8319-2E30E305519A",
"DomainName":"example.com",
"EndTime":"2015-12-05T12:00:00Z",
"StartTime":"2015-12-07T12:00:00Z"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400
400
404

MissingTim
eParameter

错误信息

The StartTime and
EndTime must be both
speciﬁed.

描述

请同时提供开始时间和结束时
间。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请提供正确的开始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请提供正确的结束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n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法，并使⽤UTC时间。 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结束时间早于开始时间，请检
Mismatch
earlier than the StartTime. 查。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ValueNotSu
invalid.
pported

InvalidDomain.
NotFound

不⽀持该开始时间，请重新填
写。

The speciﬁed domain does 该域名不存在。
not exist.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5.18 DescribeDcdnDomainQps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QpsData获取加速域名的每秒访问次数QPS。

不指定StartTime和EndTime时，默认读取过去24小时的数据，同时⽀持按指定的起⽌时间查
询，两者需要同时指定。

• ⽀持批量域名查询，多个域名可⽤逗号（,）分隔。
• 最多可获取最近90天的数据。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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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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DescribeDc
dnDomainQp
sData

DomainName

String

否

example.com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scribeDcdnDomainQpsData
。

如果参数为空，默认返回所有加速域
名合并后数据。

可输⼊需要查询的加速域名。⽀
持批量域名查询，多个域名⽤逗
EndTime

Interval

String

String

否

否

2017-12-10T21
:00:00Z

300

号（,）分隔。

获取数据结束时间点。

• 结束时间需⼤于起始时间。

•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查询数据的时间粒度，⽀持300、
3600和86400秒。

• 3天以内（不包含3天整）⽀持
300、 3600、 86400。

• 3-31天（不包含31天整）⽀持
3600和86400。
• 31天以上⽀持86400。

不传和传的值不⽀持时，使⽤默认
IspNameEn

String

否

unicom

值。

运营商英⽂名。通过DescribeCd

nRegionAndIsp接口获得，不传为
所有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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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否

⽰例值

描述

beijing

区域英⽂名。通过DescribeCd

nRegionAndIsp接口获得，不传为

2017-12-10T20
:00:00Z

所有区域。

获取数据起始时间点。

•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 最小数据粒度为1小时。

• 不写默认读取过去24小时数据。
返回数据

名称

DataInterval

类型

String

⽰例值
300

描述
每条记录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

DomainName String

test.com

EndTime

2017-12-10T21:00
结束时间。
:00Z

QpsDataPer
Interval

String

每个时间间隔的每秒访问次数Qps。

Acc

Float

100

DynamicHtt
pAcc

Float

0

DynamicHtt
pQps

Float

0

DynamicHtt
psAcc

Float

0

DynamicHtt
psQps

Float

0

Qps

Float

0.56

StaticHttp
Acc

Float

0

⽂档版本：20190906

加速域名信息。

总访问次数。
动态http访问次数。
动态httpQPS。
动态https访问次数。
动态httpsQPS。
总QPS。
静态http访问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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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StaticHttp
Qps

类型

Float

⽰例值
0

描述
静态httpQPS。

StaticHttp
sAcc

Float

0

StaticHttp
sQps

Float

0

TimeStamp

String

RequestId

String

2017-12-10T21:00
时间⽚起始时刻。
:00Z

StartTime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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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BEA5625F-8FCF
-48F4-851BCA63946DA664

静态https访问次数。
静态httpsQPS。

请求ID。

2017-12-10T20:00
开始时间。
:00Z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DomainQpsData&DomainName=
example.com
&StartTime=2017-12-10T20:00:00Z
&EndTime=2017-12-10T21:00:00Z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DomainQpsDataResponse>
<QpsDataPerInterval>
<DataModule>
<TimeStamp>2017-12-10T21:00:00Z</TimeStamp>
<Qps>0.56</Qps>
<DynamicHttpQps>0.28</DynamicHttpQps>
<DynamicHttpsQps>0.28</DynamicHttpsQps>
<StaticHttpQps>0</StaticHttpQps>
<StaticHttpsQps>0</StaticHttpsQps>
<Acc>100</Acc>
<DynamicHttpAcc>50</DynamicHttpAcc>
<DynamicHttpsAcc>50</DynamicHttpsAcc>
<StaticHttpAcc>0</StaticHttpAcc>
<StaticHttpsAcc>0</StaticHttpsAcc>
</DataModule>
</QpsDataPerInterval>
<DomainName>test.com</DomainName>
<DataInterval>300</DataInterval>
<RequestId>BEA5625F-8FCF-48F4-851B-CA63946DA664</RequestId>
<StartTime>2017-12-10T20:00:00Z</StartTime>
<EndTime>2017-12-10T21:00:00Z</End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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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DcdnDomainQpsDataResponse>
JSON 格式
{

"DataInterval":"300",
"RequestId":"BEA5625F-8FCF-48F4-851B-CA63946DA664",
"DomainName":"test.com",
"EndTime":"2017-12-10T21:00:00Z",
"StartTime":"2017-12-10T20:00:00Z",
"QpsDataPerInterval":{
"DataModule":[
{
"DynamicHttpQps":0.28,
"TimeStamp":"2017-12-10T21:00:00Z",
"StaticHttpsQps":0,
"StaticHttpQps":0,
"StaticHttpAcc":0,
"Acc":100,
"DynamicHttpsAcc":50,
"DynamicHttpsQps":0.28,
"DynamicHttpAcc":50,
"Qps":0.56,
"StaticHttpsAcc":0
}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400
400

MissingTim
eParameter

错误信息

The StartTime and
EndTime must be both
speciﬁed.

描述

请同时提供开始时间和结束时
间。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请提供正确的开始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请提供正确的结束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n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法，并使⽤UTC时间。 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结束时间早于开始时间，请检
Mismatch
earlier than the StartTime. 查。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ValueNotSu
invalid.
pported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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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5.19 DescribeDcdnDomainBps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BpsData获取加速域名的⽹络带宽监控数据。
获取数据单位：bit/second。

• 不指定StartTime和EndTime时，默认读取过去24小时的数据；同时⽀持按指定的起⽌时间查
询，两者需要同时指定。

• ⽀持批量域名查询，多个域名⽤逗号（,）分隔。
调试

• 最多可获取最近90天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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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DescribeDc
dnDomainBp
sData

DomainName

String

否

example.com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scribeDcdnDomainBpsData
。

如果参数为空，默认返回所有加速域
名合并后数据。

可输⼊需要查询的加速域名。⽀
持批量域名查询，多个域名⽤逗
EndTime

String

否

2017-12-10T21
:00:00Z

号（,）分隔。

获取数据结束时间点。

• 结束时间需⼤于起始时间。

• 获⽇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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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描述

300

查询数据的时间粒度，⽀持300、
3600和86400秒。

• 3天以内（不包含3天整）⽀持
300、 3600、 86400。

• 3-31天（不包含31天整）⽀持
3600和86400。
• 31天以上⽀持86400。

不传和传的值不⽀持时，使⽤默认
IspNameEn

LocationNa
meEn

StartTime

String

String

String

否

值。

beijing

否

运营商英⽂名。通过DescribeCd

nRegionAndIsp接口获得，不传为
所有运营商。

unicom

否

区域英⽂名。通过DescribeCd

nRegionAndIsp接口获得，不传为

2017-12-10T20
:00:00Z

所有区域。

获取数据起始时间点。

•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 最小数据粒度为5分钟。

• 不写默认读取过去24小时数据。
返回数据

名称

BpsDataPer
Interval

类型

⽰例值

每个时间间隔的⽹络带宽数据。

Bps

Float

11286

DynamicHtt
pBps

Float

11286111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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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DynamicHtt
psBps

类型

Float

⽰例值
12312

描述
动态https bps数据值，单位：bit/
second。

StaticHttp
Bps

Float

123

StaticHttp
sBps

Float

123

TimeStamp

String

DataInterval

String

2017-12-10T20:00
时间⽚起始时刻。
:00Z
300

静态http bps数据值，单位：bit/
second。

静态https bps数据值，单位：bit/
second。

数据的时间粒度。

DomainName String

example.com

EndTime

String

RequestId

String

2017-12-10T21:00
结束时间。
:00Z

StartTime
⽰例

API参考 / 5 数据监控接口

String

3C6CCEC4-6B88
-4D4A-93E4D47B3D92CF8F

加速域名信息。

请求ID。

2017-12-10T10:00
开始时间。
:00Z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DomainBpsData
&DomainName=example.com
&StartTime=2017-12-10T20:00:00Z
&EndTime=2017-12-10T21:00:00Z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DomainBpsDataResponse>
<BpsDataPerInterval>
<DataModule>
<TimeStamp>2017-12-10T20:00:00Z</TimeStamp>
<Bps>11288111</Bps>
<DynamicHttpBps>11286111</DynamicHttpBps>
<DynamicHttpsBps>2000</DynamicHttpsBps>
<StaticHttpBps>0</StaticHttp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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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cHttpsBps>0</StaticHttpsBps>
</DataModule>
<DataModule>
<TimeStamp>2017-12-10T20:05:00Z</TimeStamp>
<Bps>11288111</Bps>
<DynamicHttpBps>11286111</DynamicHttpBps>
<DynamicHttpsBps>2000</DynamicHttpsBps>
<StaticHttpBps>0</StaticHttpBps>
<StaticHttpsBps>0</StaticHttpsBps>
</DataModule>
</BpsDataPerInterval>
<DomainName>test.com</DomainName>
<DataInterval>300</DataInterval>
<RequestId>3C6CCEC4-6B88-4D4A-93E4-D47B3D92CF8F</RequestId>
<StartTime>2017-12-10T20:00:00Z</StartTime>
<EndTime>2017-12-10T21:00:00Z</EndTime>
</DescribeDcdnDomainBpsDataResponse>
JSON 格式
{

"DataInterval":"300",
"BpsDataPerInterval":{
"DataModule":[
{
"TimeStamp":"2017-12-10T20:00:00Z",
"Bps":11288111,
"DynamicHttpsBps":2000,
"StaticHttpBps":0,
"StaticHttpsBps":0,
"DynamicHttpBps":11286111
},
{
"TimeStamp":"2017-12-10T20:05:00Z",
"Bps":11288111,
"DynamicHttpsBps":2000,
"StaticHttpBps":0,
"StaticHttpsBps":0,
"DynamicHttpBps":11286111
}
]
},
"RequestId":"3C6CCEC4-6B88-4D4A-93E4-D47B3D92CF8F",
"DomainName":"test.com",
"EndTime":"2017-12-10T21:00:00Z",
"StartTime":"2017-12-10T10:00:00Z"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MissingTim
eParameter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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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rtTime and
EndTime must be both
speciﬁed.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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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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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400

错误信息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描述

请提供正确的开始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n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请提供正确的结束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 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结束时间早于开始时间，请检
Mismatch
earlier than the StartTime. 查。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ValueNotSu
invalid.
pported

不⽀持该开始时间，请重新填
写。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5.20 DescribeDcdnDomainTraﬃc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TraﬃcData获取加速域名的⽹络流量监控数据，单位：byte。
调⽤该接口前，请您注意：

• 不指定StartTime和EndTime时，默认读取过去24小时的数据，同时⽀持按指定的起⽌时间查
询，两者需要同时指定。

• ⽀持批量域名查询，多个域名⽤逗号（,）分隔。
调试

• 最多可获取最近90天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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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DescribeDc
dnDomainTr
aﬃc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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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DcdnDomainTr
aﬃc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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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example.com

描述
如果参数为空，默认返回所有加速域
名合并后数据。

可输⼊需要查询的加速域名。⽀
持批量域名查询，多个域名⽤逗
EndTime

Interval

String

String

否

否

2017-12-10T21
:00:00Z

300

号（,）分隔。

获取数据结束时间点。

• 结束时间需⼤于起始时间。

•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查询数据的时间粒度，⽀持300、
3600和86400秒。

• 3天以内（不包含3天整）⽀持
300、 3600、 86400。

• 3-31天（不包含31天整）⽀持
3600和86400。
• 31天以上⽀持86400。

不传和传的值不⽀持时，使⽤默认
IspNameEn

LocationNa
meEn

StartTime

String

String

String

否

否

否

unicom

beijing

2017-12-10T20
:00:00Z

值。

运营商英⽂名。通过DescribeCd

nRegionAndIsp接口获得，不传为
所有运营商。

区域英⽂名。通过DescribeCd

nRegionAndIsp接口获得，不传为
所有区域。

获取数据起始时间点。

•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 最小数据粒度为1小时。

• 不写默认读取过去24小时数据。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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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

名称

DataInterval

类型

String

⽰例值
300

描述
每条记录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

DomainName String

test.com

EndTime

String

RequestId

String

2017-12-10T21:00
结束时间。
:00Z

StartTime
TraﬃcDat
aPerInterval

⽰例

API参考 / 5 数据监控接口

String

B955107D-E658
-4E77-B913-

E0AC3D31693E

加速域名信息。

请求ID。

2017-12-10T20:00
开始时间。
:00Z

每个时间间隔的流量数据。

DynamicHtt
pTraﬃc

Float

0

DynamicHtt
psTraﬃc

Float

0

StaticHttp
Traﬃc

Float

123

StaticHttp
sTraﬃc

Float

132

TimeStamp

String

Traﬃc

Float

2017-12-10T20:00
时间⽚起始时刻。
:00Z
0

动态http流量。
动态https流量。
静态http流量。
静态https流量。

总流量。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DomainTrafficData
&DomainName=example.com
&StartTime=2017-12-10T20:00:00Z
&EndTime=2017-12-10T21:00:00Z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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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格式
<DescribeDcdnDomainTrafficDataResponse>
<DomainName>test.com</DomainName>
<DataInterval>300</DataInterval>
<TrafficDataPerInterval>
<DataModule>
<TimeStamp>2017-12-10T20:00:00Z</TimeStamp>
<Traffic>423304182</Traffic>
<DynamicHttpTraffic>0</DynamicHttpTraffic>
<DynamicHttpsTraffic>423304182</DynamicHttpsTraffic>
<StaticHttpTraffic>0</StaticHttpTraffic>
<StaticHttpsTraffic>0</StaticHttpsTraffic>
</DataModule>
</TrafficDataPerInterval>
<RequestId>B955107D-E658-4E77-B913-E0AC3D31693E</RequestId>
<StartTime>2017-12-10T20:00:00Z</StartTime>
<EndTime>2017-12-10T21:00:00Z</EndTime>
</DescribeDcdnDomainTrafficDataResponse>
JSON 格式
{

"TrafficDataPerInterval":{
"DataModule":[
{
"TimeStamp":"2017-12-10T20:00:00Z",
"DynamicHttpTraffic":0,
"StaticHttpsTraffic":0,
"DynamicHttpsTraffic":423304182,
"StaticHttpTraffic":0,
"Traffic":423304182
}
]
},
"DataInterval":"300",
"RequestId":"B955107D-E658-4E77-B913-E0AC3D31693E",
"DomainName":"test.com",
"EndTime":"2017-12-10T21:00:00Z",
"StartTime":"2017-12-10T20:00:00Z"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MissingTim
eParameter

错误信息

The StartTime and
EndTime must be both
speciﬁed.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档版本：20190906

描述

请同时提供开始时间和结束时
间。
请提供正确的开始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n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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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错误信息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描述

请提供正确的结束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 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结束时间早于开始时间，请检
Mismatch
earlier than the StartTime. 查。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ValueNotSu
invalid.
pported

不⽀持该开始时间，请重新填
写。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5.21 DescribeDcdnDomainOriginBps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OriginBpsData获取加速域名的回源带宽监控数据。
获取数据单位：bit/second。

• 不指定StartTime和EndTime时，默认读取过去24小时的数据；同时⽀持按指定的起⽌时间查
询，两者需要同时指定。

• ⽀持批量域名查询，多个域名⽤逗号（,）分隔。
调试

• 最多可获取最近90天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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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DescribeDc
dnDomainOr
iginBps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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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DcdnDomainOr
iginBpsData。

⽂档版本：20190906

全站加速

名称
DomainName

API参考 / 5 数据监控接口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example.com

描述
如果参数为空，默认返回所有加速域
名合并后数据。

可输⼊需要查询的加速域名。⽀
持批量域名查询，多个域名⽤逗
EndTime

Interval

String

String

否

2017-12-10T21
:00:00Z

否

号（,）分隔。

获取数据结束时间点。

• 结束时间需⼤于起始时间。

• 获⽇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300

查询数据的时间粒度，⽀持300、
3600和86400秒。

• 3天以内（不包含3天整）⽀持
300、 3600、 86400。

• 3-31天（不包含31天整）⽀持
3600和86400。
• 31天以上⽀持86400。

不传和传的值不⽀持时，使⽤默认
StartTime

String

否

2017-12-10T20
:00:00Z

值。

获取数据起始时间点。

•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 最小数据粒度为5分钟。

• 不写默认读取过去24小时数据。
返回数据

名称

DataInterval

类型

String

DomainName String

⽂档版本：20190906

⽰例值
300

example.com

描述
每条记录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
加速域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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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OriginBpsD
ataPerInte
rval

描述

2017-12-10T21:00
结束时间。
:00Z

每个时间间隔的回源带宽数据。

DynamicHtt
pOriginBps

Float

100

DynamicHtt
psOriginBps

Float

100

OriginBps

Float

100

StaticHttp
OriginBps

Float

100

StaticHttp
sOriginBps

Float

100

TimeStamp

String

RequestId

String

2017-12-10T21:00
时间⽚起始时刻。
:00Z

StartTime
⽰例

⽰例值

String

7CBCD6AD-B016
-42E5-AE0BB3731DE8F755

动态http回源带宽数据。
动态https回源带宽数据。
回源带宽数据。
静态http回源带宽数据。
静态https回源带宽数据。

请求ID。

2017-12-10T20:00
开始时间。
:00Z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DomainOriginBpsData
&DomainName=example.com
&StartTime=2017-12-10T20:00:00Z
&EndTime=2017-12-10T21:00:00Z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DomainOriginBpsDataResponse>
<DomainName>test.com</DomainName>
<DataInterval>300</DataInterval>
<SrcBpsDataPerInterval>
<DataModule>
<TimeStamp>2017-12-10T21:00:00Z</TimeStamp>
<OriginBps>200</Origin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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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HttpOriginBps>100</DynamicHttpOriginBps>
<DynamicHttpsOriginBps>100</DynamicHttpsOriginBps>
<StaticHttpOriginBps>0</StaticHttpOriginBps>
<StaticHttpsOriginBps>0</StaticHttpsOriginBps>
</DataModule>
</SrcBpsDataPerInterval>
<RequestId>7CBCD6AD-B016-42E5-AE0B-B3731DE8F755</RequestId>
<StartTime>2017-12-10T20:00:00Z</StartTime>
<EndTime>2017-12-10T21:00:00Z</EndTime>
</DescribeDcdnDomainOriginBpsDataResponse>
JSON 格式
{

"SrcBpsDataPerInterval":{
"DataModule":[
{
"DynamicHttpOriginBps":100,
"TimeStamp":"2017-12-10T21:00:00Z",
"OriginBps":200,
"StaticHttpOriginBps":0,
"StaticHttpsOriginBps":0,
"DynamicHttpsOriginBps":100
}
]
},
"DataInterval":"300",
"RequestId":"7CBCD6AD-B016-42E5-AE0B-B3731DE8F755",
"DomainName":"test.com",
"EndTime":"2017-12-10T21:00:00Z",
"StartTime":"2017-12-10T20:00:00Z"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400

MissingTim
eParameter

错误信息

The StartTime and
EndTime must be both
speciﬁed.

