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云
云数据库 MongoDB 版
API参考

⽂档版本：20190815

云数据库 MongoDB 版

法律声明

API参考 / 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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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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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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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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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档仅作为⽤⼾使⽤阿⾥云产品及服务的参考性指引，阿⾥云以产品及服务的”现状“、“有
缺陷”和“当前功能”的状态提供本⽂档。阿⾥云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尽最⼤努⼒提供相应的介
绍及操作指引，但阿⾥云在此明确声明对本⽂档内容的准确性、完整性、适⽤性、可靠性等不作

任何明⽰或暗⽰的保证。任何单位、公司或个⼈因为下载、使⽤或信赖本⽂档而发⽣任何差错或

经济损失的，阿⾥云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阿⾥云均不对任何间接性、后果性、
惩戒性、偶然性、特殊性或刑罚性的损害，包括⽤⼾使⽤或信赖本⽂档而遭受的利润损失，承担
责任（即使阿⾥云已被告知该等损失的可能性）。

5. 阿⾥云⽹站上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著作、产品、图⽚、档案、资讯、资料、⽹站架构、⽹

站画⾯的安排、⽹⻚设计，均由阿⾥云和/或其关联公司依法拥有其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商
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经阿⾥云和/或其关联公司书⾯同意，任何⼈不得擅⾃
使⽤、修改、复制、公开传播、改变、散布、发⾏或公开发表阿⾥云⽹站、产品程序或内容。

此外，未经阿⾥云事先书⾯同意，任何⼈不得为了任何营销、⼴告、促销或其他⽬的使⽤、公

布或复制阿⾥云的名称（包括但不限于单独为或以组合形式包含”阿⾥云”、Aliyun”、“万

⽹”等阿⾥云和/或其关联公司品牌，上述品牌的附属标志及图案或任何类似公司名称、商号、

商标、产品或服务名称、域名、图案标⽰、标志、标识或通过特定描述使第三⽅能够识别阿⾥云
和/或其关联公司）。

6. 如若发现本⽂档存在任何错误，请与阿⾥云取得直接联系。

⽂档版本：20190815

I

API参考 / 通⽤约定

云数据库 MongoDB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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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参数
公共请求参数

公共请求参数是指每个接口都需要使⽤到的请求参数。

相关参数说明
名称

Format

Version

类型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须
是
是

AccessKeyId

String

是

Signature

String

SignatureMethod

String

是

Timestamp

String

是

是

SignatureVersion

String

是

SignatureNonce

String

是

描述

返回值的类型⽀持

JSON与XML，默认为
XML。

API版本号，格式为⽇
期形式：YYYY-MMDD，本版本对应版本
号为2015-12-01。

阿⾥云颁发给⽤⼾访问
服务所⽤的密钥ID。
签名结果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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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使⽤UTC
时间。

• 格式为：YYYYMM-DDThh:mm
:ssZ，例如：2016
-01-01T12:00:00Z
（为北京时间2016
年1⽉1⽇20点0分0
秒）。

签名算法版本，⽬前版
本是1.0版本。
唯⼀随机数，⽤于防⽌
⽹络重放攻击。⽤⼾在
不同请求间要使⽤不同
的随机数值。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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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例
https:// mongodb.aliyuncs.com/
?Format=json
&Version=2015-12-01
&Signature=Pc5WB8gokVn0xfeu%2FZV%2BiNM1dgI%3D
&SignatureMethod=HMAC-SHA1
&SignatureNonce=15215528852396
&SignatureVersion=1.0
&AccessKeyId=key-test
&Timestamp=2016-01-01T12:00:00Z
公共返回参数

⽤⼾每次发送的接口调⽤请求，⽆论成功与否，系统都会返回⼀个唯⼀识别码RequestId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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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4fdsf38-3910-447D-87AD-AC078932216</RequestId>
<!—返回结果数据-->
</接口名称+Response>

返回结果

调⽤API服务后返回数据采⽤统⼀格式：

• 返回的HTTP状态码为2xx，代表调⽤成功；

• 返回4xx或5xx的HTTP状态码代表调⽤失败。

调⽤成功返回的数据格式主要有XML和JSON两种，外部系统可以在请求时传⼊参数来制定返回的
数据格式，默认为XML格式。
说明:

本⽂档中的返回⽰例为了便于⽤⼾查看，做了格式化处理，实际返回结果是没有进⾏换⾏、缩进等
处理的。

返回成功结果

XML⽰例

返回结果包括请求是否成功等信息以及具体的业务数据，⽰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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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4fdsf38-3910-447D-87AD-AC078932216</RequestId>
<!—返回结果数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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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名称+Response>

JSON⽰例

{
"RequestId": "4C4fdsf38-3910-447D-87AD-AC078932216",
/* 返回结果数据 */
}
返回错误结果

调⽤接口出错后，将不会返回结果数据。调⽤⽅可根据错误代码表来定位错误原因。当调⽤出错

时，HTTP请求返回⼀个4xx或5xx的HTTP状态码。返回的消息体中是具体的错误代码及错误信

息。另外还包含⼀个全局唯⼀的请求ID：RequestId和⼀个您该次请求访问的站点ID：HostId。

在调⽤⽅找不到错误原因时，可以联系阿⾥云客服，并提供该HostId和RequestId，以便我们尽快
帮您解决问题。
XML⽰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Error>
<RequestId>8906582E-6722-409A-A6C4-0E7863B733A5</RequestId>
<HostId> mongodb.aliyuncs.com</HostId>
<Code>UnsupportedOperation</Code>
<Message>The specified action is not supported.</Message>
</Error>
JSON⽰例
{
"RequestId": "7463B73D-35CC-4D19-A010-6B8D65D242EF",
"HostId": " mongodb.aliyuncs.com",
"Code": "UnsupportedOperation",
"Message": "The specified action is not supported."
}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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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式
服务地址

MongoDB OpenAPI的服务接⼊地址为：mongodb.aliyuncs.com。

通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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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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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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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符编码

请求及返回结果都使⽤UTF-8字符集进⾏编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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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签名机制

MongoDB服务会对每个访问的请求进⾏⾝份验证，所以⽆论使⽤HTTP还是HTTPS协议提

交请求，都需要在请求中包含签名（Signature）信息。MongoDB服务通过使⽤Access Key
ID和Access Key Secret进⾏对称加密的⽅法来验证请求的发送者⾝份。

Access Key ID和Access Key Secret由阿⾥云官⽅颁发给访问者（可以通过阿⾥云官⽅⽹站申请
和管理），其中Access Key ID⽤于标识访问者的⾝份；Access Key Secret是⽤于加密签名字符

串和服务器端验证签名字符串的密钥，必须严格保密，只有阿⾥云和⽤⼾知道。⽤⼾在访问时，按
照下⾯的⽅法对请求进⾏签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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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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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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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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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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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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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对于扩展的UTF-8字符，编码成“%XY%ZA…”的格式；iv. 需要说明的是英⽂空
格（ ）要被编码是%20，而不是加号（+）。
说明:

⼀般⽀持URL编码的库（⽐如Java中的java.net.URLEncoder）都是按

照“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的MIME类型的规则进⾏编码的。实
现时可以直接使⽤这类⽅式进⾏编码，把编码后的字符串中加号（+）替换成%20、星

号（*）替换成%2A、%7E替换回波浪号（~），即可得到上述规则描述的编码字符串。

c. 对编码后的参数名称和值使⽤英⽂等号（=）进⾏连接。

d. 再把英⽂等号连接得到的字符串按参数名称的字典顺序依次使⽤&符号连接，即得到规范化请
求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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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上⼀步构造的规范化字符串按照下⾯的规则构造⽤于计算签名的字符串：
StringToSign=
HTTPMethod + “&” +
percentEncode(“/”) + ”&” +
percentEncode(CanonicalizedQueryString)
其中HTTPMethod是提交请求⽤的HTTP⽅法，⽐GET。percentEncode(“/”)是按照1
.b中描述的URL编码规则对字符“/”进⾏编码得到的值，即“%2F”。percentEncode(

CanonicalizedQueryString)是对第1步中构造的规范化请求字符串按1.b中描述的URL编码规
则编码后得到的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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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签名时使⽤的Key就是⽤⼾持有的Access Key Secret并加上⼀个“&”字
符(ASCII:38)，使⽤的哈希算法是SHA1。

4. 按照Base64编码规则把上⾯的HMAC值编码成字符串，即得到签名值（Signature）。
5. 将得到的签名值作为Signature参数添加到请求参数中，即完成对请求签名的过程。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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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DescribeDBInstances为例，签名前的请求URL为：
http://mongodb.aliyuncs.com/?Timestamp=2016-01-01T10:33:56Z&Format=
XML&AccessKeyId=testid&Action=DescribeInstances&SignatureMethod=HMAC
-SHA1&RegionId=region1&SignatureNonce=NwDAxvLU6tFE0DVb&Version=201512-01&SignatureVersion=1.0
那么StringToSign就是：
GET&%2F&AccessKeyId%3Dtestid&Action%3DDescribeInstances&Format%
3DXML&RegionId%3Dregion1&SignatureMethod%3DHMAC-SHA1&SignatureNonce%
3DNwDAxvLU6tFE0DVb&SignatureVersion%3D1.0&TimeStamp%3D2016-01-01T10%
253A33%253A56Z&Version%3D2015-01-01
假如使⽤的Access Key Id是“testid”，Access Key Secret是“testsecret”，⽤于计
算HMAC的Key就是“testsecret&”，则计算得到的签名值是：
BIPOMlu8LXBeZtLQkJTw6iFvw1E=
签名后的请求URL为（注意增加了Signature参数）：
http://mongodb.aliyuncs.com/?Timestamp=2016-01-01T10%3A33%3A56Z&
Format=XML&AccessKeyId=testid&Action=DescribeInstances&SignatureM
6

⽂档版本：20190815

云数据库 MongoDB 版

API参考 / 3 签名机制

ethod=HMAC-SHA1&RegionId=region1&SignatureNonce=NwDAxvLU6tFE0DVb
&SignatureVersion=1.0&Version=2015-12-01&Signature=BIPOMlu8LX
BeZtLQkJTw6iFvw1E%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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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何使⽤RAM授权
4.1 使⽤RAM实现MongoDB资源授权

使⽤阿⾥云的RAM（Resource Access Management）服务，您可以将您云账号
下MongoDB资源的访问及管理权限授予RAM中⼦⽤⼾。

您通过云帐号创建的MongoDB实例，都是该帐号⾃⼰拥有的资源。默认情况下，帐号对⾃⼰的资
源拥有完整的操作权限。

如果您不需要使⽤RAM，请略过此章节。

4.2 RAM中可授权的MongoDB资源类型

⽬前，可以在RAM中进⾏授权的资源类型仅⼀种：dbinstance。在通过RAM进⾏授权时，资源
的描述⽅式如下：
资源类型

Instance

授权策略中的资源描述⽅式
acs:dds:$regionid:$accountid:dbinstance/$dbinstanceid
acs:dds:$regionid:$accountid:dbinstance/
acs:dds:::dbinstance/

其中：

• 所有$regionid应为某个region的id，或者"*"。

• 所有$dbinstanceid应为某个instance的id，或者“*”。

• 以此类推，$account-id是您云帐号的数字ID，可以⽤"*"代替。

4.3 RAM中可对MongoDB资源进⾏授权的Action
在RAM中，可以对⼀个MongoDB资源进⾏以下Action的授权。

8

Action

Action

CreateDBInstance

ModifyDBInstanceSpec

DeleteDBInstance

RenewDBInstance

CreateShardingDBInstance

DeleteNode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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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Action

ModifyNodeSpec

CreateNode

RestartDBInstance

ModifyDBInstanceMaintainTime

ModifyDBInstanceDescription

DescribeDBInstanceAttribute

DescribeReplicaSetRole

DescribeShardingNetworkAddress

ModifyDBInstanceNetworkType

ModifyDBInstanceNetExpireTime

DescribeAccounts

ResetAccountPassword

DescribeSecurityIps

ModifySecurityIps

DescribeAuditRecords

DescribeAuditFiles

DescribeBackupPolicy

ModifyBackupPolicy

CreateBackup

DescribeBackups

RestoreDBInstance

DescribeDBInstancePerformance

DescribeDBInstances

-

其中DescribeDBInstances，授权时必须对该⽤⼾全部实例授权。以下接口不需要鉴权：
DescribeRegions。

4.4 MongoDB API的鉴权规则

当⼦⽤⼾通过MongoDB Open API进⾏资源访问时，MongoDB后台向RAM进⾏权限检查，以确
保调⽤者拥有响应权限。

每个不同的MongoDB API会根据涉及到的资源以及API的语义来确定需要检查哪些资源的权限。
具体每个API的鉴权规则⻅下表。
Action

CreateDBInstance
ModifyDBInstanceSpec
DeleteDBInstance
RenewDBInstance

⽂档版本：20190815

鉴权规则

acs:dds:$regionid:$accountid:dbinstance/$
dbinstanceid
acs:dds:$regionid:$accountid:dbinstance/$
dbinstanceid
acs:dds:$regionid:$accountid:dbinstance/$
dbinstanceid
acs:dds:$regionid:$accountid:dbinstance/$
dbinstancei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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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CreateShardingDBInstance
DeleteNode
CreateNode
ModifyNodeSpec
DescribeDBInstances
RestartDBInstance
ModifyDBInstanceMaintainTime
ModifyDBInstanceDescription
DescribeDBInstanceAttribute
DescribeReplicaSetRole
DescribeShardingNetworkAddress
ModifyDBInstanceNetworkType
ModifyDBInstanceNetExpireTime
DescribeDBInstancePerformance
DescribeAccounts
ResetAccountPassword
DescribeSecurity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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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权规则

acs:dds:$regionid:$accountid:dbinstance/$
dbinstanceid
acs:dds:$regionid:$accountid:dbinstance/$
dbinstanceid
acs:dds:$regionid:$accountid:dbinstance/$
dbinstanceid
acs:dds:$regionid:$accountid:dbinstance/$
dbinstanceid
acs:dds:$regionid:$accountid:dbinstance/$
dbinstanceid
acs:dds:$regionid:$accountid:dbinstance/$
dbinstanceid
acs:dds:$regionid:$accountid:dbinstance/$
dbinstanceid
acs:dds:$regionid:$accountid:dbinstance/$
dbinstanceid
acs:dds:$regionid:$accountid:dbinstance/$
dbinstanceid
acs:dds:$regionid:$accountid:dbinstance/$
dbinstanceid
acs:dds:$regionid:$accountid:dbinstance/$
dbinstanceid
acs:dds:$regionid:$accountid:dbinstance/$
dbinstanceid
acs:dds:$regionid:$accountid:dbinstance/$
dbinstanceid
acs:dds:$regionid:$accountid:dbinstance/$
dbinstanceid
acs:dds:$regionid:$accountid:dbinstance/$
dbinstanceid
acs:dds:$regionid:$accountid:dbinstance/$
dbinstanceid
acs:dds:$regionid:$accountid:dbinstance/$
dbinstanceid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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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ModifySecurityIps
DescribeAuditRecords
DescribeAuditFiles
DescribeBackupPolicy
ModifyBackupPolicy
CreateBackup
RestoreDBInstance
DescribeBackups
DescribeDBInstancePerformance

⽂档版本：20190815

API参考 / 4 如何使⽤RAM授权

鉴权规则

acs:dds:$regionid:$accountid:dbinstance/$
dbinstanceid
acs:dds:$regionid:$accountid:dbinstance/$
dbinstanceid
acs:dds:$regionid:$accountid:dbinstance/$
dbinstanceid
acs:dds:$regionid:$accountid:dbinstance/$
dbinstanceid
acs:dds:$regionid:$accountid:dbinstance/$
dbinstanceid
acs:dds:$regionid:$accountid:dbinstance/$
dbinstanceid
acs:dds:$regionid:$accountid:dbinstance/$
dbinstanceid
acs:dds:$regionid:$accountid:dbinstance/$
dbinstanceid
acs:dds:$regionid:$accountid:dbinstance/$
dbinstan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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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PI概览

云数据库 MongoDB 版提供以下相关API接口。

如何使⽤RAM授权
API

使⽤RAM实现MongoDB资源
授权
RAM中可授权的MongoDB资
源类型

RAM中可对MongoDB资源进
⾏授权的Action
MongoDB API的鉴权规则

描述

使⽤阿⾥云的RAM（Resource Access Management）服
务，您可以将您云账号下MongoDB资源的访问及管理权限授予
RAM中⼦⽤⼾。

⽬前，可以在RAM中进⾏授权的资源类型仅⼀种：dbinstance
。在通过RAM进⾏授权时，资源的描述⽅式如下：
在RAM中，可以对⼀个MongoDB资源进⾏以下Action的授
权。

当⼦⽤⼾通过MongoDB Open API进⾏资源访问时，
MongoDB后台向RAM进⾏权限检查，以确保调⽤者拥有响应
权限。

⽣命周期管理
API

描述

ModifyDBInstanceSpec

调⽤ModifyDBInstanceSpec接口变更MongoDB单节点或副

CreateDBInstance

DeleteDBInstance

RenewDBInstance

该接口⽤于创建MongoDB副本集实例，同时也可⽤于克隆
MongoDB副本集实例。
本集实例的规格或存储空间。

调⽤DeleteDBInstance接口释放MongoDB实例。

调⽤RenewDBInstance接口⼿动续费包年包⽉实例。

CreateShardingDBInstance 调⽤CreateShardingDBInstance接口创建或者克隆
MongoDB分⽚集群实例。
CreateNode
DeleteNode
ModifyNodeSpec

12

调⽤CreateNode接口为MongoDB分⽚集群实例增加Shard节
点或Mongos节点。
调⽤DeleteNode接口删除MongoDB分⽚集群实例中的Shard
节点或Mongos节点。
调⽤ModifyNodeSpec接口变更MongoDB分⽚集群实例中节
点的规格和存储空间。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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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描述

DescribeRegions

调⽤DescribeRegions接口查看MongoDB实例可⽤的地域和
可⽤区。

ModifyDBInstanceDescription
调⽤ModifyDBInstanceDescription接口修改MongoDB实例
名称。

RestartDBInstance

DescribeReplicaSetRole

调⽤RestartDBInstance接口重启MongoDB实例。

调⽤DescribeReplicaSetRole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中的⻆
⾊信息及连接信息。

DescribeShardingNetworkAddress
调⽤DescribeShardingNetworkAddress接口查询
MongoDB分⽚集群实例的连接信息。

ModifyDBInstanceNetworkType
调⽤ModifyDBInstanceNetworkType接口切换MongoDB实
例的⽹络类型。
ModifyDBInstanceNetExpireTime
调⽤ModifyDBInstanceNetExpireTime接口延⻓MongoDB
实例的经典⽹络保留时⻓。
SwitchDBInstanceHA

调⽤SwitchDBInstanceHA接口切换MongoDB实例中的主备
节点。

AllocatePublicNetworkAddress
调⽤AllocatePublicNetworkAddress接口为MongoDB实例
申请公⽹连接地址。
ReleasePublicNetworkAddress
调⽤ReleasePublicNetworkAddress接口释放MongoDB实
例的公⽹连接地址。
UpgradeDBInstanceEngineVersion
调⽤UpgradeDBInstanceEngineVersion接口升级
MongoDB实例的数据库版本。

ModifyDBInstanceConnectionString
调⽤ModifyDBInstanceConnectionString接口修改
MongoDB实例的连接地址。

UpgradeDBInstanceKernelVersion
调⽤UpgradeDBInstanceKernelVersion接口升级MongoDB
实例的数据库小版本。
DescribeKernelReleaseNotes调⽤DescribeKernelReleaseNotes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
的小版本发布⽇志。
DestroyInstance

DescribeDBInstances

调⽤DestroyInstance接口销毁MongoDB实例。

调⽤DescribeDBInstances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列表。

ModifyDBInstanceMaintainTime
调⽤ModifyDBInstanceMaintainTime接口修改MongoDB
实例的可维护时间。

DescribeDBInstanceAttribute调⽤DescribeDBInstanceAttribute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
详情。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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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调⽤MigrateAvailableZone接口迁移MongoDB实例的可⽤
区。

ModifyInstanceVpcAuthMode
调⽤ModifyInstanceVpcAuthMode接口开启或关闭
MongoDB实例的专有⽹络免密访问功能。
账号管理

API

描述

ResetAccountPassword

调⽤ResetAccountPassword接口重置MongoDB实例中root
账号的密码。

DescribeAccounts

调⽤DescribeAccounts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的数据库账号
信息。

ModifyAccountDescription 调⽤ModifyAccountDescription接口修改MongoDB实例中
root账号的备注信息。
安全管理

API

描述

DescribeAuditRecords

调⽤DescribeAuditRecords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的审计⽇
志。

DescribeAuditPolicy

DescribeAuditFiles
DescribeAuditLogFilter
ModifyAuditLogFilter
DescribeSecurityIps
ModifySecurityIps
ModifyDBInstanceSSL
DescribeDBInstanceSSL

14

调⽤DescribeAuditPolicy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的审计⽇志
是否开启。

调⽤DescribeAuditFiles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的审计⽇志
⽂件。

调⽤DescribeAuditLogFilter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审计⽇
志采集的⽇志类型。

调⽤ModifyAuditLogFilter接口修改MongoDB实例审计⽇志
的采集类型。
调⽤DescribeSecurityIps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的IP⽩名
单。
调⽤ModifySecurityIps接口修改MongoDB实例的IP⽩名
单。

调⽤ModifyDBInstanceSSL接口修改MongoDB实例的SSL配
置。
调⽤DescribeDBInstanceSSL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的SSL
设置详情。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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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调⽤DescribeSlowLogRecords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运⾏
出现的慢操作⽇志明细。

DescribeRunningLogRecords调⽤DescribeRunningLogRecords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
的运⾏⽇志。
DescribeErrorLogRecords
性能监控管理
API

调⽤DescribeErrorLogRecords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的错
误⽇志。

描述

DescribeDBInstancePerformance
调⽤DescribeDBInstancePerformance接口查询MongoDB
实例性能数据。
参数管理

API

描述

DescribeParameters

调⽤DescribeParameters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的参数配置
信息。

DescribeParameterModiﬁcationHistory
调⽤DescribeParameterModiﬁcationHistory接口查询
MongoDB实例参数的修改记录。

DescribeParameterTemplates
调⽤DescribeParameterTemplates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
默认的参数模板列表。
ModifyParameters
索引推荐

API

调⽤ModifyParameters接口修改MongoDB实例的参数。

描述

CreateRecommendationTask调⽤CreateRecommendationTask接口为MongoDB实例创
建索引分析任务。

DescribeAvailableTimeRange调⽤DescribeAvailableTimeRange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
索引分析报告的分析时间段和⽣成状态。
DescribeIndexRecommendation
调⽤DescribeIndexRecommendation接口查询MongoDB
实例的索引推荐详情。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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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与恢复
API

描述

ModifyBackupPolicy

调⽤ModifyBackupPolicy接口修改MongoDB实例的备份策
略。

DescribeBackupPolicy

CreateBackup

DescribeBackups

RestoreDBInstance
附表

调⽤DescribeBackupPolicy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的备份
策略。

调⽤CreateBackup接口⼿动备份MongoDB实例。

调⽤DescribeBackups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的备份列表。
调⽤RestoreDBInstance接口恢复数据⾄当前MongoDB实
例。

API

描述

实例规格表

参⻅：实例规格表。

错误码表

实例状态表
性能监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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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表

实例状态表
性能监控表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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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命周期管理
6.1 CreateDBInstance

该接口⽤于创建MongoDB副本集实例，同时也可⽤于克隆MongoDB副本集实例。
请确保在使⽤该接口前，已充分了解云数据库MongoDB产品的收费⽅式和价格。
关于云数据库MongoDB实例的规格，请参⻅实例规格表。

调试

如需创建分⽚集群实例，可通过调⽤CreateShardingDBInstance接口创建。
前往【API Explorer】在线调试，API Explorer 提供在线调⽤ API、动态⽣成 SDK Example
代码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能显著降低使⽤云 API 的难度，强烈推荐使⽤。

请求参数

名称
Action

ClientToken

类型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是

⽰例值

CreateDBIn
stance
ETnLKlblzc
zshOTUbOCz
xxxxxxxxxx

描述
要执⾏的操作，取值：CreateDBIn
stance。

⽤于保证请求的幂等性，防⽌重复提
交请求。由客⼾端⽣成该参数值，要
保证在不同请求间唯⼀，最⼤值不超

过64个ASCII字符，且该参数值中不
Engine

String

是

MongoDB

EngineVers

String

是

4.0

ion

能包含⾮ASCII字符。

数据库引擎，取值：MongoDB。
数据库版本号，取值：3.2、3.4或4
.0。

说明:

DBInstance
Class
⽂档版本：20190815

String

是

dds.mongo.
standard

调⽤本接口⽤于克隆实例时，该值
必须与源实例保持⼀致。
实例规格，取值详情请参⻅实例规格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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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Integer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10

描述
实例存储空间。

• 取值范围：10~3000，单位
为GB。
• 每10GB递增。
说明:

RegionId

ZoneId

DBInstance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

否

否

cn-hangzhou

cn-hangzhou-b

测试数据库1

具体取值受实例规格约束，详情请
参考实例规格表。
地域ID，您可以可调⽤DescribeRe
gions查询可⽤的地域，使⽤此参数
指定实例创建的地域。

可⽤区ID，您可以通过DescribeRe
gions查看可⽤的可⽤区，使⽤此参
数指定实例创建的可⽤区。

实例名称，⻓度为2~256个字符。以
中⽂、英⽂字⺟开头，可以包含数

字、中⽂、英⽂、下划线（_）、短
SecurityIP
List

String

否

10.23.12.24/24

横线（-）。

• 实例的IP⽩名单，以逗号隔
开，不可重复，最多1000个IP。

• ⽀持格式：%，0.0.0.0/0，10.
23.12.24（IP）或者10.23.12.
24/24（CIDR模式，⽆类域间路
由，/24表⽰地址前缀的⻓度，范
围为1~32。
说明:

%和0.0.0.0/0表⽰任何IP地址都可
以访问实例的数据库，属于⾼危设
置，请谨慎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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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否

