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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阿里云提醒您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之前仔细阅读、充分理解本法律声明各条款的内容。
如果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您的阅读或使用行为将被视为对本声明全部内容的认可。
1. 您应当通过阿里云网站或阿里云提供的其他授权通道下载、获取本文档，且仅能用
于自身的合法合规的业务活动。本文档的内容视为阿里云的保密信息，您应当严格
遵守保密义务；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您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本手册内容或
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
2. 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公司或个人不得擅自摘抄、翻译、复制本文
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进行传播和宣传。
3.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调整或其他原因，本文档内容有可能变更。阿里云保留在没有
任何通知或者提示下对本文档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权利，并在阿里云授权通道中不时
发布更新后的用户文档。您应当实时关注用户文档的版本变更并通过阿里云授权渠
道下载、获取最新版的用户文档。
4. 本文档仅作为用户使用阿里云产品及服务的参考性指引，阿里云以产品及服务
的“现状”、“有缺陷”和“当前功能”的状态提供本文档。阿里云在现有技术的
基础上尽最大努力提供相应的介绍及操作指引，但阿里云在此明确声明对本文档内
容的准确性、完整性、适用性、可靠性等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任何单位、
公司或个人因为下载、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发生任何差错或经济损失的，阿里云不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阿里云均不对任何间接性、后果性、惩戒性、
偶然性、特殊性或刑罚性的损害，包括用户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遭受的利润损失，
承担责任（即使阿里云已被告知该等损失的可能性）。
5. 阿里云网站上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著作、产品、图片、档案、资讯、资料、网
站架构、网站画面的安排、网页设计，均由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依法拥有其知识
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非经阿里云和/或其关
联公司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修改、复制、公开传播、改变、散布、发
行或公开发表阿里云网站、产品程序或内容。此外，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任
何人不得为了任何营销、广告、促销或其他目的使用、公布或复制阿里云的名称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为或以组合形式包含“阿里云”、“Aliyun”、“万网”等阿
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品牌，上述品牌的附属标志及图案或任何类似公司名称、商
号、商标、产品或服务名称、域名、图案标示、标志、标识或通过特定描述使第三
方能够识别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
6. 如若发现本文档存在任何错误，请与阿里云取得直接联系。

> 文档版本：20220713

I

Dat aWorks

API参考· 通用约定

通用约定
格式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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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例
危险
重置操作将丢失用户配置数据。

警告
警告

该类警示信息可能会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
至故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
时间约十分钟。

注意
注意

用于警示信息、补充说明等，是用户必须
了解的内容。

说明

用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门等，不是
用户必须了解的内容。

权重设置为0，该服务器不会再接受新
请求。

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Ct rl+A选中全部文
件。

>

多级菜单递进。

单击设置 > 网络 > 设置网络类型 。

粗体

表示按键、菜单、页面名称等UI元素。

在结果确认 页面，单击确定 。

Courier字体

斜体

命令或代码。

表示参数、变量。

执行 cd /d C:/window 命令，进入
Windows系统文件夹。
bae log list --inst anceid

Inst ance_ID

[] 或者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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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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ataWorks OpenAPI概述
本文为您介绍Dat aWorks OpenAPI的可用范围、计费方式和调用限制。

可用范围
可用版本：Dat aWorks企业版和旗舰版，详情请参见Dat aWorks各版本详解。
可用地域：华东1（杭州）、华东2（上海）、华南1（深圳）、华北2（北京）、华北3（张家口）、北京政务云、华东2（上
海）金融云、西南1（成都）、中国（香港）、亚太东南1（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美国（硅谷）、印度（孟
买）、美国（弗吉尼亚）和德国（法兰克福）、英国（伦敦）、日本（东京）、澳大利亚（悉尼）、马来西亚（吉隆坡） 。

计费方式
OpenAPI采用版本结合按量计费的商业化方式，计费标准如下。
分类

企业版

旗舰版

免费额度

100万次/月

1000万次/月

按量计费调用次数

0.05美元/万次

每个自然月会附赠每个主账号（包含子账号）在每个地域的OpenAPI调用免费额度。免费额度用尽后，根据0.05美元/万次的价
格进行收费。

调用限制
为规范Dat aWorks OpenAPI的调用，保障系统稳定性，将OpenAPI分为1级、2级和3级，详情请参见OpenAPI列表。不同级别
OpenAPI的调用限制如下。
OpenAPI级别

调用限制

1级

QPS① <=50

2级

QPS① <=20

3级

QPS① <=5，且每日的总调用次数② <=10000次

注释的说明如下：
①：每个主账号及其子账号在每个地域中，针对当前级别的OpenAPI的总QPS。
②：每个主账号及其子账号在每个地域中，针对3级OpenAPI的每日总调用次数。

O penAPI列表
Dat aWorks OpenAPI包括租户、元数据、数据开发、数据集成、数据建模、运维中心、数据质量、数据服务、数据保护伞、迁
移助手及安全中心。如果您在数据开发过程中需要使用Dat aWorks OpenAPI，使用方式请参见数据开发API调用示例。
租户
API名称

API描述

API级别

ListCalcEngines

调用ListCalcEngines查看计算引擎列表。

2级

CreateDataSource

调用CreateDataSource接口，创建
DataWorks数据源。

2级

ListDataSources

调用ListDataSources接口，查询
DataWorks数据源列表。

3级

UpdateDataSource

调用UpdateDataSource接口，更新数据
源。

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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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名称

API描述

API级别

DeleteDataSource

调用DeleteDataSource接口，删除一个数
据源。

2级

ListResourceGroups

调用ListResourceGroups查看资源组列
表。

1级

GetProject

调用GetProject查询一个DataWorks工作
空间的信息。

1级

AddProjectMemberT oRole

调用AddProjectMemberT oRole，添加
DataWorks工作空间用户至角色。用户需
要先添加至DataWorks工作空间内。

2级

CreateProjectMember

调用CreateProjectMember，添加一个用
户至DataWorks工作空间。

2级

DeleteProjectMember

调用DeleteProjectMember，从
DataWorks工作空间移除用户。

2级

ListProjectRoles

调用ListProjectRoles获取工作空间所有角
色的列表。

1级

RemoveProjectMemberFromRole

调用RemoveProjectMemberFromRole，
将DataWorks工作空间内的用户从
DataWorks角色中移除。

2级

ListProjectMembers

调用ListProjectMembers查询DataWorks
工作空间中已存在成员的列表。

1级

ListProjects

调用ListProjects，分页列出用户所在租户
下的DataWorks工作空间列表。

1级

ListProjectIds

调用ListProjectIds，使用目标阿里云账号
（包括阿里云主账号或RAM用户）的ID获取
其拥有角色权限的DataWorks工作空间的
ID列表。

1级

API名称

API描述

API级别

GetMetaDBInfo

调用GetMetaDBInfo获取引擎实例的基本
元数据信息。

1级

GetMetaDBT ableList

调用GetMetaDBT ableList获取引擎实例下
的表。

1级

CheckMetaT able

调用CheckMetaT able检查表是否存在。

1级

CheckMetaPartition

调用CheckMetaPartition检查分区是否存
在。

1级

SearchMetaT ables

调用SearchMetaT ables根据条件搜索表。

1级

GetMetaT ableBasicInfo

调用GetMetaT ableBasicInfo获取表的基
础信息。

1级

GetMetaT ableColumn

调用GetMetaT ableColumn获取表的字段
信息。

1级

GetMetaT ablePartition

调用GetMetaT ablePartition获取表的分区
列表。

1级

元数据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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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名称

API描述

API级别

GetMetaT ableOutput

调用GetMetaT ableOutput获取表的产出
信息。

1级

GetMetaT ableChangeLog

调用GetMetaT ableChangeLog获取表的
变更日志。

1级

GetMetaT ableIntroWiki

调用GetMetaT ableIntroWiki获取表的使用
说明。

1级

GetMetaT ableLineage

调用GetMetaT ableLineage获取表的血缘
关系。

1级

GetMetaColumnLineage

调用GetMetaColumnLineage获取字段的
血缘关系。

2级

CreateMetaCategory

调用CreateMetaCategory创建类目。

2级

DeleteMetaCategory

调用DeleteMetaCategory删除类目。

2级

UpdateMetaCategory

调用UpdateMetaCategory更新类目。

2级

GetMetaCategory

调用GetMetaCategory查询类目树。

1级

GetMetaT ableListByCategory

调用GetMetaT ableListByCategory查询指
定类目下的表。

1级

AddT oMetaCategory

调用AddT oMetaCategory添加表至指定的
类目。

2级

DeleteFromMetaCategory

调用DeleteFromMetaCategory从指定的
类目中移除表。

2级

CreateT able

调用CreateT able创建一个MaxCompute
表。

3级

UpdateT able

调用UpdateT able更新MaxCompute表。

2级

UpdateT ableAddColumn

调用UpdateT ableAddColumn更新
MaxCompute表的字段信息。

3级

DeleteT able

调用DeleteT able删除MaxCompute表。

2级

GetDDLJobStatus

调用GetDDLJobStatus获取创建表、更新
表和删除表的任务状态。

1级

UpdateMetaT able

调用UpdateMetaT able更新表的Meta信
息。

2级

UpdateMetaT ableIntroWiki

调用UpdateMetaT ableIntroWiki更新表的
说明信息，当数据不存在时增加信息。

2级

ListMetaDB

调用ListMetaDB查询数据库列表。

1级

UpdateT ableModelInfo

调用UpdateT ableModelInfo修改表的主
题、层级和物理分类等信息。

2级

CreateT ableT heme

调用CreateT ableT heme创建主题。

2级

DeleteT ableT heme

调用DeleteT ableT heme删除主题。

2级

UpdateT ableT heme

调用UpdateT ableT heme更新主题。

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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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名称

API描述

API级别

ListT ableT heme

调用ListT ableT heme查询主题列表。

1级

CreateT ableLevel

调用CreateT ableLevel创建层级。

2级

DeleteT ableLevel

调用DeleteT ableLevel删除层级。

2级

UpdateT ableLevel

调用UpdateT ableLevel更新层级。

2级

ListT ableLevel

调用ListT ableLevel查询层级列表。

1级

API名称

API描述

API级别

CreateFile

调用CreateFile，在数据开发中创建一个文
件。

3级

CreateUdfFile

调用CreateUdfFile，在数据开发中创建函
数类型文件。

2级

CreateBusiness

调用CreateBusiness创建业务流程。

2级

DeleteBusiness

调用DeleteBusiness删除业务流程。

3级

CreateFolder

调用CreateFolder创建文件夹。

2级

UpdateBusiness

调用UpdateBusiness更新业务流程。

2级

ListFiles

调用ListFiles查询文件列表。

1级

EstablishRelationT ableT oBusiness

调用
EstablishRelationT ableT oBusiness，导
入表至业务流程。相当于在数据开发页面
右键单击业务流程，选择导入表的操作。

2级

SubmitFile

调用SubmitFile，提交文件至调度系统的
开发环境，生成对应的任务。

3级

ListBusiness

调用ListBusiness查询业务流程的列表。

1级

GetFileVersion

调用GetFileVersion获取文件的版本详情。

1级

DeleteFolder

调用DeleteFolder删除数据开发页面的文
件夹。

3级

DeleteFile

调用DeleteFile删除数据开发中的文件。

3级

GetDeployment

调用GetDeployment获取发布包的详情。

1级

UpdateFile

调用UpdateFile更新文件。

2级

GetFolder

调用GetFolder获取文件夹的详情。

1级

ListFileVersions

调用ListFileVersions查询文件的版本列
表。

1级

GetFile

调用GetFile获取文件的详情。

1级

ListFolders

调用ListFolders查询文件夹的列表。

1级

数据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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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名称

API描述

API级别

DeployFile

调用DeployFile部署文件，发布文件至生产
环境。

3级

UpdateUdfFile

调用UpdateUdfFile更新函数的文件信息。

2级

GetBusiness

调用GetBusiness查询业务流程的详情。

1级

UpdateFolder

调用UpdateFolder更新文件夹的信息。

2级

CheckFileDeployment

当您在DataWorks数据开发页面创建的文
件提交成功后，文件将进入发布检查状
态，DataWorks会将文件发布检查事件返
回给您，您需要根据事件内容判断该文件
是否可以继续进行发布校验。此时，可以
通过调用CheckFileDeployment接口，将
待发布文件的检查结果返回至
DataWorks。

1级

ListDeployments

调用ListDeployments，查询发布包列表
信息。该功能与DataWorks控制台任务发
布页面的发布包列表功能对应。

1级

UpdateIDEEventResult

用于在数据开发过程中触发扩展点时，通
过调用UpdateIDEEventResult接口，将扩
展程序对扩展点事件的检查结果返回给
DataWorks的数据开发系统。

2级

GetIDEEventDetail

调用GetIDEEventDetail，根据DataWorks
开放消息的消息ID，查询触发扩展点事件时
的扩展点数据快照。

1级

API名称

API描述

API级别

CreateDISyncT ask

调用CreateDISyncT ask创建数据集成同步
任务。

3级

DeleteDISyncT ask

调用DeleteDISyncT ask接口，删除数据集
成同步任务。当前仅支持使用该接口删除
实时数据同步任务。

3级

UpdateDISyncT ask

调用UpdateDISyncT ask更新数据集成同步
任务。

3级

T estNetworkConnection

调用T estNetworkConnection接口，测试
目标数据源与所使用资源组的网络连通
性。

3级

GetDataSourceMeta

调用GetDataSourceMeta获取目标数据源
的Meta信息。

3级

ListDIProjectConfig

调用ListDIProjectConfig查看当前工作空间
中数据集成同步解决方案任务默认的全局
配置。

3级

UpdateDIProjectConfig

调用UpdateDIProjectConfig修改当前工作
空间中数据集成同步解决方案任务默认的
全局配置。

3级

GetDISyncT ask

调用GetDISyncT ask获取数据集成实时同步
任务和同步解决方案的详情。

3级

数据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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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名称

API描述

API级别

DeployDISyncT ask

调用DeployDISyncT ask发布实时同步任务
和同步解决方案任务。

3级

GetDISyncInstanceInfo

调用GetDISyncInstanceInfo获取实时同步
任务和同步解决方案任务的运行状态。

3级

StartDISyncInstance

调用StartDISyncInstance接口，启动实时
同步任务和解决方案同步任务。

3级

StopDISyncInstance

调用StopDISyncInstance接口，停止实时
同步任务。

3级

T erminateDISyncInstance

调用T erminateDISyncInstance下线数据集
成实时同步任务。

3级

GenerateDISyncT askConfigForCreating

调用
GenerateDISyncT askConfigForCreating
接口，异步生成创建数据集成同步任务的
异步线程ID。

3级

GenerateDISyncT askConfigForUpdating

调用
GenerateDISyncT askConfigForUpdating
接口，异步生成更新数据集成同步任务的
异步线程ID。

3级

QueryDISyncT askConfigProcessResult

调用
QueryDISyncT askConfigProcessResult接
口，通过异步线程ID，获取异步生成或更新
数据集成同步任务需要的参数。

3级

使用API创建数据集成任务，详情请参见创建数据同步任务（API）。
运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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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名称

API描述

API级别

ListAlertMessages

调用ListAlertMessages获取报警信息的列
表。

1级

GetBaselineConfig

调用GetBaselineConfig获取配置详情。

1级

ListNodesByBaseline

调用ListNodesByBaseline获取基线中的节
点。

1级

ListBaselineConfigs

调用ListBaselineConfigs获取基线列表。

1级

GetBaselineKeyPath

调用GetBaselineKeyPath获取基线实例的
关键路径。

1级

GetBaselineStatus

调用GetBaselineStatus获取基线实例的详
情。

1级

ListBaselineStatuses

调用ListBaselineStatuses获取基线实例列
表。

1级

DeleteRemind

调用DeleteRemind删除自定义监控报警规
则。

2级

UpdateRemind

调用UpdateRemind更新自定义报警规
则。

3级

CreateRemind

调用CreateRemind创建自定义报警规则。

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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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名称

API描述

API级别

GetRemind

调用GetRemind获取自定义监控报警规则
的详情。

1级

ListReminds

调用ListReminds获取或搜索自定义监控规
则列表。

1级

ListT opics

调用ListT opics获取或搜索事件列表。

1级

GetT opic

调用GetT opic获取事件的详情。

1级

GetT opicInfluence

调用GetT opicInfluence获取事件影响的基
线实例列表。

1级

GetNode

调用GetNode获取节点的详情。

1级

ListNodeInputOrOutput

调用ListNodeInputOrOutput查询当前节
点的上下游节点信息。该API只能查询上游
或下游的一层节点信息。

1级

ListNodes

调用ListNodes获取节点的列表。

1级

GetNodeCode

调用GetNodeCode获取节点的代码。

1级

GetInstance

调用GetInstance获取实例的详情。

1级

ListInstances

调用ListInstances获取实例的列表。

1级

GetInstanceLog

调用GetInstanceLog获取实例的日志。

1级

StopInstance

调用StopInstance终止实例。

2级

RestartInstance

调用RestartInstance重启实例。

2级

SetSuccessInstance

调用SetSuccessInstance，重置失败状态
的实例为成功。

2级

SuspendInstance

调用SuspendInstance暂停实例。

2级

ResumeInstance

调用ResumeInstance恢复暂停状态的实
例。

2级

RunCycleDagNodes

调用RunCycleDagNodes创建补数据工作
流。

2级

RunSmokeT est

调用RunSmokeT est创建冒烟测试工作
流。

2级

ListSuccessInstanceAmount

调用ListSuccessInstanceAmount，获取
业务日期当天生成的周期实例任务，在业
务日期的不同整点时刻，运行成功的实例
数量统计趋势。

3级

ListInstanceAmount

调用ListInstanceAmount获取指定时间段
周期实例数量的趋势。

1级

T opT enElapsedT imeInstance

调用T opT enElapsedT imeInstance获取实
例运行时长排行。

1级

T opT enErrorT imesInstance

调用T opT enErrorT imesInstance获取近一
个月节点的出错排行。

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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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名称

API描述

API级别

GetFileT ypeStatistic

调用GetFileT ypeStatistic获取节点任务类
型的分布情况。

1级

GetInstanceStatusStatistic

调用GetInstanceStatusCount获取实例任
务不同运行状态的数量统计。

1级

ListFileT ype

调用ListFileT ype查询任务节点的类型信
息，包括类型Code和类型名称。

1级

RunManualDagNodes

调用RunManualDagNodes触发手动业务
流程执行。手动业务流程必须已经在界面
提交发布，运维中心能够找到对应的手动
业务流程，才能使用该接口。

2级

ListManualDagInstances

调用ListManualDagInstances获取手动执
行的业务流程实例的信息。

1级

GetDag

调用GetDag，根据DagId获取Dag详情。

1级

ListDags

根据OpSeq获取单次补数据的所有Dag详
情。

1级

ListNodesByOutput

调用ListNodesByOutput根据节点的输出
结果精确查询目标节点。

1级

RunT riggerNode

调用RunT riggerNode运行一个触发式节
点。

2级

GetNodeParents

调用GetNodeParents获取节点上游列表。

2级

GetNodeChildren

调用GetNodeChildren获取节点下游列
表。

2级

UpdateNodeRunMode

调用UpdateNodeRunMode冻结或解冻目
标节点。

2级

UpdateNodeOwner

调用UpdateNodeOwner修改目标节点的
负责人。

2级

UpdateWorkbenchEventResult

所属扩展程序的运维中心回调API，当运维
中心的流程被扩展程序卡住后，调用
UpdateWorkbenchEventResult返回扩展
程序的处理结果。

2级

ListShiftPersonnels

调用ListShiftPersonnels获取值班表的值
班人员列表。

1级

ListShiftSchedules

调用ListShiftSchedules获取运维中心值班
表列表。

1级

API名称

API描述

API级别

UpdateQualityFollower

调用UpdateQualityFollower更新订阅关
系。

2级

UpdateQualityRule

调用UpdateQualityRule更新规则。

2级

GetQualityRule

调用GetQualityRule获取规则的信息。

1级

数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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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名称

API描述

API级别

ListQualityRules

调用ListQualityRules根据分区表达式获取
规则列表。

3级

CreateQualityRule

调用CreateQualityRule创建质量监控规
则。

3级

DeleteQualityFollower

调用DeleteQualityFollower删除分区表达
式的订阅人。

2级

DeleteQualityRule

调用DeleteQualityRule删除规则。

2级

GetQualityFollower

调用GetQualityFollower获取分区表达式
的订阅人。

1级

CreateQualityFollower

调用CreateQualityFollower创建分区表达
式的订阅人。

3级

DeleteQualityEntity

调用DeleteQualityEntity删除分区表达
式。

2级

GetQualityEntity

调用GetQualityEntity获取分区表达式。

1级

CreateQualityEntity

调用CreateQualityEntity创建数据质量的
分区表达式。

2级

CreateQualityRelativeNode

调用CreateQualityRelativeNode创建分区
表达式关联。

3级

DeleteQualityRelativeNode

调用DeleteQualityRelativeNode删除调度
关联。

2级

ListQualityResultsByEntity

调用ListQualityResultsByEntity，根据分
区表达式查询校验历史结果。

1级

ListQualityResultsByRule

调用ListQualityResultsByRule，根据规则
查询校验结果。

1级

API名称

API描述

API级别

CreateDataServiceApi

调用CreateDataServiceApi创建数据服务
API。

3级

PublishDataServiceApi

调用PublishDataServiceApi发布数据服务
API。

3级

DeleteDataServiceApi

调用DeleteDataServiceApi删除数据服务
API。

3级

ListDataServiceApis

调用ListDataServiceApis获取数据服务API
开发中的信息列表。

1级

GetDataServiceApi

调用GetDataServiceApi查询数据服务API
开发态的详情。

1级

UpdateDataServiceApi

调用UpdateDataServiceApi更新数据服务
API开发态的信息。

3级

GetDataServicePublishedApi

调用GetDataServicePublishedApi查询数
据服务API的发布态信息。

1级

数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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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名称

API描述

API级别

ListDataServicePublishedApis

调用ListDataServicePublishedApis获取数
据服务API的发布态信息列表。

1级

ListDataServiceApiAuthorities

调用ListDataServiceApiAuthorities获取授
权给他人的API列表。

1级

ListDataServiceAuthorizedApis

调用ListDataServiceAuthorizedApis获取
获得授权的API信息列表。

1级

AbolishDataServiceApi

调用AbolishDataServiceApi下线数据服务
API。

3级

GetDataServiceApplication

调用GetDataServiceApplication查询数据
服务App的详情。

1级

ListDataServiceApplications

调用ListDataServiceApplications获取数
据服务应用的基础信息列表。

1级

CreateDataServiceFolder

调用CreateDataServiceFolder创建数据服
务文件夹。

2级

GetDataServiceFolder

调用GetDataServiceFolder查询数据服务
文件夹。

1级

ListDataServiceFolders

调用ListDataServiceFolders查询数据服务
文件夹列表。

1级

CreateDataServiceGroup

调用CreateDataServiceGroup创建数据服
务业务流程。

2级

GetDataServiceGroup

调用GetDataServiceGroup查询数据服务
业务流程。

1级

ListDataServiceGroups

调用ListDataServiceGroups查询数据服务
业务流程列表。

1级

CreateDataServiceApiAuthority

调用CreateDataServiceApiAuthority新增
数据服务API授权。

1级

DeleteDataServiceApiAuthority

调用DeleteDataServiceApiAuthority取消
数据服务API授权。

1级

API名称

API描述

API级别

GetOpSensitiveData

调用GetOpSensitiveData，获取租户下所
有DataWorks工作空间指定日期的敏感数
据访问记录。

1级

DesensitizeData

调用DesensitizeData输入待脱敏数据，返
回脱敏后的结果数据。

1级

GetOpRiskData

调用GetOpRiskData，获取租户下所有
DataWorks工作空间指定日期中有风险的
敏感数据访问记录。

1级

GetSensitiveData

调用GetSensitiveData，获取租户下所有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最新敏感数据识别
结果。

1级

数据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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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名称

API描述

API级别

ScanSensitiveData

调用ScanSensitiveData识别输入数据中是
否存在敏感数据。

1级

API名称

API描述

API级别

CreateImportMigration

调用CreateImportMigration创建导入任
务，导入任务包含数据源信息、任务、表
等对象的DataWorks导入导出包。

2级

GetMigrationProcess

调用GetMigrationProcess获取导入导出任
务的进度状态。

1级

StartMigration

调用StartMigration启动执行导入导出任
务。

2级

CreateExportMigration

调用CreateExportMigration，新建一个
DataWorks的导出任务。该API仅创建导出
任务，不会启动执行导出任务。

2级

GetMigrationSummary

调用GetMigrationSummary，获取导入导
出任务的信息。

2级

ListMigrations

调用ListMigrations，获取导入导出任务的
列表。

2级

API名称

API描述

API级别

CreatePermissionApplyOrder

调用CreatePermissionApplyOrder创建一
个权限申请单。

2级

GetPermissionApplyOrderDetail

调用GetPermissionApplyOrderDetail查询
一个权限申请单的详细信息。

2级

ListPermissionApplyOrders

调用ListPermissionApplyOrders查询权限
申请单列表。

3级

ApprovePermissionApplyOrder

调用ApprovePermissionApplyOrder审批
一个权限申请单。

2级

RevokeColumnPermission

调用RevokeColumnPermission，撤销用
户的表字段权限。

2级

RevokeT ablePermission

调用RevokeT ablePermission，撤销用户
的表权限。

2级

迁移助手

安全中心

如果调用API时产生报错，您可以在对应API文档查看错误码的描述信息，也可以进入错误中心查看错误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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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租户

2.1. ListCalcEngines
调用List CalcEngines查看计算引擎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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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CalcEngine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List CalcEngines 。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计算引擎所属的地域信息。例如，华东2（上海）
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ProjectId

Long

是

27

计算引擎所属的DataWorks工作空间。

Name

String

否

abc

查询的计算引擎名称，精确匹配。

计算引擎类型。目前支
持 ODPS 、 EMR 、 BLINK 、 HOLO 、
CalcEngineT ype

String

是

MaxGraph 、 HYBRIDDB_FOR_POSTGRESQL 、

ODPS

ADB_MYSQL 、 HADOOP_CDH ，不区分大小
写。

EnvT ype

String

否

PRD

计算引擎所属的环境，包括开发环境（DEV）和生
产环境（PRD）。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0条，最大100条。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分页查询页码。大于等于1的正整数，默认为1。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bc1ec92159376****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成功查看计算引擎列表。

Data

Object

23

计算引擎的分页查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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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PageNumber

Integer

1

页码。

PageSize

Integer

2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T otalCount

Integer

1

计算引擎的总数。

CalcEngines

Array of
CalcEngines

BindingProjectNam
e

String

abc

计算引擎关联的工作空间名称。

IsDefault

Boolean

true

是否为当前类型的默认计算引擎。

EngineId

Integer

35

计算引擎ID。

DwRegion

String

cn-zhangjiakou

计算引擎关联的DataWorks工作空间所在的地域。

计算引擎列表。

计算引擎的访问身份。
USER 当前用户
T askAuthT ype

String

PROJECT

PROJECT 项目执行用户
SUBACCOUNT 子账号
ST S_ROLE sts角色

CalcEngineT ype

String

ODPS

计算引擎类型。值枚举列表
ODPS
EMR
BLINK

HOLO

RIDDB_FOR_POSTGRESQL

ADB_MYSQL

MaxGraph

HYB

HADOOP_CD

H

计算引擎的详细信息。
ODPS
{
"pubEndpoint":
"service.cn.maxcompute.aliyun.com/api",
"endpoint":
"service.cn.maxcompute.aliyuninc.com/api",
"resourceGroupType": "ODPS",
"resourceGroupId": "361826516****",
"vpcEndpoint":
"service.cn.maxcompute.aliyuninc.com/api",
"projectName": "onefall_test_zjk",
"taskSameAsOwner": "true"
}
E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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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 aWorks

类型

示例值

{
描述
"emrClusterId": "C-xxx",
"specs": "{\"emrClusterId\":\"Cxxx\",\"emrAccessMode\":\"simple\",\"emrR
esourceQueueName\":\"default\",\"emrProje
ctId\":\"FP-xxx\"}",
"endpoint": "emr.aliyuncs.com",
"emrResourceQueueName": "default",
"emrAccessMode": "simple",
"resourceGroupType": "DW",
"projectName": "xx-xxxx",
"emrProjectId": "FP-xxxx",
"taskSameAsOwner": "false"
}

BLINK
{
"bayesProjectId": "xxxx",
"bayesProjectName": "xc_blxxixxxnk_1",
"cluster": "xxxssxsx",
"endpoint":
"https://stream.console.aliyun.com",
"engineType": "BLINK",
"name": "xsxsxxxxx",
"projectName": "xc_blxxxsxink_1",
"queue": "root.xc_blxsxxxxxxink_1",
"resourceGroupType": "DW",
"specs": "
{\"cluster\":\"xxxxxx\",\"bayesProjectNam
e\":\"xc_blxxixxxnk_1\",\"bayesProjectId\
":\"ssxxxsa\",\"name\":\"sxsxsxxx\",\"que
ue\":\"root.sxxsxxsx\"}",
"taskSameAsOwner": false
}

H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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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示例值

{
描述
"endpoint": "hgprecn-cn-xsxssxsx-cnshanghaiinternal.hologres.aliyuncs.com:80",
"engineType": "ODPS",
"odpsEndpoint": "hgprecn-cn-xsxssxxscn-shanghaiinternal.hologres.aliyuncs.com:80",
"odpsProjectName": "xsxssxsxsx",
"projectName": "xsxssxsxsx",
"resourceGroupType": "DW",
"specs": "{\"pubEndpoint\":\"hgprecncn-xsxssxsxs-cnshanghai.hologres.aliyuncs.com:80\",\"com
monBuyInstanceId\":\"hgprecn-cnxsxsxsxs\",\"project\":\"holo_upxsxgrade1
\",\"common_buy_instance_id\":\"hgprecncn-xsxsxs\",\"endpoint\":\"hgprecn-cnxsxxsxs-cn-shanghaiinternal.hologres.aliyuncs.com:80\",\"por
t\":\"80\",\"host\":\"hgprecn-cnxsxsxsxs-cn-shanghaiinternal.hologres.aliyuncs.com\",\"vpcEnd
point\":\"hgprecn-cn-xsxsxsxs-cnshanghaivpc.hologres.aliyuncs.com:80\",\"authType
\":2,\"region\":\"cn-shanghai\"}",
"taskSameAsOwner": false
}

MaxGraph
{
"endpoint": "http://pregraphcompute.aliyuncs.com",
"engineType": "ODPS",
"odpsEndpoint": "http://pregraphcompute.aliyuncs.com",
"odpsProjectName": "xsxsxsxs",
"projectName": "xsxsxsxs",
"resourceGroupType": "DW",
"taskSameAsOwner": false
}
EngineInfo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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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Dat aWorks

类型

示例值

{
描述
"endpoint":
"hybriddb_for_postgresql_mo12121ck_endpoi
nt",
"engineType": "ODPS",
"odpsEndpoint":
"hybriddb_for_postgresql_m121212ock_endpo
int",
"odpsProjectName": "sxasaxsaxaxas",
"projectName": "sxasaxsaxaxas",
"resourceGroupType": "DW",
"specs": "{\"connectionString\":\"gpxsxsxsxxs.gpdb.rds.aliyuncs.com\",\"datab
ase\":\"xsxsxxsxs\",\"password\":\"xxxxxx
x\",\"instanceId\":\"gpcdcdacdacda\",\"port\":\"3432\",\"ownerId
\":\"12121212\",\"username\":\"sdasaddsa\
"}",
"taskSameAsOwner": false
}

ADB_MYSQL
{
"endpoint": "adb_mysql_mock_endpoint",
"engineType": "ODPS",
"odpsEndpoint":
"adb_mysql_mock_endpoint",
"odpsProjectName": "am-xsaxaxa",
"projectName": "am-xsxsaxa",
"resourceGroupType": "DW",
"specs": "{\"connectionString\":\"amxsaxsa.ads.aliyuncs.com:3306\",\"database
\":\"xsaxsaxa\",\"password\":\"xsaxsaxass
xsa\",\"instanceId\":\"amxsaxsasx\",\"username\":\"xsaxsadsd\"}",
"taskSameAsOwner": false
}

HADOOP_C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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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示例值

{
描述
"bindingBaseId": "xsaxsaxs",
"endpoint": "xsaaaaa",
"engineType": "ODPS",
"odpsEndpoint": "axsxaxssxs",
"odpsProjectName": "ssxxax",
"projectName": "xsaxsaxsa",
"resourceGroupId": 45208xxxxxx,
"resourceGroupType": "GATEWAY",
"specs": "{\"cluster\":{\"hive\":
{\"hiveServer2Url\":\"jdbc:hive2://xxxxxx
er-1-cn-shanghai-pre-kerberos1:10000\",\"hiveMetastore\":\"thrift://xx
xxxxxr-1-cn-shanghai-pre-kerberos1:9083\",\"version\":\"2.1.1\"},\"configF
iles\":
{\"coreSite\":\"4534574xxxxxx\",\"hdfsSit
e\":\"453457919xxxxxxx\",\"mapredSite\":\
"45345750xxxxxx\",\"yarnSite\":\"4534575x
xxxx\",\"krb5Conf\":\"4534576xxxxx1\",\"h
iveSite\":\"453457xxxxx20\"},\"spark\":
{\"version\":\"2.4.0\"},\"cdh\":
{\"version\":\"6.3.2\"},\"hdfs\":
{\"version\":\"3.0.0\"},\"impala\":
{\"impalaUrl\":\"jdbc:impala://cdhxsxssxxsx-1-cn-shanghai-pre-kerberos1:21050\",\"version\":\"3.2.0\"},\"yarn\"
:{\"YarnUrl\":\"http://cdh-xsxsxsxsxs-1cn-shanghai-pre-kerberos1:8032\",\"webUrl\":\"http://cdhxsxsxssxxssx-1-cn-shanghai-pre-kerberos1:8088\",\"version\":\"3.0.0\"},\"presto\
":{\"prestoUrl\":\"jdbc:presto://cdhxssxsxxsxsxs-1-cn-shanghai-pre-kerberos1:8080/hive/default\",\"version\":\"0.244
.1\"}},\"instanceId\":161sdads733,\"authD
etail\":
{\"principal\":\"hive@HADOOP.COM\",\"keyt
abFileId\":\"45345815xsxsxs3\",\"type\":\
"kerberos\",\"username\":\"xsxsxsxsa@HADO
OP.COM\"},\"resGroupStatus\":\"\",\"hadoo
pAuthType\":\"kerberos\",\"clusterIdentif
ier\":\"xssxsxsxsx\",\"clusterId\":xsxsx,
\"resGroupId\":4520870619xsxssxxs,\"acces
sMode\":\"security\",\"authType\":2}",
"taskSameAsOwner": false
}

计算引擎所在的环境。
EnvT ype

String

PRD

DEV 开发环境
PRD 生产环境

Region

String

cn-zhangjiakou

计算引擎所在的地域。

GmtCreate

String

Oct 10, 2019 3:42:44 PM

计算引擎的创建时间。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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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BindingProjectId

Integer

27

计算引擎绑定的工作空间ID。

Name

String

abc

计算引擎的显示名称。

T enantId

Long

1234567

租户ID。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CalcEngines
&ProjectId=27
&Name=abc
&CalcEngineType=ODPS
&EnvType=PRD
&PageSize=10
&PageNumber=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ListCalcEngines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RequestId>0bc1ec92159376****</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Data>
<PageNumber>1</PageNumber>
<PageSize>20</PageSize>
<TotalCount>1</TotalCount>
<CalcEngines>
<BindingProjectName>abc</BindingProjectName>
<IsDefault>true</IsDefault>
<EngineId>35</EngineId>
<DwRegion>cn-zhangjiakou</DwRegion>
<TaskAuthType>PROJECT</TaskAuthType>
<CalcEngineType>ODPS</CalcEngineType>
<EnvType>PRD</EnvType>
<Region>cn-zhangjiakou</Region>
<GmtCreate>Oct 10, 2019 3:42:44 PM</GmtCreate>
<BindingProjectId>27</BindingProjectId>
<Name>abc</Name>
<TenantId>1234567</TenantId>
</CalcEngines>
</Data>
</ListCalcEnginesResponse>

JSON 格式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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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RequestId" : "0bc1ec92159376****",
"Success" : true,
"Data" : {
"PageNumber" : 1,
"PageSize" : 20,
"TotalCount" : 1,
"CalcEngines" : {
"BindingProjectName" : "abc",
"IsDefault" : true,
"EngineId" : 35,
"DwRegion" : "cn-zhangjiakou",
"TaskAuthType" : "PROJECT",
"CalcEngineType" : "ODPS",
"EnvType" : "PRD",
"Region" : "cn-zhangjiakou",
"GmtCreate" : "Oct 10, 2019 3:42:44 PM",
"BindingProjectId" : 27,
"Name" : "abc",
"TenantId" : 1234567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数据源不存在。

400

Invalid.T enant.ProjectNo
tExists

T he project does not exist.

项目不存在。

400

Invalid.T enant.UserNotIn
Project

T he user is not in the project.

用户不在项目中。

400

Invalid.CalcEngineEnvT yp
e

T he specified envT ype %s is invalid.

传入的引擎环境类型非法

400

Invalid.CalcEngineT ype

T he specified calcEngineT ype %s is
invalid.

传入的引擎类型非法

403

Invalid.T enant.UserIsNot
ProjectOwnerOrAdmin

T he user is not a project administrator
or owner.

用户不是项目负责人或者项目管理员。

403

Invalid.T enant.UserNotIn
T enant

T he user is not in tenant.

用户不在租户中。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2.2. CreateDataSource
调用Creat eDat aSource接口，创建Dat aWorks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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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DataSourc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Creat eDat aSo urce 。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数据源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
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的Endpoint自动
解析。

ProjectId

Long

是

1

数据源所在的DataWorks工作空间ID。您可以通
过ListProjects接口获取工作空间ID。

Name

String

是

abc

数据源的名称。

Description

String

否

abc

数据源的描述信息。

数据源的类型。常用类型如下：
odps
mysql
rds
oss
sqlserver
DataSourceT ype

String

是

rds

polardb
oracle
mongodb
emr
postgresql
analyticdb_for_mysql
hybriddb_for_postgresql
holo

SubT ype

String

否

mysql

EnvT ype

Integer

是

1

数据源的子类型。仅当DataSourceT ype参数配置
为rds时，该参数生效。
当DataSourceT ype参数配置为rds时，该参数可以
配置为mysql、sqlserver或postgresql。

数据源所属的环境，包括0（开发环境）和1（生产
环境）。

数据源的详细信息。部分常用数据源样例如下：
od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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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
描述
"accessId": "xssssss",
"accessKey": "xsaxsaxsa",
"authType": 2,
"endpoint":
"http://service.odps.aliyun.com/api"
,
"project": "xsaxsax",
"tag": "public"
}

mysql
{
"database": "xsaxsa",
"instanceName": "rm-xsaxsa",
"password": "xsaxsa",
"rdsOwnerId": "xasxsa",
"regionId": "cn-shanghai",
"tag": "rds",
"username": "xsaxsa"
}

rds
{
"configType": 1,
"tag": "rds",
"database": "xsaxsa",
"username": "xsaxsa",
"password": "xssaxsa$32050",
"instanceName": "rm-xsaxs",
"rdsOwnerId": "11111111"
}

oss
{
"accessId": "sssssxx",
"accessKey": "xsaxaxsaxs",
"bucket": "xsa-xs-xs",
"endpoint": "http://oss-cnshanghai.aliyuncs.com",
"tag": "public"
}

sqlserver
{
"jdbcUrl":
"jdbc:sqlserver://xsaxsaxsaxsa.database.xxx.cn:123;DatabaseN
ame=xsxs-xsxs",
"password": "sdasda$fs",
"tag": "public",
"username": "sxaxacdacdd"
}

polar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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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Dat aWorks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
描述
"clusterId": "pc-sdadsadsa",
"database": "dsadsadsa",
"ownerId": "121212122",
"password": "sdasdafssa",
"region": "cn-shanghai",

Content

String

是

{"database":"dbnam
e","instanceName":"i
nstancename","pass
word":"password","r
dsOwnerId":"123","us
ername":"username"}

"tag": "polardb",
"username": "asdadsads"
}

oracle
{
"jdbcUrl":
"jdbc:oracle:saaa:@xxxxx:1521:PROD",
"password": "sxasaxsa",
"tag": "public",
"username": "sasfadfa"
}

mongodb
{
"address": "
[\"xsaxxsa.mongodb.rds.aliyuncs.com:
3717\"]",
"database": "admin",
"password": "sadsda@",
"tag": "public",
"username": "dsadsadas"
}

emr
{
"accessId": "xsaxsa",
"emrClusterId": "C-dsads",
"emrResourceQueueName": "default",
"emrEndpoint": "emr.aliyuncs.com",
"accessKey": "dsadsad",
"emrUserId": "224833315798889783",
"name": "sasdsadsa",
"emrAccessMode": "simple",
"region": "cn-shanghai",
"authType": "2",
"emrProjectId": "FP-sdadsad"
}

postgresql
{
"jdbcUrl":
"jdbc:postgresql://xxxx:1921/ssss",
"password": "sdadsads",
"tag": "public",
"username": "sdsasda"
}

analyticdb_for_mysql

33

> 文档版本：20220713

Dat aWorks

API参考· 租户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
描述

示例值

"instanceId": "am-sadsada",
"database": "xsxsx",
"username": "xsxsa",
"password": "asdadsa",
"connectionString": "amxssxsxs.ads.aliyuncs.com:3306"
}

hybriddb_for_postgresql
{
"connectionString": "gp-xsaxsaxamaster.gpdbmaster.rds.aliyuncs.com",
"database": "xsaxsaxas",
"password": "xsaxsaxsa@11",
"instanceId": "gp-xsaxsaxsa",
"port": "541132",
"ownerId": "xsaxsaxsas",
"username": "sadsad"
}

holo
{
"accessId": "xsaxsaxs",
"accessKey": "xsaxsaxsa",
"database": "xsaxsaxsa",
"instanceId": "xsaxa",
"tag": "aliyun"
}

返回数据

kafka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String

200

"instanceId": "xsax-cn-xsaxsa",
HT T P状态码。
"regionId": "cn-shanghai",

Data

Long

123

数据源ID。 "ownerId": "1212121212112"
}

RequestId

String

0bc141151593763****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是否成功。

{

"tag": "aliyun",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DataSource
&ProjectId=1
&Name=abc
&Description=abc
&DataSourceType=rds
&SubType=mysql
&EnvType=1
&Content={"database":"dbname","instanceName":"instancename","password":"password","rdsOwnerId":"123","userna
me":"username"}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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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CreateDataSource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123</Data>
<RequestId>0bc141151593763****</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CreateDataSource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Data" : 123,
"RequestId" : "0bc141151593763****",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数据源不存在。

400

Invalid.T enant.ProjectNo
tExists

T he project does not exist.

项目不存在。

400

Invalid.T enant.UserNotIn
Project

T he user is not in the project.

用户不在项目中。

400

ConnectionAlreadyExist

T he connection with envT ype %s and
name %s already exists.

连接串名称重复

400

DataSource.CheckRamRo
leFailure

Failed to check the RAM role. AccountId
%s. roleArn %s.

校验数据源权限失败

400

DataSource.ConnectionS
trProperty.PatternNotMa
tch

T he pattern value %s is invalid. T he
correct pattern is %s.

数据源连接串属性不匹配规则

400

Invalid.DataSource.DataS
ourceT ypeNotSupport

T he dataSourceT ype %s and subT ype
%s are not supported.

数据源类型暂不支持

400

MissingParam.Connectio
nStr.Property

You must specify property %s required
by the data source connection string.

数据源连接串信息必填属性缺失

400

Invalid.DataSource.DataS
ourceT ypeNotExist

T he data source type %s does not
exist.

数据源类型不存在。

403

Invalid.T enant.UserIsNot
ProjectOwnerOrAdmin

T he user is not a project administrator
or owner.

用户不是项目负责人或者项目管理员。

403

Invalid.T enant.UserNotIn
T enant

T he user is not in tenant.

用户不在租户中。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2.3. ListData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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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ListDataSources
调用List Dat aSources接口，查询Dat aWorks数据源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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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DataSource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List Dat aSo urces 。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数据源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
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的Endpoint自动
解析。

ProjectId

Long

是

1

数据源所在的DataWorks工作空间ID。您可以通
过ListProjects接口获取工作空间ID。

Name

String

否

test

查询的数据源名称。

数据源的类型。常用的类型如下：
odps
mysql
rds
oss
sqlserver
DataSourceT ype

String

否

rds

polardb
oracle
mongodb
emr
postgresql
analyticdb_for_mysql
hybriddb_for_postgresql
holo

SubT ype

String

否

mysql

数据源的子类型。仅当DataSourceT ype参数配置
为RDS时，该参数生效。
当DataSourceT ype参数配置为RDS时，该参数可
以配置为mysql、sqlserver或postgresql。

数据源的状态。取值如下：
Status

String

否

ENABLED

ENABLED，正常。
DISABLED，禁用。

EnvT 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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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1

数据源所属的环境，包括0（开发环境）和1（生产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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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为100条。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分页查询的页码。取值为大于等于1的正整数。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bc14115159376359****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是否成功。

Data

Object

PageNumber

Integer

1

页码。

PageSize

Integer

2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为100条。

T otalCount

Integer

233

数据源的总数。

DataSources

Array of
DataSources

Status

Integer

数据源的查询结果。

数据源列表。

数据源的状态。取值如下：
1

1，表示数据源正常使用。
2，表示数据源已禁用。

ProjectId

Integer

123

SubT ype

String

mysql

GmtModified

String

Mar 17, 2021 4:09:32 PM

EnvT ype

Integer

1

数据源关联的工作空间ID。

数据源的子类型。仅当DataSourceT ype参数配置为RDS
时，该参数生效。
当DataSourceT ype参数配置为RDS时，该参数可以配置为
mysql、sqlserver或postgresql。

修改数据源的时间。时间格式示例为Mar 17, 2021
4:09:32 PM。

数据源所在的环境。取值如下：
0，开发环境。
1，生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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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示例值

描述
数据源的状态。取值如下：

ConnectStatus

Integer

1

1，表示数据源正常使用。
2，表示数据源已禁用。

Sequence

Integer

300

排序字段。数据源按此字段从大到小排序。

Description

String

a connection

数据源的描述信息。

数据源的类型。常用类型如下：
odps
mysql
rds
oss
sqlserver
DataSourceT ype

String

rds

polardb
oracle
mongodb
emr
postgresql
analyticdb_for_mysql
hybriddb_for_postgresql
holo

GmtCreate

String

Mar 17, 2021 4:09:32 PM

创建数据源的时间。时间格式示例为Mar 17, 2021
4:09:32 PM。

DefaultEngine

Boolean

false

数据源关联的引擎是否为同类型数据源选用的默认引擎。

Shared

Boolean

false

是否为共享的数据源。

Operator

String

193543050****

最近一次修改数据源的阿里云用户ID。

Name

String

abc

数据源的名称。

数据连接串的相关信息。格式为JSON格式。常用的数据源
对应的连接串样例如下：
MaxComp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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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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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示例值

json
描述
{
"pubEndpoint":
"http://service.cn.maxcompute.aliyun.com/
api",
"accessId": "xxxxxxx",
"securityToken": null,
"endpoint":
"http://service.cn.maxcompute.aliyuninc.com/api",
"accessKey": "***",
"name": "PRE_PROJECT_A_engine",
"project": "PRE_PROJECT_A",
"vpcEndpoint":
"http://service.cn.maxcompute.aliyuninc.com/api",
"region": "cn-shanghai",
"authType": "2"
}

mysql
json
{
"configType": "1",
"database": "mysql_d111b",

Content

String

{"pubEndpoint":"http://
service.cn.maxcompute.
aliyun.com/api","accessI
d":"T MP.3KecGjvzy3i8MY
fn2BGHgF7EHGyBFZcHm7
GgngrABVRyvvKQrfF5ksk
R36xP361C3dqwbGo7SG
YptAeGyiT wHXqLaBUvYC
","securityT oken":null,"e
ndpoint":"http://service
.cn.maxcompute.aliyuninc.com/api","accessKey"
:"***","name":"PRE_PROJ
ECT _A_engine","project":
"PRE_PROJECT _A","vpcEn
dpoint":"http://service.c
n.maxcompute.aliyuninc.com/api","region":"c
nshanghai","authT ype":"2
"}

"instanceName": "rm-xxxxxx",
"password": "***",
"rdsOwnerId": "12133xxxxxx",
"tag": "rds",
"username": "mysql_db111"
}

sqlserver
json
{
"configType": "1",
"jdbcUrl": "jdbc:sqlserver://rmxxxxx.sqlserver.rds.aliyuncs.com:1433;Dat
abaseName=sqlserver_db1",
"password": "***",
"tag": "public",
"username": "sqlserver_db111"
}

oss
json
{
"accessId": "LTAINbR9Uxxxx",
"accessKey": "***",
"bucket": "bigxxx1223",
"configType": "1",
"endpoint": "http://oss-cnhangzhou.aliyuncs.com",
"tag": "public"
}

postgre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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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示例值

json
描述
{
"configType": "1",
"database": "cdp_xxx",
"instanceName": "rm-xxxx",
"password": "***",
"rdsOwnerId": "121xxxxx",
"tag": "rds",
"username": "cdp_xxx"
}

redis
json
{
"address": "[{\"host\":\"rxxxx.redis.rds.aliyuncs.com\",\"port\":63
79}]",
"aliyunKp": "12xxxx",
"password": "***",
"tag": "public"
}

ads
json
Id

Integer

1

BindingCalcEngineI
d

Integer

123

T enantId

Long

1234567

{
数据源ID。
"configType": "1",
"password": "***",
"schema": "ads_demo",
数据源关联的计算引擎ID。
"tag": "public",
"url": "ads-xxx-xxxx.cn-hangzhou租户ID。
1.ads.aliyuncs.com:3029",
"username": "lslslsls"

示例

}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DataSources
&Name=test
&ProjectId=1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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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RequestId>0bc14115159376359****</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233</TotalCount>
<PageSize>2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DataSources>
<Status>1</Status>
<Operator>193543050****</Operator>
<ConnectStatus>1</ConnectStatus>
<SubType>mysql</SubType>
<Description>a connection</Description>
<BindingCalcEngineId>123</BindingCalcEngineId>
<ProjectId>123</ProjectId>
<GmtModified>Mar 17, 2021 4:09:32 PM</GmtModified>
<Sequence>300</Sequence>
<Shared>false</Shared>
<EnvType>1</EnvType>
<Name>abc</Name>
<DefaultEngine>false</DefaultEngine>
<TenantId>1234567</TenantId>
<GmtCreate>Mar 17, 2021 4:09:32 PM</GmtCreate>
<Content>{"pubEndpoint":"http://service.cn.maxcompute.aliyun.com/api","accessId":"TMP.3KecGjvzy3i8MY
fn2BGHgF7EHGyBFZcHm7GgngrABVRyvvKQrfF5kskR36xP361C3dqwbGo7SGYptAeGyiTwHXqLaBUvYC","securityToken":null,"endp
oint":"http://service.cn.maxcompute.aliyun-inc.com/api","accessKey":"***","name":"PRE_PROJECT_A_engine","pro
ject":"PRE_PROJECT_A","vpcEndpoint":"http://service.cn.maxcompute.aliyun-inc.com/api","region":"cn-shanghai"
,"authType":"2"}</Content>
<DataSourceType>rds</DataSourceType>
<Id>1</Id>
</DataSources>
</Data>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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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0bc14115159376359****",
"HttpStatusCode" : 200,
"Data" : {
"TotalCount" : 233,
"PageSize" : 20,
"PageNumber" : 1,
"DataSources" : {
"Status" : 1,
"Operator" : "193543050****",
"ConnectStatus" : 1,
"SubType" : "mysql",
"Description" : "a connection",
"BindingCalcEngineId" : 123,
"ProjectId" : 123,
"GmtModified" : "Mar 17, 2021 4:09:32 PM",
"Sequence" : 300,
"Shared" : false,
"EnvType" : 1,
"Name" : "abc",
"DefaultEngine" : false,
"TenantId" : 1234567,
"GmtCreate" : "Mar 17, 2021 4:09:32 PM",
"Content" : "{\"pubEndpoint\":\"http://service.cn.maxcompute.aliyun.com/api\",\"accessId\":\"TMP.3KecG
jvzy3i8MYfn2BGHgF7EHGyBFZcHm7GgngrABVRyvvKQrfF5kskR36xP361C3dqwbGo7SGYptAeGyiTwHXqLaBUvYC\",\"securityToken\
":null,\"endpoint\":\"http://service.cn.maxcompute.aliyun-inc.com/api\",\"accessKey\":\"***\",\"name\":\"PRE
_PROJECT_A_engine\",\"project\":\"PRE_PROJECT_A\",\"vpcEndpoint\":\"http://service.cn.maxcompute.aliyun-inc.
com/api\",\"region\":\"cn-shanghai\",\"authType\":\"2\"}",
"DataSourceType" : "rds",
"Id" : 1
}
},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数据源不存在。

400

Invalid.T enant.ProjectNo
tExists

T he project does not exist.