描述

请同时提供开始时间和结束时
间。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请提供正确的开始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请提供正确的结束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n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法，并使⽤UTC时间。 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结束时间早于开始时间，请检
Mismatch
earlier than the StartTime. 查。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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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400

错误信息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ValueNotSu
invalid.
pported

描述

不⽀持该开始时间，请重新填
写。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5.22 DescribeDcdnDomainOriginTraﬃc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OriginTraﬃcData获取加速域名的回源流量监控数据，单位：bit。
调⽤该接口前，请您注意：

• 不指定StartTime和EndTime时，默认读取过去24小时的数据；同时⽀持按指定的起⽌时间查
询，两者需要同时指定。

• ⽀持批量域名查询，多个域名可⽤逗号（,）分隔。
调试

• 最多可获取最近90天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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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DescribeDc
dnDomainOr

iginTraﬃcData
DomainName

String

否

example.com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DcdnDomainOr
iginTraﬃcData。

如果参数为空，默认返回所有加速域
名合并后数据。

可输⼊需要查询的加速域名。⽀
持批量域名查询，多个域名⽤逗
号（,）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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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否

⽰例值

2017-12-10T21
:00:00Z

描述
获取数据结束时间点。

• 结束时间需⼤于起始时间。

•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300

查询数据的时间粒度，⽀持300、
3600和86400秒。

• 3天以内（不包含3天整）⽀持
300、 3600、 86400。

• 3-31天（不包含31天整）⽀持
3600和86400。
• 31天以上⽀持86400。

不传和传的值不⽀持时，使⽤默认
StartTime

String

否

2017-12-10T20
:00:00Z

值。

获取数据起始时间点。

•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 最小数据粒度为5分钟。

• 不写默认读取过去24小时数据。
返回数据

名称

DataInterval

类型

String

⽰例值
300

描述
每条记录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

DomainName String

example.com

EndTime

2017-12-10T21:00
结束时间。
:00Z

OriginTraf
ﬁcDataPer
Interval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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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DynamicHtt
pOriginTra
ﬃc

类型

Float

⽰例值
1000

描述
动态http回源流量数据。

DynamicHtt
psOriginTr

Float

500

OriginTrafﬁc

Float

100

StaticHttp
OriginTrafﬁc

Float

0

StaticHttp
sOriginTra

Float

100

TimeStamp

String

RequestId

String

2017-12-10T21:00
时间⽚起始时刻。
:00Z

aﬃc

ﬃc

StartTime
⽰例

API参考 / 5 数据监控接口

String

A666D44F-19D6
-490E-97CF1A64AB962C57

动态https回源流量数据。
回源流量数据。
静态http回源流量数据。
静态https回源流量数据。

请求ID。

2017-12-10T20:00
开始时间。
:00Z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DomainOriginTrafficData&
DomainName=example.com
&StartTime=2017-12-10T20:00:00Z
&EndTime=2017-12-10T21:00:00Z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DomainOriginTrafficDataResponse>
<DomainName>test.com</DomainName>
<DataInterval>300</DataInterval>
<OriginTrafficDataPerInterval>
<DataModule>
<TimeStamp>2017-12-10T21:00:00Z</TimeStamp>
<OriginTraffic>1000</OriginTraffic>
<DynamicHttpOriginTraffic>500</DynamicHttpOriginTraffic>
<DynamicHttpsOriginTraffic>500</DynamicHttpsOriginTraffic>
<StaticHttpOriginTraffic>0</StaticHttpOriginTraffic>
<StaticHttpsOriginTraffic>0</StaticHttpsOriginTraf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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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Module>
</OriginTrafficDataPerInterval>
<RequestId>A666D44F-19D6-490E-97CF-1A64AB962C57</RequestId>
<StartTime>2017-12-10T20:00:00Z</StartTime>
<EndTime>2017-12-10T21:00:00Z</EndTime>
</DescribeDcdnDomainOriginTrafficDataResponse>
JSON 格式
{

"OriginTrafficDataPerInterval":{
"DataModule":[
{
"TimeStamp":"2017-12-10T21:00:00Z",
"DynamicHttpsOriginTraffic":500,
"DynamicHttpOriginTraffic":500,
"OriginTraffic":1000,
"StaticHttpOriginTraffic":0,
"StaticHttpsOriginTraffic":0
}
]
},
"DataInterval":"300",
"RequestId":"A666D44F-19D6-490E-97CF-1A64AB962C57",
"DomainName":"test.com",
"EndTime":"2017-12-10T21:00:00Z",
"StartTime":"2017-12-10T20:00:00Z"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400
400

MissingTim
eParameter

错误信息

The StartTime and
EndTime must be both
speciﬁed.

描述

请同时提供开始时间和结束时
间。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请提供正确的开始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请提供正确的结束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n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法，并使⽤UTC时间。 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结束时间早于开始时间，请检
Mismatch
earlier than the StartTime. 查。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ValueNotSu
invalid.
pported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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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5.23 DescribeDcdnDomainWebsocketHttpCode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WebsocketHttpCodeData获取加速域名websocket协议的最

调试

小5分钟粒度的HTTP返回码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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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DomainName

Action

EndTime

类型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否

否

⽰例值

example.com
DescribeDc
dnDomainWe
bsocketHtt
pCodeData

2018-03-01T06
:00:00Z

描述
需要查询的加速域名，⽀持批量，多
个域名⽤逗号（,）分隔。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DcdnDomainWe
bsocketHttpCodeData。
结束时间需⼤于起始时间。

获⽇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Interval

String

否

300

YYYY-MM-DDThh:mm:ssZ

查询数据的时间粒度，⽀持300、
3600和86400秒。

• 3天以内（不包含3天整）⽀持
300、3600、86400。

• 3-31天（不包含31天整）⽀持
3600和86400。
• 31天以上⽀持86400。

不传和传的值不⽀持时，使⽤默认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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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否

⽰例值

描述

unicom

运营商英⽂名，通过DescribeCd

nRegionAndIsp接口获得，不传为
所有运营商。

beijing

否

区域英⽂名，通过DescribeCd

nRegionAndIsp接口获得，不传为

2018-03-01T05
:00:00Z

所有区域。

获取数据起始时间点。

•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 最小数据粒度为5分钟。

不写默认读取过去24小时数据
返回数据

名称

DataInterval
DataPerInt
erval

TimeStamp

类型

String

3600

String

每条记录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固定
值300S。

2018-03-01T11:00
时间⽚起始时刻。
:00

各返回码占⽐使⽤数据list。

Code

Integer

9

Count

Float

50

Proportion

Float

43

DomainName String

⽂档版本：20190906

描述

每个时间间隔的HTTP返回码占⽐数据。

WebsocketH
ttpCodeDat

aPerInterval

⽰例值

example.com

http返回码。
总数。
占⽐使⽤数据。
加速域名信息。

111

全站加速

名称

类型

⽰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91FC2D9D-B042
-4634-8A5C-

请求ID。

EndTime

StartTime
⽰例

API参考 / 5 数据监控接口

String

String

2018-03-01T13:00
结束时间。
:00Z
7B8E7482C22D

2018-03-01T05:00
开始时间。
:00Z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DomainWebsocketHtt
pCodeData
&DomainName="example.com,example1.com"
&StartTime=2018-03-01T05:00:00Z
&EndTime=2018-03-01T13:00:00Z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DomainWebsocketHttpCodeDataResponse>
<DataInterval>3600</DataInterval>
<RequestId>91FC2D9D-B042-4634-8A5C-7B8E7482C22D</RequestId>
<EndTime>2018-03-01T13:00:00Z</EndTime>
<StartTime>2018-03-01T05:00:00Z</StartTime>
<HttpCodeDataPerInterval>
<DataModule>
<TimeStamp>2018-03-01T13:00:00Z</TimeStamp>
<WebsocketHttpCode></WebsocketHttpCode>
</DataModule>
<DataModule>
<TimeStamp>2018-03-01T12:00:00Z</TimeStamp>
<WebsocketHttpCode>
<HttpCodeDataModule>
<Count>16</Count>
<Proportion>100</Proportion>
<Code>404</Code>
</HttpCodeDataModule>
</WebsocketHttpCode>
</DataModule>
<DataModule>
<TimeStamp>2018-03-01T11:00:00Z</TimeStamp>
<WebsocketHttpCode>
<HttpCodeDataModule>
<Count>9</Count>
<Proportion>50</Proportion>
<Code>403</Code>
</HttpCodeDataModule>
<HttpCodeDataModule>
<Count>9</Count>
<Proportion>50</Propor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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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504</Code>
</HttpCodeDataModule>
</WebsocketHttpCode>
</DataModule>
</HttpCodeDataPerInterval>
</DescribeDcdnDomainWebsocketHttpCodeDataResponse>
JSON 格式
{

"DataInterval":3600,
"RequestId":"91FC2D9D-B042-4634-8A5C-7B8E7482C22D",
"EndTime":"2018-03-01T13:00:00Z",
"StartTime":"2018-03-01T05:00:00Z",
"HttpCodeDataPerInterval":{
"DataModule":[
{
"TimeStamp":"2018-03-01T13:00:00Z",
"WebsocketHttpCode":{
"HttpCodeDataModule":[]
}
},
{
"TimeStamp":"2018-03-01T12:00:00Z",
"WebsocketHttpCode":{
"HttpCodeDataModule":[
{
"Count":16,
"Proportion":100,
"Code":404
}
]
}
},
{
"TimeStamp":"2018-03-01T11:00:00Z",
"WebsocketHttpCode":{
"HttpCodeDataModule":[
{
"Count":9,
"Proportion":50,
"Code":403
},
{
"Count":9,
"Proportion":50,
"Code":504
}
]
}
}
]
}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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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400
400

MissingTim
eParameter

错误信息

The StartTime and
EndTime must be both
speciﬁed.

描述

请同时提供开始时间和结束时
间。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请提供正确的开始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请提供正确的结束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n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法，并使⽤UTC时间。 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结束时间早于开始时间，请检
Mismatch
earlier than the StartTime. 查。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ValueNotSu
invalid.
pported

不⽀持该开始时间，请重新填
写。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5.24 DescribeDcdnDomainWebsocketBps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WebsocketBpsData获取加速域名websocket协议的⽹络带宽监控
数据。

获取数据单位：bit/second。

• 不指定StartTime和EndTime时，默认读取过去24小时的数据，同时⽀持按指定的起⽌时间查
询，两者需要同时指定。

• ⽀持批量域名查询，多个域名⽤逗号（,）分隔。
调试

• 最多可获取最近90天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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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档版本：20190906

全站加速

请求参数

名称
Action

DomainName

API参考 / 5 数据监控接口

类型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否

⽰例值

DescribeDc
dnDomainWe
bsocketBps
Data

example.com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DcdnDomainWe
bsocketBpsData。

如果参数为空，默认返回所有加速域
名合并后数据。

可输⼊需要查询的加速域名⽀持批量
域名查询，多个域名⽤逗号（,）分
EndTime

Interval

String

String

否

否

2017-12-10T21
:00:00Z

300

隔。

获取数据结束时间点。

• 结束时间需⼤于起始时间。

•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查询数据的时间粒度，⽀持300、
3600和86400秒。

• 3天以内（不包含3天整）⽀持
300、 3600、 86400。

• 3-31天（不包含31天整）⽀持
3600和86400。
• 31天以上⽀持86400。

不传和传的值不⽀持时，使⽤默认
IspNameEn

LocationNa
meEn

String

String

否

否

unicom

beijing

值。

运营商英⽂名，通过DescribeCd

nRegionAndIsp接口获得，不传为
所有运营商。

区域英⽂名，通过DescribeCd

nRegionAndIsp接口获得，不传为
所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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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2017-12-10T20
:00:00Z

描述
获取数据起始时间点。

•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 最小数据粒度为1小时。

• 不写默认读取过去24小时数据。
返回数据

名称

BpsDataPer
Interval

⽰例值

String

WebsocketB
ps

Float
String

2017-12-10T20:00
时间⽚起始时刻。
:00Z
11288111
300

DomainName String

example.com

EndTime

String

2017-12-10T21:00

RequestId

String

3C6CCEC4-6B88
-4D4A-93E4-

StartTime

描述
每个时间间隔的⽹络带宽数据。

TimeStamp

DataInterval

⽰例

类型

String

:00Z

D47B3D92CF8F

bps数据值，单位：bit/second。
每条记录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固定
值1小时。

加速域名信息。
结束时间。
请求ID。

2017-12-10T20:00
开始时间。
:00Z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DomainWebsocketBpsData
&DomainName=example.com
&StartTime=2017-12-10T20:00:00Z
&EndTime=2017-12-10T21:00:00Z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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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格式
<DescribeDcdnDomainWebsocketBpsDataResponse>
<BpsDataPerInterval>
<DataModule>
<TimeStamp>2017-12-10T20:00:00Z</TimeStamp>
<WebsocketBps>11288111</WebsocketBps>
</DataModule>
<DataModule>
<TimeStamp>2017-12-10T20:05:00Z</TimeStamp>
<WebsocketBps>11288111</WebsocketBps>
</DataModule>
</BpsDataPerInterval>
<DomainName>example.com</DomainName>
<DataInterval>300</DataInterval>
<RequestId>3C6CCEC4-6B88-4D4A-93E4-D47B3D92CF8F</RequestId>
<StartTime>2017-12-10T20:00:00Z</StartTime>
<EndTime>2017-12-10T21:00:00Z</EndTime>
</DescribeDcdnDomainWebsocketBpsDataResponse>
JSON 格式
{

"DataInterval":"300",
"BpsDataPerInterval":{
"DataModule":[
{
"TimeStamp":"2017-12-10T20:00:00Z",
"WebsocketBps":11288111
},
{
"TimeStamp":"2017-12-10T20:05:00Z",
"WebsocketBps":11288111
}
]
},
"RequestId":"3C6CCEC4-6B88-4D4A-93E4-D47B3D92CF8F",
"DomainName":"example.com",
"EndTime":"2017-12-10T21:00:00Z",
"StartTime":"2017-12-10T20:00:00Z"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MissingTim
eParameter

错误信息

The StartTime and
EndTime must be both
speciﬁed.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档版本：20190906

描述

请同时提供开始时间和结束时
间。
请提供正确的开始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n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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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错误信息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描述

请提供正确的结束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 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结束时间早于开始时间，请检
Mismatch
earlier than the StartTime. 查。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ValueNotSu
invalid.
pported

不⽀持该开始时间，请重新填
写。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5.25 DescribeDcdnDomainIpaBps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IpaBpsData获取加速域名四层加速的⽹络带宽监控数据。
获取数据单位：bit/second。

• 不指定StartTime和EndTime时，默认读取过去24小时的数据，同时⽀持按指定的起⽌时间查
询，两者需要同时指定。

• ⽀持批量域名查询，多个域名⽤逗号（,）分隔。
调试

• 最多可获取最近90天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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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DescribeDc
dnDomainIp
aBpsData

118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DcdnDomainIp
aBps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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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example.com

描述
如果参数为空，默认返回所有加速域
名合并后数据

可输⼊需要查询的加速域名，⽀
持批量域名查询，多个域名⽤逗
EndTime

String

否

2017-12-10T21
:00:00Z

FixTimeGap

String

否

false

Interval

String

否

300

号（,）分隔。

获取数据结束时间点。

• 结束时间需⼤于起始时间。

•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是否补零。
查询数据的时间粒度，⽀持300、
3600和86400秒。

• 3天以内（不包含3天整）⽀持
300、3600、86400。

• 3-31天（不包含31天整）⽀持
3600和86400。
• 31天以上⽀持86400。

不传和传的值不⽀持时，使⽤默认
IspNameEn

LocationNa
meEn

String

String

否

否

Unicom

beijing

值。

运营商英⽂名，通过DescribeCd

nRegionAndIsp接口获得，不传为
所有运营商。

区域英⽂名，通过DescribeCd

nRegionAndIsp接口获得，不传为
所有区域。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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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2017-12-10T20
:00:00Z

描述
获取数据起始时间点。

•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 最小数据粒度为5分钟。

TimeMerge

String

否

• 不写默认读取过去24小时数据。

1

是否⾃适应计算interval值，如果

timeMerge=1，会根据startTime
和endTime计算出合适的inteval
值，和interval参数任选。

返回数据

名称

BpsDataPer
Interval

120

⽰例值

描述
每个时间间隔的⽹络带宽数据。

IpaBps

Float

11288111

TimeStamp

String

DataInterval

String

2017-12-10T20:00
时间⽚起始时刻。
:00Z
300

bps数据值，单位：bit/second。

数据间隔时间。

DomainName String

example.com

EndTime

String

RequestId

String

2017-12-10T21:00
结束时间。
:00Z

StartTime
⽰例

类型

String

3C6CCEC4-6B88
-4D4A-93E4D47B3D92CF8F

加速域名信息。

请求ID。

2017-12-10T20:00
开始时间。
:00Z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DomainIpaBpsData
&DomainName=example.com
&StartTime=2017-12-10T20:00:0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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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Time=2017-12-10T21:00:00Z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DomainIpaBpsDataResponse>
<BpsDataPerInterval>
<DataModule>
<TimeStamp>2017-12-10T20:00:00Z</TimeStamp>
<IpaBps>11288111</IpaBps>
</DataModule>
<DataModule>
<TimeStamp>2017-12-10T20:05:00Z</TimeStamp>
<IpaBps>11288111</IpaBps>
</DataModule>
</BpsDataPerInterval>
<DomainName>example.com</DomainName>
<DataInterval>300</DataInterval>
<RequestId>3C6CCEC4-6B88-4D4A-93E4-D47B3D92CF8F</RequestId>
<StartTime>2017-12-10T20:00:00Z</StartTime>
<EndTime>2017-12-10T21:00:00Z</EndTime>
</DescribeDcdnDomainIpaBpsDataResponse>
JSON 格式
{

"DataInterval":"300",
"BpsDataPerInterval":{
"DataModule":[
{
"TimeStamp":"2017-12-10T20:00:00Z",
"IpaBps":11288111
},
{
"TimeStamp":"2017-12-10T20:05:00Z",
"IpaBps":11288111
}
]
},
"RequestId":"3C6CCEC4-6B88-4D4A-93E4-D47B3D92CF8F",
"DomainName":"example.com",
"EndTime":"2017-12-10T21:00:00Z",
"StartTime":"2017-12-10T20:00:00Z"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MissingTim
eParameter

⽂档版本：20190906

错误信息

The StartTime and
EndTime must be both
speciﬁed.