⽰例值

Alitest!159

PrePaid

描述
root账号的密码。

• 密码由⼤写字⺟、小写字⺟、
数字、特殊字符中的⾄少三种组
成，特殊字符为!#$%^&*()_+-=
• 密码⻓度为8-32位

实例的付费类型，取值：

• PostPaid：后付费（按量付
费）。
• PrePaid：预付费（包年包
⽉）。
默认付费类型为按量付费。
说明:

Period

Integer

否

1

当本参数值为PrePaid时，还需要
传⼊Period参数。
实例的购买时⻓，单位为⽉。取值范
围为：1~9，12，24，36。
说明:

NetworkType

String

否

VPC

当ChargeType参数值为PrePaid
时，本参数才可⽤。
实例的⽹络类型，取值：

• CLASSIC：经典⽹络。
• VPC：专有⽹络。

默认⽹络类型为经典⽹络。
说明:

VpcId

String

否

vpcbpxxxxxxxx

当本参数值为VPC时，还需要传⼊
VpcId参数和VSwitchId参数。
专有⽹络（VPC）ID。
说明:

当NetworkType参数值为VPC
时，本参数才可⽤。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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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cDBInsta
nceId

Backu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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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否

否

⽰例值

vswbpxxxxxxxx

ddsbpxxxxxxxx

32994xxxx

描述
虚拟交换机ID。
说明:

当NetworkType参数值为VPC
时，本参数才可⽤。
源实例ID，只有调⽤本接口⽤于克

隆实例时才能传⼊该参数，且必须和
BackupId或RestoreTime参数⼀
同传⼊。

具体的备份集ID，只有调⽤本接口

⽤于克隆实例时才能传⼊该参数，且
必须和SrcDBInstanceId参数⼀同
传⼊。

说明:

RestoreTime

String

否

2019-03-13T12
:11:14Z

您可以通过调⽤DescribeBa
ckups接口查询备份集ID。
克隆实例时所恢复的时间点，格式为
yyyy-MM-ddTHH:mm:ssZ（UTC时
间）。

说明:

• 只有调⽤本接口⽤于克隆实
例时才能传⼊该参数，且必
须和SrcDBInstanceId、
BackupId参数⼀同传⼊。

BusinessInfo

20

String

否

• ⽀持选择7天内的任⼀时间点进
⾏克隆。

{“ActivityId":"
附加参数，业务信息。
000000000"}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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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mongodbtest

描述
数据库名。
说明:

AutoRenew

String

否

true

调⽤本接口⽤于克隆实例操作
时，可传⼊该参数指定需要克隆的
数据库，如不传⼊，则克隆实例的
所有数据库。
设置实例是否⾃动续费，取值：
• true：⾃动续费。

• false：不⾃动续费，即⼿动续
费。
默认为⼿动续费。
说明:

CouponNo

StorageEng
ine

String

String

否

否

youhuiquan
_promotion
_option_id
_for_blank

WiredTiger

当ChargeType参数值为PrePaid
时，本参数才可⽤。
优惠码，默认为：youhuiquan
_promotion_option_id
_for_blank。

实例使⽤的存储引擎，取值

为WiredTiger，RocksDB
，TerarkDB，默认值

为WiredTiger。关于存储引擎与版
本的选择约束请参考版本与存储引
擎。

说明:

Replicatio
nFactor
ResourceGr
oupId
⽂档版本：20190815

String

否

3

String

否

rg-axxxxxxxx

调⽤本接口⽤于克隆实例时，该值
必须与源实例保持⼀致。
副本集节点个数，取值：3，5，7。
默认值为3。
资源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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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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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类型

DBInstanceId String
OrderId

String

RequestId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dds-bpxxxxxxxx
2033xxxxxx
xxxxxx

D8F1D721-6439
-4257-A89CF1E8E9C9624D

⽰例

描述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实例ID。
订单ID。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CreateDBInstance
&ClientToken=ETnLKlblzczshOTUbOCzxxxxxxxxxx
&Engine=MongoDB
&EngineVersion=4.0
&DBInstanceClass=dds.mongo.standard
&DBInstanceStorage=1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CreateDBInstanceResponse>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DBInstanceId>
<OrderId>2033xxxxxxxxxxxx</OrderId>
<RequestId>D8F1D721-6439-4257-A89C-F1E8E9C9624D</RequestId>
</CreateDBInstanc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D8F1D721-6439-4257-A89C-F1E8E9C9624D",
"OrderId":"2033xxxxxxxxxxxx",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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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3

Your account has not
passed the real-name

⽤⼾未进⾏实名认证，请您先
进⾏实名认证后再试。

400

400
400

Insuﬃcie
ntBalance

Your account does not
have enough balance.

RealNameAu
thenticati
onError

InvalidCapacity.
NotFound
Idempotent
ParameterM
ismatch

余额不⾜，请您先充值后再
试。

authentication yet.

The Capacity provided
does not exist in our

容量配置不合法，请您检查输
⼊的参数是否正确。

Request uses a client
token in a previous

⽤了⼀个已经使⽤过的
ClientToken，但此次请求内

records.

request but is not
identical to that request.

容却⼜与上⼀次使⽤该 Token
的 request 不⼀样。

查看本产品错误码

6.2 ModifyDBInstanceSpec

调⽤ModifyDBInstanceSpec接口变更MongoDB单节点或副本集实例的规格或存储空间。
请确保在使⽤该接口前，已充分了解云数据库MongoDB产品的收费⽅式和价格。

该接口仅适⽤于单节点实例和副本集实例。分⽚集群实例如需变更配置，您可以根据需求通过调⽤
调试

ModifyNodeSpec、CreateNode或DeleteNode接口来实现。

前往【API Explorer】在线调试，API Explorer 提供在线调⽤ API、动态⽣成 SDK Example
代码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能显著降低使⽤云 API 的难度，强烈推荐使⽤。

请求参数

名称
Action

DBInstanceId

⽂档版本：20190815

类型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是

⽰例值

ModifyDBIn
stanceSpec
ddsbpxxxxxxxx

描述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

ModifyDBInstanceSpec。
实例ID。

23

云数据库 MongoDB 版

名称
DBInstance
Class

DBInstance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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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否

⽰例值

dds.mongo.
standard

50

描述
实例规格，详情请参考实例规格表。
说明:

本参数和DBInstanceStorage参
数两者中必须传⼊⼀项。
实例的存储空间。

• 取值范围：10~3000，单位
为GB，具体取值受实例规格约
束，详情请参考实例规格表。
• 每10GB递增。
说明:

• 本参数和DBInstanceClass参
数两者中必须传⼊⼀项。

OrderType

String

否

UPGRADE

• 仅按量付费的副本集实例⽀持降
配存储空间，且存储空间必须⼤
于当前已使⽤的存储空间。
变配类型，取值：

• UPGRADE：升级配置。

• DOWNGRADE：降级配置，默
认为降级配置。
说明:

AutoPay

Boolean 否

true

当实例付费⽅式为包年包⽉时，本
参数才可⽤。
是否⾃动付费。取值：

• true：⾃动付费，请确保账号有
⾜够的余额。

• false：控制台⼿动付费。具体操
作为：登录控制台，在⻚⾯右上
⻆选择费⽤>进⼊费⽤中⼼，在订
单管理找到⽬标订单进⾏⽀付。

Business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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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否

默认值为：true。

{“ActivityId":"
业务信息。
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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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T
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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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否

⽰例值

描述

3

设置实例的节点个数。

• 副本集实例取值为3，5，7。
• 单节点实例取值固定为1。

youhuiquan
_promotion

优惠码，默认为：youhuiquan
_promotion_option_id

_option_id
_for_blank

否

Immediately

_for_blank。

变更配置的⽣效时间，取值：

• Immediately：⽴即⽣效。

• MaintainTime：在实例的可运
维时间段内⽣效。

RegionId

AccessKeyId

返回参数

名称

OrderId
RequestId

String

String

类型

String
String

否

cn-hangzhou

否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2033xxxxxxxx
C5662998-62BE
-4C7F-961D-

7DFE775DD813
⽰例

默认为Immediately。

实例所属的地域ID，您可以通过调

⽤DescribeDBInstanceAttribute
进⾏查询。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订单ID。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DBInstanceSpec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DBInstanceStorage=50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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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ModifyDBInstanceSpecResponse>
<OrderId>2033xxxxxxxx</OrderId>
<RequestId>C5662998-62BE-4C7F-961D-7DFE775DD813</RequestId>
</ModifyDBInstanceSpec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C5662998-62BE-4C7F-961D-7DFE775DD813",
"OrderId":"2033xxxxxxxx"

}
错误码

查看本产品错误码

6.3 DeleteDBInstance

调⽤DeleteDBInstance接口释放MongoDB实例。
调⽤该接口时，实例必须满⾜以下条件。
• 实例状态为运⾏中；

• 实例付费类型为按量付费。
说明:

调试

实例释放后数据将⽆法找回，请谨慎操作。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成功后，
OpenAPI Explorer可以⾃动⽣成SDK代码⽰例。

请求参数

名称

26

类型

DBInstanceId

String

Action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否

⽰例值

ddsbpxxxxxxxx
DeleteDBIn
stance

描述
实例ID。
要执⾏的操作，取值DeleteDBIn
stance。

⽂档版本：20190815

云数据库 MongoDB 版

名称
ClientToken

API参考 / 6 ⽣命周期管理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ETnLKlblzc
zshOTUbOCz
xxxxxxxxxx

描述
⽤于保证请求的幂等性。由客⼾端⽣
成该参数值，要保证在不同请求间

唯⼀，最⼤值不超过64个ASCII字

符，且该参数值中不能包含⾮ASCII
AccessKeyId

返回数据

名称

RequestId

String

否

类型

String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72651AF9-7897
-41A7-8B67-

6C15C7F26A0A
⽰例

字符。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DeleteDBInstance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leteDBInstanceResponse>
<RequestId>72651AF9-7897-41A7-8B67-6C15C7F26A0A</RequestId>
</DeleteDBInstanc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72651AF9-7897-41A7-8B67-6C15C7F26A0A"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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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RenewDBInstance

调⽤RenewDBInstance接口⼿动续费包年包⽉实例。

请确保在使⽤该接口前，已充分了解云数据库MongoDB产品的收费⽅式和价格。
调试

该接口仅适⽤于付费类型为包年包⽉的实例。

前往【API Explorer】在线调试，API Explorer 提供在线调⽤ API、动态⽣成 SDK Example
代码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能显著降低使⽤云 API 的难度，强烈推荐使⽤。

请求参数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DBInstanceId

String

是

Period

Integer

是

String

否

CouponNo

AutoPay

Boolean 否

⽰例值

RenewDBIns
tance
ddsbpxxxxxxxx
1

1111111111
111111

true

描述
要执⾏的操作，取值：

RenewDBInstance。
实例ID。
实例续费时⻓，单位为⽉。取值：1
~9，12，24，36。

优惠码，默认为：youhuiquan
_promotion_option_id
_for_blank。

是否⾃动付费。取值：

• true：⾃动付费，请确保账号有
⾜够的余额。

• false：控制台⼿动付费。具体操
作为：登录控制台，在⻚⾯右上
⻆选择费⽤>进⼊费⽤中⼼，在订
单管理找到⽬标订单进⾏⽀付。

28

BusinessInfo

String

否

AccessKeyId

String

否

默认值为：true。

{“ActivityId":"
业务信息。
000000000"}
LTAIgbTGpx
xxxxx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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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String

ClientToken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ETnLKlblzc
zshOTUbOCz
xxxxxxxxxx

描述
⽤于保证请求的幂等性，防⽌重复提
交请求。由客⼾端⽣成该参数值，要
保证在不同请求间唯⼀，最⼤值不超

过64个ASCII字符，且该参数值中不
能包含⾮ASCII字符。
返回参数

名称

OrderId
RequestId

类型

String
String

⽰例值

203317xxxxxxxx
B118EF45-9633
-4EE3-840542ED4373721B

⽰例

描述
⽣成的订单ID。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RenewDBInstance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Period=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RenewDBInstanceResponse>
<OrderId>2033xxxxxxxx</OrderId>
<RequestId>B118EF45-9633-4EE3-8405-42ED4373721B</RequestId>
</RenewDBInstanc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B118EF45-9633-4EE3-8405-42ED4373721B",
"OrderId":"2033xxxxxxxx"

}
错误码

查看本产品错误码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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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CreateShardingDBInstance

调⽤CreateShardingDBInstance接口创建或者克隆MongoDB分⽚集群实例。

请确保在使⽤该接口前，已充分了解云数据库MongoDB产品的收费⽅式和价格。
关于云数据库MongoDB实例的规格，请参⻅实例规格表。
调试

如需创建副本集实例，可通过调⽤CreateDBInstance接口创建。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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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ine

String

是

EngineVers

String

是

ion

⽰例值

CreateShar
dingDBInst
ance

MongoDB
4.0

描述
要执⾏的操作，取值： CreateShar
dingDBInstance。

数据库引擎，取值：MongoDB。
数据库版本号，取值：3.4或4.0。
说明:

• 关于存储引擎与版本的选择约束
请参考版本与存储引擎。

• 调⽤本接口⽤于克隆实例时，该
AccountPas
sword

RegionId

String

String

是

是

Alitest!159

cn-hangzhou

值必须与源实例保持⼀致。

root账号的密码。

• 密码由⼤写字⺟、小写字⺟、
数字、特殊字符中的⾄少三种组
成，特殊字符为!#$%^&*()_+-=
• 密码⻓度为8-32位

地域ID，您可以可调⽤DescribeRe
gions查询可⽤的地域，使⽤此参数
指定实例创建的地域。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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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否

⽰例值

cn-hangzhou-b

测试数据库1

描述
可⽤区ID，您可以通过DescribeRe
gions查询可⽤的可⽤区，使⽤此参
数指定实例创建的可⽤区。

实例名称，⻓度为2~256个字符。以
中⽂、英⽂字⺟开头，可以包含数

字、中⽂、英⽂、下划线（_）、短
SecurityIP
List

String

否

10.23.12.24/24

横线（-）。

• 实例的IP⽩名单，以逗号隔
开，不可重复，最多1000个IP。

• ⽀持格式：%，0.0.0.0/0，10.
23.12.24（IP）或者10.23.12.
24/24（CIDR模式，⽆类域间路
由，/24表⽰地址前缀的⻓度，范
围为1~32。
说明:

ChargeType

String

否

PrePaid

%和0.0.0.0/0表⽰任何IP地址都可
以访问实例的数据库，属于⾼危设
置，请谨慎设置。
实例的付费类型，取值：

• PostPaid：后付费（按量付
费）。
• PrePaid：预付费（包年包
⽉）。
默认付费类型为按量付费。
说明:

当本参数值为PrePaid时，还需要
传⼊Period参数。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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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Integer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1

描述
实例的购买时⻓，单位为⽉。取值范
围为：1~9，12，24，36。
说明:

NetworkType

String

否

VPC

当ChargeType参数值为PrePaid
时，本参数才可⽤。
实例的⽹络类型。 默认创建经典⽹
络类型的实例。

• CLASSIC：经典⽹络。
• VPC：专有⽹络。
说明:

VpcId

Mongos.N.
Class

String

String

否

否

vpcbpxxxxxxxx

dds.mongos.
standard

当本参数值为VPC时，还需要传⼊
VpcId参数和VSwitchId参数。
专有⽹络（VPC）ID。
说明:

当NetworkType参数值为VPC
时，本参数才可⽤。
Mongos节点的规格，取值详情请参
⻅实例规格表。

N代表的是传⼊第⼏个Mongos节点
的规格，例如：

• Mongos.1.Class表⽰传⼊第⼀
个Mongos节点规格。
• Mongos.2.Class表⽰传⼊第⼆
个Mongos节点规格。
说明:

可传⼊的Mongos节点数量
为2~3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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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dds.shard.
standard

描述
Shard节点的规格，取值详情请参
⻅实例规格表。

N代表的是传⼊第⼏个Shard节点的
规格，例如：

• ReplicaSet.1.Class表⽰传⼊第
⼀个Shard节点规格。
• ReplicaSet.2.Class表⽰传⼊第
⼆个Shard节点规格。
说明:

ReplicaSet.N
.Storage

Integer

否

20

可传⼊的Shard节点数量
为2~32个。
Shard节点的存储空间。

• 取值范围：10~2000，单位
为GB。
• 每10GB递增。
说明:

具体取值受实例规格约束，详情请
参考实例规格表。

N代表的是传⼊第⼏个Shard节点的
存储空间，例如：

• ReplicaSet.1.Storage表⽰传⼊
第⼀个Shard节点的存储空间。

ConfigServer
.N.Class

String

否

dds.cs.mid

• ReplicaSet.2.Storage表⽰传⼊
第⼆个Shard节点的存储空间。
CongﬁgServer的规格，取值：dds
.cs.mid。

说明:

规格固定为1核2GB规格，数量固
定为1个，例如：传⼊ConﬁgServ
er.1.Class参数，取值为dds.cs.
mid。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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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Integer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20

描述
CongﬁgServer的存储空间，取
值：20。

说明:

VSwitchId

SrcDBInsta
nceId

RestoreTime

String

String

String

否

否

否

vswbpxxxxxxxx

存储空间取值固定为20GB。传
⼊ConﬁgServer.1.Storage参
数，取值为20。
虚拟交换机ID。
说明:

当NetworkType参数值为VPC
时，本参数才可⽤。

ddsbpxxxxxxxx

源实例ID，只有调⽤本接口⽤于克

2019-03-08T02
:30:25Z

克隆实例时所恢复的时间点，格式为

隆实例时才能传⼊该参数，且必须和
RestoreTime参数⼀同传⼊。

yyyy-MM-ddTHH:mm:ssZ（UTC时
间）。

只有调⽤本接口⽤于克隆实例时才能
传⼊该参数，且必须和SrcDBInsta
nceId参数⼀同传⼊。
说明:

⽀持选择7天内的任⼀时间点进⾏
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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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描述

WiredTiger

实例使⽤的存储引擎，取值

为WiredTiger，RocksDB
，TerarkDB，默认值

为WiredTiger。关于存储引擎与版
本的选择约束请参考版本与存储引
擎。

说明:

AutoRenew

String

否

调⽤本接口⽤于克隆实例时，该值
必须与源实例保持⼀致。

true

设置实例是否⾃动续费，取值：
• true：⾃动续费。

• false：不⾃动续费，即⼿动续
费。
默认为⼿动续费。
说明:

AccessKeyId

ClientToken

当ChargeType参数值为PrePaid
时，本参数才可⽤。

String

否

LTAIgbTGpx
xxxxx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String

否

ETnLKlblzc
zshOTUbOCz

⽤于保证请求的幂等性，防⽌重复提

xxxxxxxxxx

密钥ID。

交请求。由客⼾端⽣成该参数值，要
保证在不同请求间唯⼀，最⼤值不超

过64个ASCII字符，且该参数值中不
能包含⾮ASCII字符。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DBInstanceId String
OrderId
⽂档版本：20190815

String

⽰例值

dds-bpxxxxxxxx
2033xxxxxx
xxxxxx

描述
实例ID。
订单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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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例值

D8F1D721-6439
-4257-A89CF1E8E9C9623D

⽰例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CreateShardingDBInstance
&Engine=MongoDB
&EngineVersion=4.0
&AccountPassword=Alitest!159
&ZoneId=cn-hangzhou-b
&ClientToken=ETnLKlblzczshOTUbOCzxx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CreateDBInstanceResponse>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DBInstanceId>
<OrderId>2033xxxxxxxxxxxx</OrderId>
<RequestId>D8F1D721-6439-4257-A89C-F1E8E9C9623D</RequestId>
</CreateDBInstanc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D8F1D721-6439-4257-A89C-F1E8E9C9623D",
"OrderId":"2033xxxxxxxxxxxx",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6.6 CreateNode

调⽤CreateNode接口为MongoDB分⽚集群实例增加Shard节点或Mongos节点。
请确保在使⽤该接口前，已充分了解云数据库MongoDB产品的收费⽅式和价格。
该接口仅适⽤于分⽚集群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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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API Explorer】在线调试，API Explorer 提供在线调⽤ API、动态⽣成 SDK Example
代码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能显著降低使⽤云 API 的难度，强烈推荐使⽤。

请求参数

名称
Action

NodeClass

NodeType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CreateNode

String

是

dds.shard.mid

String

是

shard

DBInstanceId

String

是

NodeStorage

Integer

否

ddsbpxxxxxxxx
10

描述
要执⾏的操作，取值：CreateNode
。

Shard节点或Mongos节点的规

格，规格详情请参⻅实例规格表。
Node的类型，取值：

• shard：Shrad节点。

• mongos：Mongos节点。
分⽚集群实例ID。
Node的磁盘空间，当NodeType参

数取值为Shard时该参数可⽤，且该
参数必须传⼊。

• 取值范围：10~2000，单位
为GB。
AutoPay

Boolean 否

true

• 每10GB进⾏递增。

是否⾃动付费。取值：

• true：⾃动付费，请确保账号有
⾜够的余额。

• false：控制台⼿动付费。具体操
作为：登录控制台，在右上⻆选
择费⽤>进⼊费⽤中⼼，在订单管
理⻚⾯找到⽬标订单进⾏⽀付。
默认值为：true。
说明:

仅包年包⽉的实例可传⼊该参数。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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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否

⽰例值

LTAIgbTGpx
xxxxx
ETnLKlblzc
zshOTUbOCz
xxxxxxxxxx

描述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于保证请求的幂等性。由客⼾端⽣
成该参数值，要保证在不同请求间

唯⼀，最⼤值不超过64个ASCII字

符，且该参数值中不能包含⾮ASCII
字符。
返回参数

名称

OrderId
RequestId

类型

String
String

⽰例值

2034xxxxxxxx
7D48FB19-20CA
-4725-A8703D8F5CE69F14

⽰例

描述
订单ID。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CreateNode
&NodeClass=dds.shard.mid
&NodeType=shard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CreateNodeResponse>
<OrderId>2034xxxxxxxx</OrderId>
<RequestId>7D48FB19-20CA-4725-A870-3D8F5CE69F14</RequestId>
</CreateNod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7D48FB19-20CA-4725-A870-3D8F5CE69F14",
"OrderId":"2034xxxxxxxx"

}
38

⽂档版本：20190815

云数据库 MongoDB 版

API参考 / 6 ⽣命周期管理

错误码

查看本产品错误码

6.7 DeleteNode

调⽤DeleteNode接口删除MongoDB分⽚集群实例中的Shard节点或Mongos节点。
调⽤本接口时，实例必须满⾜以下条件：
• 实例状态为运⾏中。

• 实例类型为分⽚集群实例。
• 实例付费类型为按量付费。
调试

• 实例中Shard节点或Mongos节点的数量必须⼤于2。
前往【API Explorer】在线调试，API Explorer 提供在线调⽤ API、动态⽣成 SDK Example
代码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能显著降低使⽤云 API 的难度，强烈推荐使⽤。

请求参数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DBInstanceId

String

是

NodeId

String

是

⽰例值

DeleteNode
ddsbpxxxxxxxx

s-bpxxxxxxxx

描述
要执⾏的操作，取值：DeleteNode
。

实例ID。
待删除的Shard节

点ID或Mongos节点ID，您可以通

过DescribeDBInstanceAttribute
ClientToken

String

否

ETnLKlblzc
zshOTUbOCz
xxxxxxxxxx

接口查询节点ID。

⽤于保证请求的幂等性，防⽌重复提
交请求。由客⼾端⽣成该参数值，要
保证在不同请求间唯⼀，最⼤值不超

过64个ASCII字符，且该参数值中不
能包含⾮ASCII字符。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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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String

AccessKeyId

返回参数

名称

RequestId
TaskId
⽰例

类型

String
Integer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9F9BDE64-BF30
-41F3-BD29C19CE4AB3404
111111111

描述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请求ID。
任务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DeleteNode
&NodeId=s-bpxxxxxxxx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leteNodeResponse>
<RequestId>9F9BDE64-BF30-41F3-BD29-C19CE4AB3404</RequestId>
<TaskId>111111111</TaskId>
</DeleteNod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9F9BDE64-BF30-41F3-BD29-C19CE4AB3404",
"TaskId":111111111

}
错误码

查看本产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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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ModifyNodeSpec

调⽤ModifyNodeSpec接口变更MongoDB分⽚集群实例中节点的规格和存储空间。
请确保在使⽤该接口前，已充分了解云数据库MongoDB产品的收费⽅式和价格。

调试

该接口仅适⽤于分⽚集群实例。

前往【API Explorer】在线调试，API Explorer 提供在线调⽤ API、动态⽣成 SDK Example
代码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能显著降低使⽤云 API 的难度，强烈推荐使⽤。

请求参数

名称
Action

NodeId

类型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是

⽰例值

ModifyNode
Spec
d-bpxxxxxxxx

描述
要执⾏的操作，取值：
ModifyNodeSpec。

分⽚集群实例中Shard节

点ID或Mongos节点ID，您可以通
过调⽤DescribeDBInstanceAt
tribute接口进⾏查询。
说明:

DBInstanceId

String

是

NodeClass

String

否

ddsbpxxxxxxxx
dds.shard.
standard

当传⼊的值为Shard节点ID时，还
需要传⼊NodeStorage参数。
实例ID。
Shard节点或Mongos节点的规

格，规格详情请参考实例规格表。
说明:

本参数和NodeStorage参数两者
必须传⼊⼀个。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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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Integer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20

描述
设置Shard节点的存储空间。

• 取值范围：10~2000，单位
为GB。
• 每10GB进⾏递增。
说明:

• 本参数和NodeClass参数两者
必须传⼊⼀个。

ClientToken

String

否

ETnLKlblzc
zshOTUbOCz
xxxxxxxxxx

• 当NodeId传⼊的值为Shard节
点ID时，本参数才可⽤。
⽤于保证请求的幂等性，防⽌重复提
交请求。由客⼾端⽣成该参数值，要
保证在不同请求间唯⼀，最⼤值不超

过64个ASCII字符，且该参数值中不
AutoPay

Boolean 否

true

能包含⾮ASCII字符。

是否⾃动付费。取值：

• true：⾃动付费，请确保账号有
⾜够的余额。

• false：控制台⼿动付费。具体操
作为：登录控制台，在右上⻆选
择费⽤>进⼊费⽤中⼼，在订单管
理找到⽬标订单进⾏⽀付。

EffectiveT
ime

String

否

Immediately

默认值为：true。

变更配置的⽣效时间，取值：

• Immediately：⽴即⽣效。

• MaintainTime：实例可运维时
间段内⽣效。

AccessKeyId

42

String

否

LTAIgbTGpx
xxxxx

默认值为Immediately。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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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例值