项目不存在。

400

Invalid.T enant.UserNotIn
Project

T he user is not in the project.

用户不在项目中。

403

Invalid.T enant.UserIsNot
ProjectOwnerOrAdmin

T he user is not a project administrator
or owner.

用户不是项目负责人或者项目管理员。

403

Invalid.T enant.UserNotIn
T enant

T he user is not in tenant.

用户不在租户中。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2.4. UpdateDataSource
调用Updat eDat aSource接口，更新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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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SDK代码
示例。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UpdateDataSourc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Updat eDat aSo urce 。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数据源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
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的Endpoint自动
解析。

Description

String

否

xxx

数据源的描述信息。

EnvT ype

Integer

是

1

数据源所在的环境。取值如下：
0，开发环境。
1，生产环境。

需要修改的目标数据源的详细信息。
不支持修改数据源的类型，例如，您不可以修改
odps类型的数据源为mysql类型。
部分常用数据源的信息样例如下：
odps
{
"accessId": "xssssss",
"accessKey": "xsaxsaxsa",
"authType": 2,
"endpoint":
"http://service.odps.aliyun.com/api"
,
"project": "xsaxsax",
"tag": "public"
}

mysql
{
"database": "xsaxsa",
"instanceName": "rm-xsaxsa",
"password": "xsaxsa",
"rdsOwnerId": "xasxsa",
"regionId": "cn-shanghai",
"tag": "rds",
"username": "xsaxsa"
}

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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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
描述
"configType": 1,
"tag": "rds",
"database": "xsaxsa",
"username": "xsaxsa",
"password": "xssaxsa$32050",
"instanceName": "rm-xsaxs",
"rdsOwnerId": "11111111"
}

oss
{
"accessId": "sssssxx",
"accessKey": "xsaxaxsaxs",
"bucket": "xsa-xs-xs",
"endpoint": "http://oss-cnshanghai.aliyuncs.com",
"tag": "public"
}

sqlserver
{
"jdbcUrl":
"jdbc:sqlserver://xsaxsaxsaxsa.database.xxx.cn:123;DatabaseN
ame=xsxs-xsxs",
"password": "sdasda$fs",
"tag": "public",
"username": "sxaxacdacdd"
}

polardb
{
"clusterId": "pc-sdadsadsa",
"database": "dsadsadsa",
"ownerId": "121212122",
"password": "sdasdafssa",
"region": "cn-shanghai",
"tag": "polardb",
"username": "asdadsads"
}

oracle
{
"jdbcUrl":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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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是

{"accessId":"xssssss",
"accessKey":"xsaxsax
sa","authT ype":2,"en
dpoint":"http://servi
ce.odps.aliyun.com/a
pi","project":"xsaxsax
","tag":"public"}

"jdbc:oracle:saaa:@xxxxx:1521:PROD",
"password": "sxasaxsa",
"tag": "public",
"username": "sasfadfa"
}

mongo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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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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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
描述
"address": "
[\"xsaxxsa.mongodb.rds.aliyuncs.com:
3717\"]",
"database": "admin",
"password": "sadsda@",
"tag": "public",
"username": "dsadsadas"
}

emr
{
"accessId": "xsaxsa",
"emrClusterId": "C-dsads",
"emrResourceQueueName": "default",
"emrEndpoint": "emr.aliyuncs.com",
"accessKey": "dsadsad",
"emrUserId": "224833315798889783",
"name": "sasdsadsa",
"emrAccessMode": "simple",
"region": "cn-shanghai",
"authType": "2",
"emrProjectId": "FP-sdadsad"
}

postgresql
{
"jdbcUrl":
"jdbc:postgresql://xxxx:1921/ssss",
"password": "sdadsads",
"tag": "public",
"username": "sdsasda"
}

analyticdb_for_mysql
{
"instanceId": "am-sadsada",
"database": "xsxsx",
"username": "xsxsa",
"password": "asdadsa",
"connectionString": "amxssxsxs.ads.aliyuncs.com:3306"
}

hybriddb_for_postgresql
{
"connectionString": "gp-xsaxsaxamaster.gpdbmaster.rds.aliyuncs.com",
"database": "xsaxsaxas",
"password": "xsaxsaxsa@11",
"instanceId": "gp-xsaxsaxsa",
"port": "541132",
"ownerId": "xsaxsaxsas",
"username": "sadsad"
}

h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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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
描述

示例值

"accessId": "xsaxsaxs",
"accessKey": "xsaxsaxsa",
"database": "xsaxsaxsa",
"instanceId": "xsaxa",
"tag": "aliyun"
}

kafka
{
"instanceId": "xsax-cn-xsaxsa",
"regionId": "cn-shanghai",
"tag": "aliyun",
"ownerId": "1212121212112"
}

Status

String

否

ENABLED

数据源的状态。该字段已废弃，请勿使用。

DataSourceId

Long

是

1

需要更新的数据源ID，您可以调
用ListDataSources获取数据源的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String

200

HT T P状态码。

Data

Boolean

true

是否成功更新数据源。

RequestId

String

0bc14115159376359****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UpdateDataSource
&Description=xxx
&EnvType=1
&Content={"accessId":"xssssss","accessKey":"xsaxsaxsa","authType":2,"endpoint":"http://service.odps.aliyun.c
om/api","project":"xsaxsax","tag":"public"}
&Status=ENABLED
&DataSourceId=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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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UpdateDataSource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true</Data>
<RequestId>0bc14115159376359****</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UpdateDataSource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Data" : true,
"RequestId" : "0bc14115159376359****",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数据源不存在。

400

Invalid.T enant.ProjectNo
tExists

T he project does not exist.

项目不存在。

400

Invalid.T enant.UserNotIn
Project

T he user is not in the project.

用户不在项目中。

400

MissingParam.Connectio
nStr.Property

You must specify property %s required
by the data source connection string.

数据源连接串信息必填属性缺失

400

DataSource.CheckRamRo
leFailure

Failed to check the RAM role. AccountId
%s. roleArn %s.

校验数据源权限失败

400

DataSource.ConnectionS
trProperty.PatternNotMa
tch

T he pattern value %s is invalid. T he
correct pattern is %s.

数据源连接串属性不匹配规则

400

DataSource.NotFound

T he specified data source ID %s does
not exist.

数据源不存在

400

Invalid.Connection.Empty

You must specify the connection
parameter.

数据源参数为空

400

Invalid.DataSource.DataS
ourceT ypeNotExist

T he data source type %s does not
exist.

数据源类型不存在。

400

Invalid.DataSource.DataS
ourceT ypeNotSupport

T he dataSourceT ype %s and subT ype
%s are not supported.

数据源类型暂不支持

400

Invalid.Operation

You cannot delete the
bindingCalcEngine that is bound to the
data source.

数据源绑定的计算引擎不允许删除

400

Required.Parameter.Emp
ty

You must specify the parameter %s.

必填参数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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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3

Invalid.T enant.UserIsNot
ProjectOwnerOrAdmin

T he user is not a project administrator
or owner.

用户不是项目负责人或者项目管理员。

403

Invalid.T enant.UserNotIn
T enant

T he user is not in tenant.

用户不在租户中。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2.5. DeleteDataSource
调用Delet eDat aSource接口，删除一个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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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DataSource

要执行的操作。

DataSourceId

Long

是

1

数据源ID，您可以调用ListDataSources获取数据源
的ID。

cn-shanghai

数据源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
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的Endpoint自动
解析。

RegionId

String

是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ata

Boolean

true

请求是否成功。

HttpStatusCode

String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bc1411515937635****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DataSource
&DataSourceId=1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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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格式
<RequestId>0bc1411515937635****</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true</Data>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bc1411515937635****",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true,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数据源不存在。

400

Invalid.T enant.ProjectNo
tExists

T he project does not exist.

项目不存在。

403

Invalid.T enant.UserIsNot
ProjectOwnerOrAdmin

T he user is not a project administrator
or owner.

用户不是项目负责人或者项目管理员。

400

Invalid.T enant.UserNotIn
Project

T he user is not in the project.

用户不在项目中。

403

Invalid.T enant.UserNotIn
T enant

T he user is not in tenant.

用户不在租户中。

400

Invalid.Operation

You cannot delete the
bindingCalcEngine that is bound to the
data source.

数据源绑定的计算引擎不允许删除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2.6. ListResourceGroups
调用List ResourceGroups查看指定类型的资源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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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ResourceGroups

要执行的操作。

cn-shanghai

DataWorks工作空间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Region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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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需要查看的资源组类型。取值如下：
0（DataWorks）
1（调度）
2（MaxCompute）

ResourceGroupT ype

Integer

是

3（PAI）

3

4（数据集成）
8（AppStudio）
9 （dataService）
当取值表示引擎时，查看的资源组列表为购买该类
型引擎时创建的资源组列表。

Keyword

String

否

abc

BizExtKey

String

否

default

关键字。用于模糊查询资源组名称和资源组标识。

资源组的类别。取值如下：
default，公共资源组。
single，独享资源组。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Data

Array of Data

BizExtKey

String

示例值

描述
资源组列表。

资源组的类别。取值如下：
default

default，公共资源组。
single，独享资源组。

Cluster

String

AY18G

集群的名称。该参数仅对于MaxCompute和PAI资源组类型
生效。

CreateT ime

String

Jul 9, 2018 2:43:37 PM

创建集群的时间。格式示例为Jul 9, 2018 2:43:37 PM。

是否使用Kp（关键人）访问。取值如下：

EnableKp

Boolean

false

true：表示MaxCompute引擎使用阿里云账号UID作为
访问账户的显示名称。
false：表示MaxCompute引擎使用阿里云账号名称作
为访问账户的显示名称。
其余类型无意义。该参数仅对MaxCompute引擎生效。

Id

Long

1234567

资源组的ID。

Identifier

String

e1815577-2f4e-4c5eb29****

资源组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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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示例值

描述
是否为默认资源组。取值如下：

IsDefault

Boolean

true

true：是默认资源组。
false：非默认资源组。

资源组的类型。取值如下：
Mode

String

SHARE

ISOLAT E：表示预付费的独享资源组。
SHARE：表示后付费的公共资源组。
DEVELOP：表示开发者版本。

Name

String

abc

资源组的名称。

资源组的类型。取值如下：
0（DataWorks）
2（MaxCompute）
ResourceGroupT yp
e

String

3

3（PAI）
4（数据集成）
7（调度）
8（AppStudio）
9 （dataService）

Sequence

Integer

300

序列字段。用于将已创建的资源组按照创建的序号从小到
大升序排序。

Specs

Map

{}

资源组的详细信息。{}中显示的内容为资源组的详细信息。

资源组的状态。取值如下：
NORMAL(0)，表示资源组状态正常，处于运行中或服务
中。
ST OP(1)，表示资源组已到期，处于冻结状态。
DELET ED(2)，表示资源组已被释放或销毁。
CREAT ING(3)，表示资源组正在创建或启动。
Status

Integer

0

CREAT E_FAILED(4)，表示资源组创建或启动失败。
UPDAT ING(5)，表示资源组正在扩容或升级。
UPDAT E_FAILED(6)，表示资源组扩容或升级失败。
DELET ING(7)，表示资源组正在被释放或销毁。
DELET E_FAILED(8)，表示资源组释放或销毁失败。
T IMEOUT (9)，表示对资源组执行的操作超时。所有变更
操作均可能会超时，该枚举值暂时仅提供给数据服务使
用。

T enantId

Long

1234567

租户ID。

UpdateT ime

String

Jul 9, 2018 2:43:37 PM

最近一次更新资源组的时间。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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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0bc1411515937635973**
**

请求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ResourceGroups
&RegionId=cn-shanghai
&ResourceGroupType=3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0bc1411515937635973****</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Status>0</Status>
<IsDefault>true</IsDefault>
<CreateTime>Jul 9, 2018 2:43:37 PM</CreateTime>
<Mode>SHARE</Mode>
<Cluster>AY18G</Cluster>
<Sequence>300</Sequence>
<ResourceGroupType>3</ResourceGroupType>
<Name>abc</Name>
<TenantId>1234567</TenantId>
<Identifier>e1815577-2f4e-4c5e-b29****</Identifier>
<EnableKp>false</EnableKp>
<BizExtKey>default</BizExtKey>
<UpdateTime>Jul 9, 2018 2:43:37 PM</UpdateTime>
<Id>1234567</Id>
<Specs>{}</Specs>
</Data>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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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0bc1411515937635973****",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Status": 0,
"IsDefault": true,
"CreateTime": "Jul 9, 2018 2:43:37 PM",
"Mode": "SHARE",
"Cluster": "AY18G",
"Sequence": 300,
"ResourceGroupType": 3,
"Name": "abc",
"TenantId": 1234567,
"Identifier": "e1815577-2f4e-4c5e-b29****",
"EnableKp": false,
"BizExtKey": "default",
"UpdateTime": "Jul 9, 2018 2:43:37 PM",
"Id": 1234567,
"Specs": "{}"
},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数据源不存在。

400

Invalid.T enant.ProjectNo
tExists

T he project does not exist.

项目不存在。

403

Invalid.T enant.UserIsNot
ProjectOwnerOrAdmin

T he user is not a project administrator
or owner.

用户不是项目负责人或者项目管理员。

400

Invalid.T enant.UserNotIn
Project

T he user is not in the project.

用户不在项目中。

403

Invalid.T enant.UserNotIn
T enant

T he user is not in tenant.

用户不在租户中。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2.7. GetProject
调用Get Project 查询一个Dat aWorks工作空间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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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Project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Get Pro ject 。

53

> 文档版本：20220713

Dat aWorks

API参考· 租户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ProjectId

Long

是

27

DataWorks工作空间ID。您可以通过ListProjects接
口获取工作空间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数据源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
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的Endpoint自动
解析。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bc1411515937635973**
**

请求的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成功查询工作空间的信息。

Data

Object

工作空间的描述信息。

工作空间的状态，取值如下：
AVAILABLE(0)，工作空间运行正常。
DELET ED(1)，工作空间已被删除。
INIT IALIZING(2)，初始化工作空间。
INIT _FAILED(3)，工作空间初始化失败。
Status

Integer

0

FORBIDDEN(4)，手动禁用工作空间。
DELET ING(5)，正在删除工作空间。
DEL_FAILED(6)，工作空间删除失败。
FROZEN(7)，工作空间欠费冻结。
UPDAT ING(8)，更新工作空间（为工作空间添加并初始
化计算引擎）。
UPDAT E_FAILED(9)，更新工作空间（为工作空间添加并
初始化计算引擎）失败。

MaxFlowNode

Integer

1

该字段已废弃。

ProjectId

Integer

27

工作空间的ID。

IsAllowDownload

Integer

1

是否允许下载ide上查询的结果，取值如下：
1，允许下载。
0，不允许下载。

工作空间的模式，取值如下：
ProjectMode

Integer

2

2，表示简单工作空间模式。
3，表示标准工作空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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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GmtModified

String

Dec 3, 2019 9:12:20 PM

修改工作空间的时间，示例格式为Dec 3, 2019 9:12:20
PM。

ProdStorageQuota

String

1

该字段已废弃。

ProjectDescription

String

abc

工作空间的描述。

DevelopmentT ype

Integer

4

工作空间的开发类型，目前均为4。该字段已废弃。

T ablePrivacyMode

Integer

1

MaxCompute表的可见性权限，取值如下：
0，租户内用户不可见MaxCompute表。
1，租户内用户可见MaxCompute表。

DefaultDiResource
GroupIdentifier

String

group_280749521****

购买MaxCompute独享资源组时，默认分配的资源组的标
识。

SchedulerMaxRetry
T imes

Integer

3

默认出错自动重跑的次数。

ProtectedMode

Integer

1

工作空间是否开启了保护模式，取值如下：
1，开启保护模式。
0，未开启保护模式。

SchedulerRetryInte
rval

Integer

120000

默认出错自动重跑的时间间隔，单位为ms。取值最大为30
分钟，注意单位转换。

Appkey

String

0

该字段已废弃。

DevStorageQuota

String

0

该字段已废弃。

ResidentArea

String

private

工作空间的类型，private为私有区，swap为交换区。

IsDefault

Integer

1

是否为默认工作空间，取值如下：
1，是。
0，否。

Destination

Integer

0

该字段已废弃。

ProjectName

String

abc

工作空间的显示名称。

ProjectIdentifier

String

abc

工作空间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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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示例值

描述
是否禁用开发角色，取值如下：

DisableDevelopme
nt

Boolean

true

0，开启开发角色。
1，禁用开发角色。
默认取值为0。

ProjectOwnerBaseI
d

String

18229311****

工作空间所有者的阿里云ID。

BaseProject

Boolean

false

该字段已废弃。

UseProxyOdpsAcco
unt

Boolean

true

访问MaxCompute引擎是否使用代理账号。

GmtCreate

String

Oct 10, 2019 3:42:53 PM

创建工作空间时间，示例格式Dec 3, 2019 9:12:20 PM。

T enantId

Long

280749521

租户ID。

EnvT ypes

Array of String

["PROD"]

工作空间包含的环境：
简单模式只有生产环境（PROD）。
标准模式包含开发环境（DEV）和生产环境（PROD）。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Project
&ProjectId=27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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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GetProjectResponse>
<RequestId>0bc1411515937635973****</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ProjectOwnerBaseId>18229311****</ProjectOwnerBaseId>
<Destination>0</Destination>
<ProjectName>abc</ProjectName>
<IsAllowDownload>1</IsAllowDownload>
<DevelopmentType>4</DevelopmentType>
<GmtModified>Dec 3, 2019 9:12:20 PM</GmtModified>
<DisableDevelopment>true</DisableDevelopment>
<BaseProject>false</BaseProject>
<ProjectDescription>abc</ProjectDescription>
<ProjectMode>2</ProjectMode>
<Status>0</Status>
<ProjectIdentifier>abc</ProjectIdentifier>
<IsDefault>1</IsDefault>
<DevStorageQuota>0</DevStorageQuota>
<SchedulerMaxRetryTimes>3</SchedulerMaxRetryTimes>
<ProjectId>27</ProjectId>
<ResidentArea>private</ResidentArea>
<UseProxyOdpsAccount>true</UseProxyOdpsAccount>
<TenantId>280749521</TenantId>
<GmtCreate>Oct 10, 2019 3:42:53 PM</GmtCreate>
<MaxFlowNode>1</MaxFlowNode>
<ProtectedMode>1</ProtectedMode>
<Appkey>0</Appkey>
<TablePrivacyMode>1</TablePrivacyMode>
<ProdStorageQuota>1</ProdStorageQuota>
<DefaultDiResourceGroupIdentifier>group_280749521****</DefaultDiResourceGroupIdentifier>
<SchedulerRetryInterval>120000</SchedulerRetryInterval>
<EnvTypes>["PROD"]</EnvTypes>
</Data>
<Success>true</Success>
</GetProject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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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0bc1411515937635973****",
"HttpStatusCode" : 200,
"Data" : {
"ProjectOwnerBaseId" : "18229311****",
"Destination" : 0,
"ProjectName" : "abc",
"IsAllowDownload" : 1,
"DevelopmentType" : 4,
"GmtModified" : "Dec 3, 2019 9:12:20 PM",
"DisableDevelopment" : true,
"BaseProject" : false,
"ProjectDescription" : "abc",
"ProjectMode" : 2,
"Status" : 0,
"ProjectIdentifier" : "abc",
"IsDefault" : 1,
"DevStorageQuota" : 0,
"SchedulerMaxRetryTimes" : 3,
"ProjectId" : 27,
"ResidentArea" : "private",
"UseProxyOdpsAccount" : true,
"TenantId" : 280749521,
"GmtCreate" : "Oct 10, 2019 3:42:53 PM",
"MaxFlowNode" : 1,
"ProtectedMode" : 1,
"Appkey" : 0,
"TablePrivacyMode" : 1,
"ProdStorageQuota" : 1,
"DefaultDiResourceGroupIdentifier" : "group_280749521****",
"SchedulerRetryInterval" : 120000,
"EnvTypes" : "[\"PROD\"]"
},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数据源不存在。

400

Invalid.T enant.ProjectNo
tExists

T he project does not exist.

项目不存在。

400

Invalid.T enant.UserNotIn
Project

T he user is not in the project.

用户不在项目中。

403

Invalid.T enant.UserIsNot
ProjectOwnerOrAdmin

T he user is not a project administrator
or owner.

用户不是项目负责人或者项目管理员。

403

Invalid.T enant.UserNotIn
T enant

T he user is not in tenant.

用户不在租户中。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2.8. AddProjectMemberTo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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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AddProject MemberT oRole，添加Dat aWorks工作空间的成员至目标角色。使用该接口前，您需要先添加目标账号为
Dat aWorks工作空间的成员。
添加目标账号为Dat aWorks工作空间的成员，详情请参见Dat aWorks工作空间添加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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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AddProjectMemberT
oRole

要执行的操作。

ProjectId

Long

是

27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通
过ListProjects接口获取工作空间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DataWorks工作空间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RoleCode

String

是

role_project_guest

DataWorks工作空间角色的Code。您可以调
用ListProjectRoles获取角色的Code。

UserId

String

是

1234

阿里云账号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控制台，鼠
标悬停至顶部菜单栏右侧的用户头像，查看账号
ID。

ClientT oken

String

否

1AFAE64E-D1BE432B-A9*****

幂等字段，建议使用UUID。用于唯一标识此次调用
操作。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1AFAE64E-D1BE-432BA9****

请求的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AddProjectMemberToRole
&ProjectId=27
&RegionId=cn-shanghai
&RoleCode=role_project_guest
&UserId=1234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1AFAE64E-D1BE-432B-A9****</Reques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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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格式
{
"RequestId": "1AFAE64E-D1BE-432B-A9****"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数据源不存在。

400

Invalid.T enant.ProjectNo
tExists

T he project does not exist.

项目不存在。

403

Invalid.T enant.UserIsNot
ProjectOwnerOrAdmin

T he user is not a project administrator
or owner.

用户不是项目负责人或者项目管理员。

400

Invalid.T enant.UserNotIn
Project

T he user is not in the project.

用户不在项目中。

403

Invalid.T enant.UserNotIn
T enant

T he user is not in tenant.

用户不在租户中。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2.9. CreateProjectMember
调用Creat eProject Member，添加一个用户至Dat aWorks工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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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ProjectMember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Creat ePro ject Member 。

ProjectId

Long

是

27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

UserId

String

是

1234

待添加的用户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DataWorks工作空间所属地域的ID。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ClientT oken

String

否

1AFAE64E-D1BE432B-A9****

幂等串，建议使用UUID。

RoleCode

String

否

role_project_guest

角色code，非必填，当不为空，则用户一并添加到
此角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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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1AFAE64E-D1BE-432BA9****

请求ID。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ProjectMember
&ProjectId=27
&RegionId=cn-shanghai
&UserId=1234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CreateProjectMemberResponse>
<RequestId>1AFAE64E-D1BE-432B-A9****</RequestId>
</CreateProjectMember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1AFAE64E-D1BE-432B-A9****"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数据源不存在。

400

Invalid.T enant.ProjectNo
tExists

T he project does not exist.

项目不存在。

400

Invalid.T enant.UserNotIn
Project

T he user is not in the project.

用户不在项目中。

400

Invalid.T enant.UserAlrea
dyInProject

T he user already exists in the project.

待添加用户已经存在于工作空间中。

400

Invalid.T enant.UserNotIn
T enant

T he user is not in the tenant.

待添加成员不在租户中。

403

Invalid.T enant.UserIsNot
ProjectOwnerOrAdmin

T he user is not a project administrator
or owner.

用户不是项目负责人或者项目管理员。

403

Invalid.T enant.UserNotIn
T enant

T he user is not in tenant.

用户不在租户中。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2.10. DeleteProject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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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DeleteProjectMember
调用Delet eProject Member，从Dat aWorks工作空间移除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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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ProjectMember

要执行的操作。

ProjectId

Long

是

27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Dataworks工作空间所属地域的ID。

UserId

String

是

1234

用户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1AFAE64E-D1BE-432BA9****

请求ID。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ProjectMember
&ProjectId=27
&RegionId=cn-shanghai
&UserId=1234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1AFAE64E-D1BE-432B-A9****</RequestId>

JSON 格式
{
"RequestId": "1AFAE64E-D1BE-432B-A9****"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数据源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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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T enant.ProjectNo
tExists

T he project does not exist.

项目不存在。

403

Invalid.T enant.UserIsNot
ProjectOwnerOrAdmin

T he user is not a project administrator
or owner.

用户不是项目负责人或者项目管理员。

400

Invalid.T enant.UserNotIn
Project

T he user is not in the project.

用户不在项目中。

403

Invalid.T enant.UserNotIn
T enant

T he user is not in tenant.

用户不在租户中。

400

Invalid.T enant.UserAlrea
dyInProject

T he user already exists in the project.

待添加用户已经存在于工作空间中。

400

Invalid.T enant.UserNotIn
T enant

T he user is not in the tenant.

待添加成员不在租户中。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2.11. ListProjectRoles
调用List Project Roles获取工作空间所有角色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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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ProjectRoles

要执行的操作。

ProjectId

Long

是

27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Dataworks工作空间所处地域的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ProjectRoleList

Array of Role

ProjectRoleCode

String

role_project_owner

工作空间的角色Code。

ProjectRoleId

Integer

24

工作空间的角色ID。

ProjectRoleName

String

项目所有者

工作空间的角色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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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工作空间的角色类型。枚举值:

ProjectRoleT ype

String

0

0:预设角色类型
1:用户自定义角色类型

RequestId

String

1AFAE64E-D1BE-432BA9****

请求ID。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ProjectRoles
&ProjectId=27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1AFAE64E-D1BE-432B-A9****</RequestId>
<ProjectRoleList>
<ProjectRoleName>项⽬所有者</ProjectRoleName>
<ProjectRoleId>24</ProjectRoleId>
<ProjectRoleCode>role_project_owner</ProjectRoleCode>
<ProjectRoleType>0</ProjectRoleType>
</ProjectRoleList>

JSON 格式
{
"RequestId":"1AFAE64E-D1BE-432B-A9****",
"ProjectRoleList":[
{
"ProjectRoleName":"项⽬所有者",
"ProjectRoleId":"24",
"ProjectRoleCode":"role_project_owner",
"ProjectRoleType":"0"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数据源不存在。

400

Invalid.T enant.ProjectNo
tExists

T he project does not exist.

项目不存在。

403

Invalid.T enant.UserIsNot
ProjectOwnerOrAdmin

T he user is not a project administrator
or owner.

用户不是项目负责人或者项目管理员。

400

Invalid.T enant.UserNotIn
Project

T he user is not in the project.

用户不在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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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3

Invalid.T enant.UserNotIn
T enant

T he user is not in tenant.

用户不在租户中。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2.12. RemoveProjectMemberFromRole
调用RemoveProject MemberFromRole，将Dat aWorks工作空间内的用户从Dat aWorks角色中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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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RemoveProjectMemb
erFromRole

要执行的操作。

ProjectId

Long

是

27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DataWorks工作空间所在地域的ID。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角色Code。可调用接口
ListProjectRoles获取项目有哪些角色code列表。
默认预设角色枚举如下：
role_project_owner 项目所有者
role_project_admin 空间管理员
RoleCode

String

是

role_project_dev 开发

role_project_guest

role_project_pe 运维
role_project_deploy 部署
role_project_guest 访客
role_project_security 安全管理员
role_project_tester 体验者
role_project_erd 模型设计师

UserId

String

是

1234

用户的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1AFAE64E-D1BE-432BA9****

请求ID。

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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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RemoveProjectMemberFromRole
&ProjectId=27
&RegionId=cn-shanghai
&RoleCode=role_project_guest
&UserId=1234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1AFAE64E-D1BE-432B-A9****</RequestId>

JSON 格式
{
"RequestId": "1AFAE64E-D1BE-432B-A9****"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数据源不存在。

400

Invalid.T enant.ProjectNo
tExists

T he project does not exist.

项目不存在。

403

Invalid.T enant.UserIsNot
ProjectOwnerOrAdmin

T he user is not a project administrator
or owner.

用户不是项目负责人或者项目管理员。

400

Invalid.T enant.UserNotIn
Project

T he user is not in the project.

用户不在项目中。

403

Invalid.T enant.UserNotIn
T enant

T he user is not in tenant.

用户不在租户中。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2.13. ListProjectMembers
调用List Project Members查询Dat aWorks工作空间中已存在成员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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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ProjectMember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List Pro ject Members 。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工作空间所在地域的ID。

ProjectId

Long

是

27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

> 文档版本：20220713

66

API参考· 租户

Dat aWorks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分页查询时的页码。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分页查询时，每页的大小。取值范围：1~100。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1AFAE64E-D1BE-432BA9****

请求ID。

Data

Object

PageNumber

Integer

1

当前的页码。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的大小。

T otalCount

Integer

3

结果的总条数。

ProjectMemberList

Array of
ProjectMember

Status

String

0

查询状态。包括NARMAL(0) 正常、FORBIDDEN(1) 禁用、
DELET ED(2) 已删除。

ProjectMemberId

String

121

成员的用户ID。

Nick

String

zhangsan

工作空间成员的昵称。

ProjectMemberNa
me

String

张三

成员的名称。

ProjectMemberT yp
e

String

0

成员的类型。

ProjectRoleList

Array of Role

ProjectRoleId

Integer

查询结果。

工作空间的成员列表。

成员所拥有的角色列表。

1

角色ID。

角色的类型。取值如下：
ProjectRoleT ype

String

0

SYST EM（0）：系统角色。
USER_CUST OM（2）：自定义角色。

ProjectRoleName

String

访客

角色的名称。

ProjectRoleCode

String

role_project_guest

角色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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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ProjectMembers
&ProjectId=27
&PageNumber=1
&PageSize=1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ListProjectMembersResponse>
<RequestId>1AFAE64E-D1BE-432B-A9****</RequestId>
<Data>
<PageNumber>1</PageNumber>
<PageSize>10</PageSize>
<TotalCount>3</TotalCount>
<ProjectMemberList>
<Status>0</Status>
<ProjectMemberId>121</ProjectMemberId>
<Nick>zhangsan</Nick>
<ProjectMemberName>张三</ProjectMemberName>
<ProjectMemberType>0</ProjectMemberType>
<ProjectRoleList>
<ProjectRoleId>1</ProjectRoleId>
<ProjectRoleType>0</ProjectRoleType>
<ProjectRoleName>访客</ProjectRoleName>
<ProjectRoleCode>role_project_guest</ProjectRoleCode>
</ProjectRoleList>
</ProjectMemberList>
</Data>
</ListProjectMembers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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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1AFAE64E-D1BE-432B-A9****",
"Data" : {
"PageNumber" : 1,
"PageSize" : 10,
"TotalCount" : 3,
"ProjectMemberList" : {
"Status" : 0,
"ProjectMemberId" : 121,
"Nick" : "zhangsan",
"ProjectMemberName" : "张三",
"ProjectMemberType" : 0,
"ProjectRoleList" : {
"ProjectRoleId" : 1,
"ProjectRoleType" : 0,
"ProjectRoleName" : "访客",
"ProjectRoleCode" : "role_project_guest"
}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数据源不存在。

400

Invalid.T enant.ProjectNo
tExists

T he project does not exist.

项目不存在。

400

Invalid.T enant.UserNotIn
Project

T he user is not in the project.

用户不在项目中。

403

Invalid.T enant.UserIsNot
ProjectOwnerOrAdmin

T he user is not a project administrator
or owner.

用户不是项目负责人或者项目管理员。

403

Invalid.T enant.UserNotIn
T enant

T he user is not in tenant.

用户不在租户中。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2.14. ListProjects
调用List Project s，分页列出用户所在租户下的Dat aWorks工作空间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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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Projects

要执行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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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DataWorks所在地域的ID。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分页的页码。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PageResult

Struct

PageNumber

Integer

1

当前的页码。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ProjectList

Array of Project

ProjectDescription

String

测试空间

工作空间的详细描述信息。

ProjectId

Long

1212

工作空间的ID。

ProjectIdentifier

String

test

工作空间的编码。

ProjectName

String

测试空间

工作空间的名称。

ProjectOwnerBaseI
d

String

122222

工作空间所有者的用户ID。

ProjectStatus

Integer

0

工作空间的状态。

ProjectStatusCode

String

AVAILABLE

工作空间的状态码。

T otalCount

Integer

123

结果的总条数。

RequestId

String

20658801***

请求ID。

查询的结果。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结果列表。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Projects
&PageNumber=1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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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返回示例
格式

XML

<RequestId>20658801***</RequestId>
<PageResult>
<TotalCount>123</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ProjectList>
<ProjectIdentifier>test</ProjectIdentifier>
<ProjectOwnerBaseId>122222</ProjectOwnerBaseId>
<ProjectStatus>0</ProjectStatus>
<ProjectStatusCode>AVAILABLE</ProjectStatusCode>
<ProjectName>测试空间</ProjectName>
<ProjectId>1212</ProjectId>
<ProjectDescription>测试空间</ProjectDescription>
</ProjectList>
</PageResult>

JSON

格式

{
"RequestId":"20658801***",
"PageResult":{
"TotalCount":"123",
"PageSize":"10",
"PageNumber":"1",
"ProjectList":[
{
"ProjectIdentifier":"test",
"ProjectOwnerBaseId":"122222",
"ProjectStatus":"0",
"ProjectStatusCode":"AVAILABLE",
"ProjectName":"测试空间",
"ProjectId":"1212",
"ProjectDescription":"测试空间"
}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数据源不存在。

400

Invalid.T enant.ProjectNo
tExists

T he project does not exist.

项目不存在。

400

Invalid.T enant.UserAlrea
dyInProject

T he user already exists in the project.

待添加用户已经存在于工作空间中。

403

Invalid.T enant.UserIsNot
ProjectOwnerOrAdmin

T he user is not a project administrator
or owner.

用户不是项目负责人或者项目管理员。

400

Invalid.T enant.UserNotIn
Project

T he user is not in the project.

用户不在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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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3

Invalid.T enant.UserNotIn
T enant

T he user is not in tenant.

用户不在租户中。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2.15. ListProjectIds
调用List Project Ids，使用目标阿里云账号（包括阿里云主账号或RAM用户）的ID获取其拥有角色权限的Dat aWorks工作空间的ID
列表。
例如，您的阿里云账号在Dat aWorks工作空间中可以拥有开发、运维、空间管理员等不同的角色权限。Dat aWorks工作空间的
角色权限介绍，详情请参见Dat aWorks角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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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ProjectIds

要执行的操作。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
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的endpoint自动
解析。

UserId

String

是

171111

目标阿里云账号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控制
台，鼠标悬停至顶部菜单栏右侧的用户头像，获取
账号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返回的DataWorks工作空间ID。

ProjectIds

List

75777

返回结果为目标阿里云账号所拥有角色权限的DataWorks
工作空间的ID列表，此处仅以一个工作空间ID示例。

RequestId

String

0b57ff721627894553277
1749d****

请求ID。此次请求的唯一标识，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
题。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ProjectIds
&RegionId=cn-shanghai
&UserId=17111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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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格式
<RequestId>0b57ff7216278945532771749d****</RequestId>
<ProjectIds>75777</ProjectId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b57ff7216278945532771749d****",
"ProjectIds": 75777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数据源不存在。

400

Invalid.T enant.ProjectNo
tExists

T he project does not exist.

项目不存在。

403

Invalid.T enant.UserIsNot
ProjectOwnerOrAdmin

T he user is not a project administrator
or owner.

用户不是项目负责人或者项目管理员。

400

Invalid.T enant.UserNotIn
Project

T he user is not in the project.

用户不在项目中。

403

Invalid.T enant.UserNotIn
T enant

T he user is not in tenant.

用户不在租户中。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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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元数据

3.1. GetMetaDBInfo
调用Get Met aDBInfo获取引擎实例的基本元数据信息。
仅支持获取MaxComput e和EMR两种引擎表的元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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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MetaDBInfo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Get Met aDBInf o 。

AppGuid

String

是

odps.some_engine_n
ame

引擎ID，格式为引擎类型.引擎名称。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是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ClusterId

String

否

abc

EMR集群的ID，仅当数据类型为EMR时，需要配置
该参数。
您可以登录EMR的控制台，获取集群ID。

DatabaseName

String

否

数据库的名称。仅当数据类型为EMR时，需要配置
该参数。

abc

您可以调用ListMetaDB接口获取。

DataSourceT ype

String

否

emr

数据类型，包括ODPS和EMR。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0bc1411515937****

请求ID。

Data

Object

T ype

String

hive

数据库类型。

Comment

String

备注

备注信息。

CreateT ime

Long

1541576644000

创建引擎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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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ProjectId

Long

22

工作空间ID。

ProjectName

String

test

工作空间的名称。

AppGuid

String

odps.engine_name

引擎ID，格式为引擎类型.引擎名称。

OwnerName

String

323

工作空间Owner的名称。

OwnerId

String

23

工作空间Owner的云账号ID。

EnvT ype

Integer

1

环境类型：0表示非生产表，1表示生产表。

ProjectNameCn

String

测试项目

工作空间的显示名称。

Endpoint

String

http://service.odpsstg.a
liyun-inc.com/

服务地址Endpoint。

ClusterBizId

String

abc

EMR集群ID。仅EMR引擎需要填写集群ID，当引擎类型为
MaxCompute时不需要填写集群ID。

Name

String

abc

数据库名称。

Location

String

hdfs://

EMR数据库对应数据存储地址。

T enantId

Long

233

租户ID。

ModifyT ime

Long

1541576644000

修改引擎的时间。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MetaDBInfo
&AppGuid=odps.some_engine_name
&ClusterId=abc
&DatabaseName=abc
&DataSourceType=emr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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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GetMetaDBInfoResponse>
<RequestId>0bc1411515937****</RequestId>
<Data>
<Type>hive</Type>
<Comment>备注</Comment>
<CreateTime>1541576644000</CreateTime>
<ProjectId>22</ProjectId>
<ProjectName>test</ProjectName>
<AppGuid>odps.engine_name</AppGuid>
<OwnerName>323</OwnerName>
<OwnerId>23</OwnerId>
<EnvType>1</EnvType>
<ProjectNameCn>测试项⽬</ProjectNameCn>
<Endpoint>http://service.odpsstg.aliyun-inc.com/</Endpoint>
<ClusterBizId>abc</ClusterBizId>
<Name>abc</Name>
<Location>hdfs://</Location>
<TenantId>233</TenantId>
<ModifyTime>1541576644000</ModifyTime>
</Data>
</GetMetaDBInfo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0bc1411515937****",
"Data" : {
"Type" : "hive",
"Comment" : "备注",
"CreateTime" : 1541576644000,
"ProjectId" : 22,
"ProjectName" : "test",
"AppGuid" : "odps.engine_name",
"OwnerName" : 323,
"OwnerId" : 23,
"EnvType" : 1,
"ProjectNameCn" : "测试项⽬",
"Endpoint" : "http://service.odpsstg.aliyun-inc.com/",
"ClusterBizId" : "abc",
"Name" : "abc",
"Location" : "hdfs://",
"TenantId" : 233,
"ModifyTime" : 1541576644000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Meta.AppNotExist

T he MaxCompute project does not
exist.

MaxCompute项目不存在。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C
ommonError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 is invalid.

请求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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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

T he app guid parameter is invalid.

App参数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Date

T he date format is invalid.

日期格式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PageError

T he parameter for paging is invalid.

分页信息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N
otExist

T he object does not exist.

数据不存在。

4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00

InternalError.Meta.NoCal
cEngine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retrieving the
compute engine based on the
MaxCompute project.

根据ODPS项目获取计算引擎失败。

403

Forbidden.Meta.NoT ena
nt

T he user is not the owner of any
tenants.

当前的用户不是任何租户的所有者。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Meta.T enan
tT imeOut

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interface
network.

接口网络不通。

500

InternalError.Meta.Unkno
wn

An unknown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your request.

未知错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Get Met aDBInfo接口的使用示例Demo请参见Dat aWorks OpenAPI示例。

3.2. GetMetaDBTableList
调用Get Met aDBT ableList 获取引擎实例中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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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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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MetaDBT ableList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Get Met aDBT ableList 。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请求的数据页数，用于翻页。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为100条。

AppGuid

String

是

odps.testProjectNam
e

项目的唯一标识，格式为 odps.
{projectName} 。仅当数据类型为odps时，需
要配置该参数。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ClusterId

String

否

abc

EMR集群的ID，仅当数据类型为emr时，需要配置
该参数。

DatabaseName

String

否

abc

数据库的名称。

DataSourceT ype

String

否

odps

数据类型，目前仅支持odps和emr。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0bc1ec92159376

请求ID。

Data

Object

PageNumber

Integer

1

请求的数据页数，用于翻页。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为100条。

T otalCount

Long

20

计算引擎的总数。

T ableEntityList

Array of
T ableEntityList

T ableName

String

tname

表的名称。

T ableGuid

String

odps.engine_name.tnam
e

表的唯一标识。

DatabaseName

String

abc

数据库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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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MetaDBTableList
&PageNumber=1
&PageSize=10
&AppGuid=odps.testProjectName
&ClusterId=abc
&DatabaseName=abc
&DataSourceType=odps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GetMetaDBTableListResponse>
<RequestId>0bc1ec92159376</RequestId>
<Data>
<PageNumber>1</PageNumber>
<PageSize>10</PageSize>
<TotalCount>20</TotalCount>
<TableEntityList>
<TableName>tname</TableName>
<TableGuid>odps.engine_name.tname</TableGuid>
<DatabaseName>abc</DatabaseName>
</TableEntityList>
</Data>
</GetMetaDBTableList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0bc1ec92159376",
"Data" : {
"PageNumber" : 1,
"PageSize" : 10,
"TotalCount" : 20,
"TableEntityList" : {
"TableName" : "tname",
"TableGuid" : "odps.engine_name.tname",
"DatabaseName" : "abc"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Meta.AppNotExist

T he MaxCompute project does not
exist.

MaxCompute项目不存在。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C
ommonError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 is invalid.

请求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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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

T he app guid parameter is invalid.

App参数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PageError

T he parameter for paging is invalid.

分页信息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N
otExist

T he object does not exist.

数据不存在。

4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00

InternalError.Meta.NoCal
cEngine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retrieving the
compute engine based on the
MaxCompute project.

根据ODPS项目获取计算引擎失败。

403

Forbidden.Meta.NoT ena
nt

T he user is not the owner of any
tenants.

当前的用户不是任何租户的所有者。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Meta.T enan
tT imeOut

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interface
network.

接口网络不通。

500

InternalError.Meta.Unkno
wn

An unknown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your request.

未知错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Get Met aDBT ableList 接口的使用示例Demo请参见Dat aWorks OpenAPI示例。

3.3. CheckMetaTable
调用CheckMet aT able检查表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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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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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heckMetaT able

T ableGuid

String

是

odps.engine_name.ta
ble_name

表的唯一标识。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ID。

ClusterId

String

否

abc

EMR集群的ID。

DatabaseName

String

否

abc

EMR数据库的名称。

T ableName

String

否

abc

EMR表名。

DataSourceT ype

String

否

emr

数据类型，odps或者emr。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CheckMet aT able 。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ata

Boolean

true

表是否存在。

RequestId

String

0bc1ec92159376

请求ID。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heckMetaTable
&TableGuid=odps.engine_name.table_name
&ClusterId=abc
&DatabaseName=abc
&TableName=abc
&DataSourceType=emr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CheckMetaTableResponse>
<Data>true</Data>
<RequestId>0bc1ec92159376</RequestId>
</CheckMetaTable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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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Data" : true,
"RequestId" : "0bc1ec92159376"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Meta.T ableNotExi
st

T he table does not exist.

表不存在。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

T he app guid parameter is invalid.

App参数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N
otExist

T he object does not exist.

数据不存在。

4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00

InternalError.Meta.NoCal
cEngine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retrieving the
compute engine based on the
MaxCompute project.

根据ODPS项目获取计算引擎失败。

403

Forbidden.Meta.NoT ena
nt

T he user is not the owner of any
tenants.

当前的用户不是任何租户的所有者。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Meta.T enan
tT imeOut

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interface
network.

接口网络不通。

500

InternalError.Meta.Unkno
wn

An unknown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your request.

未知错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CheckMet aT able接口的使用示例Demo请参见Dat aWorks OpenAPI示例。

3.4. CheckMetaPartition
调用CheckMet aPart it ion检查分区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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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SDK代码
示例。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heckMetaPartition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CheckMet aPart it io n。

T ableGuid

String

是

odps.engine_name.ta
ble_name

表的唯一标识。

Partition

String

是

ds=202005

分区的名称。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ID。

ClusterId

String

否

abc

EMR集群的ID。

DatabaseName

String

否

abc

数据库的名称。

T ableName

String

否

abc

表名。

DataSourceT ype

String

否

emr

数据类型，包括odps和emr。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Data

Boolean

true

分区是否存在。

RequestId

String

0bc1ec92159376

请求ID。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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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CheckMetaPartition
&TableGuid=odps.engine_name.table_name
&Partition=ds=202005
&ClusterId=abc
&DatabaseName=abc
&TableName=abc
&DataSourceType=emr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CheckMetaPartition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true</Data>
<RequestId>0bc1ec92159376</RequestId>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Success>true</Success>
</CheckMetaPartition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Data" : true,
"RequestId" : "0bc1ec92159376",
"ErrorMessage" :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ErrorCode" :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Meta.T ableNotExi
st

T he table does not exist.

表不存在。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C
ommonError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 is invalid.

请求参数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

T he app guid parameter is invalid.

App参数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N
otExist

T he object does not exist.

数据不存在。

4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00

InternalError.Meta.NoCal
cEngine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retrieving the
compute engine based on the
MaxCompute project.

根据ODPS项目获取计算引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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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3

Forbidden.Meta.NoT ena
nt

T he user is not the owner of any
tenants.

当前的用户不是任何租户的所有者。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Meta.T enan
tT imeOut

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interface
network.

接口网络不通。

500

InternalError.Meta.Unkno
wn

An unknown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your request.

未知错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CheckMet aPart it ion接口的使用示例Demo请参见Dat aWorks OpenAPI示例。

3.5. SearchMetaTables
调用SearchMet aT ables根据条件搜索表。
仅支持搜索MaxComput e和EMR两种类型的引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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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SearchMetaT able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SearchMet aT ables 。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分页查询页码。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AppGuid

String

是

odps.engine_name

表所在工作空间的标识。

Keyword

String

是

test

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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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ntityT ype

Integer

否

0

表的类型：0表示table，1表示view。如果不填，
则默认搜索全部类型。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是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ClusterId

String

否

abc

EMR集群的ID，仅当数据类型为EMR时，需要配置
该参数。
您可以登录EMR的控制台，获取集群ID。

DataSourceT ype

String

是

emr

数据类型，包括ODPS和emr。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bc1ec92159376****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是否成功。

ErrorCode

String

1031203110005

错误码。

Data

Object

PageNumber

Integer

1

分页查询页码。

PageSize

Integer

10

分页查询每页的大小。

T otalCount

Long

100

表的总数。

DataEntityList

Array of
DataEntityList

T ableName

String

table_name

表的名称。

DatabaseName

String

abc

数据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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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示例值

描述
表的类型：

EntityT ype

Integer

0

0表示table。
1表示view。

ProjectName

String

test

工作空间的名称。

ProjectId

Long

323

工作空间的ID。

T ableGuid

String

odps.engine_name.table
_name

表的唯一标识。

OwnerId

String

123

工作空间Owner的云账号ID。

ClusterId

String

abc

EMR集群ID。

EnvT ype

Integer

1

环境类型：
1表示生产环境。
0表示开发环境。

T enantId

Long

12345

租户ID。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SearchMetaTables
&PageNumber=1
&PageSize=10
&AppGuid=odps.engine_name
&Keyword=test
&EntityType=0
&ClusterId=abc
&DataSourceType=emr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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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SearchMetaTables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ErrorMessage>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ErrorMessage>
<RequestId>0bc1ec92159376****</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ErrorCode>1031203110005</ErrorCode>
<Data>
<PageNumber>1</PageNumber>
<PageSize>10</PageSize>
<TotalCount>100</TotalCount>
<DataEntityList>
<TableName>table_name</TableName>
<DatabaseName>abc</DatabaseName>
<EntityType>0</EntityType>
<ProjectName>test</ProjectName>
<ProjectId>323</ProjectId>
<TableGuid>odps.engine_name.table_name</TableGuid>
<OwnerId>123</OwnerId>
<ClusterId>abc</ClusterId>
<EnvType>1</EnvType>
<TenantId>12345</TenantId>
</DataEntityList>
</Data>
</SearchMetaTables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ErrorMessage" :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RequestId" : "0bc1ec92159376****",
"Success" : true,
"ErrorCode" : 1031203110005,
"Data" : {
"PageNumber" : 1,
"PageSize" : 10,
"TotalCount" : 100,
"DataEntityList" : {
"TableName" : "table_name",
"DatabaseName" : "abc",
"EntityType" : 0,
"ProjectName" : "test",
"ProjectId" : 323,
"TableGuid" : "odps.engine_name.table_name",
"OwnerId" : 123,
"ClusterId" : "abc",
"EnvType" : 1,
"TenantId" : 12345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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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Meta.T ableNotExi
st

T he table does not exist.

表不存在。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C
ommonError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 is invalid.

请求参数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

T he app guid parameter is invalid.

App参数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Date

T he date format is invalid.

日期格式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PageError

T he parameter for paging is invalid.

分页信息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N
otExist

T he object does not exist.

数据不存在。

4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00

InternalError.Meta.NoCal
cEngine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retrieving the
compute engine based on the
MaxCompute project.

根据ODPS项目获取计算引擎失败。

403

ResourceNotAuthorized.
Api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access the
resources.

您无法访问未取得授权的资源。

403

Forbidden.Meta.NoT ena
nt

T he user is not the owner of any
tenants.

当前的用户不是任何租户的所有者。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Meta.T enan
tT imeOut

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interface
network.

接口网络不通。

500

InternalError.Meta.Unkno
wn

An unknown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your request.