描述

请同时提供开始时间和结束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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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400

错误信息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描述

请提供正确的开始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n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请提供正确的结束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 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结束时间早于开始时间，请检
Mismatch
earlier than the StartTime. 查。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ValueNotSu
invalid.
pported

不⽀持该开始时间，请重新填
写。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5.26 DescribeDcdnDomainWebsocketTraﬃc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WebsocketTraﬃcData获取加速域名的 websocket ⽹络流量监控
数据，单位：byte。

调⽤该接口前，请您注意：

• 不指定StartTime和EndTime时，默认读取过去24小时的数据，同时⽀持按指定的起⽌时间查
询，两者需要同时指定。

• ⽀持批量域名查询，多个域名⽤逗号（,）分隔。
调试

• 最多可获取最近90天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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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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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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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否

⽰例值

DescribeDc
dnDomainWe
bsocketTra
ﬃcData

example.com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DcdnDomainWe
bsocketTraﬃcData。

如果参数为空，默认返回所有加速域
名合并后数据。

可输⼊需要查询的加速域名⽀持批量
域名查询，多个域名⽤逗号（,）分
EndTime

Interval

String

String

否

否

2017-12-10T21
:00:00Z

300

隔。

获取数据结束时间点。

• 结束时间需⼤于起始时间。

•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查询数据的时间粒度，⽀持300、
3600和86400秒。

• 3天以内（不包含3天整）⽀持
300、 3600、 86400。

• 3-31天（不包含31天整）⽀持
3600和86400。
• 31天以上⽀持86400。

不传和传的值不⽀持时，使⽤默认
IspNameEn

LocationNa
meEn

String

String

否

否

unicom

beijing

值。

运营商英⽂名，通过DescribeCd

nRegionAndIsp接口获得，不传为
所有运营商。

区域英⽂名，通过DescribeCd

nRegionAndIsp接口获得，不传为
所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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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2017-12-10T20
:00:00Z

描述
获取数据起始时间点。

•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 最小数据粒度为1小时。

• 不写默认读取过去24小时数据。
返回数据

名称

DataInterval

String

⽰例值
300

描述
每条记录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

DomainName String

example.com

EndTime

String

RequestId

String

2017-12-10T21:00
结束时间。
:00Z

StartTime
TraﬃcDat
aPerInterval

⽰例

类型

String

B955107D-E658
-4E77-B913E0AC3D31693E

加速域名信息。

请求ID。

2017-12-10T20:00
开始时间。
:00Z

每个时间间隔的流量数据。

TimeStamp

String

WebsocketT
raﬃc

Float

2017-12-10T20:00
时间⽚起始时刻。
:00Z
423304182

总流量。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DomainWebsocketTrafficData
&DomainName=example.com
&StartTime=2017-12-10T20:00:00Z
&EndTime=2017-12-10T21:00:00Z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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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格式
<DescribeDcdnDomainWebsocketTrafficDataResponse>
<DomainName>example.com</DomainName>
<DataInterval>300</DataInterval>
<TrafficDataPerInterval>
<DataModule>
<TimeStamp>2017-12-10T20:00:00Z</TimeStamp>
<WebsocketTraffic>423304182</WebsocketTraffic>
</DataModule>
</TrafficDataPerInterval>
<RequestId>B955107D-E658-4E77-B913-E0AC3D31693E</RequestId>
<StartTime>2017-12-10T20:00:00Z</StartTime>
<EndTime>2017-12-10T21:00:00Z</EndTime>
</DescribeDcdnDomainWebsocketTrafficDataResponse>
JSON 格式
{

"TrafficDataPerInterval":{
"DataModule":[
{
"TimeStamp":"2017-12-10T20:00:00Z",
"WebsocketTraffic":423304182
}
]
},
"DataInterval":"300",
"RequestId":"B955107D-E658-4E77-B913-E0AC3D31693E",
"DomainName":"example.com",
"EndTime":"2017-12-10T21:00:00Z",
"StartTime":"2017-12-10T20:00:00Z"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MissingTim
eParameter

错误信息

The StartTime and
EndTime must be both
speciﬁed.

描述

请同时提供开始时间和结束时
间。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请提供正确的开始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请提供正确的结束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档版本：20190906

法，并使⽤UTC时间。\n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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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错误信息

描述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结束时间早于开始时间，请检
Mismatch
earlier than the StartTime. 查。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ValueNotSu
invalid.
pported

不⽀持该开始时间，请重新填
写。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5.27 DescribeDcdnDomainIpaTraﬃcData

调⽤DescribeDcdnDomainIpaTraﬃcData获取加速域名的四层加速⽹络流量监控数据，单位：
byte。

调⽤该接口前，请您注意：

• 不指定StartTime和EndTime时，默认读取过去24小时的数据，同时⽀持按指定的起⽌时间查
询，两者需要同时指定。

• ⽀持批量域名查询，多个域名⽤逗号（,）分隔。
调试

• 最多可获取最近90天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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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DescribeDc
dnDomainIp
aTraﬃcData

DomainName

String

否

example.com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DcdnDomainIp
aTraﬃcData。

如果参数为空，默认返回所有加速域
名合并后数据。

可输⼊需要查询的加速域名。⽀
持批量域名查询，多个域名⽤逗
号（,）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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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2017-12-10T21
:00:00Z

FixTimeGap

String

否

false

Interval

String

否

300

描述
获取数据结束时间点。

• 结束时间需⼤于起始时间。

•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是否补零。
查询数据的时间粒度，⽀持300、
3600和86400秒。

• 3天以内（不包含3天整）⽀持
300、 3600、 86400。

• 3-31天（不包含31天整）⽀持
3600和86400。
• 31天以上⽀持86400。

不传和传的值不⽀持时，使⽤默认
IspNameEn

LocationNa
meEn

StartTime

String

String

String

否

否

否

unicom

beijing

2017-12-10T20
:00:00Z

值。

运营商英⽂名，通过DescribeCd

nRegionAndIsp接口获得，不传为
所有运营商。

区域英⽂名，通过DescribeCd

nRegionAndIsp接口获得，不传为
所有区域。

获取数据起始时间点。

•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
• 最小数据粒度为5分钟。

TimeMerge

String

否

1

• 不写默认读取过去24小时数据。
是否⾃适应计算interval值，如果

timeMerge=1，会根据startTime
和endTime计算出合适的inteval
值，和interval参数任选。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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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DataInterval

类型

String

⽰例值
300

描述
每条记录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

DomainName String

example.com

EndTime

String

RequestId

String

2017-12-10T21:00
结束时间。
:00Z

StartTime
TraﬃcDat
aPerInterval

⽰例

API参考 / 5 数据监控接口

String

B955107D-E658
-4E77-B913-

E0AC3D31693E

加速域名信息。

请求ID。

2017-12-10T20:00
开始时间。
:00Z

每个时间间隔的流量数据。

IpaTraﬃc

Float

423304182

TimeStamp

String

2017-12-10T20:00
时间⽚起始时刻。
:00Z

总流量。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DomainIpaTrafficData
&DomainName=example.com
&StartTime=2017-12-10T20:00:00Z
&EndTime=2017-12-10T21:00:00Z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DomainIpaTrafficDataResponse>
<DomainName>example.com</DomainName>
<DataInterval>300</DataInterval>
<TrafficDataPerInterval>
<DataModule>
<TimeStamp>2017-12-10T20:00:00Z</TimeStamp>
<IpaTraffic>423304182</IpaTraffic>
</DataModule>
</TrafficDataPerInterval>
<RequestId>B955107D-E658-4E77-B913-E0AC3D31693E</RequestId>
<StartTime>2017-12-10T20:00:00Z</StartTime>
<EndTime>2017-12-10T21:00:00Z</End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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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DcdnDomainIpaTrafficDataResponse>
JSON 格式
{

"TrafficDataPerInterval":{
"DataModule":[
{
"TimeStamp":"2017-12-10T20:00:00Z",
"IpaTraffic":423304182
}
]
},
"DataInterval":"300",
"RequestId":"B955107D-E658-4E77-B913-E0AC3D31693E",
"DomainName":"example.com",
"EndTime":"2017-12-10T21:00:00Z",
"StartTime":"2017-12-10T20:00:00Z"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400
400

MissingTim
eParameter

错误信息

The StartTime and
EndTime must be both
speciﬁed.

描述

请同时提供开始时间和结束时
间。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请提供正确的开始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请提供正确的结束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n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法，并使⽤UTC时间。 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结束时间早于开始时间，请检
Mismatch
earlier than the StartTime. 查。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ValueNotSu
invalid.
pported

不⽀持该开始时间，请重新填
写。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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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域名管理接⼝
6.1 StartDcdnDomain

调⽤StartDcdnDomain启⽤状态为停⽤的加速域名，将DomainStatus变更为online。

调试

域名对应账⼾如果由于⽋费，或域名处于⾮法状态，⽆法正常调⽤该接口启⽤加速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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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DomainName
返回数据

名称

RequestId

类型

String
String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是

⽰例值

StartDcdnD
omain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example.com

⽰例值

0AEDAF20-4DDF
-4165-875047FF9C1929C9

⽰例

描述
StartDcdnDomain。

需要接⼊全站加速的域名。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StartDcdnDomain
&DomainName=example.com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StartDcdnDomainResponse>
<RequestId>0AEDAF20-4DDF-4165-8750-47FF9C1929C9</Reques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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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DcdnDomain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0AEDAF20-4DDF-4165-8750-47FF9C1929C9"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6.2 UpdateDcdnDomain

调⽤UpdateDcdnDomain修改加速域名。

调试

创建加速域名之前，必须先开通全站加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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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UpdateDcdn
Domain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UpdateDcdnDomain。

DomainName

String

是

example.com

ResourceGr

String

否

123

String

否

[{"content":"
1.1.1.1","type

回源地址列表。

yourTopLev
elDomain

顶级接⼊域。

oupId
Sources

TopLevelDo
main

String

否

":"ipaddr","
priority":"20","
port":80}]

需要接⼊全站加速的域名。
资源组ID。

Sources各字段含义如下所⽰。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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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type

String

是

源站类型，取值：

ipaddr：IP源站；

domain：域名源站；
oss：OSS Bucket为
源站。
content

String

是

回源地址，可以是IP或

port

Integer

否

可以指定443、80端

域名。

口，也可以⾃定义端

口，默认值80。443走
https回源。
priority

String

否

源站地址对应的优先

级，⽀持20和30，默

认20。20是主，30是
备。
weight

返回数据

名称

RequestId

String

类型

String

否

⽰例值

0AEDAF20-4DDF
-4165-875047FF9C1929C9

⽰例

回源权重，100以
内，默认10。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UpdateDcdnDomain
&SourceType=domain
&Sources=[{"content":"1.1.1.1","type":"ipaddr","priority":"20","port":
80}]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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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格式
<UpdateDcdnDomainResponse>
<RequestId>0AEDAF20-4DDF-4165-8750-47FF9C1929C9</RequestId>
</UpdateDcdnDomain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0AEDAF20-4DDF-4165-8750-47FF9C1929C9"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The speciﬁed
DomainName is invalid.

域名格式错误。

InvalidSou
rce.Content.

The speciﬁed Source
Content is invalid.

源站信息错误，请重新填写。

InvalidTyp
eContent.

The speciﬁed source
type does not match the

源站类型和源站不匹配，请重
新填写。

MissingSource.
Content

The Source Content must
be speciﬁed.

Source Content必填，请填
写后重试。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MissingDom
ainName
InvalidDom
ainName.
Malformed
Malformed
Mismatch

MissingSource.
Type

InvalidSource.
Type.Malformed
InvalidSou
rce.Priority.

The domainName
parameter is required.

speciﬁed source content.

The Source Type must be
speciﬁed.

请填写域名参数。

Source Type必填，请填写后
重试。

The speciﬁed Source Type Source Type格式错误，请重
is invalid.
新填写。
The speciﬁed Source
Priority is invalid.

Source Priority格式错
误，请填写正确的格式。

InvalidRes
ourceGroupId.

The speciﬁed ResourceGr
oupId is invalid.

ResourceGroupId错误，请
填写正确的ResourceGr

EntityNotExists.
ResourceGroup

The resource group does
not exist.

该资源组不存在。

Malformed
Mal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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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3

400

InvalidStatus.
ResourceGroup
DomainInPr
otectedMode

错误信息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resource group does not
support this operation.
The domain is in
protection mode. To

描述

资源组当前状态不允许进⾏此
操作。
此域名处于被保护模式。如果
您想做这个操作，请联系我

request permission,
们。
contact Customer Service.

TopLevelDomain The speciﬁed TopLevelDo
.NotFound
main does not exist.

顶级接⼊域不存在。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6.3 DeleteDcdnDomain

调⽤DeleteDcdnDomain删除已添加的加速域名。
调⽤该接口前，请您注意：

• 请慎重操作，以免导致删除操作后此域名不可访问。建议您在进⾏域名删除前到域名解析服务商
处恢复域名A记录。

• 调⽤DeleteDcdnDomain成功后将删除本条加速域名的全部相关记录，对于仅需要暂停使⽤该
调试

加速域名，推荐StopDcdnDomain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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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DeleteDcdn
Domain

DomainName

String

是

example.com

ResourceGr

String

否

123

oupId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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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leteDcdnDomain。
要删除的域名。
资源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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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RequestId

String

⽰例值

0AEDAF20-4DDF
-4165-875047FF9C1929C9

⽰例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letDcdnDomain
&DomainName=example.com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leteDcdnDomainResponse>
<RequestId>0AEDAF20-4DDF-4165-8750-47FF9C1929C9</RequestId>
</DeleteDcdnDomain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0AEDAF20-4DDF-4165-8750-47FF9C1929C9"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InvalidDom
ainName.
Malformed

错误信息

The speciﬁed
DomainName is invalid.

描述

域名格式错误。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6.4 BatchStopDcdnDomain

停⽤加速域名，将DomainStatus变更为oﬄine。

停⽤该加速域名后，该条加速域名信息仍保留，针对加速域名的请求系统将做⾃动回源处理。
如果暂时不需要对某域名进⾏加速，推荐使⽤StopDomain接口，暂停域名加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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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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DomainNames

返回数据

名称

RequestId

类型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是

类型

String

⽰例值

BatchStopD
cdnDomain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BatchStopDcdnDomain。

test.com

⽰例值

0AEDAF20-4DDF
-4165-875047FF9C1929C9

⽰例

描述

需要接⼊全站加速的域名，多个⽤逗
号（,）分隔。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BatchStopDcdnDomain
&DomainNames=test.com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BatchStopDcdnDomainResponse>
<RequestId>0AEDAF20-4DDF-4165-8750-47FF9C1929C9</RequestId>
</BatchStopDcdnDomain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0AEDAF20-4DDF-4165-8750-47FF9C1929C9"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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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BatchStartDcdnDomain

调⽤BatchStartDcdnDomain启⽤状态为“”停⽤“”的加速域名，将DomainStatus变更
为online。

调试

域名对应账⼾如果由于⽋费或域名处于⾮法状态，您将⽆法正常调⽤该接口启⽤加速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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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DomainNames

返回数据

名称

RequestId

类型

String
String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是

⽰例值

BatchStart
DcdnDomain
test.com

⽰例值

0AEDAF20-4DDF
-4165-875047FF9C1929C9

⽰例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BatchStartDcdnDomain。

需要接⼊全站加速的域名，⽤逗
号（,）分隔。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BatchStartDcdnDomain
&DomainNames=test.com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BatchStartDcdnDomainResponse>
<RequestId>0AEDAF20-4DDF-4165-8750-47FF9C1929C9</Reques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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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chStartDcdnDomain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0AEDAF20-4DDF-4165-8750-47FF9C1929C9"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6.6 StopDcdnDomain

调⽤StopDcdnDomain停⽤某个加速域名，将DomainStatus变更为oﬄine。

调试

停⽤该加速域名后，该条加速域名信息仍保留，针对加速域名的请求系统将做⾃动回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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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DomainName
返回数据

名称

RequestId

类型

String
String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是

⽰例值

StopDcdnDo
main
example.com

⽰例值

0AEDAF20-4DDF
-4165-875047FF9C1929C9

⽰例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StopDcdnDomain。

需要接⼊全站加速的域名。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StopDcdnDomain
&DomainName=example.com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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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格式
<StopDcdnDomainResponse>
<RequestId>0AEDAF20-4DDF-4165-8750-47FF9C1929C9</RequestId>
</StopDcdnDomain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0AEDAF20-4DDF-4165-8750-47FF9C1929C9"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6.7 AddDcdnDomain

调⽤AddDcdnDomain添加全站加速域名，⼀次只能提交⼀个加速域名。
调⽤该接口前，请您注意：

• 创建加速域名之前,必须先开通DCDN服务。
• 加速域名必须已备案完成。
调试

• 源站内容，如果不在阿⾥云平台上，需要审核，审核⼯作会在下⼀⼯作⽇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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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DomainName

Sources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AddDcdnDom
ain

String

是

example.com

String

是

[{"content":"
1.1.1.1","type

":"ipaddr","
priority":"20","
port":80}]
⽂档版本：20190906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AddDcdnDomain。

需要接⼊的域名。⽀持泛域名，以点
号（.）开头，如：.a.com。
回源地址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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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是否必选

CheckUrl

String

ResourceGr

String

否

123

String

否

domestic

String

否

yourTopLev

oupId
Scope

TopLevelDo
main

否

⽰例值

xxx.com

描述
检测URL。
资源组ID。不传时，⾃动补全默认

elDomain

资源组ID。

取值范围：domestic、overseas、
global，默认domestic。
顶级接⼊域。

Sources各字段含义如下所⽰。
参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type

String

是

源站类型，取值：

ipaddr：IP源站；

domain：域名源站；
oss：OSS Bucket为
源站。
content

String

是

回源地址，可以是IP或

port

Integer

否

可以指定443、80端

域名。

口，也可以⾃定义端

口，默认值80。443走
https回源。
priority

String

否

源站地址对应的优先

级，⽀持20和30，默

认20。20是主，30是
备。
weight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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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回源权重，100以
内，默认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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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RequestId

String

⽰例值

15C66C7B-671A
-4297-91872C4477247A74

⽰例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AddDcdnDomain
&DomainName=example.com
&Sources=[{"content":"1.1.1.1","type":"ipaddr","priority":"20","port":
8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AddDcdnDomainResponse>
<RequestId>15C66C7B-671A-4297-9187-2C4477247A74</RequestId>
</AddDcdnDomain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15C66C7B-671A-4297-9187-2C4477247A74"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400
400

错误信息

描述

InvalidSou
rce.Content.