2033xxxxxxxxx
EFFC5788-8BB5
-41B5-9F159CFC5A0E8FCC

⽰例

描述
订单ID。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NodeSpec
&NodeId=d-bpxxxxxxxx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NodeClass=dds.shard.standard
&NodeStorage=2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ModifyNodeSpecResponse>
<OrderId>2033xxxxxxxxx</OrderId>
<RequestId>EFFC5788-8BB5-41B5-9F15-9CFC5A0E8FCC</RequestId>
</ModifyNodeSpec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EFFC5788-8BB5-41B5-9F15-9CFC5A0E8FCC",
"OrderId":"2033xxxxxxxx"

}
错误码

查看本产品错误码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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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实例管理
7.1 ModifyDBInstanceDescription

调⽤ModifyDBInstanceDescription接口修改MongoDB实例名称。

调试

前往【API Explorer】在线调试，API Explorer 提供在线调⽤ API、动态⽣成 SDK Example
代码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能显著降低使⽤云 API 的难度，强烈推荐使⽤。

请求参数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ModifyDBIn
stanceDesc
ription

DBInstance
Description

String

是

testdata

描述
要执⾏的操作，取值：

ModifyDBInstanceDescription
。

实例名称。
说明:

• 不能 http:// 或者 https:// 开头
• 以中⽂、英⽂字⺟开头。

DBInstanceId

String

是

ddsbpxxxxxxxx

• 可以包含中⽂、英⽂字符、下
划线（_）、连接号（-）和数
字，字符⻓度2~256个字符。
实例ID。
说明:

如需修改分⽚集群实例中
的Shard节点或Mongos节点的名
称，还需要传⼊NodeId参数。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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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String

NodeId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d-bpxxxxxxxx

描述
分⽚集群实例中Shard节点ID或
Mongos节点ID。
说明:

String

AccessKeyId

返回参数

名称

RequestId

类型

String

否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06F8F642-4009
-4FFC-80C4-

9D67DBF7B74E
⽰例

当DBInstanceId传⼊的是分⽚集
群实例ID时，本参数才可⽤。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DBInstanceDescription
&DBInstanceDescription=testdata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ModifyDBInstanceDescriptionResponse>
<RequestId>06F8F642-4009-4FFC-80C4-9D67DBF7B74E</RequestId>
</ModifyDBInstanceDescription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06F8F642-4009-4FFC-80C4-9D67DBF7B74E"

}
错误码

查看本产品错误码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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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DescribeRegions

调⽤DescribeRegions接口查看MongoDB实例可⽤的地域和可⽤区。

调⽤CreateDBInstance或CreateShardingDBInstance接口创建实例之前，请先⽤本接口查询
调试

可⽤的地域和可⽤区信息。

前往【API Explorer】在线调试，API Explorer 提供在线调⽤ API、动态⽣成 SDK Example
代码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能显著降低使⽤云 API 的难度，强烈推荐使⽤。

请求参数

名称
Action

AccessKeyId

返回参数

名称

Regions
└RegionId

类型

String
String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否

⽰例值

描述

DescribeRe
gions

要执⾏的操作，取值： DescribeRe
gions。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cn-qingdao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地域信息列表。
地域ID。
说明:

地域ID对应的地域名称信息请参考地域
和可⽤区。

└Zones
└
VpcEnabled

Boolean

true

└ZoneId

String

cn-hangzhou-b

RequestId

String

4E46C22C-D3B7
-4DB8-9C7663851BE68E20

46

可⽤区信息列表。
是否⽀持专有⽹络。
可⽤区ID。
请求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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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Regions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RegionsResponse>
<RequestId>4E46C22C-D3B7-4DB8-9C76-63851BE68E20</RequestId>
<Regions>
<DdsRegion>
<RegionId>cn-hangzhou</RegionId>
<Zones>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cn-hangzhou-i</ZoneId>
</Zone>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cn-hangzhou-b</ZoneId>
</Zone>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cn-hangzhou-d</ZoneId>
</Zone>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cn-hangzhou-f</ZoneId>
</Zone>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cn-hangzhou-MAZ5(b,e,f)</ZoneId>
</Zone>
<Zone>
<VpcEnabled>true</VpcEnabled>
<ZoneId>cn-hangzhou-g</ZoneId>
</Zone>
</Zones>
</DdsRegion>
</Regions>
</DescribeRegion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4E46C22C-D3B7-4DB8-9C76-63851BE68E20",
"Regions":{
"DdsRegion":[
{
"RegionId":"cn-hangzhou",
"Zones":{
"Zone":[
{
"VpcEnabled":true,
"ZoneId":"cn-hangzhou-i"

⽂档版本：20190815

47

云数据库 MongoDB 版

API参考 / 7 实例管理

},
{
"VpcEnabled":true,
"ZoneId":"cn-hangzhou-b"
},
{
"VpcEnabled":true,
"ZoneId":"cn-hangzhou-d"
},
{
"VpcEnabled":true,
"ZoneId":"cn-hangzhou-f"
},
{
"VpcEnabled":true,
"ZoneId":"cn-hangzhou-MAZ5(b,e,f)"
},
{
"VpcEnabled":true,
"ZoneId":"cn-hangzhou-g"
}

]

}

}

]

}

}
错误码

查看本产品错误码

7.3 RestartDBInstance

调⽤RestartDBInstance接口重启MongoDB实例。

调试

调⽤本接口可⽤于重启实例，也可⽤于重启分⽚集群实例中的某个Shard节点或Mongos节点。
前往【API Explorer】在线调试，API Explorer 提供在线调⽤ API、动态⽣成 SDK Example
代码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能显著降低使⽤云 API 的难度，强烈推荐使⽤。

请求参数

名称
Action

DBInstanceId

48

类型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是

⽰例值

RestartDBI
nstance
ddsbpxxxxxxxx

描述
要执⾏的操作，取值：RestartDBI
nstance。
实例ID。

⽂档版本：20190815

云数据库 MongoDB 版

API参考 / 7 实例管理

名称

类型

String

NodeId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d-bpxxxxxxxx

描述
分⽚集群实例中Shard节点ID或
Mongos节点ID。
说明:

String

AccessKeyId

返回参数

名称

RequestId

类型

String

否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149C517D-B586
-47BE-A1078673E0ED77C6

⽰例

当实例类型为分⽚集群实例时，如
不传⼊本参数，则重启分⽚集群实
例。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RestartDBInstance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RestartDBInstanceResponse>
<RequestId>149C517D-B586-47BE-A107-8673E0ED77C6</RequestId>
</RestartDBInstanc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149C517D-B586-47BE-A107-8673E0ED77C6"

}
错误码

查看本产品错误码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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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DescribeReplicaSetRole

调⽤DescribeReplicaSetRole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中的⻆⾊信息及连接信息。

调试

本接口适⽤于副本集实例和单节点实例，不适⽤于分⽚集群实例。

前往【API Explorer】在线调试，API Explorer 提供在线调⽤ API、动态⽣成 SDK Example
代码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能显著降低使⽤云 API 的难度，强烈推荐使⽤。

请求参数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DBInstanceId

String

是

AccessKeyId

String

否

返回参数

名称

RequestId

类型

String

DBInstanceId String

⽰例值

DescribeRe
plicaSetRole
ddsbpxxxxxxxx

DB4A0595-FCA9
-437F-B2BB25DBFC009D3E

dds-bpxxxxxxxx

ReplicaSets
└Connection String
Domain

dds-bpxxxxxxxx
.mongodb.rds.

└Connection String
Port

3717

└
Expired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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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aliyuncs.com

1209582

要执⾏的操作，取值：DescribeRe
plicaSetRole。
实例ID。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描述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请求ID。
实例ID。
副本集⻆⾊信息列表。
节点的连接地址。
节点的连接端口。
保留的经典⽹络地址剩余时⻓，单位为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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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
String
NetworkType

⽰例值
VPC

描述
⽹络类型。

• VPC：专有⽹络。

• Classic：经典⽹络。
└ReplicaSet
Role

└RoleId
⽰例

String

String

Primary

651xxxxx

• Public：公⽹。

该节点在副本集中的⻆⾊。
• Primary：主节点。

• Secondary：从节点。
节点的⻆⾊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ReplicaSetRole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ReplicaSetRoleResponse>
<RequestId>7762D0FF-F34D-4DAF-9D06-6C1C28CC98CD</RequestId>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DBInstanceId>
<ReplicaSets>
<ReplicaSet>
<NetworkType>Classic</NetworkType>
<ConnectionPort>3717</ConnectionPort>
<ReplicaSetRole>Primary</ReplicaSetRole>
<ConnectionDomain>dds-bpxxxxxxxx.mongodb.rds.aliyuncs.com</
ConnectionDomain>
<ExpiredTime>12xxxxx</ExpiredTime>
<RoleId>55xxxxx</RoleId>
</ReplicaSet>
<ReplicaSet>
<NetworkType>Classic</NetworkType>
<ConnectionPort>3717</ConnectionPort>
<ReplicaSetRole>Secondary</ReplicaSetRole>
<ConnectionDomain>dds-bpxxxxxxxx.mongodb.rds.aliyuncs.com</
ConnectionDomain>
<ExpiredTime>12xxxxx</ExpiredTime>
<RoleId>55xxxxx</RoleId>
</ReplicaSet>
<ReplicaSet>
<NetworkType>VPC</NetworkType>
<ConnectionPort>3717</ConnectionPort>
<ReplicaSetRole>Primary</ReplicaSetRole>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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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Domain>dds-bpxxxxxxxx.mongodb.rds.aliyuncs.com</
ConnectionDomain>
<RoleId>55xxxxx</RoleId>
</ReplicaSet>
<ReplicaSet>
<NetworkType>VPC</NetworkType>
<ConnectionPort>3717</ConnectionPort>
<ReplicaSetRole>Secondary</ReplicaSetRole>
<ConnectionDomain>dds-bpxxxxxxxx.mongodb.rds.aliyuncs.com</
ConnectionDomain>
<RoleId>55xxxxx</RoleId>
</ReplicaSet>
</ReplicaSets>
</DescribeReplicaSetRol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plicaSets":{
"ReplicaSet":[
{
"NetworkType":"Classic",
"ConnectionPort":"3717",
"ReplicaSetRole":"Primary",
"ConnectionDomain":"dds-bpxxxxxxxx.mongodb.rds.aliyuncs.com",
"ExpiredTime":"12xxxxx",
"RoleId":"55xxxxx"
},
{
"NetworkType":"Classic",
"ConnectionPort":"3717",
"ReplicaSetRole":"Secondary",
"ConnectionDomain":"dds-bpxxxxxxxx.mongodb.rds.aliyuncs.com",
"ExpiredTime":"12xxxxx",
"RoleId":"55xxxxx"
},
{
"NetworkType":"VPC",
"ConnectionPort":"3717",
"ReplicaSetRole":"Primary",
"ConnectionDomain":"dds-bpxxxxxxxx.mongodb.rds.aliyuncs.com",
"RoleId":"55xxxxx"
},
{
"NetworkType":"VPC",
"ConnectionPort":"3717",
"ReplicaSetRole":"Secondary",
"ConnectionDomain":"dds-bpxxxxxxxx.mongodb.rds.aliyuncs.com",
"RoleId":"55xxxxx"
}
]
},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RequestId":"7762D0FF-F34D-4DAF-9D06-6C1C28CC98CD"

}
错误码

查看本产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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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DescribeShardingNetworkAddress

调⽤DescribeShardingNetworkAddress接口查询MongoDB分⽚集群实例的连接信息。

调试

该接口仅⽀持分⽚集群实例。

前往【API Explorer】在线调试，API Explorer 提供在线调⽤ API、动态⽣成 SDK Example
代码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能显著降低使⽤云 API 的难度，强烈推荐使⽤。

请求参数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DBInstanceId

String

是

NodeId

String

否

String

否

AccessKeyId

返回参数

名称

NetworkAdd
resses

类型

⽰例值

DescribeSh
ardingNetw

ardingNetworkAddress。

ddsbpxxxxxxxx

实例ID。

d-bpxxxxxxxx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分⽚集群实例中的Shard节点ID或
Mongos节点ID。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实例连接地址信息列表。

String

2591963

└IPAddress

String

10.140.xxx.xx

└
NetworkAdd

String

s-bpxxxxxxxx.
mongodb.rds.

⽂档版本：20190815

要执⾏的操作，取值：DescribeSh

orkAddress

└
ExpiredTime

ress

描述

aliyuncs.com

保留的经典⽹络地址剩余时⻓，单位为
秒。

IP地址。
连接地址（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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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
String
NetworkType

⽰例值
VPC

描述
⽹络类型。

• VPC：专有⽹络。

• Classic：经典⽹络。
└NodeId

String

s-bpxxxxxxxx

└Port

String

3717

└VPCId

String

vpc-bpxxxxxxxx

• Public：公⽹。
Mongos节点ID。
连接端口。
专有⽹络ID。
说明:

└VswitchId

String

vsw-bpxxxxxxxx

当⽹络类型为VPC时返回该参数。
专有⽹络中交换机ID。
说明:

RequestId

String

当⽹络类型为VPC时返回该参数。

18D8AAFD-6BEB
请求ID。
-420F-8164810CB0C0AA39

⽰例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ShardingNetworkAddress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ShardingNetworkAddressResponse>
<NetworkAddresses>
<NetworkAddress>
<NetworkType>VPC</NetworkType>
<NodeId>s-bpxxxxxxxx</NodeId>
<Port>3717</Port>
<VPCId>vpc-bpxxxxxxxx</VPCId>
<IPAddress>192.168.xxx.xx</IPAddress>
<VswitchId>vsw-bpxxxxxxxx</VswitchId>
<NetworkAddress>s-bp1xxxxxxxx.mongodb.rds.aliyuncs.com</
Network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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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Address>
<NetworkAddress>
<NetworkType>VPC</NetworkType>
<NodeId>s-bpxxxxxxxx</NodeId>
<Port>3717</Port>
<VPCId>vpc-bpxxxxxxxx</VPCId>
<IPAddress>192.168.xxx.xx</IPAddress>
<VswitchId>vsw-bpxxxxxxxx</VswitchId>
<NetworkAddress>s-bpxxxxxxxx.mongodb.rds.aliyuncs.com</
NetworkAddress>
</NetworkAddress>
</NetworkAddresses>
<RequestId>B4B78989-6D75-4930-BC26-635C3BB3A33B</RequestId>
</DescribeShardingNetworkAddressResponse>
JSON 格式
{

"NetworkAddresses":{
"NetworkAddress":[
{
"NetworkType":"VPC",
"Port":"3717",
"NodeId":"s-bpxxxxxxxx",
"VPCId":"vpc-bpxxxxxxxx",
"IPAddress":"192.168.xxx.xx",
"NetworkAddress":"s-bp1xxxxxxxx.mongodb.rds.aliyuncs.com",
"VswitchId":"vsw-bpxxxxxxxx"
},
{
"NetworkType":"VPC",
"Port":"3717",
"NodeId":"s-bpxxxxxxxx",
"VPCId":"vpc-bpxxxxxxxx",
"IPAddress":"192.168.xxx.xx",
"NetworkAddress":"s-bpxxxxxxxx.mongodb.rds.aliyuncs.com",
"VswitchId":"vsw-bpxxxxxxxx"
}
]
},
"RequestId":"B4B78989-6D75-4930-BC26-635C3BB3A33B"

}
错误码

查看本产品错误码

7.6 ModifyDBInstanceNetworkType

调⽤ModifyDBInstanceNetworkType接口切换MongoDB实例的⽹络类型。
该接口适⽤于副本集实例和分⽚集群实例，暂不⽀持单节点实例。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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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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ifyDBIn
stanceNetw
orkType

NetworkType

String

是

DBInstanceId

String

是

VpcId

String

否

VSwitchId

String

否

VPC

ddsbpxxxxxxxx
vpcbpxxxxxxxx

vswbpxxxxxxxx

描述
要执⾏的操作，取值：

ModifyDBInstanceNetw
orkType。

实例要切换的⽬标⽹络类型，取值：
• VPC：将⽹络类型切换为专有⽹
络。

• Classic：将⽹络类型切换为经典
⽹络。
实例ID。
专有⽹络ID。
说明:

当NetworkType参数取值为VPC
时，本参数必须传⼊。
专有⽹络中的交换机ID。
说明:

当NetworkType参数取值为VPC
时，本参数必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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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描述

True

切换⽹络类型为VPC时，设置是否
保留原经典⽹络地址，取值：

• True：保留原经典⽹络地址。

• False：不保留原经典⽹络地址。
说明:

• 当NetworkType参数取值为
VPC时，才可以传⼊本参数。

ClassicExp
iredDays

Integer

否

• 当本参数取值为True时，还需
要传⼊ClassicExpiredDays参
数。

30

切换⽹络类型为VPC时，设置保留

原经典⽹络地址的时⻓。 取值：14
、30、60、120，单位为天。
说明:

• 当NetworkType参数取值为
VPC时，才可以传⼊本参数。

RegionId

AccessKeyId

返回数据

名称

RequestId

String

String

类型

String

否

cn-hangzhou

否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7A9807F0-1301
-4154-98496497E94A04DB

⽂档版本：20190815

• 当RetainClassic参数取值为
True时，本参数必须传⼊。

实例所属的地域ID，您可以通过调

⽤DescribeDBInstanceAttribute
进⾏查询。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请求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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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DBInstanceNetworkType
&NetworkType=VPC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VpcId=vpc-bpxxxxxxxx
&VSwitchId=vsw-bpxxxxxxxx
&RetainClassic=True
&ClassicExpiredDays=3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ModifyDBInstanceNetworkTypeResponse>
<RequestId>7A9807F0-1301-4154-9849-6497E94A04DB</RequestId>
</ModifyDBInstanceNetworkTyp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7A9807F0-1301-4154-9849-6497E94A04DB"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7.7 ModifyDBInstanceNetExpireTime

调⽤ModifyDBInstanceNetExpireTime接口延⻓MongoDB实例的经典⽹络保留时⻓。
调⽤该接口时实例须满⾜以下条件：
• 实例状态处于运⾏中。

• 实例的⽹络处于混访模式。
说明:

调试

本接口适⽤于副本集实例和分⽚集群实例，暂不⽀持单节点实例。
前往【API Explorer】在线调试，API Explorer 提供在线调⽤ API、动态⽣成 SDK Example
代码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能显著降低使⽤云 API 的难度，强烈推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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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描述

ModifyDBIn
stanceNetE

要执⾏的操作，取值：

ModifyDBInstanceNetE

xpireTime
ClassicExp
endExpired

Integer

是

xpireTime。

30

设置保留原经典⽹络地址的时⻓，取
值：14、30、60、120，单位为

Days
DBInstanceId

String

是

Connection

String

否

String

AccessKeyId

返回参数

名称

RequestId

String

类型

String

ddsbpxxxxxxxx

实例ID。

ddsbpxxxxxxxx.

实例的连接地址。

LTAIgbTGpx
xxxxx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mongodb.rds.
aliyuncs.com

否

⽰例值

459E7D5C-38DA
-4E14-9C825B5AF693DBAB

⽰例

天。

密钥ID。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DBInstanceNetExpireTime
&ClassicExpendExpiredDays=30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ModifyDBInstanceNetExpireTimeResponse>
<RequestId>459E7D5C-38DA-4E14-9C82-5B5AF693DBAB</RequestId>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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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yDBInstanceNetExpireTim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459E7D5C-38DA-4E14-9C82-5B5AF693DBAB"

}
错误码

查看本产品错误码

7.8 SwitchDBInstanceHA

调⽤SwitchDBInstanceHA接口切换MongoDB实例中的主备节点。
调⽤本接口时，实例状态要求为运⾏中。
说明:
• 本接口适⽤于副本集实例和分⽚集群实例，暂不⽀持单节点实例。

调试

• 副本集实例以实例单位进⾏切换，分⽚集群实例以Shard为单位进⾏切换。
前往【API Explorer】在线调试，API Explorer 提供在线调⽤ API、动态⽣成 SDK Example
代码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能显著降低使⽤云 API 的难度，强烈推荐使⽤。

请求参数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DBInstanceId

String

是

NodeId

String

否

⽰例值

SwitchDBIn
stanceHA
ddsbpxxxxxxxx

d-bpxxxxxxxx

描述
要执⾏的操作，取值：SwitchDBIn
stanceHA。
实例ID。
分⽚集群实例中Shard节点的ID。
说明:

当DBInstanceId参数传⼊的是分
⽚集群实例ID时，本参数必须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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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String

AccessKeyId

返回参数

名称

RequestId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26BD4E5F-BDB4
-47BA-B232413AA78CFA8F

⽰例

描述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SwitchDBInstanceHA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SwitchDBInstanceHAResponse>
<RequestId>26BD4E5F-BDB4-47BA-B232-413AA78CFA8F</RequestId>
</SwitchDBInstanceHA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26BD4E5F-BDB4-47BA-B232-413AA78CFA8F"

}
错误码

查看本产品错误码

7.9 AllocatePublicNetworkAddress
调试

调⽤AllocatePublicNetworkAddress接口为MongoDB实例申请公⽹连接地址。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成功后，
OpenAPI Explorer可以⾃动⽣成SDK代码⽰例。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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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InstanceId

Action

Nod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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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否

⽰例值

描述

ddsbpxxxxxxxx

实例ID。
说明:

当本参数传⼊的是分⽚集群实
例ID时，还需要传⼊NodeId参
数。

AllocatePu
blicNetwor

要执⾏的操作，取值：AllocatePu

kAddress

否

s-bpxxxxxxxx

blicNetworkAddress。

分⽚集群实例中Mongos节点ID。
说明:

AccessKeyId

返回数据

名称

RequestId

String

类型

String

否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B6D17591-B48B
-4D31-9CD69B9796B2270A

⽰例

当DBInstanceId传⼊的是分⽚集
群实例ID时，本参数才可⽤。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AllocatePublicNetworkAddress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AllocatePublicNetworkAddressResponse>
<RequestId>B6D17591-B48B-4D31-9CD6-9B9796B2270A</Reques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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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catePublicNetworkAddres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B6D17591-B48B-4D31-9CD6-9B9796B2270A"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7.10 ReleasePublicNetworkAddress

调⽤ReleasePublicNetworkAddress接口释放MongoDB实例的公⽹连接地址。

调试

前往【API Explorer】在线调试，API Explorer 提供在线调⽤ API、动态⽣成 SDK Example
代码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能显著降低使⽤云 API 的难度，强烈推荐使⽤。

请求参数

名称
Action

DBInstanceId

NodeId

类型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是

否

⽰例值

ReleasePub
licNetwork
Address

ddsbpxxxxxxxx

s-bpxxxxxxxx

描述
要执⾏的操作，取值：ReleasePub
licNetworkAddress。
实例ID。
说明:

当本参数传⼊的是分⽚集群实
例ID时，还需要传⼊NodeId参
数。
分⽚集群实例中Mongos节点ID。
说明:

AccessKeyId

⽂档版本：20190815

String

否

LTAIgbTGpx
xxxxx

当DBInstanceId传⼊的是分⽚集
群实例ID时，本参数才可⽤。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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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Reques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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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例值

1D6AFE36-1AF5
-4DE4-A954672159D4CC69

⽰例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ReleasePublicNetworkAddress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ReleasePublicNetworkAddressResponse>
<RequestId>B6D17591-B48B-4D31-9CD6-9B9796B2270A</RequestId>
</ReleasePublicNetworkAddres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1D6AFE36-1AF5-4DE4-A954-672159D4CC69"

}
错误码

查看本产品错误码

7.11 UpgradeDBInstanceEngineVersion

调⽤UpgradeDBInstanceEngineVersion接口升级MongoDB实例的数据库版本。
本接口适⽤于副本集实例和分⽚集群实例，暂不⽀持单节点实例。
调⽤本接口时，要求实例状态为运⾏中。
说明:
• 实例的存储引擎对数据库版本的选择有约束性，详情请参考版本与存储引擎。
• 升级数据库版本后不⽀持降级数据库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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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级过程中会⾃动对实例进⾏2-3次重启，请确保在业务低峰执⾏。
前往【API Explorer】在线调试，API Explorer 提供在线调⽤ API、动态⽣成 SDK Example
代码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能显著降低使⽤云 API 的难度，强烈推荐使⽤。

请求参数

名称
EngineVers
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描述

4.0

升级的⽬标数据库版本，取值：3.4
、4.0。

说明:

DBInstanceId

String

是

Action

String

否

升级的⽬标数据库版本必须⼤于实
例当前的数据库版本。

ddsbpxxxxxxxx

实例ID。

UpgradeDBI
nstanceEng

要执⾏的操作，取值：

LTAIgbTGpx
xxxxx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UpgradeDBInstanceEng

ineVersion
AccessKeyId

返回参数

名称

RequestId

String

类型

String

否

⽰例值

C4907B00-A208
-4E0C-A636AA85140E406C

⽰例

ineVersion。
密钥ID。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UpgradeDBInstanceEngineVersion
&EngineVersion=4.0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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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格式
<UpgradeDBInstanceEngineVersionResponse>
<RequestId>C4907B00-A208-4E0C-A636-AA85140E406C</RequestId>
</UpgradeDBInstanceEngineVersion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C4907B00-A208-4E0C-A636-AA85140E406C"

}
错误码

查看本产品错误码

7.12 ModifyDBInstanceConnectionString

调⽤ModifyDBInstanceConnectionString接口修改MongoDB实例的连接地址。

调试

前往【API Explorer】在线调试，API Explorer 提供在线调⽤ API、动态⽣成 SDK Example
代码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能显著降低使⽤云 API 的难度，强烈推荐使⽤。

请求参数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ModifyDBIn
stanceConn

ectionString
CurrentCon
nectionStr

String

是

ing
NewConnect
ionString

String

是

s-bpxxxxxxxx.
mongodb.rds.
aliyuncs.com

aliyuntest111

描述
要执⾏的操作，取值：

ModifyDBInstanceConn
ectionString。

当前连接地址，即待修改的连接地
址。

新的连接地址，以小写字⺟开头，由
字⺟、数字组成，⻓度为8~64个字
符。

说明:

仅需传⼊连接地址的前缀部分，前
缀以外的部分不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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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否