未知错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SearchMet aT ables接口的使用示例Demo请参见Dat aWorks OpenAPI示例。

3.6. GetMetaTableBasic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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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Get Met aT ableBasicInfo获取表的基础信息。
仅支持获取MaxComput e和EMR两种引擎表的基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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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MetaT ableBasicInf
o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Get Met aT ableBasicInf o 。

T ableGuid

String

是

odps.engine_name.ta
ble_name

MaxCompute表的唯一标识。格式为
odps.projectName.tableName。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RegionId

String

ClusterId

String

是

否

EMR集群的ID，仅当数据类型为EMR时，需要配置
该参数。

abc

您可以登录EMR的控制台，获取集群ID。

DatabaseName

String

否

数据库的名称。仅当数据类型为EMR时，需要配置
该参数。

abc

您可以调用ListMetaDB接口获取。

T ableName

String

否

abc

DataSourceT ype

String

否

emr

EMR的表名称。仅当数据类型为EMR时，需要配置
该参数。
您可以通过调用GetMetaDBT ableList接口，获取
表名称。

数据类型，包括odps和emr。

是否包含扩展字段。
Extension

Boolean

否

false

扩展字段包含读取次数、收藏次数、浏览次数等。
仅当数据类型为ODPS时，该参数生效。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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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0bc1411515937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是否成功。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Data

Object

T ableName

String

table_name

表的名称。

FavoriteCount

Long

6

表的收藏次数。仅当Extension参数取值为true时才会返回
该参数，并且该参数仅对odps数据类型生效。

Comment

String

test table

表的描述。

ColumnCount

Integer

3

字段的个数。

CreateT ime

Long

1589870294000

创建表的时间。

ProjectId

Long

232

工作空间的ID。

OwnerId

String

123

表所有者的ID。

EnvT ype

Integer

1

业务数据。

环境类型，取值如下：
0表示开发表。
1表示生产表。

DatabaseName

String

abc

数据库的名称。

表的可见性：
0表示目标表对工作空间成员可见。
IsVisible

Integer

1

1表示目标表对租户内成员可见。
2表示目标表对租户间成员均可见。
3表示目标表仅对责任人可见。

T ableGuid

String

odps.engine_name.table
_name

表的唯一标识。

ReadCount

Long

3

表的读取次数。仅当Extension参数取值为true时才会返回
该参数，并且该参数仅对odps数据类型生效。

ClusterId

String

abc

EMR集群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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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示例值

描述
是否为分区表，取值如下：

IsPartitionT able

Boolean

true

true：是分区表。
false：不是分区表。

是否为视图，取值如下：
IsView

Boolean

false

true：是视图。
false：不是视图。

LifeCycle

Integer

5

表的生命周期。单位为天。

ProjectName

String

test

工作空间的名称。

ViewCount

Long

2

表的浏览次数。仅当Extension参数取值为true时才会返回
该参数，并且该参数仅对odps数据类型生效。

LastAccessT ime

Long

1589870294000

最近一次访问表的时间。

DataSize

Long

10

表占用的存储空间。单位为Byte。

LastModifyT ime

Long

1589870294000

最近一次更新表的时间。

LastDdlT ime

Long

1589870294000

最近一次变更表结构的时间。

PartitionKeys

String

ab

Hive分区。

Location

String

hdfs://

Hive数据库的存储地址。

Caption

String

中文名

表的中文名称。

T enantId

Long

12345

租户ID。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MetaTableBasicInfo
&RegionId=cn-shanghai
&TableGuid=odps.engine_name.table_nam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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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GetMetaTableBasicInfo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RequestId>0bc1411515937</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Data>
<TableName>table_name</TableName>
<FavoriteCount>6</FavoriteCount>
<Comment>test table</Comment>
<ColumnCount>3</ColumnCount>
<CreateTime>1589870294000</CreateTime>
<ProjectId>232</ProjectId>
<OwnerId>123</OwnerId>
<EnvType>1</EnvType>
<DatabaseName>abc</DatabaseName>
<IsVisible>1</IsVisible>
<TableGuid>odps.engine_name.table_name</TableGuid>
<ReadCount>3</ReadCount>
<ClusterId>abc</ClusterId>
<IsPartitionTable>true</IsPartitionTable>
<IsView>false</IsView>
<LifeCycle>5</LifeCycle>
<ProjectName>test</ProjectName>
<ViewCount>2</ViewCount>
<LastAccessTime>1589870294000</LastAccessTime>
<DataSize>10</DataSize>
<LastModifyTime>1589870294000</LastModifyTime>
<LastDdlTime>1589870294000</LastDdlTime>
<PartitionKeys>ab</PartitionKeys>
<Location>hdfs://</Location>
<Caption>中⽂名</Caption>
<TenantId>12345</TenantId>
</Data>
</GetMetaTableBasicInfo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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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ErrorMessage" :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RequestId" : "0bc1411515937",
"Success" : true,
"ErrorCode" :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Data" : {
"TableName" : "table_name",
"FavoriteCount" : 6,
"Comment" : "test table",
"ColumnCount" : 3,
"CreateTime" : 1589870294000,
"ProjectId" : 232,
"OwnerId" : 123,
"EnvType" : 1,
"DatabaseName" : "abc",
"IsVisible" : 1,
"TableGuid" : "odps.engine_name.table_name",
"ReadCount" : 3,
"ClusterId" : "abc",
"IsPartitionTable" : true,
"IsView" : false,
"LifeCycle" : 5,
"ProjectName" : "test",
"ViewCount" : 2,
"LastAccessTime" : 1589870294000,
"DataSize" : 10,
"LastModifyTime" : 1589870294000,
"LastDdlTime" : 1589870294000,
"PartitionKeys" : "ab",
"Location" : "hdfs://",
"Caption" : "中⽂名",
"TenantId" : 12345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Meta.T ableNotExi
st

T he table does not exist.

表不存在。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C
ommonError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 is invalid.

请求参数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

T he app guid parameter is invalid.

App参数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Date

T he date format is invalid.

日期格式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PageError

T he parameter for paging is invalid.

分页信息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N
otExist

T he object does not exist.

数据不存在。

4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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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ternalError.Meta.NoCal
cEngine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retrieving the
compute engine based on the
MaxCompute project.

根据ODPS项目{0}获取计算引擎失败。

403

Forbidden.Meta.NoT ena
nt

T he user is not the owner of any
tenants.

当前的用户不是任何租户的所有者。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Meta.T enan
tT imeOut

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interface
network.

接口网络不通。

500

InternalError.Meta.Unkno
wn

An unknown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your request.

未知错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Get Met aT ableBasicInfo接口的使用示例Demo请参见Dat aWorks OpenAPI示例。

3.7. GetMetaTableColumn
调用Get Met aT ableColumn，获取表的字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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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MetaT ableColumn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Get Met aT ableCo lumn。

T ableGuid

String

是

odps.engine_name.ta
ble_name

表的唯一标识。您可以通过调
用GetMetaDBT ableList，获取表的唯一标识。

95

> 文档版本：20220713

Dat aWorks

API参考· 元数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PageNum

Integer

否

1

请求获取的数据页码数，用于翻页。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ClusterId

String

否

C-010A704DA760****

EMR集群的ID，您可以登录EMR管理控制台，获取
集群ID。

DatabaseName

String

否

abc

EMR的数据库名称。您可以通过调用ListMetaDB接
口，获取数据库名称。

T ableName

String

否

abc

EMR的表名称。您可以通过调
用GetMetaDBT ableList接口，获取表名称。

DataSourceT ype

String

否

emr

数据类型，当前仅支持取值为emr。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bc1ec92159376

请求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Data

Object

PageNum

Integer

1

请求获取的数据页码数，用于翻页。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T otalCount

Long

100

字段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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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lumnList

Array of
ColumnList

ColumnGuid

String

odps.engine_name.table
_name.name

字段的唯一标识。

ColumnName

String

name

字段的名称。

IsPartitionColumn

Boolean

false

字段的信息。

字段是否为分区字段，取值如下：
true，是分区字段。
false，不是分区字段。

Comment

String

comment

字段的备注。

ColumnT ype

String

string

字段的类型。

IsPrimaryKey

Boolean

false

字段是否为主键，取值如下：
true，是主键。
false，不是主键。

Position

Integer

1

字段的排序。

Caption

String

data column

字段的描述。

IsForeignKey

Boolean

true

字段是否为外键，取值如下：
true，是外键。
false，不是外键。

RelationCount

Long

2

字段热度。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MetaTableColumn
&TableGuid=odps.engine_name.table_name
&PageNum=1
&PageSize=10
&ClusterId=C-010A704DA760****
&DatabaseName=abc
&TableName=abc
&DataSourceType=emr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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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GetMetaTableColumn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RequestId>0bc1ec92159376</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Data>
<PageNum>1</PageNum>
<PageSize>10</PageSize>
<TotalCount>100</TotalCount>
<ColumnList>
<ColumnGuid>odps.engine_name.table_name.name</ColumnGuid>
<ColumnName>name</ColumnName>
<IsPartitionColumn>false</IsPartitionColumn>
<Comment>comment </Comment>
<ColumnType>string</ColumnType>
<IsPrimaryKey>false</IsPrimaryKey>
<Position>1</Position>
<Caption>data column</Caption>
<IsForeignKey>true</IsForeignKey>
<RelationCount>2</RelationCount>
</ColumnList>
</Data>
</GetMetaTableColumn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ErrorMessage" :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RequestId" : "0bc1ec92159376",
"Success" : true,
"ErrorCode" :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Data" : {
"PageNum" : 1,
"PageSize" : 10,
"TotalCount" : 100,
"ColumnList" : {
"ColumnGuid" : "odps.engine_name.table_name.name",
"ColumnName" : "name",
"IsPartitionColumn" : false,
"Comment" : "comment",
"ColumnType" : "string",
"IsPrimaryKey" : false,
"Position" : 1,
"Caption" : "data column",
"IsForeignKey" : true,
"RelationCount" : 2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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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C
ommonError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 is invalid.

请求参数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G
uidFormat

T he GUID format is invalid.

Guid信息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

T he app guid parameter is invalid.

App参数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Date

T he date format is invalid.

日期格式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PageError

T he parameter for paging is invalid.

分页信息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N
otExist

T he object does not exist.

数据不存在。

4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00

InternalError.Meta.NoCal
cEngine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retrieving the
compute engine based on the
MaxCompute project.

根据ODPS项目获取计算引擎失败。

403

Forbidden.Meta.NoT ena
nt

T he user is not the owner of any
tenants.

当前的用户不是任何租户的所有者。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Meta.T enan
tT imeOut

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interface
network.

接口网络不通。

500

InternalError.Meta.Unkno
wn

An unknown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your request.

未知错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Get Met aT ableColumn接口的使用示例Demo请参见Dat aWorks OpenAPI示例。

3.8. GetMetaTablePartition
调用Get Met aT ablePart it ion获取表的分区列表。
仅支持获取MaxComput e和EMR两种引擎表的分区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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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SDK代码
示例。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MetaT ablePartitio
n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Get Met aT ablePart it io n。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请求的数据页数，用于翻页。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T ableGuid

String

是

odps.engine_name.ta
ble_name

表的唯一标识。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ClusterId

String

否

abc

EMR集群的ID，仅当数据类型为EMR时，需要配置
该参数。
您可以登录EMR的控制台，获取集群ID。

DatabaseName

String

否

数据库的名称。仅当数据类型为EMR时，需要配置
该参数。

abc

您可以调用ListMetaDB接口获取。

T ableName

String

否

abc

DataSourceT ype

String

否

emr

EMR的表名称。仅当数据类型为EMR时，需要配置
该参数。
您可以通过调用GetMetaDBT ableList接口，获取
表名称。

数据类型，支持ODPS或者EMR。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bc1ec92159376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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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Data

Object

PageNumber

Integer

1

请求的数据页数，用于翻页。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T otalCount

Long

100

分区的总数。

DataEntityList

Array of
DataEntityList

PartitionPath

String

abc

分区的目录。

DataSize

Long

19

分区的大小，单位为Byte。

PartitionName

String

pt=20170614

分区的名称。

Comment

String

备注

备注信息。

ModifiedT ime

Long

1590032868000

修改分区的时间。

CreateT ime

Long

1590032868000

创建分区的时间。

RecordCount

Long

233

分区的数据量。

PartitionT ype

String

abc

分区的类型。

PartitionGuid

String

odps.engine_name.table
_name.pt=20170614

分区的唯一标识。

PartitionLocation

String

abc

Hive分区的地址。

T ableGuid

String

odps.engine_name.table
_name

表的唯一标识。

业务数据。

实例列表。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MetaTablePartition
&RegionId=cn-shanghai
&TableGuid=odps.engine_name.table_nam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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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GetMetaTablePartition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RequestId>0bc1ec92159376</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Data>
<PageNumber>1</PageNumber>
<PageSize>10</PageSize>
<TotalCount>100</TotalCount>
<DataEntityList>
<PartitionPath>abc</PartitionPath>
<DataSize>19</DataSize>
<PartitionName>pt=20170614</PartitionName>
<Comment>备注</Comment>
<ModifiedTime>1590032868000</ModifiedTime>
<CreateTime>1590032868000</CreateTime>
<RecordCount>233</RecordCount>
<PartitionType>abc</PartitionType>
<PartitionGuid>odps.engine_name.table_name.pt=20170614</PartitionGuid>
<PartitionLocation>abc</PartitionLocation>
<TableGuid>odps.engine_name.table_name</TableGuid>
</DataEntityList>
</Data>
</GetMetaTablePartition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ErrorMessage" :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RequestId" : "0bc1ec92159376",
"Success" : true,
"ErrorCode" :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Data" : {
"PageNumber" : 1,
"PageSize" : 10,
"TotalCount" : 100,
"DataEntityList" : {
"PartitionPath" : "abc",
"DataSize" : 19,
"PartitionName" : "pt=20170614",
"Comment" : "备注",
"ModifiedTime" : 1590032868000,
"CreateTime" : 1590032868000,
"RecordCount" : 233,
"PartitionType" : "abc",
"PartitionGuid" : "odps.engine_name.table_name.pt=20170614",
"PartitionLocation" : "abc",
"TableGuid" : "odps.engine_name.table_name"
}
}
}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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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C
ommonError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 is invalid.

请求参数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

T he app guid parameter is invalid.

App参数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Date

T he date format is invalid.

日期格式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PageError

T he parameter for paging is invalid.

分页信息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N
otExist

T he object does not exist.

数据不存在。

403

Forbidden.Meta.NoT ena
nt

T he user is not the owner of any
tenants.

当前的用户不是任何租户的所有者。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Meta.NoCal
cEngine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retrieving the
compute engine based on the
MaxCompute project.

根据ODPS项目{0}获取计算引擎失败。

500

InternalError.Meta.T enan
tT imeOut

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interface
network.

接口网络不通。

500

InternalError.Meta.Unkno
wn

An unknown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your request.

未知错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Get Met aT ablePart it ion接口的使用示例Demo请参见Dat aWorks OpenAPI示例。

3.9. GetMetaTableOutput
调用Get Met aT ableOut put 获取表的产出信息。不建议使用该API，后续将有新API上线覆盖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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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MetaT ableOutput

要执行的操作。

EndDate

String

是

2020-05-27

结束日期。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ID。

StartDate

String

是

2020-06-27

开始日期。

T ableGuid

String

是

odps.engine_name.ta
ble_name

表的唯一标识。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分页的页数。默认值为1，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
30。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Data

Struct

业务数据。

DataEntityList

Array of
DataEntityList

实例列表。

EndT ime

String

1511107200000

结束时间。

ProjectId

Long

333

工作空间的ID。

StartT ime

String

1511107200000

开始时间。

T ableGuid

String

odps.engine_name.table
_name

表的唯一标识。

T askId

String

32

节点ID。

T askInstanceId

Long

3521

实例ID。

WaitT ime

String

323

等待时间。

PageNumber

Integer

1

分页的页数。默认值为1，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30。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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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T otalCount

Long

100

表的总数。

ErrorCode

String

1031203110005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bc1ec92159376****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MetaTableOutput
&EndDate=2020-05-27
&RegionId=cn-shanghai
&StartDate=2020-06-27
&TableGuid=odps.engine_name.table_nam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0bc1ec92159376****</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100</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DataEntityList>
<TaskInstanceId>3521</TaskInstanceId>
<TableGuid>odps.engine_name.table_name</TableGuid>
<TaskId>32</TaskId>
<EndTime>1511107200000</EndTime>
<StartTime>1511107200000</StartTime>
<ProjectId>333</ProjectId>
<WaitTime>323</WaitTime>
</DataEntityList>
</Data>
<ErrorCode>1031203110005</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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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0bc1ec92159376****",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100,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DataEntityList": {
"TaskInstanceId": 3521,
"TableGuid": "odps.engine_name.table_name",
"TaskId": 32,
"EndTime": 1511107200000,
"StartTime": 1511107200000,
"ProjectId": 333,
"WaitTime": 323
}
},
"ErrorCode": "1031203110005",
"ErrorMessage":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Meta.NoT ena
nt

T he user is not the owner of any
tenants.

当前的用户不是任何租户的所有者。

500

InternalError.Meta.NoCal
cEngine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retrieving the
compute engine based on the
MaxCompute project.

根据ODPS项目{0}获取计算引擎失败。

500

InternalError.Meta.T enan
tT imeOut

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interface
network.

接口网络不通。

500

InternalError.Meta.Unkno
wn

An unknown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your request.

未知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C
ommonError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 is invalid.

请求参数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

T he app guid parameter is invalid.

App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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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Date

T he date format is invalid.

日期格式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PageError

T he parameter for paging is invalid.

分页信息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N
otExist

T he object does not exist.

数据不存在。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Get Met aT ableOut put 接口的使用示例Demo请参见Dat aWorks OpenAPI示例。

3.10. GetMetaTableChangeLog
调用Get Met aT ableChangeLog获取表的变更日志。不建议使用该API，后续将有新API上线覆盖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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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MetaT ableChange
Log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Get Met aT ableChangeLo g 。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请求的数据页数，用于翻页。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表的唯一标识，格式为
odps.projectName.tableName。您可以通过调
用GetMetaDBT ableList，获取表的唯一标识。
T ableGuid

String

是

odps.engine_name.ta
ble_name

ChangeT ype

String

否

ALT ER_T ABLE

变更类型，包括CREAT E_T ABLE、ALT ER_T ABLE、
DROP_T ABLE、ADD_PART IT ION和
DROP_PART IT ION。

ObjectT ype

String

否

T ABLE

变更主体类别，包括T ABLE和PART I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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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表变更的开始日期，格式为yyyy-MM-dd
HH:mm:ss。

StartDate

String

否

如果输入的日期校验失败，则系统默认获取当前
时间为表变更的开始日期。

2020-06-01 00:00:00

当输入的变更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都校验失败
时，则系统自动获取最近30天的表变更记录。

表变更的结束日期，格式为yyyy-MM-dd
HH:mm:ss。
EndDate

String

否

如果输入的日期校验失败，则系统默认获取当前
时间为表变更的结束日期。

2020-06-02 00:00:00

当输入的变更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都校验失败
时，则系统自动获取最近30天的表变更记录。

RegionId

String

是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cn-shanghai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bc1ec92159376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是否成功。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Data

Object

PageNumber

Integer

10

请求的数据页数，用于翻页。

PageSize

Integer

1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T otalCount

Long

10

表的总数。

DataEntityList

Array of
DataEntityList

ObjectT ype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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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ModifiedT ime

Long

1590722845000

修改表的时间。

CreateT ime

Long

1590722845000

创建表的时间。

ChangeContent

String

"
[{\"action\":\"ADD_COLU
MN\",\"value\":
[{\"originName\":\"\",\"
originT ype\":\"\",\"origi
nComment\":\"\",\"nam
e\":\"id\",\"type\":\"str
uct<name:string>\",\"co
mment\":\"\"}]}]",

变更的内容。

Operator

String

abc

操作者的名称。

ChangeT ype

String

CREAT E_T ABLE

变更的类型。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MetaTableChangeLog
&RegionId=cn-shanghai
&TableGuid=odps.engine_name.table_nam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GetMetaTableChangeLogResponse>
<RequestId>0bc1ec92159376</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10</TotalCount>
<PageSize>1</PageSize>
<PageNumber>10</PageNumber>
<DataEntityList>
<Operator>abc</Operator>
<ObjectType>TABLE</ObjectType>
<ChangeContent>[{"action":"ADD_COLUMN","value":[{"originName":"","originType":"","originComment"
:"","name":"id","type":"struct&lt;name:string&gt;","comment":""}]}]</ChangeContent>
<ModifiedTime>1590722845000</ModifiedTime>
<ChangeType>CREATE_TABLE</ChangeType>
<CreateTime>1590722845000</CreateTime>
</DataEntityList>
</Data>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GetMetaTableChangeLogResponse>

JSON 格式

109

> 文档版本：20220713

Dat aWorks

API参考· 元数据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0bc1ec92159376",
"HttpStatusCode" : 200,
"Data" : {
"TotalCount" : 10,
"PageSize" : 1,
"PageNumber" : 10,
"DataEntityList" : {
"Operator" : "abc",
"ObjectType" : "TABLE",
"ChangeContent" : "[{\"action\":\"ADD_COLUMN\",\"value\":[{\"originName\":\"\",\"originType\":\"\",\"o
riginComment\":\"\",\"name\":\"id\",\"type\":\"struct&lt;name:string&gt;\",\"comment\":\"\"}]}]",
"ModifiedTime" : 1590722845000,
"ChangeType" : "CREATE_TABLE",
"CreateTime" : 1590722845000
}
},
"ErrorCode" :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ErrorMessage" :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C
ommonError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 is invalid.

请求参数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

T he app guid parameter is invalid.

App参数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Date

T he date format is invalid.

日期格式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PageError

T he parameter for paging is invalid.

分页信息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N
otExist

T he object does not exist.

数据不存在。

403

Forbidden.Meta.NoT ena
nt

T he user is not the owner of any
tenants.

当前的用户不是任何租户的所有者。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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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Meta.NoCal
cEngine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retrieving the
compute engine based on the
MaxCompute project.

根据ODPS项目{0}获取计算引擎失败。

500

InternalError.Meta.T enan
tT imeOut

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interface
network.

接口网络不通。

500

InternalError.Meta.Unkno
wn

An unknown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your request.

未知错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Get Met aT ableChangeLog接口的使用示例Demo请参见Dat aWorks OpenAPI示例。

3.11. GetMetaTableIntroWiki
调用Get Met aT ableInt roWiki获取表的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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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MetaT ableIntroWi
ki

要执行的操作。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ID。

T ableGuid

String

是

odps.engine_name.ta
ble_name

表的唯一标识。

WikiVersion

Long

否

1

使用说明的版本。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Data

Struct

Content

String

# 业务需求\n\n&lt;a
name=&quot;xiw5n&qu
ot;

表的描述信息。

CreateT ime

Long

1584444247000

表的创建时间。

Creator

String

abc

表的创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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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reatorName

String

abc

表的创建者的名称。

ModifiedT ime

Long

1584444247000

修改表的时间。

Version

Long

1

版本号。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bc1ec92159376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MetaTableIntroWiki
&RegionId=cn-shanghai
&TableGuid=odps.engine_name.table_nam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0bc1ec92159376****</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ModifiedTime>1584444247000</ModifiedTime>
<Version>1</Version>
<Content># 业务需求\n\n&amp;lt;a name=&amp;quot;xiw5n&amp;quot;</Content>
<CreateTime>1584444247000</CreateTime>
<Creator>abc</Creator>
<CreatorName>abc</CreatorName>
</Data>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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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0bc1ec92159376",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ModifiedTime": 1584444247000,
"Version": 1,
"Content": "# 业务需求\\n\\n&amp;lt;a name=&amp;quot;xiw5n&amp;quot;",
"CreateTime": 1584444247000,
"Creator": "abc",
"CreatorName": "abc"
},
"ErrorCode":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ErrorMessage":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Meta.NoT ena
nt

T he user is not the owner of any
tenants.

当前的用户不是任何租户的所有者。

500

InternalError.Meta.NoCal
cEngine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retrieving the
compute engine based on the
MaxCompute project.

根据ODPS项目{0}获取计算引擎失败。

500

InternalError.Meta.T enan
tT imeOut

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interface
network.

接口网络不通。

500

InternalError.Meta.Unkno
wn

An unknown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your request.

未知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C
ommonError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 is invalid.

请求参数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

T he app guid parameter is invalid.

App参数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Date

T he date format is invalid.

日期格式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PageError

T he parameter for paging is invalid.

分页信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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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N
otExist

T he object does not exist.

数据不存在。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Get Met aT ableInt roWiki接口的使用示例Demo请参见Dat aWorks OpenAPI示例。

3.12. GetMetaTableLineage
调用Get Met aT ableLineage获取表的血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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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MetaT ableLineag
e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Get Met aT ableLineage 。

T ableGuid

String

是

odps.engine_name.ta
ble_name

表的唯一标识。

Direction

String

是

up

字段的上下游方向：up表示上游，down表示下
游。

NextPrimaryKey

String

否

odps.engine_name.ta
ble_name1

分页数据。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ID。

ClusterId

String

否

abc

EMR集群的ID，针对EMR情况。

DatabaseName

String

否

abc

数据库的名称。

T ableName

String

否

abc

表名。

DataSourceT ype

String

否

emr

数据类型，包括odps或emr。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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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bc1ec92159376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是否成功。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Data

Object

NextPrimaryKey

String

odps.tt.2

分页的逻辑，请根据请求返回参数HasNext=true和key填
写。

HasNext

Boolean

true

是否还有下一页。

DataEntityList

Array of
DataEntityList

T ableName

String

name

表的名称。

T ableGuid

String

odps.tt.name

表的唯一标识。

CreateT imestamp

Long

1638720736000

创建时间。

业务数据。

表信息。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MetaTableLineage
&TableGuid=odps.engine_name.table_name
&Direction=up
&NextPrimaryKey=odps.engine_name.table_name1
&PageSize=10
&ClusterId=abc
&DatabaseName=abc
&TableName=abc
&DataSourceType=emr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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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GetMetaTableLineage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RequestId>0bc1ec92159376</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Data>
<NextPrimaryKey>odps.tt.2</NextPrimaryKey>
<HasNext>true</HasNext>
<DataEntityList>
<TableName>name</TableName>
<TableGuid>odps.tt.name</TableGuid>
<CreateTimestamp>1638720736000</CreateTimestamp>
</DataEntityList>
</Data>
</GetMetaTableLineage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ErrorMessage" :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RequestId" : "0bc1ec92159376",
"Success" : true,
"ErrorCode" :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Data" : {
"NextPrimaryKey" : "odps.tt.2",
"HasNext" : true,
"DataEntityList" : {
"TableName" : "name",
"TableGuid" : "odps.tt.name",
"CreateTimestamp" : 1638720736000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Meta.T ableNotExi
st

T he table does not exist.

表不存在。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C
ommonError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 is invalid.

请求参数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G
uidFormat

T he GUID format is invalid.

Guid信息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

T he app guid parameter is invalid.

App参数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Date

T he date format is invalid.

日期格式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PageError

T he parameter for paging is invalid.

分页信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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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N
otExist

T he object does not exist.

数据不存在。

4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00

InternalError.Meta.NoCal
cEngine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retrieving the
compute engine based on the
MaxCompute project.

根据ODPS项目获取计算引擎失败。

403

ResourceNotAuthorized.
Api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access the
resources.

您无法访问未取得授权的资源。

403

Forbidden.Meta.NoT ena
nt

T he user is not the owner of any
tenants.

当前的用户不是任何租户的所有者。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Meta.T enan
tT imeOut

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interface
network.

接口网络不通。

500

InternalError.Meta.Unkno
wn

An unknown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your request.

未知错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Get Met aT ableLineage接口的使用示例Demo请参见Dat aWorks OpenAPI示例。

3.13. GetMetaColumnLineage
调用Get Met aColumnLineage获取字段的血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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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MetaColumnLinea
ge

要执行的操作。

ColumnGuid

String

是

odps.engine_name.ta
ble_name.column_na
me

字段的唯一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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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Direction

String

是

up

字段的上下游方向：up表示上游，down表示下
游。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ID。

PageNum

Integer

否

1

请求的数据页数，用于翻页。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ClusterId

String

否

abc

EMR集群的ID，针对EMR情况。

DatabaseName

String

否

abc

数据库的名称。

T ableName

String

否

abc

表名称。

ColumnName

String

否

abc

字段名称。

DataSourceT ype

String

否

emr

数据类型，包括odps或emr。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Data

Struct

业务数据。

DataEntityList

Array of
DataEntityList

实例数据列表。

ClusterId

String

abc

emr集群ID

ColumnGuid

String

odps.engine_name.table
_name.1

字段的唯一标识。

ColumnName

String

1

字段的名称。

DatabaseName

String

abc

数据库名称

T ableName

String

abc

表名

PageNum

Integer

1

请求的数据页数，用于翻页。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T otalCount

Long

20

字段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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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bc1ec92159376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MetaColumnLineage
&ColumnGuid=odps.engine_name.table_name.column_name
&Direction=up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0bc1ec92159376</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20</TotalCount>
<PageNum>1</PageNum>
<PageSize>10</PageSize>
<DataEntityList>
<ColumnName>1</ColumnName>
<TableName>abc</TableName>
<ColumnGuid>odps.engine_name.table_name.1</ColumnGuid>
<ClusterId>abc</ClusterId>
<DatabaseName>abc</DatabaseName>
</DataEntityList>
</Data>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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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0bc1ec92159376",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20,
"PageNum": 1,
"PageSize": 10,
"DataEntityList": {
"ColumnName": 1,
"TableName": "abc",
"ColumnGuid": "odps.engine_name.table_name.1",
"ClusterId": "abc",
"DatabaseName": "abc"
}
},
"ErrorCode":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ErrorMessage":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Meta.NoT ena
nt

T he user is not the owner of any
tenants.

当前的用户不是任何租户的所有者。

500

InternalError.Meta.NoCal
cEngine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retrieving the
compute engine based on the
MaxCompute project.

根据ODPS项目{0}获取计算引擎失败。

500

InternalError.Meta.T enan
tT imeOut

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interface
network.

接口网络不通。

500

InternalError.Meta.Unkno
wn

An unknown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your request.

未知错误。

400

Invalid.Meta.T ableNotExi
st

T he table does not exist.

表不存在。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C
ommonError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 is invalid.

请求参数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

T he app guid parameter is invalid.

App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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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Date

T he date format is invalid.

日期格式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PageError

T he parameter for paging is invalid.

分页信息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N
otExist

T he object does not exist.

数据不存在。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Get Met aColumnLineage接口的使用示例Demo请参见Dat aWorks OpenAPI示例。

3.14. CreateMetaCategory
调用Creat eMet aCat egory创建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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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MetaCategory

要执行的操作。

Name

String

是

category_name

类目的名称。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ID。

Comment

String

否

category 1

类目的备注信息。

ParentId

Long

否

0

父类目的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Data

Struct

CategoryId

Long

223

类目的ID。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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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bc1ec92159376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MetaCategory
&Name=category_name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0bc1ec92159376</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CategoryId>223</CategoryId>
</Data>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bc1ec92159376",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CategoryId": 223
},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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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Meta.NoT ena
nt

T he user is not the owner of any
tenants.

当前的用户不是任何租户的所有者。

500

InternalError.Meta.NoCal
cEngine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retrieving the
compute engine based on the
MaxCompute project.

根据ODPS项目{0}获取计算引擎失败。

500

InternalError.Meta.T enan
tT imeOut

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interface
network.

接口网络不通。

500

InternalError.Meta.Unkno
wn

An unknown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your request.

未知错误。

400

Invalid.Meta.T ableNotExi
st

T he table does not exist.

表不存在。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C
ommonError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 is invalid.

请求参数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

T he app guid parameter is invalid.

App参数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Date

T he date format is invalid.

日期格式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PageError

T he parameter for paging is invalid.

分页信息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N
otExist

T he object does not exist.

数据不存在。

403

Invalid.Meta.CategoryFor
bidden

Failed to delete the category. T he
current category is associated with a
table and cannot be operated.

类目删除失败，当前类目存在关联表，不
能进行操作。

400

Invalid.Meta.CategoryIlle
galDepth

A category can contain a maximum of
4 levels.

类目层级超过4级。

403

Invalid.Meta.CategoryIlle
galT enant

T he tenant ID is different in the parent
and child categories.

父子类目的租户ID不一致。

400

Invalid.Meta.CategoryNa
meDuplicate

T he category name is duplicated at
this level.

同一层级下，类目名称重复。

500

Invalid.Meta.CategoryRel
ationDuplicate"

T he table is already bound to the
category.

类目已经关联该表。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Creat eMet aCat egory接口的使用示例Demo请参见Dat aWorks OpenAPI示例。

3.15. DeleteMetaCategory
调用Delet eMet aCat egory删除类目。

123

> 文档版本：20220713

Dat aWorks

API参考· 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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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MetaCategory

要执行的操作。

CategoryId

Long

是

23

类目的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ata

Boolean

true

业务数据。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bc1ec92159376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MetaCategory
&CategoryId=23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0bc1ec92159376</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true</Data>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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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0bc1ec92159376",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true,
"ErrorCode":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ErrorMessage":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Meta.NoT ena
nt

T he user is not the owner of any
tenants.

当前的用户不是任何租户的所有者。

500

InternalError.Meta.NoCal
cEngine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retrieving the
compute engine based on the
MaxCompute project.

根据ODPS项目{0}获取计算引擎失败。

500

InternalError.Meta.T enan
tT imeOut

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interface
network.

接口网络不通。

500

InternalError.Meta.Unkno
wn

An unknown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your request.

未知错误。

403

Invalid.Meta.CategoryFor
bidden

Failed to delete the category. T he
current category is associated with a
table and cannot be operated.

类目删除失败，当前类目存在关联表，不
能进行操作。

400

Invalid.Meta.CategoryIlle
galDepth

A category can contain a maximum of
4 levels.

类目层级超过4级。

403

Invalid.Meta.CategoryIlle
galT enant

T he tenant ID is different in the parent
and child categories.

父子类目的租户ID不一致。

400

Invalid.Meta.CategoryNa
meDuplicate

T he category name is duplicated at
this level.

同一层级下，类目名称重复。

500

Invalid.Meta.CategoryRel
ationDuplicate"

T he table is already bound to the
category.

类目已经关联该表。

400

Invalid.Meta.T ableNotExi
st

T he table does not exist.

表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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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C
ommonError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 is invalid.

请求参数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

T he app guid parameter is invalid.

App参数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Date

T he date format is invalid.

日期格式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PageError

T he parameter for paging is invalid.

分页信息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N
otExist

T he object does not exist.

数据不存在。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Delet eMet aCat egory接口的使用示例Demo请参见Dat aWorks OpenAPI示例。

3.16. UpdateMetaCategory
调用Updat eMet aCat egory更新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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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UpdateMetaCategory

要执行的操作。

CategoryId

Long

是

2

类目的ID。

Name

String

是

category name

类目的名称。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ID。

Comment

String

否

category name

类目的备注信息。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ata

Boolean

true

是否成功更新类目。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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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bc1ec92159376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UpdateMetaCategory
&CategoryId=2
&Name=category name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0bc1ec92159376</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true</Data>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bc1ec92159376",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true,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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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Meta.NoT ena
nt

T he user is not the owner of any
tenants.

当前的用户不是任何租户的所有者。

500

InternalError.Meta.NoCal
cEngine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retrieving the
compute engine based on the
MaxCompute project.

根据ODPS项目{0}获取计算引擎失败。

500

InternalError.Meta.T enan
tT imeOut

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interface
network.

接口网络不通。

500

InternalError.Meta.Unkno
wn

An unknown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your request.

未知错误。

403

Invalid.Meta.CategoryFor
bidden

Failed to delete the category. T he
current category is associated with a
table and cannot be operated.

类目删除失败，当前类目存在关联表，不
能进行操作。

400

Invalid.Meta.CategoryIlle
galDepth

A category can contain a maximum of
4 levels.

类目层级超过4级。

403

Invalid.Meta.CategoryIlle
galT enant

T he tenant ID is different in the parent
and child categories.

父子类目的租户ID不一致。

400

Invalid.Meta.CategoryNa
meDuplicate

T he category name is duplicated at
this level.

同一层级下，类目名称重复。

500

Invalid.Meta.CategoryRel
ationDuplicate"

T he table is already bound to the
category.

类目已经关联该表。

400

Invalid.Meta.T ableNotExi
st

T he table does not exist.

表不存在。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C
ommonError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 is invalid.

请求参数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

T he app guid parameter is invalid.

App参数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Date

T he date format is invalid.

日期格式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PageError

T he parameter for paging is invalid.

分页信息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N
otExist

T he object does not exist.

数据不存在。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Updat eMet aCat egory接口的使用示例Demo请参见Dat aWorks OpenAPI示例。

3.17. GetMetaCategory
调用Get Met aCat egory查询类目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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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SDK代码
示例。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MetaCategory

要执行的操作。

ParentCategoryId

Long

是

333

类目树的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ID。

PageNum

Integer

否

1

请求的数据页数，用于翻页。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Data

Struct

业务数据。

DataEntityList

Array of
DataEntityList

Data实例列表。

CategoryId

Long

133

类目的ID。

Comment

String

category 1

类目的备注信息。

CreateT ime

Long

1541576644000

创建类目的时间。

Depth

Integer

1

类目的层数。

LastOperatorId

String

12345

上一次操作的用户ID。

ModifiedT ime

Long

1541576644000

修改类目的时间。

Name

String

category 1

类目的名称。

OwnerId

String

123

类目所有者的ID。

ParentCategoryId

Long

12

父类目的ID。

PageNum

Integer

1

请求的数据页数，用于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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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T otalCount

Long

10

类目的总数。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bc1ec92159376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MetaCategory
&ParentCategoryId=333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0bc1ec92159376</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10</TotalCount>
<PageNum>1</PageNum>
<PageSize>10</PageSize>
<DataEntityList>
<CategoryId>133</CategoryId>
<Comment>category 1</Comment>
<ModifiedTime>1541576644000</ModifiedTime>
<OwnerId>123</OwnerId>
<LastOperatorId>12345</LastOperatorId>
<CreateTime>1541576644000</CreateTime>
<ParentCategoryId>12</ParentCategoryId>
<Depth>1</Depth>
<Name>category 1</Name>
</DataEntityList>
</Data>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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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0bc1ec92159376",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10,
"PageNum": 1,
"PageSize": 10,
"DataEntityList": {
"CategoryId": 133,
"Comment": "category 1",
"ModifiedTime": 1541576644000,
"OwnerId": "123",
"LastOperatorId": "12345",
"CreateTime": 1541576644000,
"ParentCategoryId": 12,
"Depth": 1,
"Name": "category 1"
}
},
"ErrorCode":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ErrorMessage":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Meta.NoT ena
nt

T he user is not the owner of any
tenants.

当前的用户不是任何租户的所有者。

500

InternalError.Meta.NoCal
cEngine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retrieving the
compute engine based on the
MaxCompute project.

根据ODPS项目{0}获取计算引擎失败。

500

InternalError.Meta.T enan
tT imeOut

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interface
network.

接口网络不通。

500

InternalError.Meta.Unkno
wn

An unknown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your request.

未知错误。

403

Invalid.Meta.CategoryFor
bidden

Failed to delete the category. T he
current category is associated with a
table and cannot be operated.

类目删除失败，当前类目存在关联表，不
能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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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Meta.CategoryIlle
galDepth

A category can contain a maximum of
4 levels.

类目层级超过4级。

403

Invalid.Meta.CategoryIlle
galT enant

T he tenant ID is different in the parent
and child categories.

父子类目的租户ID不一致。

400

Invalid.Meta.CategoryNa
meDuplicate

T he category name is duplicated at
this level.

同一层级下，类目名称重复。

500

Invalid.Meta.CategoryRel
ationDuplicate"

T he table is already bound to the
category.

类目已经关联该表。

400

Invalid.Meta.T ableNotExi
st

T he table does not exist.

表不存在。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C
ommonError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 is invalid.

请求参数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

T he app guid parameter is invalid.

App参数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Date

T he date format is invalid.

日期格式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PageError

T he parameter for paging is invalid.

分页信息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N
otExist

T he object does not exist.

数据不存在。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Get Met aCat egory接口的使用示例Demo请参见Dat aWorks OpenAPI示例。

3.18. GetMetaTableListByCategory
调用Get Met aT ableList ByCat egory查询指定类目下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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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MetaT ableListByC
ategory

要执行的操作。

CategoryId

Long

是

23

类目的ID，您可以调用GetMetaCategory获取类目
的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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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描述
请求的数据页数，用于翻页。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ata

Struct

PageNumber

Integer

1

请求的数据页数，用于翻页。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T ableGuidList

List

odps.engine_name.table
_name

表的列表。

T otalCount

Long

20

表的总数。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bc1ec92159376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是否成功。

业务数据。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MetaTableListByCategory
&CategoryId=23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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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0bc1ec92159376</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ableGuidList>odps.engine_name.table_name</TableGuidList>
<TotalCount>20</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Data>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bc1ec92159376",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ableGuidList": "odps.engine_name.table_name",
"TotalCount": 20,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
"ErrorCode":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ErrorMessage":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Meta.NoT ena
nt

T he user is not the owner of any
tenants.

当前的用户不是任何租户的所有者。

500

InternalError.Meta.NoCal
cEngine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retrieving the
compute engine based on the
MaxCompute project.

根据ODPS项目{0}获取计算引擎失败。

500

InternalError.Meta.T enan
tT imeOut

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interface
network.

接口网络不通。

500

InternalError.Meta.Unkno
wn

An unknown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your request.

未知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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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3

Invalid.Meta.CategoryFor
bidden

Failed to delete the category. T he
current category is associated with a
table and cannot be operated.

类目删除失败，当前类目存在关联表，不
能进行操作。

400

Invalid.Meta.CategoryIlle
galDepth

A category can contain a maximum of
4 levels.

类目层级超过4级。

403

Invalid.Meta.CategoryIlle
galT enant

T he tenant ID is different in the parent
and child categories.

父子类目的租户ID不一致。

400

Invalid.Meta.CategoryNa
meDuplicate

T he category name is duplicated at
this level.

同一层级下，类目名称重复。

500

Invalid.Meta.CategoryRel
ationDuplicate"

T he table is already bound to the
category.

类目已经关联该表。

400

Invalid.Meta.T ableNotExi
st

T he table does not exist.

表不存在。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C
ommonError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 is invalid.

请求参数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

T he app guid parameter is invalid.

App参数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Date

T he date format is invalid.

日期格式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PageError

T he parameter for paging is invalid.

分页信息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N
otExist

T he object does not exist.

数据不存在。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Get Met aT ableList ByCat egory接口的使用示例Demo请参见Dat aWorks OpenAPI示例。

3.19. AddToMetaCategory
调用AddT oMet aCat egory添加表至指定的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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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AddT oMetaCategory

要执行的操作。

CategoryId

Long

是

5

类目的ID。

135

> 文档版本：20220713

Dat aWorks

API参考· 元数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T ableGuid

String

是

odps.engine_name.ta
ble_name

地域ID。

表的唯一标识。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ata

Boolean

true

是否成功添加表至指定的类目。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bc1ec92159376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AddToMetaCategory
&CategoryId=5
&RegionId=cn-shanghai
&TableGuid=odps.engine_name.table_nam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0bc1ec92159376</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true</Data>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bc1ec92159376",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true,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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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AddT oMet aCat egory接口的使用示例Demo请参见Dat aWorks OpenAPI示例。

3.20. DeleteFromMetaCategory
调用Delet eFromMet aCat egory从指定的类目中移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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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FromMetaCate
gory

要执行的操作。

CategoryId

Long

是

5

类目的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ID。

T ableGuid

String

是

odps.engine_name.ta
ble_name

表的唯一标识。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ata

Boolean

true

是否成功删除表。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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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bc1ec92159376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FromMetaCategory
&CategoryId=5
&RegionId=cn-shanghai
&TableGuid=odps.engine_name.table_nam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0bc1ec92159376</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true</Data>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bc1ec92159376",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true,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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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Delet eFromMet aCat egory接口的使用示例Demo请参见Dat aWorks OpenAPI示例。

3.21. CreateTable
调用Creat eT able创建一个MaxComput e的表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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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T abl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Creat eT able 。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IsView

Integer

否

0

指定创建视图或创建表：
0为创建表。
1为创建视图。

表或工作空间是否可见：
Visibility

Integer

否

1

0为表和工作空间均不可见。
1为表和工作空间均可见。
2为仅工作空间可见。

LifeCycle

Integer

否

10

表的生命周期。默认取值为空，表示永久存储。

CategoryId

Long

否

101

关联类目的ID。您可以通过GetMetaCategory接口
查询可以关联的类目ID。

LogicalLevelId

Long

否

101

逻辑层级ID。

PhysicsLevelId

Long

否

101

物理层级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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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外部表的存储类型。取值如下：
0表示OSS。

ExternalT ableT ype

String

否

0

1表示T ableStore。
2表示Volume。
3表示MySQL。

Location

String

否

location

外部表的存储地址。

ProjectId

Long

否

23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

T ableName

String

是

tableName1

表的名称。

Endpoint

String

否

odps://abc

MaxCompute的Endpoint。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环境。取值如下：
EnvT ype

Integer

否

1

0表示开发环境。
1表示生产环境。

AppGuid

String

否

odps.test

MaxCompute项目的ID，格式为odps.
{projectName}。

Comment

String

否

备注

备注信息。

创建的MaxCompute表是否为分区表，包括
1（是）和0（否）。该字段已废弃，请勿使用。
HasPart

Integer

否

0

目前代码会根据Column.N.isPartitionCol参数判断
MaxCompute表是否为分区表，当
Column.N.isPartitionCol参数取值为1时，则认为
MaxCompute表为分区表。

ClientT oken

String

否

保留字段

保留字段。

Columns.N.ColumnNa
meCn

String

否

中文名

字段的中文名称。

Columns.N.ColumnNa
me

String

是

columnName1

Columns.N.Comment

String

否

备注

字段的备注信息。

Columns.N.ColumnT y
pe

String

是

string

字段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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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Columns.N.SeqNumb
er

Integer

否

1

Columns.N.Length

Integer

否

10

Columns.N.IsPartition
Col

Boolean

否

0

描述
字段的序列号。您可以指定字段在表中的排序，默
认按照创建请求的顺序排序。
如果字段为分区字段，则不支持配置
Columns.N.SeqNumber。

字段的长度。

当前字段是否为分区字段：
1为分区字段。
0为非分区字段。

T hemes.N.T hemeId

Long

否

101

主题ID。

T hemes.N.T hemeLev
el

Integer

否

101

主题ID对应的主题层级。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abcdef

请求ID。

请求任务的信息。

T askInfo

请求任务提交成功后，会被分为多个子任务有序执行。当
前子任务执行成功后，才会继续执行下一个子任务，所有
子任务执行完毕，该请求任务结束。

Object

如下情况，请求任务会终止，您需要根据错误码信息解决
问题后重新发起请求任务：
请求任务提交失败。
请求任务提交成功后，任意子任务执行失败。

当前执行的子任务的状态信息。取值如下：
Status

String

success

operating表示子任务正在执行中。
success表示子任务执行成功。
failure表示子任务执行失败。详细的报错信息请参见
Content参数。

NextT askId

String

abc1

即将执行的子任务ID。如果该字段为空，则表示所有子任
务均已结束。您可以使用获取到的ID，
从GetDDLJobStatus接口查询对应子任务的状态。

T askId

String

abc

当前执行的子任务ID。

Content

String

success

当前子任务的执行状态详细信息。具体如下：
执行成功，则显示success。
执行失败则显示对应的报错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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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Table
&Columns.1.ColumnName=columnName1
&Columns.1.ColumnType=string
&RegionId=cn-shanghai
&TableName=tableName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CreateTableResponse>
<TaskInfo>
<Status>success</Status>
<TaskId>abc</TaskId>
<Content>success</Content>
<NextTaskId>abc1</NextTaskId>
</TaskInfo>
<RequestId>abcdef</RequestId>
</CreateTable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TaskInfo" : {
"Status" : "success",
"TaskId" : "abc",
"Content" : "success",
"NextTaskId" : "abc1"
},
"RequestId" : "abcdef"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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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3.22. UpdateTable
调用Updat eT able更新MaxComput e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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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UpdateT abl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Updat eT able 。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IsView

Integer

否

0

是否为视图，包括0（否）和1（是）。该字段已废
弃，请勿使用。

Visibility

Integer

否

1

表的可见性，包括0（对所有成员不可见）、1（对
所有成员可见）和2（对工作空间成员可见）。

LifeCycle

Integer

否

10

表的生命周期，单位为天。生命周期为空时，表示
永久存储。

CategoryId

Long

否

101

关联的类目ID。

LogicalLevelId

Long

否

101

逻辑层级ID。

PhysicsLevelId

Long

否

101

物理层级ID。

ExternalT ableT ype

String

否

1

外表的类型，包括0（OSS）、1（T ableStore）、
2（Volume）和3（MySQL）。该字段已废弃，请
勿使用。

Location

String

否

location

外表的存储地址。该字段已废弃，请勿使用。

ProjectId

Long

否

101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获取工作空间ID。

143

> 文档版本：20220713

Dat aWorks

API参考· 元数据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T ableName

String

是

abc

MaxCompute表名称。

Endpoint

String

否

odps://

MaxCompute Endpoint。不填时，默认取项目对
应的Endpoint。

EnvT ype

Integer

否

1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环境，包括0（开发环境）
和1（生产环境）。

AppGuid

String

否

odps.test

MaxCompute项目的唯一标识，格式为odps.
{projectName}。

表是否存在：
CreateIfNotExists

Boolean

否

true

true：是，表存在。
false：否，表不存在。
该字段已废弃，请勿使用。

需要更新的MaxCompute表是否为分区表，包括
0（否）和1（是）。该字段已废弃，请勿使用。
HasPart

Integer

否

0

目前代码会根据Column.N.isPartitionCol参数判断
MaxCompute表是否为分区表，当
Column.N.isPartition参数取值为1时，则认为
MaxCompute表为分区表。

Comment

String

否

备注

备注信息。

Columns.N.ColumnNa
meCn

String

否

中文

字段的中文名称。

Columns.N.ColumnNa
me

String

是

abc

字段的名称。

Columns.N.Comment

String

否

备注

字段的备注。

Columns.N.ColumnT y
pe

String

是

string

字段的类型，请参见MaxCompute支持的字段类
型。

Columns.N.SeqNumb
er

Integer

否

1

字段的序号。如果字段为分区字段，则不支持配置
Columns.N.SeqNumber。

Columns.N.Length

Integer

否

10

字段的长度。

Columns.N.IsPartition
Col

Boolean

否

0

是否为分区字段，包括0（否）和1（是）。

T hemes.N.T hemeId

Long

否

101

关联的主题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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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T hemes.N.T hemeLev
el

Integer

否

101

主题ID对应的层级。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abcde

请求ID。

请求任务的信息。

T askInfo

请求任务提交成功后，会被分为多个子任务有序执行。当
前子任务执行成功后，才会继续执行下一个子任务，所有
子任务执行完毕，该请求任务结束。如下情况，请求任务
会终止，您需要根据错误码信息解决问题后重新发起请求
任务：

Object

请求任务提交失败。
请求任务提交成功后，任意子任务执行失败。

当前执行的子任务的状态信息。取值如下：
Status

String

success

operating表示子任务正在执行中。
success表示子任务执行成功。
failure表示子任务执行失败。详细的报错信息请参见
Content参数。

NextT askId

String

abc1

即将执行的子任务ID。如果该字段为空，则表示所有子任
务均已结束。您可以使用获取到的ID，
从GetDDLJobStatus接口查询对应子任务的状态。

T askId

String

abc

当前执行的子任务ID。

Content

String

success

当前子任务的执行状态详细信息。具体如下：
执行成功，则显示success。
执行失败则显示对应的报错详情。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UpdateTable
&Columns.1.ColumnName=abc
&Columns.1.ColumnType=string
&RegionId=cn-shanghai
&TableName=ab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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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UpdateTableResponse>
<TaskInfo>
<Status>success</Status>
<TaskId>abc</TaskId>
<Content>success</Content>
<NextTaskId>abc1</NextTaskId>
</TaskInfo>
<RequestId>abcde</RequestId>
</UpdateTable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TaskInfo" : {
"Status" : "success",
"TaskId" : "abc",
"Content" : "success",
"NextTaskId" : "abc1"
},
"RequestId" : "abcd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3.23. UpdateTableAddColumn
调用Updat eT ableAddColumn更新MaxComput e表的字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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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UpdateT ableAddColu
mn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Updat eT ableAddCo lumn。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T ableGuid

String

是

odps.engine_name.ta
ble_name

MaxCompute表的唯一标识。格式为
odps.projectName.tableName。

Column.N.ColumnNa
meCn

String

否

中文

字段的中文名称。

Column.N.ColumnNa
me

String

是

abc

字段的名称。

Column.N.Comment

String

否

备注

字段的备注信息。

Column.N.ColumnT yp
e

String

是

string

字段的类型，请参见MaxCompute支持的字段类
型。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abc

请求ID。

请求任务的信息。

T askInfo

请求任务提交成功后，会被分为多个子任务有序执行。当
前子任务执行成功后，才会继续执行下一个子任务，所有
子任务执行完毕，该请求任务结束。如下情况，请求任务
会终止，您需要根据错误码信息解决问题后重新发起请求
任务：

Object

请求任务提交失败。
请求任务提交成功后，任意子任务执行失败。

当前执行的子任务的状态信息。取值如下：
Status

String

success

operating表示子任务正在执行中。
success表示子任务执行成功。
failure表示子任务执行失败。详细的报错信息请参见
Content参数。

NextT askId

String

abc1

即将执行的子任务ID。如果该字段为空，则表示所有子任
务均已结束。您可以使用获取到的ID，
从GetDDLJobStatus接口查询对应子任务的状态。

T askId

String

abc2

当前执行的子任务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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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当前子任务的执行状态详细信息。具体如下：

Content

String

success

执行成功，则显示success。
执行失败则显示对应的报错详情。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UpdateTableAddColumn
&Column.1.ColumnName=abc
&Column.1.ColumnType=string
&RegionId=cn-shanghai
&TableGuid=odps.engine_name.table_nam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UpdateTableAddColumnResponse>
<TaskInfo>
<Status>success</Status>
<TaskId>abc2</TaskId>
<Content>success</Content>
<NextTaskId>abc1</NextTaskId>
</TaskInfo>
<RequestId>abc</RequestId>
</UpdateTableAddColumn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TaskInfo" : {
"Status" : "success",
"TaskId" : "abc2",
"Content" : "success",
"NextTaskId" : "abc1"
},
"RequestId" : "abc"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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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3.24. DeleteTable
调用Delet eT able删除MaxComput e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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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T able

要执行的操作。

EnvT ype

Integer

是

1

DataWorks环境的类型，包括0（开发环境）和
1（生产环境）。

ProjectId

Long

是

101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阿里云地域。

T ableName

String

是

table1

MaxCompute表的名称。

AppGuid

String

否

odps.test

MaxCompute项目的唯一标识，格式为odps.
{projectName}。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abcde

请求ID。

T askInfo

Str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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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ntent

String

success

任务的内容。

NextT askId

String

abc1

正在运行的任务ID。

Status

String

success

已经结束的任务状态。

T askId

String

abc

已经结束的任务ID。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Table
&EnvType=1
&ProjectId=101
&RegionId=cn-shanghai
&TableName=table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格式

XML

<TaskInfo>
<Status>success</Status>
<TaskId>abc</TaskId>
<Content>success</Content>
<NextTaskId>abc1</NextTaskId>
</TaskInfo>
<RequestId>abcde</RequestId>

JSON

格式

{
"TaskInfo": {
"Status": "success",
"TaskId": "abc",
"Content": "success",
"NextTaskId": "abc1"
},
"RequestId": "abcd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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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3.25. GetDDLJobStatus
调用Get DDLJobSt at us获取创建表、更新表和删除表的任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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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DDLJobStatus

要执行的操作。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阿里云地域。

T askId

String

是

abc

DDL任务的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ata

Struct

Content

String

success

任务的内容。

NextT askId

String

abc1

正在进行的T askID。如果为空，说明全部任务已经结束。

Status

String

success

任务的状态。

T askId

String

abc

任务的ID。

RequestId

String

abc

请求ID。

任务的详情。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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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DDLJobStatus
&RegionId=cn-shanghai
&TaskId=ab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格式

XML

<RequestId>abc</RequestId>
<Data>
<Status>success</Status>
<TaskId>abc</TaskId>
<Content>success</Content>
<NextTaskId>abc1</NextTaskId>
</Data>

JSON

格式

{
"RequestId": "abc",
"Data": {
"Status": "success",
"TaskId": "abc",
"Content": "success",
"NextTaskId": "abc1"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3.26. UpdateMetaTable
调用Updat eMet aT able更新表的Met a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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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SDK代码
示例。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UpdateMetaT able

要执行的操作。

EnvT ype

Integer

是

1

DataWorks的环境，包括0（开发环境）和1（生产
环境）。

ProjectId

Long

是

101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阿里云地域。

T ableName

String

是

table1

表的名称。

T ableGuid

String

否

odps.test.table1

表的唯一标识，格式为odps.{projectName}.
{tableName}。

NewOwnerId

String

否

12345

新的OwnerId，为空时不更新。

AddedLabels

String

否

a,b,c

需要增加的标签名称，使用英文逗号（,）分隔。

RemovedLabels

String

否

a,b,c

需要删除的标签名称，使用英文逗号（,）分隔。

CategoryId

Long

否

101

需要关联的类目ID。

Visibility

Integer

否

1

编辑表的可见性，包括0（不可见）、1（可见）和
2（工作空间可见）。

Caption

String

否

中文名

表的中文名称。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abcde

请求ID。

UpdateResult

Boolean

true

是否更新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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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UpdateMetaTable
&EnvType=1
&ProjectId=101
&RegionId=cn-shanghai
&TableName=table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格式

XML

<RequestId>abcde</RequestId>
<UpdateResult>true</UpdateResult>

JSON

格式

{
"RequestId": "abcde",
"UpdateResult":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3.27. UpdateMetaTableIntroWiki
调用Updat eMet aT ableInt roWiki更新表的说明信息，当数据不存在时增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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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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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UpdateMetaT ableIntr
oWiki

要执行的操作。

Content

String

是

abc

表说明的详情。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阿里云地域。

T ableGuid

String

是

odps.test.table1

表的唯一标识，格式为odsp.{projectName}.
{tableName}。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abcde

请求ID。

UpdateResult

Boolean

true

更新结果。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UpdateMetaTableIntroWiki
&Content=abc
&RegionId=cn-shanghai
&TableGuid=odps.test.table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格式

XML

<RequestId>abcde</RequestId>
<UpdateResult>true</UpdateResult>

JSON

格式

{
"RequestId": "abcde",
"UpdateResult":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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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3.28. ListMetaDB
调用List Met aDB查询数据库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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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MetaDB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List Met aDB。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ProjectId

Long

是

123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调
用ListProjects，获取工作空间ID。

DataSourceT ype

String

是

emr

数据类型，当前仅支持取值为emr。

PageNum

Integer

否

1

页码数。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为100条。

ClusterId

String

否

abc

EMR集群的ID。您可以登录EMR的控制台，获取集
群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abc

请求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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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atabaseInfo

Object

T otalCount

Long

DbList

Array of DbList

T ype

String

HIVE

数据库的类型。

CreateT imeStamp

Long

1388776825

创建数据库的时间。该结果显示为时间戳，您可以根据使
用的时区将时间戳转换为相应日期。

UUID

String

32342

数据库的唯一标识。

ModifiedT imeStam
p

Long

1388776837

更新数据库的时间。

Name

String

name

数据库的名称。

OwnerId

String

1232

Owner的ID。

Location

String

hdfs://localhost:777/us
er/hadoop/test.txt

存储数据库的地址。

数据库的信息。

10

数据库的总数。

数据库列表。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MetaDB
&ProjectId=123
&DataSourceType=emr
&PageNum=1
&PageSize=10
&ClusterId=abc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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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ListMetaDBResponse>
<RequestId>abc</RequestId>
<DatabaseInfo>
<TotalCount>10</TotalCount>
<DbList>
<Type>HIVE</Type>
<CreateTimeStamp>1388776825</CreateTimeStamp>
<UUID>32342</UUID>
<ModifiedTimeStamp>1388776837</ModifiedTimeStamp>
<Name>name</Name>
<OwnerId>1232</OwnerId>
<Location>hdfs://localhost:777/user/hadoop/test.txt</Location>
</DbList>
</DatabaseInfo>
</ListMetaDB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abc",
"DatabaseInfo" : {
"TotalCount" : 10,
"DbList" : {
"Type" : "HIVE",
"CreateTimeStamp" : 1388776825,
"UUID" : 32342,
"ModifiedTimeStamp" : 1388776837,
"Name" : "name",
"OwnerId" : 1232,
"Location" : "hdfs://localhost:777/user/hadoop/test.txt"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Meta.AppNotExist

T he MaxCompute project does not
exist.