The speciﬁed Source
Content is invalid.

源站信息错误，请重新填写。

MissingSource.
Content

The Source Content must
be speciﬁed.

Source Content必填，请填
写后重试。

InvalidSource.
Type.Malformed

The speciﬁed Source Type Source Type格式错误，请重
is invalid.
新填写。

InvalidDom
ainName.
Malformed
Malformed

MissingSource.
Type

⽂档版本：20190906

The speciﬁed
DomainName is invalid.

The Source Type must be
speciﬁed.

域名格式错误。

Source Type必填，请填写后
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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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142

InvalidSou
rce.Priority.
Malformed

InvalidScope.
Malformed

错误信息

描述

The speciﬁed Scope is
invalid.

Scope错误，请填写正确的
Scope后重新请求。

The speciﬁed Source
Priority is invalid.

SourceIp.Exceed The maximum number
of back-to-origin IP
InvalidCer
tiﬁcate

InvalidCer
tiﬁcate.TooLong
CheckSourc
eHealthFailed

ExtensiveA
ndAllBothExist

addresses is exceeded.

The speciﬁed certiﬁcate
format is invalid.

Source Priority格式错
误，请填写正确的格式。

回源ip个数超过限额。

Certiﬁcate格式错误，请填写
正确的Certiﬁcate后重试。

The maximum length of
Certiﬁcate⻓度超过限制。
the certiﬁcate is exceeded.

Error checking the
安全检查失败，请提供正确的
security. Provide the valid 源站信息。
origin site information.

A wildcard domain name
and a domain name with

泛域名与all.开头域名不能同
时存在。

Wildcard domain names
are not supported.

不⽀持泛域名。

ExtensiveA
ndSpeciﬁc

The wildcard domain
name overlaps a domain

泛域名和同级精确域名互
斥，请重新添加。

InvalidRes
ourceGroupId.

The speciﬁed ResourceGr
oupId is invalid.

ResourceGroupId错误，请
填写正确的ResourceGr

CdnTypeNot
SupportExt

ensiveDomain
DomainConflict
Malformed

an all. preﬁx cannot be
both speciﬁed.

name at the same level.

DomainReserved The root domain of your
domain is reserved by

InvalidDom
ainNameLevel

oupId。

该域名的根域已经被其他账号
占⽤，若需要新增提交⼯单处

another account. Submit a 理。
ticket to contact customer
support.
The alicdn.com domain
supports a maximum of
three levels of domain.

alicdn.com最多⽀持三级域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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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resource group does not

资源组当前状态不允许进⾏此
操作。

Real-name registration
is required for services

根据中华⼈⺠共和国法律规
定，在中国境内购买使⽤信

400

400

400

EntityNotExists.
ResourceGroup
InvalidStatus.
ResourceGroup

NotInterna
tionRealIdentity

The resource group does
not exist.
support this operation.

该资源组不存在。

oﬀered in Mainland China 息服务的⽤⼾需要进⾏实名登
.
记。

TopLevelDomain The speciﬁed TopLevelDo
.NotFound
main does not exist.

顶级接⼊域不存在。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6.8 DescribeDcdnDomainCname
调试

调⽤DescribeDcdnDomainCname检测⽤⼾是否完成Cname，⽀持多个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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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DomainName

Action

类型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否

⽰例值

example.com
DescribeDc
dnDomainCn
ame

返回数据

名称

CnameDatas
Cname

⽂档版本：20190906

类型

String

⽰例值

xxx.com

描述
需要接⼊CDN的域名，多个域名以
逗号（,）分隔。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scribeDcdnDomainCname。

描述
Cname信息。
C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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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例值

.example.com

Status

Integer

6

RequestId

String

15C66C7B-671A
-4297-91872C4477247A74

⽰例

描述
域名。
状态。
请求ID。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DomainCname
&DomainName=example.com,example1.com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DomainCnameResponse>
<RequestId>15C66C7B-671A-4297-9187-2C4477247A74</RequestId>
<CnameDatas>
<Domain>.example.com</Domain>
<Cname>xxx</Cname>
<Status>6</Status>
</CnameDatas>
</DescribeDcdnDomainCnam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15C66C7B-671A-4297-9187-2C4477247A74",
"CnameDatas":[
{
"Cname":"xxx",
"Status":"6",
"Domain":".example.com"
}
]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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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DescribeDcdnDomainCertiﬁcateInfo
调试

调⽤DescribeDcdnDomainCertiﬁcateInfo获取指定加速域名证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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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类型

DomainName

String

Action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否

⽰例值

描述

test.com
DescribeDc
dnDomainCe
rtiﬁcateInfo

返回数据

名称

CertInfos

类型

⽰例值

加速域名。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DcdnDomainCe
rtiﬁcateInfo。

描述
证书信息。

CertDomain
Name

String

test.com

String

CertLife

String

2018-06-03T22:03
证书过期时间。
:39Z

CertName

String

cert-test.com

CertOrg

String

Let's Encrypt

CertType

String

cas

CertExpire
Time

3 months

证书匹配的域名。

证书时⻓。单位：months（⽉）、
years（年）。
证书名称。
证书组织。
证书类型。取值范围：
• free：免费证书。
• cas：云盾证书。

DomainName String
⽂档版本：20190906

test.com

• upload：⾃定义上传。
加速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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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例值
on

SSLPub

String

xxxx

Status

String

success

描述
HTTPS开启状态。取值范围：
• on：已开启。

• oﬀ：未开启。
证书公钥。
证书状态。取值范围：

• success：已⽣效。

• checking：检测域名是否在阿⾥云全
站加速。
• cname_error：域名没有切到阿⾥云
全站加速。
• domain_invalid：域名包含⾮法字
符。

• unsupport_wildcard：不⽀持泛域
名。

• applying：证书申请中。

• fget_token_timeout：证书申请超
时。
• check_token_timeout：校验超
时。

• get_cert_timeout：获取证书超时。
RequestId

String

5C1E43DC-9E51
-4771-82C07D5ECEB547A1

⽰例

• ailed：证书申请失败。
请求ID。

请求⽰例
http://www.example.com?Action=DescribeDcdnDomainCertificateInfo
&DomainName=test.com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DomainCertificateInfoResponse>
<CertInfos>
<CertInfo>
<Status>success</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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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Life>3 months</CertLife>
<SSLProtocol>on</SSLProtocol>
<CertType>cas</CertType>
<CertName>cert-test.com</CertName>
<CertDomainName>test.com</CertDomainName>
<DomainName>test.com</DomainName>
<CertOrg>Let's Encrypt</CertOrg>
<CertExpireTime>2018-06-03T22:03:39Z</CertExpireTime>
</CertInfo>
</CertInfos>
<RequestId>5C1E43DC-9E51-4771-82C0-7D5ECEB547A1</RequestId>
</DescribeDcdnDomainCertificateInfo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5C1E43DC-9E51-4771-82C0-7D5ECEB547A1",
"CertInfos":{
"CertInfo":[
{
"Status":"success",
"SSLProtocol":"on",
"CertLife":"3 months",
"CertType":"cas",
"CertName":"cert-test.com",
"DomainName":"test.com",
"CertDomainName":"test.com",
"CertExpireTime":"2018-06-03T22:03:39Z",
"CertOrg":"Let's Encrypt"
}
]
}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6.10 SetDcdnDomainCertiﬁcate
调试

调⽤SetDcdnDomainCertiﬁcate设置某域名下证书功能是否启⽤，以及修改证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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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档版本：20190906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SetDcdnDom
ainCertiﬁcate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SetDcdnDomainCertiﬁ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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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是

⽰例值

example.com
on

描述
指定证书所属加速域名。需属于
HTTPS加速类型。

HTTPS证书是否启⽤。默认值：oﬀ
。取值范围：

• on：启⽤。
CertName

String

否

yourCertName

CertType

String

否

cas

• oﬀ：不启⽤。
证书名称。
证书类型。取值范围：

• upload：上传证书。

• cas：证书中⼼证书。
String

否

1

Region

String

否

cn-shanghai

SSLPri

String

否

SSLPri

String

否

SSLPub

ForceSet

SSLPub

返回数据

名称

RequestId

类型

String

⽰例值

0AEDAF20-4DDF
-4165-875047FF9C1929C9

⽰例

• free：免费证书。

设置为1时，忽略证书名称重复的校
验，覆盖原有同名证书信息。
地区信息。
私钥内容。不启⽤证书则⽆需输
⼊，配置证书请输⼊私钥内容。
安全证书内容。不启⽤证书则⽆需输
⼊，配置证书请输⼊证书内容。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SetDcdnDomainCertificate
&DomainName=example.com
&SSLProtoco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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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LPub=xxx
&SSLPri=yyy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SetDcdnDomainCertificateResponse>
<RequestId>0AEDAF20-4DDF-4165-8750-47FF9C1929C9</RequestId>
</SetDcdnDomainCertificat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0AEDAF20-4DDF-4165-8750-47FF9C1929C9"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400

错误信息

描述

SSLPub.
MissingPar

The SSLPub parameter is
required.

请填写SSLPub。

SSLPri.
MissingPar

The SSLPri parameter is
required.

请填写SSLPri。

InvalidSSLPub

The speciﬁed SSLPub is
invalid.

SSLPub错误，请重新填写。

InvalidSSL
Protocol.

ValueNotSu
pported
ameter
ameter

400

InvalidSSLPri

400

Certiﬁcate.
MissMatch

400
400
400

InvalidCer
tiﬁcate.TooLong

The speciﬁed SSLProtocol
is invalid.

The speciﬁed SSLPri is
invalid.

不⽀持该HTTPS证书开
关，请填写on或oﬀ。

SSLPri错误，请填写正确的
SSLPri。

The SSLPri does not match 证书与私钥不匹配。
the certiﬁcate.

The maximum length of
Certiﬁcate⻓度超过限制。
the certiﬁcate is exceeded.

InvalidCertName The length of the certiﬁcat 证书名称不能超过128个字
.TooLong
e name cannot exceed 128 符。
IllegalOpe
rationDomain

⽂档版本：20190906

characters.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operate the domain.

您没有权限操作该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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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The speciﬁ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参数错误，请填写正确的参数
再重试。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Authentica
tionFailed

SetDomainC
ertiﬁcate.

ParameterError

Error performing
veriﬁcation.

Certiﬁcate.
StatusError

The status of the certiﬁcat 证书状态错误。
e is invalid.

Certiﬁcate.
NotFind

The certiﬁcate does not
exist.

证书不存在。

The format of the
certiﬁcate is invalid.

证书格式错误。

DeleteFailed

Certiﬁcate.
Duplicated

Certiﬁcate.
FormatError
Certiﬁcate.
StatusError
Certiﬁcate.
KeyNull

Key.Malformed
CertStorage.
failed
Certiﬁcat
eContent.

Duplicated

Certiﬁcate.
Expired

InvalidDomain.
notOnline
Decode.Error

Error deleting the
certiﬁcate.

删除证书失败。

The certiﬁcate name
already exists.

证书重复。

The certiﬁcate does not
exist, or the status of the

证书不存在或证书状态错误。

The private key is
required.

私钥不能为空。

Error saving the certiﬁcat
e.

证书保存失败。

certiﬁcate is invalid.

The speciﬁed Key format
is invalid.

参数Key 格式错误。

The certiﬁcate has been
uploaded; do not upload

证书已经上传，请不要再次上
传。

again.

The certiﬁcate has expired 证书过期了
.
The domain is oﬄine.
Check the status of the

域名未在线，请检查域名状
态，稍后再试。

Error decoding the
SSLPub or SSLPri

证书 sslpub 或 sslpri 解码错
误。

domain and try again later
.
certiﬁ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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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Error encoding SSLPri.

sslPri 编码失败。

400

sslPub.Error

400

DomainInSa
feMode

403

Error encoding SSLPub.

sslPri.Error

The domain is in safe
mode. To request

此域名处于安全模式。如果您
想做这个操作，请⼯单联系我

permission, contact
Customer Service.

DomainInPr
otectedMode

sslPub 编码失败。

们。

The domain is in
protection mode. To

此域名处于被保护模式。如果
您想做这个操作，请联系我

request permission,
们。
contact Customer Service.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6.11 DescribeDcdnUserDomains

调⽤DescribeDcdnUserDomains查询⽤⼾名下所有的全站加速域名。⽀持域名模糊匹配过滤和
域名状态过滤。
域名状态包括：

• 运⾏中（表⽰域名服务状态正常）。
• 已停⽌。
• 配置中。

• 配置失败。
• 审核中。
调试

• 审核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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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DescribeDc
dnUserDoma
ins

⽂档版本：20190906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scribeDcdnUserDo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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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是否必选

Boolean 否

⽰例值

描述

false

检查domain是否展出。

DomainName

String

否

example.com

DomainSear

String

否

fuzzy_match

chType

域名模糊匹配过滤。
域名查询类型。默认值：

fuzzy_match。取值范围：

• fuzzy_match：模糊匹配。
• pre_match：前匹配。
• suf_match：后匹配。
DomainStatus

String

否

运⾏中

FuncFilter

String

否

conﬁg

FuncId

String

否

图⽚鉴⻩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PageSize

Integer

否

20

String

否

123

ResourceGr
oupId
返回数据

名称

Do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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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例值

• full_match：完全匹配。
域名状态过滤。
过滤。⽀持conﬁg（已开通funcid

）和unconﬁg（未开通funcid）。
功能ID。
⻚数。取值范围：1~100000。
分⻚⼤小。默认20，最⼤50，取
值：1~50之前的任意整数。
资源组ID。

描述
由PageData组成的数组格式，返回加速

Cname

String

Description

String

域名的状态信息。

test.aliyun.com.
加速域名对应的CNAME域名。
w.alikunlun.com
audit failed

审核失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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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例值

online

描述
加速域名状态。取值范围：
• online：启⽤。

• oﬄine：停⽤。

• conﬁguring：配置中。

• conﬁgure_failed：配置失败。
• checking：正在审核。
GmtCreated

String

GmtModiﬁed String
ResourceGr
oupId

SSLProtocol

Sandbox

String
String

String

• check_failed：审核失败。

2015-10-28T11:05
加速域名创建时间。
:50Z
2015-10-28T09:31
加速域名修改时间。
:59Z
abcd1234ab
cd1234
on

normal

Sources
Content

String

example.cpm

Port

Integer

80

Priority

String

20

Type

String

oss

Weight

String

20

PageNumber Long

1

PageSize

12

⽂档版本：20190906

Long

资源组ID。

HTTPS开关。取值范围：
• on：已开启。

• oﬀ：未开启。
沙箱。
源站信息。
源站地址。
源站端口。
优先级。
源站类型。
权重。
返回数据的⻚码。
整⻚⼤小。

153

全站加速

名称

RequestId
TotalCount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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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Long

⽰例值

AA75AADB5E25-4970-B480EAA1F5658483
12

描述
请求ID。
总条数。

请求⽰例
https://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UserDomains
&PageNumber=1
&PageSize=5
&DomainSearchType=fuzzy_match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UserDomainsResponse>
<PageNumber>1</PageNumber>
<TotalCount>16</TotalCount>
<PageSize>5</PageSize>
<RequestId>AA75AADB-5E25-4970-B480-EAA1F5658483</RequestId>
<Domains>
<PageData>
<DomainStatus>configure_failed</DomainStatus>
<DomainName>www.example.com</DomainName>
<GmtModified>2015-10-28T11:05:52Z</GmtModified>
<GmtCreated>2015-10-28T09:32:51Z</GmtCreated>
<Description>audit failed</Description>
<ResourceGroupId>abcd1234abcd1234</ResourceGroupId>
</PageData>
<PageData>
<DomainStatus>configure_failed</DomainStatus>
<DomainName>www.example.com</DomainName>
<GmtModified>2015-10-28T11:05:50Z</GmtModified>
<GmtCreated>2015-10-28T09:31:59Z</GmtCreated>
<ResourceGroupId>abcd1234abcd1234</ResourceGroupId>
</PageData>
<PageData>
<Cname>onlytest.cdnpe.com.w.alikunlun.net</Cname>
<DomainStatus>online</DomainStatus>
<DomainName>www.example.com</DomainName>
<GmtModified>2015-10-27T06:26:34Z</GmtModified>
<GmtCreated>2015-10-23T09:30:00Z</GmtCreated>
<ResourceGroupId>abcd1234abcd1234</ResourceGroupId>
</PageData>
<PageData>
<Cname>test11.cdnpe.com.w.kunlunAr.com</Cname>
<DomainStatus>online</DomainStatus>
<DomainName>www.example.com</DomainName>
<GmtModified>2015-10-23T09:23:29Z</GmtModified>
<GmtCreated>2015-10-23T09:23:20Z</GmtCreated>
<ResourceGroupId>abcd1234abcd1234</ResourceGrou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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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Data>
<PageData>
<Cname>test.aliyun.com.w.alikunlun.com</Cname>
<DomainStatus>online</DomainStatus>
<DomainName>www.example.com</DomainName>
<GmtModified>2015-10-23T09:02:11Z</GmtModified>
<GmtCreated>2015-10-23T09:01:57Z</GmtCreated>
<ResourceGroupId>abcd1234abcd1234</ResourceGroupId>
</PageData>
</Domains>
</DescribeDcdnUserDomainsResponse>
JSON 格式
{

"PageNumber":1,
"TotalCount":16,
"PageSize":5,
"RequestId":"AA75AADB-5E25-4970-B480-EAA1F5658483",
"Domains":{
"PageData":[
{
"Description":"audit failed",
"ResourceGroupId":"abcd1234abcd1234",
"DomainStatus":"configure_failed",
"DomainName":"www.example.com",
"GmtModified":"2015-10-28T11:05:52Z",
"GmtCreated":"2015-10-28T09:32:51Z"
},
{
"ResourceGroupId":"abcd1234abcd1234",
"DomainStatus":"configure_failed",
"DomainName":"www.example.com",
"GmtModified":"2015-10-28T11:05:50Z",
"GmtCreated":"2015-10-28T09:31:59Z"
},
{
"Cname":"onlytest.cdnpe.com.w.alikunlun.net",
"ResourceGroupId":"abcd1234abcd1234",
"DomainStatus":"online",
"DomainName":"www.example.com",
"GmtModified":"2015-10-27T06:26:34Z",
"GmtCreated":"2015-10-23T09:30:00Z"
},
{
"Cname":"test11.cdnpe.com.w.kunlunAr.com",
"ResourceGroupId":"abcd1234abcd1234",
"DomainStatus":"online",
"DomainName":"www.example.com",
"GmtModified":"2015-10-23T09:23:29Z",
"GmtCreated":"2015-10-23T09:23:20Z"
},
{
"Cname":"test.aliyun.com.w.alikunlun.com",
"ResourceGroupId":"abcd1234abcd1234",
"DomainStatus":"online",
"DomainName":"www.example.com",
"GmtModified":"2015-10-23T09:02:11Z",
"GmtCreated":"2015-10-23T09:01:57Z"
}
]
}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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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400
400

错误信息

InvalidPag
eNumber.