⽰例值

描述

ddsbpxxxxxxxx

实例ID。
说明:

s-bpxxxxxxxx

当本参数传⼊的是分⽚集群实
例ID时，还需要传⼊NodeId参
数。
分⽚集群实例中的Mongos节点ID

，每次调⽤仅能传⼊⼀个Mongos节
点ID。

说明:

AccessKeyId

返回参数

名称

RequestId

String

类型

String

否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FF36A84C-0694
-42D0-861DC383E8E4FAAF

⽰例

当DBInstanceId参数传⼊的是分
⽚集群实例ID时，本参数才可⽤。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DBInstanceConnectionStri
ng
&CurrentConnectionString=s-bpxxxxxxxx.mongodb.rds.aliyuncs.com
&NewConnectionString=aliyuntest111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ModifyDBInstanceConnectionStringResponse>
<RequestId>FF36A84C-0694-42D0-861D-C383E8E4FAAF</RequestId>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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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yDBInstanceConnectionString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FF36A84C-0694-42D0-861D-C383E8E4FAAF"

}
错误码

查看本产品错误码

7.13 UpgradeDBInstanceKernelVersion

调⽤UpgradeDBInstanceKernelVersion接口升级MongoDB实例的数据库小版本。
调⽤本接口时，要求实例状态为运⾏中。
说明:

• 本接口适⽤于副本集实例和分⽚集群实例，暂不⽀持单节点实例。
调试

• 升级过程中，实例会被重启⼀次，请在业务低峰期执⾏该操作。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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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gradeDBI
nstanceKer
nelVersion

68

DBInstanceId

String

否

AccessKeyId

String

否

ddsbpxxxxxxxx

LTAIgbTGpx
xxxxx

描述
要执⾏的操作，取值：

UpgradeDBInstanceKer
nelVersion。
实例ID。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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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例值

27B9A130-7C4B
-40D9-84E82FC081097AAC

⽰例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UpgradeDBInstanceKernelVersion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UpgradeDBInstanceKernelVersionResponse>
<RequestId>27B9A130-7C4B-40D9-84E8-2FC081097AAC</RequestId>
</UpgradeDBInstanceKernelVersion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27B9A130-7C4B-40D9-84E8-2FC081097AAC"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7.14 DescribeKernelReleaseNotes

调⽤DescribeKernelReleaseNotes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的小版本发布⽇志。

调试

前往【API Explorer】在线调试，API Explorer 提供在线调⽤ API、动态⽣成 SDK Example
代码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能显著降低使⽤云 API 的难度，强烈推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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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KernelVers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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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描述

DescribeKe
rnelReleas

要执⾏的操作，取值： DescribeKe

eNotes

否

mongodb_20
180522_0.4.8

rnelReleaseNotes。

数据库小版本号，例如：

mongodb_20180522_0.4.8。

• 如果传⼊该参数，返回⼤于该版
本的版本号列表。

AccessKeyId

返回参数

名称

ReleaseNotes

String

类型

└KernelVers String
ion
└ReleaseNot String
e
RequestId

String

否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mongodb_20
180619_0.4.9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版本发布⽇志信息列表。
版本号。

放开sharding某集
发布⽇志。
合开关balancer的
限制

F01D4DDA-CB72
-4083-B399AF4642294FE6

⽰例

• 如果不传⼊该参数，返回所有版
本号列表。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KernelReleaseNotes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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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格式
<DescribeKernelReleaseNotesResponse>
<RequestId>F01D4DDA-CB72-4083-B399-AF4642294FE6</RequestId>
<ReleaseNotes>
<ReleaseNote>
<KernelVersion>mongodb_20180619_0.4.9</KernelVersion>
<ReleaseNote>放开sharding某集合开关balancer的限制</ReleaseNote>
</ReleaseNote>
</ReleaseNotes>
</DescribeKernelReleaseNote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F01D4DDA-CB72-4083-B399-AF4642294FE6",
"ReleaseNotes":{
"ReleaseNote":[
{
"KernelVersion":"mongodb_20180619_0.4.9",
"ReleaseNote":"放开sharding某集合开关balancer的限制"
}
]
}

}
错误码

查看本产品错误码

7.15 DestroyInstance

调⽤DestroyInstance接口销毁MongoDB实例。
调⽤本接口时，实例必须满⾜以下条件：
• 实例的付费类型为包年包⽉。

调试

• 实例到期，且状态处于锁定中。
前往【API Explorer】在线调试，API Explorer 提供在线调⽤ API、动态⽣成 SDK Example
代码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能显著降低使⽤云 API 的难度，强烈推荐使⽤。

请求参数

名称
Action

⽂档版本：20190815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DestroyIns
tance

描述
要执⾏的操作，取值：DestroyIns
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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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否

⽰例值

描述

ddsbpxxxxxxxx

实例ID。
说明:

InstanceId参数与DBInstanceId
参数作⽤相同，只需选择⼀个传⼊
即可。

ddsbpxxxxxxxx

实例ID。
说明:

InstanceId参数与DBInstanceId
参数作⽤相同，只需选择⼀个传⼊
即可。

String

否

LTAIgbTGpx
xxxxx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String

否

ETnLKlblzc
zshOTUbOCz

⽤于保证请求的幂等性，防⽌重复提

xxxxxxxxxx

密钥ID。

交请求。由客⼾端⽣成该参数值，要
保证在不同请求间唯⼀，最⼤值不超

过64个ASCII字符，且该参数值中不
能包含⾮ASCII字符。
返回参数

名称

RequestId

类型

String

⽰例值

65BDA532-28AF
-4122-AA39B382721EEE64

⽰例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DestroyInstance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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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格式
<DestroyInstanceResponse>
<RequestId>65BDA532-28AF-4122-AA39-B382721EEE64</RequestId>
</DestroyInstanc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65BDA532-28AF-4122-AA39-B382721EEE64"

}
错误码

查看本产品错误码

7.16 DescribeDBInstances

调⽤DescribeDBInstances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列表。

调试

前往【API Explorer】在线调试，API Explorer 提供在线调⽤ API、动态⽣成 SDK Example
代码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能显著降低使⽤云 API 的难度，强烈推荐使⽤。

请求参数

名称
Action

PageNumber

类型

String
Integer

是否必选
是
否

⽰例值

DescribeDB
Instances
1

Integer

否

30

DBInstanceId

String

否

Replicatio

String

否

ddsbpxxxxxxxx

PageSize

nFactor

⽂档版本：20190815

3

描述
要执⾏的操作，取值：DescribeDB
Instances。

⻚码，取值为⼤于0且不超

过Integer数据类型的的最⼤值，默
认值为1。

每⻚记录数，取值： 30、50、100
，默认值为30。
实例ID。
副本集实例的节点数量，取值：3、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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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DBInstance
Description
DBInstance
Status
DBInstance
Type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测试数据库

String

否

ACTIVATION

String

否

replicate

String

否

dds.mongo.
mid

Engine

String

否

MongoDB

EngineVers

String

否

4.0

String

否

VPC

DBInstance
Class

ion
NetworkType

VpcId

String

否

vpc-

VSwitchId

String

否

ChargeType

String

否

vswbpxxxxxxxx

bpxxxxxxxx

PrePaid

ZoneId

String

否

cn-hangzhou-b

AccessKeyId

String

否

LTAIgbTGpx
xxxxx

String

否

cn-hangzhou

Region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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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实例的描述或备注信息。
实例的状态信息，取值详情请参考实
例状态表。

实例类型，取值：

• sharding：分⽚集群实例。

• replicate：副本集实例和单节点
实例，默认值为replicate。
实例规格，取值详情请参考实例规格
表。

数据库引擎，取值为MongoDB。
实例的数据库版本。
实例⽹络类型，取值：

• Classic：经典⽹络。
• VPC：VPC⽹络。
专有⽹络ID。
专有⽹络的交换机ID。
实例付费类型，取值：

• PrePaid：预付费，包年包⽉。
• PostPaid：按量付费。
可⽤区ID。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地域ID，可调⽤DescribeRegions
接口进⾏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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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testdatabase

描述
实例的标签键。N的取值范围：1
~20。最多⽀持64个字符，不能
以 aliyun、acs:、http:// 或者
https:// 开头。
说明:

Tag.N.Value

String

否

⼀旦传⼊该值，则不允许为空字符
串。

apitest

实例的标签值。N的取值范围：1

~20。最多⽀持128个字符，不能
以 aliyun、acs:、http:// 或者
https:// 开头。
说明:

TagValue可以为空。
返回参数

名称

类型

PageNumber Integer

⽰例值
1

TotalCount

Integer

1

PageSize

Integer

30

RequestId

String

A10B8ECB-0BA0
-4EC6-93A5C65FDEDA07CB

DBInstances
└
ChargeType

└CreationTi
me
⽂档版本：20190815

String

String

PostPaid

描述
⻚码。
查询结果中实例的数量。
每⻚记录数。
请求ID。
实例信息列表。
实例付费类型。

• PrePaid：预付费，包年包⽉。
• PostPaid：按量付费。

2018-09-25T06:33
实例创建的时间，格式为yyyy-MM-ddT
:07Z
HH:mm:ssZ（UTC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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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DBInstance String
Class

⽰例值

dds.mongo.mid

└DBInstance String
Description

测试数据库

└DBInstance String
Status

Running

└DBInstance String
Type

sharding

└DBInstance String
Id

dds-bpxxxxxxxx

└DBInstance Integer
Storage

20

└
DestroyTime

String

描述
实例规格。
实例的描述或备注信息。
实例ID。
实例状态，详情请参⻅实例状态表。
实例存储空间。
实例的类型。

• sharding：分⽚集群实例。
• replicate：副本集实例。

2019-03-05T11:26
实例数据销毁时间，格式为yyyy-MM-ddT
:02Z
HH:mm:ssZ（UTC时间）。
说明:

• 包年包⽉实例，到期7天后会被释
放，数据也会被删除且⽆法恢复。

└Engine

String

└EngineVers String
ion
└ExpireTime String

└
LastDowngr
adeTime

76

String

MongoDB
4.0
2019-11-25T16:
00Z
2019-03-08

• 按量付费实例，⽋费超过24小时会被
锁定，持续⽋费7天会被释放，数据
也被删除且⽆法恢复。
数据库引擎。
实例数据库版本。
实例到期时间，格式为yyyy-MM-ddTHH:
mmZ（UTC时间）。

实例最后⼀次降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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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例值

Unlock

描述
实例的锁定状态。

• Unlock：正常。

• ManualLock：⼿动触发锁定。

• LockByExpiration：实例过期⾃动
锁定。

• LockByRestoration：实例回滚前⾃
动锁定。
• LockByDiskQuota：实例空间满⾃
动锁定。

• Released：实例已释放。此时实例⽆
法进⾏解锁，只能使⽤备份数据重新
创建新实例，重建时间较⻓，请耐⼼
等待。

└MongosList

Mongos节点信息列表。
说明:

└NodeClass

String

dds.mongos.mid

└NodeDescri String
ption

测试mongos节点

└
String
NetworkType

VPC

└NodeId

String

s-bpxxxxxxxx

└RegionId

String

cn-hangzhou

└Replicatio
nFactor

String

3

└
ResourceGr
oupId

⽂档版本：20190815

实例类型为分⽚集群实例时返回该参
数。
Mongos节点规格。
Mongos节点描述。
Mongos节点ID。
实例⽹络类型。

• Classic：经典⽹络。
• VPC：专有⽹络。
实例所属地域ID。
实例中节点的个数。
说明:

String

rg-axxxxxxxx

实例类型为副本集实例时返回该参数。
资源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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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例值

描述
Shard节点信息列表。
说明:

└NodeClass

String

dds.shard.mid

└NodeDescri String
ption

测试shard节点

└NodeStorag Integer
e

20

└Key

String

test

└Value

String

api

└ZoneId

String

cn-hangzhou-b

└NodeId

String

d-bpxxxxxxxx

└Tags

⽰例

实例类型为分⽚集群实例时返回该参
数。
Shard节点的实例规格。
Shard节点描述。
Shard节点ID。
Shard节点的存储空间，单位为GB。
资源标签信息列表。
资源的标签键。
资源的标签值。
实例所属可⽤区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BInstances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BInstancesResponse>
<PageNumber>1</PageNumber>
<TotalCount>1</TotalCount>
<PageSize>30</PageSize>
<RequestId>5E182ACD-6283-48BE-B2E6-0890BC123F8B</RequestId>
<DBInstances>
<DBInstance>
<ChargeType>PostPaid</ChargeType>
<LockMode>Unlock</LockMode>
<DBInstanceClass>dds.mongo.logic</DBInstanceClass>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DBInstanceId>
<ZoneId>cn-hangzhou-b</Zon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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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gosList>
<MongosAttribute>
<NodeId>s-bpxxxxxxxx</NodeId>
<NodeClass>dds.mongos.mid</NodeClass>
</MongosAttribute>
<MongosAttribute>
<NodeId>s-bpxxxxxxxx</NodeId>
<NodeClass>dds.mongos.mid</NodeClass>
</MongosAttribute>
</MongosList>
<Engine>MongoDB</Engine>
<CreationTime>2019-03-07T06:06:00Z</CreationTime>
<NetworkType>Classic</NetworkType>
<ExpireTime>2999-09-08T16:00Z</ExpireTime>
<RegionId>cn-hangzhou</RegionId>
<DBInstanceType>sharding</DBInstanceType>
<ShardList>
<ShardAttribute>
<NodeId>d-bpxxxxxxxx</NodeId>
<NodeClass>dds.shard.standard</NodeClass>
<NodeStorage>20</NodeStorage>
</ShardAttribute>
<ShardAttribute>
<NodeId>d-bpxxxxxxxx</NodeId>
<NodeClass>dds.shard.mid</NodeClass>
<NodeStorage>10</NodeStorage>
</ShardAttribute>
</ShardList>
<EngineVersion>3.4</EngineVersion>
<DBInstanceStatus>Running</DBInstanceStatus>
</DBInstance>
</DBInstances>
</DescribeDBInstancesResponse>
JSON 格式
{

"PageNumber":1,
"TotalCount":1,
"PageSize":30,
"RequestId":"5E182ACD-6283-48BE-B2E6-0890BC123F8B",
"DBInstances":{
"DBInstance":[
{
"ChargeType":"PostPaid",
"LockMode":"Unlock",
"DBInstanceClass":"dds.mongo.logic",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ZoneId":"cn-hangzhou-b",
"MongosList":{
"MongosAttribute":[
{
"NodeId":"s-bpxxxxxxxx",
"NodeClass":"dds.mongos.mid"
},
{
"NodeId":"s-bpxxxxxxxx",
"NodeClass":"dds.mongos.mid"
}
]
},
"Engine":"MongoDB",
"CreationTime":"2019-03-07T06:06:0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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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Type":"Classic",
"ExpireTime":"2999-09-08T16:00Z",
"RegionId":"cn-hangzhou",
"DBInstanceType":"sharding",
"ShardList":{
"ShardAttribute":[
{
"NodeId":"d-bpxxxxxxxx",
"NodeClass":"dds.shard.standard",
"NodeStorage":20
},
{
"NodeId":"d-bpxxxxxxxx",
"NodeClass":"dds.shard.mid",
"NodeStorage":10
}
]
},
"EngineVersion":"3.4",
"DBInstanceStatus":"Running"

}

]

}

}
错误码

查看本产品错误码

7.17 ModifyDBInstanceMaintainTime
调试

调⽤ModifyDBInstanceMaintainTime接口修改MongoDB实例的可维护时间。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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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ifyDBIn
stanceMain
tainTime

MaintainSt
artTime

80

String

是

01:00Z

描述
要执⾏的操作，取值：

ModifyDBInstanceMain
tainTime。

实例可运维时间段的开始时间，格式
为HH:mmZ（UTC时间）。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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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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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描述

02:00Z

实例可运维时间段的结束时间，格式
为HH:mmZ（UTC时间）。
说明:

DBInstanceId

String

是

RegionId

String

否

AccessKeyId

返回数据

名称

RequestId

String

类型

String

ddsbpxxxxxxxx

实例ID。

cn-hangzhou

否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A9310426-C763
-42A2-A3AD-

70A8DA204531
⽰例

开始时间⾄结束时间的范围须
为1小时，例如MaintainSt
artTime为01:00Z，则
MaintainEndTime必须为02:
00Z。

实例所属的地域ID，您可以通过调

⽤DescribeDBInstanceAttribute
进⾏查询。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DBInstanceMaintainTime
&MaintainStartTime=01:00Z
&MaintainEndTime=02:00Z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ModifyDBInstanceMaintainTimeResponse>
<RequestId>A9310426-C763-42A2-A3AD-70A8DA204531</RequestId>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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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yDBInstanceMaintainTim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A9310426-C763-42A2-A3AD-70A8DA204531"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7.18 DescribeDBInstanceAttribute

调⽤DescribeDBInstanceAttribute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详情。

调试

前往【API Explorer】在线调试，API Explorer 提供在线调⽤ API、动态⽣成 SDK Example
代码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能显著降低使⽤云 API 的难度，强烈推荐使⽤。

请求参数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DescribeDB
InstanceAt

要执⾏的操作，取值：DescribeDB
InstanceAttribute。

tribute

DBInstanceId

String

是

Engine

String

否

RegionId

String

否

cn-hangzhou

String

否

LTAIgbTGpx
xxxxx

AccessKeyId

返回参数

名称

RequestId

类型

String

ddsbpxxxxxxxx

实例ID。

MongoDB

⽰例值

C373EED9-5125
-4DD9-89DB-

FB1ECD2C2B4F
82

描述

数据库引擎，取值：MongoDB。
地域ID，可调⽤DescribeRegions
查询。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请求ID。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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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例值

PostPaid

└DBInstance String
Description

测试

└DBInstance String
Status

Running

└DBInstance String

replicate

dds.mongo.mid

└DBInstance String
Id

dds-bpxxxxxxxx

└DBInstance Integer
Storage

10

└Engine

String

└EngineVers String
ion
└ExpireTime String

实例的付费类型。

• PrePaid：预付费，包年包⽉。

2018-11-21T05:10
实例创建的时间，格式为yyyy-MM-ddT
:00Z
HH:mmZ（UTC时间）。
mongodb_20
180914_1.1.5

Type

实例详情信息列表。

• PostPaid：后付费，按量付费。

└CurrentKer String
nelVersion
└DBInstance String
Class

描述

MongoDB
3.4
2019-04-08T16:
00Z

实例当前数据库的小版本号。
实例规格。
实例名称。
实例ID。
实例状态，详情请参⻅实例状态表。
实例存储空间。
实例类型。

• replicate：副本集实例。

• sharding：分⽚集群实例。
数据库引擎。
数据库版本。
包年包⽉实例的到期时间，格式为yyyyMM-ddTHH:mmZ（UTC时间）。
说明:

当实例的付费类型为包年包⽉时返回该
参数。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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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例值

2019-03-08
Unlock

描述
实例最近⼀次降配时间。
实例的锁定状态。

• Unlock：正常，没有被锁定。

• ManualLock：⼿动触发锁定。

• LockByExpiration：实例过期⾃动
锁定。

• LockByRestoration：实例回滚前⾃
动锁定。
• LockByDiskQuota：实例空间满⾃
动锁定。

• Released：实例已释放。此时实例⽆
法进⾏解锁，只能使⽤备份数据重新

└
MaintainEn

String

└MaintainSt
artTime

String

└
MaxConnect

Integer

500

└MaxIOPS

Integer

1000

dTime

ions

03:00Z

创建新实例，重建时间较⻓，请耐⼼
等待。

实例可维护时间段的结束时间，格式为
HH:mmZ（UTC时间）。

02:00Z

实例可维护时间段的开始时间，格式为
HH:mmZ（UTC时间）。

└MongosList

实例最⼤连接数。
实例最⼤IOPS。
Mongos节点信息列表。
说明:

84

└ConnectSti
ng

String

└NodeClass

String

s-bpxxxxxxxx.
mongodb.rds.
aliyuncs.com

dds.mongos.mid

当实例类型为分⽚集群实例时返回该参
数。
Mongos节点连接地址。
Mongos节点规格。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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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NodeDescri String
ption

⽰例值

mongos1

└NodeId

String

s-bpxxxxxxxx

└Port

Integer

3717

└
String
NetworkType

VPC

└RegionId

String

cn-hangzhou

└ReplacateI
d

String

bls-mxxxxxxxx

String

mgset10xxxxxxxx

└ReplicaSet
Name

描述
Mongos节点名称。
Mongos节点ID。
Mongos节点连接端口。
实例的⽹络类型。

• Classic：经典⽹络。
• VPC：专有⽹络。
实例所属地域ID。
BLS通道ID。
实例的副本集名称。
说明:

当实例类型为副本集实例时，返回该参
数。

└ReplicaSets

副本集信息。
说明:

└Connection String
Domain

dds-bpxxxxxxxx
.mongodb.rds.

└Connection String
Port

ConnectionPort

└
String
NetworkType

└ReplicaSet
Role

String

aliyuncs.com

VPC

Primary

当实例类型为副本集实例时，返回该参
数。
节点的连接地址。
节点的连接端口。
节点的⽹络类型。

• Classic：经典⽹络。
• VPC：专有⽹络。
节点的⻆⾊。

• Primary：主节点。

• Secondary：从节点。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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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例值

vpc-xxxxxxxx

└VPCId

String

vpc-bpxxxxxxxx

└VSwitchId

String

vsw-bpxxxxxxxx

└Replicatio
nFactor

String

3

└
ResourceGr

描述
专有⽹络实例ID。
节点的专有⽹络ID。
节点的专有⽹络中交换机ID。
实例的节点数。
说明:

String

rg-axxxxxxxx

oupId

└ShardList

当实例类型为副本集实例时返回该参
数。
实例所属资源组ID。
Shard节点信息列表。
说明:

└NodeClass

String

dds.shard.mid

└NodeDescri String
ption

testshard

└NodeStorag Integer
e

10

└Key

String

test

└Value

String

api

└VPCId

String

vpc-bpxxxxxxxx

└VSwitchId

String

vsw-bpxxxxxxxx

└NodeId

String

d-bpxxxxxxxx

└Tags

86

当实例类型为分⽚集群实例时返回该参
数。
Shard节点规格。
Shard节点名称。
Shard节点ID。
Shard节点的存储空间。
实例的标签信息列表。
实例的标签键。
实例的标签值。
专有⽹络ID。
专有⽹络的交换机ID。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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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
String
VpcAuthMod

⽰例值
Open

e

└ZoneId
⽰例

描述
内⽹免密访问模式。

• Open：内⽹免密访问处于开启状态。
• Close：内⽹免密访问处于开启状
态，需要使⽤密码访问。

String

cn-hangzhou-b

• NotSupport ：不⽀持该功能。
实例所属可⽤区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BInstanceAttribute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BInstanceAttributeResponse>
<RequestId>9E7B90E1-AD90-4DD9-B1FB-E3BE2E0FDD48</RequestId>
<DBInstances>
<DBInstance>
<CurrentKernelVersion>mongodb_20190408_3.0.12</CurrentKer
nelVersion>
<ZoneId>cn-hangzhou-b</ZoneId>
<MongosList/>
<VSwitchId>vsw-bpxxxxxxxx</VSwitchId>
<Engine>MongoDB</Engine>
<ReplicationFactor>3</ReplicationFactor>
<NetworkType>VPC</NetworkType>
<VPCId>vpc-bpxxxxxxxx</VPCId>
<MaintainStartTime>18:00Z</MaintainStartTime>
<MaxConnections>500</MaxConnections>
<ReplicaSets>
<ReplicaSet>
<NetworkType>VPC</NetworkType>
<VPCId>vpc-bpxxxxxxxx</VPCId>
<ConnectionPort>3717</ConnectionPort>
<ReplicaSetRole>Primary</ReplicaSetRole>
<ConnectionDomain>dds-bpxxxxxxxx.mongodb.rds.aliyuncs.com</
ConnectionDomain>
<VSwitchId>vsw-bpxxxxxxxx</VSwitchId>
<VPCCloudInstanceId>dds-bpxxxxxxxx</VPCCloudInstanceId>
</ReplicaSet>
<ReplicaSet>
<NetworkType>VPC</NetworkType>
<VPCId>vpc-bpxxxxxxxx</VPCId>
<ConnectionPort>3717</ConnectionPort>
<ReplicaSetRole>Secondary</ReplicaSetRole>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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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Domain>dds-bpxxxxxxxx.mongodb.rds.aliyuncs.com</
ConnectionDomain>
<VSwitchId>vsw-bpxxxxxxxx</VSwitchId>
<VPCCloudInstanceId>dds-bpxxxxxxxx</VPCCloudInstanceId>
</ReplicaSet>
</ReplicaSets>
<DBInstanceType>replicate</DBInstanceType>
<VpcAuthMode>Open</VpcAuthMode>
<EngineVersion>4.0</EngineVersion>
<DBInstanceStatus>Running</DBInstanceStatus>
<ChargeType>PostPaid</ChargeType>
<LockMode>Unlock</LockMode>
<MaxIOPS>1000</MaxIOPS>
<MaintainEndTime>22:00Z</MaintainEndTime>
<DBInstanceClass>dds.mongo.mid</DBInstanceClass>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DBInstanceId>
<ResourceGroupId>rg-xxxxxxxx</ResourceGroupId>
<DBInstanceDescription>测试数据库</DBInstanceDescription>
<DBInstanceStorage>10</DBInstanceStorage>
<CreationTime>2019-04-23T03:52:01Z</CreationTime>
<Tags/>
<RegionId>cn-hangzhou</RegionId>
<StorageEngine>WiredTiger</StorageEngine>
<ShardList/>
<ReplicaSetName>mgset-xxxxxxxx</ReplicaSetName>
</DBInstance>
</DBInstances>
</DescribeDBInstanceAttribut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9E7B90E1-AD90-4DD9-B1FB-E3BE2E0FDD48",
"DBInstances":{
"DBInstance":[
{
"CurrentKernelVersion":"mongodb_20190408_3.0.12",
"ZoneId":"cn-hangzhou-b",
"MongosList":{
"MongosAttribute":[]
},
"VSwitchId":"vsw-bpxxxxxxxx",
"Engine":"MongoDB",
"ReplicationFactor":"3",
"NetworkType":"VPC",
"VPCId":"vpc-bpxxxxxxxx",
"MaxConnections":500,
"MaintainStartTime":"18:00Z",
"DBInstanceType":"replicate",
"ReplicaSets":{
"ReplicaSet":[
{
"NetworkType":"VPC",
"VPCId":"vpc-bpxxxxxxxx",
"ConnectionPort":"3717",
"ReplicaSetRole":"Primary",
"ConnectionDomain":"dds-bpxxxxxxxx.mongodb.rds.aliyuncs.com",
"VSwitchId":"vsw-bpxxxxxxxx",
"VPCCloudInstanceId":"dds-bpxxxxxxxx"
},
{
"NetworkType":"VPC",
"VPCId":"vpc-bp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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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Port":"3717",
"ReplicaSetRole":"Secondary",
"ConnectionDomain":"dds-bpxxxxxxxx.mongodb.rds.aliyuncs.com",
"VSwitchId":"vsw-bpxxxxxxxx",
"VPCCloudInstanceId":"dds-bpxxxxxxxx"
}