MaxCompute项目不存在。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C
ommonError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 is invalid.

请求参数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

T he app guid parameter is invalid.

App参数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Date

T he date format is invalid.

日期格式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PageError

T he parameter for paging is invalid.

分页信息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N
otExist

T he object does not exist.

数据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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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3

Forbidden.Meta.NoT ena
nt

T he user is not the owner of any
tenants.

当前的用户不是任何租户的所有者。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Meta.NoCal
cEngine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retrieving the
compute engine based on the
MaxCompute project.

根据ODPS项目{0}获取计算引擎失败。

500

InternalError.Meta.T enan
tT imeOut

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interface
network.

接口网络不通。

500

InternalError.Meta.Unkno
wn

An unknown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your request.

未知错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List Met aDB接口的使用示例Demo请参见Dat aWorks OpenAPI示例。

3.29. UpdateTableModelInfo
调用Updat eT ableModelInfo修改表的主题、层级和物理分类等信息。不建议使用该API，后续将有新API上线覆盖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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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UpdateT ableModelIn
fo

要执行的操作。

FirstLevelT hemeId

Long

是

101

一级主题ID。

LevelId

Long

是

101

层级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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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SecondLevelT hemeId

Long

是

101

二级主题ID。

T ableGuid

String

是

odps.test.table1

表的唯一标识，格式为odps.{projectName}.
{tableName}。

LevelT ype

Integer

否

1

层级类型，包括1（逻辑层级）和2（物理层级）。

阿里云地域。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abcde

请求ID。

UpdateResult

Boolean

true

表是否更新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UpdateTableModelInfo
&FirstLevelThemeId=101
&LevelId=101
&RegionId=cn-shanghai
&SecondLevelThemeId=101
&TableGuid=odps.test.table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abcde</RequestId>
<UpdateResult>true</UpdateResult>

JSON 格式
{
"RequestId": "abcde",
"UpdateResult":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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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3.30. CreateTableTheme
调用Creat eT ableT heme创建主题。不建议使用该API，后续将有新API上线覆盖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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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T ableT heme

要执行的操作。

Level

Integer

是

1

主题的层级，包括1（一级主题）和2（二级主
题）。

Name

String

是

主题名称

主题的名称。

ProjectId

Long

是

123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阿里云地域。

ParentId

Long

否

122

父类层级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rrorCode

String

0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success

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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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RequestId

String

ABCd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成功。

T hemeId

Long

123

生成的主题ID。

HT T P状态码。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TableTheme
&Level=1
&Name=主题名称
&ProjectId=123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ThemeId>123</ThemeId>
<RequestId>ABCd</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ErrorCode>0</ErrorCode>
<ErrorMessage>success</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ThemeId": 123,
"RequestId": "ABCd",
"HttpStatusCode": 200,
"ErrorCode": 0,
"ErrorMessage": "success",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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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3.31. DeleteTableTheme
调用Delet eT ableT heme删除主题。不建议使用该API，后续将有新API上线覆盖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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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T ableT heme

要执行的操作。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阿里云地域。

T hemeId

Long

是

123

主题ID。

ProjectId

Long

否

123

DataWorks工作空间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eleteResult

Boolean

true

删除结果。

ErrorCode

String

1031203110005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错误消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abcdef

请求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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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示例值

描述
主题是否删除成功：

Success

Boolean

true

true：是
false：否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TableTheme
&RegionId=cn-shanghai
&ThemeId=123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abcdef</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ErrorCode>0</ErrorCode>
<ErrorMessage>success</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DeleteResult>true</DeleteResult>

JSON 格式
{
"RequestId": "abcdef",
"HttpStatusCode": 200,
"ErrorCode": 0,
"ErrorMessage": "success",
"Success": true,
"DeleteResult":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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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3.32. UpdateTableTheme
调用Updat eT ableT heme更新主题。不建议使用该API，后续将有新API上线覆盖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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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UpdateT ableT heme

要执行的操作。

Name

String

是

主题名称

主题的名称。

ProjectId

Long

是

123

工作空间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阿里云地域。

T hemeId

Long

是

123

主题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rrorCode

String

1031203110005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错误消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abcd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主题是否更新成功：
true：是
false：否

是否成功返回更新结果：
UpdateResult

Boolean

true

true：是
false：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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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UpdateTableTheme
&Name=主题名称
&ProjectId=123
&RegionId=cn-shanghai
&ThemeId=123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abcd</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ErrorCode>1031203110005</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UpdateResult>true</UpdateResult>

JSON 格式
{
"RequestId": "abcd",
"HttpStatusCode": 200,
"ErrorCode": 1031203110005,
"ErrorMessage":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Success": true,
"UpdateResult":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3.33. ListTableT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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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ListTableTheme
调用List T ableT heme查询主题列表。不建议使用该API，后续将有新API上线覆盖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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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T ableT heme

要执行的操作。

ProjectId

Long

是

123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阿里云地域。

ParentId

Long

否

121

父类ID。

PageNum

Integer

否

1

分页的页数。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Data

Struct

层级数据。

T hemeList

Array of T hemeList

层级列表。

CreateT imeStamp

Long

123432343243

创建层级的时间。

Creator

String

123455

层级的创建人。

Level

Integer

1

1（一级层级）和2（二级层级）。

Name

String

层级名称

层级的名称。

ParentId

Long

122

父节点ID。

ProjectId

Long

123

工作空间ID。

T hemeId

Long

123

主题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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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T otalCount

Long

10

内容总数量。

ErrorCode

String

1031203110005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abcde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成功查询主题。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TableTheme
&ProjectId=123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abcde</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hemeList>
<ParentId>122</ParentId>
<ThemeId>123</ThemeId>
<ProjectId>123</ProjectId>
<Level>1</Level>
<Creator>123455</Creator>
<CreateTimeStamp>123432343243</CreateTimeStamp>
<Name>层级名称</Name>
</ThemeList>
<TotalCount>10</TotalCount>
</Data>
<ErrorCode>1031203110005</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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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abcde",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hemeList": {
"ParentId": 122,
"ThemeId": 123,
"ProjectId": 123,
"Level": 1,
"Creator": 123455,
"CreateTimeStamp": 123432343243,
"Name": "层级名称"
},
"TotalCount": 10
},
"ErrorCode": 1031203110005,
"ErrorMessage":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3.34. GetMetaTableThemeLevel
获取表的主题和层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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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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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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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MetaT ableT heme
Level

要执行的操作。

DataSourceT ype

String

是

odps

数据类型，目前只支持odps。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
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的Endpoint自动
解析。

T ableGuid

String

是

odps.project1.name1

表的唯一ID，格式为
odps.${projectName}.${tableName}。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ntity

Struct

返回数据。

Level

Array of Level

返回的层级信息。

Description

String

描述

层级的描述。

LevelId

Long

1

层级ID。

Name

String

level1

层级名称。

T ype

Integer

1

层级类型，取值如下：
1：逻辑层级。
2：物理层级。

T heme

Array of T heme

返回的主题信息。

主题类型，取值如下：
Level

Integer

1

1：一级主题。
2：二级主题。

Name

String

theme1

主题名称。

ParentId

Long

0

父主题ID。

T hemeId

Long

123

主题ID。

ErrorCode

String

0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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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rrorMessage

String

success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1324afdsfde

本次调用的唯一ID。出现错误后，您可以根据该ID排查问
题。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MetaTableThemeLevel
&DataSourceType=odps
&RegionId=cn-shanghai
&TableGuid=odps.project1.name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ntity>
<Theme>
<ParentId>0</ParentId>
<ThemeId>123</ThemeId>
<Level>1</Level>
<Name>theme1</Name>
</Theme>
<Level>
<Type>1</Type>
<Description>描述</Description>
<LevelId>1</LevelId>
<Name>level1</Name>
</Level>
</Entity>
<RequestId>1324afdsfde</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ErrorCode>0</ErrorCode>
<ErrorMessage>success</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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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ity": {
"Theme": {
"ParentId": 0,
"ThemeId": 123,
"Level": 1,
"Name": "theme1"
},
"Level": {
"Type": 1,
"Description": "描述",
"LevelId": 1,
"Name": "level1"
}
},
"RequestId": "1324afdsfde",
"HttpStatusCode": 200,
"ErrorCode": 0,
"ErrorMessage": "success",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Meta.NoT ena
nt

T he user is not the owner of any
tenants.

当前的用户不是任何租户的所有者。

500

InternalError.Meta.NoCal
cEngine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retrieving the
compute engine based on the
MaxCompute project.

根据ODPS项目{0}获取计算引擎失败。

500

InternalError.Meta.T enan
tT imeOut

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interface
network.

接口网络不通。

500

InternalError.Meta.Unkno
wn

An unknown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your request.

未知错误。

400

Invalid.Meta.T ableNotExi
st

T he table does not exist.

表不存在。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C
ommonError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 is invalid.

请求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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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

T he app guid parameter is invalid.

App参数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Date

T he date format is invalid.

日期格式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Ill
egalPageError

T he parameter for paging is invalid.

分页信息错误。

400

InvalidParameter.Meta.N
otExist

T he object does not exist.

数据不存在。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3.35. CreateTableLevel
调用Creat eT ableLevel创建层级。不建议使用该API，后续将有新API上线覆盖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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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T ableLevel

要执行的操作。

LevelT ype

Integer

是

1

层级的类型，包括1（逻辑层级）和2（物理层
级）。

Name

String

是

层级1

层级的名称。

ProjectId

Long

是

123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阿里云地域。

Description

String

否

层级描述

层级的描述。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rrorCode

String

1031203110005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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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LevelId

Long

123

层级ID。

RequestId

String

请求id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成功创建层级。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TableLevel
&LevelType=1
&Name=层级1
&ProjectId=123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请求id</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ErrorCode>1031203110005</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LevelId>123</LevelId>

JSON 格式
{
"RequestId": "请求id",
"HttpStatusCode": 200,
"ErrorCode": 1031203110005,
"ErrorMessage":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Success": true,
"LevelId": 123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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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3.36. UpdateTableLevel
调用Updat eT ableLevel更新层级。不建议使用该API，后续将有新API上线覆盖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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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UpdateT ableLevel

要执行的操作。

LevelId

Long

是

123

需要更新的层级ID。您可以通过ListLevel获取。

LevelT ype

Integer

是

1

层级的类型，包括1（逻辑层级）和2（物理层
级）。

Name

String

是

层级名称

层级的名称。

ProjectId

Long

是

123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阿里云地域。

Description

String

否

层级描述

层级的描述。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rrorCode

String

1031203110005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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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abcde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成功更新层级。

UpdateResult

Boolean

true

是否成功返回结果。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UpdateTableLevel
&LevelId=123
&LevelType=1
&Name=层级名称
&ProjectId=123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abcde</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ErrorCode>1031203110005</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UpdateResult>true</UpdateResult>

JSON 格式
{
"RequestId": "abcde",
"HttpStatusCode": 200,
"ErrorCode": 1031203110005,
"ErrorMessage":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Success": true,
"UpdateResult":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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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3.37. DeleteTableLevel
调用Delet eT ableLevel删除层级。不建议使用该API，后续将有新API上线覆盖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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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T ableLevel

要执行的操作。

LevelId

Long

是

123

需要删除的层级ID。您可以从ListLevel接口获取。

ProjectId

Long

是

123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阿里云地域。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eleteResult

Boolean

true

删除结果。

RequestId

String

abcde

请求ID。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TableLevel
&LevelId=123
&ProjectId=123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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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abcde</RequestId>
<DeleteResult>true</DeleteResult>

JSON 格式
{
"RequestId": "abcde",
"DeleteResult":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3.38. ListTableLevel
调用List T ableLevel查询层级列表。不建议使用该API，后续将有新API上线覆盖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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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T ableLevel

要执行的操作。

LevelT ype

Integer

是

1

层级的类型，包括1（逻辑层级）和2（物理层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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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ProjectId

Long

是

123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进入DataWorks
管理控制台获取。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PageNum

Integer

否

1

分页查询页码。默认为1。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rrorCode

String

1031203110005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abc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成功查询层级列表。

T ableLevelInfo

Struct

层级的信息。

LevelList

Array of LevelList

层级列表。

Description

String

层级描述

层级的描述。

LevelId

Long

123

层级ID。

LevelT ype

Integer

1

层级的类型，包括1（逻辑层级）和2（物理层级）。

Name

String

层级1

层级的名称。

ProjectId

Long

123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

T otalCount

Long

10

层级的总数。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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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TableLevel
&LevelType=1
&ProjectId=123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TableLevelInfo>
<TotalCount>10</TotalCount>
<LevelList>
<Description>层级描述</Description>
<LevelType>1</LevelType>
<ProjectId>123</ProjectId>
<LevelId>123</LevelId>
<Name>层级1</Name>
</LevelList>
</TableLevelInfo>
<RequestId>abc</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ErrorCode>1031203110005</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TableLevelInfo": {
"TotalCount": 10,
"LevelList": {
"Description": "层级描述",
"LevelType": 1,
"ProjectId": 123,
"LevelId": 123,
"Name": "层级1"
}
},
"RequestId": "abc",
"HttpStatusCode": 200,
"ErrorCode": 1031203110005,
"ErrorMessage":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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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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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开发

4.1. CreateFile
调用Creat eFile，在数据开发中创建一个文件。目前不支持调用该接口创建数据集成节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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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File

要执行的操作。

FileFolderPath

String

是

业务流程/第一个业务
流程/MaxCompute/文
件夹1/文件夹2

文件的路径。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ProjectId

Long

是

10000

该参数与ProjectIdentifier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
一，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
空间。

FileName

String

是

文件名

文件的名称。

FileDescription

String

否

这里是文件描述

文件的描述信息。

文件的代码类型。

FileT ype

Integer

是

10

常用的代码及其对应的文件类型包括6（Shell）、
10（ODPS SQL）、11（ODPS MR）、24（ODPS
Script）、99（虚拟节点）、221（PyODPS 2）、
225（ODPS Spark）、227（EMR Hive）、
228（EMR Spark）、229（EMR Spark SQL）、
230（EMR MR）、239（OSS对象检查）、
257（EMR Shell）、258（EMR Spark Shell）、
259（EMR Presto）、260（EMR Impala）、
900（实时同步）、1089（跨租户节点）、
1091（Hologres开发）、1093（Hologres
SQL）、1100（赋值节点）、1221（PyODPS
3）。
您可以调用ListFileT ype接口，查询文件的代码类
型。

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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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1000000000001

文件责任人的阿里云用户ID。如果该参数为空，则
默认使用调用者的阿里云用户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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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Content

Dat aWorks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示例值

描述

SHOW T ABLES;

文件代码内容，不同代码类型（fileT ype）的文
件，代码格式不同。您可以在运维中心找到对应类
型的任务，右键单击查看代码，查看具体的代码格
式。

RegionId

String

是

cn-zhangjiakou

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
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的endpoint自动
解析。

AutoRerunT imes

Integer

否

3

出错自动重跑的次数，取值最大为10。

出错自动重跑时间间隔，单位为毫秒。最大为
1800000毫秒（30分钟）。
AutoRerunIntervalMilli
s

Integer

否

120000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
的“调度配置>时间属性>出错自动重跑”的”重跑
间隔“配置对应。
控制台中“重跑间隔”的时间单位为分钟，请在调
用时注意转换时间。

重跑属性。取值如下：
ALL_ALLOWED：运行成功或失败后皆可重跑。

RerunMode

String

否

ALL_ALLOWED

FAILURE_ALLOWED：运行成功后不可重跑，运
行失败后可以重跑。
ALL_DENIED：运行成功或失败皆不可重跑。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
的“调度配置>时间属性>重跑属性”配置内容对
应。

是否暂停调度，取值如下：
true：暂停调度。
Stop

Boolean

否

false

false：不暂停调度。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
的“调度配置>时间属性>调度类型”配置为”暂停
调度“时对应。

调度参数。
ParaValue

String

否

a=x b=y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
的“调度配置>参数”对应。您可以参考调度参
数配置。

开始自动调度的毫秒时间戳。
StartEffect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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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否

936923400000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
的“调度配置>时间属性>生效日期”配置的开始时
间的毫秒时间戳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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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停止自动调度的时间戳，单位为毫秒。

EndEffectDate

Long

否

4155787800000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
的“调度配置>时间属性>生效日期”配置的结束时
间的毫秒时间戳对应。

周期调度的cron表达式，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
台中，数据开发任务的“调度配置>时间属性>cron
表达式”对应。配置完“调度周期”及“定时调度
时间”后，DataWorks会自动生成相应cron表达
式。
示例如下：
每天凌晨5点30分定时调度： 00 30 05 * *
?
每个小时的第15分钟定时调度： 00 15 * *
* ?
每隔十分钟调度一次： 00 00/10 * * * ?
CronExpress

String

否

00 05 00 * * ?

每天8点到17点，每个十分钟调度一次： 00 0
0-59/10 8-23 * * * ?
每月的1日0点20分自动调度： 00 20 00 1 *
?
从1月1日0点10分开始，每过3个月调度一次：
00 10 00 1 1-12/3 ?
每周二、周五的0点5分自动调度： 00 05 00
* * 2,5
由于DataWorks调度系统的规则，cron表达式有以
下限制：
最短调度间隔时间为5分钟。
每天最早调度时间为0点5分。

CycleT ype

String

否

DAY

调度周期的类型，包括NOT _DAY（分钟、小时）和
DAY（日、周、月）。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
的“调度配置>时间属性>调度周期”对应。

依赖上一周期的方式。取值如下：
SELF：依赖项选择本节点。
DependentT ype

String

否

NONE

CHILD：依赖项选择一级子节点。
USER_DEFINE：依赖项选择其他节点。
NONE：未选择依赖项，即不会依赖上一周期。

DependentNodeIdList

Input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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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String

否

是

abc

project_root,project.f
ile1,project.001_out

依赖上一周期的节点列表。

文件依赖的上游文件的输出名称，多个输出使用英
文逗号（,）分隔。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
的“调度配置>调度依赖“选择”同周期“时
的”父节点输出名称”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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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ProjectIdentifier

Dat aWorks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示例值

描述

dw_project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名称。您可以登
录DataWorks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
工作空间名称。
该参数与ProjectId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一，用来
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空间。

ResourceGroupIdentif
ier

String

否

group_375827434852
437

文件发布成任务后，任务执行时对应的资源组。您
可以调用ListResourceGroups获取工作空间可用的
资源组列表。

该字段已废弃，请勿使用。

ResourceGroupId

Long

否

375827434852437

文件发布成任务后，任务执行时对应的资源组。对
应页面上调度配置>资源属性>调度资源组的配置。
与ResourceGroupIdentifier二者设置其一即可。
您可以通过ListResourceGroups接口获取工作空间
可用的资源组列表。ResourceGroupT ype传1，拿
到结果后取出ID字段。

文件发布成任务后，任务执行时连接的数据源。
ConnectionName

String

否

odps_first

您可以调用UpdateDataSource接口获取工作空间
可用的数据源列表。

文件是否开启自动解析功能。取值如下：
true：文件会自动解析代码。
AutoParsing

Boolean

否

true

false：文件不会自动解析代码。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
的“调度配置>调度依赖”选择“同周期”时
的“代码解析”对应。

调度的类型，取值如下：
NORMAL：正常调度任务。
SchedulerT ype

String

否

NORMAL

MANUAL：手动任务，不会被日常调度，对应手
动业务流程下的节点。
PAUSE：暂停任务。
SKIP：空跑任务，被日常调度，但启动调度时直
接被置为成功。

任务的高级配置。

AdvancedSettings

String

否

{"queue":"default","S
PARK_CONF":"--conf
spark.driver.memory
=2g"}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EMR Spark
Streaming和EMR Streaming SQL数据开发任务，
编辑页面右侧导航栏的“高级设置“对应。
当前仅EMR Spark Streaming和EMR Streaming
SQL任务支持配置该参数，并且参数为JSON格式。

发布后是否立即启动。
StartImmediately

185

Boolean

否

true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EMR Spark
Streaming和EMR Streaming SQL数据开发任务，
编辑页面右侧导航栏的“配置>时间属性>启动方
式“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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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InputParameters

String

OutputParameters

String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否

[{"ValueSource":
"project_001.first_no
de:bizdate_param","
ParameterName":
"bizdate_input"}]

否

[{"T ype": 1,"Value":
"${bizdate}","Paramet
erName":
"bizdate_param"}]

节点的上下文输入参数。参数为JSON格式，包含的
字段可参考GetFile接口返回值中的
InputContextParameterList参数结构。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
的“调度配置>节点上下文>本节点输入参数“对
应。

节点的上下文输出参数。参数为JSON格式，包含的
字段可参考GetFile接口返回值中的
OutputContextParameterList参数结构。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
的“调度配置>节点上下文>本节点输出参数“对
应。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Data

Long

1000001

文件创建成功后的ID。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本次调用的唯一ID。出现错误后，您可以根据该ID排查问
题。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调用是否成功。取值如下：
Success

Boolean

true

true：调用成功。
false：调用失败。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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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File
&FileFolderPath=业务流程/第⼀个业务流程/MaxCompute/⽂件夹1/⽂件夹2
&ProjectId=10000
&FileName=⽂件名
&FileDescription=这⾥是⽂件描述
&FileType=10
&Owner=1000000000001
&Content=SHOW TABLES;
&AutoRerunTimes=3
&AutoRerunIntervalMillis=120000
&RerunMode=ALL_ALLOWED
&Stop=false
&ParaValue=a=x b=y
&StartEffectDate=936923400000
&EndEffectDate=4155787800000
&CronExpress=00 05 00 * * ?
&CycleType=DAY
&DependentType=NONE
&DependentNodeIdList=abc
&InputList=project_root,project.file1,project.001_out
&ProjectIdentifier=dw_project
&ResourceGroupIdentifier=group_375827434852437
&ResourceGroupId=375827434852437
&ConnectionName=odps_first
&AutoParsing=true
&SchedulerType=NORMAL
&AdvancedSettings={"queue":"default","SPARK_CONF":"--conf spark.driver.memory=2g"}
&StartImmediately=true
&InputParameters=[{"ValueSource": "project_001.first_node:bizdate_param","ParameterName": "bizdate_input"}]
&OutputParameters=[{"Type": 1,"Value": "${bizdate}","ParameterName": "bizdate_param"}]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CreateFile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1000001</Data>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CreateFile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Data" : 1000001,
"RequestId" : "0000-ABCD-EFG",
"ErrorMessage" :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Success" : true,
"ErrorCode" :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

错误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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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4.2. CreateUdfFile
调用Creat eUdfFile，在数据开发中创建函数类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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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UdfFile

要执行的操作。

ClassName

String

是

com.alibaba.DataWor
ks.api.udf.StringConc
at

函数定义所在的类名，对应创建函数表单的类名一
项。

FileFolderPath

String

是

业务流程/第一个业务
流程/函数/字符串处理
函数

函数文件所在的文件夹路径。

FileName

String

是

StringConcat

函数的名称。

FunctionT ype

String

是

ST RING

函数的分类，对应创建函数表单中的函数类型一
项，包括MAT H（数学运算函数）、
AGGREGAT E（聚合函数）、ST RING（字符串处理
函数）、DAT E（日期处理函数）、ANALYT IC（窗
口函数）和OT HER（其他函数）。

RegionId

String

是

cn-zhangjiakou

服务所在地域的列表。

Resources

String

是

string-concat1.0.0.jar,commonslang-2.6.jar

函数引用的资源名列表，对应创建表中的资源列
表。多个资源名称之间使用英文逗号（,）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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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UdfDescription

String

是

把几个字符串连接起来
生成一个新的字符串

函数用途的说明，对应创建函数表单中的描述。

ProjectId

Long

否

10000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单击页面右上角
的小扳手图标，进入工作空间管理页面查看。

CmdDescription

String

否

StringConcat(String...
substrs)

函数调用的命令格式，对应创建函数表单中的命令
格式。

ParameterDescription

String

否

需要连接的字符串列表

函数入参的说明，对应创建函数表单中的参数说
明。

ReturnValue

String

否

所有字符串按照输入顺
序前后连接生成的新字
符串

函数的返回值说明，对应创建函数表单中的返回
值。

Example

String

否

StringConcat('a', 'b',
'c')

函数调用示例，对应创建函数表单中的示例。

ProjectIdentifier

String

否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唯一标识符，即数据开发页
面顶部切换工作空间处的英文标识。

dw_project

该参数与projectId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一，以确定
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空间。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ata

Long

100000002

文件创建成功后的ID。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本次调用的唯一ID。出现错误后，您可以根据该ID排查问
题。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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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UdfFile
&ClassName=com.alibaba.DataWorks.api.udf.StringConcat
&FileFolderPath=业务流程/第⼀个业务流程/函数/字符串处理函数
&FileName=StringConcat
&FunctionType=STRING
&ProjectId=10000
&RegionId=cn-zhangjiakou
&Resources=string-concat-1.0.0.jar,commons-lang-2.6.jar
&UdfDescription=把⼏个字符串连接起来⽣成⼀个新的字符串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100000002</Data>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000-ABCD-EFG****",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100000002,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4.3. CreateBusiness
调用Creat eBusiness，创建数据开发（Dat aSt udio）的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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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Business

要执行的操作。

BusinessName

String

是

我的业务流程

业务流程名称，同一个项目空间下的业务流程名称
必须唯一。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ProjectId

Long

否

10000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管理页面查看ID。

ProjectIdentifier

String

否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唯一标识符（即工作空间名
称）。您可以登录DataWorks控制台，进入工作空
间配置页面查看名称。

dw_project

该参数与projectId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一，以确定
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项目。

Description

Owner

String

String

否

否

这是一个通过接口创建
的业务流程

业务流程的描述信息。

1000000000001

业务流程对应责任人的阿里云账号ID。您可以登
录DataWorks控制台，鼠标悬停至顶部菜单栏右侧
的用户头像，查看账号ID。如果该参数为空，则默
认使用调用者的阿里云账号ID。

业务流程所属的功能模块。取值如下：
UseT ype

String

否

NORMAL

NORMAL（数据开发）
MANUAL_BIZ（手动业务流程）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BusinessId

Long

100001

业务流程ID。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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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本次调用的唯一ID。出现错误后，您可以根据该ID排查问
题。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Business
&BusinessName=我的业务流程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BusinessId>100001</BusinessId>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000-ABCD-EFG****",
"HttpStatusCode": 200,
"ErrorCode":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ErrorMessage":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BusinessId": 100001,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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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4.4. DeleteBusiness
调用Delet eBusiness删除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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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Business

要执行的操作。

BusinessId

Long

是

1000001

业务流程的ID，您可以调用ListBusiness接口，根据
名称查询对应业务流程的ID。

cn-zhangjiakou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10000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管控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该参数与ProjectIdentifier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
一，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
空间。

dw_project

DataWorks工作空间名称。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名
称。该参数与ProjectId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一，
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空
间。

RegionId

ProjectId

ProjectIdentifier

String

Long

String

是

否

否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ID。用于出现错误后排查问题。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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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Business
&BusinessId=1000001
&RegionId=cn-zhangjiakou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000-ABCD-EFG****",
"HttpStatusCode": 200,
"ErrorCode":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ErrorMessage":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4.5. CreateFolder
调用Creat eFolder创建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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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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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Folder

要执行的操作。

FolderPath

String

是

业务流程/系统数
据/MaxCompute/导入
层

文件夹的路径。您可以参考数据开发API调用示例文
档中“创建后ide目录结构”小节的目录结构创建。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10000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管控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该参数与ProjectIdentifier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
一，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
空间。

dw_project

DataWorks工作空间名称。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名
称。该参数与ProjectId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一，
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空
间。

RegionId

ProjectId

ProjectIdentifier

String

Long

String

是

否

否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ata

String

bdfd68****

新建文件夹的唯一标识符。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ID。用于出现错误后排查问题。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Folder
&FolderPath=业务流程/系统数据/MaxCompute/导⼊层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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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bdfd68****</Data>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000-ABCD-EFG",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bdfd68****",
"ErrorCode":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ErrorMessage":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4.6. UpdateBusiness
调用Updat eBusiness更新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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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UpdateBusiness

要执行的操作。

BusinessId

Long

是

300000

业务流程的ID，您可以调用ListBusiness接口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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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RegionId

ProjectId

Dat aWorks

类型

String

Long

是否必选

是

否

示例值

描述

cn-zhangjiakou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10000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管控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该参数与ProjectIdentifier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
一，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
空间。

ProjectIdentifier

String

否

dw_project

DataWorks工作空间名称。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名
称。该参数与ProjectId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一，
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空
间。

BusinessName

String

否

MyBusiness

业务流程的名称。您可以调用ListBusiness接口获
取。

Description

String

否

modified from my
first business

业务流程的描述信息。

Owner

String

否

348428****

业务流程的责任人。您可以调用ListBusiness接口
获取。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ID。用于出现错误后排查问题。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UpdateBusiness
&BusinessId=300000
&RegionId=cn-zhangjiakou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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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格式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RequestId":"0000-ABCD-EFG****","HttpStatusCode":"200","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
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Success":"true"}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4.7. ListFiles
调用List Files查询文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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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Files

要执行的操作。

FileFolderPath

String

否

业务流程/我的第一个
业务流
程/MaxCompute/ods
层

文件所在的文件夹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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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Dat aWorks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ProjectId

Long

否

10000

Keyword

String

否

ods

文件名称的关键字。支持模糊匹配，即输入关键字
即可查询包含该关键字的所有文件。

cn-zhangjiakou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RegionId

ProjectIdentifier

String

String

是

否

dw_project

该参数与ProjectIdentifier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
一，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
空间。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名称。您可以登
录DataWorks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
工作空间名称。
该参数与ProjectId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一，用来
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空间。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请求的数据页数，用于翻页。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为100条。

文件所属的功能模块。取值如下：
NORMAL：数据开发。
MANUAL：手动任务。
UseT ype

String

否

NORMAL

MANUAL_BIZ：手动业务流程。
SKIP：数据开发的空跑调度。
ADHOCQUERY：临时查询。
COMPONENT ：组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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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文件的代码类型。
常用的代码及其对应的文件类型包括6（Shell）、
10（ODPS SQL）、11（ODPS MR）、23（数据集
成）、24（ODPS Script）、97（PAI）、98（组合
节点）、99（虚拟节点）、221（PyODPS 2）、
225（ODPS Spark）、227（EMR Hive）、
228（EMR Spark）、229（EMR Spark SQL）、
230（EMR MR）、239（OSS对象检查）、
257（EMR Shell）、258（EMR Spark Shell）、
259（EMR Presto）、260（EMR Impala）、
900（实时同步）、1002（PAI内部节点）、
1089（跨租户节点）、1091（Hologres开发）、
1093（Hologres SQL）、1100（赋值节点）、
1106（遍历节点（foreach））、1221（PyODPS
3）。

FileT ypes

String

否

10,23

Owner

String

否

3726346****

文件责任人。

NodeId

Long

否

123541234

调度节点的ID。您可以调用ListNodes接口获取节
点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ID。用于出现错误后排查问题。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取值如下：
true：调用成功。
false：调用失败。

Data

Object

PageNumber

Integer

1

请求的数据页数。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的数据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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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T otalCount

Integer

13

满足条件的数据总条数。

Files

Array of File

CommitStatus

Integer

文件详情。

1

文件当前的提交状态，包括0（未提交最新的代码）和
1（已提交最新的代码）。

文件是否开启自动解析功能。取值如下：
true：文件会自动解析代码。
AutoParsing

Boolean

true

false：文件不会自动解析代码。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的“调度配
置>调度依赖”选择“同周期”时的“代码解析”对应。

Owner

String

3872572****

文件责任人的阿里云用户ID。

CreateT ime

Long

1593950832000

文件创建时间的毫秒时间戳。

FileT ype

Integer

10

文件的代码类型。常用的代码及其对应的文件类型包括
6（Shell）、10（ODPS SQL）、11（ODPS MR）、
23（数据集成）、24（ODPS Script）、99（虚拟节
点）、221（PyODPS 2）、225（ODPS Spark）、
227（EMR Hive）、228（EMR Spark）、229（EMR
Spark SQL）、230（EMR MR）、239（OSS对象检查）、
257（EMR Shell）、258（EMR Spark Shell）、
259（EMR Presto）、260（EMR Impala）、900（实时
同步）、1089（跨租户节点）、1091（Hologres开
发）、1093（Hologres SQL）、1100（赋值节点）、
1221（PyODPS 3）。

CurrentVersion

Integer

2

文件当前已经提交的最新版本号。

BizId

Long

300000

文件所属的业务流程ID。该字段已废弃，请使用
BusinessId字段。

LastEditUser

String

38748246285727

最近一次编辑文件的用户阿里云用户ID。

FileName

String

ods_user_info_d

文件的名称。

ConnectionName

String

odps_first

文件对应的任务执行时所使用的引擎实例ID。

文件所属的功能模块。取值如下：
NORMAL：数据开发。
UseT ype

String

NORMAL

MANUAL：手动任务。
MANUAL_BIZ：手动业务流程。
SKIP：数据开发的空跑调度。
ADHOCQUERY：临时查询。
COMPONENT ：组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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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FileFolderId

String

2735c2****

文件所在文件夹的ID。

FileId

Long

10000001

文件的ID。

ParentId

Long

-1

如果当前文件是组合节点文件的内部文件，该字段标识对
应组合节点文件的ID。

CreateUser

String

382762****

文件创建者的阿里云用户ID。

IsMaxCompute

Boolean

false

如果当前文件是MaxCompute资源文件，该字段标识该资
源文件是否需要上传至MaxCompute。
仅当文件是MaxCompute资源文件时才需要配置该参数。

BusinessId

Long

300000

文件所属的业务流程ID。

FileDescription

String

my test datastudio file

文件的描述信息。

LastEditT ime

Long

1593950832000

最近一次编辑文件的毫秒时间戳。

Content

String

SHOW T ABLES;

文件代码。

NodeId

Long

300001

提交文件后，在调度系统生成的调度任务的ID。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Files
&FileFolderPath=业务流程/我的第⼀个业务流程/MaxCompute/ods层
&ProjectId=10000
&Keyword=ods
&ProjectIdentifier=dw_project
&PageNumber=1
&PageSize=10
&UseType=NORMAL
&FileTypes=10,23
&Owner=3726346****
&NodeId=123541234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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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ListFiles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ata>
<PageNumber>1</PageNumber>
<PageSize>10</PageSize>
<TotalCount>13</TotalCount>
<Files>
<CommitStatus>1</CommitStatus>
<AutoParsing>true</AutoParsing>
<Owner>3872572****</Owner>
<CreateTime>1593950832000</CreateTime>
<FileType>10</FileType>
<CurrentVersion>2</CurrentVersion>
<BizId>300000</BizId>
<LastEditUser>38748246285727</LastEditUser>
<FileName>ods_user_info_d</FileName>
<ConnectionName>odps_first</ConnectionName>
<UseType>NORMAL</UseType>
<FileFolderId>2735c2****</FileFolderId>
<FileId>10000001</FileId>
<ParentId>-1</ParentId>
<CreateUser>382762****</CreateUser>
<IsMaxCompute>false</IsMaxCompute>
<BusinessId>300000</BusinessId>
<FileDescription>my test datastudio file</FileDescription>
<LastEditTime>1593950832000</LastEditTime>
<Content>SHOW TABLES;</Content>
<NodeId>300001</NodeId>
</Files>
</Data>
</ListFiles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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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ErrorMessage" :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RequestId" : "0000-ABCD-EFG",
"ErrorCode" :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Success" : true,
"Data" : {
"PageNumber" : 1,
"PageSize" : 10,
"TotalCount" : 13,
"Files" : {
"CommitStatus" : 1,
"AutoParsing" : true,
"Owner" : "3872572****",
"CreateTime" : 1593950832000,
"FileType" : 10,
"CurrentVersion" : 2,
"BizId" : 300000,
"LastEditUser" : 38748246285727,
"FileName" : "ods_user_info_d",
"ConnectionName" : "odps_first",
"UseType" : "NORMAL",
"FileFolderId" : "2735c2****",
"FileId" : 10000001,
"ParentId" : -1,
"CreateUser" : "382762****",
"IsMaxCompute" : false,
"BusinessId" : 300000,
"FileDescription" : "my test datastudio file",
"LastEditTime" : 1593950832000,
"Content" : "SHOW TABLES;",
"NodeId" : 300001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4.8. EstablishRelationTableTo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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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EstablishRelationTableToBusiness
调用Est ablishRelat ionT ableT oBusiness，导入表至业务流程。相当于在数据开发页面右键单击业务流程，选择导入表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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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EstablishRelationT abl
eT oBusiness

要执行的操作。

BusinessId

String

是

1000001

业务流程的ID，您可以使用ListBusiness获取对应业
务流程的ID。

FolderId

String

是

2eb6f9****

文件夹的ID，您可以使用GetFolder或
者ListFolders获取对应文件夹的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zhangjiakou

服务所在地域的列表。

T ableGuid

String

是

odps.dw_project.tb1

表的UUID，您可以通过SearchMetaT ables获取对
应表的UUID。

ProjectId

Long

否

10000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单击页面右上角
的小扳手图标，进入工作空间管理页面查看。

ProjectIdentifier

String

否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唯一标识符，即数据开发页
面顶部切换工作空间处的英文标识。

dw

该参数与ProjectId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一，以确定
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空间。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本次调用的唯一ID。出现错误后，您可以根据该ID排查问
题。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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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EstablishRelationTableToBusiness
&BusinessId=1000001
&FolderId=2eb6f9****
&ProjectId=10000
&RegionId=cn-zhangjiakou
&TableGuid=odps.dw_project.tb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000-ABCD-EFG",
"HttpStatusCode": 200,
"ErrorCode":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ErrorMessage":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4.9. SubmitFile
调用Submit File，提交文件至调度系统的开发环境，生成对应的任务。该API是异步处理，您可以使用Get Deployment 接口获取
文件的提交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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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SubmitFil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Submit File 。

ProjectId

Long

否

10000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管控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该参数与ProjectIdentifier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
一，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
空间。

RegionId

String

是

cn-zhangjiakou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ProjectIdentifier

String

否

dw_project

DataWorks工作空间名称。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名
称。该参数与ProjectId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一，
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空
间。

FileId

Long

是

1000000

文件的ID，您可以通过ListFiles查询对应文件的ID。

Comment

String

否

第一次提交任务

本次提交的说明信息。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Data

Long

3000001

发布包的ID，后续需要将该ID作为参数调
用GetDeployment接口，获取本次发布的具体情况。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ID。用于出现错误后排查问题。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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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SubmitFile
&ProjectId=10000
&ProjectIdentifier=dw_project
&FileId=1000000
&Comment=第⼀次提交任务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SubmitFile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3000001</Data>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SubmitFile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Data" : 3000001,
"RequestId" : "0000-ABCD-EFG****",
"ErrorMessage" :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Success" : true,
"ErrorCode" :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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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ListBusiness
调用List Business查询业务流程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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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Business

要执行的操作。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请求的数据页数，用于翻页。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每页显示的数据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为100
条。

cn-zhangjiakou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10000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管控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该参数与ProjectIdentifier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
一，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
空间。

RegionId

ProjectId

String

Long

是

否

ProjectIdentifier

String

否

dw_project

DataWorks工作空间名称。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名
称。该参数与ProjectId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一，
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空
间。

Keyword

String

否

my

关键字，用于模糊匹配业务流程的名称。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Data

Struct

业务流程列表的详情。

Business

Array of Business

业务流程的详情。

BusinessId

Long

3000001

业务流程的ID。

BusinessName

String

我的第一个业务流程

业务流程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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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escription

String

我的第一个业务流程

业务流程的描述信息。

Owner

String

34824327****

业务流程的责任人。

ProjectId

Long

10000

业务流程所在工作空间的ID。

UseT ype

String

NORMAL

业务流程所属的功能模块，包括NORMAL（数据开发）和
MANUAL_BIZ（手动业务流程）。

PageNumber

Integer

1

当前数据页的页码。

PageSize

Integer

10

当前数据页的数据条数。

T otalCount

Integer

13

满足查询条件的数据总条数。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ID。用于出现错误后排查问题。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Business
&PageNumber=1
&PageSize=10
&RegionId=cn-zhangjiakou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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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13</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Business>
<Owner>34824327****</Owner>
<Description>我的第⼀个业务流程</Description>
<BusinessName>我的第⼀个业务流程</BusinessName>
<UseType>NORMAL</UseType>
<ProjectId>10000</ProjectId>
<BusinessId>3000001</BusinessId>
</Business>
</Data>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000-ABCD-EFG****",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13,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Business": {
"Owner": "34824327****",
"Description": "我的第⼀个业务流程",
"BusinessName": "我的第⼀个业务流程",
"UseType": "NORMAL",
"ProjectId": 10000,
"BusinessId": 3000001
}
},
"ErrorCode":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ErrorMessage":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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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4.11. GetFileVersion
调用Get FileVersion获取文件的版本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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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FileVersion

要执行的操作。

FileId

Long

是

1000001

文件的ID，您可以通过ListFiles查询对应文件的ID。

FileVersion

Integer

是

2

需要查询的文件版本。

RegionId

String

是

cn-zhangjiakou

服务所在地域的列表。

ProjectId

Long

否

10000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单击页面右上角
的小扳手图标，进入工作空间管理页面查看。

ProjectIdentifier

String

否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唯一标识符，即数据开发页
面顶部切换工作空间处的英文标识。

dw_project

该参数与ProjectId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一，以确定
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空间。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Data

Struct

ChangeT ype

String

UPDAT E

本次文件版本的变更类型，包括CREAT E、UPDAT E和
DELET E。

Comment

String

第二次版本提交

本次文件版本的说明。

CommitT ime

Long

1593881265000

文件版本生成的毫秒时间戳。

CommitUser

String

7384234****

生成本次文件版本的阿里云用户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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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FileContent

String

SHOW T ABLES;

生成本次文件版本的文件代码。

FileName

String

ods_user_info_d

生成本次文件版本的文件名。

FilePropertyConten
t

String

{"fileName":"ods_user_in
fo_d","fileT ype":10}

生成本次文件版本的文件基本信息。

FileVersion

Integer

2

文件的版本。

IsCurrentProd

Boolean

true

本次文件版本是否为当前生产环境的最新版本。

NodeContent

String

{"cycleT ype":0,"cronExpr
ess":"00 05 00 * * ?"}

本次文件版本生成时的调度配置。

NodeId

Long

3000001

文件版本生成时对应的调度任务ID。

COMMIT T ED

文件版本当前的状态，包括COMMIT T ING（提交中）、
COMMIT T ED或CHECK_OK（已提交）、PACKAGED（准备
发布）、DEPLOYING（发布中）、DEPLOYED（已发布）
和CANCELLED（取消发布）。

Status

String

UseT ype

String

NORMAL

文件所属的功能模块，包括NORMAL（数据开发）、
MANUAL（手动任务）、MANUAL_BIZ（手动工作流）、
SKIP（数据开发的空跑调度）、ADHOCQUERY（临时查
询）和COMPONENT （组件管理）。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本次调用的唯一ID。出现错误后，您可以根据该ID排查问
题。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FileVersion
&FileId=1000001
&FileVersion=2
&ProjectId=10000
&RegionId=cn-zhangjiakou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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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格式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Status>COMMITTED</Status>
<Comment>第⼆次版本提交</Comment>
<CommitUser>7384234****</CommitUser>
<FilePropertyContent>{"fileName":"ods_user_info_d","fileType":10}</FilePropertyContent>
<FileName>ods_user_info_d</FileName>
<CommitTime>1593881265000</CommitTime>
<UseType>NORMAL</UseType>
<IsCurrentProd>true</IsCurrentProd>
<FileContent>SHOW TABLES;</FileContent>
<ChangeType>UPDATE</ChangeType>
<FileVersion>2</FileVersion>
<NodeId>3000001</NodeId>
<NodeContent>{"cycleType":0,"cronExpress":"00 05 00 * * ?"}</NodeContent>
</Data>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000-ABCD-EFG****",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Status": "COMMITTED",
"Comment": "第⼆次版本提交",
"CommitUser": "7384234****",
"FilePropertyContent": "{\"fileName\":\"ods_user_info_d\",\"fileType\":10}",
"FileName": "ods_user_info_d",
"CommitTime": 1593881265000,
"UseType": "NORMAL",
"IsCurrentProd": true,
"FileContent": "SHOW TABLES;",
"ChangeType": "UPDATE",
"FileVersion": 2,
"NodeId": 3000001,
"NodeContent": "{\"cycleType\":0,\"cronExpress\":\"00 05 00 * * ?\"}"
},
"ErrorCode":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ErrorMessage":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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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4.12. DeleteFolder
调用Delet eFolder删除数据开发页面的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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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Folder

要执行的操作。

FolderId

String

是

2eb6f9****

文件夹的ID，您可以通过ListFolders查询对应文件
夹的ID。

cn-zhangjiakou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10000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管控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该参数与ProjectIdentifier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
一，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
空间。

dw_project

DataWorks工作空间名称。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名
称。该参数与ProjectId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一，
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空
间。

RegionId

ProjectId

ProjectIdentifier

String

Long

String

是

否

否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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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ID。用于出现错误后排查问题。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Folder
&FolderId=2eb6f9****
&RegionId=cn-zhangjiakou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000-ABCD-EFG****",
"HttpStatusCode": 200,
"ErrorCode":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ErrorMessage":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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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4.13. DeleteFile
调用Delet eFile删除数据开发中的文件。如果文件已经提交过，那么Delet eFile API会同时触发一个异步在调度系统删除的流程，
需要用Delet eFile API返回的Deployment Id继续调用Get Deployment 轮询被触发的异步删除流程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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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File

要执行的操作。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ProjectId

RegionId

ProjectIdentifier

Long

String

String

否

10000

是

该参数与ProjectIdentifier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
一，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
空间。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cn-zhangjiakou

否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名称。您可以登
录DataWorks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
工作空间名称。

dw_project

该参数与ProjectId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一，用来
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空间。

FileId

Long

是

文件的ID，您可以使用ListFiles接口查询对应文件
的ID。

10000001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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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示例值

描述
如果文件已经提交过，那么DeleteFile接口会同时触发一个
异步在调度系统删除的流程，需要用DeleteFile接口返回的
DeploymentId继续调用GetDeployment轮询被触发的异
步删除流程的状态。

DeploymentId

Long

1000000001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ID。用于出现错误后排查问题。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Success

Boolean

true

如果该字段为空，则说明文件已经删除完毕，无需继续轮
询。

调用是否成功。取值如下：
true：调用成功。
false：调用失败。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File
&ProjectId=10000
&ProjectIdentifier=dw_project
&FileId=1000000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DeleteFile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eploymentId>1000000001</DeploymentId>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DeleteFile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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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DeploymentId" : 1000000001,
"RequestId" : "0000-ABCD-EFG****",
"ErrorMessage" :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Success" : true,
"ErrorCode" :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4.14. GetDeployment
调用Get Deployment 获取发布包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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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Deployment

要执行的操作。

DeploymentId

Long

是

3000001

发布包的ID。执行SubmitFile 和DeployFile时，都
会生成一个对应的发布包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zhangjiakou

服务所在地域的列表。

ProjectId

Long

否

10000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单击页面右上角
的小扳手图标，进入工作空间管理页面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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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ProjectIdentifier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示例值

描述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唯一标识符，即数据开发页
面顶部切换工作空间处的英文标识。

dw_project

该参数与ProjectId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一，以确定
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空间。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Data

Struct

发布包的详情。

Deployment

Struct

发布包的详情。

Integer

当前发布包涉及节点的检查状态，当发布包的目标环境是
开发环境（toEnviroment=1）时，只有发布包的Status为
1并且CheckingStatus为空时，才可以继续进行文件到生
产环境的发布。

CheckingStatus

示例值

7

描述

7：检查未通过
8：正在处于检查中的状态

CreateT ime

Long

1593877765000

发布包生成的毫秒时间戳。

CreatorId

String

20030****

发布包创建者的阿里云用户ID。

ErrorMessage

String

成功

当发布包执行失败（status为2）后，该字段记录具体的错
误信息。

ExecuteT ime

Long

1593877765000

发布包开始执行的毫秒时间戳。

FromEnvironment

Integer

0

执行本次发布所在的环境，包括0（本地）和1（开发环
境）。

HandlerId

String

2003****

发布包执行者的阿里云用户ID。

Name

String

ods_user_info_d-202007-04_20030****

发布包的名称，显示在任务发布>发布包列表页面。

Status

Integer

1

发布包当前的状态，包括0（就绪）、1（成功）和2（失
败）。

T oEnvironment

Integer

1

发布文件信息的目标环境，包括1（开发环境）和2（生产
环境）。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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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本次调用的唯一ID。出现错误后，您可以根据该ID排查问
题。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Deployment
&DeploymentId=3000001
&ProjectId=10000
&RegionId=cn-zhangjiakou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Deployment>
<Status>1</Status>
<HandlerId>2003****</HandlerId>
<ExecuteTime>1593877765000</ExecuteTime>
<CreatorId>20030****</CreatorId>
<CreateTime>1593877765000</CreateTime>
<ToEnvironment>1</ToEnvironment>
<FromEnvironment>0</FromEnvironment>
<ErrorMessage>成功</ErrorMessage>
<Name>ods_user_info_d-2020-07-04_20030****</Name>
</Deployment>
</Data>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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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0000-ABCD-EFG****",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Deployment": {
"Status": 1,
"HandlerId": "2003****",
"ExecuteTime": 1593877765000,
"CreatorId": "20030****",
"CreateTime": 1593877765000,
"ToEnvironment": 1,
"FromEnvironment": 0,
"ErrorMessage": "成功",
"Name": "ods_user_info_d-2020-07-04_20030****"
}
},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4.15. UpdateFile
调用Updat eFile接口，更新已创建的文件。
调试或调用该接口时，填写的参数必须与该节点原本的文件配置不同。例如，源节点的某参数值为A，则需要变更为B后再提
交。如果仍填写A，会报invalid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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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UpdateFile

要执行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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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FileFolderPath

String

否

业务流程/第一个业务
流程/数据集成/文件夹
1/文件夹2

文件所在的路径。

ProjectId

Long

否

10000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管理页面获取ID。

文件的名称。您可以通过重新设置FileName的值来
修改文件名称。
FileName

String

否

ods_user_info_d

例如，使用ListFiles接口查询目标目录下的文件
ID，通过UpdateFile接口，输入查询的文件ID至
FileId参数，并配置FileName的参数值，即可修改
相应文件的名称。

FileDescription

String

否

这里是文件描述

文件的描述。

Content

String

否

SELECT "1";

文件代码内容，不同代码类型（fileT ype）的文
件，代码格式不同。您可以在运维中心，右键单击
对应类型的任务，选择查看代码，查看具体的代码
格式。

RegionId

String

是

cn-zhangjiakou

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
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的Endpoint自动
解析。

AutoRerunT imes

Integer

是

3

文件出错后，自动重跑的次数。

出错自动重跑时间间隔，单位为毫秒。
AutoRerunIntervalMilli
s

Integer

否

120000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
的“调度配置>时间属性>出错自动重跑”的”重跑
间隔“配置对应。
控制台中“重跑间隔”的时间单位为分钟，请在调
用时注意转换时间。

重跑属性。取值如下：
ALL_ALLOWED：运行成功或失败后皆可重跑。

RerunMode

String

否

ALL_ALLOWED

FAILURE_ALLOWED：运行成功后不可重跑，运
行失败后可以重跑。
ALL_DENIED：运行成功或失败皆不可重跑。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
的“调度配置>时间属性>重跑属性”配置内容对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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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是否暂停调度，取值如下：
true：暂停调度。

Stop

Boolean

否

false

false：不暂停调度。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
的“调度配置>时间属性>调度类型”配置为”暂停
调度“时对应。

调度参数。
ParaValue

String

否

x=a y=b z=c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
的“调度配置>参数”对应。您可以参考调度参
数配置。

开始自动调度的毫秒时间戳。
StartEffectDate

Long

否

936923400000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
的“调度配置>时间属性>生效日期”配置的开始时
间的毫秒时间戳对应。

停止自动调度的时间戳，单位为毫秒。
EndEffectDate

Long

否

4155787800000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
的“调度配置>时间属性>生效日期”配置的结束时
间的毫秒时间戳对应。

周期调度的cron表达式，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
台中，数据开发任务的“调度配置>时间属性>cron
表达式”对应。配置完“调度周期”及“定时调度
时间”后，DataWorks会自动生成相应cron表达
式。
示例如下：
每天凌晨5点30分定时调度： 00 30 05 * *
? 。
每个小时的第15分钟定时调度： 00 15 * *
* ? 。
每隔十分钟调度一次： 00 00/10 * * *
? 。
每天8点到17点，每个十分钟调度一次： 00 0
CronExpress

String

否

00 00-59/5 1-23 * * ?