描述

The speciﬁed value of
PageNumber is not

ValueNotSu
pported

⻚码参数错误，请重新填写。

supported.

InvalidPageSize
.ValueNotSu

The speciﬁed value of
PageSize is invalid.

PageSize参数错误，请重新填
写。

InvalidDom
ainStatus.

The speciﬁed value of
DomainStatus is invalid.

DomainStatus值错误，请重
新填写。

InvalidDom
ainName.

The speciﬁed
DomainName is invalid.

域名格式错误。

InvalidDom
ainSearchType

The speciﬁed value of
DomainSearchType is

DomainSearchType值错
误，请重新填写。

pported

ValueNotSu
pported
Malformed

.ValueNotSu
pported

invalid.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6.12 DescribeDcdnDomainDetail
调试

调⽤DescribeDcdnDomainDetail获取指定加速域名配置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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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DomainName
156

类型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是

⽰例值

DescribeDc
dnDomainDe
tail

example.com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scribeDcdnDomainDetail。
接⼊加速的域名。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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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例值

域名信息列表。

CertName

String

证书名称

Cname

String

bb.test.com.
dcdn7mhp.com

Description

描述

String

audit failed

DomainName String

bb.test.com

DomainStat
us

online

String

如果开启HTTPS，此处为证书名称。
为加速域名⽣成的⼀个CNAME域名，需
要在域名解析服务商处将加速域名
CNAME解析到该域名。
审核失败原因。
加速的域名。
加速域名运⾏状态。 取值范围：
• online：启⽤。

• oﬄine：停⽤。

• conﬁguring：配置中。

• conﬁgure_failed：配置失败。
• checking：正在审核。
GmtCreated

String

GmtModiﬁed String
ResourceGr
oupId

SSLProtocol

String
String

• check_failed：审核失败。

2017-11-27T06:51
创建时间。
:26Z

2017-11-27T06:51
最近修改时间。
:25Z
123
on

SSLPub

String

xxx

Scope

String

overseas

Sources

⽂档版本：20190906

资源组ID。

是否开启SSL证书。取值范围：
• on：开启。

• oﬀ：关闭。
如果开启HTTPS，此处为证书公钥。
区域。
源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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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例值

oss.com

Enabled

String

online

Port

Integer

80

Priority

String

50

Type

String

oss

描述
回源地址。
状态。
端口。⽀持443和80。
优先级。
源站类型。取值范围：
• ipaddr：IP源站。

• domain：域名源站。
Weight

String

20

RequestId

String

09ABE829-6CD3
-4FE0-AFEE556113E29727

⽰例

• oss：OSS Bucket为源站。
权重。
请求ID。

请求⽰例
http://www.example.com?Action=DescribeDcdnDomainDetail
&DomainName=example.com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DomainDetailResponse>
<RequestId>09ABE829-6CD3-4FE0-AFEE-556113E29727</RequestId>
<DomainDetail>
<Cname>bb.test.com.dcdn7mhp.com</Cname>
<ResourceGroupId>rg-acfmyuji4b6r4ry</ResourceGroupId>
<DomainStatus>online</DomainStatus>
<DomainName>bb.test.com</DomainName>
<Sources>
<Source>
<Enabled>online</Enabled>
<Port>80</Port>
<Type>oss</Type>
<Content>xxx.oss-cn-hangzhou.aliyuncs.com</Content>
<Priority>50</Priority>
</Source>
</Sources>
<GmtModified>2017-11-27T06:51:26Z</GmtModified>
<GmtCreated>2017-11-27T06:51:25Z</GmtCr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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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ainDetail>
</DescribeDcdnDomainDetail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09ABE829-6CD3-4FE0-AFEE-556113E29727",
"DomainDetail":{
"Cname":"bb.test.com.dcdn7mhp.com",
"DomainStatus":"online",
"ResourceGroupId":"rg-acfmyuji4b6r4ry",
"DomainName":"bb.test.com",
"Sources":{
"Source":[
{
"Enabled":"online",
"Port":80,
"Type":"oss",
"Content":"xxx.oss-cn-hangzhou.aliyuncs.com",
"Priority":"50"
}
]
},
"GmtModified":"2017-11-27T06:51:26Z",
"GmtCreated":"2017-11-27T06:51:25Z"
}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6.13 DescribeDcdnCertiﬁcateDetail
调试

调⽤DescribeDcdnCertiﬁcateDetail获取证书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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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DescribeDc
dnCertiﬁc
ateDetail

CertName

⽂档版本：20190906

String

是

yourCertName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scribeDcdnCertiﬁcateDetail
。

证书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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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例值

-----BEGIN
CERTIFICATE

-----xxx-----END
CERTIFICATE
-----

CertId

Long

123

CertName

String

123

Key

String

null

RequestId

String

C7C69682-7F88
-40DD-A19810D0309E439B

⽰例

描述
证书内容。

证书ID。
证书名称。
—
请求ID。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CertificateDetail
&CertName=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CertificateDetailResponse>
<CertId>xxx</CertId>
<RequestId>C7C69682-7F88-40DD-A198-10D0309E439B</RequestId>
<CertName>证书名称</CertName>
<Cert>-----BEGIN CERTIFICATE-----xxx-----END CERTIFICATE-----</Cert
>
</DescribeDcdnCertificateDetailResponse>
JSON 格式
{

"CertId":"123",
"RequestId":"C7C69682-7F88-40DD-A198-10D0309E439B",
"CertName":"证书名称",
"Cert":"-----BEGIN CERTIFICATE-----xxx-----END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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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6.14 DescribeDcdnCertiﬁcateList
调试

调⽤DescribeDcdnCertiﬁcateList获取证书列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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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DomainName
返回数据

名称

Certiﬁcat
eListModel

类型

String
String

类型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DescribeDc
dnCertiﬁc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ateList

否

example.com

⽰例值

DescribeDcdnCertiﬁcateList。
加速域名。

描述
CertiﬁcateListModel类型。

CertList
CertId

Long

123

CertName

String

证书2

Common

String

test

Fingerprint

String

xxx

Issuer

String

xxx

LastTime

Long

1512388659

⽂档版本：20190906

描述

证书列表信息。
证书ID。
证书名称。
证书中的CN属性，⼀般是⼀个域名。
证书指纹。
证书发⾏商。
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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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Integer
String

⽰例值
123

FC0E34AC-0239
-44A7-AB0E800DE522C8DA

⽰例

描述
证书个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CertificateList
&DomainName=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CertificateListResponse>
<CertificateListModel>
<Count>2</Count>
<CertList>
<Cert>
<CertName>证书1</CertName>
<Issuer>xxx</Issuer>
<LastTime>1512388610</LastTime>
<CertId>xxx</CertId>
<Common>test</Common>
<Fingerprint>xxx</Fingerprint>
</Cert>
<Cert>
<CertName>证书2</CertName>
<Issuer>xxx</Issuer>
<LastTime>1512388659</LastTime>
<CertId>xxx</CertId>
<Common>test</Common>
<Fingerprint>xxx</Fingerprint>
</Cert>
</CertList>
</CertificateListModel>
<RequestId>FC0E34AC-0239-44A7-AB0E-800DE522C8DA</RequestId>
</DescribeDcdnCertificateListResponse>
JSON 格式
{

162

"CertificateListModel":{
"Count":2,
"CertList":{
"Cert":[
{
"CertId":"xxx",
"Issuer":"xxx",
"LastTime":1512388610,
"CertName":"证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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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test",
"Fingerprint":"xxx"
},
{
"CertId":"xxx",
"Issuer":"xxx",
"LastTime":1512388659,
"CertName":"证书2",
"Common":"test",
"Fingerprint":"xxx"
}

]
}
},
"RequestId":"FC0E34AC-0239-44A7-AB0E-800DE522C8DA"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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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志类接⼝
7.1 DescribeDcdnDomainLog

调⽤DescribeDcdnDomainLog获取指定域名的原始访问⽇志的下载地址。
不指定StartTime和EndTime时，默认读取过去24小时的⽇志数据。

调试

StartTime和EndTime同时指定，按指定的起⽌时间查询⽇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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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DescribeDc
dnDomainLog

DomainName

String

是

example.com

EndTime

String

否

2017-01-01T12
:12:20Z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scribeDcdnDomainLog。
域名（只⽀持单个查询）。
结束时间需⼤于起始时间。起⽌时间
和结束时间，间隔不超过⼀年。

获取⽇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PageNumber

PageSize

StartTime

Long

Long

String

否

否

否

2

300

2017-01-01T12
:12:20Z

法，并使⽤UTC时间。
取得第⼏⻚。

取值范围：⼤于1的任意整数。
分⻚⼤小。默认值：300。最⼤值：
1000。

取值：1~1000之前的任意整数。
获取⽇志起始时间点。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法，并
使⽤UTC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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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例值

DomainLogDetail组成的数据。
Long

12

LogInfos
EndTime

String

1521979200

LogName

String

example1.
com_2018_0

LogPath

String

LogSize

Long

StartTime

String

3_25_19000
0_200000.gz

example.com
/2018_03_25
/example1.
com_2018_0
3_25_19000
0_200000.gz?xxx
2645401

1521975600

PageIndex

Long

2

PageSize

Long

10

Total

Long

20

DomainName String
String

test1.example.
com

077D0284-F041
-4A41-A932-

B48377FDAA25
⽂档版本：20190906

本⻚返回的总条数。
LogInfoDetail组成的数据。
结束时间。
⽇志名称。

cdnlog2.aliyuncs
⽇志路径。
.com/test1.

PageInfos

RequestId

描述

⽇志⼤小。
开始时间。
PageInfoDetail组成的数据。
返回数据的⻚码。
整⻚⼤小。
总条数。
域名。
请求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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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DomainLog
&DomainName=example.com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DomainLogResponse>
<RequestId>077D0284-F041-4A41-A932-B48377FDAA25</RequestId>
<DomainLogDetails>
<DomainLogDetail>
<LogInfos>
<LogInfoDetail>
<LogName>example1.com_2018_03_25_180000_190000.gz</
LogName>
<LogPath>cdnlog2.aliyuncs.com/test1.example.com/
2018_03_25/example1.com_2018_03_25_180000_190000.gz?xxx</LogPath>
<EndTime>1521975600</EndTime>
<StartTime>1521972000</StartTime>
<LogSize>2645401</LogSize>
</LogInfoDetail>
<LogInfoDetail>
<LogName>example1.com_2018_03_25_190000_200000.gz</
LogName>
<LogPath>cdnlog2.aliyuncs.com/test1.example.com/
2018_03_25/example1.com_2018_03_25_190000_200000.gz?xxx</LogPath>
<EndTime>1521979200</EndTime>
<StartTime>1521975600</StartTime>
<LogSize>2653965</LogSize>
</LogInfoDetail>
</LogInfos>
<LogCount>20</LogCount>
<PageInfos>
<PageIndex>1</PageIndex>
<PageSize>20</PageSize>
<Total>20</Total>
</PageInfos>
<DomainName>test1.example.com</DomainName>
</DomainLogDetail>
</DomainLogDetails>
</DescribeDcdnDomainLog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077D0284-F041-4A41-A932-B48377FDAA25",
"DomainLogDetails":{
"DomainLogDetail":[
{
"LogInfos":{
"LogInfoDetail":[
{
"LogName":"example1.com_2018_03_25_180000_190000.gz",
"LogPath":"cdnlog2.aliyuncs.com/test1.example.com/2018_03_25/
example1.com_2018_03_25_180000_190000.gz?xxx",
166

⽂档版本：20190906

全站加速

API参考 / 7 ⽇志类接口

"EndTime":"1521975600",
"LogSize":2645401,
"StartTime":"1521972000"
},
{
"LogName":"example1.com_2018_03_25_190000_200000.gz",
"LogPath":"cdnlog2.aliyuncs.com/test1.example.com/2018_03_25/
example1.com_2018_03_25_190000_200000.gz?xxx",
"EndTime":"1521979200",
"LogSize":2653965,
"StartTime":"1521975600"
}
]
},
"LogCount":20,
"PageInfos":{
"PageSize":20,
"PageIndex":1,
"Total":20
},
"DomainName":"test1.example.com"
}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错误信息

描述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结束时间早于开始时间，请检
Mismatch
earlier than the StartTime. 查。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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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服务类接⼝
8.1 DescribeUserDcdnStatus
调试

调⽤DescribeUserDcdnStatus查询全站加速是否开通，是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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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返回数据

名称

Enabled

类型

String

类型

Boolean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DescribeUs
erDcdnStatus

⽰例值
true

InDebt

Boolean

false

InDebtOver
due

Boolean

false

OnService

Boolean

true

RequestId

String

4F51E9C3-728F
-4E35-952D-

0ED87A06A8A1
⽰例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scribeUserDcdnStatus。

描述
是否已开通全站加速服务。
是否⽋费。
是否⽋费超期。
服务是否可⽤。
请求ID。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UserDcdnStatus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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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格式
<DescribeUserDcdnStatusResponse>
<Enabled>true</Enabled>
<InDebtOverdue>false</InDebtOverdue>
<InDebt>false</InDebt>
<OnService>true</OnService>
<RequestId>4F51E9C3-728F-4E35-952D-0ED87A06A8A1</RequestId>
</DescribeUserDcdnStatusResponse>
JSON 格式
{

"Enabled":true,
"OnService":true,
"InDebt":false,
"InDebtOverdue":false,
"RequestId":"4F51E9C3-728F-4E35-952D-0ED87A06A8A1"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8.2 DescribeDcdnUserResourcePackage
调试

调⽤DescribeDcdnUserResourcePackage查询DCDN⽤⼾当前流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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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描述

DescribeDc
dnUserReso

urcePackage
返回数据

名称

RequestId

类型

String

⽰例值

84839536-2B7E
-457D-9D8C-

82E6C7D4E1A3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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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DescribeDcdnUserReso
urcePackage。

描述
请求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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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ResourcePa
ckageInfos

类型

⽰例值

描述
由ResourcePackageInfo组成的数组格
式。

CommodityC String
ode

cdnﬂowbag

CurrCapacity String

10995089554629

DisplayName String

DCDN流量包（国
内版）

EndTime

String

InitCapacity

String

2017-01-30T08:00
失效时间。
:00Z

InstanceId

String

FP-mkqgwxxx

StartTime

String

Status

String

2016-01-30T03:40
⽣效时间。
:06Z

TemplateNa
me
⽰例

API参考 / 8 服务类接口

String

10995116277760

closed

xxx

资源包商品code。
实例当前剩余容量。
模板对外展现名称。例如：DCDN流量
包（国内版）。

资源包总量。
实例ID。

资源包状态，取值：
• valid：有效。

• closed：⽆效。
模板名。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UserResourcePackag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UserResourcePackageResponse>
<ResourcePackageInfos>
<ResourcePackageInfo>
<Status>closed</Status>
<InstanceId>FP-mkqgwxxx</InstanceId>
<CommodityCode>cdnflowbag</CommodityCode>
<InitCapacity>10995116277760</InitCapacity>
<EndTime>2017-01-30T08:00:00Z</EndTime>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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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Time>2016-01-30T03:40:06Z</StartTime>
<DisplayName>CDN流量包（国内版）</DisplayName>
<CurrCapacity>10995089554629</CurrCapacity>
</ResourcePackageInfo>
<ResourcePackageInfo>
<Status>valid</Status>
<InstanceId>FP-ilttxc23a</InstanceId>
<CommodityCode>cdnflowbag</CommodityCode>
<InitCapacity>536870912000</InitCapacity>
<EndTime>2018-07-01T08:00:00Z</EndTime>
<StartTime>2017-07-01T01:26:41Z</StartTime>
<DisplayName>CDN流量包（国内版）</DisplayName>
<CurrCapacity>0</CurrCapacity>
</ResourcePackageInfo>
<ResourcePackageInfo>
<Status>valid</Status>
<InstanceId>CDNHTTPSBAG-cn-v0h0dnlq4000m9</InstanceId>
<CommodityCode>cdnhttpsbag</CommodityCode>
<InitCapacity>10000000</InitCapacity>
<EndTime>2018-12-06T08:00:00Z</EndTime>
<StartTime>2017-12-05T19:10:58Z</StartTime>
<DisplayName>DCDN HTTPS请求数资源包</DisplayName>
<CurrCapacity>9999645</CurrCapacity>
</ResourcePackageInfo>
</ResourcePackageInfos>
<RequestId>84839536-2B7E-457D-9D8C-82E6C7D4E1A3</RequestId>
</DescribeDcdnUserResourcePackag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sourcePackageInfos":{
"ResourcePackageInfo":[
{
"Status":"closed",
"CommodityCode":"cdnflowbag",
"InstanceId":"FP-mkqgwxxx",
"InitCapacity":"10995116277760",
"EndTime":"2017-01-30T08:00:00Z",
"StartTime":"2016-01-30T03:40:06Z",
"DisplayName":"CDN流量包（国内版）",
"CurrCapacity":"10995089554629"
},
{
"Status":"valid",
"CommodityCode":"cdnflowbag",
"InstanceId":"FP-ilttxc23a",
"InitCapacity":"536870912000",
"EndTime":"2018-07-01T08:00:00Z",
"StartTime":"2017-07-01T01:26:41Z",
"DisplayName":"CDN流量包（国内版）",
"CurrCapacity":"0"
},
{
"Status":"valid",
"CommodityCode":"cdnhttpsbag",
"InstanceId":"CDNHTTPSBAG-cn-v0h0dnlq4000m9",
"InitCapacity":"10000000",
"EndTime":"2018-12-06T08:00:00Z",
"StartTime":"2017-12-05T19:10:58Z",
"DisplayName":"DCDN HTTPS请求数资源包",
"CurrCapacity":"9999645"
}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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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questId":"84839536-2B7E-457D-9D8C-82E6C7D4E1A3"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8.3 DescribeDcdnService

调⽤DescribeDcdnService查询DCDN服务状态。包括：当前计费类型、服务开通时间、下次⽣

调试

效的计费类型、当前业务状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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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返回数据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DescribeDc
dnService

名称

类型

⽰例值

ChangingCh
argeType

String

PayByBandwidth

ChangingAf
fectTime

String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scribeDcdnService。

描述

2018-03-31T16:00
GMT时间。
:00Z

下次⽣效的计费类型。

• PayByTraﬀic：流量。

• PayByBandwidth：带宽。

• PayByBandwidth95：⽉95。

• PayByBandwidth_monthavg：⽉
平均带宽。
• PayByBandwidth_month4th：⽉
第四峰值。
• PayByBandwidth_month
day95avg：⽉平均95。

• PayByBandwidth_nighthalf95
：⽉95夜间减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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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例值