]
},
"VpcAuthMode":"Open",
"EngineVersion":"4.0",
"DBInstanceStatus":"Running",
"ChargeType":"PostPaid",
"LockMode":"Unlock",
"MaxIOPS":1000,
"MaintainEndTime":"22:00Z",
"DBInstanceClass":"dds.mongo.mid",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ResourceGroupId":"rg-xxxxxxxx",
"DBInstanceDescription":"测试数据库",
"DBInstanceStorage":10,
"CreationTime":"2019-04-23T03:52:01Z",
"Tags":{
"Tag":[]
},
"RegionId":"cn-hangzhou",
"StorageEngine":"WiredTiger",
"ShardList":{
"ShardAttribute":[]
},
"ReplicaSetName":"mgset-xxxxxxxx"

}

]

}

}
错误码

查看本产品错误码

7.19 MigrateAvailableZone

调⽤MigrateAvailableZone接口迁移MongoDB实例的可⽤区。
本接口适⽤于副本集实例，暂不⽀持单节点实例和分⽚集群实例。
说明:

如果实例申请了公⽹连接地址，需要先调⽤ReleasePublicNetworkAddress接口释放公⽹连接
调试

地址。

前往【API Explorer】在线调试，API Explorer 提供在线调⽤ API、动态⽣成 SDK Example
代码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能显著降低使⽤云 API 的难度，强烈推荐使⽤。

⽂档版本：20190815

89

云数据库 MongoDB 版

请求参数

名称
Action

DBInstanceId

ZoneId

API参考 / 7 实例管理

类型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是

是

⽰例值

MigrateAva
ilableZone
ddsbpxxxxxxxx

cn-hangzhou-b

描述
要执⾏的操作，取值MigrateAva
ilableZone。
实例ID。
说明:

如果实例的⽹络类型为专有⽹
络，您还需要传⼊Vswitch参数。
迁移的⽬标可⽤区ID。
说明:

• 迁移的⽬标可⽤区和当前实例的
可⽤区处于同⼀地域。

EffectiveT
ime

String

是

Immediately

• 您可以通过调⽤DescribeRe
gions接口查询可⽤区ID。
迁移可⽤区的⽣效时间，取值：
• Immediately：⽴即⽣效。

• MaintainTime：在实例的可运
维时间段内⽣效。

Vswitch

AccessKeyId

90

String

String

否

否

vswbpxxxxxxxx

LTAIgbTGpx
xxxxx

默认为Immediately。

迁移的⽬标可⽤区虚拟交换机ID。
说明:

当实例的⽹络类型为专有⽹络
时，本参数才可⽤。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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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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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例值

0FDDC511-7252
-4A4A-ADDA5CB1BF63873D

⽰例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MigrateAvailableZone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ZoneId=cn-hangzhou-b
&EffectiveTime=Immediately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MigrateAvailableZoneResponse>
<RequestId>0FDDC511-7252-4A4A-ADDA-5CB1BF63873D</RequestId>
</MigrateAvailableZon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0FDDC511-7252-4A4A-ADDA-5CB1BF63873D"

}
错误码

查看本产品错误码

7.20 ModifyInstanceVpcAuthMode

调⽤ModifyInstanceVpcAuthMode接口开启或关闭MongoDB实例的专有⽹络免密访问功能。
调⽤本接口时，实例必须满⾜以下条件：

• 实例的类型为副本集实例或分⽚集群实例。

• 实例的数据库版本为4.0版本，数据库小版本为mongodb_20190408_3.0.11及以上版本，您
可以通过调⽤DescribeDBInstanceAttribute接口查看版本信息。如果版本过低请调⽤
UpgradeDBInstanceEngineVersion接口升级数据库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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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例的⽹络类型为专有⽹络。如果⽹络类型为经典⽹络，请调⽤ModifyDBInstanceNetw
调试

orkType接口将⽹络类型切换为专有⽹络。

前往【API Explorer】在线调试，API Explorer 提供在线调⽤ API、动态⽣成 SDK Example
代码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能显著降低使⽤云 API 的难度，强烈推荐使⽤。

请求参数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DBInstanceId

String

是

VpcAuthMode

String

是

NodeId

String

⽰例值

描述

ModifyInst
anceVpcAut

要执⾏的操作，取值ModifyInst
anceVpcAuthMode。

hMode

ddsbpxxxxxxxx

实例ID。

Open

否

设置专有⽹络免密访问功能，取值：

• Open：开启专有⽹络免密访问。

s-bpxxxxxxxx

• Close：关闭专有⽹络免密访
问。

分⽚集群实例的Mongos节点ID。
说明:

AccessKeyId

返回参数

名称

RequestId

String

类型

String

否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BA51E9D9-B14A
-4542-B6E67DE00BECCB8C

⽰例

92

实例类型为分⽚集群实例时，本参
数才可⽤。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档版本：20190815

云数据库 MongoDB 版

API参考 / 7 实例管理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InstanceVpcAuthMode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VpcAuthMode=Open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ModifyInstanceVpcAuthModeResponse>
<RequestId>BA51E9D9-B14A-4542-B6E6-7DE00BECCB8C</RequestId>
</ModifyInstanceVpcAuthMod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BA51E9D9-B14A-4542-B6E6-7DE00BECCB8C"

}
错误码

查看本产品错误码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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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账号管理
8.1 DescribeAccounts

调⽤DescribeAccounts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的数据库账号信息。
说明:

调试

本接口⽬前仅可查询root账号的信息。
前往【API Explorer】在线调试，API Explorer 提供在线调⽤ API、动态⽣成 SDK Example
代码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能显著降低使⽤云 API 的难度，强烈推荐使⽤。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描述

String

Action

String

否

AccountName

String

否

root

AccessKeyId

String

否

LTAIgbTGpx
xxxxx

名称

Accounts
└
AccountDes
cription

类型

String

└
String
AccountNam
e

是

⽰例值

DBInstanceId

返回参数

94

是否必选

ddsbpxxxxxxxx

实例ID。

DescribeAc
counts

⽰例值

管理员
root

要执⾏的操作，取值：DescribeAc
counts。

账号名，取值：root。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账号信息列表。
账号备注信息。
账号名。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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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AccountSta String
tus

└DBInstance String
Id
RequestId

String

⽰例值

Available

dds-bpxxxxxxxx
B562A65B-39AB
-4EE8-86355A222054FB35

⽰例

描述
帐号状态。

• Unavailable：不可⽤。
• Available：可⽤。
帐号所属实例名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Accounts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AccountsResponse>
<Accounts>
<Account>
<AccountStatus>Available</AccountStatus>
<AccountDescription>管理员</AccountDescription>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DBInstanceId>
<AccountName>root</AccountName>
</Account>
</Accounts>
<RequestId>A806B0FC-CFCC-48D8-8AEC-34C892806B40</RequestId>
</DescribeAccountsResponse>
JSON 格式
{

"Accounts":{
"Account":[
{
"AccountStatus":"Available",
"AccountDescription":"管理员",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AccountName":"root"
}
]
},
"RequestId":"A806B0FC-CFCC-48D8-8AEC-34C892806B40"

}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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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查看本产品错误码

8.2 ResetAccountPassword

调⽤ResetAccountPassword接口重置MongoDB实例中root账号的密码。
说明:

调试

本接口⽬前仅⽀持重置实例中root账号的密码。
前往【API Explorer】在线调试，API Explorer 提供在线调⽤ API、动态⽣成 SDK Example
代码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能显著降低使⽤云 API 的难度，强烈推荐使⽤。

请求参数

名称
Action

AccountName

AccountPas
sword

96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ResetAccou
ntPassword

String

是

root

String

是

Ali!123456

DBInstanceId

String

是

AccessKeyId

String

否

ddsbpxxxxxxxx

LTAIgbTGpx
xxxxx

描述
要执⾏的操作，取值：ResetAccou
ntPassword。

需要重置密码的账号，取值：root
。

重置后的密码，即修改后的密码。

• 密码由⼤写字⺟、小写字⺟、
数字、特殊字符中的任意三种组
成，特殊字符为!#$%^&*()_+-=
• 密码⻓度为8-32位
实例ID。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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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RequestId

API参考 / 8 账号管理

类型

String

⽰例值

06CBD06E-ABC9
-4121-AB933C3820B3E7E6

⽰例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ResetAccountPassword
&AccountName=root
&AccountPassword=Ali!123456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ResetAccountPasswordResponse>
<RequestId>06CBD06E-ABC9-4121-AB93-3C3820B3E7E6</RequestId>
</ResetAccountPassword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06CBD06E-ABC9-4121-AB93-3C3820B3E7E6"

}
错误码

查看本产品错误码

8.3 ModifyAccountDescription

调⽤ModifyAccountDescription接口修改MongoDB实例中root账号的备注信息。

调试

前往【API Explorer】在线调试，API Explorer 提供在线调⽤ API、动态⽣成 SDK Example
代码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能显著降低使⽤云 API 的难度，强烈推荐使⽤。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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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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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例值

Action

String

是否必选

AccountName

String

是

root

AccountDes

String

是

cription

是

描述

ModifyAcco
要执⾏的操作，取值：ModifyAcco
untDescription
untDescription。
待修改备注信息的账号名。

superadmin

设置账号的备注信息。

• 不能以http:// 或者 https:// 开
头。
• 以中⽂、英⽂字⺟开头。

DBInstanceId

String

是

AccessKeyId

String

否

返回参数

名称

RequestId

类型

String

ddsbpxxxxxxxx

实例ID。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59DE9FC2-7B40
-45CF-90117327A8A771A2

⽰例

• 可以包含中⽂、英⽂字符、下
划线（_）、连接号（-）和数
字，⻓度为2~256个字符。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AccountDescription
&AccountName=root
&AccountDescription=superadmin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RestoreDBInstanceResponse>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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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59DE9FC2-7B40-45CF-9011-7327A8A771A2</RequestId>
</RestoreDBInstanc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59DE9FC2-7B40-45CF-9011-7327A8A771A2"

}
错误码

查看本产品错误码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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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安全管理
9.1 DescribeAuditPolicy

调⽤DescribeAuditPolicy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的审计⽇志是否开启。
调⽤本接口时，要求实例状态为运⾏中。
说明:

调试

本接口适⽤于副本集实例和分⽚集群实例，暂不⽀持单节点实例。
前往【API Explorer】在线调试，API Explorer 提供在线调⽤ API、动态⽣成 SDK Example
代码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能显著降低使⽤云 API 的难度，强烈推荐使⽤。

请求参数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DBInstanceId

String

是

AccessKeyId

String

否

返回参数

名称

LogAuditSt
atus

类型

String

⽰例值

描述

DescribeAu
ditPolicy

要执⾏的操作，取值：

DescribeAuditPolicy。

ddsbpxxxxxxxx

实例ID。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Enable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审计⽇志的状态。

• Enable：开启。

• Disabled：关闭。
RequestId

String

111E7B16-0A87
-4CBA-B271F34AD61E099F

100

默认为关闭状态。
请求ID。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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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AuditPolicy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AuditPolicyResponse>
<LogAuditStatus>Enable</LogAuditStatus>
<RequestId>111E7B16-0A87-4CBA-B271-F34AD61E099F</RequestId>
</DescribeAuditPolicyResponse>
JSON 格式
{

"LogAuditStatus":"Enable",
"RequestId":"111E7B16-0A87-4CBA-B271-F34AD61E099F"

}
错误码

查看本产品错误码

9.2 DescribeAuditRecords

调⽤DescribeAuditRecords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的审计⽇志。

调⽤本接口时，实例的审计⽇志须处于开通状态，否则返回的审计⽇志内容为空。
说明:

调试

本接口适⽤于副本集实例和分⽚集群实例，暂不⽀持单节点实例。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成功后，
OpenAPI Explorer可以⾃动⽣成SDK代码⽰例。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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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Action

StartTime

EndTime

DBInstanceId

Nod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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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是

是

是

否

⽰例值

DescribeAu
ditRecords
2019-03-13T12
:11:14Z
2019-03-13T13
:11:14Z

ddsbpxxxxxxxx

d-bpxxxxxxxx

描述
要执⾏的操作，取值：DescribeAu
ditRecords。

查询开始时间，格式为yyyy-MM-ddT
HH:mm:ssZ（UTC时间）。

查询结束时间，必须晚于查询开始时
间，格式为yyyy-MM-ddTHH:mm:ss
Z（UTC时间）。
实例ID。
说明:

当本参数传⼊的是分⽚集群实
例ID时，还需要传⼊NodeId参
数。
分⽚集群实例中Mongos节点ID或
Shard节点ID。
说明:

Database

String

否

testdatabase

User

String

否

root

Form

String

否

Stream

当DBInstanceId参数传⼊的是分
⽚集群实例ID时，本参数才可⽤。
数据库名，默认为所有数据库。
数据库账号，默认为所有账号。
审计记录返回的展⽰类型，取值：

• File：触发审计⽇志⽂件的⽣
成，若传⼊这个值，只返回公
共参数，需再调⽤DescribeAu
ditFiles获取⽂件的下载地址。
• Stream：返回数据流。
默认为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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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QueryKeywo
rds
PageSize

PageNumber

RegionId

AccessKeyId

返回数据

名称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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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描述

slow

关键字查询，多个关键字以空格分
隔，不超过10个关键字。

Integer

否

30

Integer

否

1

String

否

cn-hangzhou

String

类型

否

每⻚记录数，取值：30、50、100
，默认值为30。

⻚码，⼤于0，且不超过Integer的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最⼤值，默认值为1。

实例所属的地域ID，您可以通过调

⽤DescribeDBInstanceAttribute
进⾏查询。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审计⽇志详情列表。

AccountNam String
e

root

DBName

String

test123

ExecuteTime

String

2019-03-11T03:30
该语句执⾏的时间，格式为yyyy-MM-ddT
:27Z
HH:mm:ssZ（UTC时间）。

HostAddress

String

11.xxx.xxx.xxx

ReturnRowC
ounts

Long

2

String

{ \"atype\" : \"
createCollection

Syntax

⽂档版本：20190815

\", \"param\" : { \"
ns\" : \"123.test1
\" }, \"result\": \"
OK\" }

数据库账号名。
数据库名。

客⼾端IP地址。
返回记录数。
执⾏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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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ThreadID

类型

String

⽰例值

140682188297984

TotalExecu
tionTimes

Long

PageNumber Integer

1

PageRecord
Count

Integer

30

String

3278BEB8-503B
-4E46-8F7E-

RequestId

TotalRecor
dCount
⽰例

API参考 / 9 安全管理

Integer

700

D26E040C9769
40

描述
线程ID。
消耗时间，单位为微秒。
⻚码。
当前⻚最⼤记录数。
请求ID。
总记录数。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AuditRecords
&StartTime=2019-03-13T12:11:14Z
&EndTime=2019-03-13T13:11:14Z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AuditRecordsResponse>
<Items>
<SQLRecord>
<TotalExecutionTimes>703</TotalExecutionTimes>
<Syntax>{ "atype" : "command", "param" : { "command" : "find
", "ns" : "123.test1", "args" : { "find" : "test1", "filter" : { "x
" : 1, "y" : 2 }, "shardVersion" : [ { "$timestamp" : { "t" : 0, "i
" : 0 } }, { "$o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 "$clusterTime" :
{ "clusterTime" : { "$timestamp" : { "t" : 1552275017, "i" : 2 } },
"signature" : { "hash" : { "$binary" : "9qfygDs61fKCvdXJqjq+f0zML0E
=", "$type" : "00" }, "keyId" : { "$numberLong" : "6666955498811555841
" } } }, "$client" : { "application" : { "name" : "MongoDB Shell" },
"driver" : { "name" : "MongoDB Internal Client", "version" : "3.4.10
" }, "os" : { "type" : "Linux", "name" : "Ubuntu", "architecture" : "
x86_64", "version" : "16.04" }, "mongos" : { "host" : "rxxxxxx.cloud.
cm10:3074", "client" : "47.xxx.xxx.xx:53854", "version" : "4.0.0" } },
"$configServerState" : { "opTime" : { "ts" : { "$timestamp" : { "t
" : 1552275017, "i" : 2 } }, "t" : { "$numberLong" : "3" } } }, "$db
" : "123" } }, "result": "OK" }</Syntax>
<HostAddress>11.xxx.xxx.xx</HostAddress>
<ExecuteTime>2019-03-11T03:30:27Z</Execut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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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adID>139xxxxxxxx</ThreadID>
<AccountName>__system;</AccountName>
<DBName>local;</DBName>
</SQLRecord>
<SQLRecord>
<TotalExecutionTimes>0</TotalExecutionTimes>
<Syntax>{ "atype" : "createIndex", "param" : { "ns" : "123.
test1", "indexName" : "y_1", "indexSpec" : { "v" : 2, "key" : { "y" :
1 }, "name" : "y_1", "ns" : "123.test1" } }, "result": "OK" }</Syntax>
<HostAddress></HostAddress>
<ExecuteTime>2019-03-11T03:30:06Z</ExecuteTime>
<ThreadID>140xxxxxxxx</ThreadID>
<AccountName>__system;</AccountName>
<DBName>local;</DBName>
</SQLRecord>
</Items>
<PageNumber>1</PageNumber>
<TotalRecordCount>2</TotalRecordCount>
<RequestId>3278BEB8-503B-4E46-8F7E-D26E040C9769</RequestId>
<PageRecordCount>30</PageRecordCount>
</DescribeAuditRecordsResponse>
JSON 格式
{

"Items":{
"SQLRecord":[
{
"TotalExecutionTimes":703,
"Syntax":"{ \"atype\" : \"command\", \"param\" : { \"command
\" : \"find\", \"ns\" : \"123.test1\", \"args\" : { \"find\" : \"
test1\", \"filter\" : { \"x\" : 1, \"y\" : 2 }, \"shardVersion\" :
[ { \"$timestamp\" : { \"t\" : 0, \"i\" : 0 } }, { \"$oid\" :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 \"$clusterTime\" : { \"clusterTime\" :
{ \"$timestamp\" : { \"t\" : 1552275017, \"i\" : 2 } }, \"signature
\" : { \"hash\" : { \"$binary\" : \"9qfygDs61fKCvdXJqjq+f0zML0E=\",
\"$type\" : \"00\" }, \"keyId\" : { \"$numberLong\" : \"6666955498
811555841\" } } }, \"$client\" : { \"application\" : { \"name\" : \"
MongoDB Shell\" }, \"driver\" : { \"name\" : \"MongoDB Internal Client
\", \"version\" : \"3.4.10\" }, \"os\" : { \"type\" : \"Linux\", \"
name\" : \"Ubuntu\", \"architecture\" : \"x86_64\", \"version\" : \"
16.04\" }, \"mongos\" : { \"host\" : \"rxxxxxx.cloud.cm10:3074\", \"
client\" : \"47.xxx.xxx.xx:53854\", \"version\" : \"4.0.0\" } }, \"$
configServerState\" : { \"opTime\" : { \"ts\" : { \"$timestamp\" :
{ \"t\" : 1552275017, \"i\" : 2 } }, \"t\" : { \"$numberLong\" : \"3
\" } } }, \"$db\" : \"123\" } }, \"result\": \"OK\" }",
"HostAddress":"11.xxx.xxx.xxx",
"ExecuteTime":"2019-03-11T03:30:27Z",
"ThreadID":"139xxxxxxxx",
"AccountName":"__system;",
"DBName":"local;"
},
{
"TotalExecutionTimes":0,
"Syntax":"{ \"atype\" : \"createIndex\", \"param\" : { \"ns\" : \"
123.test1\", \"indexName\" : \"y_1\", \"indexSpec\" : { \"v\" : 2, \"
key\" : { \"y\" : 1 }, \"name\" : \"y_1\", \"ns\" : \"123.test1\" } },
\"result\": \"OK\" }",
"HostAddress":"",
"ExecuteTime":"2019-03-11T03:30:06Z",
"ThreadID":"140xxxxxxxx",
"AccountName":"__system;",
"DBName":"local;"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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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TotalRecordCount":2,
"PageNumber":1,
"RequestId":"3278BEB8-503B-4E46-8F7E-D26E040C9769",
"PageRecordCount":30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错误信息

InvalidEndTime. Speciﬁed end time is not
Format
valid.

描述

输⼊的结束时间⽆效，请您检
查输⼊的时间格式是否正确。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9.3 DescribeAuditFiles

调⽤DescribeAuditFiles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的审计⽇志⽂件。

调试

本接口适⽤于副本集实例和分⽚集群实例，暂不⽀持单节点实例。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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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InstanceId

String

是

NodeId

String

否

⽰例值

DescribeAu
ditFiles
ddsbpxxxxxxxx

d-bpxxxxxxxx

描述
要执⾏的操作，取值：DescribeAu
ditFiles。
实例ID。
分⽚集群实例中Mongos节点ID或
Shard节点ID。
说明:

PageSize

106

Integer

否

30

如不传⼊则返回所有Mongos节点
和Shard节点的审计⽇志。
每⻚记录数，取值： 30、50、100
，默认值为30。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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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Number

RegionId

AccessKeyId

返回数据

名称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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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Integer

String

String

类型

是否必选
否

否

⽰例值

描述

1

⻚码，取值为⼤于0且不超

过Integer数据类型的的最⼤值，默

cn-hangzhou

否

实例所属的地域ID，您可以通过调

⽤DescribeDBInstanceAttribute
进⾏查询。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认值为1。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审计⽂件信息列表。

FileID

Integer

406505

LogDownloa
dURL

String

http://xxxxxxxx.
审计⽇志⽂件的下载链接。
oss-cn-hangzhou

LogEndTime

String

LogSize

Long

.aliyuncs.com/
custinsxxxxxx
/custinsxxx
xxx_xxxxxx.csv

⽂件ID。

说明:

若当前不可下载，则为空串。

2019-03-12T09:23
审计⽇志结束时间，格式为yyyy-MM-ddT
:15Z
HH:mmZ（UTC时间）。
98

审计⽇志⽂件的⼤小，单位为Byte。

LogStartTime String

2019-03-11T08:19
审计⽇志起始时间，格式为yyyy-MM-ddT
:29Z
HH:mmZ（UTC时间）。

LogStatus

Success

String

审计⽇志⽂件状态。

• Success：归档完成。
• Failed：归档失败。

• Generating：归档中。
• Initializing：未开始。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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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PageNumber Integer
PageRecord
Count
RequestId

TotalRecor
dCount
⽰例

⽰例值
1

Integer

1

String

F8CA8312-530A
-413A-9129-

Integer

F2BB32A8D404
1

描述
⻚码。
当前⻚记录数。
请求ID。
总记录数。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AuditFiles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AuditFilesResponse>
<Items>
<LogFile>
<LogStartTime>2019-03-11T08:19:29Z</LogStartTime>
<LogEndTime>2019-03-12T09:23:15Z</LogEndTime>
<LogStatus>Success</LogStatus>
<FileID>406505</FileID>
<LogDownloadURL>http://xxxxxxxx.oss-cn-hangzhou.aliyuncs.com/
custinsxxxxxx/custinsxxxxxx_xxxxxx.csv</LogDownloadURL>
<LogSize>98</LogSize>
</LogFile>
</Items>
<PageNumber>1</PageNumber>
<TotalRecordCount>1</TotalRecordCount>
<RequestId>F8CA8312-530A-413A-9129-F2BB32A8D404</RequestId>
<PageRecordCount>1</PageRecordCount>
</DescribeAuditFilesResponse>
JSON 格式
{

"Items":{
"LogFile":[
{
"LogStartTime":"2019-03-11T08:19:29Z",
"LogEndTime":"2019-03-12T09:23:15Z",
"LogStatus":"Success",
"FileID":406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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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DownloadURL":"http://xxxxxxxx.oss-cn-hangzhou.aliyuncs.com/
custinsxxxxxx/custinsxxxxxx_xxxxxx.csv",
"LogSize":98
}
]
},
"TotalRecordCount":1,
"PageNumber":1,
"RequestId":"F8CA8312-530A-413A-9129-F2BB32A8D404",
"PageRecordCount":1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4

InvalidDBI
nstanceClass.

描述

Current DB instance type
does not support this

当前的实例类型不⽀持此操
作。

Speciﬁed DB instance
class is not found.