0-59/10 8-23 * * * ? 。
每月的1日0点20分自动调度： 00 20 00 1 *
? 。
从1月1日0点10分开始，每过3个月调度一次：
00 10 00 1 1-12/3 ? 。
每周二、周五的0点5分自动调度： 00 05 00
* * 2,5 。
由于DataWorks调度系统的规则，cron表达式有以
下限制：
最短调度间隔时间为5分钟。
每天最早调度时间为0点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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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leT 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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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示例值

NOT _DAY

描述

调度周期的类型，包括NOT _DAY（分钟、小时）和
DAY（日、周、月）。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
的“调度配置>时间属性>调度周期”对应。

依赖上一周期的方式。取值如下：
SELF：依赖项选择本节点。
DependentT ype

String

否

USER_DEFINE

CHILD：依赖项选择一级子节点。
USER_DEFINE：依赖项选择其他节点。
NONE：未选择依赖项，即不会依赖上一周期。

当DependentT ype参数配置为USER_DEFINE时，用
于设置当前文件具体依赖的节点ID。依赖多个节点
时，使用英文逗号（,）分隔。
DependentNodeId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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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否

5,10,15,20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
的“调度配置>调度依赖”配置为“上一周
期”后，依赖项选择”其他节点“时配置的内容对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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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文件依赖的上游文件的输出名称。依赖多个输出
时，使用英文逗号（,）分隔。

InputList

ProjectIdentifier

String

String

否

否

project_root,project.f
ile1,project.001_out

dw_project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
的“调度配置>调度依赖“选择”同周期“时
的”父节点输出名称”对应。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名称。您可以登
录DataWorks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
工作空间名称。
该参数与ProjectId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一，用来
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空间。

FileId

Long

是

100000001

文件的ID。您可以调用ListFiles接口获取文件ID。

文件的输出。
OutputList

String

否

dw_project.ods_user
_info_d

ResourceGroupIdentif
ier

String

否

default_group

文件发布成任务后，任务执行时对应的资源组。您
可以调用ListResourceGroups获取工作空间可用的
资源组列表。

ConnectionName

String

否

odps_first

文件对应任务执行时，任务使用的数据源标识符。
您可以调用ListDataSources获取可用的数据源列
表。

Owner

String

否

18023848927592

文件所有者的用户ID。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
的“调度配置>调度依赖“选择”同周期“时
的”本节点的输出名称”对应。

文件是否开启自动解析功能。取值如下：
true：文件会自动解析代码。
AutoParsing

Boolean

否

true

false：文件不会自动解析代码。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
的“调度配置>调度依赖”选择“同周期”时
的“代码解析”对应。

调度的类型，取值如下：
NORMAL：正常调度任务。
SchedulerT ype

String

否

NORMAL

MANUAL：手动任务，不会被日常调度，对应手
动业务流程下的节点。
PAUSE：暂停任务。
SKIP：空跑任务，被日常调度，但启动调度时直
接被置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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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任务的高级配置。

AdvancedSettings

String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EMR Spark
Streaming和EMR Streaming SQL数据开发任务，
编辑页面右侧导航栏的“高级设置“对应。

{"queue":"default","S
PARK_CONF":"--conf
spark.driver.memory
=2g"}

否

当前仅EMR Spark Streaming和EMR Streaming
SQL任务支持配置该参数，并且参数为JSON格式。

发布后是否立即启动。取值如下：
true：发布后立即启动。
StartImmediately

InputParameters

OutputParameters

Boolean

String

String

false：发布后暂不启动。

否

true

否

[{"ValueSource":
"project_001.first_no
de:bizdate_param","
ParameterName":
"bizdate_input"}]

否

[{"T ype": 1,"Value":
"${bizdate}","Paramet
erName":
"bizdate_param"}]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EMR Spark
Streaming和EMR Streaming SQL数据开发任务，
编辑页面右侧导航栏的“配置>时间属性>启动方
式“对应。

节点的上下文输入参数。参数为JSON格式，包含的
字段可参考GetFile接口返回值中的
InputContextParameterList参数结构。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
的“调度配置>节点上下文>本节点输入参数“对
应。

节点的上下文输出参数。参数为JSON格式，包含的
字段可参考GetFile接口返回值中的
OutputContextParameterList参数结构。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
的“调度配置>节点上下文>本节点输出参数“对
应。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HIJKLMNOPQ

本次调用的唯一ID。出现错误后，您可以根据该ID排查问
题。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调用是否成功。取值如下：
Success

Boolean

true

true：调用成功。
false：调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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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UpdateFile
&FileFolderPath=业务流程/第⼀个业务流程/数据集成/⽂件夹1/⽂件夹2
&ProjectId=10000
&FileName=ods_user_info_d
&FileDescription=这⾥是⽂件描述
&Content=SELECT "1";
&AutoRerunTimes=3
&AutoRerunIntervalMillis=120000
&RerunMode=ALL_ALLOWED
&Stop=false
&ParaValue=x=a y=b z=c
&StartEffectDate=936923400000
&EndEffectDate=4155787800000
&CronExpress=00 00-59/5 1-23 * * ?
&CycleType=NOT_DAY
&DependentType=USER_DEFINE
&DependentNodeIdList=5,10,15,20
&InputList=project_root,project.file1,project.001_out
&ProjectIdentifier=dw_project
&FileId=100000001
&OutputList=dw_project.ods_user_info_d
&ResourceGroupIdentifier=default_group
&ConnectionName=odps_first
&Owner=18023848927592
&AutoParsing=true
&SchedulerType=NORMAL
&AdvancedSettings={"queue":"default","SPARK_CONF":"--conf spark.driver.memory=2g"}
&StartImmediately=true
&InputParameters=[{"ValueSource": "project_001.first_node:bizdate_param","ParameterName": "bizdate_input"}]
&OutputParameters=[{"Type": 1,"Value": "${bizdate}","ParameterName": "bizdate_param"}]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UpdateFile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RequestId>0000-ABCD-EFGH-IJKLMNOPQ</RequestId>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Success>true</Success>
</UpdateFile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ErrorMessage" :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RequestId" : "0000-ABCD-EFGH-IJKLMNOPQ",
"ErrorCode" :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Success" :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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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4.16. GetFolder
调用Get Folder获取文件夹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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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Folder

要执行的操作。

FolderId

String

是

273****

文件夹的ID。您可以调用ListFolders接口获取文件
夹ID。
该参数与FolderPath参数配置一个即可。

FolderPath

RegionId

229

String

String

是

是

业务流程/我的第一个
业务流
程/MaxCompute/ods
层

cn-zhangjiakou

文件夹的路径。您可以调用ListFolders接口获取文
件夹路径。
该参数与FolderId参数配置一个即可。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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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ProjectId

Long

ProjectIdentifier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示例值

描述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管控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该参数与ProjectIdentifier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
一，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
空间。

10000

否

DataWorks工作空间名称。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名
称。该参数与ProjectId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一，
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空
间。

dw_project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ata

Struct

FolderId

String

2735****

文件夹的ID。

FolderPath

String

业务流程/我的第一个业务
流程/MaxCompute/ods
层

文件夹的路径。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ID。用于出现错误后排查问题。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文件夹的详情。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Folder
&FolderId=273****
&FolderPath=业务流程/我的第⼀个业务流程/MaxCompute/ods层
&RegionId=cn-zhangjiakou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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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FolderPath>业务流程/我的第⼀个业务流程/MaxCompute/ods层</FolderPath>
<FolderId>2735****</FolderId>
</Data>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000-ABCD-EFG****",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FolderPath": "业务流程/我的第⼀个业务流程/MaxCompute/ods层",
"FolderId": "2735****"
},
"ErrorCode":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ErrorMessage":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4.17. ListFileVersions
调用List FileVersions查询文件的版本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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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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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FileVersions

要执行的操作。

FileId

Long

是

100000001

文件的ID，您可以通过ListFiles查询对应文件的ID。

ProjectId

Long

是

10000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单击页面右上角
的小扳手图标，进入工作空间管理页面查看。

RegionId

String

是

cn-zhangjiakou

服务所在地域的列表。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唯一标识符，即数据开发页
面顶部切换工作空间处的英文标识。

ProjectIdentifier

String

否

dw_project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请求的数据页数，用于翻页。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该参数与ProjectId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一，以确定
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空间。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Data

Struct

文件的版本列表。

FileVersions

Array of FileVersion

文件的版本详情。

ChangeT ype

String

UPDAT E

本次文件版本的变更类型，包括CREAT E、UPDAT E和
DELET E。

Comment

String

第二次版本提交

本次文件版本的说明。

CommitT ime

Long

1593881265000

生成文件版本的毫秒时间戳。

CommitUser

String

73842342****

生成本次文件版本的阿里云用户UID。

FileContent

String

SHOW T ABLES;

生成本次文件版本的文件代码。

FileName

String

ods_user_info_d

生成本次文件版本的文件名。

FilePropertyConten
t

String

{"fileName":"ods_user_in
fo_d","fileT ype":10}

生成本次文件版本的文本基本信息。

FileVersion

Integ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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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IsCurrentProd

Boolean

false

本次文件版本是否为当前生产环境的最新版本。

NodeContent

String

{"cycleT ype":0,"cronExpr
ess":"00 05 00 * * ?"}

生成本次文件版本的调度配置。

NodeId

Long

1234

生成文件版本时对应的调度任务ID。

Status

String

COMMIT T ED

文件版本当前的状态，包括COMMIT T ING（提交中）、
COMMIT T ED或CHECK_OK（已提交）、PACKAGED（准备
发布）、DEPLOYING（发布中）、DEPLOYED（已发布）
和CANCELLED（取消发布）。

UseT ype

String

NORMAL

文件所属的功能模块，包括NORMAL（数据开发）、
MANUAL（手动任务）、MANUAL_BIZ（手动工作流）、
SKIP（数据开发的空跑调度）、ADHOCQUERY（临时查
询）和COMPONENT （组件管理）。

PageNumber

Integer

1

当前数据页的页码。

PageSize

Integer

10

当前数据页的大小。

T otalCount

Integer

13

满足查询条件的数据总条数。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FileVersions
&FileId=100000001
&ProjectId=10000
&RegionId=cn-zhangjiakou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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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0000-ABCD-EFG****Q</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13</TotalCount>
<FileVersions>
<Status>COMMITTED</Status>
<CommitUser>73842342****</CommitUser>
<Comment>第⼆次版本提交</Comment>
<CommitTime>1593881265000</CommitTime>
<FileName>ods_user_info_d</FileName>
<FilePropertyContent>{"fileName":"ods_user_info_d","fileType":10}</FilePropertyContent>
<UseType>NORMAL</UseType>
<IsCurrentProd>false</IsCurrentProd>
<FileContent>SHOW TABLES;</FileContent>
<ChangeType>UPDATE</ChangeType>
<FileVersion>2</FileVersion>
<NodeId>3000001</NodeId>
<NodeContent>{"cycleType":0,"cronExpress":"00 05 00 * * ?"}</NodeContent>
</FileVersions>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Data>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000-ABCD-EFG****Q",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13,
"FileVersions": {
"Status": "COMMITTED",
"CommitUser": "73842342****",
"Comment": "第⼆次版本提交",
"CommitTime": 1593881265000,
"FileName": "ods_user_info_d",
"FilePropertyContent": "{\"fileName\":\"ods_user_info_d\",\"fileType\":10}",
"UseType": "NORMAL",
"IsCurrentProd": false,
"FileContent": "SHOW TABLES;",
"ChangeType": "UPDATE",
"FileVersion": 2,
"NodeId": 3000001,
"NodeContent": "{\"cycleType\":0,\"cronExpress\":\"00 05 00 * * ?\"}"
},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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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3

ResourceNotAuthorized.
Api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access the
resources.

您无法访问未取得授权的资源。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4.18. GetFile
调用Get File获取文件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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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File

要执行的操作。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ProjectId

RegionId

ProjectIdentifier

Long

String

String

否

是

否

10000

cn-zhangjiakou

dw_project

该参数与ProjectIdentifier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
一，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
空间。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名称。您可以登
录DataWorks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
工作空间名称。
该参数与ProjectId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一，用来
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空间。

FileId

Long

否

100000001

文件的ID。您可以调用ListFiles接口查询对应文件
的ID。

NodeId

Long

否

200000001

调度节点的ID。您可以调用ListFiles接口获取节点
ID。

返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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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ID。用于出现错误后排查问题。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调用是否成功。取值如下：
Success

Boolean

true

true：调用成功。
false：调用失败。

Data

Object

文件的详情。

File

Object

文件的基本信息。

CommitStatus

Integer

0

文件当前的提交状态，包括0（未提交最新的代码）和
1（已提交最新的代码）。

文件是否开启自动解析功能。取值如下：
true：文件会自动解析代码。
AutoParsing

Boolean

true

false：文件不会自动解析代码。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的“调度配
置>调度依赖”选择“同周期”时的“代码解析”对应。

Owner

String

7775674356****

文件责任人的阿里云用户ID。

CreateT ime

Long

1593879116000

文件创建的时间戳，单位为毫秒。

FileT ype

Integer

10

文件的代码类型。常用的代码及其对应的文件类型包括
6（Shell）、10（ODPS SQL）、11（ODPS MR）、
23（数据集成）、24（ODPS Script）、99（虚拟节
点）、221（PyODPS 2）、225（ODPS Spark）、
227（EMR Hive）、228（EMR Spark）、229（EMR
Spark SQL）、230（EMR MR）、239（OSS对象检查）、
257（EMR Shell）、258（EMR Spark Shell）、
259（EMR Presto）、260（EMR Impala）、900（实时
同步）、1089（跨租户节点）、1091（Hologres开
发）、1093（Hologres SQL）、1100（赋值节点）、
1221（PyODPS 3）。

CurrentVersion

Integer

3

文件当前已经提交的最新版本号。

BizId

Long

1000001

文件所属业务流程的ID。该字段已废弃，请使用
BusinessId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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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LastEditUser

String

62465892****

最近一次编辑文件的阿里云用户ID。

FileName

String

ods_user_info_d

文件的名称。

ConnectionName

String

odps_first

执行文件对应的任务时，所使用的引擎实例ID。

文件所属的功能模块。取值如下：
NORMAL：数据开发。
MANUAL：手动任务。
UseT ype

String

NORMAL

MANUAL_BIZ：手动业务流程。
SKIP：数据开发的空跑调度。
ADHOCQUERY：临时查询。
COMPONENT ：组件管理。

FileFolderId

String

2735c2****

文件所属文件夹的ID。

ParentId

Long

-1

如果当前文件是组合节点文件的内部文件，该字段标识对
应组合节点文件的ID。

CreateUser

String

424732****

文件创建人的阿里云用户ID。

IsMaxCompute

Boolean

true

BusinessId

Long

1000001

文件的业务流程ID。

FileDescription

String

我的第一个Dataworks文
件

文件的描述信息。

标识该资源文件是否需要上传至MaxCompute。
仅当文件是MaxCompute资源文件时才需要配置该参数。

文件的删除状态。取值如下：
DeletedStatus

String

RECYCLE

NORMAL：未删除。
RECYCLE_BIN：回收站。
DELET ED：被删除。

LastEditT ime

Long

1593879116000

最近一次编辑文件的时间戳，单位为毫秒。

Content

String

SHOW T ABLES;

文件的代码。

NodeId

Long

300001

提交文件后，在调度系统生成的调度任务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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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示例值

描述
任务的高级配置。

AdvancedSettings

NodeConfiguration

String

{"queue":"default","SPAR
K_CONF":"--conf
spark.driver.memory=2g
"}

Object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EMR Spark Streaming和
EMR Streaming SQL数据开发任务，编辑页面右侧导航栏
的“高级设置“对应。
当前仅EMR Spark Streaming和EMR Streaming SQL任务
支持配置该参数，并且参数为JSON格式。

文件的调度配置。

重跑属性。取值如下：
ALL_ALLOWED：运行成功或失败后皆可重跑。
RerunMode

String

ALL_ALLOWED

FAILURE_ALLOWED：运行成功后不可重跑，运行失败
后可以重跑。
ALL_DENIED：运行成功或失败皆不可重跑。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的“调度配
置>时间属性>重跑属性”配置内容对应。

调度的类型，取值如下：
NORMAL：正常调度任务。
SchedulerT ype

String

NORMAL

MANUAL：手动任务，不会被日常调度，对应手动业务
流程下的节点。
PAUSE：暂停任务。
SKIP：空跑任务，被日常调度，但启动调度时直接被置
为成功。

是否暂停调度，取值如下：
true：暂停调度。
Stop

Boolean

false

false：不暂停调度。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的“调度配
置>时间属性>调度类型”配置为”暂停调度“时对应。

调度参数。
ParaValue

String

a=x b=y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的“调度配
置>参数”对应。您可以参考调度参数配置。

开始自动调度的毫秒时间戳。
StartEffectDate

Long

936923400000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的“调度配
置>时间属性>生效日期”配置的开始时间的毫秒时间戳对
应。

停止自动调度的时间戳，单位为毫秒。
EndEffectDate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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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的“调度配
置>时间属性>生效日期”配置的结束时间的毫秒时间戳对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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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示例值

DAY

DependentNodeIdL
ist

String

5,10,15,20

ResourceGroupId

Long

375827434852437

描述
调度周期的类型，包括NOT _DAY（分钟、小时）和
DAY（日、周、月）。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的“调度配
置>时间属性>调度周期”对应。

当DependentT ype参数配置为USER_DEFINE时，用于设置
当前文件具体依赖的节点ID。依赖多个节点时，使用英文
逗号（,）分隔。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的“调度配
置>调度依赖”配置为“上一周期”后，依赖项选择”其他
节点“时配置的内容对应。

文件发布成任务后，任务执行时对应的资源组。您可以调
用ListResourceGroups获取工作空间可用的资源组列表。

依赖上一周期的方式。取值如下：
SELF：依赖项选择本节点。
DependentT ype

String

USER_DEFINE

CHILD：依赖项选择一级子节点。
USER_DEFINE：依赖项选择其他节点。
NONE：未选择依赖项，即不会依赖上一周期。

AutoRerunT imes

Integer

3

出错自动重跑的次数。

出错自动重跑时间间隔，单位为毫秒。
AutoRerunInterval
Millis

Integer

120000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的“调度配
置>时间属性>出错自动重跑”的”重跑间隔“配置对应。
控制台中“重跑间隔”的时间单位为分钟，请在调用时注
意转换时间。

CronExpress

String

InputList

Array of
NodeInputOutput

00 05 00 * * ?

文件定时调度的cron表达式。

文件依赖的上游文件输出。

文件依赖的上游文件的输出名称。
Input

String

project.001_out

ParseT ype

String

MANUAL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的“调度配
置>调度依赖“选择”同周期“时的”父节点输出名称”对
应。

配置文件依赖的方式，取值如下：
MANUAL：手动配置。
AUT O：自动解析。

文件的输出。
Output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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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y of
NodeInputOutput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的“调度配
置>调度依赖“选择”同周期“时的”本节点的输出名
称”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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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示例值

描述
文件的输出值。

RefT ableName

String

ods_user_info_d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的“调度配
置>调度依赖“选择”同周期“时的“本节点的输出表”列
的值对应。

文件的输出名称。
Output

String

dw_project.002_out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的“调度配
置>调度依赖“选择”同周期“时的“本节点的输出名
称”列值对应。

发布后是否立即启动。
StartImmediately

Boolean

InputParameters

Array of
InputContextParam
eter

ParameterName

true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EMR Spark Streaming和
EMR Streaming SQL数据开发任务，编辑页面右侧导航栏
的“配置>时间属性>启动方式“对应。

节点上下文输入参数。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的“调度配
置>节点上下文>本节点输入参数“对应。

String

input

ValueSource

String

project_001.parent_node
:outputs

OutputParameters

Array of
OutputContextPara
meter

ParameterName

String

output

Value

String

${bizdate}

节点上下文输入参数的参数名称。在代码中可以使用${...}
方式引用该参数。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的“调度配
置>节点上下文>本节点输入参数“的”参数名“对应。

节点上下文输入参数的取值来源。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的“调度配
置>节点上下文>本节点输入参数“的”取值来源“对应。

节点上下文输出参数。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的“调度配
置>节点上下文>本节点输出参数“对应。

节点上下文输出参数的参数名称。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的“调度配
置>节点上下文>本节点输出参数“的”参数名“对应。

节点上下文输出参数的表达式。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的“调度配
置>节点上下文>本节点输出参数“的”取值“对应。

节点上下文输出参数表达式的类型。取值如下：
1：表示常量。
T ype

String

1

2：表示变量。
3：表示参数节点透传变量。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的“调度配
置>节点上下文>本节点输出参数“的”类型“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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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escription

String

It's a context output
parameter.

节点上下文输出的参数描述。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File
&ProjectId=10000
&ProjectIdentifier=dw_project
&FileId=100000001
&NodeId=20000000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GetFile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ata>
<File>
<CommitStatus>0</CommitStatus>
<AutoParsing>true</AutoParsing>
<Owner>7775674356****</Owner>
<CreateTime>1593879116000</CreateTime>
<FileType>10</FileType>
<CurrentVersion>3</CurrentVersion>
<BizId>1000001</BizId>
<LastEditUser>62465892****</LastEditUser>
<FileName>ods_user_info_d</FileName>
<ConnectionName>odps_first</ConnectionName>
<UseType>NORMAL</UseType>
<FileFolderId>2735c2****</FileFolderId>
<ParentId>-1</ParentId>
<CreateUser>424732****</CreateUser>
<IsMaxCompute>true</IsMaxCompute>
<BusinessId>1000001</BusinessId>
<FileDescription>我的第⼀个Dataworks⽂件</FileDescription>
<DeletedStatus>RECYCLE</DeletedStatus>
<LastEditTime>1593879116000</LastEditTime>
<Content>SHOW TABLES;</Content>
<NodeId>300001</NodeId>
<AdvancedSettings>{"queue":"default","SPARK_CONF":"--conf spark.driver.memory=2g"}</AdvancedSett
ings>
</File>
<NodeConfiguration>
<RerunMode>ALL_ALLOWED</RerunMode>
<SchedulerType>NORMAL</SchedulerType>
<Stop>false</Stop>
<ParaValue>a=x b=y</ParaValue>
<StartEffectDate>936923400000</StartEffectDate>
<EndEffectDate>4155787800000</EndEffectDate>
<CycleType>DAY</CycleType>
<DependentNodeIdList>5,10,15,20</DependentNodeId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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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GroupId>375827434852437</ResourceGroupId>
<DependentType>USER_DEFINE</DependentType>
<AutoRerunTimes>3</AutoRerunTimes>
<AutoRerunIntervalMillis>120000</AutoRerunIntervalMillis>
<CronExpress>00 05 00 * * ?</CronExpress>
<InputList>
<Input>project.001_out</Input>
<ParseType>MANUAL</ParseType>
</InputList>
<OutputList>
<RefTableName>ods_user_info_d</RefTableName>
<Output>dw_project.002_out</Output>
</OutputList>
<StartImmediately>true</StartImmediately>
<InputParameters>
<ParameterName>input</ParameterName>
<ValueSource>project_001.parent_node:outputs</ValueSource>
</InputParameters>
<OutputParameters>
<ParameterName>output</ParameterName>
<Value>${bizdate}</Value>
<Type>1</Type>
<Description>It's a context output parameter.</Description>
</OutputParameters>

</NodeConfiguration>
</Data>
</GetFile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ErrorMessage" :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RequestId" : "0000-ABCD-EFG****",
"ErrorCode" :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Success" : true,
"Data" : {
"File" : {
"CommitStatus" : 0,
"AutoParsing" : true,
"Owner" : "7775674356****",
"CreateTime" : 1593879116000,
"FileType" : 10,
"CurrentVersion" : 3,
"BizId" : 1000001,
"LastEditUser" : "62465892****",
"FileName" : "ods_user_info_d",
"ConnectionName" : "odps_first",
"UseType" : "NORMAL",
"FileFolderId" : "2735c2****",
"ParentId" : -1,
"CreateUser" : "424732****",
"IsMaxCompute" : true,
"BusinessId" : 1000001,
"FileDescription" : "我的第⼀个Dataworks⽂件",
"DeletedStatus" : "RECYCLE",
"LastEditTime" : 1593879116000,
"Content" : "SHOW TABLES;",
"NodeId" : 300001,
"AdvancedSettings" : "{\"queue\":\"default\",\"SPARK_CONF\":\"--conf spark.driver.memory=2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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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Configuration" : {
"RerunMode" : "ALL_ALLOWED",
"SchedulerType" : "NORMAL",
"Stop" : false,
"ParaValue" : "a=x b=y",
"StartEffectDate" : 936923400000,
"EndEffectDate" : 4155787800000,
"CycleType" : "DAY",
"DependentNodeIdList" : "5,10,15,20",
"ResourceGroupId" : 375827434852437,
"DependentType" : "USER_DEFINE",
"AutoRerunTimes" : 3,
"AutoRerunIntervalMillis" : 120000,
"CronExpress" : "00 05 00 * * ?",
"InputList" : {
"Input" : "project.001_out",
"ParseType" : "MANUAL"
},
"OutputList" : {
"RefTableName" : "ods_user_info_d",
"Output" : "dw_project.002_out"
},
"StartImmediately" : true,
"InputParameters" : {
"ParameterName" : "input",
"ValueSource" : "project_001.parent_node:outputs"
},
"OutputParameters" : {
"ParameterName" : "output",
"Value" : "${bizdate}",
"Type" : 1,
"Description" : "It's a context output parameter."
}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4.19. ListF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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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ListFolders
调用List Folders查询文件夹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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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Folders

要执行的操作。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请求的数据页数，用于翻页。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每页显示的数据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为100
条。

ParentFolderPath

String

是

业务流程/我的第一个
业务流
程/MaxCompute

父文件夹的路径。

RegionId

String

是

cn-zhangjiakou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10000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管控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该参数与ProjectIdentifier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
一，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
空间。

dw_project

DataWorks工作空间名称。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名
称。该参数与ProjectId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一，
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空
间。

ProjectId

Long

ProjectIdentifier

String

否

否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Data

Struct

满足条件的文件夹的列表信息。

Folders

Array of Folders

文件夹的列表。

FolderId

String

2735c2****

文件夹的ID。

FolderPath

String

业务流程/我的第一个业务
流程/MaxCompute/ods
层

文件夹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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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PageNumber

Integer

1

当前数据页的页码。

PageSize

Integer

10

当前数据页的数据条数。

T otalCount

Integer

13

满足查询条件的数据总条数。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ID。用于出现错误后排查问题。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Folders
&PageNumber=1
&PageSize=10
&ParentFolderPath=业务流程/我的第⼀个业务流程/MaxCompute
&RegionId=cn-zhangjiakou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13</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Folders>
<FolderPath>业务流程/我的第⼀个业务流程/MaxCompute/ods层</FolderPath>
<FolderId>2735c2****</FolderId>
</Folders>
</Data>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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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0000-ABCD-EFG****",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13,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Folders": {
"FolderPath": "业务流程/我的第⼀个业务流程/MaxCompute/ods层",
"FolderId": "2735c2****"
}
},
"ErrorCode":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ErrorMessage":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4.20. DeployFile
调用DeployFile接口，发布数据开发中的文件至生产环境。调用DeployFile接口后，您需要通过DeployFile返回的Dat a参数继续
调用Get Deployment 接口，轮询被触发的异步发布流程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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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ployFil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Deplo yFi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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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ProjectId

RegionId

Dat aWorks

类型

Long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示例值

描述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管控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该参数与ProjectIdentifier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
一，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
空间。

10000

是

cn-zhangjiakou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DataWorks工作空间名称。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名
称。该参数与ProjectId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一，
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空
间。

ProjectIdentifier

String

否

dw_project

FileId

Long

是

10000001

Comment

String

否

第一次发布任务

本次发布的说明信息。

NodeId

Long

否

2000001

待发布文件在调度系统对应的任务ID。该参数与
FileId参数配置一个即可。

文件的ID，您可以通过ListFiles查询对应文件的ID。
该参数与NodeId参数配置一个即可。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Data

Long

30000001

发布包的ID，后续需要将该ID作为参数调
用GetDeployment接口，获取本次发布的具体情况。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ID。用于出现错误后排查问题。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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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DeployFile
&ProjectId=10000
&ProjectIdentifier=dw_project
&FileId=10000001
&Comment=第⼀次发布任务
&NodeId=200000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DeployFile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30000001</Data>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DeployFile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Data" : 30000001,
"RequestId" : "0000-ABCD-EFG****",
"ErrorMessage" :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Success" : true,
"ErrorCode" :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4.21. UpdateUdf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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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UpdateUdfFile
调用Updat eUdfFile更新函数的文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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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UpdateUdfFile

要执行的操作。

ClassName

String

是

com.alibaba.DataWor
ks.api.udf.StringConc
at

函数定义所在的类名，对应创建函数表单的类名。

FileId

String

是

10000001

文件的ID。

FunctionT ype

String

是

ST RING

函数的分类，对应创建函数表单中的函数类型，包
括MAT H（数学运算函数）、AGGREGAT E（聚合函
数）、ST RING（字符串处理函数）、DAT E（日期
处理函数）、ANALYT IC（窗口函数）和
OT HER（其他函数）。

RegionId

String

是

cn-zhangjaikou

服务所在地域的列表。

Resources

String

是

string-concat1.0.0.jar,commonslang-2.6.jar

函数引用的资源名列表，使用英文逗号（,）分隔，
对应创建函数表单中的资源列表。

FileFolderPath

String

否

业务流程/第一个业务
流程/函数/字符串处理
函数

函数文件所在文件夹的路径。

ProjectId

Long

否

10000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单击页面右上角
的小扳手图标，进入工作空间管理页面查看。

UdfDescription

String

否

把几个字符串连接起来
生成一个新的字符串

函数用途的说明，对应创建函数表单中的描述。

CmdDescription

String

否

StringConcat(String...
substrs)

函数的调用命令格式，对应创建函数表单中的命令
格式。

ParameterDescription

String

否

需要连接的字符串列表

函数入参的说明，对应创建函数表单中的参数说
明。

ReturnValue

String

否

所有字符串按照输入顺
序前后连接生成的新字
符串

函数的返回值说明，对应创建函数表单中的返回
值。

Example

String

否

StringConcat('a', 'b',
'c')

函数的调用示例，对应创建函数表单中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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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ProjectIdentifier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示例值

描述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唯一标识符，即数据开发页
面顶部切换工作空间处的英文标识。

dw_project

该参数与ProjectId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一，以确定
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空间。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本次调用的唯一ID。出现错误后，您可以根据该ID排查问
题。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UpdateUdfFile
&ClassName=com.alibaba.dataworks.api.udf.StringConcat
&FileFolderPath=业务流程/第⼀个业务流程/函数/字符串处理函数
&FileId=10000001
&FunctionType=STRING
&ProjectId=10000
&RegionId=cn-zhangjaikou
&Resources=string-concat-1.0.0.jar,commons-lang-2.6.jar
&UdfDescription=把⼏个字符串连接起来⽣成⼀个新的字符串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000-ABCD-EFG****",
"HttpStatus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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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4.22. GetBusiness
调用Get Business查询业务流程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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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Business

要执行的操作。

BusinessId

Long

是

1000000001

业务流程的ID，您可以调用ListBusiness接口获取。

cn-zhangjiakou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10000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管控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该参数与ProjectIdentifier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
一，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
空间。

RegionId

Projec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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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ProjectIdentifier

String

是否必选

否

示例值

描述

dw_project

DataWorks工作空间名称。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名
称。该参数与ProjectId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一，
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空
间。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ata

Struct

BusinessId

Long

1000001

业务流程的ID。

BusinessName

String

第一个业务流程

业务流程的名称。

Description

String

这是我的第一个业务流程

业务流程的描述信息。

Owner

String

20000****

业务流程责任人的阿里云用户ID。

ProjectId

String

10000

业务流程所在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

UseT ype

String

NORMAL

业务流程所属的功能模块，包括NORMAL（数据开发）和
MANUAL_BIZ（手动业务流程）。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ID。用于出现错误后排查问题。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业务流程的详情。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Business
&BusinessId=1000000001
&RegionId=cn-zhangjiakou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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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Owner>20000****</Owner>
<Description>这是我的第⼀个业务流程</Description>
<BusinessName>第⼀个业务流程</BusinessName>
<UseType>NORMAL</UseType>
<ProjectId>10000</ProjectId>
<BusinessId>1000001</BusinessId>
</Data>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000-ABCD-EFG****",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Owner": "20000****",
"Description": "这是我的第⼀个业务流程",
"BusinessName": "第⼀个业务流程",
"UseType": "NORMAL",
"ProjectId": 10000,
"BusinessId": 1000001
},
"ErrorCode":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ErrorMessage":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4.23. UpdateF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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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UpdateFolder
调用Updat eFolder更新文件夹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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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UpdateFolder

要执行的操作。

FolderId

String

是

2735c2c19d58

文件夹的ID，您可以调用ListFolders获取文件夹的
ID。

FolderName

String

是

MySecondFolder

文件夹的名称。

cn-zhangjiakou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10000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管控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该参数与ProjectIdentifier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
一，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
空间。

dw_project

DataWorks工作空间名称。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名
称。该参数与ProjectId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一，
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空
间。

RegionId

String

ProjectId

Long

ProjectIdentifier

String

是

否

否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ID。用于出现错误后排查问题。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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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UpdateFolder
&FolderId=2735c2c19d58
&FolderName=MySecondFolder
&RegionId=cn-zhangjiakou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000-ABCD-EFG****",
"HttpStatusCode": 200,
"ErrorCode":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ErrorMessage":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4.24. CheckFileDeployment
当您在Dat aWorks数据开发页面创建的文件提交成功后，文件将进入发布检查状态，Dat aWorks会将文件发布检查事件返回给
您，您需要根据事件内容判断该文件是否可以继续进行发布校验。此时，可以通过调用CheckFileDeployment 接口，将待发布文
件的检查结果返回至Dat a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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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heckFileDeployment

要执行的操作。

CheckerInstanceId

String

是

66_123455623_2

文件检查器所属的实例ID。您可以从文件发布检查
事件中的CheckerInstanceId获取。

cn-hangzhou

服务所属的地域。例如，华东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
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的Endpoint自动
解析。

RegionId

String

是

待发布文件的检查状态，取值如下：
Status

String

是

OK，表示文件检查通过。

OK

WARN，表示文件检查通过，但是存在警告。
FAIL，表示文件检查未通过。

CheckDetailUrl

String

https://result.aliyun.
com/?
checkerInstanceId=

否

已废弃。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86d5a5ac-0cc0-4c5fa374-a15713b252ab

请求ID，用于后续问题排查。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heckFileDeployment
&CheckerInstanceId=66_123455623_2
&RegionId=cn-hangzhou
&Status=OK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86d5a5ac-0cc0-4c5f-a374-a15713b252ab</RequestId>

JSON 格式
{
"RequestId": "86d5a5ac-0cc0-4c5f-a374-a15713b252ab"
}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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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4.25. ListDeployments
调用List Deployment s查询发布包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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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Deployments

要执行的操作。

Region

String

否

cn-zhangjiakou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该字段已废
弃，请勿使用。

ProjectIdentifier

String

否

dw_project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名称。您可以登
录DataWorks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
工作空间名称。
该参数与ProjectId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一，用来
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空间。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ProjectId

Long

否

10000

该参数与ProjectIdentifier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
一，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
空间。

Creator

String

否

20030****

发布包创建者的阿里云用户ID。

EndCreateT ime

Long

否

1593877765000

生成发布包的最大毫秒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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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ecutor

String

否

2003****

发布包执行者的阿里云用户ID。

EndExecuteT ime

Long

否

1593877765000

发布包开始执行的最大毫秒时间戳。

发布包当前的状态。取值如下：
0：发布包已准备就绪。
Status

Integer

否

1

1：发布包发布成功。
2：发布包发布失败。
6：发布包被驳回。

Keyword

String

否

hello

发布包名称的关键字。DataWorks支持模糊匹配，
即输入关键字，即可查询包含该关键字的发布包。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请求的数据页数，用于翻页。

PageSize

Integer

否

2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为100条。

cn-zhangjiakou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RegionId

String

是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ID。用于出现错误后排查问题。

Data

Object

PageNumber

Long

1

请求的数据页数，用于翻页。

PageSize

Long

10

每页显示的数据条数。

T otalCount

Long

13

满足条件的数据总条数。

Deployments

Array of
Deployment

满足查询条件的发布包列表数据。

返回的发布包列表。

发布包当前的状态。取值如下：
0：发布包已准备就绪。
Status

Integer

1

1：发布包发布成功。
2：发布包发布失败。
6：发布包被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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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rrorMessage

String

OK

当发布包执行失败，该参数用于记录错误信息。

CreateT ime

Long

1593877765000

发布包创建的时间戳。

Executor

String

2003****

发布包执行者的阿里云用户ID。

Creator

String

2003****

发布包创建者的阿里云用户ID。

ExecuteT ime

Long

1593877765000

执行发布包的时间戳。

Name

String

auto_created

发布包的名称。

Id

Long

11111

发布包的ID，您可以根据此ID调用GetDeployment接口，
获取发布包详情。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Deployments
&ProjectIdentifier=dw_project
&ProjectId=10000
&Creator=20030****
&EndCreateTime=1593877765000
&Executor=2003****
&EndExecuteTime=1593877765000
&Status=1
&Keyword=hello
&PageNumber=1
&PageSize=2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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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ListDeploymentsResponse>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Data>
<PageNumber>1</PageNumber>
<PageSize>10</PageSize>
<TotalCount>13</TotalCount>
<Deployments>
<Status>1</Status>
<ErrorMessage>OK</ErrorMessage>
<CreateTime>1593877765000</CreateTime>
<Executor>2003****</Executor>
<Creator>2003****</Creator>
<ExecuteTime>1593877765000</ExecuteTime>
<Name>auto_created</Name>
<Id>11111</Id>
</Deployments>
</Data>
</ListDeployments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0000-ABCD-EFG",
"Data" : {
"PageNumber" : 1,
"PageSize" : 10,
"TotalCount" : 13,
"Deployments" : {
"Status" : 1,
"ErrorMessage" : "OK",
"CreateTime" : 1593877765000,
"Executor" : "2003****",
"Creator" : "2003****",
"ExecuteTime" : 1593877765000,
"Name" : "auto_created",
"Id" : 11111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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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4.26. UpdateIDEEventResult
用于在数据开发过程中触发扩展点时，通过调用Updat eIDEEvent Result 接口，将扩展程序对扩展点事件的检查结果返回给
Dat aWorks的数据开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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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UpdateIDEEventResul
t

要执行的操作。

MessageId

String

否

8abcb91f-d2664073-b9072ed670378ed1

DataWorks开放消息的消息ID。当触发扩展点事件
后，您可以从接收到的事件消息中获取消息ID。

RegionId

String

否

cn-zhangjiakou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ExtensionCode

String

否

8abcb91f-d2664073-b9072ed670378ed1

扩展程序的唯一标识。您可以登录DataWorks控制
台，进入开放平台的Extensions页签查看标识。

扩展程序对本次扩展点事件的检查状态。取值如
下：
OK：扩展程序对本次扩展点事件检查通过。
CheckResult

String

否

OK

FAIL：扩展程序对本次扩展点事件检查不通过。
您需要查看并及时处理报错，以免影响后续程序
的正常执行。
WARN：扩展程序对本次扩展点事件检查通过，
但存在警告。

CheckResultT ip

String

否

Succeeded

扩展程序对本次扩展点事件进行检查的摘要信息。
该信息会显示在您当前的开发页面上，当本次检查
存在警告或者检查不通过时，您可以通过该摘要信
息快速定位原因。

返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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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8abcb91f-d266-4073b907-2ed670378ed1

请求的唯一标识，用于后续错误排查使用。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UpdateIDEEventResult
&MessageId=8abcb91f-d266-4073-b907-2ed670378ed1
&ExtensionCode=8abcb91f-d266-4073-b907-2ed670378ed1
&CheckResult=OK
&CheckResultTip=Succeeded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UpdateIDEEventResultResponse>
<RequestId>8abcb91f-d266-4073-b907-2ed670378ed1</RequestId>
</UpdateIDEEventResult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8abcb91f-d266-4073-b907-2ed670378ed1"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4.27. GetIDEEventDetail
> 文档版本：2022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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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Get IDEEvent Det ail，根据Dat aWorks开放消息的消息ID，查询触发扩展点事件时的扩展点数据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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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IDEEventDetail

要执行的操作。

MessageId

String

是

8abcb91f-d2664073-b9072ed670378ed1

DataWorks开放消息的消息ID。当触发扩展点事件
后，您可以从接收到的事件消息中获取消息ID。

ProjectId

Long

是

10000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通过解析
DataWorks开放消息获取空间ID。

cn-zhangjiakou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RegionId

String

是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8abcb91f-d266-4073b907-2ed670378ed1

请求的唯一标识，用于后续错误排查使用。

EventDetail

Object

FileExecutionComm
and

Object

FileId

Long

1234123

文件的ID。

DataSourceName

String

odps_first

文件关联的计算引擎唯一标识。

Content

String

SHOW T ABLES;

生成本次文件版本的文件代码。

触发扩展点事件时的数据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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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的消息事件，数据快照的有效字段存在差异，具
体请参考各消息事件的字段说明。

文件代码执行时的快照，当Message类型为
IDE_FILE_EXECUT E_BEFORE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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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FileT ype

Long

DeletedFile

Object

Owner

String

示例值

描述

10

文件类型。不同文件类型其代码不同，常用的代码及其表
示的类型包括6（Shell）、10（ODPS SQL）、11（ODPS
MR）、23（数据集成）、24（ODPS Script）、99（虚拟
节点）、221（PyODPS 2）、225（ODPS Spark）、
227（EMR Hive）、228（EMR Spark）、229（EMR
Spark SQL）、230（EMR MR）、239（OSS对象检查）、
257（EMR Shell）、258（EMR Spark Shell）、
259（EMR Presto）、260（EMR Impala）、900（实时
同步）、1089（跨租户节点）、1091（Hologres开
发）、1093（Hologres SQL）、1100（赋值节点）、
1221（PyODPS 3）。

删除文件时的快照信息，当Message类型为
IDE_FILE_DELET E_BEFORE时有效。

7384234****

文件责任人。

FileT ype

Long

10

文件类型。不同文件类型其代码不同，常用的代码及其表
示的类型包括6（Shell）、10（ODPS SQL）、11（ODPS
MR）、23（数据集成）、24（ODPS Script）、99（虚拟
节点）、221（PyODPS 2）、225（ODPS Spark）、
227（EMR Hive）、228（EMR Spark）、229（EMR
Spark SQL）、230（EMR MR）、239（OSS对象检查）、
257（EMR Shell）、258（EMR Spark Shell）、
259（EMR Presto）、260（EMR Impala）、900（实时
同步）、1089（跨租户节点）、1091（Hologres开
发）、1093（Hologres SQL）、1100（赋值节点）、
1221（PyODPS 3）。

CurrentVersion

Long

1

当前文件的最新版本。

BusinessId

Long

74328

文件所属的业务流程ID。

FileName

String

hello_dataworks.sql

文件名称。

DataSourceName

String

odps_first

文件关联的计算引擎唯一标识。

文件所属的功能模块。取值如下：
NORMAL：数据开发
MANUAL：手动任务
UseT ype

String

NORMAL

MANUAL_BIZ：手动业务流程
SKIP：数据开发的空跑调度
ADHOCQUERY：临时查询
COMPONENT ：组件管理

FolderId

String

aldurie78l2falure

文件所属的文件夹ID，您可以调用GetFolder接口，通过文
件夹ID查询文件详情。

ParentFileId

Long

1234122

文件所属的循环节点或遍历节点的节点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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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ntent

String

SHOW T ABLES;

生成本次文件版本的文件代码。

NodeId

Long

421429

调度节点的ID。

FileId

Long

1234123

文件的ID。

CommittedFile

Object

FileId

Long

1234123

文件的ID。

Content

String

SHOW T ABLES;

生成本次文件版本的文件代码。

Committor

String

7384234****

生成本次文件版本的阿里云用户ID。

文件提交和发布时的快照。
仅当Message类型为IDE_FILE_SUBMIT _BEFORE或
IDE_FILE_DEPLOY_BEFORE时有效。

FileT ype

Long

10

文件类型。不同文件类型其代码不同，常用的代码及其表
示的类型包括6（Shell）、10（ODPS SQL）、11（ODPS
MR）、23（数据集成）、24（ODPS Script）、99（虚拟
节点）、221（PyODPS 2）、225（ODPS Spark）、
227（EMR Hive）、228（EMR Spark）、229（EMR
Spark SQL）、230（EMR MR）、239（OSS对象检查）、
257（EMR Shell）、258（EMR Spark Shell）、
259（EMR Presto）、260（EMR Impala）、900（实时
同步）、1089（跨租户节点）、1091（Hologres开
发）、1093（Hologres SQL）、1100（赋值节点）、
1221（PyODPS 3）。

ChangeT ype

String

UPDAT E

本次文件版本的变更类型，包括CREAT E、UPDAT E和
DELET E。

FileName

String

hello_dataworks.sql

文件名称。

NodeId

Long

421429

调度节点的ID。

Comment

String

第二次版本提交

本次文件版本的说明。

文件所属的功能模块。取值如下：
NORMAL：数据开发
MANUAL：手动任务
UseT ype

String

NORMAL

MANUAL_BIZ：手动业务流程
SKIP：数据开发的空跑调度
ADHOCQUERY：临时查询
COMPONENT ：组件管理

FilePropertyConten
t

265

Object

文件的更多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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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ataSourceName

String

odps_first

文件关联的计算引擎唯一标识。

ParentFileId

Long

1234122

文件所属的循环节点或遍历节点的节点ID。

BusinessId

Long

74328

文件所属的业务流程ID。

CurrentVersion

Long

1

当前文件的最新版本。

Owner

String

7384234****

文件责任人。

FolderId

String

aldurie78l2falure

文件所属的文件夹ID，您可以调用GetFolder接口，通过文
件夹ID查询文件详情。

NodeConfiguration

Object

文件的调度属性配置。

重跑属性。取值如下：
ALL_ALLOWED：运行成功或失败后皆可重跑。
RerunMode

String

ALL_ALLOWED

FAILURE_ALLOWED：运行成功后不可重跑，运行失败
后可以重跑。
ALL_DENIED：运行成功或失败皆不可重跑。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的“调度配
置>时间属性>重跑属性”配置内容对应。

调度的类型，取值如下：
NORMAL：正常调度任务。
SchedulerT ype

String

NORMAL

MANUAL：手动任务，不会被日常调度，对应手动业务
流程下的节点。
PAUSE：暂停任务。
SKIP：空跑任务，被日常调度，但启动调度时直接被置
为成功。

调度参数。
ParaValue

CycleT ype

DependentNodeIdL
ist

String

String

String

> 文档版本：20220713

a=x b=y

DAY

5,10,15,20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的“调度配
置>参数”对应。您可以参考调度参数配置。

调度周期的类型，包括NOT _DAY（分钟、小时）和
DAY（日、周、月）。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的“调度配
置>时间属性>调度周期”对应。

当DependentT ype参数配置为USER_DEFINE时，用于设置
当前文件具体依赖的节点ID。依赖多个节点时，使用英文
逗号（,）分隔。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的“调度配
置>调度依赖”配置为“上一周期”后，依赖项选择”其他
节点“时配置的内容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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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sourceGroupId

Long

375827434852437

文件发布成任务后，任务执行时使用的资源组。您可以调
用ListResourceGroups获取工作空间可用的资源组列表。

AutoRerunT imes

Long

3

自动重跑次数。

AutoRerunInterval
Millis

Long

120000

自动重跑间隔毫秒数。

CronExpress

String

00 05 00 * * ?