Eexample ID
PayByTraﬀic

描述
实例ID。
计费类型。

• PayByTraﬀic：流量。

• PayByBandwidth：带宽。

• PayByBandwidth95：⽉95。

• PayByBandwidth_monthavg：⽉
平均带宽。
• PayByBandwidth_month4th：⽉
第四峰值。

• PayByBandwidth_month
day95avg：⽉平均95。

• PayByBandwidth_nighthalf95
OpeningTim
e

String

LockReason

String

ﬁnancial

RequestId

String

EF2AEBC2-EDBD
请求ID。
-41CF-BF64-

OperationL
ocks

2018-03-19T11:16
开通服务时间。ISO 8601时间格式。
:11Z
业务锁定状态。

WebsocketC String
hangingTime

⽰例

：⽉95夜间减半。

7E095D42D6EF

2018-03-19T11:16
与ChangingAffectTime值⼀样，
:11Z
Websocket变配⽣效时间，需要与当前

WebsocketC String
hangingType

websocketbps

WebsocketT
ype

websocketbps

String

锁定原因。例如：ﬁnancial（⽋费）。

时间⽐较，晚于当前时间才在前端显⽰。
Websocket下次⽣效的计费类型，包括

websockettraﬃc和websocketbps。
Websocket当前计费类型，包括

websockettraﬃc和websocketbps。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Service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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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ServiceResponse>
<ChangingChargeType>PayByBandwidth</ChangingChargeType>
<OpeningTime>2018-03-19T11:16:11Z</OpeningTime>
<InstanceId>Eexample ID</InstanceId>
<RequestId>EF2AEBC2-EDBD-41CF-BF64-7E095D42D6EF</RequestId>
<ChangingAffectTime>2018-03-31T16:00:00Z</ChangingAffectTime>
<OperationLocks>
<LockReason>
<LockReason>financial</LockReason>
</LockReason>
</OperationLocks>
<InternetChargeType>PayByTraffic</InternetChargeType>
</DescribeDcdnServiceResponse>
JSON 格式
{

"OpeningTime":"2018-03-19T11:16:11Z",
"ChangingChargeType":"PayByBandwidth",
"RequestId":"EF2AEBC2-EDBD-41CF-BF64-7E095D42D6EF",
"InstanceId":"Eexample ID",
"ChangingAffectTime":"2018-03-31T16:00:00Z",
"OperationLocks":{
"LockReason":[
{
"LockReason":"financial"
}
]
},
"InternetChargeType":"PayByTraffic"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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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刷新预热接⼝
9.1 DescribeDcdnRefreshTasks

调⽤DescribeDcdnRefreshTasks查询刷新、预热状态是否在全⽹⽣效。
调⽤该接口前，请您注意：

• ⽀持根据任务ID或URL查询。

• Taskid与Objectpath都不指定，默认查3天内、第⼀⻚的数据（20条）。
• Taskid与Objectpath可以同时指定。

• 当指定DomainName或TaskStatus时，必须填写ObjectType。
调试

• 只可查询3天内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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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DomainName

String

否

EndTime

String

否

ObjectPath

String

否

ObjectType

String

否

⽰例值

DescribeDc
dnRefreshT
asks

example.com
2017-01-01T12
:12:20Z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scribeDcdnRefreshTasks。
域名。
结束时间。

http://aaa.com
按路径查询，准确匹配。
/1.txt
ﬁle

任务类型。取值范围：
• ﬁle

• path

• preload

当指定DomainName或

TaskStatus时，此项必填。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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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Integer
Integer

是否必选
否
否

⽰例值

描述

2

取得⻚数。取值范围为：1~100000
。

20

分⻚⼤小。默认值：20，最⼤值：

50，取值范围：1~50之前的任意整
数。

String

否

123

StartTime

String

否

Status

String

否

2017-01-01T12
:12:20Z

ResourceGr
oupId

资源组ID。

Complete

开始时间。
任务状态：

• Complete：完成。

• Refreshing：刷新中。
TaskId
返回数据

名称

String

类型

PageNumber Long

否

123

⽰例值
2

PageSize

Long

2

RequestId

String

174F6032-AA26
-470D-B90E36F0EB205BEE

Tasks
CreationTi
me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

• Failed：刷新失败。

按任务ID查询刷新状态。

描述
⻚码。
整⻚⼤小。
请求ID。
Task组成的Task任务列表。

2014-11-27T08:23
任务对象创建时间。为UTC时间。
:22Z
Internal Error

刷新预热失败返回错误描述。取值范围：
• InternalError

• OriginTimeout

• OriginReturn StatusCode 5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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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例值

http://aaa.com/1
.txt
ﬁle

描述
刷新对象路径。
任务类型。取值范围：
• ﬁle

• path
Process

String

10

Status

String

Complete

• preload
进度百分⽐。
状态。取值范围：

• Complete：完成。

• Refreshing：刷新中。
• Failed：刷新失败。
TaskId
⽰例

String

123

• Pending：等待刷新。
任务ID。

请求⽰例
https://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RefreshTasks
&ObjectPath=
&PageNumber=1
&PageSize=1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RefreshTasksResponse>
<Tasks>
<Task>
<CreationTime>2014-11-27T08:23:22Z</CreationTime>
<ObjectPath>http://aaa.com/1.txt</ObjectPath>
<Status>Complete</Status>
<TaskId>704225667</TaskId>
<ObjectType>file</ObjectType>
<Process>100%</Process>
</Task>
<Task>
<CreationTime>2014-11-27T08:18:38Z</CreationTime>
<ObjectPath>http://bbb.com/1.txt</ObjectPath>
<Status>Complete</Status>
<TaskId>704222904</TaskId>
<ObjectType>file</ObjectType>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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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100%</Process>
</Task>
</Tasks>
<PageNumber>1</PageNumber>
<PageSize>10</PageSize>
<TotalCount>2</TotalCount>
<RequestId>174F6032-AA26-470D-B90E-36F0EB205BEE</RequestId>
</DescribeDcdnRefreshTasksResponse>
JSON 格式
{

"PageNumber":1,
"TotalCount":2,
"PageSize":10,
"RequestId":"174F6032-AA26-470D-B90E-36F0EB205BEE",
"Tasks":{
"Task":[
{
"ObjectPath":"http://aaa.com/1.txt",
"CreationTime":"2014-11-27T08:23:22Z",
"Status":"Complete",
"ObjectType":"file",
"Process":"100%",
"TaskId":"704225667"
},
{
"ObjectPath":"http://bbb.com/1.txt",
"CreationTime":"2014-11-27T08:18:38Z",
"Status":"Complete",
"ObjectType":"file",
"Process":"100%",
"TaskId":"704222904"
}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The StartTime and
EndTime must be both

请同时提供开始时间和结束时
间。

400

400

InvalidTaskId.
Malformed
MissingTim
eParameter
MissingPar
ameter.

ObjectType

178

The speciﬁed TaskId is
invalid.
speciﬁed.

The ObjectType
parameter is required

TaskId错误，请填写正确的
TaskId。

请填写ObjectType。

if DomainName or
ObjectType is speciﬁ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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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错误信息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Malformed
invalid.

描述

请提供正确的开始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n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请提供正确的结束时间格式。
⽇期格式按照ISO8601表⽰

法，并使⽤UTC时间。 格式
为：YYYY-MM-DDThh:mm
:ssZ

InvalidEndTime. The speciﬁed EndTime is 结束时间早于开始时间，请检
Mismatch
earlier than the StartTime. 查。
InvalidStartTime The speciﬁed StartTime is
.ValueNotSu
invalid.

不⽀持该开始时间，请重新填
写。

InvalidObj
ectType.

The speciﬁed ObjectType
is not supported.

ObjectType错误，请重新填
写ObjectType。

InvalidStatus
.ValueNotSu

The speciﬁed Status is not
supported.

Status错误，请填写正确的
Status。

DomainName
OverLimit

A maximum of 500
⼀次最多只⽀持500个域
domains are supported for 名，请减少域名重新请求。

pported

ValueNotSu
pported
pported

each request.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9.2 RefreshDcdnObjectCaches

调⽤RefreshDcdnObjectCaches刷新节点上的⽂件内容，刷新指定URL内容⾄Cache节点。⽀
持URL批量刷新。

⼀个ID每天最多可提交2000条URL和100个⽬录预热刷新类请求。
调试

刷新API每次最⾼提交1000条URL，且单域名每次最⾼提交100条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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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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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否必选

ObjectPath

String

是

example.com/
image/1.png

刷新路径，多个URL⽤换⾏符（\n

String

否

ObjectType

是

RefreshDcd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nObjectCaches
RefreshDcdnObjectCaches。

File

）或（\r\n）分隔。

刷新类型。取值范围：
• File

• Directory
默认值：File
返回数据

名称

RefreshTas
kId
RequestId

类型

String
String

⽰例值

95248880
E5BD4B50-7A02
-493A-AE0B97B9024B4135

⽰例

描述
刷新返回的任务ID。多个ID⽤逗
号（,）分隔。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dcdn.aliyuncs.com&Action=RefreshDcdnObjectCaches
&ObjectPath=example.com/example.txt
&ObjectType=Fil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RefreshDcdnObjectCachesResponse>
<PushTaskId>95248880</PushTaskId>
<RequestId>E5BD4B50-7A02-493A-AE0B-97B9024B4135</RequestId>
</RefreshDcdnObjectCachesResponse>
JSON 格式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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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shTaskId":"95248880",
"RequestId":"E5BD4B50-7A02-493A-AE0B-97B9024B4135"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SingleRequest.
OverLimit
InvalidObj
ectType.

错误信息

A maximum of 1000 URLs
are supported for each
request.

描述

⼀次最多只能提交1000个url
。

The speciﬁed ObjectType
is invalid.

不⽀持该ObjectType，请重
新输⼊。

InvalidObj
ectPath.

The speciﬁed ObjectPath
is invalid.

ObjectPath错误，请填写正
确的ObjectPath。

QuotaExceeded.
Refresh

Your refresh attempts
have exceeded the daily

超出当⽇刷新限制。今⽇刷新
数已⽤完。您可以通过刷新接

InvalidExt
ensiveDoma

The speciﬁed ExtensiveD
omain is not supported.

不⽀持泛域名。

Malformed
Malformed

in.ValueNotSu
pported

limit.

口查询今⽇的刷新次数。

QuotaPerMi
nuteExceeded.

You tried to refresh too
frequently; please try

刷新太频繁，请稍后再试。

TooMany.
Refresh

The refresh queue is full;
please try again later.

域名正在刷新的个数已经达到
上限，请稍后再试。

Refresh

again later.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9.3 PreloadDcdnObjectCaches

调⽤PreloadDcdnObjectCaches将源站的内容主动预热到L2 Cache节点上，⽤⼾⾸次访问可直
接命中缓存，缓解源站压⼒。

⼀个ID每天最多可提交500条URL预热请求。
⽬前不⽀持⽬录级别的预热。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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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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类型

⽰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否必选

ObjectPath

String

是

example.com/
image/1.png

多个URL⽤换⾏符（\n）或（\r\n

String

否

Area

是

PreloadDcd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nObjectCaches
PreloadDcdnObjectCaches。

domestic

）分隔。

预热区域。取值范围：
• domestic
• overseas

返回数据

名称

PreloadTas
kId
RequestId

类型

String
String

⽰例值

95248880
E5BD4B50-7A02
-493A-AE0B-

97B9024B4135
⽰例

描述
预热返回的任务ID。多个ID⽤逗
号（,）分隔。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PreloadDcdnObjectCaches
&ObjectPath=test.test.com/test.tx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PreloadDcdnObjectCachesResponse>
<PushTaskId>95248880</PushTaskId>
<RequestId>E5BD4B50-7A02-493A-AE0B-97B9024B4135</Reques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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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oadDcdnObjectCachesResponse>
JSON 格式
{

"PushTaskId":"95248880",
"RequestId":"E5BD4B50-7A02-493A-AE0B-97B9024B4135"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400

400

SingleRequest.
OverLimit
QuotaExceeded.
Preload

错误信息

A maximum of 1000 URLs
are supported for each
request.

描述

⼀次最多只能提交1000个url
。

Your refresh attempts
have exceeded the daily

超出当⽇刷新预热限制。

The speciﬁed ObjectPath
is invalid.

ObjectPath错误，请填写正
确的ObjectPath。

InvalidExt
ensiveDoma

The speciﬁed ExtensiveD
omain is not supported.

不⽀持泛域名。

PreloadQue
ueFull

The warming queue is full 域名正在预热的URL个数已经
; please try again later.
达到上限，请稍后重试。

InvalidObj
ectPath.

Malformed

in.ValueNotSu
pported

limit.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9.4 DescribeDcdnRefreshQuota

调⽤DescribeDcdnRefreshQuota查询当⽇剩余刷新、预热URL及⽬录的次数。

刷新预热类接口包含RefreshDcdnObjectCaches刷新接口和PreloadDcdnObjectCaches预热
调试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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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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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描述

DescribeDc
dnRefreshQ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scribeDcdnRefreshQuota。

uota
返回数据

名称

BlockQuota

类型

String

100

DirQuota

String

100

DirRemain

String

99

PreloadQuo
ta

String

100

String

100

RequestId

String

42E0554B-80F4
-4921-AED6-

PreloadRem
ain

UrlQuota

String

UrlRemain

String

blockRemain String
⽰例

⽰例值

ACFB22CAAAD0
2000
1996
100

描述
封禁上限。
当天路径刷新数量上限。
当天剩余⽬录刷新数量。
当天预热数量上限。
当天剩余预热数量。
请求ID。
当天URL刷新数量上限。
当天剩余url刷新数量。
封禁余量。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RefreshQuota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RefreshQuotaResponse>
<DirQuota>100</DirQuota>
<DirRemain>99</DirRemain>
<RequestId>42E0554B-80F4-4921-AED6-ACFB22CAAAD0</Reques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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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Quota>2000</UrlQuota>
<UrlRemain>1996</UrlRemain>
<PreloadQuota>500</PreloadQuota>
<PreloadRemain>400</PreloadRemain>
</DescribeDcdnRefreshQuotaResponse>
JSON 格式
{

"DirQuota":"100",
"PreloadRemain":"400",
"DirRemain":"99",
"RequestId":"42E0554B-80F4-4921-AED6-ACFB22CAAAD0",
"UrlQuota":"2000",
"UrlRemain":"1996",
"PreloadQuota":"500"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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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IPA接⼝
10.1 DescribeDcdnIpaDomainConﬁgs
调试

调⽤DescribeDcdnIpaDomainConﬁgs查询域名配置，⼀次可查询过个功能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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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DescribeDc
dnIpaDomai
nConﬁgs

DomainName

String

是

FunctionNa

String

是

mes

www.xxx.org.
cn
ﬁletype_b
ased_ttl_set
,set_req_ho
st_header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scribeDcdnIpaDomai
nConﬁgs。

您的加速域名。
功能列表名称，⽤逗号（,）分隔。

FunctionNames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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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referer_white_list_set

refer⽩名单

referer_black_list_set

refer⿊名单

ﬁletype_based_ttl_set

⽂件过期时间设置

path_based_ttl_set

⽬录过期时间设置

cc_defense

防CC攻击

oss_auth

OSS鉴权Bucket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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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ip_black_list_set

IP⿊名单

ip_white_list_set

IP⽩名单

error_page

错误⻚⾯重定向

tesla

⻚⾯优化加速

set_req_host_header

修改回源⾃定义头

set_hashkey_args

忽略url参数

aliauth

阿⾥鉴权

set_resp_header

设置响应头（浏览器端可⻅）

video_seek

视频切⽚拖拽开关

range

Range请求功能

gzip

⻚⾯Gzip优化

https_force

强制HTTPS跳转

http_force

强制HTTP跳转

alilive

视频直播配置

forward_scheme

静态协议跟随回源

dynamic

全站加速

tmd_signature

TMD⾃定义规则

websocket

webso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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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例值

域名配置。
String

5003576

FunctionArgs
ArgName

String

ﬁle_type

ArgValue

String

txt

FunctionNa
me

String

set_req_ho
st_header

Status

String

RequestId

String

success

F8AA0364-0FDB
-4AD5-AC74D69FAB8924ED

⽰例

描述

配置ID。
各个function。
配置名称。
配置值。
function名称。
状态，包括success、testing、failed、
conﬁguring。
请求ID。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IpaDomainConfigs
&DomainName=www.xxx.org.cn
&FunctionNames=filetype_based_ttl_set,set_req_host_header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IpaDomainConfigsResponse>
<RequestId>F8AA0364-0FDB-4AD5-AC74-D69FAB8924ED</RequestId>
<DomainConfigs>
<DomainConfig>
<FunctionArgs>
<FunctionArg>
<ArgName>domain_name</ArgName>
<ArgValue>testdcdn3.cdnpe.com</ArgValue>
</FunctionArg>
</FunctionArgs>
<ConfigId>5003576</ConfigId>
<FunctionName>set_req_host_header</FunctionName>
</DomainConfig>
<Domain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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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rgs>
<FunctionArg>
<ArgName>file_type</ArgName>
<ArgValue>txt</ArgValue>
</FunctionArg>
<FunctionArg>
<ArgName>ttl</ArgName>
<ArgValue>13</ArgValue>
</FunctionArg>
<FunctionArg>
<ArgName>weight</ArgName>
<ArgValue>8</ArgValue>
</FunctionArg>
</FunctionArgs>
<ConfigId>5068995</ConfigId>
<FunctionName>filetype_based_ttl_set</FunctionName>
</DomainConfig>
</DomainConfigs>
</DescribeDcdnIpaDomainConfig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F8AA0364-0FDB-4AD5-AC74-D69FAB8924ED",
"DomainConfigs":{
"DomainConfig":[
{
"FunctionArgs":{
"FunctionArg":[
{
"ArgName":"domain_name",
"ArgValue":"testdcdn3.cdnpe.com"
}
]
},
"FunctionName":"set_req_host_header",
"ConfigId":5003576
},
{
"FunctionArgs":{
"FunctionArg":[
{
"ArgName":"file_type",
"ArgValue":"txt"
},
{
"ArgName":"ttl",
"ArgValue":"13"
},
{
"ArgName":"weight",
"ArgValue":"8"
}
]
},
"FunctionName":"filetype_based_ttl_set",
"ConfigId":5068995
}
]
}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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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错误信息

Invalid%s.
ValueNotSu

FunctionName [%s] is not
supported.

pported

描述

不⽀持该配置，请重新查询。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10.2 StopDcdnIpaDomain

调⽤StopDcdnIpaDomain停⽤某个加速域名，将DomainStatus变更为oﬄine。

调试

停⽤该加速域名后，该条加速域名信息仍保留，针对加速域名的请求系统将做⾃动回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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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DomainName
返回数据

名称

RequestId

类型

String
String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是

⽰例值

StopDcdnIp
aDomain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example.com