NotFound

403

错误信息

IncorrectD
BInstanceType

该实例规格不存在，请您检查
输⼊的参数是否正确。

operation.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9.4 DescribeAuditLogFilter

调⽤DescribeAuditLogFilter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审计⽇志采集的⽇志类型。
调⽤本接口时，要求实例状态为运⾏中。
说明:

调试

本接口仅适⽤于副本集实例，暂不⽀持单节点实例和分⽚集群实例。
前往【API Explorer】在线调试，API Explorer 提供在线调⽤ API、动态⽣成 SDK Example
代码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能显著降低使⽤云 API 的难度，强烈推荐使⽤。

请求参数

名称
Action

DBInstanceId

⽂档版本：20190815

类型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是

⽰例值

DescribeAu
ditLogFilter
ddsbpxxxxxxxx

描述
要执⾏的操作，取值：

DescribeAuditLogFilter。
实例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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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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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否

⽰例值

描述

primary

实例中节点的⻆⾊，取值：
• primary：主节点。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admin,slow,
insert,query,

update,delete,
command

• secondary：从节点。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数据库操作⽇志类型，有以下⼏种类型：
• admin：运维管控操作。
• slow：慢⽇志。

• query：查询操作。

• insert：插⼊操作。

• update：更新操作。
• delete：删除操作。

RequestId
RoleType
⽰例

String
String

D7C8BA0C-9350
-487D-9B70D69AF27FB1EB
primary

• command：协议命令。例
如aggregate聚合⽅法。
请求ID。
节点⻆⾊。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AuditLogFilter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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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AuditLogFilterResponse>
<Filter>admin,slow,insert,query,update,delete,command</Filter>
<RoleType/>
<RequestId>D7C8BA0C-9350-487D-9B70-D69AF27FB1EB</Reques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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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AuditLogFilterResponse>
JSON 格式
{

"Filter":"admin,slow,insert,query,update,delete,command",
"RequestId":"D7C8BA0C-9350-487D-9B70-D69AF27FB1EB",
"RoleType":""

}
错误码

查看本产品错误码

9.5 ModifyAuditLogFilter

调⽤ModifyAuditLogFilter接口修改MongoDB实例审计⽇志的采集类型。
调⽤本接口时，要求实例状态为运⾏中。

调试

本接口仅适⽤于副本集实例，暂不⽀持单节点实例和分⽚集群实例。
前往【API Explorer】在线调试，API Explorer 提供在线调⽤ API、动态⽣成 SDK Example
代码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能显著降低使⽤云 API 的难度，强烈推荐使⽤。

请求参数

名称
Action

Filter

类型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是

⽰例值

ModifyAudi
tLogFilter
insert,query,
update,delete

描述
要执⾏的操作，取值：

ModifyAuditLogFilter。
设置审计⽇志的采集类型。

• admin：运维管控操作。
• slow：慢⽇志。

• query：查询操作。

• insert：插⼊操作。

• update：更新操作。
• delete：删除操作。

DBInstanceId

⽂档版本：20190815

String

是

ddsbpxxxxxxxx

• command：协议命令。例
如aggregate聚合⽅法。
实例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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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String

RoleType

String

AccessKeyId

返回参数

名称

RequestId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否

⽰例值

primary

实例中节点的⻆⾊，取值：
• primary：主节点。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E209BE2B-F264
-4B9D-81F6A5A5FB1FBF28

⽰例

描述

• secondary：从节点。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AuditLogFilter
&Filter=insert,query,update,delete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ModifyAuditLogFilterResponse>
<RequestId>E209BE2B-F264-4B9D-81F6-A5A5FB1FBF28</RequestId>
</ModifyAuditLogFilter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E209BE2B-F264-4B9D-81F6-A5A5FB1FBF28"

}
错误码

查看本产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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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DescribeSecurityIps

调⽤DescribeSecurityIps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的IP⽩名单。

调试

前往【API Explorer】在线调试，API Explorer 提供在线调⽤ API、动态⽣成 SDK Example
代码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能显著降低使⽤云 API 的难度，强烈推荐使⽤。

请求参数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DBInstanceId

String

是

AccessKeyId

String

否

返回参数

名称

SecurityIp
Groups

类型

⽰例值

描述

DescribeSe
curityIps

要执⾏的操作，取值：DescribeSe
curityIps。

ddsbpxxxxxxxx

实例ID。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IP⽩名单分组列表。

└SecurityIp
GroupAttri

String

hidden

└SecurityIp
GroupName

String

default

└SecurityIp
List

String

SecurityIps

String

47.xxx.xxx.xx,
分组中包含的IP⽩名单列表。
100.xxx.xxx.0/24

RequestId

String

bute

分组名。

47.xxx.xxx.xx,
默认分组中包含的IP⽩名单。
100.xxx.xxx.0/24
FC724D23-2962
-479E-ABB1606C935AE7FD

⽂档版本：20190815

IP⽩名单分组属性，默认为空。

请求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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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SecurityIps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SecurityIpsResponse>
<SecurityIpGroups>
<SecurityIpGroup>
<SecurityIpList>114.xxx.xxx.xx</SecurityIpList>
<SecurityIpGroupAttribute/>
<SecurityIpGroupName>allowserver</SecurityIpGroupName>
</SecurityIpGroup>
<SecurityIpGroup>
<SecurityIpList>47.xxx.xxx.xx,100.xxx.xxx.0/24</SecurityIpList>
<SecurityIpGroupAttribute/>
<SecurityIpGroupName>default</SecurityIpGroupName>
</SecurityIpGroup>
</SecurityIpGroups>
<SecurityIps>47.xxx.xxx.xx,100.xxx.xxx.0/24</SecurityIps>
<RequestId>FC724D23-2962-479E-ABB1-606C935AE7FD</RequestId>
</DescribeSecurityIpsResponse>
JSON 格式
{

"SecurityIpGroups":{
"SecurityIpGroup":[
{
"SecurityIpList":"114.xxx.xxx.xx",
"SecurityIpGroupAttribute":"",
"SecurityIpGroupName":"allowserver"
},
{
"SecurityIpList":"47.xxx.xxx.xx,100.xxx.xxx.0/24",
"SecurityIpGroupAttribute":"",
"SecurityIpGroupName":"default"
}
]
},
"SecurityIps":"47.xxx.xxx.xx,100.xxx.xxx.0/24",
"RequestId":"FC724D23-2962-479E-ABB1-606C935AE7FD"

}
错误码

查看本产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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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ModifySecurityIps

调⽤ModifySecurityIps接口修改MongoDB实例的IP⽩名单。

调试

前往【API Explorer】在线调试，API Explorer 提供在线调⽤ API、动态⽣成 SDK Example
代码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能显著降低使⽤云 API 的难度，强烈推荐使⽤。

请求参数

名称
Action

SecurityIps

类型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是

⽰例值

ModifySecu
rityIps

描述
要执⾏的操作，取值：ModifySecu
rityIps。

10.23.12.24/24,
IP⽩名单分组下的IP列表，多个IP
10.22.22.22
地址请以英⽂逗号（,）隔开，不可

重复，最多1000个。⽀持如下两种
格式：

• IP地址形式，例如：10.23.12.
24。

• CIDR形式，例如：10.23.12.24
/24（⽆类域间路由，24表⽰了

DBInstanceId

String

是

ModifyMode

String

否

ddsbpxxxxxxxx
Append

地址中前缀的⻓度，范围为1~32
）。

实例ID。
修改⽅式，取值：

• Cover：覆盖原⽩名单。

• Append：追加⽩名单。

• Delete：删除该⽩名单。

SecurityIp
GroupName

⽂档版本：20190815

String

否

allowserver

默认取值为Cover。

进⾏修改的IP⽩名单所属分组名
称，默认为default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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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String

SecurityIp
GroupAttri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描述

test

⽩名单分组属性。⽀持⼤写字⺟、小
写字⺟、数字，⻓度最⼤为120个字

bute

符。
String

AccessKeyId

返回参数

名称

RequestId

类型

String

否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61B05CCF-EBAB
-4BF3-BA67D77256A721E2

⽰例

默认为空字符串。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SecurityIps
&SecurityIps=10.23.12.24/24,10.22.22.22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ModifySecurityIpsResponse>
<RequestId>61B05CCF-EBAB-4BF3-BA67-D77256A721E2</RequestId>
</ModifySecurityIp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61B05CCF-EBAB-4BF3-BA67-D77256A721E2"

}
错误码

查看本产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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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ModifyDBInstanceSSL

调⽤ModifyDBInstanceSSL接口修改MongoDB实例的SSL配置。
调⽤该接口时，实例必须满⾜以下条件：
• 实例状态为运⾏中。

• 实例类型为副本集实例。

• 实例的数据库版本为3.4或4.0版本。
说明:

调试

在开通、更新和关闭SSL过程中，实例会重启⼀次，建议您在业务低峰期操作。
前往【API Explorer】在线调试，API Explorer 提供在线调⽤ API、动态⽣成 SDK Example
代码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能显著降低使⽤云 API 的难度，强烈推荐使⽤。

请求参数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DBInstanceId

String

是

SSLAction

String

是

⽰例值

描述

ModifyDBIn
stanceSSL

要执⾏的操作，取值：

ModifyDBInstanceSSL。

ddsbpxxxxxxxx

实例ID。

Open

对SSL功能执⾏的操作，取值：
• Open：开启SSL加密。

• Close：关闭SSL加密。
AccessKeyId

返回参数

名称

RequestId

String

类型

String

否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6D806B11-078F
-4154-BF9F844F56D08964

⽂档版本：20190815

• Update：更新SSL证书。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请求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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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DBInstanceSSL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SSLAction=Open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ModifyDBInstanceSSLResponse>
<RequestId>6D806B11-078F-4154-BF9F-844F56D08964</RequestId>
</ModifyDBInstanceSSL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6D806B11-078F-4154-BF9F-844F56D08964"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3
403

IncorrectD
BInstanceState
IncorrectD

BInstanceL
ockMode

错误信息

Current DB instance state
does not support this
operation.

Current DB instance lock
mode does not support

描述

实例状态不⽀持此操作，请您
检查输⼊的参数是否正确。
实例已经被锁定。

this operation.

查看本产品错误码

9.9 DescribeDBInstanceSSL

调⽤DescribeDBInstanceSSL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的SSL设置详情。
调⽤该接口时，实例必须满⾜以下条件：
• 实例状态为运⾏中。

• 实例类型为副本集实例。

• 实例的数据库版本为3.4或4.0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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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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InstanceId

String

是

RegionId

String

否

AccessKeyId

返回数据

String

⽰例值

DescribeDB
InstanceSSL
ddsbpxxxxxxxx

要执⾏的操作，取值：

DescribeDBInstanceSSL。
实例ID。

cn-hangzhou

否

描述

LTAIgbTGpx
xxxxx

实例所属的地域ID，您可以通过调

⽤DescribeDBInstanceAttribute
进⾏查询。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名称

类型

⽰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36BB1BC2-789C
-4BBA-A519-

请求ID。

SSLExpired
Time

SSLStatus

String

String

CertCommon String
Name

⽂档版本：20190815

2020-03-11T02:28
SSL证书的过期时间，格式为yyyy-MM-dd
:25Z
THH:mm:ssZ（UTC时间）。

C5B388E4B0D4
Open

dds-bpxxxxxxxx
.mongodb.rds.
aliyuncs.com

SSL功能的状态。

• Open：SSL功能已开启。

• Closed：SSL功能已关闭。
SSL证书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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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BInstanceSSL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BInstanceSSLResponse>
<SSLExpiredTime>2020-03-11T02:28:25Z</SSLExpiredTime>
<RequestId>36BB1BC2-789C-4BBA-A519-C5B388E4B0D4</RequestId>
<SSLStatus>Open</SSLStatus>
<CertCommonName>dds-bpxxxxxxxx.mongodb.rds.aliyuncs.com</CertCommon
Name>
</DescribeDBInstanceSSLResponse>
JSON 格式
{

"SSLExpiredTime":"2020-03-11T02:28:25Z",
"RequestId":"36BB1BC2-789C-4BBA-A519-C5B388E4B0D4",
"SSLStatus":"Open",
"CertCommonName":"dds-bpxxxxxxxx.mongodb.rds.aliyuncs.com"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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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志管理
10.1 DescribeSlowLogRecords

调⽤DescribeSlowLogRecords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运⾏出现的慢操作⽇志明细。

调试

本接口适⽤于副本集实例和分⽚集群实例，暂不⽀持单节点实例。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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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tTime

String

是

2019-02-24T12
:10Z

查询开始时间，格式为yyyy-MM-ddT

2019-02-26T12
:10Z

查询结束时间，必须晚于查询开始

EndTime

DBInstanceId

NodeId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

是

是

否

DescribeSl
要执⾏的操作，取值：DescribeSl
owLogRecords
owLogRecords。

ddsbpxxxxxxxx

d-bpxxxxxxxx

HH:mmZ（UTC时间）。

时间，格式为yyyy-MM-ddTHH:mm
Z（UTC时间）。
实例ID。
说明:

当本参数传⼊的是分⽚集群实
例ID时，还需要传⼊NodeId参
数。
Shard节点ID。
说明:

DBName
⽂档版本：20190815

String

否

mongodbtest

当DBInstanceId参数传⼊的是分
⽚集群实例ID时，本参数才可⽤。
数据库名。
121

云数据库 MongoDB 版

名称

类型

PageSize

Integer

PageNumber

Integer

RegionId

AccessKeyId

返回数据

名称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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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String

类型

是否必选
否
否

⽰例值

描述

30

每⻚记录数，取值范围：30~100。

1

否

⻚码，取值为⼤于0且不超

过Integer数据类型的的最⼤值，默

cn-hangzhou

否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认值为1。

实例所属的地域ID，您可以通过调

⽤DescribeDBInstanceAttribute
进⾏查询。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慢操作⽇志明细列表。

AccountNam String
e

root

DBName

String

mongodbtest

DocsExamin
ed

Long

1000000

ExecutionS
tartTime

String

HostAddress

String

2019-02-25T01:41
操作执⾏的开始时间，格式为yyyy-MM-dd
:28Z
THH:mm:ssZ（UTC时间）。

KeysExamin
ed

Long

0

QueryTimes

String

600

ReturnRowC
ounts

Long

0

47.xxx.xxx.xx

执⾏该操作的数据库⽤⼾名。
数据库名。
该操作执⾏时扫描的⽂档数。

连接数据库的主机地址。
索引扫描⾏数。
该语句的执⾏时⻓，单位为毫秒。
返回⾏数。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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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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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PageNumber Integer
PageRecord
Count
RequestId

TotalRecor
dCount
⽰例

⽰例值

{\"op\":\"query
\",\"ns\":\"

mongodbtest
.customer\",\"
query\":{\"ﬁnd\":
\"customer\",\"
ﬁlter\":{\"name\":
\"jack\"}}}
1

Integer

1

String

414A4E5-4C36
-4461-95FC-

Integer

23757A20B5F8
1

描述
慢操作执⾏的语句。

⻚码。
本⻚慢操作⽇志明细的个数。
请求ID。
总记录数。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SlowLogRecords
&StartTime=2019-02-24T12:10Z
&EndTime=2019-02-26T12:10Z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SlowLogRecordsResponse>
<Items>
<LogRecords>
<ReturnRowCounts>0</ReturnRowCounts>
<KeysExamined>0</KeysExamined>
<HostAddress>47.xxx.xxx.xx</HostAddress>
<SQLText>{"op":"query","ns":"mongodbtest.customer","query":{"
find":"customer","filter":{"name":"jack"}}}</SQLText>
<ExecutionStartTime>2019-02-25T01:41:28Z</ExecutionStartTime>
<AccountName>root</AccountName>
<QueryTimes>600</QueryTimes>
<DocsExamined>1000000</DocsExamined>
<DBName>mongodbtest</DBName>
</LogRecords>
</Items>
<PageNumber>1</PageNumber>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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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RecordCount>1</TotalRecordCount>
<RequestId>5414A4E5-4C36-4461-95FC-23757A20B5F8</RequestId>
<Engine>MongoDB</Engine>
<PageRecordCount>1</PageRecordCount>
</DescribeSlowLogRecordsResponse>
JSON 格式
{

"Items":{
"LogRecords":[
{
"KeysExamined":"0",
"ReturnRowCounts":0,
"HostAddress":"47.110.74.177",
"SQLText":"{\"op\":\"query\",\"ns\":\"mongodbtest.customer\",\"
query\":{\"find\":\"customer\",\"filter\":{\"name\":\"ajackeyifeo1w
\"}}}",
"ExecutionStartTime":"2019-02-25T01:41:28Z",
"AccountName":"root",
"QueryTimes":600,
"DBName":"mongodbtest",
"DocsExamined":"1000000"
}
]
},
"TotalRecordCount":1,
"PageNumber":1,
"RequestId":"5414A4E5-4C36-4461-95FC-23757A20B5F8",
"Engine":"MongoDB",
"PageRecordCount":1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10.2 DescribeRunningLogRecords

调⽤DescribeRunningLogRecords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的运⾏⽇志。

调试

本接口适⽤于副本集实例和分⽚集群实例，暂不⽀持单节点实例。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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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beRu
nningLogRe
cords

124

描述
要执⾏的操作，取值：DescribeRu
nningLog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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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Time

EndTime

DBInstanceId

Nod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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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是

是

否

⽰例值

2019-01-01T12
:10Z
2019-01-02T12
:10Z

ddsbpxxxxxxxx

d-bpxxxxxxxx

描述
查询开始时间，格式为yyyy-MM-ddT
HH:mmZ（UTC时间）。

查询结束时间，必须晚于查询开始

时间，格式为yyyy-MM-ddTHH:mm
Z（UTC时间）。
实例ID。
说明:

当本参数传⼊的是分⽚集群实
例ID时，还需要传⼊NodeId参
数。
分⽚集群实例中Mongos节点ID或
Shard节点ID。
说明:

DBName

String

否

mongodbtest

RoleType

String

否

primary

当DBInstanceId参数传⼊的是分
⽚集群实例ID时，本参数才可⽤。
数据库名。
实例中节点的⻆⾊。取值：
• primary：主节点。

• secondary：从节点。
说明:

PageSize

Integer

否

30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当NodeId参数传⼊的
是Mongos节点ID时，RoleType
取值只能为primary。
每⻚记录数，取值范围为30~100。
⻚码，取值为⼤于0且不超

过Integer数据类型的的最⼤值，默
认值为1。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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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RegionId

AccessKeyId

返回数据

名称

Items

String

String

类型

是否必选
否

否

⽰例值

cn-hangzhou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String

NETWORK

ConnInfo

String

conn18xxxxxx

Content

String

end connection
11.xxx.xxx.

String

xx:3xxxx (0
connections now
open)\n

1

PageRecord
Count

Integer

30

String

45D2B592-DEBA
-4347-BBF3-

TotalRecor
dCount

Integer

描述
实例所属的地域ID，您可以通过调

⽤DescribeDBInstanceAttribute
进⾏查询。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运⾏⽇志明细列表。
⽇志类别。
⽇志连接信息。
⽇志信息。

2019-02-26T12:09
⽇志⽣成时间，格式为yyyy-MM-ddTHH:
:34Z
mm:ssZ（UTC时间）。

PageNumber Integer

RequestId

126

类型

Category

CreateTime

⽰例

API参考 / 10 ⽇志管理

47FF6C97DBBC
2

⻚码。
每⻚的记录数。
请求ID。
总记录数。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RunningLogRecords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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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Time=2019-01-01T12:10Z
&EndTime=2019-01-02T12:10Z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RunningLogRecordsResponse>
<Items>
<LogRecords>
<Category>-</Category>
<CreateTime>2019-02-26T12:09:34Z</CreateTime>
<ConnInfo>conn18xxxxxx</ConnInfo>
<Content>
end connection 11.xxx.xxx.xx:3xxxx (0 connections now open)
</Content>
</LogRecords>
<LogRecords>
<Category>NETWORK</Category>
<CreateTime>2019-02-26T12:09:34Z</CreateTime>
<ConnInfo>thread1</ConnInfo>
<Content>connection accepted from 11.xxx.xxx.xx:3xxxx #
1862051 (11 connections now open)</Content>
</LogRecords>
</Items>
<PageNumber>1</PageNumber>
<TotalRecordCount>2</TotalRecordCount>
<RequestId>45D2B592-DEBA-4347-BBF3-47FF6C97DBBC</RequestId>
</DescribeRunningLogRecordsResponse>
JSON 格式
{

"Items":{
"LogRecords":[
{
"Category":"-",
"CreateTime":"2019-02-26T12:09:34Z",
"ConnInfo":"conn18xxxxxx",
"Content":"end connection 11.xxx.xxx.xx:3xxxx (0 connections now
open)\n"
},
{
"Category":"NETWORK",
"CreateTime":"2019-02-26T12:09:34Z",
"ConnInfo":"thread1",
"Content":"connection accepted from 11.xxx.xxx.xx:3xxxx #1862051 (
11 connections now open)"
}
]
},
"TotalRecordCount":2,
"PageNumber":1,
"RequestId":"45D2B592-DEBA-4347-BBF3-47FF6C97DBBC"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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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10.3 DescribeErrorLogRecords

调⽤DescribeErrorLogRecords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的错误⽇志。

调试

本接口适⽤于副本集实例和分⽚集群实例，暂不⽀持单节点实例。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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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tTime

String

是

2019-01-01T12
:10Z

查询开始时间，格式为yyyy-MM-ddT

2019-01-02T12
:10Z

查询结束时间，必须晚于查询开始

EndTime

DBInstanceId

NodeId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

是

是

否

DescribeEr
要执⾏的操作，取值：DescribeEr
rorLogRecords
rorLogRecords。

ddsbpxxxxxxxx

d-bpxxxxxxxx

HH:mmZ（UTC时间）。

时间，格式为yyyy-MM-ddTHH:mm
Z（UTC时间）。
实例ID。
说明:

当本参数传⼊的是分⽚集群实
例ID时，还需要传⼊NodeId参
数。
分⽚集群实例中Mongos节点ID或
Shard节点ID。
说明:

当DBInstanceId参数传⼊的是分
⽚集群实例ID时，本参数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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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描述

primary

实例中节点的⻆⾊。取值：
• primary：主节点。

• secondary：从节点。
说明:

DBName

String

否

mongodbtest

PageSize

Integer

否

30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RegionId

AccessKeyId

返回数据

名称

Items

String

String

类型

否

⻚码，取值为⼤于0且不超

过Integer数据类型的的最⼤值，默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数据库名。
每⻚记录数，取值范围：30~100。

cn-hangzhou

否

当NodeId参数传⼊的
是Mongos节点ID时，本参数取值
只能为primary。

认值为1。

实例所属的地域ID，您可以通过调

⽤DescribeDBInstanceAttribute
进⾏查询。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错误⽇志明细列表。

Category

String

NETWORK

ConnInfo

String

conn18xxxxxx

Content

String

xxxxxxxx

CreateTime

String

2019-02-26T12:09
⽇志⽣成时间，格式为yyyy-MM-ddTHH:
:34Z
mm:ssZ（UTC时间）。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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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PageNumber Integer
PageRecord
Count
RequestId

TotalRecor
dCount
⽰例

⽰例值
1

Integer

1

String

68BCBEC2-1E66
-471F-A1A8-

Integer

E3C60C0A80B0
1

描述
⻚码。
每⻚的记录数。
请求ID。
总记录数。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ErrorLogRecords
&StartTime=2019-01-01T12:10Z
&EndTime=2019-01-02T12:10Z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ErrorLogRecordsResponse>
<Items>
<LogRecords>
<Category>NETWORK</Category>
<CreateTime>2019-02-26T12:09:34Z</CreateTime>
<ConnInfo>conn18xxxxxx</ConnInfo>
<Content>xxxxxxxx</Content>
</LogRecords>
</Items>
<PageNumber>1</PageNumber>
<TotalRecordCount>2</TotalRecordCount>
<RequestId>68BCBEC2-1E66-471F-A1A8-E3C60C0A80B0</RequestId>
</DescribeErrorLogRecordsResponse>
JSON 格式
{

"Items":{
"LogRecords":[
{
"Category":"NETWORK",
"CreateTime":"2019-02-26T12:09:34Z",
"ConnInfo":"conn18xxxxxx",
"Content":"xxxxxxxx"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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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RecordCount":2,
"PageNumber":1,
"RequestId":"68BCBEC2-1E66-471F-A1A8-E3C60C0A80B0"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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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性能监控管理
11.1 DescribeDBInstancePerformance
调试

调⽤DescribeDBInstancePerformance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性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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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类型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是

⽰例值

DescribeDB
InstancePe
rformance

MongoDB_De
tailedSpac
eUsage

描述
要执⾏的操作，取值：DescribeDB
InstancePerformance。

性能指标，取值详情请参⻅性能参数
表。

说明:

StartTime

EndTime

DBInstanceId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

是

是

如需传⼊多个指标使⽤英⽂逗
号（,）分隔。

2019-03-11T12
:30Z

查询开始时间，格式为yyyy-MM-ddT

2019-03-11T12
:30Z

查询结束时间，必须晚于查询开始

ddsbpxxxxxxxx

HH:mmZ（UTC时间）。

时间，格式为yyyy-MM-ddTHH:mm
Z（UTC时间）。
实例ID。
说明:

当本参数传⼊的是分⽚集群实
例ID时，还需要传⼊NodeId参
数。

132

⽂档版本：20190815

云数据库 MongoDB 版

名称
NodeId

API参考 / 11 性能监控管理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d-bpxxxxxxxx

描述
分⽚集群实例中Mongos节点ID或

Shard节点ID，可⽤于查询单个节
点的性能情况。
说明:

RoleId

String

否

60xxxxx

当DBInstanceId参数传⼊的是分
⽚集群实例ID时，本参数才可⽤。
实例的节点⻆⾊ID，可通过

DescribeReplicaSetRole接口查
询。

说明:

ReplicaSet
Role

String

否

Primary

当DBInstanceId参数传⼊的
是单节点实例ID或副本集实
例ID时，本参数才可⽤。
副本集实例的节点⻆⾊，取值：
• Primary：主节点。

• Secondary：从节点。
说明:

RegionId

AccessKeyId

⽂档版本：20190815

String

String

否

否

cn-hangzhou

LTAIgbTGpx
xxxxx

当DBInstanceId参数传⼊的
是单节点实例ID或副本集实
例ID时，本参数才可⽤。
实例所属的地域ID，您可以通过调

⽤DescribeDBInstanceAttribute
进⾏查询。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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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
StartTime

EndTime

Performanc
eKeys
Key

Performanc
e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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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String

⽰例值

267F98DC-367D
-4F20-B1378B5B664D1C5D

描述
请求ID。

2019-03-11T12:
20Z

查询开始时间，格式为yyyy-MM-ddTHH:

2019-03-11T12:
30Z

查询结束时间，格式为yyyy-MM-ddTHH:

mmZ（UTC时间）。

mmZ（UTC时间）。
性能指标信息列表。

String

MongoDB_De
tailedSpac
eUsage

Date

String

Value

String

Unit

String

MB

ValueFormat

String

cpu_usage

性能指标。
性能指标值列表。

2019-03-11T12:21
性能指标值产⽣的⽇期。
:51Z
0.6

性能指标值。
展⽰单位。

性能指标值的格式。如果该性能指标包含
多个字段，通常以&分隔。

例如查询磁盘空间使⽤量，返回

的ValueFormat即为ins_size&
data_size&log_size。
⽰例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DBInstancePerformance
&Key=MongoDB_DetailedSpaceUsage
&StartTime=2019-03-11T12:30Z
&EndTime=2019-03-11T12:30Z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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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DBInstancePerformanceResponse>
<RequestId>267F98DC-367D-4F20-B137-8B5B664D1C5D</RequestId>
<PerformanceKeys>
<PerformanceKey>
<Key>MongoDB_DetailedSpaceUsage</Key>
<PerformanceValues>
<PerformanceValue>
<Value>1768&amp;1282&amp;486</Value>
<Date>2019-03-11T12:21:51Z</Date>
</PerformanceValue>
<PerformanceValue>
<Value>1768&amp;1282&amp;486</Value>
<Date>2019-03-11T12:26:52Z</Date>
</PerformanceValue>
</PerformanceValues>
<Unit>MB</Unit>
<ValueFormat>ins_size&amp;data_size&amp;log_size</ValueFormat
>
</PerformanceKey>
</PerformanceKeys>
<EndTime>2019-03-11T12:30Z</EndTime>
<StartTime>2019-03-11T12:20Z</StartTime>
</DescribeDBInstancePerformanc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267F98DC-367D-4F20-B137-8B5B664D1C5D",
"PerformanceKeys":{
"PerformanceKey":[
{
"Key":"MongoDB_DetailedSpaceUsage",
"PerformanceValues":{
"PerformanceValue":[
{
"Value":"1768&1282&486",
"Date":"2019-03-11T12:21:51Z"
},
{
"Value":"1768&1282&486",
"Date":"2019-03-11T12:26:52Z"
}
]
},
"Unit":"MB",
"ValueFormat":"ins_size&data_size&log_size"
}
]
},
"EndTime":"2019-03-11T12:30Z",
"StartTime":"2019-03-11T12:20Z"

⽂档版本：20190815

135

云数据库 MongoDB 版

API参考 / 11 性能监控管理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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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数管理
12.1 DescribeParameterModiﬁcationHistory
调试

调⽤DescribeParameterModiﬁcationHistory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参数的修改记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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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tTime

EndTime

DBInstanceId

NodeId

类型

String

String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是

是

是

否

⽰例值

DescribePa
rameterMod
iﬁcationH
istory

描述
要执⾏的操作，取值：DescribePa
rameterModiﬁcationHistroy。

2019-01-01T12
:10Z

查询开始时间，格式为yyyy-MM-ddT

2019-01-02T12
:10Z

查询结束时间，必须晚于查询开始

ddsbpxxxxxxxx

d-bpxxxxxxxx

HH:mmZ（UTC时间）。

时间，格式为yyyy-MM-ddTHH:mm
Z（UTC时间）。
实例ID。
说明:

当本参数传⼊的是分⽚集群实
例ID时，还需要传⼊NodeId参
数。
分⽚集群实例中Mongos节点ID或
Shard节点ID。
说明:

当DBInstanceId参数传⼊的是分
⽚集群实例ID时，本参数才可⽤。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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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

名称

Historical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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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类型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参数的修改记录列表。

ModifyTime

String

2019-03-12T07:58
参数修改的时间，格式为yyyy-MM-ddT
:24Z
HH:mm:ssZ（UTC时间）。

NewParamet
erValue

String

200

String

100

ParameterN
ame

String

operationP
roﬁling.