调度Cron表达式。

InputList

Array of Input

文件依赖的上游文件输出。

文件依赖的上游文件的输出名称。
Input

String

dw_project_root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的“调度配
置>调度依赖“选择”同周期“时的”父节点输出名称”对
应。

配置文件依赖的方式，取值如下：
ParseT ype

String

MANUAL

MANUAL：手动配置。
AUT O：自动解析。

文件的输出。
OutputList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的“调度配
置>调度依赖“选择”同周期“时的”本节点的输出名
称”对应。

Array of Output

文件的输出值。
RefT ableName

String

ods_user_info_d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的“调度配
置>调度依赖“选择”同周期“时的“本节点的输出表”列
的值对应。

文件的输出名称。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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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dw_project.002_out

该参数与DataWorks控制台中，数据开发任务的“调度配
置>调度依赖“选择”同周期“时的“本节点的输出名
称”列值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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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示例值

描述
依赖上一周期的方式。取值如下：
SELF：依赖项选择本节点。

DependentT ype

String

USER_DEFINE

CHILD：依赖项选择一级子节点。
USER_DEFINE：依赖项选择其他节点。
NONE：未选择依赖项，即不会依赖上一周期。

T ableModel

表提交和发布时的快照，当Message类型为
IDE_T ABLE_SUBMIT _BEFORE和
IDE_T ABLE_DEPLOY_BEFORE时有效。

Object

表所属环境。取值如下：
Env

String

DEV

DEV：开发环境。
PROD：生产环境。

LifeCycle

Long

7

表的生命周期。单位为天。

T ableName

String

tb_hello

表名称。

DataSourceName

String

odps_first

表所属计算引擎的唯一标识。

Columns

Array of Column

ColumnName

String

ID

字段名称。

ColumnT ype

String

BIGINT

字段类型。

IsPartitionColumn

Boolean

false

字段列表。

是否为分区字段，取值如下：
true：是分区字段。
false：非分区字段。

Comment

String

ID

字段备注。

Comment

String

新建的一张表。

表的备注信息。

Location

String

hdfs://path/to/object

外部表的Location信息。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IDEEventDetail
&MessageId=8abcb91f-d266-4073-b907-2ed670378ed1
&ProjectId=1000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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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GetIDEEventDetailResponse>
<RequestId>8abcb91f-d266-4073-b907-2ed670378ed1</RequestId>
<EventDetail>
<FileExecutionCommand>
<FileId>1234123</FileId>
<DataSourceName>odps_first</DataSourceName>
<Content>SHOW TABLES;</Content>
<FileType>10</FileType>
</FileExecutionCommand>
<DeletedFile>
<Owner>7384234****</Owner>
<FileType>10</FileType>
<CurrentVersion>1</CurrentVersion>
<BusinessId>74328</BusinessId>
<FileName>hello_dataworks.sql</FileName>
<DataSourceName>odps_first</DataSourceName>
<UseType>NORMAL</UseType>
<FolderId>aldurie78l2falure</FolderId>
<ParentFileId>1234122</ParentFileId>
<Content>SHOW TABLES;</Content>
<NodeId>421429</NodeId>
<FileId>1234123</FileId>
</DeletedFile>
<CommittedFile>
<FileId>1234123</FileId>
<Content>SHOW TABLES;</Content>
<Committor>7384234****</Committor>
<FileType>10</FileType>
<ChangeType>UPDATE</ChangeType>
<FileName>hello_dataworks.sql</FileName>
<NodeId>421429</NodeId>
<Comment>第⼆次版本提交</Comment>
<UseType>NORMAL</UseType>
<FilePropertyContent>
<DataSourceName>odps_first</DataSourceName>
<ParentFileId>1234122</ParentFileId>
<BusinessId>74328</BusinessId>
<CurrentVersion>1</CurrentVersion>
<Owner>7384234****</Owner>
<FolderId>aldurie78l2falure</FolderId>
</FilePropertyContent>
<NodeConfiguration>
<RerunMode>ALL_ALLOWED</RerunMode>
<SchedulerType>NORMAL</SchedulerType>
<ParaValue>a=x b=y</ParaValue>
<CycleType>DAY</CycleType>
<DependentNodeIdList>5,10,15,20</DependentNodeIdList>
<ResourceGroupId>375827434852437</ResourceGroupId>
<AutoRerunTimes>3</AutoRerunTimes>
<AutoRerunIntervalMillis>120000</AutoRerunIntervalMillis>
<CronExpress>00 05 00 * * ?</CronExpress>
<InputList>
<Input>dw_project_root</Input>
<ParseType>MANUAL</ParseType>
</InputList>
<OutputList>
<RefTableName>ods_user_info_d</RefTableName>
<Output>dw_project.002_out</Output>
</OutputList>
<DependentType>USER_DEFINE</Dependent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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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endentType>USER_DEFINE</DependentType>
</NodeConfiguration>

</CommittedFile>
<TableModel>
<Env>DEV</Env>
<LifeCycle>7</LifeCycle>
<TableName>tb_hello</TableName>
<DataSourceName>odps_first</DataSourceName>
<Columns>
<ColumnName>ID</ColumnName>
<ColumnType>BIGINT</ColumnType>
<IsPartitionColumn>false</IsPartitionColumn>
<Comment>ID</Comment>
</Columns>
<Comment>新建的⼀张表。</Comment>
<Location>hdfs://path/to/object</Location>
</TableModel>
</EventDetail>
</GetIDEEventDetail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8abcb91f-d266-4073-b907-2ed670378ed1",
"EventDetail" : {
"FileExecutionCommand" : {
"FileId" : 1234123,
"DataSourceName" : "odps_first",
"Content" : "SHOW TABLES;",
"FileType" : 10
},
"DeletedFile" : {
"Owner" : "7384234****",
"FileType" : 10,
"CurrentVersion" : 1,
"BusinessId" : 74328,
"FileName" : "hello_dataworks.sql",
"DataSourceName" : "odps_first",
"UseType" : "NORMAL",
"FolderId" : "aldurie78l2falure",
"ParentFileId" : 1234122,
"Content" : "SHOW TABLES;",
"NodeId" : 421429,
"FileId" : 1234123
},
"CommittedFile" : {
"FileId" : 1234123,
"Content" : "SHOW TABLES;",
"Committor" : "7384234****",
"FileType" : 10,
"ChangeType" : "UPDATE",
"FileName" : "hello_dataworks.sql",
"NodeId" : 421429,
"Comment" : "第⼆次版本提交",
"UseType" : "NORMAL",
"FilePropertyContent" : {
"DataSourceName" : "odps_first",
"ParentFileId" : 1234122,
"BusinessId" : 74328,
"CurrentVersion" : 1,
"Owner" : "7384234****",
"FolderId" : "aldurie78l2fa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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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derId" : "aldurie78l2falure"
},
"NodeConfiguration" : {
"RerunMode" : "ALL_ALLOWED",
"SchedulerType" : "NORMAL",
"ParaValue" : "a=x b=y",
"CycleType" : "DAY",
"DependentNodeIdList" : "5,10,15,20",
"ResourceGroupId" : 375827434852437,
"AutoRerunTimes" : 3,
"AutoRerunIntervalMillis" : 120000,
"CronExpress" : "00 05 00 * * ?",
"InputList" : {
"Input" : "dw_project_root",
"ParseType" : "MANUAL"
},
"OutputList" : {
"RefTableName" : "ods_user_info_d",
"Output" : "dw_project.002_out"
},
"DependentType" : "USER_DEFINE"
}
},
"TableModel" : {
"Env" : "DEV",
"LifeCycle" : 7,
"TableName" : "tb_hello",
"DataSourceName" : "odps_first",
"Columns" : {
"ColumnName" : "ID",
"ColumnType" : "BIGINT",
"IsPartitionColumn" : false,
"Comment" : "ID"
},
"Comment" : "新建的⼀张表。",
"Location" : "hdfs://path/to/object"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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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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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数据集成

5.1. CreateDISyncTask
调用Creat eDISyncT ask创建数据集成同步任务。
Dat aWorks目前仅支持直接使用Creat eDISyncT ask接口创建数据集成离线同步任务，而数据集成实时同步任务和解决方案同步
任务则需要先调用Generat eDISyncT askConfigForCreat ing和QueryDISyncT askConfigProcessResult 接口，获取异步生成创建数
据集成同步任务时需要的参数，再将该参数作为Creat eDISyncT ask接口的入参，使用Creat eDISyncT ask接口创建相应的实时同
步任务和解决方案同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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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DISyncT ask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Creat eDISyncT ask 。

ProjectId

Long

是

10000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T askT ype

String

是

DI_OFFLINE

创建的数据集成同步任务的任务类型。

RegionId

273

String

是

cn-zhangjiakou

目前仅支持使用CreateDISyncT ask接口创建数据集
成离线同步任务（DI_OFFLINE）。

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
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的endpoint自动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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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T askContent

String

T askParam

String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是

{"type":"job","version
":"2.0","steps":
[{"stepT ype":"mysql"
,"parameter":
{"envT ype":1,"dataso
urce":"mysql_pub","c
olumn":
["id","name","create_
time","age","score","
t_01"],"connection":
[{"datasource":"mysq
l_pub","table":
["u_pk"]}],"where":"","
splitPk":"id","encodin
g":"UT F8"},"name":"Reader",
"category":"reader"},
{"stepT ype":"odps","
parameter":
{"partition":"pt=${biz
date}","truncate":tru
e,"datasource":"odp
s_first","envT ype":1,"
column":
["id","name","create_
time","age","score","
t_01"],"emptyAsNull"
:false,"tableCommen
t":"null","table":"u_p
k"},"name":"Writer","
category":"writer"}],"
setting":
{"executeMode":null,
"errorLimit":
{"record":""},"speed":
{"concurrent":2,"thro
ttle":false}},"order":
{"hops":
[{"from":"Reader","to
":"Writer"}]}}

{"FileFolderPath":"业
务流程/XXX/数据集
成","ResourceGroup":
"S_res_group_XXX_X
XXX"}

是

使用脚本模式配置数据集成离线同步任务的配置内
容。详情请参见通过脚本模式配置任务。
当前仅支持通过CreateDISyncT ask接口创建数据集
成离线同步任务。

数据集成同步任务的配置参数。目前支持配置如下
参数：
FileFolderPath：表示数据集成同步任务的存放
路径。
ResourceGroup：表示数据集成同步任务所使用
的数据集成资源组标识（Identifier）。您可以调
用ListResourceGroups，获取资源组标识。

T askName

String

是

new_di_task

创建的数据集成同步任务的名称。

ClientT oken

String

否

0000-ABCD-EFG****

幂等参数，该参数可为空。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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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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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是否成功。

RequestId

String

0bc1411515937635973**
**

请求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Data

Object

Status

String

创建数据集成同步任务的返回结果。

创建数据集成同步任务的结果状态。取值如下：
success

success：表示创建任务成功。
fail：表示创建任务失败。

Message

String

不合法的目录路径：业务
流程/重兴xxxx/数据集成

创建数据集成同步任务失败的原因描述。

FileId

Long

1000001

成功创建的数据集成同步任务的任务ID。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DISyncTask
&ProjectId=10000
&TaskType=DI_OFFLINE
&TaskContent={"type":"job","version":"2.0","steps":[{"stepType":"mysql","parameter":{"envType":1,"datasource
":"mysql_pub","column":["id","name","create_time","age","score","t_01"],"connection":[{"datasource":"mysql_p
ub","table":["u_pk"]}],"where":"","splitPk":"id","encoding":"UTF-8"},"name":"Reader","category":"reader"},{"
stepType":"odps","parameter":{"partition":"pt=${bizdate}","truncate":true,"datasource":"odps_first","envType
":1,"column":["id","name","create_time","age","score","t_01"],"emptyAsNull":false,"tableComment":"null","tab
le":"u_pk"},"name":"Writer","category":"writer"}],"setting":{"executeMode":null,"errorLimit":{"record":""},"
speed":{"concurrent":2,"throttle":false}},"order":{"hops":[{"from":"Reader","to":"Writer"}]}}
&TaskParam={"FileFolderPath":"业务流程/XXX/数据集成","ResourceGroup":"S_res_group_XXX_XXXX"}
&TaskName=new_di_task
&ClientToken=0000-ABCD-EFG****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CreateDISyncTaskResponse>
<Success>true</Success>
<RequestId>0bc1411515937635973****</RequestId>
<Data>
<Status>success</Status>
<Message>不合法的⽬录路径：业务流程/重兴xxxx/数据集成</Message>
<FileId>1000001</FileId>
</Data>
</CreateDISyncTask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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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Success" : true,
"RequestId" : "0bc1411515937635973****",
"Data" : {
"Status" : "success",
"Message" : "不合法的⽬录路径：业务流程/重兴xxxx/数据集成",
"FileId" : 1000001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DI.Parameter

T he parameter is invalid.

参数错误

400

Invalid.DI.Parameter.File.
Existed

T he file name already exists.

参数不合法，文件名已存在

403

Forbidden.DI.NoPrivilege

No access.

没有权限访问

500

InternalError.DI.Paramete
r

A DI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数据集成内部业务错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5.2. DeleteDISyncTask
调用Delet eDISyncT ask接口，删除数据集成同步任务。当前仅支持使用该接口删除实时数据同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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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DISyncT ask

要执行的操作。

ProjectId

Long

是

10000

T askT ype

String

是

DI_REALT IME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该参数用于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使用的
DataWorks工作空间。

数据集成同步任务的类型。

Region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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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cn-zhangjiakou

当前仅支持取值为DI_REALT IME，表示实时数据同
步任务。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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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FileId

Long

是

100

实时数据同步任务的ID。您可以调用ListFiles接口
获取任务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Success

Boolean

true

描述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如下：
true：请求成功。
false：请求失败。

RequestId

String

Data

Object

0bc1411515937635973**
**

请求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删除数据集成同步任务的结果。

删除数据集成同步任务的结果状态。取值如下：
Status

String

fail

success：表示删除数据集成同步任务成功。
fail：表示删除数据集成同步任务失败。您可以查看具
体的失败原因处理问题。

删除数据集成同步任务失败后的原因描述。
Message

String

fileId:[100] is invalid.

如果删除数据集成同步任务成功，则该参数的返回值为
空。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DISyncTask
&ProjectId=10000
&TaskType=DI_REALTIME
&FileId=10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DeleteDISyncTaskResponse>
<Success>true</Success>
<RequestId>0bc1411515937635973****</RequestId>
<Data>
<Status>fail</Status>
<Message>fileId:[100] is invalid.</Message>
</Data>
</DeleteDISyncTask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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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Success" : true,
"RequestId" : "0bc1411515937635973****",
"Data" : {
"Status" : "fail",
"Message" : "fileId:[100] is invalid."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Invalid

T he parameter is invalid.

参数错误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内部报错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没有权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5.3. UpdateDISyncTask
调用Updat eDISyncT ask更新数据集成同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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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UpdateDISyncT ask

要执行的操作。

FileId

Long

是

1000000

需要更新的数据集成同步任务的任务ID。您可以调
用ListFiles接口获取同步任务的ID。

ProjectId

Region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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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String

是

是

10000

cn-zhangjiakou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该参数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使用的
DataWorks工作空间。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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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是

{"type":"job","version
":"2.0","steps":
[{"stepT ype":"mysql"
,"parameter":
{"envT ype":1,"dataso
urce":"mysql_pub","c
olumn":
["id","name","create_
time","age","score","
t_01"],"connection":
[{"datasource":"mysq
l_pub","table":
["u_pk"]}],"where":"","
splitPk":"id","encodin
g":"UT F8"},"name":"Reader",
"category":"reader"},
{"stepT ype":"odps","
parameter":
{"partition":"pt=${biz
date}","truncate":tru
e,"datasource":"odp
s_first","envT ype":1,"
column":
["id","name","create_
time","age","score","
t_01"],"emptyAsNull"
:false,"tableCommen
t":"null","table":"u_p
k"},"name":"Writer","
category":"writer"}],"
setting":
{"executeMode":null,
"errorLimit":
{"record":""},"speed":
{"concurrent":2,"thro
ttle":false}},"order":
{"hops":
[{"from":"Reader","to
":"Writer"}]}}

描述

更新已创建的数据集成同步任务通过脚本模式配置
的任务内容。
在T askT ype为DI_OFFLINE时
详情请参见通过脚本模式配置任务。当前仅支持通
过UpdateDISyncT ask接口更新数据集成离线同步
任务。如果您无需更新数据集成同步任务的配置内
容，则可将该参数置为空。
在T askT ype为DI_REALT IME 或 DI_SOLUT ION时，
请用QueryDISyncT askConfigProcessResult返回
的内容填充

更新数据集成同步任务的配置参数。请使用JSON格
式。

T askParam

String

是

{"ResourceGroup":"S_
res_group_XXX_XXXX
"}

目前仅支持在T askT ype为DI_OFFLINE时生
效，T askT ype为DI_REALT IME/DI_SOLUT ION时不
生效。
更新数据集成同步任务的配置参数
ResourceGroup，即数据集成同步任务所使用的数
据集成资源组标识（Identifier）。您可以调
用ListResourceGroup，获取资源组标识。
如果您无需更新数据集成同步任务的配置参数，则
可将该参数置为空。

修改的数据集成同步任务的任务类型。
T askT ype

String

是

DI_OFFLINE

DI_OFFLINE表示修改数据集成离线同步任务
DI_REALT IME表示修改数据集成实时同步任务
DI_SOLUT ION表示修改数据集成解决方案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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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Data

Struct

Message

String

示例值

描述
更新数据集成同步任务的返回结果。

ResourceGroup:
[S_res_group_XXX] is
invalid.

更新数据集成同步任务失败后的原因描述。如果更新数据
集成同步任务成功，则该参数的返回值为空。

更新数据集成同步任务的结果状态。取值如下：
Status

String

success

success：表示更新数据集成同步任务成功。
fail：表示更新数据集成同步任务失败。

RequestId

String

0bc1411515937635973**
**

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如下：
true：成功。
false：失败。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UpdateDISyncTask
&FileId=1000000
&ProjectId=10000
&RegionId=cn-zhangjiakou
&TaskContent={"type":"job","version":"2.0","steps":[{"stepType":"mysql","parameter":{"envType":1,"datasource
":"mysql_pub","column":["id","name","create_time","age","score","t_01"],"connection":[{"datasource":"mysql_p
ub","table":["u_pk"]}],"where":"","splitPk":"id","encoding":"UTF-8"},"name":"Reader","category":"reader"},{"
stepType":"odps","parameter":{"partition":"pt=${bizdate}","truncate":true,"datasource":"odps_first","envType
":1,"column":["id","name","create_time","age","score","t_01"],"emptyAsNull":false,"tableComment":"null","tab
le":"u_pk"},"name":"Writer","category":"writer"}],"setting":{"executeMode":null,"errorLimit":{"record":""},"
speed":{"concurrent":2,"throttle":false}},"order":{"hops":[{"from":"Reader","to":"Writer"}]}}
&TaskParam={"ResourceGroup":"S_res_group_XXX_XXXX"}
&TaskType=DI_OFFLIN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0bc1411515937635973****</RequestId>
<Data>
<Status>success</Status>
<Message>ResourceGroup:[S_res_group_XXX] is invalid.</Message>
</Data>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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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0bc1411515937635973****",
"Data": {
"Status": "success",
"Message": "ResourceGroup:[S_res_group_XXX] is invalid."
},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3

Forbidden.DI.NoPrivilege

No access.

没有权限访问

500

InternalError.DI.Paramete
r

A DI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数据集成内部业务错误

400

Invalid.DI.Parameter

T he parameter is invalid.

参数错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5.4. TestNetworkConnection
调用T est Net workConnect ion接口，测试目标数据源与所使用资源组的网络连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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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T estNetworkConnecti
on

要执行的操作。

DatasourceName

String

是

mysql_name

目标数据源的名称。

目标数据源所属的环境。取值如下：
EnvT ype

String

是

1

0：开发环境。
1：生产环境。

ProjectId

Long

是

10000

目标数据源所在的DataWorks工作空间ID。您可以
调用ListProjects接口获取工作空间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目标数据源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2（上海）是
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ResourceGroup

String

是

S_res_group_2XXXX4
_1619100XXXXX

目标数据源所使用的资源组的标识（Identifier）。
您可以调用ListResourceGroups接口获取资源组的
标识（Ident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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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T askList

Struct

ConnectMessage

String

示例值

描述
测试数据源与资源组网络连通性的返回结果。

可连通

测试目标数据源与其所使用资源组的网络连通性失败后的
原因描述。如果数据源与资源组网络连通性测试成功，则
该参数的返回值为空。

测试目标数据源与其所使用资源组网络连通性的结果状
态。取值如下：
ConnectStatus

Boolean

true

true：表示目标数据源与其所使用资源组的网络连通成
功。
false：表示目标数据源与其所使用资源组的网络连通失
败。您可以查看ConnectMessage参数定位失败原因。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如下：
Success

Boolean

true

true：成功。
false：失败。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本次调用的唯一ID。用于出现错误后定位日志，排查问
题。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TestNetworkConnection
&DatasourceName=mysql_name
&EnvType=1
&ProjectId=10000
&RegionId=cn-shanghai
&ResourceGroup=S_res_group_2XXXX4_1619100XXXX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0000-ABCD-EFG </RequestId>
<TaskList>
<ConnectStatus>true</ConnectStatus>
<ConnectMessage>可连通</ConnectMessage>
</TaskList>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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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0000-ABCD-EFG",
"TaskList": {
"ConnectStatus": true,
"ConnectMessage": "可连通"
},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3

Forbidden.DI.NoPrivilege

No access.

没有权限访问

500

InternalError.DI.Paramete
r

A DI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数据集成内部业务错误

400

Invalid.DI.Parameter

T he parameter is invalid.

参数错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5.5. GetDataSourceMeta
调用Get Dat aSourceMet a获取目标数据源的Met a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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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DataSourceMeta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Get Dat aSo urceMet a 。

ProjectId

Long

是

10000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DatasourceName

String

是

mysql_name

目标数据源的名称。

PageNumber

Long

是

1

请求的数据页数，用于翻页。

PageSize

Long

是

10

每页显示的数据条数。

cn-shanghai

数据源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
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的endpoint自动
解析。

RegionId

String

是

目标数据源所属的环境。取值如下：
EnvT ype

String

否

1

0：开发环境。
1：生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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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如下：

Success

Boolean

true

true：成功。
false：失败。

RequestId

String

Data

Object

0000-ABCD-EFG

本次调用的唯一ID。用于出现错误后定位日志，排查问
题。

获取目标数据源Meta信息的返回的结果。

获取目标数据源Meta信息的结果状态。取值如下：
Status

String

success

success：表示获取目标数据源的Meta信息成功。
fail：表示获取目标数据源的Meta信息失败。您可以查
看Message参数定位失败原因。

Message

String

read datasource time
out

获取目标数据源Meta信息失败后的原因描述。如果获取目
标数据源的Meta信息成功，则该参数的返回值为空。

返回的目标数据源的Meta信息。返回的信息为JSON格式。

Meta

String

{"dbT ables":
[{"dbName":"testdb","sc
hema":[{"tableInfos":
[{"dbName":"testdb","en
able":true,"table":"table
1","tableName":"table1"
}]},{"tableInfos":
[{"dbName":"testdb","en
able":true,"table":"table
2","tableName":"table2"
}]}]}]}

{"dbTables":[{"dbName":"testdb","schema":
[{"tableInfos":
[{"dbName":"testdb","enable":true,"table":"t
able1","tableName":"table1"}]},
{"tableInfos":
[{"dbName":"testdb","enable":true,"table":"t
able2","tableName":"table2"}]}]}]}
参数描述如下：
dbName：数据源所在的数据库名称。
schema：数据库所属的模式。
enable：数据库是否可用，包含true（表示数据库可
用），false（表示数据库不可用）取值。
tableName：数据库包含的表名称。
tableInfos：数据库中表的信息。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DataSourceMeta
&ProjectId=10000
&DatasourceName=mysql_name
&PageNumber=1
&PageSize=10
&EnvType=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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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GetDataSourceMetaResponse>
<Success>true</Success>
<RequestId>0000-ABCD-EFG </RequestId>
<Data>
<Status>success</Status>
<Message>read datasource time out</Message>
<Meta>{"dbTables":[{"dbName":"testdb","schema":[{"tableInfos":[{"dbName":"testdb","enable":true,"tab
le":"table1","tableName":"table1"}]},{"tableInfos":[{"dbName":"testdb","enable":true,"table":"table2","table
Name":"table2"}]}]}]}</Meta>
</Data>
</GetDataSourceMeta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Success" : true,
"RequestId" : "0000-ABCD-EFG",
"Data" : {
"Status" : "success",
"Message" : "read datasource time out",
"Meta" : "{\"dbTables\":[{\"dbName\":\"testdb\",\"schema\":[{\"tableInfos\":[{\"dbName\":\"testdb\",\"en
able\":true,\"table\":\"table1\",\"tableName\":\"table1\"}]},{\"tableInfos\":[{\"dbName\":\"testdb\",\"enabl
e\":true,\"table\":\"table2\",\"tableName\":\"table2\"}]}]}]}"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DI.Parameter

T he parameter is invalid.

参数错误

403

Forbidden.DI.NoPrivilege

No access.

没有权限访问

500

InternalError.DI.Paramete
r

A DI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数据集成内部业务错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5.6. ListDIProjectConfig
调用List DIProject Config查看当前工作空间中数据集成同步解决方案任务默认的全局配置。
当前Dat aWorks仅支持为同步解决方案任务中的实时同步DDL消息处理策略设置默认的全局配置。如果您的同步解决方案任务包
含实时同步任务，则配置DDL消息处理规则 时会读取此处的全局配置为默认配置。您也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需求修改目标同步任
务的默认DDL消息处理规则 为所需的配置。配置数据集成同步解决方案任务，详情请参见配置同步解决方案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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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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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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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DIProjectConfig

要执行的操作。

数据集成同步解决方案任务的目的端数据源。该参
数不能为空。
调用ListDIProjectConfig查看同步解决方案的全局
配置目前仅支持配置目的端数据源为
analyticdb_for_mysql、odps、elasticsearch、
holo、mysql及polardb。

DestinationT ype

String

是

elasticsearch

ProjectId

Long

是

1000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cn-shanghai

数据集成同步任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2（上
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RegionId

String

是

数据集成同步解决方案任务的源端数据源。

SourceT ype

String

是

调用ListDIProjectConfig查看同步解决方案的全局
配置目前仅支持配置源端数据源为oracle、
mysql、polardb、datahub、drds及
analyticdb_for_mysql。

mysql

如果不配置源端数据源，则默认全局配置对所有的
源端数据源均生效。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Data

Str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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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查看目标工作空间中数据集成同步解决方案任务默认全局
配置的返回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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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Dat aWorks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数据集成同步解决方案任务默认的全局配置内容（即对不
同DDL消息类型配置的默认处理策略）。示例如下：
{"RENAMECOLUMN":"WARNING","DROPT ABLE":"WARNIN
G","CREAT ET ABLE":"WARNING","MODIFYCOLUMN":"WA
RNING","T RUNCAT ET ABLE":"WARNING","DROPCOLUMN"
:"WARNING","ADDCOLUMN":"WARNING","RENAMET ABL
E":"WARNING"}
DDL消息类型如下：
RENAMECOLUMN：重命名列。

Config

String

{"RENAMECOLUMN":"WAR
NING","DROPT ABLE":"WA
RNING","CREAT ET ABLE":"
WARNING","MODIFYCOLU
MN":"WARNING","T RUNC
AT ET ABLE":"WARNING","
DROPCOLUMN":"WARNIN
G","ADDCOLUMN":"WARN
ING","RENAMET ABLE":"W
ARNING"}

DROPT ABLE：删除表。
CREAT ET ABLE：新建表。
MODIFYCOLUMN：修改列类型。
T RUNCAT ET ABLE：清空表。
DROPCOLUMN：删除列。
ADDCOLUMN：新增列。
RENAMET ABLE：重命名表。
DataWorks收到对应类型的DDL消息时，处理策略如下：
WARNING：直接丢弃该消息，同时会在实时同步日志中
记录告警信息，指明该消息因执行出错被丢弃。
IGNORE：直接丢弃该消息，不再向目的端数据源发送。
CRIT ICAL：实时同步任务直接显示出错状态并终止运
行。
NORMAL：将相应消息继续下发给目的端数据源，由目
的端数据源来处理。因为不同目的端数据源对DDL消息
处理策略可能会不同，因此DataWorks只执行转发操
作。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Success

Boolean

true

本次调用的唯一ID。用于出现错误后定位日志，排查问
题。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如下：
true：成功。
false：失败。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DIProjectConfig
&DestinationType=elasticsearch
&ProjectId=1000
&RegionId=cn-shanghai
&SourceType=mysql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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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0000-ABCD-EFG </RequestId>
<Data>
<Config>{"RENAMECOLUMN":"WARNING","DROPTABLE":"WARNING","CREATETABLE":"WARNING","MODIFYCOLUMN":"WARNING"
,"TRUNCATETABLE":"WARNING","DROPCOLUMN":"WARNING","ADDCOLUMN":"WARNING","RENAMETABLE":"WARNING"}</Config>
</Data>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000-ABCD-EFG",
"Data": {
"Config": "{\"RENAMECOLUMN\":\"WARNING\",\"DROPTABLE\":\"WARNING\",\"CREATETABLE\":\"WARNING\",\"MOD
IFYCOLUMN\":\"WARNING\",\"TRUNCATETABLE\":\"WARNING\",\"DROPCOLUMN\":\"WARNING\",\"ADDCOLUMN\":\"WARNING\",\
"RENAMETABLE\":\"WARNING\"}"
},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3

Forbidden.DI.NoPrivilege

No access.

没有权限访问

500

InternalError.DI.Paramete
r

A DI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数据集成内部业务错误

400

Invalid.DI.Parameter

T he parameter is invalid.

参数错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5.7. UpdateDIProjectConfig
调用Updat eDIProject Config修改当前工作空间中数据集成同步解决方案任务默认的全局配置。
当前Dat aWorks仅支持为同步解决方案任务中的实时同步DDL消息处理策略设置默认的全局配置。如果您的同步解决方案任务包
含实时同步任务，则配置DDL消息处理规则 时会读取此处的全局配置为默认配置。您也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需求修改目标同步任
务的默认DDL消息处理规则 为所需的配置。配置数据集成同步解决方案任务，详情请参见配置同步解决方案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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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UpdateDIProjectConfi
g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Updat eDIPro ject Co nf ig 。

ProjectId

Long

是

10000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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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Dat aWorks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数据集成同步解决方案任务的目的端数据源。该参
数不能为空。

DestinationT ype

RegionId

String

String

是

是

odps

cn-shanghai

调用UpdateDIProjectConfig修改同步解决方案的
全局配置，目前仅支持配置目的端数据源为
analyticdb_for_mysql、odps、elasticsearch、
holo、mysql及polardb。

数据集成同步解决方案任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
东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
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
用的endpoint自动解析。

数据集成同步解决方案任务的源端数据源。

SourceT ype

String

是

mysql

调用UpdateDIProjectConfig修改同步解决方案任
务的全局配置，目前仅支持配置源端数据源为
oracle、mysql、polardb、datahub、drds及
analyticdb_for_mysql。
如果不配置源端数据源，则默认全局配置对所有的
源端数据源均生效。

修改后的数据集成同步解决方案任务默认的全局配
置内容（即对不同DDL消息类型配置的默认处理策
略）。请使用JSON格式。示例如下：
{"RENAMECOLUMN":"WARNING","DROPT ABLE":"
WARNING","CREAT ET ABLE":"WARNING","MODIFY
COLUMN":"WARNING","T RUNCAT ET ABLE":"WAR
NING","DROPCOLUMN":"WARNING","ADDCOLUM
N":"WARNING","RENAMET ABLE":"WARNING"}
DDL消息类型如下：
RENAMECOLUMN：重命名列。

ProjectConfig

String

是

{"RENAMECOLUMN":"
WARNING","DROPT AB
LE":"WARNING","CREA
T ET ABLE":"WARNING"
,"MODIFYCOLUMN":"
WARNING","T RUNCAT
ET ABLE":"WARNING","
DROPCOLUMN":"WAR
NING","ADDCOLUMN":
"WARNING","RENAME
T ABLE":"WARNING"}

DROPT ABLE：删除表。
CREAT ET ABLE：新建表。
MODIFYCOLUMN：修改列类型。
T RUNCAT ET ABLE：清空表。
DROPCOLUMN：删除列。
ADDCOLUMN：新增列。
RENAMET ABLE：重命名表。
DataWorks收到对应类型的DDL消息时，处理策略
如下：
WARNING：直接丢弃该消息，同时会在实时同
步日志中记录告警信息，指明该消息因执行出错
被丢弃。
IGNORE：直接丢弃该消息，不再向目的端数据
源发送。
CRIT ICAL：实时同步任务直接显示出错状态并终
止运行。
NORMAL：将相应消息继续下发给目的端数据
源，由目的端数据源来处理。因为不同目的端数
据源对DDL消息处理策略可能会不同，因此
DataWorks只执行转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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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如下：

Success

Boolean

true

true：成功。
false：失败。

RequestId

String

Data

Object

Status

String

0000-ABCD-EFG

本次调用的唯一ID。用于出现错误后定位日志，排查问
题。

修改目标工作空间中数据集成同步解决方案任务默认全局
配置的返回结果。

success

修改数据集成同步解决方案任务默认的全局配置是否成
功。取值如下：
success：修改成功。
fail：修改失败。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UpdateDIProjectConfig
&ProjectId=10000
&DestinationType=odps
&SourceType=mysql
&ProjectConfig={"RENAMECOLUMN":"WARNING","DROPTABLE":"WARNING","CREATETABLE":"WARNING","MODIFYCOLUMN":"WARNI
NG","TRUNCATETABLE":"WARNING","DROPCOLUMN":"WARNING","ADDCOLUMN":"WARNING","RENAMETABLE":"WARNING"}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UpdateDIProjectConfigResponse>
<Success>true</Success>
<RequestId>0000-ABCD-EFG </RequestId>
<Data>
<Status>success</Status>
</Data>
</UpdateDIProjectConfig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Success" : true,
"RequestId" : "0000-ABCD-EFG",
"Data" : {
"Status" : "succes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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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DI.Parameter

T he parameter is invalid.

参数错误

500

InternalError.DI.Paramete
r

A DI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数据集成内部业务错误

403

Forbidden.DI.NoPrivilege

No access.

没有权限访问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5.8. 创建数据同步任务（API）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使用OpenAPI创建数据集成同步任务，同步来源端数据至去向端。

前提条件
已创建Maven项目，详情请参见创建Maven项目。
已创建业务流程，详情请参见创建业务流程。
已创建同步任务需要的数据源，详情请参见配置数据源。

使用限制
Dat aWorks当前仅支持使用OpenAPI创建数据集成离线同步任务。
调用Creat eDISyncT ask接口创建数据集成同步任务，仅支持使用脚本模式配置同步任务内容，详情请参见通过脚本模式配置
离线同步任务。
Dat aWorks暂不支持使用OpenAPI创建业务流程，您需要使用现有的业务流程创建数据同步任务。

配置环境依赖及账号认证
配置Maven依赖。
i. 打开Maven项目下的pom.xml文件，添加 aliyun-java-sdk-core 。
<dependency>
<groupId>com.aliyun</groupId>
<artifactId>aliyun-java-sdk-core</artifactId>
<version>4.5.20</version>
</dependency>

ii. 打开Maven项目下的pom.xml文件，添加 aliyun-java-sdk-dataworks-public 。
<dependency>
<groupId>com.aliyun</groupId>
<artifactId>aliyun-java-sdk-dataworks-public</artifactId>
<version>3.4.2</version>
</dependency>

客户端认证。
使用OpenAPI创建数据同步任务前，需要调用如下语句对登录阿里云的账号相关信息进行认证。如果阿里云的账号信息认证
通过，则继续执行后续任务，如果认证不通过，则该调用会报错，您需要根据实际报错处理相关问题。
DefaultProfile profile = DefaultProfile.getProfile(
"regionId",

//DataWorks⼯作空间所在的地域，例如cn-hangzhou。

"<yourAccessKeyId>",

//登录DataWorks⼯作空间的阿⾥云账号的AccessKey ID。

"<yourAccessSecret>"); //登录DataWorks⼯作空间的阿⾥云账号的AccessKey Secret。
IAcsClient client = new DefaultAcsClient(profile);

您可以登录Dat aWorks控制台鼠标悬停至右上角的用户头像，单击AccessKey管理 ，进入AccessKey管理 页面获取
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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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流程
完成上述配置环境依赖及账号认证后，您可以通过OpenAPI调用相关接口，创建数据同步任务，同步来源端数据至去向端。配
置流程如下：
1. 创建数据集成任务。
2. 配置任务的调度依赖。
3. 提交数据集成任务。
4. 查询同步任务提交状态。
5. 发布同步任务至生产环境。
6. 查询同步任务发布状态。

配置步骤
1. 创建数据集成任务。
调用CreateDISyncTask接口，创建数据集成任务。如下代码仅示例部分参数的配置，更多参数详情请参
见Creat eDISyncT ask。
public void createFile() throws ClientException{
CreateDISyncTaskRequest request = new CreateDISyncTaskRequest();
request.setProjectId(181565L);
request.setTaskType("DI_OFFLINE");
request.setTaskContent("{\"type\":\"job\",\"version\":\"2.0\",\"steps\":[{\"stepType\":\"mysql\"
,\"parameter\":{\"envType\":1,\"datasource\":\"dh_mysql\",\"column\":[\"id\",\"name\"],\"tableComment\":
\"same表comment\",\"connection\":[{\"datasource\":\"dh_mysql\",\"table\":[\"same\"]}],\"where\":\"\",\"s
plitPk\":\"id\",\"encoding\":\"UTF-8\"},\"name\":\"Reader\",\"category\":\"reader\"},{\"stepType\":\"odp
s\",\"parameter\":{\"partition\":\"pt=${bizdate}\",\"truncate\":true,\"datasource\":\"odps_first\",\"env
Type\":1,\"column\":[\"id\",\"name\"],\"emptyAsNull\":false,\"tableComment\":\"same表comment\",\"table\"
:\"same\"},\"name\":\"Writer\",\"category\":\"writer\"}],\"setting\":{\"errorLimit\":{\"record\":\"\"},\
"speed\":{\"throttle\":false,\"concurrent\":2}},\"order\":{\"hops\":[{\"from\":\"Reader\",\"to\":\"Write
r\"}]}}");
request.setTaskParam("{\"FileFolderPath\":\"业务流程/new_biz/数据集成\",\"ResourceGroup\":\"S_res_
group_280749521950784_1602767279794\"}");
request.setTaskName("new_di_task_0607_1416");
String akId = "XXX";
String akSecret = "XXXX";
String regionId = "cn-hangzhou";
IClientProfile profile = DefaultProfile.getProfile(regionId, akId, akSecret);
DefaultProfile.addEndpoint("cn-hangzhou","dataworks-public","dataworks.cn-hangzhou.aliyuncs.com"
);
IAcsClient client;
client = new DefaultAcsClient(profile);
CreateDISyncTaskResponse response1 = client.getAcsResponse(request);
Gson gson1 = new Gson();
System.out.println(gson1.toJson(response1));
}

2. 设置任务的调度依赖。
调用UpdateFile接口，设置数据集成任务的调度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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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tatic void updateFile(Long fileId) throws Exception {
UpdateFileRequest request = new UpdateFileRequest();
request.setProjectId(2043L);
request.setFileId(fileId);
request.setAutoRerunTimes(3);
request.setRerunMode("FAILURE_ALLOWED");
request.setCronExpress("00 30 05 * * ?");
request.setCycleType("DAY");
request.setResourceGroupIdentifier("S_res_group_XXX");
// 使⽤调度独享资源组
request.setInputList("dataworks_di_autotest_root");
UpdateFileResponse response1 = client.getAcsResponse(request);
}

上述代码仅示例部分参数的配置，更多参数详情请参见Updat eFile。
3. 提交数据集成任务。
调用SubmitFile接口，提交数据集成任务至调度系统的开发环境。
public void submitFile() throws ClientException{
SubmitFileRequest request = new SubmitFileRequest();
request.setProjectId(78837L);
request.setProjectIdentifier("zxy_8221431");
// 此节点ID为创建节点时返回的ID，对应数据库File表的file_id。
request.setFileId(501576542L);
request.setComment("备注");
SubmitFileResponse acsResponse = client.getAcsResponse(request);
//调⽤GetDeployment接⼝，获取本次发布的具体情况。
Long deploymentId = acsResponse.getData();
log.info(acsResponse.toString());
}

上述代码仅示例部分参数的配置，更多参数详情请参见Submit File。
4. 查询同步任务的提交状态。
任务提交后，Response会返回deployment Id，您可以调用Get Deployment 接口，通过deployment Id获取本次发布包的详
细信息。当Get Deployment 接口的返回参数St at us取值为1时，则表示发布包此次提交成功。任务提交成功后才可进行后
续的发布操作，如果任务提交失败，则请根据报错尽快排查处理。
public void getDeployment() throws ClientException{
GetDeploymentRequest request = new GetDeploymentRequest();
request.setProjectId(78837L);
request.setProjectIdentifier("zxy_8221431");
//DeploymentId为提交或发布的返回值。
request.setDeploymentId(2776067L);
GetDeploymentResponse acsResponse = client.getAcsResponse(request);
log.info(acsResponse.getData().toString());
}

上述代码仅示例部分参数的配置，更多参数详情请参见Get Deployment 。
5. 发布同步任务到生产环境。
调用DeployFile接口，发布数据集成同步任务至生产环境。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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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oid deploy() throws ClientException{
DeployFileRequest request = new DeployFileRequest();
request.setProjectIdentifier("zxy_8221431");
request.setFileId(501576542L);
request.setComment("备注");
//NodeId和file_id⼆选⼀。NodeId的值为调度配置中基础属性的节点ID。
request.setNodeId(700004537241L);
DeployFileResponse acsResponse = client.getAcsResponse(request);
//调⽤GetDeployment接⼝，获取本次发布的具体情况。
Long deploymentId = acsResponse.getData();
log.info(acsResponse.getData().toString());
}

上述代码仅示例部分参数的配置，更多参数详情请参见DeployFile。
6. 查询同步任务的发布状态。
任务发布后，Response会返回deployment Id，您可以调用Get Deployment 接口，通过deployment Id获取本次发布包的详
细信息。当Get Deployment 接口的返回参数St at us取值为1时，则表示发布包此次发布成功。
public void getDeployment() throws ClientException{
GetDeploymentRequest request = new GetDeploymentRequest();
request.setProjectId(78837L);
request.setProjectIdentifier("zxy_8221431");
//DeploymentId为提交或发布的返回值。
request.setDeploymentId(2776067L);
GetDeploymentResponse acsResponse = client.getAcsResponse(request);
log.info(acsResponse.getData().toString());
}

上述代码仅示例部分参数的配置，更多参数详情请参见Get Deployment 。

管理同步任务
成功创建数据集成同步任务后，您可以对同步任务执行如下管理操作：
修改同步任务的相关配置：调用Updat eDISyncT ask接口更新任务的Cont ent ，或通过T askParam参数来更新使用的独享资源
组，详情请参见Updat eDISyncT ask。
说明

更新同步任务的配置后，您需要重新提交、发布同步任务，详情请参见配置流程。

为同步任务批量补数据：调用RunCycleDagNodes接口，为目标任务执行批量补数据操作，详情请参见RunCycleDagNodes。

Java SDK调用代码示例
创建数据集成离线同步任务的完整代码示例如下。
import com.aliyuncs.DefaultAcsClient;
import com.aliyuncs.IAcsClient;
import com.aliyuncs.dataworks_public.model.v20200518.*;
import com.aliyuncs.profile.DefaultProfile;
import com.aliyuncs.profile.IClientProfile;
import java.util.List;
public class createofflineTask {
static Long createTask(String fileName) throws
Long projectId = 2043L;

Exception {

String taskType = "DI_OFFLINE";
String taskContent = "{\n" +
"
"

\"type\": \"job\",\n" +
\"version\": \"2.0\",\n" +

"

\"steps\": [\n" +

"

{\n" +

"
"

\"stepType\": \"mysql\",\n" +
\"parameter\": {\n" +

"

\"envType\": 0,\n" +

"

\"datasource\": \"mysql_autotest_dev\",\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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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ource\": \"mysql_autotest_dev\",\n" +

"
"

\"column\": [\n" +
\"id\",\n" +

"

\"name\"\n" +

"
"

],\n" +
\"connection\": [\n" +

"

{\n" +

"

\"datasource\": \"mysql_autotest_dev\",\n" +

"
"

\"table\": [\n" +
\"user\"\n" +

"

]\n" +

"

}\n" +

"
"

],\n" +
\"where\": \"\",\n" +

"

\"splitPk\": \"\",\n" +

"

\"encoding\": \"UTF-8\"\n" +

"
"

},\n" +
\"name\": \"Reader\",\n" +

"

\"category\": \"reader\"\n" +

"

},\n" +

"
"

{\n" +
\"stepType\": \"odps\",\n" +

"

\"parameter\": {\n" +

"
"

\"partition\": \"pt=${bizdate}\",\n" +
\"truncate\": true,\n" +

"

\"datasource\": \"odps_first\",\n" +

"

\"envType\": 0,\n" +

"
"

\"column\": [\n" +
\"id\",\n" +

"

\"name\"\n" +

"

],\n" +

"
"

\"emptyAsNull\": false,\n" +
\"tableComment\": \"null\",\n" +

"

\"table\": \"user\"\n" +

"

},\n" +

"
"

\"name\": \"Writer\",\n" +
\"category\": \"writer\"\n" +

"

}\n" +

"

],\n" +

"
"

\"setting\": {\n" +
\"executeMode\": null,\n" +

"

\"errorLimit\": {\n" +

"

\"record\": \"\"\n" +

"
"

},\n" +
\"speed\": {\n" +

"

\"concurrent\": 2,\n" +

"
"

\"throttle\": false\n" +
}\n" +

"

},\n" +

"

\"order\": {\n" +

"
"

\"hops\": [\n" +
{\n" +

"

\"from\": \"Reader\",\n" +

"

\"to\": \"Writer\"\n" +

"
"
"

}\n" +
]\n" +
}\n" +

"}";
CreateDISyncTaskRequest request = new CreateDISyncTaskRequest();
request.setProjectId(projectId);
request.setTaskType(taskType);
request.setTaskContent(taskContent);
request.setTaskName(fileName);
request.setTaskParam("{\"FileFolderPath\":\"业务流程/⾃动化测试空间_勿动/数据集成\",\"ResourceGroup\":\"
S_res_group_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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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_res_group_XXX\"}");
// 使⽤数据集成独享资源组，
CreateDISyncTaskResponse response1 = client.getAcsResponse(request);
return response1.getData().getFileId();
}
public static void updateFile(Long fileId) throws Exception {
UpdateFileRequest request = new UpdateFileRequest();
request.setProjectId(2043L);
request.setFileId(fileId);
request.setAutoRerunTimes(3);
request.setRerunMode("FAILURE_ALLOWED");
request.setCronExpress("00 30 05 * * ?");
request.setCycleType("DAY");
request.setResourceGroupIdentifier("S_res_group_XXX");
// 使⽤调度独享资源组
request.setInputList("dataworks_di_autotest_root");
UpdateFileResponse response1 = client.getAcsResponse(request);
}
public static

Long submitFile(Long fileId) throws

Exception {

SubmitFileRequest request = new SubmitFileRequest();
request.setProjectId(2043L);
request.setFileId(fileId);
SubmitFileResponse acsResponse = client.getAcsResponse(request);
Long deploymentId = acsResponse.getData();
return deploymentId;
}
public static

void getDeployment(Long deploymentId) throws Exception {

GetDeploymentRequest request = new GetDeploymentRequest();
request.setProjectId(2043L);
request.setDeploymentId(deploymentId);
GetDeploymentResponse acsResponse = client.getAcsResponse(request);
System.out.println(acsResponse.getData().getDeployment().getStatus());
}
public static

Long deploy(Long fileId) throws Exception {

DeployFileRequest request = new DeployFileRequest();
request.setProjectId(2043L);
request.setFileId(fileId);
DeployFileResponse acsResponse = client.getAcsResponse(request);
Long deploymentId = acsResponse.getData();
return deploymentId;
}
public static Long listNode(String nodeName) throws Exception {
ListNodesRequest request = new ListNodesRequest();
request.setProjectId(2043L);
request.setNodeName(nodeName);
request.setProjectEnv("PROD");
ListNodesResponse acsResponse = client.getAcsResponse(request);
List<ListNodesResponse.Data.NodesItem> nodesItemList = acsResponse.getData().getNodes();
return nodesItemList.get(0).getNodeId();
}
public static void RunCycleDagNodes(Long nodeId) throws Exception {
RunCycleDagNodesRequest request = new RunCycleDagNodesRequest();
request.setIncludeNodeIds(nodeId.toString());
request.setName("rerun_job");
request.setParallelism(false);
request.setProjectEnv("PROD");
request.setRootNodeId(nodeId);
request.setStartBizDate("2021-09-29 00:00:00");
request.setEndBizDate("2021-09-29 00:00:00");
request.setProjectEnv("PROD");
RunCycleDagNodesResponse acsResponse = client.getAcsResponse(request);
}
static IAcsClient client;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Excep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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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Exception {
String akId = "XX";
String akSecret = "XX"; // 使⽤个⼈的ak
String regionId = "cn-chengdu";
IClientProfile profile = DefaultProfile.getProfile(regionId, akId, akSecret);
DefaultProfile.addEndpoint(regionId, "dataworks-public", "dataworks." + regionId + ".aliyuncs.com");
client = new DefaultAcsClient(profile);
String taskName = "offline_job_0930_1648";
Long fileId = createTask(taskName); //创建数据集成任务。
updateFile(fileId);

//修改数据集成任务的调度属性。

Long deployId = submitFile(fileId); //提交数据集成任务。
getDeployment(deployId); //查询发布包状态。
Thread.sleep(10000); //等待提交检查成功。
getDeployment(deployId);

//查询发布包状态。

deployId = deploy(fileId);

//发布数据集成任务。

getDeployment(deployId);
Thread.sleep(10000);

//查询发布包状态。
//等待发布检查成功。

getDeployment(deployId);

//查询发布包状态。

Long nodeId = listNode(taskName); //查找节点ID。
RunCycleDagNodes(nodeId);
//批量补数据。
}
}

5.9. GetDISyncTask
获取数据集成实时同步任务和同步解决方案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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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DISyncT ask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Get DISyncT ask 。

ProjectId

T askT ype

Long

String

是

是

10000

DI_REALT IME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管理页面获取ID。
该参数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使用的
DataWorks工作空间。

目标数据源所关联的数据集成同步任务的任务类
型。取值如下：
DI_REALT IME：表示数据集成实时同步任务。
DI_SOLUT ION：表示数据集成同步解决方案。

RegionId

297

String

是

cn-zhangjiakou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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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当T askT ype为DI_REALT IME时，则FileId为实时
同步任务的文件ID。

FileId

Long

是

当T askT ype为DI_SOLUT ION时，则FileId为同步
解决方案的任务ID。

100

您可以调用ListFiles接口获取任务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如下：

Success

Boolean

true

T rue：成功。
False：失败。

RequestId

String

Data

Object

Code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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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bc1411515937635973**
**

请求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获取数据集成任务的返回结果。
{"extend":
{"mode":"wizard","resou
rceGroup":"S_res_group_
287114642182658_15603
24290517"},"nodeDef":
{},"order":{"hops":
[{"from":"datahub_8htXS
sfiS2vtZCVG","to":"data
hub_CRHBAyGfhSaLmv2f"
}]},"setting":{"errorLimit":
{},"jvmOption":""},"steps"
:
[{"stepT ype":"datahub","
category":"writer","displ
ayName":"DataHub1","p
arameter":
{"batchSize":1000,"datas
ource":"datahub_cloud_
dev_test","topic":"dwd_
tfc_opt_speed_rid_amap
_rt"},"name":"datahub_C
RHBAyGfhSaLmv2f","gui"
:{"x":262,"y":325}},
{"stepT ype":"datahub","
displayName":"DataHub
2","parameter":
{"datasource":"datahub_
uric_test","topic":"dwd_
tfc_opt_speed_rid_amap
_rt_330000","batchSize":
1000},"name":"datahub_
8htXSsfiS2vtZCVG","gui":
{"x":268,"y":160.5},"cate
gory":"writer"}]}

如果T askT ype为DI_REALT IME，则获取实时同步任务的
详情。
如果T askT ype为DI_SOLUT ION，则为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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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示例值

描述
获取数据集成同步任务的结果状态。取值如下：

Status

String

success

Success：表示获取数据集成同步任务成功。
Fail：表示获取数据集成同步任务失败。

获取数据集成同步任务失败后的原因描述。
Message

String

SolutionDetail

Object

fileId:[100] is invalid.