⽰例值

15C66C7B-671A
-4297-91872C4477247A74

⽰例

描述
StopDcdnIpaDomain。

需要接⼊全站加速IPA的域名。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StopDcdnIpaDomain
&DomainName=exam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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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StopDcdnIpaDomainResponse>
<RequestId>15C66C7B-671A-4297-9187-2C4477247A74</RequestId>
</StopDcdnIpaDomain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15C66C7B-671A-4297-9187-2C4477247A74"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3

错误信息

DcdnIpaSer
viceNotFound

描述

The DCDN IPA service has 没有开通Dcdn Ipa服务。
not been activated.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10.3 DescribeUserDcdnIpaStatus
调试

调⽤DescribeUserDcdnIpaStatus查询全站加速IPA是否开通，是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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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描述

DescribeUs
erDcdnIpaS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scribeUserDcdnIpaStatus。

tatus
返回数据

名称

Enabled
InDebt
⽂档版本：20190906

类型

Boolean
Boolean

⽰例值
true

false

描述
是否已开通IPA服务。
是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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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Boolean

⽰例值
false

OnService

Boolean

true

RequestId

String

4F51E9C3-728F
-4E35-952D-

0ED87A06A8A1
⽰例

描述
是否⽋费超期。
服务是否可⽤（不⽋费）。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UserDcdnIpaStatus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UserDcdnIpaStatusResponse>
<Enabled>true</Enabled>
<InDebtOverdue>false</InDebtOverdue>
<InDebt>false</InDebt>
<OnService>true</OnService>
<RequestId>4F51E9C3-728F-4E35-952D-0ED87A06A8A1</RequestId>
</DescribeUserDcdnIpaStatusResponse>
JSON 格式
{

"Enabled":true,
"OnService":true,
"InDebt":false,
"InDebtOverdue":false,
"RequestId":"4F51E9C3-728F-4E35-952D-0ED87A06A8A1"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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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DescribeDcdnIpaService

调⽤DescribeDcdnIpaService查询全站加速ipa服务状态。包括：当前计费类型，服务开通时

调试

间，下次⽣效的计费类型，当前业务状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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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返回数据

名称

ChangingAf
fectTime

ChangingCh
argeType

类型

String

类型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DescribeDc
dnIpaService

⽰例值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scribeDcdnIpaService。

描述

2018-03-31T16:00
GMT时间，变配⽣效时间，需要与当前
:00Z
时间⽐较，晚于当前时间才能在前端⻚⾯
PayByBandwidth

显⽰。

下次⽣效的计费类型：

• PayByTraﬀic：流量。

• PayByBandwidth：带宽。

• PayByBandwidth95：⽉95。

• PayByBandwidth_monthavg：⽉
平均带宽。
• PayByBandwidth_month4th：⽉
第四峰值。
• PayByBandwidth_month
day95avg：⽉平均95。

InstanceId

⽂档版本：20190906

String

1883927335
936173

• PayByBandwidth_nighthalf95
：⽉95夜间减半。
实例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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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例值

PayByBandwidth

描述
计费类型：

• PayByTraﬀic：流量。

• PayByBandwidth：带宽。

• PayByBandwidth95：⽉95。

• PayByBandwidth_monthavg：⽉
平均带宽。
• PayByBandwidth_month4th：⽉
第四峰值。

• PayByBandwidth_month
day95avg：⽉平均95。

• PayByBandwidth_nighthalf95
：⽉95夜间减半。

OpeningTim
e

String

LockReason

String

ﬁnancial

RequestId

String

EF2AEBC2-EDBD
请求ID。
-41CF-BF64-

OperationL
ocks

2018-03-19T11:16
开通服务时间，ISO 8601时间格式。
:11Z
业务锁定状态。

锁定原因。例如：ﬁnancial（⽋费）。

7E095D42D6EF
⽰例

请求⽰例
https://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IpaServic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IpaServiceResponse>
<ChangingChargeType>PayByBandwidth</ChangingChargeType>
<OpeningTime>2018-03-19T11:16:11Z</OpeningTime>
<InstanceId>1883927335936173</InstanceId>
<RequestId>EF2AEBC2-EDBD-41CF-BF64-7E095D42D6EF</RequestId>
<ChangingAffectTime>2018-03-31T16:00:00Z</ChangingAffectTime>
<OperationLocks>
<LockReason>
<LockReason>financial</LockReason>
</LockReason>
</OperationLocks>
<InternetChargeType>PayByTraffic</InternetCharge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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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DcdnIpaServiceResponse>
JSON 格式
{

"OpeningTime":"2018-03-19T11:16:11Z",
"ChangingChargeType":"PayByBandwidth",
"RequestId":"EF2AEBC2-EDBD-41CF-BF64-7E095D42D6EF",
"InstanceId":"1883927335936173",
"ChangingAffectTime":"2018-03-31T16:00:00Z",
"OperationLocks":{
"LockReason":[
{
"LockReason":"financial"
}
]
},
"InternetChargeType":"PayByTraffic"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3

错误信息

DcdnIpaSer
viceNotFound

描述

The DCDN IPA service has 没有开通Dcdn Ipa服务。
not been activated.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10.5 ModifyDCdnDomainSchdmByProperty
调试

调⽤ModifyDCdnDomainSchdmByProperty修改加速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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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ModifyDCdn
DomainSchd

mByProperty
DomainName

⽂档版本：20190906

String

是

example.com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ModifyDCdnDomainSchd
mByProperty。

需修改加速区域的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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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描述

domestic

调度域属性，

{"coverage":"overseas"}

中coverage⽀持domestic、
overseas、global。
返回数据

名称

RequestId

类型

String

⽰例值

15C66C7B-671A
-4297-91872C4477247A74

⽰例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ModifyDCdnDomainSchdmByProperty
&DomainName=example.com
&property={"coverage":"overseas"}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ModifyDCdnDomainSchdmByPropertyResponse>
<RequestId>15C66C7B-671A-4297-9187-2C4477247A74</RequestId>
</ModifyDCdnDomainSchdmByProperty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15C66C7B-671A-4297-9187-2C4477247A74"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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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e.
NotFound

错误信息

This domain does not
have any available

描述

域名⽆可⽤调度域资源

CDN resources in the
accelerated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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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400

错误信息

DomainTrafﬁc
.ExceedThre

You are not allowed to
perform this operation

shold
400

400

描述

域名昨⽇峰值超限不可切换

because the traﬃc peak of
the last day exceeds the
threshold.

Domain.
BeianInvalid

You are not allowed to
perform this operation

域名中国⼤陆区域备案⽆效

Failed to change the
accelerated area for the

域名切换调度区域失败

because the ICP license of
your domain is invalid in
Chinese Mainland.

Schedule.
ChangeFail

domain.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10.6 UpdateDcdnIpaDomain
调试

调⽤UpdateDcdnIpaDomain修改加速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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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UpdateDcdn
IpaDomain

DomainName

String

是

example.com

ResourceGr

String

否

123

String

否

[{"content":"
1.1.1.1","type

oupId
Sources

":"ipaddr","
priority":"20
","port":80,"
weight":"15"}]
⽂档版本：20190906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UpdateDcdnIpaDomain。

需要接⼊全站加速IPA的域名。
资源组ID。
回源地址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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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yourDomain.
com

描述
顶级接⼊域。

Sources各字段含义如下所⽰。
参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type

String

是

源站类型，取值：

ipaddr：IP源站；

domain：域名源站；
oss：不⽀持oss。
content

String

是

回源地址，可以是IP或

port

Integer

否

⾃定义端口，范围：0

priority

String

否

源站地址对应的优先

域名。

~ 65535。

级，⽀持20和30，默

认20。20是主，30是
备。
weight

返回数据

名称

RequestId

String

类型

String

否

⽰例值

15C66C7B-671A
-4297-91872C4477247A74

⽰例

回源权重，100以
内，默认10。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UpdateDcdnIpaDomain
&domainname=example.com
&SourceType=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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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content":"1.1.1.1","type":"ipaddr","priority":"20","port":
8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UpdateDcdnIpaDomainResponse>
<RequestId>15C66C7B-671A-4297-9187-2C4477247A74</RequestId>
</UpdateDcdnIpaDomain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15C66C7B-671A-4297-9187-2C4477247A74"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The speciﬁed
DomainName is invalid.

域名格式错误。

InvalidSou
rce.Content.

The speciﬁed Source
Content is invalid.

源站信息错误，请重新填写。

InvalidTyp
eContent.

The speciﬁed source
type does not match the

源站类型和源站不匹配，请重
新填写。

MissingSource.
Content

The Source Content must
be speciﬁed.

Source Content必填，请填
写后重试。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MissingDom
ainName
InvalidDom
ainName.
Malformed
Malformed
Mismatch

MissingSource.
Type

InvalidSource.
Type.Malformed
InvalidSou
rce.Priority.
Malformed

InvalidRes
ourceGroupId.
Malformed

⽂档版本：20190906

The domainName
parameter is required.

speciﬁed source content.

The Source Type must be
speciﬁed.

请填写域名参数。

Source Type必填，请填写后
重试。

The speciﬁed Source Type Source Type格式错误，请重
is invalid.
新填写。
The speciﬁed Source
Priority is invalid.

Source Priority格式错
误，请填写正确的格式。

The speciﬁed ResourceGr
oupId is invalid.

ResourceGroupId错误，请
填写正确的ResourceGr
ou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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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resource group does not

资源组当前状态不允许进⾏此
操作。

The domain is in
protection mode. To

此域名处于被保护模式。如果
您想做这个操作，请联系我

400

403

400
400
403

EntityNotExists.
ResourceGroup
InvalidStatus.
ResourceGroup
DomainInPr
otectedMode

The resource group does
not exist.
support this operation.

该资源组不存在。

request permission,
们。
contact Customer Service.

TopLevelDomain The speciﬁed TopLevelDo
.NotFound
main does not exist.

顶级接⼊域不存在。

InvalidSource.
Port.Malformed

The source port is empty,
or it is outside the range 0

DcdnIpaSer
viceNotFound

The DCDN IPA service has 没有开通Dcdn Ipa服务。
not been activated.

-65535.

源站端口号为空，或者不在065535范围内。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10.7 DeleteDcdnIpaDomain

调⽤DeleteDcdnIpaDomain删除已添加的加速域名。

请慎重操作，以免导致删除操作后此域名不可访问（建议在进⾏域名删除前到域名解析服务商处恢
复域名A记录）。

DeleteDcdnIpaDomain调⽤成功后将删除本条加速域名的全部相关记录，对于仅需要暂停使⽤
调试

该加速域名，推荐StopDcdnIpaDomain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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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200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DeleteDcdn
IpaDomain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leteDcdnIpa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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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DomainName

String

ResourceGr

String

oupId
返回数据

名称

是否必选
是
否

类型

RequestId

String

⽰例值

example.com
123

⽰例值

94E3559F-7B6A
-4A5E-AFFD44E2A208A249

⽰例

描述
要删除的域名。
资源组ID。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leteDcdnIpaDomain
&DomainName=example.com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leteDcdnIpaDomainResponse>
<RequestId>94E3559F-7B6A-4A5E-AFFD-44E2A208A249</RequestId>
</DeleteDcdnIpaDomain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94E3559F-7B6A-4A5E-AFFD-44E2A208A249"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The speciﬁed
DomainName is invalid.

域名格式错误。

403

DcdnIpaSer
viceNotFound
InvalidDom
ainName.
Malformed

The DCDN IPA service has 没有开通Dcdn Ipa服务。
not been activated.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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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StartDcdnIpaDomain

调⽤StartDcdnIpaDomain启⽤状态为停⽤的加速域名，将DomainStatus变更为online。

调试

域名对应账⼾如果由于⽋费，或域名处于⾮法状态，⽆法正常调⽤该接口启⽤加速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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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DomainName
返回数据

名称

RequestId

类型

String
String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是

⽰例值

StartDcdnI
paDomain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example.com

⽰例值

0AEDAF20-4DDF
-4165-875047FF9C1929C9

⽰例

描述
StartDcdnIpaDomain。

需要接⼊全站加速IPA的域名。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StartDcdnIpaDomain
&DomainName=example.com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StartDcdnIpaDomainResponse>
<RequestId>0AEDAF20-4DDF-4165-8750-47FF9C1929C9</RequestId>
</StartDcdnIpaDomain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0AEDAF20-4DDF-4165-8750-47FF9C1929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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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3

错误信息

DcdnIpaSer
viceNotFound

描述

The DCDN IPA service has 没有开通Dcdn Ipa服务。
not been activated.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10.9 AddDcdnIpaDomain

调⽤AddDcdnIpaDomain添加IP4层应⽤加速域名，⼀次只能提交⼀个加速域名。
调⽤该接口前，请您注意：

• 创建加速域名之前，必须先开通全站加速IPA服务。
• 加速域名必须已备案完成。
调试

• 源站内容，如果不在阿⾥云平台上，需要审核，审核⼯作会在下⼀⼯作⽇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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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DomainName

Sources

CheckUrl

⽂档版本：20190906

类型

String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是

是

否

⽰例值

AddDcdnIpa
Domain
example.com

[{"content":"
1.1.1.1","type

":"ipaddr","
priority":"20
","port":80,"
weight":"15"}]

yourCheckUrl

描述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AddDcdnIpaDomain。
需要接⼊全站加速IPA的域名。⽀持
泛域名，以点号（.）开头，例如：.
example.com。
回源地址列表。

检测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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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否

⽰例值

描述

123

资源组ID，不传时，⾃动补全默认

domestic

资源组ID。

取值范围：domestic、overseas、
global，默认为domestic。

国际⽤⼾、国内L3及以上⽤⼾设置
TopLevelDo
main

String

否

yourTopLev
elDomain

有效。

顶级接⼊域。

Sources各字段含义
参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type

String

是

源站类型。**ipaddr
**：IP源站；**

domain**：域名源

站；**oss**：不⽀持
oss。
content

String

是

回源地址，可以是**IP

port

Integer

是

⾃定义端口，范围：**

priority

String

否

源站地址对应的优先

**或**域名**。

0**~**65535**。

级，⽀持**20**和**
30**，默认**20

**。**20**是主，**
30**是备。
weight

204

String

否

回源权重，**100**以
内，默认**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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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RequestId

String

⽰例值

0AEDAF20-4DDF
-4165-875047FF9C1929C9

⽰例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AddDcdnIpaDomain
&DomainName=example.com
&Sources=[{"content":"1.1.1.1","type":"ipaddr","priority":"20","port":
8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AddDcdnIpaDomainResponse>
<RequestId>0AEDAF20-4DDF-4165-8750-47FF9C1929C9</RequestId>
</AddDcdnIpaDomain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0AEDAF20-4DDF-4165-8750-47FF9C1929C9"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400
400

错误信息

描述

InvalidSou
rce.Content.

The speciﬁed Source
Content is invalid.

源站信息错误，请重新填写。

MissingSource.
Content

The Source Content must
be speciﬁed.

Source Content必填，请填
写后重试。

InvalidSource.
Type.Malformed

The speciﬁed Source Type Source Type格式错误，请重
is invalid.
新填写。

InvalidDom
ainName.
Malformed
Malformed

MissingSource.
Type

⽂档版本：20190906

The speciﬁed
DomainName is invalid.

The Source Type must be
speciﬁed.

域名格式错误。

Source Type必填，请填写后
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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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206

InvalidSou
rce.Priority.
Malformed

InvalidScope.
Malformed

错误信息

描述

The speciﬁed Scope is
invalid.

Scope错误，请填写正确的
Scope后重新请求。

The speciﬁed Source
Priority is invalid.

SourceIp.Exceed The maximum number
of back-to-origin IP
InvalidCer
tiﬁcate

InvalidCer
tiﬁcate.TooLong
CheckSourc
eHealthFailed

ExtensiveA
ndAllBothExist

addresses is exceeded.

The speciﬁed certiﬁcate
format is invalid.

Source Priority格式错
误，请填写正确的格式。

回源ip个数超过限额。

Certiﬁcate格式错误，请填写
正确的Certiﬁcate后重试。

The maximum length of
Certiﬁcate⻓度超过限制。
the certiﬁcate is exceeded.

Error checking the
安全检查失败，请提供正确的
security. Provide the valid 源站信息。
origin site information.

A wildcard domain name
and a domain name with

泛域名与all.开头域名不能同
时存在。

Wildcard domain names
are not supported.

不⽀持泛域名。

ExtensiveA
ndSpeciﬁc

The wildcard domain
name overlaps a domain

泛域名和同级精确域名互
斥，请重新添加。

InvalidRes
ourceGroupId.

The speciﬁed ResourceGr
oupId is invalid.

ResourceGroupId错误，请
填写正确的ResourceGr

CdnTypeNot
SupportExt

ensiveDomain
DomainConflict
Malformed

an all. preﬁx cannot be
both speciﬁed.

name at the same level.

DomainReserved The root domain of your
domain is reserved by

InvalidDom
ainNameLevel

oupId。

该域名的根域已经被其他账号
占⽤，若需要新增提交⼯单处

another account. Submit a 理。
ticket to contact customer
support.
The alicdn.com domain
supports a maximum of
three levels of domain.

alicdn.com最多⽀持三级域
名。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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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The resource group does
not exist.

该资源组不存在。

400

400
400

400
403

TopLevelDomain The speciﬁed TopLevelDo
.NotFound
main does not exist.
EntityNotExists.
ResourceGroup
InvalidStatus.
ResourceGroup

NotInterna
tionRealIdentity
InvalidSource.
Port.Malformed
DcdnIpaSer
viceNotFound

顶级接⼊域不存在。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resource group does not

资源组当前状态不允许进⾏此
操作。

Real-name registration
is required for services

根据中华⼈⺠共和国法律规
定，在中国境内购买使⽤信

The source port is empty,
or it is outside the range 0

源站端口号为空，或者不在065535范围内。

support this operation.

oﬀered in Mainland China 息服务的⽤⼾需要进⾏实名登
.
记。
-65535.