被修改参数的名称。

RequestId

String

B1BB6E0E-B4EF
-4145-81FA-

请求ID。

OldParamet
erValue

slowOpThre
sholdMs

A07719860248
⽰例

描述

修改后的参数值。
修改前的参数值。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ParameterModificationH
istory
&StartTime=2019-01-01T12:10Z
&EndTime=2019-01-02T12:10Z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ParameterModificationHistoryResponse>
<HistoricalParameters>
<HistoricalParameter>
<OldParameterValue>100</OldParameterValue>
<ModifyTime>2019-03-12T07:58:24Z</Modify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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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ParameterValue>200</NewParameterValue>
<ParameterName>operationProfiling.slowOpThresholdMs</
ParameterName>
</HistoricalParameter>
</HistoricalParameters>
<RequestId>B1BB6E0E-B4EF-4145-81FA-A07719860248</RequestId>
</DescribeParameterModificationHistoryResponse>
JSON 格式
{

"HistoricalParameters":{
"HistoricalParameter":[
{
"OldParameterValue":"100",
"ModifyTime":"2019-03-12T07:58:24Z",
"NewParameterValue":"200",
"ParameterName":"operationProfiling.slowOpThresholdMs"
}
]
},
"RequestId":"B1BB6E0E-B4EF-4145-81FA-A07719860248"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12.2 DescribeParameters
调试

调⽤DescribeParameters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的参数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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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InstanceId

类型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是

⽰例值

DescribePa
rameters
ddsbpxxxxxxxx

描述
要执⾏的操作，取值：DescribePa
rameters。
实例ID。
说明:

当本参数传⼊的是分⽚集群实
例ID时，还需要传⼊NodeId参
数。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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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d-bpxxxxxxxx

描述
分⽚集群实例中的Mongos节点ID
或Shard节点ID。
说明:

AccessKeyId

返回数据

名称

ConﬁgPara
meters

CheckingCo
de

ForceRestart

Modiﬁable
Status

140

String

类型

否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当DBInstanceId参数传⼊的是分
⽚集群实例ID时，本参数才可⽤。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配置中的的参数配置信息列表。

String

[0-65536]

Boolean

true

Boolean

ParameterD
escription

String

ParameterN
ame

String

ParameterV
alue

String

true

The threshold
in millisecon

ds at which the
database proﬁler
considers a
query slow,
default is 100.
operationP
roﬁling.

slowOpThre
sholdMs
200

参数取值范围。
修改参数后是否需要重启⽣效。

• ﬂase：⽆需重启，提交后即⽣效。
• true：需要重启⽣效。

参数是否处于可修改的状态。
• ﬂase：不可修改。
• true：可修改。
参数描述。

参数名。

参数值。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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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RequestId
RunningPar
ameters
CheckingCo
de

ForceRestart

Modiﬁable
Status

类型

String

⽰例值

E7AC9B9FDCC8

String
String

String

描述

3ADD0C7D-2D2A
请求ID。
-4F15-88FF-

[33554432268435456]
false

true

ParameterD
escription

String

ParameterN
ame

String

ParameterV
alue

String
String

4.0

Engine

String

mongodb

EngineVers
ion

⽰例

API参考 / 12 参数管理

The maximum
memory bytes

that sort stage
may use, default
is 33554432(i.e.
32MB)
setParameter
.internalQu
eryExecMax
BlockingSo
rtBytes
33554432

当前运⾏的参数配置信息列表。
参数取值范围。
修改参数后是否需要重启⽣效。

• ﬂase：⽆需重启，提交后即⽣效。
• true：需要重启⽣效。

参数是否处于可修改的状态。
• ﬂase：不可修改。
• true：可修改。
参数描述。

参数名。

参数值。
数据库版本号。
数据库引擎，默认返回mongodb。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Parameters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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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ParametersResponse>
<ConfigParameters>
<Parameter>
<ParameterDescription>The threshold in milliseconds at
which the database profiler considers a query slow, default is 100.</
ParameterDescription>
<ParameterValue>200</ParameterValue>
<CheckingCode>[0-65536]</CheckingCode>
<ForceRestart>false</ForceRestart>
<ModifiableStatus>true</ModifiableStatus>
<ParameterName>operationProfiling.slowOpThresholdMs</
ParameterName>
</Parameter>
</ConfigParameters>
<RequestId>3ADD0C7D-2D2A-4F15-88FF-E7AC9B9FDCC8</RequestId>
<RunningParameters>
<Parameter>
<ParameterDescription></ParameterDescription>
<ParameterValue>zlib</ParameterValue>
<CheckingCode>snappy|zlib|disabled</CheckingCode>
<ForceRestart>true</ForceRestart>
<ModifiableStatus>true</ModifiableStatus>
<ParameterName>net.compression.compressors</ParameterName>
</Parameter>
<Parameter>
<ParameterDescription>The level of database profiling, which
inserts information about operation performance into the system.
profile collection. 'off' for no profiling, 'slowOp' for only includes
slow operations, 'all' for includes all operations, default is '
slowOp'.</ParameterDescription>
<ParameterValue>slowOp</ParameterValue>
<CheckingCode>off|slowOp|all</CheckingCode>
<ForceRestart>false</ForceRestart>
<ModifiableStatus>true</ModifiableStatus>
<ParameterName>operationProfiling.mode</ParameterName>
</Parameter>
<Parameter>
<ParameterDescription>The threshold in milliseconds at
which the database profiler considers a query slow, default is 100.</
ParameterDescription>
<ParameterValue>220</ParameterValue>
<CheckingCode>[0-65536]</CheckingCode>
<ForceRestart>false</ForceRestart>
<ModifiableStatus>true</ModifiableStatus>
<ParameterName>operationProfiling.slowOpThresholdMs</
ParameterName>
</Parameter>
<Parameter>
<ParameterDescription>The expiration threshold in millisecon
ds for idle cursors before MongoDB removes them; i.e. MongoDB removes
cursors that have been idle for the specified cursorTimeoutMillis.
default is 600000(i.e. 10 minutes)</ParameterDescription>
<ParameterValue>600000</ParameterValue>
<CheckingCode>[1-2147483647]</CheckingCode>
<ForceRestart>false</ForceRestart>
<ModifiableStatus>true</Modifiable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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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erName>setParameter.cursorTimeoutMillis</ParameterN

</Parameter>
<Parameter>
<ParameterDescription>The maximum memory bytes that sort
stage may use, default is 33554432(i.e. 32MB)</ParameterDescription>
<ParameterValue>33554432</ParameterValue>
<CheckingCode>[33554432-268435456]</CheckingCode>
<ForceRestart>false</ForceRestart>
<ModifiableStatus>true</ModifiableStatus>
<ParameterName>setParameter.internalQueryExecMaxBlockingSo
rtBytes</ParameterName>
</Parameter>
</RunningParameters>
<EngineVersion>4.0</EngineVersion>
<Engine>mongodb</Engine>
</DescribeParametersResponse>
JSON 格式
{

"ConfigParameters":{
"Parameter":[
{
"ParameterDescription":"The threshold in milliseconds at which the
database profiler considers a query slow, default is 100.",
"ParameterValue":"200",
"ForceRestart":false,
"CheckingCode":"[0-65536]",
"ModifiableStatus":true,
"ParameterName":"operationProfiling.slowOpThresholdMs"
}
]
},
"RequestId":"3ADD0C7D-2D2A-4F15-88FF-E7AC9B9FDCC8",
"RunningParameters":{
"Parameter":[
{
"ParameterDescription":"",
"ParameterValue":"zlib",
"ForceRestart":"true",
"CheckingCode":"snappy|zlib|disabled",
"ModifiableStatus":"true",
"ParameterName":"net.compression.compressors"
},
{
"ParameterDescription":"The level of database profiling, which
inserts information about operation performance into the system.
profile collection. 'off' for no profiling, 'slowOp' for only includes
slow operations, 'all' for includes all operations, default is '
slowOp'.",
"ParameterValue":"slowOp",
"ForceRestart":"false",
"CheckingCode":"off|slowOp|all",
"ModifiableStatus":"true",
"ParameterName":"operationProfiling.mode"
},
{
"ParameterDescription":"The threshold in milliseconds at which the
database profiler considers a query slow, default is 100.",
"ParameterValue":"220",
"ForceRestart":"false",
"CheckingCode":"[0-65536]",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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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iableStatus":"true",
"ParameterName":"operationProfiling.slowOpThresholdMs"
},
{
"ParameterDescription":"The expiration threshold in milliseconds
for idle cursors before MongoDB removes them; i.e. MongoDB removes
cursors that have been idle for the specified cursorTimeoutMillis.
default is 600000(i.e. 10 minutes)",
"ParameterValue":"600000",
"ForceRestart":"false",
"CheckingCode":"[1-2147483647]",
"ModifiableStatus":"true",
"ParameterName":"setParameter.cursorTimeoutMillis"
},
{
"ParameterDescription":"The maximum memory bytes that sort stage
may use, default is 33554432(i.e. 32MB)",
"ParameterValue":"33554432",
"ForceRestart":"false",
"CheckingCode":"[33554432-268435456]",
"ModifiableStatus":"true",
"ParameterName":"setParameter.internalQueryExecMaxBlockingSo
rtBytes"
}
]
},
"EngineVersion":"4.0",
"Engine":"mongodb"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4
403

InvalidDBI
nstanceClass.
NotFound

IncorrectD
BInstanceType

错误信息

描述

Current DB instance type
does not support this

当前的实例类型不⽀持此操
作。

Speciﬁed DB instance
class is not found.

operation.

该实例规格不存在，请您检查
输⼊的参数是否正确。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12.3 DescribeParameterTemplates
调试

调⽤DescribeParameterTemplates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默认的参数模板列表。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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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bePa
rameterTem
plates

Engine

String

是

EngineVers

String

是

4.0

String

否

LTAIgbTGpx
xxxxx

ion
AccessKeyId

返回数据

名称

Parameters
CheckingCo
de

ForceModify

ForceRestart

类型

⽰例值

String

[0-65536]

Boolean

true

Boolean

ParameterD
escription

String

ParameterN
ame

String

⽂档版本：20190815

mongodb

false

The threshold
in millisecon

ds at which the
database proﬁler
considers a
query slow,
default is 100.
operationP
roﬁling.

slowOpThre
sholdMs

描述
要执⾏的操作，取值：DescribePa
rameterTemplates。

数据库引擎，取值：mongodb。
数据库版本号，取值：3.2、3.4、4
.0。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参数模板列表。
参数取值范围。
参数是否处于可修改的状态。
• false：不可修改。
• true：可修改。

修改参数后是否需要重启⽣效。

• false：⽆需重启，提交后即⽣效。
• true：需要重启⽣效。
参数描述。

参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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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ParameterV
alue
RequestId

类型

String
String

⽰例值
100

76B66D95-0670
-4199-A8B1E362286CD015

ParameterC
ount

String
String

4.0

Engine

String

mongodb

EngineVers
ion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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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描述
参数默认值。
请求ID。
参数个数。
数据库版本号。
数据库引擎。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ParameterTemplates
&Engine=mongodb
&EngineVersion=4.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ParameterTemplatesResponse>
<Parameters>
<TemplateRecord>
<ForceModify>true</ForceModify>
<ParameterDescription></ParameterDescription>
<ParameterValue>snappy</ParameterValue>
<CheckingCode>snappy|zlib|disabled</CheckingCode>
<ForceRestart>true</ForceRestart>
<ParameterName>net.compression.compressors</ParameterName>
</TemplateRecord>
<TemplateRecord>
<ForceModify>true</ForceModify>
<ParameterDescription>The level of database profiling, which
inserts information about operation performance into the system.
profile collection. 'off' for no profiling, 'slowOp' for only includes
slow operations, 'all' for includes all operations, default is '
slowOp'.</ParameterDescription>
<ParameterValue>slowOp</ParameterValue>
<CheckingCode>off|slowOp|all</CheckingCode>
<ForceRestart>false</ForceRestart>
<ParameterName>operationProfiling.mode</ParameterName>
</TemplateRecord>
<TemplateRecord>
<ForceModify>true</ForceMod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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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erDescription>The threshold in milliseconds at
which the database profiler considers a query slow, default is 100.</
ParameterDescription>
<ParameterValue>100</ParameterValue>
<CheckingCode>[0-65536]</CheckingCode>
<ForceRestart>false</ForceRestart>
<ParameterName>operationProfiling.slowOpThresholdMs</
ParameterName>
</TemplateRecord>
<TemplateRecord>
<ForceModify>true</ForceModify>
<ParameterDescription>The expiration threshold in millisecon
ds for idle cursors before MongoDB removes them; i.e. MongoDB removes
cursors that have been idle for the specified cursorTimeoutMillis.
default is 600000(i.e. 10 minutes)</ParameterDescription>
<ParameterValue>600000</ParameterValue>
<CheckingCode>[1-2147483647]</CheckingCode>
<ForceRestart>false</ForceRestart>
<ParameterName>setParameter.cursorTimeoutMillis</ParameterN
ame>
</TemplateRecord>
<TemplateRecord>
<ForceModify>true</ForceModify>
<ParameterDescription>The maximum memory bytes that sort
stage may use, default is 33554432(i.e. 32MB)</ParameterDescription>
<ParameterValue>33554432</ParameterValue>
<CheckingCode>[33554432-268435456]</CheckingCode>
<ForceRestart>false</ForceRestart>
<ParameterName>setParameter.internalQueryExecMaxBlockingSo
rtBytes</ParameterName>
</TemplateRecord>
</Parameters>
<RequestId>76B66D95-0670-4199-A8B1-E362286CD015</RequestId>
<ParameterCount>5</ParameterCount>
<EngineVersion>4.0</EngineVersion>
<Engine>mongodb</Engine>
</DescribeParameterTemplatesResponse>
JSON 格式
{

"Parameters":{
"TemplateRecord":[
{
"ForceModify":true,
"ParameterDescription":"",
"ParameterValue":"snappy",
"ForceRestart":true,
"CheckingCode":"snappy|zlib|disabled",
"ParameterName":"net.compression.compressors"
},
{
"ForceModify":true,
"ParameterDescription":"The level of database profiling, which
inserts information about operation performance into the system.
profile collection. 'off' for no profiling, 'slowOp' for only includes
slow operations, 'all' for includes all operations, default is '
slowOp'.",
"ParameterValue":"slowOp",
"ForceRestart":false,
"CheckingCode":"off|slowOp|all",
"ParameterName":"operationProfiling.mode"
},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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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ceModify":true,
"ParameterDescription":"The threshold in milliseconds at which the
database profiler considers a query slow, default is 100.",
"ParameterValue":"100",
"ForceRestart":false,
"CheckingCode":"[0-65536]",
"ParameterName":"operationProfiling.slowOpThresholdMs"
},
{
"ForceModify":true,
"ParameterDescription":"The expiration threshold in milliseconds
for idle cursors before MongoDB removes them; i.e. MongoDB removes
cursors that have been idle for the specified cursorTimeoutMillis.
default is 600000(i.e. 10 minutes)",
"ParameterValue":"600000",
"ForceRestart":false,
"CheckingCode":"[1-2147483647]",
"ParameterName":"setParameter.cursorTimeoutMillis"
},
{
"ForceModify":true,
"ParameterDescription":"The maximum memory bytes that sort stage
may use, default is 33554432(i.e. 32MB)",
"ParameterValue":"33554432",
"ForceRestart":false,
"CheckingCode":"[33554432-268435456]",
"ParameterName":"setParameter.internalQueryExecMaxBlockingSo
rtBytes"
}
]
},
"RequestId":"76B66D95-0670-4199-A8B1-E362286CD015",
"ParameterCount":"5",
"EngineVersion":"4.0",
"Engine":"mongodb"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12.4 ModifyParameters

调⽤ModifyParameters接口修改MongoDB实例的参数。
调⽤本接口时，要求实例状态为运⾏中。
警告:

如果提交的修改参数中包含需要重启才能⽣效的参数，则提交后将实例将⾃动重启。您可以通过调
⽤DescribeParameterTemplates接口查询哪些是修改后需要重启才能⽣效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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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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InstanceId

Parameters

类型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是

是

⽰例值

ModifyPara
meters
ddsbpxxxxxxxx

{"operationP
roﬁling.

slowOpThre
sholdMs":"300
"}

AccessKeyId

NodeId

String

否

LTAIgbTGpx
xxxxx

String

否

d-bpxxxxxxxx

描述
要执⾏的操作，取值：ModifyPara
meters。
实例ID。
说明:

当本参数传⼊的是分⽚集群实
例ID时，还需要传⼊NodeId参
数。
需要修改的参数及参数的取值，格式
为JSON串，例如：{“name”:”

value”,”name”:”value2”}。
说明:

您可以通过调⽤DescribePa
rameterTemplates接口查询默认
的参数模板列表。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分⽚集群实例中的Mongos节点ID
或Shard节点ID。
说明:

当DBInstanceId参数传⼊的是分
⽚集群实例ID时，本参数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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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Reques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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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例值

36923CC2-DDAB
-4B48-A144DA92C1E19537

⽰例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Parameters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Parameters={"operationProfiling.slowOpThresholdMs":"30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ModifyParametersResponse>
<RequestId>36923CC2-DDAB-4B48-A144-DA92C1E19537</RequestId>
</ModifyParameter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36923CC2-DDAB-4B48-A144-DA92C1E19537"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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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索引推荐
13.1 CreateRecommendationTask

调⽤CreateRecommendationTask接口为MongoDB实例创建索引分析任务。
调⽤该接口时，实例必须满⾜以下条件：

• 实例的地域为华东1、华东2、华南1、华北1或华北2。
• 实例类型为副本集实例或分⽚集群实例。
• 实例已开通审计⽇志功能。
说明:

• 调⽤本接口创建索引分析任务后，可以通过调⽤DescribeAvailableTimeRange查询对应的
任务及状态。

调试

• 每个实例每⽇最多可执⾏10次。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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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tTime

类型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是

⽰例值

CreateReco
mmendation
Task

2019-0101T12Z

描述
要执⾏的操作，取值：CreateReco
mmendationTask。

查询开始时间，格式为yyyy-MM-ddT
HHZ（UTC时间）。
说明:

StartTime参数取值必须晚于审计
⽇志的开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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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描述

2019-0101T18Z

查询结束时间，必须晚于查询开

始时间，格式为yyyy-MM-ddTHH
Z（UTC时间）。
说明:

InstanceId

NodeId

String

String

是

查询的时间范围为7天内。

ddsbpxxxxxxxx

否

实例ID。
说明:

d-bpxxxxxxxx

当本参数传⼊的是分⽚集群实
例ID时，还需要传⼊NodeId参
数。
分⽚集群实例中Shard节点ID。
说明:

RegionId

AccessKeyId

返回数据

名称

RequestId

String

String

类型

String

否

cn-hangzhou

否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009D2572-6839
-43C0-8D89-

44DB46CBA2EA
⽰例

当DBInstanceId参数传⼊的是分
⽚集群实例ID时，本参数才可⽤。
实例所属的地域ID，您可以通过调

⽤DescribeDBInstanceAttribute
进⾏查询。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CreateRecommendationTask
&StartTime=2019-01-01T12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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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Time=2019-01-01T18Z
&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CreateRecommendationTaskResponse>
<RequestId>009D2572-6839-43C0-8D89-44DB46CBA2EA</RequestId>
</CreateRecommendationTask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009D2572-6839-43C0-8D89-44DB46CBA2EA"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错误信息

InvalidEndTime. Speciﬁed end time is not
Format
valid.