如果获取数据集成同步任务成功，则该参数的返回值为
空。

如果T askT ype为DI_REALT IME，则为null。
如果T askT ype为DI_SOLUT ION，则获取同步解决方案
任务的详情。

同步解决方案的执行状态
0-成功
1-未运行
2-运行中
3-失败
Status

String

0

4-提交
5-待人工确认
6-人工确认完成
7-其他
8-等待
9-已删除

T ype

String

holo

同步解决方案任务的类型。

StartT ime

String

2021-12-07 14:40:51

同步解决方案任务的开始时间。

CreatorName

String

dataworks_di

同步解决方案任务的创建者名称。

ProjectId

Long

10000

同步解决方案任务所在的项目ID。

SourceT ype

String

mysql

同步解决方案任务源端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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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示例值

描述

ProcessContent

String

{"holoDatasource":"holo
","offlineSyncConfig":
{"nodeNameRule":"onecl
ick_holo_di_${db_table_n
ame_src}_to_${db_table_
name_dest}","resourceGr
oup":"group_219193793
999490"},"processRuleId"
:1007,"readerConcurrent
":10,"realtimeSyncConfig
":{"content":{"order":
{"hops":
[{"from":"reader","to":"
writer"}]},"setting":
{"speed":
{"readerConcurrent":10}},
"steps":
[{"stepT ype":"mysql","na
me":"reader","category"
:"reader","parameter":
{"connection":
[{"datasource":"mm","da
tasourceT ype":"mysql","
table":[]}]}},
{"stepT ype":"holo","nam
e":"writer","category":"
writer","parameter":
{"datasource":"holo","wr
iteMode":"replay","datas
ourceSchema":"public","
tableMappingRule":
{"datasource":
[{"tableRule":
[],"srcDatasourceName":
"mm"}]}}}]},"extend":
{"mode":"migration_hol
o","resourceGroup":"gro
up_219193793999490"}},
"setting":
{"autoCreateWorkflow":t
rue,"userDefinedFileNam
eExpression":"oneclick"},
"srcT ype":"mysql","table
MappingRuleFromRealti
meSyncConfig":
{"datasource":
[{"srcDatasourceName":"
mm","tableRule":[]}]}}

同步解决方案的配置详情。

Name

String

holo_20211206161025

同步解决方案任务的名称。

ProcessExtra

String

{"processT ype":"new","t
ableNum":300}

同步解决方案任务的额外参数。

SubmitT ime

String

2021-12-07 14:40:51

同步解决方案任务提交的时间。

Id

Long

100

同步解决方案的任务ID。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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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DISyncTask
&ProjectId=10000
&TaskType=DI_REALTIME
&FileId=10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GetDISyncTaskResponse>
<Success>true</Success>
<RequestId>0bc1411515937635973**** </RequestId>
<Data>
<Code>{"extend":{"mode":"wizard","resourceGroup":"S_res_group_287114642182658_1560324290517"},"nodeD
ef":{},"order":{"hops":[{"from":"datahub_8htXSsfiS2vtZCVG","to":"datahub_CRHBAyGfhSaLmv2f"}]},"setting":{"er
rorLimit":{},"jvmOption":""},"steps":[{"stepType":"datahub","category":"writer","displayName":"DataHub1","pa
rameter":{"batchSize":1000,"datasource":"datahub_cloud_dev_test","topic":"dwd_tfc_opt_speed_rid_amap_rt"},"n
ame":"datahub_CRHBAyGfhSaLmv2f","gui":{"x":262,"y":325}},{"stepType":"datahub","displayName":"DataHub2","par
ameter":{"datasource":"datahub_uric_test","topic":"dwd_tfc_opt_speed_rid_amap_rt_330000","batchSize":1000},"
name":"datahub_8htXSsfiS2vtZCVG","gui":{"x":268,"y":160.5},"category":"writer"}]}</Code>
<Status>success</Status>
<Message>fileId:[100] is invalid.</Message>
<SolutionDetail>
<Status>0</Status>
<Type>holo</Type>
<StartTime>2021-12-07 14:40:51</StartTime>
<CreatorName>dataworks_di</CreatorName>
<ProjectId>10000</ProjectId>
<SourceType>mysql</SourceType>
<ProcessContent>{"holoDatasource":"holo","offlineSyncConfig":{"nodeNameRule":"oneclick_holo_di_$
{db_table_name_src}_to_${db_table_name_dest}","resourceGroup":"group_219193793999490"},"processRuleId":1007,
"readerConcurrent":10,"realtimeSyncConfig":{"content":{"order":{"hops":[{"from":"reader","to":"writer"}]},"s
etting":{"speed":{"readerConcurrent":10}},"steps":[{"stepType":"mysql","name":"reader","category":"reader","
parameter":{"connection":[{"datasource":"mm","datasourceType":"mysql","table":[]}]}},{"stepType":"holo","nam
e":"writer","category":"writer","parameter":{"datasource":"holo","writeMode":"replay","datasourceSchema":"pu
blic","tableMappingRule":{"datasource":[{"tableRule":[],"srcDatasourceName":"mm"}]}}}]},"extend":{"mode":"mi
gration_holo","resourceGroup":"group_219193793999490"}},"setting":{"autoCreateWorkflow":true,"userDefinedFil
eNameExpression":"oneclick"},"srcType":"mysql","tableMappingRuleFromRealtimeSyncConfig":{"datasource":[{"src
DatasourceName":"mm","tableRule":[]}]}}</ProcessContent>
<Name>holo_20211206161025</Name>
<ProcessExtra>{"processType":"new","tableNum":300}</ProcessExtra>
<SubmitTime>2021-12-07 14:40:51</SubmitTime>
<Id>100</Id>
</SolutionDetail>
</Data>
</GetDISyncTask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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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Success" : true,
"RequestId" : "0bc1411515937635973****",
"Data" : {
"Code" : "{\"extend\":{\"mode\":\"wizard\",\"resourceGroup\":\"S_res_group_287114642182658_1560324290517
\"},\"nodeDef\":{},\"order\":{\"hops\":[{\"from\":\"datahub_8htXSsfiS2vtZCVG\",\"to\":\"datahub_CRHBAyGfhSaL
mv2f\"}]},\"setting\":{\"errorLimit\":{},\"jvmOption\":\"\"},\"steps\":[{\"stepType\":\"datahub\",\"category
\":\"writer\",\"displayName\":\"DataHub1\",\"parameter\":{\"batchSize\":1000,\"datasource\":\"datahub_cloud_
dev_test\",\"topic\":\"dwd_tfc_opt_speed_rid_amap_rt\"},\"name\":\"datahub_CRHBAyGfhSaLmv2f\",\"gui\":{\"x\"
:262,\"y\":325}},{\"stepType\":\"datahub\",\"displayName\":\"DataHub2\",\"parameter\":{\"datasource\":\"data
hub_uric_test\",\"topic\":\"dwd_tfc_opt_speed_rid_amap_rt_330000\",\"batchSize\":1000},\"name\":\"datahub_8h
tXSsfiS2vtZCVG\",\"gui\":{\"x\":268,\"y\":160.5},\"category\":\"writer\"}]}",
"Status" : "success",
"Message" : "fileId:[100] is invalid.",
"SolutionDetail" : {
"Status" : 0,
"Type" : "holo",
"StartTime" : "2021-12-07 14:40:51",
"CreatorName" : "dataworks_di",
"ProjectId" : 10000,
"SourceType" : "mysql",
"ProcessContent" : "{\"holoDatasource\":\"holo\",\"offlineSyncConfig\":{\"nodeNameRule\":\"oneclick_ho
lo_di_${db_table_name_src}_to_${db_table_name_dest}\",\"resourceGroup\":\"group_219193793999490\"},\"process
RuleId\":1007,\"readerConcurrent\":10,\"realtimeSyncConfig\":{\"content\":{\"order\":{\"hops\":[{\"from\":\"
reader\",\"to\":\"writer\"}]},\"setting\":{\"speed\":{\"readerConcurrent\":10}},\"steps\":[{\"stepType\":\"m
ysql\",\"name\":\"reader\",\"category\":\"reader\",\"parameter\":{\"connection\":[{\"datasource\":\"mm\",\"d
atasourceType\":\"mysql\",\"table\":[]}]}},{\"stepType\":\"holo\",\"name\":\"writer\",\"category\":\"writer\
",\"parameter\":{\"datasource\":\"holo\",\"writeMode\":\"replay\",\"datasourceSchema\":\"public\",\"tableMap
pingRule\":{\"datasource\":[{\"tableRule\":[],\"srcDatasourceName\":\"mm\"}]}}}]},\"extend\":{\"mode\":\"mig
ration_holo\",\"resourceGroup\":\"group_219193793999490\"}},\"setting\":{\"autoCreateWorkflow\":true,\"userD
efinedFileNameExpression\":\"oneclick\"},\"srcType\":\"mysql\",\"tableMappingRuleFromRealtimeSyncConfig\":{\
"datasource\":[{\"srcDatasourceName\":\"mm\",\"tableRule\":[]}]}}",
"Name" : "holo_20211206161025",
"ProcessExtra" : "{\"processType\":\"new\",\"tableNum\":300}",
"SubmitTime" : "2021-12-07 14:40:51",
"Id" : 100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Invalid

T he parameter is invalid.

参数错误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内部报错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没有权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5.10. DeployDISyncTask
发布实时同步任务和同步解决方案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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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ployDISyncT ask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Deplo yDISyncT ask 。

ProjectId

T askT ype

Long

String

是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管理页面获取ID。

10000

是

该参数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使用的
DataWorks工作空间。

目标数据源所关联的数据集成同步任务的任务类
型。取值如下：

DI_REALT IME

DI_REALT IME：表示数据集成实时同步任务。
DI_SOLUT ION：表示数据集成同步解决方案。

RegionId

String

是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cn-zhangjiakou

当T askT ype为DI_REALT IME时，则FileId为实时
同步任务的文件ID。
FileId

Long

是

当T askT ype为DI_SOLUT ION时，则FileId为同步
解决方案的任务ID。

100

您可以调用ListFiles接口获取任务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如下：

Success

Boolean

true

true：成功。
false：失败。

RequestId

String

Data

Object

0bc1411515937635973**
**

请求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发布同步任务的结果。

发布数据集成同步任务的结果状态。取值如下：
Status

String

success

success：表示发布数据集成同步任务成功。
fail：表示发布数据集成同步任务失败。

发布数据集成同步任务失败后的原因描述。
Message

String

submit and deploy fail.

如果发布数据集成同步任务成功，则该参数的返回值为
空。

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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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DeployDISyncTask
&ProjectId=10000
&TaskType=DI_REALTIME
&FileId=10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DeployDISyncTaskResponse>
<Success>true</Success>
<RequestId>0bc1411515937635973****</RequestId>
<Data>
<Status>success</Status>
<Message>submit and deploy fail.</Message>
</Data>
</DeployDISyncTask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Success" : true,
"RequestId" : "0bc1411515937635973****",
"Data" : {
"Status" : "success",
"Message" : "submit and deploy fail."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Invalid

T he parameter is invalid.

参数错误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内部报错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没有权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5.11. GetDISyncInstanceInfo
获取实时同步任务和同步解决方案任务的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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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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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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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DISyncInstanceInf
o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Get DISyncInst anceInf o 。

ProjectId

T askT ype

Long

String

是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管理页面获取ID。

10000

是

该参数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使用的
DataWorks工作空间。

目标数据源所关联的数据集成同步任务的任务类
型。取值如下：

DI_REALT IME

DI_REALT IME：表示数据集成实时同步任务。
DI_SOLUT ION：表示数据集成同步解决方案。

RegionId

String

是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cn-zhangjiakou

当T askT ype为DI_REALT IME时，则FileId为实时
同步任务的文件ID。
FileId

Long

是

当T askT ype为DI_SOLUT ION时，则FileId为同步
解决方案的任务ID。

100

您可以调用ListFiles接口获取任务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Success

Boolean

true

描述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如下：
true：成功。
false：失败。

RequestId

String

Data

Object

Status

String

0bc1411515937635973**
**

请求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获取同步任务的运行状态。

RUN

如果taskT ype为DI_REALT IME，则status为实时任务的
运行状态。包括：PAUSE、NORUN、RUN、KILLING、
WAIT 。
如果taskT ype为DI_SOLIT ION， 则status为同步解决方
案的运行状态。包括：success、fail。

Message

String

fileId[100] is invalid

Name

String

streamx_name

获取同步任务运行状态失败后的原因描述。如果获取数据
集成同步任务成功，则该参数的返回值为空。

如果taskT ype为DI_REALT IME，则name为实时同步任
务的名称。
如果taskT ype为DI_SOLIT ION， 则name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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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SolutionInfo

Object

Status

String

run

同步解决方案运行状态。

Id

Long

100

同步解决方案任务ID。

CreatorName

String

dataworks_3h1

同步解决方案任务创建者名称。

StepDetail

Array of StepDetail

Status

String

success

同步解决方案运行步骤的状态。

StepId

Long

1

同步解决方案运行步骤的ID。

StepName

String

创建base表

同步解决方案运行步骤的名称。

如果taskT ype为DI_REALT IME，则SolutionInfo为空。
如果taskT ype为DI_SOLIT ION， 则SolutionInfo为同步
解决方案运行详情。

同步解决方案任务运行步骤详情。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DISyncInstanceInfo
&ProjectId=10000
&TaskType=DI_REALTIME
&FileId=10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GetDISyncInstanceInfoResponse>
<Success>true</Success>
<RequestId>0bc1411515937635973****</RequestId>
<Data>
<Status>RUN</Status>
<Message>fileId[100] is invalid</Message>
<Name>streamx_name</Name>
<SolutionInfo>
<Status>run</Status>
<Id>100</Id>
<CreatorName>dataworks_3h1</CreatorName>
<StepDetail>
<Status>success</Status>
<StepId>1</StepId>
<StepName>创建base表</StepName>
</StepDetail>
</SolutionInfo>
</Data>
</GetDISyncInstanceInfo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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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Success" : true,
"RequestId" : "0bc1411515937635973****",
"Data" : {
"Status" : "RUN",
"Message" : "fileId[100] is invalid",
"Name" : "streamx_name",
"SolutionInfo" : {
"Status" : "run",
"Id" : 100,
"CreatorName" : "dataworks_3h1",
"StepDetail" : {
"Status" : "success",
"StepId" : 1,
"StepName" : "创建base表"
}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Invalid

T he parameter is invalid.

参数错误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内部报错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没有权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5.12. TerminateDISyncInstance
下线数据集成实时同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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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T erminateDISyncInsta
nce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T erminat eDISyncInst ance 。

ProjectId

Long

是

10000

T askT ype

String

是

DI_REALT 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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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管理页面获取ID。
该参数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使用的
DataWorks工作空间。

DI_REALT IME表示实时同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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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RegionId

String

是

cn-zhangjiakou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FileId

Long

是

100

实时同步任务的文件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Success

Boolean

true

描述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如下：
true：成功。
false：失败。

RequestId

String

Data

Object

Status

String

0bc1411515937635973**
**

请求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下线实时同步任务的状态。

下线数据集成实时同步任务的结果状态。取值如下：
success

success：表示下线数据集成实时同步任务成功。
fail：表示下线数据集成实时同步任务失败。

Message

String

fileId:[100] is invalid.

下线数据集成实时同步任务失败后的原因描述。如果下线
数据集成实时同步任务成功，则该参数的返回值为空。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TerminateDISyncInstance
&ProjectId=10000
&TaskType=DI_REALTIME
&FileId=10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TerminateDISyncInstanceResponse>
<Success>true</Success>
<RequestId>0bc1411515937635973****</RequestId>
<Data>
<Status>success</Status>
<Message>fileId:[100] is invalid.</Message>
</Data>
</TerminateDISyncInstance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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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Success" : true,
"RequestId" : "0bc1411515937635973****",
"Data" : {
"Status" : "success",
"Message" : "fileId:[100] is invalid."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Invalid

T he parameter is invalid.

参数错误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内部报错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没有权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5.13. GenerateDISyncTaskConfigForCreating
调用Generat eDISyncT askConfigForCreat ing接口，异步生成创建数据集成同步任务的异步线程ID。后续您需要通过该ID，调
用QueryDISyncT askConfigProcessResult 接口获取异步生成创建数据集成同步任务需要的参数，通过该参数创建数据集成同步
任务。
Dat aWorks目前仅支持直接使用Creat eDISyncT ask接口创建数据集成离线同步任务，而数据集成实时同步任务和解决方案同步
任务则需要先调用Generat eDISyncT askConfigForCreat ing和QueryDISyncT askConfigProcessResult 接口，获取异步生成创建数
据集成同步任务需要的参数，再将该参数作为Creat eDISyncT ask接口的入参，使用Creat eDISyncT ask接口创建相应的实时同步
任务和解决方案同步任务。
仅支持使用异步方式创建数据集成实时同步任务和解决方案同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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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nerateDISyncT askC
onfigForCreating

要执行的操作。

ProjectId

309

Long

是

10000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该参数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使用的
DataWorks工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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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使用异步方式创建数据集成同步任务的任务类型。
取值如下：
DI_REALT IME：表示实时同步任务。

T askT ype

String

是

DI_REALT IME

DI_SOLUT ION：表示解决方案同步任务。
仅支持使用异步方式生成数据集成实时同步任务和
解决方案同步任务。

RegionId

String

是

cn-zhangjiakou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数据集成同步任务的脚本。
目前支持创建的同步任务类型如下：
同步MySQL数据至MaxCompute。
同步MySQL数据至Kafka。
同步MySQL数据至Hologres。
SelectedT ables用于多库模式选择同步
表，T ables用于单库模式选择同步表。
当脚本中包含SelectedT ables语句时，系统会
使用SelectedT ables语句中的表信息进行同
步。
当脚本中包含T ables语句时，系统会使用
T ables的字段信息进行同步。
同步MySQL数据至MaxCompute，示例语句如下。
{
"type": "realtime",
"version": "1.0",
"setting": {
"resourceGroup":
"S_res_group_280749521950784_16230337520
22",
"taskT ype": "oneclick_to_odps"
},
"steps": { "stepT ype": "mysql", "parameter": {
"connection": [ { "datasourceT ype": "mysql",
"datasource": "mysql_pub1",
"selectedT ables": [ { "dbName": "mysql_db",
"schema": [ { "tableInfos": [ { "table":
"molin_di_test_in_pk_v4"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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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Dat aWorks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name": "Reader",
描述
"category": "reader"
},
{
"stepT ype": "odps",
"parameter": {
"datasource": "odps_first"
},
"name": "Writer",
"category": "writer"
}
]
}

T askParam

String

是

{ "type": "realtime",
"version": "1.0",
"setting": {
"resourceGroup":
"S_res_group_280749
521950784_16230337
52022",
"scheduleResgroupId
": 30003913, "name":
"openapi_realtime_s
olution_0813_1739",
"taskT ype":
"oneclick_to_odps" },
"steps": [ {
"stepT ype": "mysql",
"parameter": {
"connection": [ {
"datasourceT ype":
"mysql",
"datasource":
"mysql_pub",
"table": [ "xyx" ] } ] },
"name": "Reader",
"category": "reader"
}, { "stepT ype":
"odps", "parameter":
{ "datasource":
"odps_first" },
"name": "Writer",
"category": "writer" }
]}

同步MySQL数据至Kafka，示例语句如下。
{
"type": "realtime",
"version": "1.0",
"setting": {
"resourceGroup":
"S_res_group_280749521950784_16230337520
22",
"taskT ype": "oneclick_to_kafka"
},
"steps": { "stepT ype": "mysql", "parameter": {
"connection": [ { "datasourceT ype": "mysql",
"datasource": "pkset_test", "selectedT ables":
[ { "dbName": "mysql_db", "schema": [ {
"tableInfos": [ { "table":
"molin_di_test_in_pk_v4" }
}
]
}
]
}
]
},
"name": "Reader",
"category": "reader"
},
{
"stepT ype": "kafka",
"parameter": {
"datasource": "azn_kafka"
},
"name": "Writer",
"category": "wri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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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
描述
}

示例值

同步MySQL数据至Hologres，示例语句如下。
{
"type": "realtime",
"version": "1.0",
"setting": {
"resourceGroup":
"S_res_group_280749521950784_16230337520
22",
"taskT ype": "oneclick_to_holo"
},
"steps": { "stepT ype": "mysql", "parameter": {
"connection": [ { "datasourceT ype": "mysql",
"datasource": "mysql_pub", "selectedT ables":
[ { "dbName": "mysql_db", "schema": [ {
"tableInfos": [ { "table":
"molin_di_test_in2_pk_v3" }
}
]
}
]
}
]
},
"name": "Reader",
"category": "reader"
},
{
"stepT ype": "holo",
"parameter": {
"datasource": "holo"
},
"name": "Writer",
"category": "writer"
}
]
}
ClientT oken

String

否

ABFUOEUOT RT RJKE

幂等参数。用于避免多次调用导致操作重复。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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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312

API参考· 数据集成

名称

Dat aWorks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如下：

Success

Boolean

true

true：成功。
false：失败。

RequestId

String

Data

Object

0bc1411515937635973**
**

请求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异步线程ID的生成结果。

生成异步线程ID的结果状态。取值如下：
Status

String

success：表示成功生成异步线程ID。

true

fail：表示异步线程ID生成失败。您可以查看失败原因，
处理相关问题。

异步线程ID。您需要通过该ID，调
用QueryDISyncT askConfigProcessResult接口获取异步生
成创建数据集成同步任务需要的参数，使用该参数创建数
据集成同步任务。

ProcessId

Long

10

Message

String

XXX is invalid.

异步线程ID生成失败的原因描述。
如果成功生成异步线程ID，则该参数的返回值为空。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nerateDISyncTaskConfigForCreating
&ProjectId=10000
&TaskType=DI_REALTIME
&TaskParam={
"type": "realtime",

"version": "1.0",

S_res_group_280749521950784_1623033752022",
altime_solution_0813_1739",

"taskType": "oneclick_to_odps"

"stepType": "mysql",
"datasourceType": "mysql",

"parameter": {

": [

"xyx"

},
": "odps",

"name": "Reader",
"parameter": {

"name": "Writer",

"setting": {

"resourceGroup":

"scheduleResgroupId": 30003913,
},

"steps": [

"category": "reader"
},
"datasource": "odps_first"

"category": "writer"

{

"connection": [
"datasource": "mysql_pub",
]

}

"

"name": "openapi_re
{
"table
}

]

{

"stepType
},

] }

&ClientToken=ABFUOEUOTRTRJK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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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GenerateDISyncTaskConfigForCreatingResponse>
<Success>true</Success>
<RequestId>0bc1411515937635973****</RequestId>
<Data>
<Status>true</Status>
<ProcessId>10</ProcessId>
<Message>XXX is invalid.</Message>
</Data>
</GenerateDISyncTaskConfigForCreating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Success" : true,
"RequestId" : "0bc1411515937635973****",
"Data" : {
"Status" : true,
"ProcessId" : 10,
"Message" : "XXX is invalid."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DI.Parameter

T he parameter is invalid.

参数错误

400

Invalid.DI.Parameter.File.
Existed

T he file name already exists.

参数不合法，文件名已存在

403

Forbidden.DI.NoPrivilege

No access.

没有权限访问

500

InternalError.DI.Paramete
r

A DI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数据集成内部业务错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5.14. GenerateDISyncTaskConfigForUpdating
调用Generat eDISyncT askConfigForUpdat ing接口，异步生成更新数据集成同步任务的异步线程ID。后续您需要通过该ID，调
用QueryDISyncT askConfigProcessResult 接口获取异步生成更新数据集成同步任务需要的参数，通过该参数更新数据集成同步
任务。
Dat aWorks目前仅支持直接使用Updat eDISyncT ask接口更新数据集成离线同步任务，而数据集成实时同步任务和解决方案同步
任务则需要先调用Generat eDISyncT askConfigForUpdat ing和QueryDISyncT askConfigProcessResult 接口，异步生成更新数据
集成同步任务需要的参数，再将该参数作为Updat eDISyncT ask接口的入参，使用Updat eDISyncT ask接口更新相应的实时同步
任务和解决方案同步任务。 仅支持使用异步方式更新数据集成实时同步任务和解决方案同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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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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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nerateDISyncT askC
onfigForUpdating

要执行的操作。

ProjectId

Long

是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10000

该参数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使用的
DataWorks工作空间。

使用异步方式更新数据集成同步任务的任务类型。
取值如下：
T askT ype

String

是

DI_REALT IME：表示实时同步任务。

DI_REALT IME

DI_SOLUT ION：表示解决方案同步任务。
仅支持使用异步方式更新数据集成实时同步任务
和解决方案同步任务。

RegionId

String

是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cn-zhangjiakou

更新同步任务的脚本语句。
目前仅支持通过异步方式为数据集成同步任务新增
表或者删除表，并且仅支持更新如下类型的同步任
务：

T askParam

String

{"steps":
[{"parameter":
{"connection":
[{"table":
["xyx"]}]},"name":"Rea
der","category":"rea
der"}]}

是

同步MySQL数据至MaxCompute。
同步MySQL数据至Kafka。
同步MySQL数据至Hologres。
同步任务中的SelectedT ables用于多库模式选择同
步表，T ables用于单库模式选择同步表。
当脚本中包含SelectedT ables语句时，系统会
使用SelectedT ables语句中的表信息进行同
步。
当脚本中包含T ables语句时，系统会使用
T ables的字段信息进行同步。

ClientT oken

String

否

ABFUOEUOT RT RJKE

幂等参数。用于避免多次调用导致操作重复。

任务ID。

T askId

Long

是

当T askT ype参数配置为实时同步任务
（DI_REALT IME），则T askId为实时同步任务的
FileId。

100

当T askT ype参数配置为解决方案同步任务
（DI_SOLUT ION），则T askId为解决方案同步任
务的FileId。

返回数据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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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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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示例值

描述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如下：

Success

Boolean

true：成功。

true

false：失败。

RequestId

String

Data

Object

0bc1411515937635973**
**

请求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异步线程ID的生成结果。

生成异步线程ID的结果状态。取值如下：
Status

String

success：表示成功生成异步线程ID。

true

fail：表示异步线程ID生成失败。您可以查看失败原因，
处理相关问题。

ProcessId

Long

10

异步线程ID。您需要通过该ID，调
用QueryDISyncT askConfigProcessResult接口获取异步生
成更新数据集成同步任务需要的参数，后续使用该参数更
新数据集成同步任务。

Message

String

XXX is invalid.

异步线程ID生成失败的原因描述。 如果成功生成异步线程
ID，则该参数的返回值为空。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nerateDISyncTaskConfigForUpdating
&ProjectId=10000
&TaskType=DI_REALTIME
&TaskParam={"steps":[{"parameter":{"connection":[{"table":["xyx"]}]},"name":"Reader","category":"reader"}]}
&ClientToken=ABFUOEUOTRTRJKE
&TaskId=10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GenerateDISyncTaskConfigForUpdatingResponse>
<Success>true</Success>
<RequestId>0bc1411515937635973****</RequestId>
<Data>
<Status>true</Status>
<ProcessId>10</ProcessId>
<Message>XXX is invalid.</Message>
</Data>
</GenerateDISyncTaskConfigForUpdating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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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Success" : true,
"RequestId" : "0bc1411515937635973****",
"Data" : {
"Status" : "true",
"ProcessId" : 10,
"Message" : "XXX is invalid."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DI.Parameter

T he parameter is invalid.

参数错误

400

Invalid.DI.Parameter.File.
Existed

T he file name already exists.

参数不合法，文件名已存在

403

Forbidden.DI.NoPrivilege

No access.

没有权限访问

500

InternalError.DI.Paramete
r

A DI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数据集成内部业务错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5.15. StartDISyncInstance
启动实施同步任务和同步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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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StartDISyncInstanc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St art DISyncInst ance 。

ProjectId

Long

是

10000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该参数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使用的
DataWorks工作空间。

T askT ype

String

是

DI_REALT IME

启动数据集成同步任务的任务类型。 目前仅支持使
用DI_REALT IME和DI_SOLUT ION两种类型，
DI_REALT IME代表启动实时任务， DI_SOLUT ION代
表启动解决方案

RegionId

String

是

cn-zhangjiakou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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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FileId

Long

是

100

如T askT ype是DI_REALT IME，则FileId为实时同步
任务的FileId 如T askT ype是DI_SOLUT ION，则
FileId为数据解决方案Id

否

{"failoverLimit":
{"count":10,"interval"
:30},"errorLimit":
{"record":0},"ddlMark
Map":
{"RENAMECOLUMN":"
WARNING","DROPT AB
LE":"WARNING","CREA
T ET ABLE":"IGNORE","
MODIFYCOLUMN":"WA
RNING","T RUNCAT ET A
BLE":"NORMAL","DRO
PCOLUMN":"IGNORE","
ADDCOLUMN":"NORM
AL","RENAMET ABLE":"
CRIT ICAL"}}

StartParam

String

如T askT ype是DI_REALT IME，则StartParam为实
时同步任务的启动参数，包括failover设置，脏数
据条数，以及ddl的参数配置
如T askT ype是DI_SOLUT ION，则StartParam为无
用参数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Success

Boolean

true

RequestId

String

0bc1411515937635973**
**

Data

Object

Status

String

success

success 代表成功， fail代表失败

Message

String

fileId:[100] is invalid.

启动数据集成同步任务失败后的原因描述。如果启动数据
集成同步任务成功，则该参数的返回值为空。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如下：
true：成功。 false：失败。

请求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启动同步任务的结果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StartDISyncInstance
&FileId=100
&ProjectId=10000
&RegionId=cn-zhangjiakou
&TaskType=DI_REALTIM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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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RequestId>0bc1411515937635973****</RequestId>
<Data>
<Status>success</Status>
<Message>fileId:[100] is invalid.</Message>
</Data>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0bc1411515937635973****",
"Data" : {
"Status" : "success",
"Message" : "fileId:[100] is invalid."
},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Invalid

T he parameter is invalid.

参数错误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内部报错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没有权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5.16. StopDISyncInstance
调用St opDISyncInst ance接口，停止实时同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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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StopDISyncInstance

要执行的操作。

ProjectId

Long

是

10000

T askT ype

String

是

DI_REALT IME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该参数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使用的
DataWorks工作空间。

停止数据集成同步任务的任务类型。目前仅支持使
用DI_REALT IME类型。
DI_REALT IME代表实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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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RegionId

String

是

cn-zhangjiakou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FileId

Long

是

100

FileId为实时同步任务的ID。您可以调用ListFiles接
口获取任务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如下：

Success

Boolean

true

true：成功。
false：失败。

RequestId

String

Data

Object

Status

String

0bc1411515937635973**
**

请求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停止同步任务的结果。

停止数据集成同步任务的结果状态。取值如下：
success

success：表示停止数据集成同步任务成功。
fail：表示停止数据集成同步任务失败。

停止数据集成同步任务失败后的原因描述。
Message

String

fileId:[100] is invalid.

如果停止数据集成同步任务成功，则该参数的返回值为
空。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StopDISyncInstance
&ProjectId=10000
&TaskType=DI_REALTIME
&FileId=10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StopDISyncInstanceResponse>
<Success>true</Success>
<RequestId>0bc1411515937635973****</RequestId>
<Data>
<Status>success</Status>
<Message>fileId:[100] is invalid.</Message>
</Data>
</StopDISyncInstance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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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Success" : true,
"RequestId" : "0bc1411515937635973****",
"Data" : {
"Status" : "success",
"Message" : "fileId:[100] is invalid."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Invalid

T he parameter is invalid.

参数错误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内部报错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没有权限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5.17. QueryDISyncTaskConfigProcessResult
调用QueryDISyncT askConfigProcessResult 接口，通过异步线程ID，获取异步生成创建或更新数据集成同步任务需要的参数。
Dat aWorks目前仅支持直接使用Creat eDISyncT ask接口创建或Updat eDISyncT ask接口更新数据集成离线同步任务，而数据集成
实时同步任务和解决方案同步任务则需要先调
用Generat eDISyncT askConfigForCreat ing、Generat eDISyncT askConfigForUpdat ing和QueryDISyncT askConfigProcessResult 接
口，获取异步生成创建或更新数据集成同步任务需要的参数，再将该参数作为Creat eDISyncT ask或Updat eDISyncT ask接口的入
参，使用Creat eDISyncT ask创建、Updat eDISyncT ask更新相应的实时同步任务和解决方案同步任务。
仅支持使用异步方式创建或更新数据集成实时同步任务和解决方案同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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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QueryDISyncT askConf
igProcessResult

要执行的操作。

Projec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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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10000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该参数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使用的
DataWorks工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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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异步方式创建或更新的同步任务的任务类型。取值
如下：

T askT ype

String

是

DI_REALT IME：表示实时同步任务。

DI_REALT IME

DI_SOLUT ION：表示解决方案同步任务。
仅支持使用异步方式创建或更新数据集成实时同
步任务和解决方案同步任务。

RegionId

String

是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cn-zhangjiakou

异步线程的ID。您可以调
用GenerateDISyncT askConfigForCreating或Gene
rateDISyncT askConfigForUpdating接口获取ID。
AsyncProcessId

Long

是

10

GenerateDISyncT askConfigForCreating：表示
创建数据集成同步任务。
GenerateDISyncT askConfigForUpdating：表
示更新数据集成同步任务。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Success

Boolean

true

描述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如下：
true：成功。
false：失败。

RequestId

String

Data

Object

0bc1411515937635973**
**

请求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获取异步生成或更新数据集成同步任务所需参数的返回结
果。

获取异步生成或更新数据集成同步任务所需参数的结果状
态。取值如下：
Status

String

success

success：表示成功获取相关参数。
fail：表示获取相关参数失败。您可以查看失败原因，
处理相关问题。

Message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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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异步生成或更新数据集成同步任务所需参数失败的原
因描述。如果获取成功，则该参数的返回值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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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示例值

描述

String

{"extend":
{"mode":"migration_hol
o","resourceGroup":"280
749","name":"h"},"type":
"job","steps":
[{"stepT ype":"mysql","p
arameter":
{"connection":
[{"datasourceT ype":"mys
ql","datasource":"mm","
selectedT ables":
[{"schema":
[{"tableInfos":
[{"enable":true,"table":"
m_v1","tableName":"m_
v1"}]}],"dbName":"m"}]}]},
"name":"reader","catego
ry":"reader"},
{"stepT ype":"holo","para
meter":
{"datasource":"h","table
MappingRule":
{"datasource":
[{"tableRule":
[{"srcT able":"m_v1","mer
geIntoCycleT ype":"DEFA
ULT ","hourDeltaEnable":
false,"dstT able":"m.m_v
1","dayDeltaEnable":fals
e,"primaryKeyInfo":
{"column":
["id"],"type":"pk"},"dstCr
eateT ableInfo":
{"indexT ype":"m_v1","da
taColumn":
[{"columnSize":0,"name"
:"id","index":0,"commen
t":"","newDigit":0,"type"
:"int8","digit":0,"primary
Key":true}],"schemaNam
e":"m","tableName":"m_
v1"},"srcDbName":"m"],"
srcDatasourceName":"m
m"}],"totalT ableMapping
":1},"writeMode":"replay
"},"name":"writer","cate
gory":"writer"}],"version"
:"2.0","order":{"hops":
[{"from":"reader","to":"
writer"}]}}

异步线程生成的数据集成同步任务所需参数。该参数将作
为CreateDISyncT ask或UpdateDISyncT ask接口的输入参
数，用于后续创建或更新数据集成同步任务。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QueryDISyncTaskConfigProcessResult
&ProjectId=10000
&TaskType=DI_REALTIME
&AsyncProcessId=1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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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QueryDISyncTaskConfigProcessResultResponse>
<Success>true</Success>
<RequestId>0bc1411515937635973****</RequestId>
<Data>
<Status>success</Status>
<Message>fileId:[100] is invalid.</Message>
<TaskContent>{"extend":{"mode":"migration_holo","resourceGroup":"280749","name":"h"},"type":"job","s
teps":[{"stepType":"mysql","parameter":{"connection":[{"datasourceType":"mysql","datasource":"mm","selectedT
ables":[{"schema":[{"tableInfos":[{"enable":true,"table":"m_v1","tableName":"m_v1"}]}],"dbName":"m"}]}]},"na
me":"reader","category":"reader"},{"stepType":"holo","parameter":{"datasource":"h","tableMappingRule":{"data
source":[{"tableRule":[{"srcTable":"m_v1","mergeIntoCycleType":"DEFAULT","hourDeltaEnable":false,"dstTable":
"m.m_v1","dayDeltaEnable":false,"primaryKeyInfo":{"column":["id"],"type":"pk"},"dstCreateTableInfo":{"indexT
ype":"m_v1","dataColumn":[{"columnSize":0,"name":"id","index":0,"comment":"","newDigit":0,"type":"int8","dig
it":0,"primaryKey":true}],"schemaName":"m","tableName":"m_v1"},"srcDbName":"m"],"srcDatasourceName":"mm"}],"
totalTableMapping":1},"writeMode":"replay"},"name":"writer","category":"writer"}],"version":"2.0","order":{"
hops":[{"from":"reader","to":"writer"}]}}</TaskContent>
</Data>
</QueryDISyncTaskConfigProcessResult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Success" : true,
"RequestId" : "0bc1411515937635973****",
"Data" : {
"Status" : "success",
"Message" : "fileId:[100] is invalid.",
"TaskContent" : "{\"extend\":{\"mode\":\"migration_holo\",\"resourceGroup\":\"280749\",\"name\":\"h\"},\
"type\":\"job\",\"steps\":[{\"stepType\":\"mysql\",\"parameter\":{\"connection\":[{\"datasourceType\":\"mysq
l\",\"datasource\":\"mm\",\"selectedTables\":[{\"schema\":[{\"tableInfos\":[{\"enable\":true,\"table\":\"m_v
1\",\"tableName\":\"m_v1\"}]}],\"dbName\":\"m\"}]}]},\"name\":\"reader\",\"category\":\"reader\"},{\"stepTyp
e\":\"holo\",\"parameter\":{\"datasource\":\"h\",\"tableMappingRule\":{\"datasource\":[{\"tableRule\":[{\"sr
cTable\":\"m_v1\",\"mergeIntoCycleType\":\"DEFAULT\",\"hourDeltaEnable\":false,\"dstTable\":\"m.m_v1\",\"day
DeltaEnable\":false,\"primaryKeyInfo\":{\"column\":[\"id\"],\"type\":\"pk\"},\"dstCreateTableInfo\":{\"index
Type\":\"m_v1\",\"dataColumn\":[{\"columnSize\":0,\"name\":\"id\",\"index\":0,\"comment\":\"\",\"newDigit\":
0,\"type\":\"int8\",\"digit\":0,\"primaryKey\":true}],\"schemaName\":\"m\",\"tableName\":\"m_v1\"},\"srcDbNa
me\":\"m\"],\"srcDatasourceName\":\"mm\"}],\"totalTableMapping\":1},\"writeMode\":\"replay\"},\"name\":\"wri
ter\",\"category\":\"writer\"}],\"version\":\"2.0\",\"order\":{\"hops\":[{\"from\":\"reader\",\"to\":\"write
r\"}]}}"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Param.Invalid

T he parameter is invalid.

参数错误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没有权限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内部报错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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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ListAlertMessages
调用List Alert Messages获取报警信息列表，最多支持最近30天的数据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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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AlertMessages

要执行的操作。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分页的页数。默认值为1、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
30。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最大100条。

BeginT ime

String

是

2020-0402T 00:00:00+0800

起始报警时间，需要使用yyyy-MMdd'T 'HH:mm:ssZ的UT C格式。

EndT ime

String

是

2020-0404T 00:00:00+0800

截止报警时间，需要使用yyyy-MMdd'T 'HH:mm:ssZ的UT C格式。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可用区的唯一标识。

RemindId

Long

否

9527

自定义规则的ID，当AlertRuleT ypes（报警规则类
型）包括USER_DEFINE自定义规则时生效。

AlertMethods

String

否

SMS,MAIL,PHONE

报警方式，包括MAIL（邮件）、SMS（短信）和
PHONE（电话，仅DataWorks专业版及以上版本支
持）。多个报警方式之间使用英文逗号（,）分隔。

AlertUser

String

否

123456

报警接收人的阿里云UID。

AlertRuleT ypes

String

否

GLOBAL,USER_DEFINE,
OHT ER

规则类型，包括GLOBAL（全局规则）、
USER_DEFINE（自定义规则）和OT HER（其它）。
多个规则类型之间使用英文逗号（,）分隔。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Data

Struct

返回的报警信息列表。

AlertMessages

Array of
AlertMessages

报警信息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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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AlertId

Long

1234

报警ID。

AlertMessageStatu
s

String

READY_T O_SEND

发送状态，包括READY_T O_SEND（准备发送）、
SEND_FAIL（发送失败）、SEND_SUCCESS（发送成功）
和SEND_OVERLIMIT （报警超限）。

AlertMethod

String

SMS

报警方式，包括MAIL（邮件）、SMS（短信）和
PHONE（电话，仅DataWorks专业版及以上版本支持）。

AlertT ime

Long

1553531401000

报警的时间戳。

AlertUser

String

9527952795****

接收人的阿里云UID。

Content

String

节点出错

报警的内容。

Instances

Array of Instances

InstanceId

Long

12345

实例的ID。

NodeId

Long

1234

节点的ID。

NodeName

String

节点名称

节点的名称。

ProjectId

Long

1234

节点所在工作空间的ID。

NOT _RUN

实例状态，包括NOT _RUN （未运行）、WAIT _T IME（等
待时间）、WAIT _RESOURCE（等待资源）、
RUNNING（运行中）、CHECKING（校检中）、
CHECKING_CONDIT ION（条件检测中）、FAILURE（运行失
败）和SUCCESS（运行成功）。

Status

String

当Source（报警来源）为REMIND_ALERT （自定义提醒）
时，返回触发自定义监控规则的实例列表。其它类型的报
警来源返回为空。

不同的报警来源返回不同的节点列表：
Nodes

当Source（报警来源）为NODE_ CYCLE_ALERT （节点
成环报警）时，返回成环的节点类型。

Array of Nodes

当Source（报警来源）为NODE_LONELY_ALERT （节点
孤立报警）时，返回孤立的节点类型。

NodeId

Long

1234

节点的ID。

NodeName

String

节点名称

节点的名称。

Owner

String

95279527952****

节点责任人的阿里云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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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ProjectId

Long

1234

节点所在工作空间的ID。

RemindId

Long

1234

当Source（报警来源）为REMIND_ALERT （自定义报警）
时，返回触发的自定义监控规则ID。

RemindName

String

自定义监控规则名称

当Source（报警来源）为REMIND_ALERT （自定义提醒）
时，返回触发的自定义监控规则名称。

SlaAlert

Struct

BaselineId

Long

1234

基线的ID。

BaselineName

String

基线名称

基线的名称。

BaselineOwner

String

952795279****

基线责任人的阿里云UID，多个UID之间使用英文逗号（,）
分隔。

Bizdate

Long

1553443200000

基线实例的业务日期时间戳。

InGroupId

Integer

1

基线实例的周期号：天基线为1，小时基线范围为[1,24]。

ProjectId

Long

1234

基线所在工作空间的ID。

Status

String

SAFE

基线状态，包括ERROR（异常）、SAFE（安全）、
DANGROUS（预警）和OVER（破线）。

REMIND_ALERT

报警来源，包括REMIND_ALERT （自定义报警）、
T OPIC_ALERT （事件告警）、SLA_ALERT （基线预警）、
NODE_CYCLE_ALERT （节点成环报警）和
NODE_LONELY_ALERT （节点孤立报警）。

当Source（报警来源）为SLA_ALERT （基线报警）时，返
回触发基线预警的基本实例信息。当报警来源为其它类型
时，返回为空。

Source

String

T opics

Array of T opics

InstanceId

Long

12345

事件关联的实例ID。

NodeId

Long

1234

事件关联的节点ID。

T opicId

Long

1234

事件的ID。

T opicName

String

9527出错

事件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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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Source（报警来源）为T OPIC_ALERT （全局事件告警）
时，返回触发报警的事件列表。当报警来源为其它类型
时，返回结果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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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T opicOwner

String

9527952795****

事件责任人的阿里云UID。

T opicStatus

String

FIXING

事件状态，包括IGNORE（已忽略），NEW（新发现）、
FIXING（处理中）和RECOVER（已恢复）。

PageNumber

String

1

当前的页数。

PageSize

String

10

每页的大小。

T otalCount

String

100

报警信息的总数。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返回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本次调用的唯一ID。出现错误后，您可以根据该ID排查问
题。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AlertMessages
&BeginTime=2020-04-02T00:00:00+0800
&EndTime=2020-04-04T00:00:00+0800
&PageNumber=1
&PageSize=10
&RegionId=cn-shanghai
&RemindId=9527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100</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AlertMessages>
<AlertUser>12345</AlertUser>
<AlertMessageStatus>READY_TO_SEND</AlertMessageStatus>
<RemindId>9527</RemindId>
<AlertId>9527</AlertId>
<Content>节点出错</Content>
<AlertMethod>SMS</Alert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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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Time>1553531401000</AlertTime>
<Source>REMIND_ALERT</Source>
<RemindName>⾃定义监控规则名称</RemindName>
</AlertMessages>
<AlertMessages>
<Instances>
<Status>NOT_RUN</Status>
<NodeName>节点名称</NodeName>
<InstanceId>95279527</InstanceId>
<NodeId>1234</NodeId>
<ProjectId>1234</ProjectId>
</Instances>
<Instances>
<TopicOwner>9527952795****</TopicOwner>
<InstanceId>12345</InstanceId>
<NodeId>1234</NodeId>
<TopicId>1234</TopicId>
<TopicStatus>FIXING</TopicStatus>
<TopicName>9527出错</TopicName>
</Instances>
<Instances>
<Owner>12345</Owner>
<NodeName>节点名称</NodeName>
<NodeId>1234</NodeId>
<ProjectId>1234</ProjectId>
</Instances>
<Topics>
<Status>NOT_RUN</Status>
<NodeName>节点名称</NodeName>
<InstanceId>12345</InstanceId>
<NodeId>1234</NodeId>
<ProjectId>1234</ProjectId>
</Topics>
<Topics>
<TopicOwner>95279527****</TopicOwner>
<InstanceId>95279527</InstanceId>
<NodeId>9527</NodeId>
<TopicId>9527</TopicId>
<TopicStatus>FIXING</TopicStatus>
<TopicName>9527出错</TopicName>
</Topics>
<Topics>
<Owner>95279527****</Owner>
<NodeName>节点名称</NodeName>
<NodeId>9527</NodeId>
<ProjectId>9527</ProjectId>
</Topics>
<Nodes>
<Status>NOT_RUN</Status>
<NodeName>节点名称</NodeName>
<InstanceId>95279527</InstanceId>
<NodeId>9527</NodeId>
<ProjectId>9527</ProjectId>
</Nodes>
<Nodes>
<TopicOwner>95279527****</TopicOwner>
<InstanceId>95279527</InstanceId>
<NodeId>9527</NodeId>
<TopicId>9527</TopicId>
<TopicStatus>FIXING</TopicStatus>
<TopicName>9527出错</TopicName>
</Nodes>
<Nodes>
<Owner>95279527****</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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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ner>95279527****</Owner>
<NodeName>节点名称</NodeName>
<NodeId>9527</NodeId>
<ProjectId>9527</ProjectId>

</Nodes>
</AlertMessages>
<AlertMessages>
<SlaAlert>
<BaselineId>9527</BaselineId>
<Status>SAFE</Status>
<BaselineOwner>95279527****</BaselineOwner>
<BaselineName>基线名称</BaselineName>
<ProjectId>9527</ProjectId>
<Bizdate>1553443200000</Bizdate>
<InGroupId>1</InGroupId>
</SlaAlert>
</AlertMessages>
</Data>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000-ABCD-EFG****",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100,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AlertMessages": [
{
"AlertUser": 12345,
"AlertMessageStatus": "READY_TO_SEND",
"RemindId": 9527,
"AlertId": 9527,
"Content": "节点出错",
"AlertMethod": "SMS",
"AlertTime": 1553531401000,
"Source": "REMIND_ALERT",
"RemindName": "⾃定义监控规则名称"
},
{
"Instances": [
{
"Status": "NOT_RUN",
"NodeName": "节点名称",
"InstanceId": 95279527,
"NodeId": 1234,
"ProjectId": 1234
},
{
"TopicOwner": "9527952795****",
"InstanceId": 12345,
"NodeId": 1234,
"TopicId": 1234,
"TopicStatus": "FIXING",
"TopicName": "9527出错"
},
{
"Owner": 12345,
"NodeName": "节点名称",
"NodeId":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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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Id": 1234,
"ProjectId": 1234
}
],
"Topics": [
{
"Status": "NOT_RUN",
"NodeName": "节点名称",
"InstanceId": 12345,
"NodeId": 1234,
"ProjectId": 1234
},
{
"TopicOwner": "95279527****",
"InstanceId": 95279527,
"NodeId": 9527,
"TopicId": 9527,
"TopicStatus": "FIXING",
"TopicName": "9527出错"
},
{
"Owner": "95279527****",
"NodeName": "节点名称",
"NodeId": 9527,
"ProjectId": 9527
}
],
"Nodes": [
{
"Status": "NOT_RUN",
"NodeName": "节点名称",
"InstanceId": 95279527,
"NodeId": 9527,
"ProjectId": 9527
},
{
"TopicOwner": "95279527****",
"InstanceId": 95279527,
"NodeId": 9527,
"TopicId": 9527,
"TopicStatus": "FIXING",
"TopicName": "9527出错"
},
{
"Owner": "95279527****",
"NodeName": "节点名称",
"NodeId": 9527,
"ProjectId": 9527
}
]

},
{
"SlaAlert": {
"BaselineId": 9527,
"Status": "SAFE",
"BaselineOwner": "95279527****",
"BaselineName": "基线名称",
"ProjectId": 9527,
"Bizdate": 1553443200000,
"InGroupId": 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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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Code":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ErrorMessage":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Forbidden.Not.Server

T he dataworksAPI service is not
available in this area. Please try it in
another area.