The DCDN IPA service has 没有开通Dcdn Ipa服务。
not been activated.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10.10 BatchSetDcdnIpaDomainConﬁgs
调试

调⽤BatchSetDcdnIpaDomainConﬁgsIP4层应⽤加速域名批量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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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BatchSetDc
dnIpaDomai
nConﬁgs

DomainNames

⽂档版本：20190906

String

是

example.com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BatchSetDcdnIpaDomai
nConﬁgs。

您的IP4层应⽤加速域名，多个⽤逗
号（,）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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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functionAr
gs":[{"

argName":"
domain_nam
e","argValue":"
api.hellodtwor
ld.com"}],"
functionName

描述
功能列表。

":"set_req_ho
st_header"}]

某些功能，如ﬁletype_based_ttl_set，可以设置多条纪录，当需要更新其中某条纪录时，可通过
该条纪录的conﬁgId来指定。

{"functionArgs":[{"argName":"ﬁle_type","argValue":"jpg"},{"

argName":"ttl","argValue":"18"},{"argName":"weight","argValue":"30
"},"functionName":"ﬁletype_based_ttl_set","conﬁgId":5068995}]
名称

参数

referer_white_list_set：refer⽩名单

refer_domain_allow_list：⽩名单列表，多
个逗号（,）分隔；

allow_empty 是否允许空refer进⼊，取值范
围：on/oﬀ
referer_black_list_set：refer⿊名单

refer_domain_deny_list：⿊名单列表，多个
逗号（,）分隔；

allow_empty 是否允许空refer进⼊，取值范
围：on/oﬀ
ﬁletype_based_ttl_set：⽂件过期时间设置

ttl：cache时间，单位：秒；

ﬁle_type：⽂件类型：⽀持多个⽤逗号（,）隔
开，如txt,jpg；

weight：权重：取值范围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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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

path_based_ttl_set：⽬录过期时间设置

ttl：cache时间，单位：秒。

path：⽬录，必须以正斜线（/）开头。
weight：权重：取值范围1~99。

oss_auth：OSS鉴权Bucket

oss_bucket_id：⽤⼾bucket地址

ip_black_list_set：IP⿊名单

ip_list：IP列表多个⽤逗号（,）隔开

ip_allow_list_set：IP⽩名单

ip_list：IP列表多个⽤逗号（,）隔开

ip_white_list_set：TMD免拦截

ip_list：IP列表多个⽤逗号（,）隔开

error_page：错误⻚⾯重定向

error_code：错误码；

set_req_host_header：修改回源⾃定义头

domain_name：回源Host头内容

set_hashkey_args：忽略url参数

hashkey_args：保留参数的列表，多个⽤逗

rewrite_page：重定向⻚⾯

号（,）分隔；

disable：disable等于on的时候表⽰忽略所有
参数，oﬀ不忽略
aliauth：阿⾥鉴权

auth_type：鉴权类型，取值范围"no_auth","
type_a","type_b","type_c"；

auth_key1：鉴权key1；auth_key2：鉴权
key2；

ali_auth_delta：⾃定义鉴权缓冲时间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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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

set_resp_header：设置响应头（浏览器端可

key：响应头，取值范围：Content-Type、

⻅）

Cache-Control、Content-Disposition、
Content-Language、Expires、Access-

Control-Allow-Origin、Access-ControlAllow-Methods、Access-Control-Allow
-Headers、Access-Control-Max-Age、
Access-Control-Expose-Headers；
value：响应头内容，删除填写null
https_force：强制HTTPS跳转

enable：功能开关，取值范围：on/oﬀ

http_force：强制HTTP跳转

enable：功能开关，取值范围：on/oﬀ

https_option：HTTPS基础参数

http2：http2开关，取值范围：on/oﬀ

l2_oss_key：L2 OSS 回源私钥

private_oss_auth：是否开启私有oss鉴权功

forward_scheme：静态协议跟随回源

enable：开关，取值范围：on/oﬀ

能，取值范围：on/oﬀ

scheme_origin：回源站协议，⽀持http、
https和follow

green_manager 鉴⻩功能

210

enable：是否开启鉴⻩功能，取值范围：on/
o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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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

tmd_signature：TMD⾃定义规则

name：规则名称，域名内不可重复

path：可重复，需校验uri路径合法性

pathType：匹配规则，0 前缀匹配，1 完全匹
配

interval：监测时⻓，单位秒，参数限制必
须>=10

count：单IP访问次数

action：阻断类型，0 封禁，1 ⼈机识别
ttl:阻断时⻓，单位秒
dynamic：全站加速相关配置

enable：必填，开关，⽀持on/oﬀ；

static_route_type:静态加速⽂件后缀
static_route_url:静态加速URI

static_route_path:静态加速PATH

dynamic_route_origin:回源路由 scheme
，⽀持http、https和follow
set_req_header：⾃定义回源HTTP头

key：回源头；

l2_oss_key：私有buckct回源

private_oss_auth：私有Bucket回源开关，⽀

range：range回源

enable：开关，⽀持on/oﬀ

video_seek：视频拖拽播放

enable：开关，⽀持on/oﬀ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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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

websocket：Websocket

enabled：必填，是否开启，取值范围：on/
oﬀ

origin_scheme：回源scheme，⽀持http、
https和follow

heartbeat：⼼跳时间，默认60，⽀持1-300秒
ali_remove_args：忽略url参数(删除)

ali_remove_args：必填，删除指定的参

数，多个参数之间⽤空格隔开，剩余参数将作为
hashkey中URL args部分；keep_oss_args

:⽀持on/oﬀ.on表⽰回源保留所有参数，oﬀ表
⽰与缓存hashkey的参数⼀致
https_tls_version：TLS协议版本

tls10：开启 TLSv1.0 默认:on，⽀持on/oﬀ；
tls11:开启 TLSv1.1 默认:on，⽀持on/oﬀ
tls12:开启 TLSv1.2 默认:on，⽀持on/oﬀ

tls13:开启 TLSv1.3 默认:oﬀ，⽀持on/oﬀ
HSTS：HSTS

enabled：必填，开关，默认: oﬀ，⽀持on/
oﬀ；

https_hsts_max_age:必填，过期时间，单
位：ms，建议填写5184000000ms(60天)

https_hsts_include_subdomains:HSTS 头
包含 includeSubDomains 参数,⽀持on/oﬀ

。请谨慎开启，开启前，请确保该加速域名所有
⼦域名都已开启 HTTPS，否则会导致⼦域名⾃
动跳转到 HTTPS 后⽆法访问

ﬁletype_force_ttl_code:⽂件状态码过期时间 ﬁle_type：必填，⽂件类型：⽀持多个，⽤逗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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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参数

path_force_ttl_code:路径状态码过期时间设

path：必填，必须以/开头，举例：/image；

置

code_string：必填，状态码，例：302=0,301
=0,4xx=2

gzip:⻚⾯Gzip优化

enable：必填，功能开关，⽀持on/oﬀ

tesla:⻚⾯优化加速

enable：必填，功能开关，⽀持on/oﬀ

protogw:IP应⽤加速

realip：必填，源站ip透传⽅式，⽀持oﬀ/toa/

返回数据

名称

RequestId

类型

String

pp。port：必填，服务端口

⽰例值

0AEDAF20-4DDF
-4165-875047FF9C1929C9

⽰例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BatchSetDcdnIpaDomainConfigs
&DomainName=example1.com,example2.com
&Functions=[{"functionArgs":[{"argName":"domain_name","argValue":"api.
hellodtworld.com"}],"functionName":"set_req_host_header"}]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BatchSetDcdnIpaDomainConfigsResponse>
<RequestId>0AEDAF20-4DDF-4165-8750-47FF9C1929C9</RequestId>
</BatchSetDcdnIpaDomainConfig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0AEDAF20-4DDF-4165-8750-47FF9C1929C9"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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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400
403

错误信息

InvalidFunctions The speciﬁed Functions is
.Malformed
invalid.
InvalidArgValue. The speciﬁed ArgValue is
Malformed
invalid.

描述

不⽀持该配置，请重新填写。
ArgValue错误，请重新填
写。

Invalid%s.
ValueNotSu

[%s] is not supported.

Invalid%s.
Malformed

The speciﬁed ArgValue [% 不⽀持该ArgValue，请填写
s] is invalid.
正确的ArgValue。

pported

DcdnIpaSer
viceNotFound

不⽀持该设置。

The DCDN IPA service has 没有开通Dcdn Ipa服务。
not been activated.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10.11 DescribeDcdnIpaUserDomains

调⽤DescribeDcdnIpaUserDomains查询⽤⼾名下所有的IP4层应⽤加速域名。
⽀持域名模糊匹配过滤和域名状态过滤，域名状态包括：
• 运⾏中（表⽰域名服务状态正常）。
• 已停⽌。
• 配置中。

• 配置失败。
• 审核中。
调试

• 审核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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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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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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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DescribeDc
dnIpaUserD
omains

Boolean 否

false

DomainName

String

否

example.com

DomainSear

String

否

fuzzy_match

CheckDomai
nShow

chType

描述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scribeDcdnIpaUserDomains
。

检查domain是否展出。
域名模糊匹配过滤。
域名查询类型，默认fuzzy_match
。

• fuzzy_match：模糊匹配。
• pre_match：前匹配。
• suf_match：后匹配。
DomainStatus

String

否

online

FuncFilter

String

否

conﬁg

FuncId

PageNumber

PageSize

ResourceGr
oupId

⽂档版本：20190906

String

否

98

Integer

否

20

Integer

否

20

String

否

ResourceGr
oupId

• full_match：完全匹配。
域名状态过滤。
过滤，⽀持conﬁg和unconﬁg
。conﬁg是开通了funcid的，

unconﬁg是没有开通funcid的。
功能ID。例如：98表⽰图⽚鉴⻩功
能。

取得第⼏⻚，取值范围为：1~
100000。

分⻚⼤小，默认20，最⼤50，取
值：1~50之前的任意整数。
资源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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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Do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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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例值

描述
由PageData组成的数组格式，返回加速

Cname

String

Description

String

域名的状态信息。

example4.com.w
加速域名对应的CNAME域名。
.alikunlun.com
audit failed

DomainName String

example.com

DomainStat
us

online

String

审核失败原因。
加速域名名称。

加速域名状态，取值：
• online：启⽤。

• oﬄine：停⽤。

• conﬁguring：配置中。

• conﬁgure_failed：配置失败。
• checking：正在审核。
GmtCreated

String

GmtModiﬁed String
ResourceGr
oupId

String

SSLProtocol

String

Sandbox

String

• check_failed：审核失败。

2015-10-23T09:23
加速域名创建时间。
:29Z
2015-10-23T09:23
加速域名修改时间。
:29Z
abcd1234ab
cd1234
on

normal

Sources

216

Content

String

oss-xxx-client.
com

Port

Integer

Priority

String

20

Type

String

oss

80

资源组ID。

https开关，on已开启；oﬀ未开启。
沙箱。
源站信息。
源站地址。
源站端口。
优先级。
源站类型。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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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Weight

类型

String

⽰例值
20

PageNumber Long

5

PageSize

Long

5

RequestId

String

AA75AADB5E25-4970-B480-

TotalCount
⽰例

API参考 / 10 IPA接口

Long

EAA1F5658483
10

描述
回源权重。
返回数据的⻚码。
整⻚⼤小。
请求ID。
总条数。

请求⽰例
https://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IpaUserDomains
&PageNumber=1
&PageSize=5
&DomainSearchType=fuzzy_match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IpaUserDomainsResponse>
<PageNumber>1</PageNumber>
<TotalCount>16</TotalCount>
<PageSize>5</PageSize>
<RequestId>AA75AADB-5E25-4970-B480-EAA1F5658483</RequestId>
<Domains>
<PageData>
<DomainStatus>configure_failed</DomainStatus>
<DomainName>example.com</DomainName>
<GmtModified>2015-10-28T11:05:52Z</GmtModified>
<GmtCreated>2015-10-28T09:32:51Z</GmtCreated>
<Description>audit failed</Description>
<ResourceGroupId>abcd1234abcd1234</ResourceGroupId>
</PageData>
<PageData>
<DomainStatus>configure_failed</DomainStatus>
<DomainName>example1.com</DomainName>
<GmtModified>2015-10-28T11:05:50Z</GmtModified>
<GmtCreated>2015-10-28T09:31:59Z</GmtCreated>
<ResourceGroupId>abcd1234abcd1234</ResourceGroupId>
</PageData>
<PageData>
<Cname>example2.com.w.alikunlun.net</Cname>
<DomainStatus>online</DomainStatus>
<DomainName>example2.com</DomainName>
<GmtModified>2015-10-27T06:26:34Z</GmtModified>
<GmtCreated>2015-10-23T09:30:00Z</GmtCreated>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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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GroupId>abcd1234abcd1234</ResourceGroupId>
</PageData>
<PageData>
<Cname>example3.com.w.kunlunAr.com</Cname>
<DomainStatus>online</DomainStatus>
<DomainName>example3.com</DomainName>
<GmtModified>2015-10-23T09:23:29Z</GmtModified>
<GmtCreated>2015-10-23T09:23:20Z</GmtCreated>
<ResourceGroupId>abcd1234abcd1234</ResourceGroupId>
</PageData>
<PageData>
<Cname>example4.com.w.alikunlun.com</Cname>
<DomainStatus>online</DomainStatus>
<DomainName>example4.com</DomainName>
<GmtModified>2015-10-23T09:02:11Z</GmtModified>
<GmtCreated>2015-10-23T09:01:57Z</GmtCreated>
<ResourceGroupId>abcd1234abcd1234</ResourceGroupId>
</PageData>
</Domains>
</DescribeDcdnIpaUserDomainsResponse>
JSON 格式
{

"PageNumber":1,
"TotalCount":16,
"PageSize":5,
"RequestId":"AA75AADB-5E25-4970-B480-EAA1F5658483",
"Domains":{
"PageData":[
{
"Description":"audit failed",
"ResourceGroupId":"abcd1234abcd1234",
"DomainStatus":"configure_failed",
"DomainName":"example.com",
"GmtModified":"2015-10-28T11:05:52Z",
"GmtCreated":"2015-10-28T09:32:51Z"
},
{
"ResourceGroupId":"abcd1234abcd1234",
"DomainStatus":"configure_failed",
"DomainName":"example1.com",
"GmtModified":"2015-10-28T11:05:50Z",
"GmtCreated":"2015-10-28T09:31:59Z"
},
{
"Cname":"example2.com.w.alikunlun.net",
"ResourceGroupId":"abcd1234abcd1234",
"DomainStatus":"online",
"DomainName":"example2.com",
"GmtModified":"2015-10-27T06:26:34Z",
"GmtCreated":"2015-10-23T09:30:00Z"
},
{
"Cname":"example3.com.w.kunlunAr.com",
"ResourceGroupId":"abcd1234abcd1234",
"DomainStatus":"online",
"DomainName":"example3.com",
"GmtModified":"2015-10-23T09:23:29Z",
"GmtCreated":"2015-10-23T09:23:20Z"
},
{
"Cname":"example4.com.w.alikunl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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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GroupId":"abcd1234abcd1234",
"DomainStatus":"online",
"DomainName":"example4.com",
"GmtModified":"2015-10-23T09:02:11Z",
"GmtCreated":"2015-10-23T09:01:57Z"

}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400
400

400
400

InvalidPag
eNumber.

ValueNotSu
pported

错误信息

The speciﬁed value of
PageNumber is not

描述

⻚码参数错误，请重新填写。

supported.

InvalidPageSize
.ValueNotSu

The speciﬁed value of
PageSize is invalid.

PageSize参数错误，请重新填
写。

InvalidDom
ainStatus.

The speciﬁed value of
DomainStatus is invalid.

DomainStatus值错误，请重
新填写。

InvalidDom
ainName.

The speciﬁed
DomainName is invalid.

域名格式错误。

InvalidDom
ainSearchType

The speciﬁed value of
DomainSearchType is

DomainSearchType值错
误，请重新填写。

pported

ValueNotSu
pported
Malformed

.ValueNotSu
pported

invalid.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10.12 DescribeDcdnIpaDomainDetail
调试

调⽤DescribeDcdnIpaDomainDetail获取指定加速域名配置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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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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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名称
Action

API参考 / 10 IPA接口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DescribeDc
dnIpaDomai
nDetail

DomainName
返回数据

名称

DomainDeta
il

String

类型

是

example.com

⽰例值

操作接口名，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DescribeDcdnIpaDomainDetail
。

接⼊全站加速IPA进⾏加速的域名。

描述
域名详情。

CertName

String

yourCertName

Cname

String

example.com

Description

描述

String

audit failed

DomainName String

example.com

DomainStat
us

online

String

如果开启https，此处为证书名称。
为加速域名⽣成的⼀个CNAME域名，需
要在域名解析服务商处将加速域名
CNAME解析到该域名。
描述。
接⼊全站加速IPA进⾏加速的域名。
加速域名运⾏状态。
• online：启⽤。

• oﬄine：停⽤。

• conﬁguring：配置中。

• conﬁgure_failed：配置失败。
• checking：正在审核。
GmtCreated

String

GmtModiﬁed String
ResourceGr
oupId
220

String

• check_failed：审核失败。

2017-11-27T06:51
创建时间。
:26Z

2017-11-27T06:51
最近修改时间。
:26Z
rg-acfmyuji4b
6r4ry

资源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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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例值
on

SSLPub

String

SSLPub

Scope

String

overseas。

Sources
Content

String

xxx.oss-cnhangzhou.

aliyuncs.com

Enabled

String

online

Port

Integer

80

Priority

String

50

Type

String

oss

描述
是否开启ssl证书。on表⽰开启；oﬀ表⽰
关闭。

如果开启https，此处为证书公钥。
区域。
源站信息。
回源地址。
状态。
⾃定义端口，范围：0~65535。
优先级。
源站类型。取值：

• ipaddr：IP源站。

• domain：域名源站。
Weight

String

10

RequestId

String

09ABE829-6CD3
-4FE0-AFEE556113E29727

⽰例

• oss：不⽀持oss。
回源权重。
请求ID。

请求⽰例
http://dcdn.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cdnIpaDomainDetail
&DomainName=example.com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cdnIpaDomainDetailResponse>
<RequestId>09ABE829-6CD3-4FE0-AFEE-556113E29727</RequestId>
⽂档版本：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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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ainDetail>
<Cname>example.com.dcdn7mhp.com</Cname>
<ResourceGroupId>rg-acfmyuji4b6r4ry</ResourceGroupId>
<DomainStatus>online</DomainStatus>
<DomainName>example.com</DomainName>
<Sources>
<Source>
<Enabled>online</Enabled>
<Port>80</Port>
<Type>oss</Type>
<Content>xxx.oss-cn-hangzhou.aliyuncs.com</Content>
<Priority>50</Priority>
<Weight>10</Weight>
</Source>
</Sources>
<GmtModified>2017-11-27T06:51:26Z</GmtModified>
<GmtCreated>2017-11-27T06:51:25Z</GmtCreated>
</DomainDetail>
</DescribeDcdnIpaDomainDetail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09ABE829-6CD3-4FE0-AFEE-556113E29727",
"DomainDetail":{
"Cname":"example.com.dcdn7mhp.com",
"DomainStatus":"online",
"ResourceGroupId":"rg-acfmyuji4b6r4ry",
"DomainName":"example.com",
"Sources":{
"Source":[
{
"Enabled":"online",
"Port":80,
"Weight":"10",
"Type":"oss",
"Content":"xxx.oss-cn-hangzhou.aliyuncs.com",
"Priority":"50"
}
]
},
"GmtModified":"2017-11-27T06:51:26Z",
"GmtCreated":"2017-11-27T06:51:25Z"
}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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