描述

输⼊的结束时间⽆效，请您检
查输⼊的时间格式是否正确。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13.2 DescribeAvailableTimeRange

调⽤DescribeAvailableTimeRange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索引分析报告的分析时间段和⽣成
状态。

调⽤本接口时，实例必须满⾜以下条件：

• 实例的地域为华东1、华东2、华南1、华北1或华北2。
• 实例类型为副本集实例或分⽚集群实例。
• 实例必须先开通审计⽇志功能。
说明:

您可以通过调⽤CreateRecommendationTask接口创建7天内任意时间段（精确到小时）内的
调试

在线分析任务。分析完成后，⾃动将结果转换为可查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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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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描述

DescribeAv
ailableTim

要执⾏的操作，取值：DescribeAv
ailableTimeRange。

eRange

是

ddsbpxxxxxxxx

否

实例ID。
说明:

d-bpxxxxxxxx

当本参数传⼊的是分⽚集群实
例ID时，还需要传⼊NodeId参
数。
分⽚集群实例中Shard节点ID。
说明:

RegionId

AccessKeyId

返回数据

名称

TimeRange

String

String

类型

否

cn-hangzhou

否

EndTime

String

2019-03-12T16Z

NodeId

String

d-bpxxxxxxxx

实例所属的地域ID，您可以通过调

⽤DescribeDBInstanceAttribute
进⾏查询。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当DBInstanceId参数传⼊的是分
⽚集群实例ID时，本参数才可⽤。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可⽤的时间范围内，索引报告⽣成状态。
查询结束时间，格式为yyyy-MM-ddTHH
Z（UTC时间）。

分⽚集群实例中Shard节点ID。
说明:

当实例类型为分⽚集群实例时，返回本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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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例值

2019-03-11T16Z
Success

描述
查询开始时间，格式为yyyy-MM-ddTHH
Z（UTC时间）。

索引推荐报告的⽣成状态。
• Success：⽣成成功。
• Creating：⽣成中。

TaskId

String

3223xxxx

RequestId

String

5C344679-EDD7
-4BC1-964BDDE01C507BE5

⽰例

• Failure：⽣成失败。
任务ID。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AvailableTimeRange
&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AvailableTimeRangeResponse>
<TimeRange>
<TimeRange>
<Status>Success</Status>
<EndTime>2019-03-12T16Z</EndTime>
<TaskId>3223xxxx</TaskId>
<StartTime>2019-03-11T16Z</StartTime>
</TimeRange>
</TimeRange>
<RequestId>5C344679-EDD7-4BC1-964B-DDE01C507BE5</RequestId>
</DescribeAvailableTimeRangeResponse>
JSON 格式
{

"TimeRange":{
"TimeRange":[
{
"Status":"Success",
"EndTime":"2019-03-12T16Z",
"StartTime":"2019-03-11T16Z",
"TaskId":"3223xxx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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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questId":"5C344679-EDD7-4BC1-964B-DDE01C507BE5"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13.3 DescribeIndexRecommendation

调⽤DescribeIndexRecommendation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的索引推荐详情。
实例须满⾜以下条件，否则该接口调⽤失败：

• 实例的地域为华东1、华东2、华南1、华北1或华北2。
• 实例类型为副本集实例或分⽚集群实例。
调试

• 实例已开通审计⽇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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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InstanceId

String

是

RegionId

String

是

TaskId

String

否

⽰例值

DescribeIn
dexRecomme
ndation

ddsbpxxxxxxxx

cn-hangzhou

3223069

描述
要执⾏的操作，取值：

DescribeAuditPolicy。
实例ID。
实例所属的地域ID，您可以通过调

⽤DescribeDBInstanceAttribute
进⾏查询。

任务ID，您可以通过调⽤

DescribeAvailableTimeRange接
口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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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例值

d-bpxxxxxxxx

描述
分⽚集群实例中Mongos节点ID或
Shard节点ID。
说明:

Database

String

否

mongodbtest

Collection

String

否

customer

StartTime

String

否

2019-0101T12Z

当DBInstanceId参数传⼊的是分
⽚集群实例ID时，本参数才可⽤。
数据库名。
集合名。
查询开始时间，格式为HH:mmZ-HH
Z（UTC时间）。
说明:

EndTime

OperationT
ype
PageSize

PageNumber

AccessKeyId

⽂档版本：20190815

String

否

2019-0102T13Z

String

否

query

Integer

否

30

Integer

否

1

String

否

LTAIgbTGpx
xxxxx

StartTime取值必须晚于审计⽇志
的开启时间。
查询结束时间，必须晚于查询开始时
间，格式为HH:mmZ-HHZ（UTC时
间）。

操作类型，例如query、delete、
update等。

每⻚记录数，取值： 30、50、100
，默认值为30。

⻚码，取值为⼤于0且不超

过Integer数据类型的的最⼤值，默
认值为1。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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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例值

AverageDoc
sExaminedC

Long

1000000

AverageExe
cutionTime

Long

523

Long

0

AverageRet
Long
urnRowCoun

1

Count

Long

364

Database

String

mongodbtest

ExecutionP
lan

String

{\"stage\":\"
COLLSCAN\"}

ount

AverageKey
sExaminedC
ount
t

InMemorySo String
rt
IndexCombi
nes

IndexRecom
mendations
Content

false

{"IndexCombine
": ["db.customer
.createIndex
({\"name\": 1},
{background:
true})"]}

String

db.customer
.createIndex

({\"name\": 1},
{background: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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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索引推荐详情列表。
平均⽂档扫描次数。
平均执⾏时间（毫秒）。
平均索引扫描次数。
平均返回⾏数。
执⾏次数。
数据库名。
查询的执⾏计划。
是否使⽤内存排序。
合并后的索引列表。

索引建议列表。
建议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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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例值
Index

描述
建议的类型。

• Index：建议从索引⽅向进⾏优化。

• Refactor：询命令没有使⽤索引，需
要对查询命令进⾏改写。
• WhereUse：查询使⽤了where语
法，而where语法⽆法使⽤索引，不
建议使⽤。

• NoRecommendation：没有建议。

LastExecut
ionTime

String

2019-03-22T05:52
最近⼀次执⾏时间，格式为yyyy-MM-ddT
:31Z
HH:mm:ssZ（UTC时间）。

Namespace

String

mongodbtest.
customer

说明:

命名空间⼀般是数据库名和集合名的组
合。

Operation

String

query

Query

String

Sort

String

{\"name\":\"<val>
查询命令。
\"}

TotalExecu
tionTime

Long

191569

String

553CCFB2-C013
-4A9D-86A9-

RequestId

{}

F440BA7E365F
⽰例

命名空间。

操作类型。

排序命令。
总执⾏时间（毫秒）。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IndexRecommendation
&InstanceId=dds-bpxxxxxxxx
&RegionId=cn-hangzhou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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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格式
<DescribeIndexRecommendationResponse>
<Analyzations>
<Analyzation>
<InMemorySort>false</InMemorySort>
<Sort>{}</Sort>
<Operation>query</Operation>
<Count>364</Count>
<AverageKeysExaminedCount>0</AverageKeysExaminedCount>
<Database>mongodbtest</Database>
<Query>{"name":"&lt;val&gt;"}</Query>
<AverageExecutionTime>526</AverageExecutionTime>
<AverageReturnRowCount>0</AverageReturnRowCount>
<IndexRecommendations>
<Recommendation>
<RecmdType>Index</RecmdType>
<Content>db.customer.createIndex({"name": 1}, {
background: true})</Content>
</Recommendation>
</IndexRecommendations>
<TotalExecutionTime>191569</TotalExecutionTime>
<LastExecutionTime>2019-03-22T05:52:31Z</LastExecutionTime
>
<ExecutionPlan>{"stage":"COLLSCAN"}</ExecutionPlan>
<Namespace>mongodbtest.customer</Namespace>
<AverageDocsExaminedCount>1000000</AverageDocsExaminedC
ount>
<IndexCombines>
<IndexCombine>db.customer.createIndex({"name": 1}, {
background: true})</IndexCombine>
</IndexCombines>
</Analyzation>
</Analyzations>
<PageNumber>1</PageNumber>
<TotalRecordCount>1</TotalRecordCount>
<RequestId>553CCFB2-C013-4A9D-86A9-F440BA7E365F</RequestId>
<PageRecordCount>1</PageRecordCount>
</DescribeIndexRecommendationResponse>
JSON 格式
{

"Analyzations":{
"Analyzation":[
{
"InMemorySort":false,
"Sort":"{}",
"Operation":"query",
"Count":364,
"AverageKeysExaminedCount":0,
"Database":"mongodbtest",
"Query":"{\"name\":\"<val>\"}",
"AverageExecutionTime":526,
"AverageReturnRowCount":0,
"IndexRecommendations":{
"Recommendation":[
{
"RecmdType":"Index",
"Content":"db.customer.createIndex({\"name\": 1}, {background: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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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otalExecutionTime":191569,
"LastExecutionTime":"2019-03-22T05:52:31Z",
"ExecutionPlan":"{\"stage\":\"COLLSCAN\"}",
"Namespace":"mongodbtest.customer",
"AverageDocsExaminedCount":1000000,
"IndexCombines":{
"IndexCombine":[
"db.customer.createIndex({\"name\": 1}, {background: true})"
]
}

}
]
},
"PageNumber":1,
"TotalRecordCount":1,
"RequestId":"553CCFB2-C013-4A9D-86A9-F440BA7E365F",
"PageRecordCount":1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400

错误信息

InvalidEndTime. Speciﬁed end time is not
Format
valid.

描述

输⼊的结束时间⽆效，请您检
查输⼊的时间格式是否正确。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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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备份与恢复
14.1 DescribeBackupPolicy
调试

调⽤DescribeBackupPolicy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的备份策略。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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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InstanceId

String

是

RegionId

String

否

AccessKeyId

返回数据

名称

BackupRete
ntionPeriod

162

类型

String

类型

String

⽰例值

描述

DescribeBa
ckupPolicy

要执⾏的操作，取值：DescribeBa
ckupPolicy。

ddsbpxxxxxxxx

实例ID。

cn-hangzhou

否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7

实例所属的地域ID，您可以通过调

⽤DescribeDBInstanceAttribute
进⾏查询。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备份保留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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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例值

Monday,
Wednesday,

Friday,Sunday

描述
备份周期。

• Monday：周⼀。

• Tuesday：周⼆。

• Thursday：周四。
• Friday：周五。

• Saturday：周六。
PreferredB
ackupTime

String

20:00Z-21:00Z

RequestId

String

C2C283A1-1CC4
-4DD9-B9853811E0244A45

⽰例

• Sunday：周⽇。

备份时间，格式为HH:mmZ-HH:mm
Z（UTC时间）。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BackupPolicy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BackupPolicyResponse>
<PreferredBackupPeriod>Monday,Wednesday,Friday,Sunday</PreferredB
ackupPeriod>
<RequestId>C2C283A1-1CC4-4DD9-B985-3811E0244A45</RequestId>
<PreferredBackupTime>20:00Z-21:00Z</PreferredBackupTime>
<BackupRetentionPeriod>7</BackupRetentionPeriod>
</DescribeBackupPolicyResponse>
JSON 格式
{

"PreferredBackupPeriod":"Monday,Wednesday,Friday,Sunday",
"RequestId":"C2C283A1-1CC4-4DD9-B985-3811E0244A45",
"PreferredBackupTime":"20:00Z-21:00Z",
"BackupRetentionPeriod":"7"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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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ModifyBackupPolicy
调试

调⽤ModifyBackupPolicy接口修改MongoDB实例的备份策略。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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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InstanceId

String

是

PreferredB

String

是

ackupPeriod

⽰例值

ModifyBack
upPolicy
ddsbpxxxxxxxx
Monday,
Wednesday,

Friday,Sunday

描述
要执⾏的操作，取值：ModifyBack
upPolicy。
实例ID。
备份周期，取值：

• Monday：周⼀。

• Tuesday：周⼆。

• Wednesday：周三。
• Thursday：周四。
• Friday：周五。

• Saturday：周六。
• Sunday：周⽇。
说明:

PreferredB
ackupTime

String

是

03:00Z-04:00Z

如需传⼊多个值，多个值⽤英⽂逗
号（,）隔开。
执⾏备份的时间，格式为HH:mmZHH:mmZ（UTC时间）。
说明:

RegionId

String

否

cn-hangzhou

时间范围限制为1小时。
实例所属的地域ID，您可以通过调

⽤DescribeDBInstanceAttribute
进⾏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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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

名称

Reques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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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类型

String

⽰例值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644A359C-B871
-4DD3-97B5ED91EF5809C2

⽰例

描述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ModifyBackupPolicy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PreferredBackupPeriod=Monday,Wednesday,Friday,Sunday
&PreferredBackupTime=03:00Z-04:00Z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ModifyBackupPolicyResponse>
<RequestId>644A359C-B871-4DD3-97B5-ED91EF5809C2</RequestId>
</ModifyBackupPolicy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644A359C-B871-4DD3-97B5-ED91EF5809C2"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14.3 CreateBackup

调⽤CreateBackup接口⼿动备份MongoDB实例。
调⽤该接口时，要求实例状态为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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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API Explorer】在线调试，API Explorer 提供在线调⽤ API、动态⽣成 SDK Example
代码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能显著降低使⽤云 API 的难度，强烈推荐使⽤。

请求参数

名称
Action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例值

CreateBackup

DBInstanceId

String

是

d-bpxxxxxxxx

BackupMethod

String

否

Logical

描述
要执⾏的操作，取值： CreateBack
up。

实例ID。
实例的备份⽅式，取值：

• Logical：逻辑备份。

• Physical：物理备份，默认为物
理备份。
说明:

AccessKeyId

返回参数

名称

BackupId
RequestId

String

类型

String
String

否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5664xxxx
7016B12F-7F64
-40A4-BAFF013F02AC82FC

⽰例

仅副本集和分⽚集群实例⽀持选择
备份⽅式。单节点实例⽆需传⼊本
参数，固定为快照备份。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备份ID。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CreateBackup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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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CreateBackupResponse>
<RequestId>7016B12F-7F64-40A4-BAFF-013F02AC82FC</RequestId>
<BackupId>5664xxxx</BackupId>
</CreateBackup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7016B12F-7F64-40A4-BAFF-013F02AC82FC",
"BackupId":"5664xxxx"

}
错误码

查看本产品错误码

14.4 DescribeBackups
调试

调⽤DescribeBackups接口查询MongoDB实例的备份列表。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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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tTime

EndTime

类型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是

是

⽰例值

DescribeBa
ckups
2019-03-12T12
:00Z
2019-03-13T12
:00Z

描述
要执⾏的操作，取值：DescribeBa
ckups。

查询开始时间，格式为yyyy-MM-ddT
HH:mmZ（UTC时间）。

查询结束时间，必须晚于查询开始

时间，格式为yyyy-MM-ddTHH:mm
Z（UTC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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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否

⽰例值

描述

ddsbpxxxxxxxx

实例ID。
说明:

d-bpxxxxxxxx

当本参数传⼊的是分⽚集群实
例ID时，还需要传⼊NodeId参
数。
分⽚集群实例中Shard节点ID。
说明:

BackupId

String

否

5664xxxx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PageSize

RegionId

AccessKeyId

返回数据

名称

备份ID。
⻚码，取值为⼤于0且不超

过Integer数据类型的的最⼤值，默
认值为1。

Integer

否

30

String

否

cn-hangzhou

String

类型

PageNumber Integer

168

当DBInstanceId参数传⼊的是分
⽚集群实例ID时，本参数才可⽤。

否

每⻚记录数，取值： 30、50、100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1

PageSize

Integer

30

RequestId

String

8925E66F-1971
-4C8C-90A7F93BF1867E25

，默认值为30。

实例所属的地域ID，您可以通过调

⽤DescribeDBInstanceAttribute
进⾏查询。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码。
每⻚记录数。
请求ID。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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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Integer

⽰例值
1

Backups
BackupDBNa String
mes
BackupDown String
loadURL

mongodbtest,
new,test

http://xxxxx.oss
-cn-hangzhou
.aliyuncs.
com/xxxxx/
hinsxxxxx_
data_xxxxx.tar.
gz

BackupEndT
ime

String

BackupId

Integer

11111111

BackupIntr
anetDownlo

String

http://xxxxx.oss
-cn-hangzhou-

adURL

BackupMeth
od

备份总个数。
备份⽂件详情列表。
备份的数据库名。
备份⽂件的外⽹下载地址，若当前不可下
载，则为空字符串。

2019-03-13T04:34
本次备份结束时间，格式为yyyy-MM-ddT
:57Z
HH:mm:ssZ（UTC时间）。

internal.aliyuncs
.com/xxxxx/
xxxxx.tar.gz

String

描述

Physical

备份ID。
备份⽂件的内⽹下载地址。
说明:

您可以在和此MongoDB实例连通
的ECS（⼆者需属于同地域的经典⽹络
或者在同⼀VPC内）上使⽤该地址下载
⽬标备份⽂件。
备份⽅式。

• Snapshot：快照备份。
• Physical：物理备份。

BackupMode String

BackupSize

⽂档版本：20190815

Long

Automated

335520510

• Logical：逻辑备份。
备份模式。

• Automated：系统⾃动备份。
• Manual：⼿动备份。

备份⽂件⼤小，单位为B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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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例值

BackupStat
us

String

Success

BackupStar
tTime

BackupType

String

String

描述

2019-03-13T04:32
本次备份开始时间，格式为yyyy-MM-ddT
:42Z
HH:mm:ssZ（UTC时间）。

FullBackup

备份状态。

• Success：备份成功。
• Failed：备份失败。
备份类型。

• FullBackup：全量备份。

• IncrementalBackup：增量备份。
⽰例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Backups
&StartTime=2019-03-12T12:00Z
&EndTime=2019-03-13T12:00Z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DescribeBackupsResponse>
<PageNumber>1</PageNumber>
<TotalCount>1</TotalCount>
<PageSize>30</PageSize>
<RequestId>09308D8E-136C-4053-89D8-51350248C31B</RequestId>
<Backups>
<Backup>
<BackupDownloadURL>http://xxxxx.oss-cn-hangzhou.aliyuncs.com/
xxxxx/xxxxx.tar.gz</BackupDownloadURL>
<BackupIntranetDownloadURL>http://xxxxx.oss-cn-hangzhouinternal.aliyuncs.com/xxxxx/xxxxx.tar.gz</BackupIntranetDownloadURL>
<BackupType>FullBackup</BackupType>
<BackupDBNames>mongousertest</BackupDBNames>
<BackupEndTime>2019-05-27T14:27:11Z</BackupEndTime>
<BackupMethod>Physical</BackupMethod>
<BackupMode>Automated</BackupMode>
<BackupSize>25849856</BackupSize>
<BackupStatus>Success</BackupStatus>
<BackupStartTime>2019-05-27T14:24:55Z</BackupStartTime>
<BackupId>11111</BackupId>
</Backup>
</Back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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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BackupsResponse>
JSON 格式
{

"PageNumber":1,
"TotalCount":1,
"PageSize":30,
"RequestId":"09308D8E-136C-4053-89D8-51350248C31B",
"Backups":{
"Backup":[
{
"BackupDownloadURL":"http://xxxxx.oss-cn-hangzhou.aliyuncs.com/
xxxxx/xxxxx.tar.gz",
"BackupIntranetDownloadURL":"http://xxxxx.oss-cn-hangzhou-internal
.aliyuncs.com/xxxxx/xxxxx.tar.gz",
"BackupType":"FullBackup",
"BackupDBNames":"mongousertest",
"BackupEndTime":"2019-05-27T14:27:11Z",
"BackupMode":"Automated",
"BackupMethod":"Physical",
"BackupStatus":"Success",
"BackupSize":25849856,
"BackupId":11111,
"BackupStartTime":"2019-05-27T14:24:55Z"
}
]
}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查看更多错误码。

14.5 RestoreDBInstance

调⽤RestoreDBInstance接口恢复数据⾄当前MongoDB实例。

本接口仅适⽤于副本集实例，暂不⽀持单节点实例和分⽚集群实例。单节点实例可通过从备份点

新建实例克隆当前实例，分⽚集群实例可通过调⽤CreateShardingDBInstance接口克隆当前实
例。

说明:

调试

调⽤该接口将覆盖当前实例的原有数据且⽆法恢复，请谨慎操作。
前往【API Explorer】在线调试，API Explorer 提供在线调⽤ API、动态⽣成 SDK Example
代码和快速检索接口等能⼒，能显著降低使⽤云 API 的难度，强烈推荐使⽤。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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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Backu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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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Integer

是否必选
是
是

⽰例值

描述

RestoreDBI
nstance

要执⾏的操作，取值：RestoreDBI
nstance。

11111111

备份ID。
说明:

DBInstanceId

String

是

AccessKeyId

String

否

返回参数

名称

RequestId

类型

String

ddsbpxxxxxxxx

实例ID。

LTAIgbTGpx
xxxxx

⽰例值

973DCB8F-56B3
-4102-87773A90495927F7

⽰例

您可以通过调⽤DescribeBa
ckups接口查询备份ID。

阿⾥云颁发给⽤⼾的访问服务所⽤的
密钥ID。

描述
请求ID。

请求⽰例
http(s)://mongodb.aliyuncs.com/?Action=RestoreDBInstance
&BackupId=11111111
&DBInstanceId=dds-bpxxx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例
XML 格式

<RestoreDBInstanceResponse>
<RequestId>973DCB8F-56B3-4102-8777-3A90495927F7</RequestId>
</RestoreDBInstanceResponse>
JSON 格式
{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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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973DCB8F-56B3-4102-8777-3A90495927F7"

}
错误码

查看本产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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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附表
15.1 错误码表
错误码描述

⼦账号调⽤API未经授
权

Code

Forbidden.RAM

该操作不⽀持RAM模
式访问

Forbedden.
NotSupportRAM

服务器端异常错误

ServiceUnavailable

输⼊的实例状态不存在 InvalidStatus.
NotFound
输⼊的参数不合法

普通⽤⼾调⽤管理类
API

Forbbiden.
NotAdminUser

缺少参数

MissingParameter

⾄少需要包含
InstanceName或

NewPassword参数两
者之⼀

174

InvalidParameter

MissingParameter

message

httpStatusCode

User not authorized 403
to operate on the
speciﬁed resource,
or this API doesn’t
support RAM.

This action does not 403
support accessed
by RAM mode.

The request has
failed due to a

503

temporary failure
of the server.

The Status provided 404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The speciﬁed
parameter "

400

InstanceName" is
not valid.

User not authorized 403
to operate on the
speciﬁed API as
you are not the
administrator.
Speciﬁed
parameter is

400

InstanceName
/NewPassword

400

missing.

at least one is
mandatory for this
action.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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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该接口没有指定
Owne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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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MissingParameter

指定的参数Token不合 InvalidToken.
法
Malformed
指定的参数
InstanceName不合

InvalidIns
tanceName.

指定的参数Password
不合法

InvalidPassword.
Malformed

法

Malformed

指定的参数Instances InvalidInstances.
不合法
Malformed
指定的参数StartTime InvalidStartTime.
不合法
Malformed

message

httpStatusCode

The input
403
parameter OwnerId
,OwnerAccount
that is mandatory
for processing
this request is not
supplied.

The Speciﬁed
400
parameter \”Token
\” is not valid.
The Speciﬁed
parameter \”

400

The Speciﬁed
parameter \”

400

The Speciﬁed
parameter \”

400

The Speciﬁed
parameter \”

400

The Speciﬁed
parameter \”

400

The Speciﬁed
parameter \”

400

InstanceName\” is
not valid.
Password\” is not
valid.”
Instances\” is not
valid.
StartTime\” is not
valid.

指定的参数EndTime
不合法

InvalidEndTime.
Malformed

指定的参数
InstanceIds不合法

InvalidInstanceIds.
Malformed

余额不⾜

InsuﬃcientBalance Your account does
not have enough

EndTime\” is not
valid.
InstanceIds\” is
not valid.

400

balance.

⽂档版本：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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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描述

⽤⼾未进⾏实名认证

购买数量超出限制
容量配置不合法
⽤了⼀个已经使⽤过
的 ClientToken，但

API参考 / 15 附表

Code

RealNameAu
thenticationError
QuotaExceed
InvalidCapacity.
NotFound
Idempotent
ParameterM

此次请求内容却⼜与上 ismatch
⼀次使⽤该 Token 的
request 不⼀样。

指定的可⽤区库存不⾜ QuotaNotEnough
⽆权调⽤订单类接口

Forbbiden.SubUser

阿⾥云⻛控系统拒绝了 Forbidden.
此次访问
RiskControl
指定的Region不存在

指定的ZoneId不合法
实例ID不存在
密码不正确

InvalidRegion.
NotFound
InvalidZoneId.
NotFound

InvalidInstanceId.
NotFound
IncorrectPassword

message

Your account has
not passed the real
-name authentica
tion yet.

httpStatusCode
403

Living afterpay
instances quota

400

The Capacity
provided does not

400

Request uses a
client token in a

400

Quota not enough
in this zone.

400

exceeded.

exist in our records.
previous request
but is not identical
to that request.

The speciﬁed action 403
is not available for
you.

This operation is
403
forbidden by Aliyun
Risk Control system
.
The RegionId or
ZoneId provided

404

The ZoneId
provided is invalid.

400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The InstanceId
provided does not

404

The Password
provided is not

400

exist in our records.
cor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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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不可⽤

API参考 / 15 附表

Code

ServiceNot
Supported

有未⽣效的续费变配订 HasRenewCh
单
angeOrder
内部错误

备份时间⽆效
输⼊备份类型不合法

InternalError

InvalidPre
ferredBackupTime
InvalidBackupType
.Format

输⼊的备份⽅法不合法 InvalidBac
kupMethod.Format
备份任务已经存在。

BackupJobExists

备份次数已经超出限制 BackupTime
sExceeded
必须输⼊⼀个参数

ParameterL
eastAssociate

输⼊的备份周期不合法 InvalidBac
kupRetenti

onPeriod.
Malformed

message

The speciﬁed
service is not

httpStatusCode
400

supported.

This instance has a 400
renewChange order
.

The request
processing has

500

Speciﬁed preferred
backup time is not

400

Speciﬁed backup
type is not valid.

400

A backup job
already exists in

400

Exceeding the daily
backup times of

400

Must input at
least one optional

400

Speciﬁed backup
retention period is

400

failed due to some
unknown error.
valid.

Speciﬁed backup
400
method is not valid.
the speciﬁed DB
instance.

this DB instance.
parameter.
not valid.

输⼊的下次备份时间不 InvalidPre
Speciﬁed preferred
合法
ferredBackupTime. backup time is not

400

输⼊的备份周期不合法 InvalidPre
ferredBack

400

Format

upPeriod.
Mal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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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当前的实例类型不⽀持 IncorrectD
次操作
BInstanceType
输⼊的key不合法
签名已经被使⽤
已经⽆法分配虚拟ip

InvalidKey.
Malformed
SignatureN
onceUsed

AllocateVpcIp.
NotEnough

该可⽤区不⽀持创建次 Zone.NotSupport
类型实例
规格代码不合法

实例规格不⽀持
实例已经被锁定

MissingClassCode

InvalidDBI
nstanceClass.
NotFound

IncorrectD
BInstanceL
ockMode

备份集Id不存在

Current DB
instance type does
not support this
operation.

Speciﬁed key is not
valid.

httpStatusCode
400

400

Speciﬁed signature
nonce was used

400

Ip resource is not
enough.

400

already.

Speciﬁed zone
does not support

400

Capacity or
InstanceClass is

400

creating with
instance class.

mandatory for this
action.

Speciﬁed DB
404
instance class is not
found.

Current DB
instance lock mode

400

does not support
this operation.

InvalidBackupSetID Speciﬁed backup
400
.NotFound
set ID does not exist

实例状态不⽀持此操作 IncorrectD
BInstanceState
资源不⾜

message

.

Current DB
instance state does

400

not support this
operation.

Insuﬃcie
There is insuﬃcient 400
ntResourceCapacity capacity available
for the requested
in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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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的结束时间⽆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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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InvalidEndTime.
Format

输⼊的保留经典ip的时 InvalidCla
间⻓度不合法
ssicExpiredDays.
Format

备份集状态不⽀持此操 IncorrectB
作
ackupSetState
⽩名单格式不合法

InvalidSec
urityIPList.Format

message

httpStatusCode

The speciﬁed
classicExpiredDays

400

Current backup
set state does not

400

Speciﬁed security
IP list format is not

400

Speciﬁed end time
is not valid.

format is not valid.

support operations.

400

valid.

15.2 实例规格表

参⻅：实例规格表。

15.3 实例状态表
实例状态

状态说明

DBInstanceClassChanging

升降级中

Creating

DBInstanceNetTypeChanging
Deleting

EngineVersionUpgrading
GuardSwitching
HASwitching
Importing

ImportingFromOthers
LinkSwitching

MinorVersionUpgrading
NET_CREATING

NET_DELETING
NodeCreating
NodeDeleting

⽂档版本：20190815

创建中

内外⽹切换中
删除中

迁移版本中
容灾切换中
主备切换中
数据导⼊中

数据库导⼊中
链路切换中

小版本升级中

创建⽹络连接中
删除⽹络连接中
实例节点创建中
实例节点删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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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状态

状态说明

Restoring

备份恢复中

Rebooting
Running

SSLModifying

TempDBInstanceCreating
Transing

TransingToOthers

15.4 性能监控表

重启中
运⾏中

SSL变更中

临时实例创建中
迁移中

迁移数据库中

监控项

Key

内存 使⽤率

MemoryUsage

CPU 使⽤率
IOPS 使⽤量
IOPS 使⽤率

磁盘空间使⽤量
磁盘空间使⽤率
Opcounters

Connections
Cursors

Network

GlobalLock
WiredTi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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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Usage

MongoDB_IOPS
IOPSUsage

MongoDB_DetailedSpaceUsage
DiskUsage

MongoDB_Opcounters

MongoDB_Connections
MongoDB_Cursors

MongoDB_Network

MongoDB_Global_Lock_Current_Queue
MongoDB_Wt_C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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