该地域还未开放DataWorks的API服务，请
尝试其它地域。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Resource

You have reached the limit for the
resource. Please contact us by
submitting a ticket.

该资源已经达到您的使用上限，请提交工
单进行咨询。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2. GetBaselineConfig
调用Get BaselineConfig获取配置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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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BaselineConfig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Get BaselineCo nf ig 。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可用区的唯一标识。

BaselineId

Long

是

1234

基线的ID。您可以通过调用GetNode接口获取基线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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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401

HT T P返回码。

RequestId

String

ecb967ec-c137-48a5860****

请求ID。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错误信息。

ErrorCode

String

1031203110005

错误码。

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是否成功。

Data

Object

基线的详情。

HourSlaDetail

String

{"1":"03:58","2":"04:58",
"3":"05:58","4":"06:58","
5":"07:58","6":"08:58","
7":"09:58","8":"10:58","
9":"11:58","10":"12:58",
"11":"13:58","12":"14:58
","13":"15:58","14":"16:
58","15":"17:58","16":"1
8:58","17":"19:58","18":
"20:58","19":"21:58","20
":"22:58","21":"23:58","
22":"24:58","23":"25:58"
,"24":"26:58"}

IsDefault

Boolean

true

是否为工作空间的默认基线，包括true（是）和
false（否）。

Owner

String

9527952****

基线责任人的阿里云UID。有多个责任人时，使用英文逗号
（,）分隔。

ProjectId

Long

1234

工作空间的ID。

Priority

Integer

1

基线的优先级，取值集合为{1,3,5,7,8}。

SlaMinu

Integer

30

天基线的承诺分钟，取值范围为[0, 59]。

SlaHour

Integer

9

天基线的承诺小时，取值范围为[0,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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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基线的承诺时间配置（JSON格式），key为周期
号，value为hh:mm格式。hh的取值范围为[0,47]，mm的
取值范围为[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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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BaselineId

Long

1234

基线的ID。

BaselineName

String

基线名称

基线的名称。

HourExpDetail

String

{"1":"03:28","2":"04:28",
"3":"05:28","4":"06:28","
5":"07:28","6":"08:28","
7":"09:28","8":"10:28","
9":"11:28","10":"12:28",
"11":"13:28","12":"14:28
","13":"15:28","14":"16:
28","15":"17:28","16":"1
8:28","17":"19:28","18":
"20:28","19":"21:28","20
":"22:28","21":"23:28","
22":"24:28","23":"25:28"
,"24":"26:28"}

小时基线的预警时间配置（JSON格式），key为周期
号，value为hh:mm格式。hh的取值范围为[0,47]，mm的
取值范围为[0,59]。

UseFlag

Boolean

true

基线是否开启，包括true（开启）和false（未开启）。

ExpHour

Integer

7

天基线的预警小时，取值范围为[0, 47]。

BaselineT ype

String

DAILY

基线类型，包括DAILY（天基线）和HOURLY（小时基
线）。

ExpMinu

Integer

30

天基线的预警分钟，取值范围为[0, 59]。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BaselineConfig
&BaselineId=1234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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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GetBaselineConfigResponse>
<HttpStatusCode>401</HttpStatusCode>
<RequestId>ecb967ec-c137-48a5-860****</RequestId>
<ErrorMessage>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ErrorMessage>
<ErrorCode>1031203110005</Error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ata>
<HourSlaDetail>{"1":"03:58","2":"04:58","3":"05:58","4":"06:58","5":"07:58","6":"08:58","7":"09:58",
"8":"10:58","9":"11:58","10":"12:58","11":"13:58","12":"14:58","13":"15:58","14":"16:58","15":"17:58","16":"
18:58","17":"19:58","18":"20:58","19":"21:58","20":"22:58","21":"23:58","22":"24:58","23":"25:58","24":"26:5
8"}</HourSlaDetail>
<IsDefault>true</IsDefault>
<Owner>9527952****</Owner>
<ProjectId>1234</ProjectId>
<Priority>1</Priority>
<SlaMinu>30</SlaMinu>
<SlaHour>9</SlaHour>
<BaselineId>1234</BaselineId>
<BaselineName>基线名称</BaselineName>
<HourExpDetail>{"1":"03:28","2":"04:28","3":"05:28","4":"06:28","5":"07:28","6":"08:28","7":"09:28",
"8":"10:28","9":"11:28","10":"12:28","11":"13:28","12":"14:28","13":"15:28","14":"16:28","15":"17:28","16":"
18:28","17":"19:28","18":"20:28","19":"21:28","20":"22:28","21":"23:28","22":"24:28","23":"25:28","24":"26:2
8"}</HourExpDetail>
<UseFlag>true</UseFlag>
<ExpHour>7</ExpHour>
<BaselineType>DAILY</BaselineType>
<ExpMinu>30</ExpMinu>
</Data>
</GetBaselineConfig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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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401,
"RequestId" : "ecb967ec-c137-48a5-860****",
"ErrorMessage" :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ErrorCode" : 1031203110005,
"Success" : true,
"Data" : {
"HourSlaDetail" : "{\"1\":\"03:58\",\"2\":\"04:58\",\"3\":\"05:58\",\"4\":\"06:58\",\"5\":\"07:58\",\"6\
":\"08:58\",\"7\":\"09:58\",\"8\":\"10:58\",\"9\":\"11:58\",\"10\":\"12:58\",\"11\":\"13:58\",\"12\":\"14:58
\",\"13\":\"15:58\",\"14\":\"16:58\",\"15\":\"17:58\",\"16\":\"18:58\",\"17\":\"19:58\",\"18\":\"20:58\",\"1
9\":\"21:58\",\"20\":\"22:58\",\"21\":\"23:58\",\"22\":\"24:58\",\"23\":\"25:58\",\"24\":\"26:58\"}",
"IsDefault" : true,
"Owner" : "9527952****",
"ProjectId" : 1234,
"Priority" : 1,
"SlaMinu" : 30,
"SlaHour" : 9,
"BaselineId" : 1234,
"BaselineName" : "基线名称",
"HourExpDetail" : "{\"1\":\"03:28\",\"2\":\"04:28\",\"3\":\"05:28\",\"4\":\"06:28\",\"5\":\"07:28\",\"6\
":\"08:28\",\"7\":\"09:28\",\"8\":\"10:28\",\"9\":\"11:28\",\"10\":\"12:28\",\"11\":\"13:28\",\"12\":\"14:28
\",\"13\":\"15:28\",\"14\":\"16:28\",\"15\":\"17:28\",\"16\":\"18:28\",\"17\":\"19:28\",\"18\":\"20:28\",\"1
9\":\"21:28\",\"20\":\"22:28\",\"21\":\"23:28\",\"22\":\"24:28\",\"23\":\"25:28\",\"24\":\"26:28\"}",
"UseFlag" : true,
"ExpHour" : 7,
"BaselineType" : "DAILY",
"ExpMinu" : 30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Forbidden.Not.Server

T he dataworksAPI service is not
available in this area. Please try it in
another area.

该地域还未开放DataWorks的API服务，请
尝试其它地域。

500

Forbidden.Wkbench.Base
lineNoPermission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access the
baseline.

无对应的基线权限。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Wkbench.Se
rviceError

An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服务开小差了。

500

Invalid.Wkbench.Paramet
er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参数错误。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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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Resource

You have reached the limit for the
resource. Please contact us by
submitting a ticket.

该资源已经达到您的使用上限，请提交工
单进行咨询。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3. ListNodesByBaseline
调用List NodesByBaseline获取基线中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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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NodesByBaseline

要执行的操作。

BaselineId

Long

是

1234

基线的ID。您可以通过调用GetNode接口获取基线
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Data

Array of Data

NodeId

Long

1234

节点的ID。

NodeName

String

节点名称

节点的名称。

Owner

String

9527952****

节点责任人的阿里云UID。

ProjectId

Long

1234

节点所在工作空间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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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值

描述
基线中的节点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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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rrorCode

String

1031203110005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

请求ID。用于出现错误后排查问题。

Success

String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错误码。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NodesByBaseline
&BaselineId=1234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0000-ABCD-E****</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Owner>9527952****</Owner>
<NodeName>节点名称</NodeName>
<ProjectId>1234</ProjectId>
<NodeId>1234</NodeId>
</Data>
<ErrorCode>1031203110005</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000-ABCD-E****",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Owner": "9527952****",
"NodeName": "节点名称",
"ProjectId": 1234,
"NodeId": 1234
},
"ErrorCode": 1031203110005,
"ErrorMessage":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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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Forbidden.Not.Server

T he dataworksAPI service is not
available in this area. Please try it in
another area.

该地域还未开放DataWorks的API服务，请
尝试其它地域。

500

Forbidden.Wkbench.Base
lineNoPermission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access the
baseline.

无对应的基线权限。

500

Forbidden.Wkbench.Proj
ectNoPermission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access the
workspace.

工作空间无权限。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Wkbench.Se
rviceError

An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服务开小差了。

500

Invalid.Wkbench.Paramet
er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参数错误。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Resource

You have reached the limit for the
resource. Please contact us by
submitting a ticket.

该资源已经达到您的使用上限，请提交工
单进行咨询。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500

Invalid.Wkbench.Baseline
NotExist

T he baseline does not exist.

基线不存在。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4. ListBaselineConfigs
调用List BaselineConfigs获取基线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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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339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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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BaselineConfig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List BaselineCo nf igs 。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分页的页数。默认值为1，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
30。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每页返回的数据行数。默认值为10，最小值为1，
最大值为100。

Owner

String

否

95279527****

基线责任人的阿里云UID。

ProjectId

Long

是

1234

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通过ListProjects接口获取工
作空间ID。

Priority

String

否

1,3,5,7,8

基线的优先级，取值范围为{1,3,5,7,8} 。多个优先
级之间使用英文逗号（,）分隔。

Useflag

Boolean

否

true

是否开启，包括true（开启）和false（未开启）。

BaselineT ypes

String

否

DAILY,HOURLY

基线类型，包括DAILY（天基线）和HOURLY（小时
基线）。多个类型之间使用英文逗号（,）分隔。

SearchT ext

String

否

基线名称搜索关键字

基线名称的搜索关键字。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返回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本次调用的唯一ID。出现错误后，您可以根据该ID排查问
题。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错误信息。

ErrorCode

String

1031203110005

错误码。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Data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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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PageNumber

Integer

1

当前的页数。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的大小。

T otalCount

Integer

100

基线的总数。

Baselines

Array of Baselines

基线列表。

HourSlaDetail

String

{"1":"03:58","2":"04:58",
"3":"05:58","4":"06:58","
5":"07:58","6":"08:58","
7":"09:58","8":"10:58","
9":"11:58","10":"12:58",
"11":"13:58","12":"14:58
","13":"15:58","14":"16:
58","15":"17:58","16":"1
8:58","17":"19:58","18":
"20:58","19":"21:58","20
":"22:58","21":"23:58","
22":"24:58","23":"25:58"
,"24":"26:58"}

IsDefault

Boolean

true

是否为工作空间的默认基线，包括true（是）和
false（否）。

Owner

String

952795****

基线责任人的阿里云UID。有多个责任人时，使用英文逗号
（,）分隔。

ProjectId

Long

9527

基线所在工作空间的ID。

Priority

Integer

1

基线的优先级，取值集合为{1,3,5,7,8}。

SlaMinu

Integer

30

天基线的预警分钟，取值范围为[0, 59]。

SlaHour

Integer

9

天基线的承诺小时，取值范围为[0, 47]。

BaselineId

Long

1234

基线的ID。

BaselineName

String

基线名称

基线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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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基线的承诺时间配置（JSON格式），key为周期
号，value为hh:mm格式。hh的取值范围为[0,47]，mm的
取值范围为[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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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ourExpDetail

String

{"1":"03:28","2":"04:28",
"3":"05:28","4":"06:28","
5":"07:28","6":"08:28","
7":"09:28","8":"10:28","
9":"11:28","10":"12:28",
"11":"13:28","12":"14:28
","13":"15:28","14":"16:
28","15":"17:28","16":"1
8:28","17":"19:28","18":
"20:28","19":"21:28","20
":"22:28","21":"23:28","
22":"24:28","23":"25:28"
,"24":"26:28"}

小时基线的预警时间配置（JSON格式），key为周期
号，value为hh:mm格式。hh的取值范围为[0,47]，mm的
取值范围为[0,59]。

UseFlag

Boolean

true

基线是否开启，包括true（开启）和false（未开启）。

ExpHour

Integer

7

天基线的预警小时，取值范围为[0, 47]。

BaselineT ype

String

DAILY

基线类型，包括DAILY（天基线）和HOURLY（小时基
线）。

ExpMinu

Integer

30

天基线的预警分钟，取值范围为[0, 59]。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BaselineConfigs
&PageNumber=1
&PageSize=10
&Owner=95279527****
&ProjectId=1234
&Priority=1,3,5,7,8
&Useflag=true
&BaselineTypes=DAILY,HOURLY
&SearchText=基线名称搜索关键字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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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ListBaselineConfigs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ErrorMessage>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ErrorMessage>
<ErrorCode>1031203110005</Error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ata>
<PageNumber>1</PageNumber>
<PageSize>10</PageSize>
<TotalCount>100</TotalCount>
<Baselines>
<HourSlaDetail>{"1":"03:58","2":"04:58","3":"05:58","4":"06:58","5":"07:58","6":"08:58","7":"09:
58","8":"10:58","9":"11:58","10":"12:58","11":"13:58","12":"14:58","13":"15:58","14":"16:58","15":"17:58","1
6":"18:58","17":"19:58","18":"20:58","19":"21:58","20":"22:58","21":"23:58","22":"24:58","23":"25:58","24":"
26:58"}</HourSlaDetail>
<IsDefault>true</IsDefault>
<Owner>952795****</Owner>
<ProjectId>9527</ProjectId>
<Priority>1</Priority>
<SlaMinu>30</SlaMinu>
<SlaHour>9</SlaHour>
<BaselineId>1234</BaselineId>
<BaselineName>基线名称</BaselineName>
<HourExpDetail>{"1":"03:28","2":"04:28","3":"05:28","4":"06:28","5":"07:28","6":"08:28","7":"09:
28","8":"10:28","9":"11:28","10":"12:28","11":"13:28","12":"14:28","13":"15:28","14":"16:28","15":"17:28","1
6":"18:28","17":"19:28","18":"20:28","19":"21:28","20":"22:28","21":"23:28","22":"24:28","23":"25:28","24":"
26:28"}</HourExpDetail>
<UseFlag>true</UseFlag>
<ExpHour>7</ExpHour>
<BaselineType>DAILY</BaselineType>
<ExpMinu>30</ExpMinu>
</Baselines>
</Data>
</ListBaselineConfigs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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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RequestId" : "0000-ABCD-EFG****",
"ErrorMessage" :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ErrorCode" : 1031203110005,
"Success" : true,
"Data" : {
"PageNumber" : 1,
"PageSize" : 10,
"TotalCount" : 100,
"Baselines" : {
"HourSlaDetail" : "{\"1\":\"03:58\",\"2\":\"04:58\",\"3\":\"05:58\",\"4\":\"06:58\",\"5\":\"07:58\",\"
6\":\"08:58\",\"7\":\"09:58\",\"8\":\"10:58\",\"9\":\"11:58\",\"10\":\"12:58\",\"11\":\"13:58\",\"12\":\"14:
58\",\"13\":\"15:58\",\"14\":\"16:58\",\"15\":\"17:58\",\"16\":\"18:58\",\"17\":\"19:58\",\"18\":\"20:58\",\
"19\":\"21:58\",\"20\":\"22:58\",\"21\":\"23:58\",\"22\":\"24:58\",\"23\":\"25:58\",\"24\":\"26:58\"}",
"IsDefault" : true,
"Owner" : "952795****",
"ProjectId" : 9527,
"Priority" : 1,
"SlaMinu" : 30,
"SlaHour" : 9,
"BaselineId" : 1234,
"BaselineName" : "基线名称",
"HourExpDetail" : "{\"1\":\"03:28\",\"2\":\"04:28\",\"3\":\"05:28\",\"4\":\"06:28\",\"5\":\"07:28\",\"
6\":\"08:28\",\"7\":\"09:28\",\"8\":\"10:28\",\"9\":\"11:28\",\"10\":\"12:28\",\"11\":\"13:28\",\"12\":\"14:
28\",\"13\":\"15:28\",\"14\":\"16:28\",\"15\":\"17:28\",\"16\":\"18:28\",\"17\":\"19:28\",\"18\":\"20:28\",\
"19\":\"21:28\",\"20\":\"22:28\",\"21\":\"23:28\",\"22\":\"24:28\",\"23\":\"25:28\",\"24\":\"26:28\"}",
"UseFlag" : true,
"ExpHour" : 7,
"BaselineType" : "DAILY",
"ExpMinu" : 30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Resource

You have reached the limit for the
resource. Please contact us by
submitting a ticket.

该资源已经达到您的使用上限，请提交工
单进行咨询。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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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Forbidden.Not.Server

T he dataworksAPI service is not
available in this area. Please try it in
another area.

该地域还未开放DataWorks的API服务，请
尝试其它地域。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5. GetBaselineKeyPath
调用Get BaselineKeyPat h获取基线实例的关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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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BaselineKeyPath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Get BaselineKeyPat h。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ID。

BaselineId

Long

是

1234

基线的ID。

Bizdate

String

是

2020-0707T 00:00:00+0800

业务日期，需要使用yyyy-MM-dd'T 'HH:mm:ssZ
的UT C格式。

InGroupId

Integer

是

1

基线实例周期号。天基线为1，小时基线的取值范
围为[1,24]。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返回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本次调用的唯一ID。出现错误后，您可以根据该ID排查问
题。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错误信息。

ErrorCode

String

1031203110005

错误码。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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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Data

Array of Data

Owner

String

9527952****

节点责任人的阿里云UID。

NodeName

String

节点名称

节点的名称。

Bizdate

Long

1553443200000

实例的业务日期时间戳。

ProjectId

Long

1234

节点所在工作空间的ID。

InstanceId

Long

12345

实例的ID。

PrgT ype

Integer

10

节点类型，常用的节点类型包括数据集成（23）、
MaxCompute SQL（10）、Shell（6）和虚节点（99）。

NodeId

Long

1234

节点的ID。

InGroupId

Integer

1

实例周期号，取值范围为[1,288]。

Runs

Array of Runs

实例的运行记录。

Status

String

SUCCESS

实例的状态，包括NOT _RUN（未运行）、WAIT _T IME（等
待时间）、WAIT _RESOURCE（等待资源）、
RUNNING（运行中）、CHECKING（校检中）、
CHECKING_CONDIT ION（条件检测中）、FAILURE（运行失
败）和SUCCESS（运行成功）。

AbsT ime

Long

1553531402000

实例的预计开始运行时间+历史平均运行时长得到的时间
戳。

BeginRunningT ime

Long

1553531401000

实例实际开始运行的时间戳。

CycT ime

Long

1553443200000

实例的定时时间戳。

Owner

String

9527952****

节点责任人的阿里云UID。

FinishT ime

Long

1553531401000

实例的实际运行结束时间戳。

ProjectId

Long

1234

节点所在工作空间的ID。

BeginCast

Long

1553531686000

实例预计开始运行的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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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InstanceId

Long

1234

实例的ID。

EndCast

Long

1553531687000

实例的预计运行结束时间戳。

BeginWaitResT ime

Long

1553531401000

实例开始进入等待资源状态的时间戳。

InGroupId

Integer

1

实例周期号，取值范围为[1,288]。

NodeName

String

节点名称

节点的名称。

Bizdate

Long

1553443200000

实例的业务日期时间戳。

BeginWaitT imeT im
e

Long

1553531400000

实例开始进入等待时间状态的时间戳。

NodeId

Long

1234

节点的ID。

T opics

Array of T opics

T opicName

Long

1234

事件的名称。

InstanceId

Long

1234

实例的ID。

T opicId

Long

1234

事件的ID。

AddT ime

Long

1553531401000

事件发现时间戳。

实例关联的事件信息。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BaselineKeyPath
&BaselineId=1234
&Bizdate=2020-07-07T00:00:00+0800
&InGroupId=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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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GetBaselineKeyPath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ErrorMessage>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ErrorMessage>
<ErrorCode>1031203110005</Error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ata>
<Owner>9527952****</Owner>
<NodeName>节点名称</NodeName>
<Bizdate>1553443200000</Bizdate>
<ProjectId>1234</ProjectId>
<InstanceId>12345</InstanceId>
<PrgType>10</PrgType>
<NodeId>1234</NodeId>
<InGroupId>1</InGroupId>
<Runs>
<Status>SUCCESS</Status>
<AbsTime>1553531402000</AbsTime>
<BeginRunningTime>1553531401000</BeginRunningTime>
<CycTime>1553443200000</CycTime>
<Owner>9527952****</Owner>
<FinishTime>1553531401000</FinishTime>
<ProjectId>1234</ProjectId>
<BeginCast>1553531686000</BeginCast>
<InstanceId>1234</InstanceId>
<EndCast>1553531687000</EndCast>
<BeginWaitResTime>1553531401000</BeginWaitResTime>
<InGroupId>1</InGroupId>
<NodeName>节点名称</NodeName>
<Bizdate>1553443200000</Bizdate>
<BeginWaitTimeTime>1553531400000</BeginWaitTimeTime>
<NodeId>1234</NodeId>
</Runs>
<Topics>
<TopicName>1234</TopicName>
<InstanceId>1234</InstanceId>
<TopicId>1234</TopicId>
<AddTime>1553531401000</AddTime>
</Topics>
</Data>
</GetBaselineKeyPath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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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RequestId" : "0000-ABCD-EFG****",
"ErrorMessage" :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ErrorCode" : 1031203110005,
"Success" : true,
"Data" : {
"Owner" : "9527952****",
"NodeName" : "节点名称",
"Bizdate" : 1553443200000,
"ProjectId" : 1234,
"InstanceId" : 12345,
"PrgType" : 10,
"NodeId" : 1234,
"InGroupId" : 1,
"Runs" : {
"Status" : "SUCCESS",
"AbsTime" : 1553531402000,
"BeginRunningTime" : 1553531401000,
"CycTime" : 1553443200000,
"Owner" : "9527952****",
"FinishTime" : 1553531401000,
"ProjectId" : 1234,
"BeginCast" : 1553531686000,
"InstanceId" : 1234,
"EndCast" : 1553531687000,
"BeginWaitResTime" : 1553531401000,
"InGroupId" : 1,
"NodeName" : "节点名称",
"Bizdate" : 1553443200000,
"BeginWaitTimeTime" : 1553531400000,
"NodeId" : 1234
},
"Topics" : {
"TopicName" : 1234,
"InstanceId" : 1234,
"TopicId" : 1234,
"AddTime" : 1553531401000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Forbidden.Wkbench.Base
lineNoPermission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access the
baseline.

无对应的基线权限。

500

Forbidden.Wkbench.Proj
ectNoPermission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access the
workspace.

工作空间无权限。

500

Forbidden.Not.Server

T he dataworksAPI service is not
available in this area. Please try it in
another area.

该地域还未开放DataWorks的API服务，请
尝试其它地域。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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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valid.Wkbench.Baseline
StatusNotExist

T he BaselineStatus does not exist.

基线实例不存在。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Resource

You have reached the limit for the
resource. Please contact us by
submitting a ticket.

该资源已经达到您的使用上限，请提交工
单进行咨询。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6. GetBaselineStatus
调用Get BaselineSt at us获取基线实例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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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BaselineStatus

要执行的操作。

BaselineId

Long

是

1234

基线的ID。

Bizdate

String

是

2020-0707T 00:00:00+0800

业务日期，需要使用UT C格式（yyyy-MMdd'T 'HH:mm:ssZ）。

InGroupId

Integer

是

1

基线实例的周期号。天基线为1，小时基线的取值
范围为[1,24]。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可用区的唯一标识。

返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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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ata

Struct

BaselineId

Long

1234

基线的ID。

BaselineName

String

基线名称

基线的名称。

Bizdate

Long

1553443200000

业务日期时间戳。

BlockInstance

Struct

EndCast

Long

1553443200000

实例的预计完成时间戳。

FinishT ime

Long

1553443200000

实例的实际完成时间戳。

InstanceId

Long

12345

实例的ID。

NodeId

Long

1234

节点的ID。

NodeName

String

节点名称

节点的名称。

Owner

String

9527952795****

节点责任人的阿里云UID。

ProjectId

Long

1234

节点所在工作空间的ID。

基线实例的详情。

关键实例信息。

Status

String

SUCCESS

实例的状态，包括NOT _RUN（未运行）、WAIT _T IME（等
待时间）、WAIT _RESOURCE（等待资源）、
RUNNING（运行中）、CHECKING（校检中）、
CHECKING_CONDIT ION（条件检测中）、FAILURE（运行失
败）和SUCCESS（运行成功）。

Buffer

Float

1200

基线实例的余量，单位为秒。

EndCast

Long

1553443200000

基线实例的预计产出时间戳。

ExpT ime

Long

1553443200000

基线实例的预警时间戳。

FinishStatus

String

UNFINISH

基线实例是否完成，包括UNFINISH（未完成）和
FINISH（已完成）。

FinishT ime

Long

1553443200000

当FinishStatus（基线实例完成状态）为FINISH（已完成）
时，返回基线实例的完成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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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InGroupId

Integer

1

基线实例的周期号。天基线为1，小时基线的取值范围为
[1,24]。

LastInstance

Struct

EndCast

Long

1553443200000

实例的预计完成时间戳。

FinishT ime

Long

1553443200000

实例的实际完成时间戳。

InstanceId

Long

12345

实例的ID。

NodeId

Long

1234

节点的ID。

NodeName

String

节点名称

节点的名称。

Owner

String

9527952795****

节点责任人的阿里云UID。

ProjectId

Long

1234

节点所在工作空间的ID。

最晚实例信息。

Status

String

SUCCESS

实例的状态，包括NOT _RUN（未运行）、WAIT _T IME（等
待时间）、WAIT _RESOURCE（等待资源）、
RUNNING（运行中）、CHECKING（校检中）、
CHECKING_CONDIT ION（条件检测中）、FAILURE（运行失
败）和SUCCESS（运行成功）。

Owner

String

9527952795****

基线责任人的阿里云UID。多个责任人之间使用英文逗号
（,）分隔。

Priority

Integer

1

基线的优先级，取值范围为{1,2,5,7,8}。

ProjectId

Long

1234

基线所在工作空间的ID。

SlaT ime

Long

1553443200000

基线实例的承诺时间戳。

Status

String

SAFE

基线的状态，包括ERROR（异常）、SAFE（安全）、
DANGROUS（预警）和OVER（破线）。

ErrorCode

String

1031203110005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返回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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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本次调用的唯一ID。出现错误后，您可以根据该ID排查问
题。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BaselineStatus
&BaselineId=1234
&Bizdate=2020-07-07T00:00:00+0800
&InGroupId=1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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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BaselineId>1234</BaselineId>
<Buffer>1200</Buffer>
<Status>SAFE</Status>
<Owner>9527952795****</Owner>
<Priority>1</Priority>
<FinishStatus>UNFINISH</FinishStatus>
<ProjectId>9527</ProjectId>
<Bizdate>1553443200000</Bizdate>
<ExpTime>1553443200000</ExpTime>
<InGroupId>1</InGroupId>
<FinishTime>1553443200000</FinishTime>
<BlockInstance>
<Status>SUCCESS</Status>
<Owner>9527952795****</Owner>
<FinishTime>1553443200000</FinishTime>
<InstanceId>12345</InstanceId>
<NodeName>节点名称</NodeName>
<ProjectId>1234</ProjectId>
<NodeId>1234</NodeId>
<EndCast>1553443200000</EndCast>
</BlockInstance>
<BaselineName>基线名称</BaselineName>
<SlaTime>1553443200000</SlaTime>
<EndCast>1553443200000</EndCast>
<LastInstance>
<Status>SUCCESS</Status>
<Owner>9527952795****</Owner>
<FinishTime>1553443200000</FinishTime>
<InstanceId>12345</InstanceId>
<NodeName>节点名称</NodeName>
<ProjectId>1234</ProjectId>
<NodeId>1234</NodeId>
<EndCast>1553443200000</EndCast>
</LastInstance>
</Data>
<ErrorCode>1031203110005</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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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0000-ABCD-EFG****",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BaselineId": 1234,
"Buffer": 1200,
"Status": "SAFE",
"Owner": "9527952795****",
"Priority": 1,
"FinishStatus": "UNFINISH",
"ProjectId": 9527,
"Bizdate": 1553443200000,
"ExpTime": 1553443200000,
"InGroupId": 1,
"FinishTime": 1553443200000,
"BlockInstance": {
"Status": "SUCCESS",
"Owner": "9527952795****",
"FinishTime": 1553443200000,
"InstanceId": 12345,
"NodeName": "节点名称",
"ProjectId": 1234,
"NodeId": 1234,
"EndCast": 1553443200000
},
"BaselineName": "基线名称",
"SlaTime": 1553443200000,
"EndCast": 1553443200000,
"LastInstance": {
"Status": "SUCCESS",
"Owner": "9527952795****",
"FinishTime": 1553443200000,
"InstanceId": 12345,
"NodeName": "节点名称",
"ProjectId": 1234,
"NodeId": 1234,
"EndCast": 1553443200000
}
},
"ErrorCode": 1031203110005,
"ErrorMessage":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Forbidden.Not.Server

T he dataworksAPI service is not
available in this area. Please try it in
another area.

该地域还未开放DataWorks的API服务，请
尝试其它地域。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Wkbench.Se
rviceError

An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服务开小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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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valid.Wkbench.Paramet
er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参数错误。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Resource

You have reached the limit for the
resource. Please contact us by
submitting a ticket.

该资源已经达到您的使用上限，请提交工
单进行咨询。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7. ListBaselineStatuses
调用List BaselineSt at uses获取基线实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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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BaselineStatuses

要执行的操作。

Bizdate

String

是

2020-0707T 00:00:00+0800

业务日期，需要使用UT C格式（yyyy-MMdd'T 'HH:mm:ssZ）。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分页的页数。默认值为1，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
30。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值为10，最大值为100。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可用区的唯一标识。

Priority

String

否

1,3,5,7,8

基线的优先级，取值范围为{1,3,5,7,8}。多个优先
级之间使用英文逗号（,）分隔。

SearchT ext

String

否

基线名称搜索关键字

基线名称搜索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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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Owner

String

否

9527952795****

基线责任人的阿里云UID。

T opicId

Long

否

1234

相关事件的ID。

FinishStatus

String

否

FINISH,UNFINISH

基线实例是否完成，包括UNFINISH（未完成）、
FINISH（已完成）。多个状态之间使用英文逗号
（,）分隔。

Status

String

否

SAFE,DANGROUS,OVE
R

基线的状态，包括ERROR（异常）、SAFE（安
全）、DANGROUS（预警）和OVER（破线）。多
个状态之间使用英文逗号（,）分隔。

BaselineT ypes

String

否

DAILY,HOURLY

基线的类型，包括DAILY（天基线）和HOURLY（小
时基线）。多个类型之间使用英文逗号（,）分隔。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Data

Struct

返回的基线实例列表。

BaselineStatuses

Array of
BaselineStatuses

基线实例列表。

BaselineId

Long

1234

基线的ID。

BaselineName

String

基线名称

基线的名称。

Bizdate

Long

1553443200000

业务日期时间戳。

Buffer

Long

1800

基线实例的余量，单位为秒。

EndCast

Long

1553531400000

基线实例的预计完成时间。

ExpT ime

Long

1553531400000

基线实例的预警时间。

FinishStatus

String

UNFINISH

基线实例是否完成，包括UNFINISH（未完成）和
FINISH（已完成）。

FinishT ime

Long

1553531400000

当FinishStatus（基线实例完成状态）为FINISH（已完成）
时，返回基线实例的完成时间戳。

InGroupId

Integer

1

基线实例的周期号。天基线为1，小时基线的取值范围为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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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Owner

String

9527952795****

基线责任人的阿里云UID。多个责任人之间使用英文逗号
（,）分隔。

Priority

Integer

1

基线的优先级，取值范围为{1,2,5,7,8}。

ProjectId

Long

1234

基线所在工作空间的ID。

SlaT ime

Long

1553531400000

基线实例的实际完成时间。

Status

String

SAFE

基线的状态，包括ERROR（异常）、SAFE（安全）、
DANGROUS（预警）和OVER（破线）。

PageNumber

Integer

1

当前的页数。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的大小。

T otalCount

Integer

100

基线实例的总数。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返回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本次调用的唯一ID。出现错误后，您可以根据该ID排查问
题。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BaselineStatuses
&Bizdate=2020-07-07T00:00:00+0800
&PageNumber=1
&PageSize=10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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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100</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BaselineStatuses>
<BaselineId>1234</BaselineId>
<Buffer>1800</Buffer>
<Status>SAFE</Status>
<Owner>9527952795****</Owner>
<Priority>1</Priority>
<FinishStatus>UNFINISH</FinishStatus>
<ProjectId>1234</ProjectId>
<Bizdate>1553443200000</Bizdate>
<ExpTime>1553531400000</ExpTime>
<InGroupId>1</InGroupId>
<FinishTime>1553531400000</FinishTime>
<BaselineName>基线名称</BaselineName>
<SlaTime>1553531400000</SlaTime>
<EndCast>1553531400000</EndCast>
</BaselineStatuses>
</Data>
<ErrorCode>1031203110005</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000-ABCD-EFG****",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100,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BaselineStatuses": {
"BaselineId": 1234,
"Buffer": 1800,
"Status": "SAFE",
"Owner": "9527952795****",
"Priority": 1,
"FinishStatus": "UNFINISH",
"ProjectId": 1234,
"Bizdate": 1553443200000,
"ExpTime": 1553531400000,
"InGroupId": 1,
"FinishTime": 1553531400000,
"BaselineName": "基线名称",
"SlaTime": 1553531400000,
"EndCast": 1553531400000
}
},
"ErrorCode":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ErrorMessage":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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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Forbidden.Not.Server

T he dataworksAPI service is not
available in this area. Please try it in
another area.

该地域还未开放DataWorks的API服务，请
尝试其它地域。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Wkbench.Se
rviceError

An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服务开小差了。

500

Invalid.Wkbench.Paramet
er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参数错误。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8. DeleteRemind
调用Delet eRemind删除自定义监控报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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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Remind

要执行的操作。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可用区的唯一标识。

RemindId

Long

是

1234

自定义监控报警规则的ID。

返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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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ata

Boolean

true

是否删除成功，包括true（删除成功）和false（删除失
败）。

ErrorCode

String

1031203110005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返回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本次调用的唯一ID。出现错误后，您可以根据该ID排查问
题。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Remind
&RegionId=cn-shanghai
&RemindId=1234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格式

XML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true</Data>
<ErrorCode>1031203110005</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000-ABCD-EFG****",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true,
"ErrorCode": 1031203110005,
"ErrorMessage":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Forbidden.Not.Server

T he dataworksAPI service is not
available in this area. Please try it in
another area.

该地域还未开放DataWorks的API服务，请
尝试其它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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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Wkbench.Se
rviceError

An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服务开小差了。

500

Invalid.Wkbench.Paramet
er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参数错误。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500

Forbidden.Wkbench.Rem
indNoPermission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modify the
reminder.

无权限修改该自定义提醒规则。

500

Invalid.Wkbench.Remind
NotExist

T he reminder does not exist.

自定义提醒规则不存在。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9. UpdateRemind
调用Updat eRemind更新自定义监控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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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UpdateRemind

要执行的操作。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
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的endpoint自动
解析。

RemindId

Long

是

1234

自定义规则的ID。

RemindName

String

否

update_remindname

自定义规则的名称，不能超过128个字符。

DndEnd

String

否

08:00

免打扰的截止时间，即在设置的时间之前不会发送
报警。格式为hh:mm。hh的取值范围为[0,23]
，mm的取值范围为[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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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监控对象的类型。取值如下：
NODE（节点）

RemindUnit

String

否

NODE

BASELINE（基线）
PROJECT （工作空间）
BIZPROCESS（业务流程）

NodeIds

BaselineIds

ProjectId

BizProcessIds

String

String

Long

String

否

否

否

否

1,2,3

1,2,3

1234

1,2,3

监控对象为节点时的节点ID。一个规则最多监控50
个节点，多个节点ID之间使用英文逗号（,）分隔。
当RemindUnit参数取值为NODE（节点）时，当前
参数生效。

监控对象为基线时的基线ID。一个规则最多监控5条
基线，多个基线ID之间使用英文逗号（,）分隔。
当RemindUnit参数取值为BASELINE（基线）时，
当前参数生效。

监控对象为工作空间时的工作空间ID。一个规则只
能监控一个工作空间。
当RemindUnit参数取值为PROJECT （工作空间）
时，当前参数生效。

监控对象为业务流程时的业务流程ID。一个规则最
多监控5个业务流程，多个业务流程ID之间使用英文
逗号（,）分隔。
当RemindUnit参数取值为BIZPROCESS（业务流
程）时，当前参数生效。

触发报警规则的条件。取值如下：
FINISHED（完成）：表示从实例运行的起始时间
点开始监控，在任务运行成功时系统发送报警。
UNFINISHED（未完成）：表示从实例运行的起
始时间点开始监控，到指定的目标时间点任务仍
未结束运行，则系统发送报警。
ERROR（出错）：表示从实例运行的起始时间点
开始监控，当任务运行出错时，系统发送报警。
RemindT ype

String

否

FINISHED

CYCLE_UNFINISHED（周期未完成）：表示在指
定的周期内，实例仍未结束运行，则系统发送报
警。通常用于监控以小时为周期单位的实例任
务。
T IMEOUT （运行超时）：表示从实例运行的起始
时间点开始监控，到指定的运行时长后，该任务
仍未结束运行，则系统发送报警。通常用于监控
实例任务的运行时间。
更多触发报警规则的内容，详情请参见自定义规
则。

MaxAlertT 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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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3

最大报警次数。取值范围为[1,10]，默认值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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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lertInterval

Integer

否

1800

报警间隔，单位为秒。最小值为1200，默认值为
1800。

不同触发条件的参数配置详情，具体如下：
当RemindT ype（触发条件）取值为
FINISHED（完成）时，当前参数配置为空。
当RemindT ype（触发条件）取值为
UNFINISHED（未完成）时，当前参数的配置格
式示例为{"hour":23,"minu":59}。hour的取值范
围为[0,47]，minu的取值范围为[0,59]。
当RemindT ype（触发条件）取值为ERROR（出
错）时，当前参数配置为空。

Detail

String

否

{"hour":23,"minu":59}

当RemindT ype（触发条件）取值为
CYCLE_UNFINISHED（周期未完成）时，当前参
数的配置格式示例为
{"1":"05:50","2":"06:50","3":"07:50","4":"08:
50","5":"09:50","6":"10:50","7":"11:50","8":"
12:50","9":"13:50","10":"14:50","11":"15:50
","12":"16:50","13":"17:50","14":"18:50","15
":"19:50","16":"20:50","17":"21:50","18":"22
:50","19":"23:50","20":"24:50","21":"25:50"}
。
JSON字符串的key为周期号，取值范围为
[1,288]；value为该周期对应的未完成时间，格
式为hh:mm。hh的取值范围为[0,47]，mm的取
值范围为[0,59]。
当RemindT ype（触发条件）取值为
T IMEOUT （运行超时）时，当前参数的配置格式
示例为1800，单位为秒。即从实例开始运行起，
运行超过30分钟触发报警。

AlertUnit

String

否

OWNER

报警的接收对象，包括OWNER（任务责任人）和
OT HER（指定的用户）。

报警的方式，取值如下：
MAIL（邮件）
SMS（短信）
AlertMethods

String

否

SMS,MAIL

PHONE（电话），仅DataWorks专业版及以上版
本支持使用电话方式接收报警。
DINGROBOT S（钉钉机器人），仅当配置
RobotUrls参数后，该报警方式才会生效。
多个报警方式之间使用英文逗号（,）分隔。

不同报警接收人的配置详情：

AlertT 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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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9527952795279527

当AlertUnit（报警接收人）取值为OWNER（节
点任务责任人）时，当前参数配置为空。
当AlertUnit（报警接收人）取值为OT HER（指定
的用户）时，当前参数配置为指定用户的阿里云
UID。多个阿里云UID之间使用英文逗号（,）分
隔，最多支持指定10个用户接收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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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是否启用报警规则，取值如下：

UseFlag

Boolean

否

true

true（开启）
false（关闭）

RobotUrls

String

钉钉群机器人的WebHook地址，多个WebHook地
址之间使用英文逗号（,）分隔。

https://oapi.dingtalk
.com/robot/send?
access_token=*******
***********************

否

当该参数配置为undefined时，系统会清空钉钉机
器人的WebHook地址。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ata

Boolean

true

更新自定义监控规则的返回结果。

ErrorCode

String

1031203110005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本次调用的唯一ID。出现错误后，您可以根据该ID排查问
题。

调用是否成功。取值如下：
Success

Boolean

true

true（成功）
false（失败）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UpdateRemind
&RegionId=cn-shanghai
&RemindId=1234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true</Data>
<ErrorCode>1031203110005</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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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0000-ABCD-EFG****",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true,
"ErrorCode": 1031203110005,
"ErrorMessage":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Resource

You have reached the limit for the
resource. Please contact us by
submitting a ticket.

该资源已经达到您的使用上限，请提交工
单进行咨询。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500

Forbidden.Not.Server

T he dataworksAPI service is not
available in this area. Please try it in
another area.

该地域还未开放DataWorks的API服务，请
尝试其它地域。

500

Forbidden.Wkbench.Base
lineNoPermission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access the
baseline.

无对应的基线权限。

500

Forbidden.Wkbench.Proj
ectNoPermission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access the
workspace.

工作空间无权限。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Forbidden.Wkbench.Rem
indNoPermission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modify the
reminder.

无权限修改该自定义提醒规则。

500

Invalid.Wkbench.Remind
NotExist

T he reminder does not exist.

自定义提醒规则不存在。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10. CreateRemind
调用Creat eRemind创建自定义报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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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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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Remind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Creat eRemind 。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可用区的唯一标识。

RemindName

String

是

test_error_remind

自定义规则的名称，不能超过128个字符。

DndEnd

String

否

08:00

免打扰截止时间，格式为hh:mm。hh的取值范围
为[0,23]，mm的取值范围为[0,59]。

RemindUnit

String

是

NODE

对象的类型，包括NODE（任务节点）、
BASELINE（基线） 、PROJECT （工作空间）和
BIZPROCESS（业务流程）。

NodeIds

String

否

1,2,3

RemindUnit（对象类型）为NODE（任务节点）
时，监控的任务节点ID。多个ID之间使用英文逗号
（,）分隔，一个规则最多监控50个节点。

BaselineIds

String

否

1,2,3

当RemindUnit（对象类型）为BASELINE（基线）
时，监控的基线ID。多个ID之间使用英文逗号（,）
分隔，一个规则最多监控5条基线。

ProjectId

Long

否

9527

当RemindUnit（对象类型）为PROJECT （工作空
间）时，监控的工作空间ID。一个规则只能监控一
个工作空间。

1,2,3

当RemindUnit（对象类型）为BIZPROCESS（业务
流程）时，监控的业务流程ID。多个业务流程ID之
间使用英文逗号（,）分隔，一个规则最多监控5个
业务流程。

BizProcessIds

String

否

RemindT ype

String

是

FINISHED

触发条件，包括FINISHED（完成）、
UNFINISHED（未完成）、ERROR（出错）、
CYCLE_UNFINISHED（周期未完成）和
T IMEOUT （运行超时）。

MaxAlertT imes

Integer

否

2

最大报警次数。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10，默认值
为3。

AlertInterval

Integer

否

1800

最小报警间隔，单位为秒。最小值为1200，默认值
为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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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不同触发条件的说明如下：
当RemindT ype（触发条件）为FINISHED（完
成）时，传空。
当RemindT ype（触发条件）为UNFINISHED（未
完成）时，传参格式为{"hour":23,"minu":59}。
hour的取值范围为[0,47]，minu的取值范围为
[0,59]。
当RemindT ype（触发条件）为ERROR（出错）
时，传空。

Detail

String

否

{"hour":23,"minu":59}

当RemindT ype（触发条件）为
CYCLE_UNFINISHED（周期未完成）时，传参格
式为
{"1":"05:50","2":"06:50","3":"07:50","4":"08:
50","5":"09:50","6":"10:50","7":"11:50","8":"
12:50","9":"13:50","10":"14:50","11":"15:50
","12":"16:50","13":"17:50","14":"18:50","15
":"19:50","16":"20:50","17":"21:50","18":"22
:50","19":"23:50","20":"24:50","21":"25:50"}
。JSON字符串key为周期号，取值范围为
[1,288]。value为该周期对应的未完成时间，格
式为hh:mm。hh的取值范围为[0,47]，mm的取
值范围为[0,59]。
当RemindT ype（触发条件）为T IMEOUT （运行
超时）时，传参格式为1800，单位为秒。即从开
始运行起，运行超过30分钟触发报警。

AlertUnit

String

是

OWNER

报警接收对象的粒度，包括OWNER（任务责任人）
和OT HER（指定的人）。

报警方式，取值如下：
MAIL：邮件。
SMS：短信。
AlertMethods

String

是

SMS,MAIL

可使用短信告警的地域为：新加坡、马来西亚
（吉隆坡）、德国（法兰克福）。其他地域如果
希望通过短信方式告警，可提交工单联系阿里云
DataWorks技术人员咨询办理。
多个报警方式之间使用英文逗号（,）分隔。

当AlertUnit（报警接收人）为OWNER（节点任
务责任人）时，传空。
AlertT argets

RobotUrls

String

String

否

9527952795279527

否

https://oapi.dingtalk
.com/robot/send?
access_token=*******
***********************

当AlertUnit（报警接收人）为OT HER（指定的
人）时，传入指定用户的阿里云UID。多个阿里
云UID之间使用英文逗号（,）分隔，最多支持10
个。

钉钉群机器人的webhook地址，多个webhook地
址之间使用英文逗号（,）分隔。

返回数据

> 文档版本：20220713

368

API参考· 运维中心

Dat aWorks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返回码。

Data

Long

1234

创建自定义监控规则成功后，返回的自定义规则ID。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本次调用的唯一ID。出现错误后，您可以根据该ID排查问
题。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ErrorCode

String

1031203110005

错误码。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Remind
&RemindName=test_error_remind
&DndEnd=08:00
&RemindUnit=NODE
&NodeIds=1,2,3
&BaselineIds=1,2,3
&ProjectId=9527
&BizProcessIds=1,2,3
&RemindType=FINISHED
&MaxAlertTimes=2
&AlertInterval=1800
&Detail={"hour":23,"minu":59}
&AlertUnit=OWNER
&AlertMethods=SMS,MAIL
&AlertTargets=9527952795279527
&RobotUrls=https://oapi.dingtalk.com/robot/send?access_token=******************************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CreateRemind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1234</Data>
<ErrorMessage>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ErrorMessage>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ErrorCode>1031203110005</ErrorCode>
</CreateRemind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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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Data" : 1234,
"ErrorMessage" :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RequestId" : "0000-ABCD-EFG****",
"Success" : true,
"ErrorCode" : 1031203110005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Forbidden.Not.Server

T he dataworksAPI service is not
available in this area. Please try it in
another area.

该地域还未开放DataWorks的API服务，请
尝试其它地域。

500

Forbidden.Wkbench.Base
lineNoPermission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access the
baseline.

无对应的基线权限。

500

Forbidden.Wkbench.Proj
ectNoPermission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access the
workspace.

工作空间无权限。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Forbidden.Wkbench.NoP
roject

You have not joined any project.

尚未加入任何工作空间。

500

Invalid.Wkbench.NodeNo
tExist

T he node does not exist.

节点不存在。

500

Invalid.Wkbench.Baseline
NotExist

T he baseline does not exist.

基线不存在。

500

Forbidden.Wkbench.Rem
indOverlimit

T he maximum number of reminders is
exceeded.

自定义提醒规则创建超限。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Resource

You have reached the limit for the
resource. Please contact us by
submitting a ticket.

该资源已经达到您的使用上限，请提交工
单进行咨询。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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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11. GetRemind
调用Get Remind获取自定义监控报警规则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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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Remind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Get Remind 。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可用区的唯一标识。

RemindId

Long

是

1234

自定义监控规则的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返回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HIJKLMNOPQ

本次调用的唯一ID。出现错误后，您可以根据该ID排查问
题。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错误信息。

ErrorCode

String

1031203110005

错误码。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Data

Object

MaxAlertT imes

Integer

3

最大报警次数。

RemindUnit

String

NODE

对象的类型，包括NODE（任务节点）、BASELINE（基
线）、PROJECT （工作空间）和BIZPROCESS（业务流
程）。

AlertInterval

Integer

1800

最小报警间隔，单位为秒。

Useflag

Boolean

true

自定义监控规则是否开启，包括true（开启）和false（关
闭）。

371

自定义监控规则的详情。

> 文档版本：20220713

Dat aWorks

API参考· 运维中心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Founder

String

9527951795****

自定义监控规则创建人的阿里云UID。

RemindId

Long

1234

自定义监控规则的ID。

DndEnd

String

08:00

免打扰截止时间，格式为hh:mm。hh的取值范围为
[0,23]，mm的取值范围为[0,59]。

RemindT ype

String

FINISHED

触发条件，包括FINISHED（完成）、UNFINISHED（未完
成）、ERROR（出错）、CYCLE_UNFINISHED（周期未完
成）和T IMEOUT （运行超时）。

AlertUnit

String

OWNER

报警接收对象的粒度，包括OWNER（任务责任人）和
OT HER（指定的人）。

DndStart

String

00:00

免打扰起始时间，格式为hh:mm。hh的取值范围为
[0,23]，mm的取值范围为[0,59]。

RemindName

String

规则名称

规则的名称。

当RemindT ype（触发条件）为FINISHED（完成）时，
返回空。
当RemindT ype（触发条件）为UNFINISHED（未完成）
时，返回格式为{"hour":23,"minu":59}。hour的取值范
围为[0,47]，minu的取值范围为[0,59]。
当RemindT ype（触发条件）为ERROR（出错）时，返
回空。

Detail

String

{"hour":23,"minu":59}

当RemindT ype（触发条件）为
CYCLE_UNFINISHED（周期未完成）时，返回格式为
{"1":"05:50","2":"06:50","3":"07:50","4":"08:50","5
":"09:50","6":"10:50","7":"11:50","8":"12:50","9":"
13:50","10":"14:50","11":"15:50","12":"16:50","13"
:"17:50","14":"18:50","15":"19:50","16":"20:50","1
7":"21:50","18":"22:50","19":"23:50","20":"24:50",
"21":"25:50"}。JSON字符串key为周期号，取值范围为
[1,288]。value为该周期对应的未完成时间，格式为
hh:mm。hh的取值范围为[0,47]，mm的取值范围为
[0,59]。
当RemindT ype（触发条件）为T IMEOUT （运行超时）
时，返回格式为1800，单位为秒。即从开始运行起，运
行超过30分钟触发报警。

Robots

Array of Robots

钉钉群机器人的webhook地址列表。

WebUrl

String

https://oapi.dingtalk.co
m/robot/send?
access_token=***********
*******************

AtAll

Boolean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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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Nodes

Array of Nodes

Owner

String

9527951795****

节点责任人的阿里云UID。

NodeName

String

节点名称

节点的名称。

NodeId

Long

1234

节点的ID。

ProjectId

Long

1234

节点所在工作空间的ID。

Baselines

Array of Baselines

BaselineName

String

基线名称

基线的名称。

BaselineId

Long

1234

基线的ID。

Projects

Array of Projects

ProjectId

Long

BizProcesses

Array of
BizProcesses

BizProcessName

String

业务流程名称

业务流程名称

BizId

Long

9527

业务流程ID

当RemindUnit（对象类型）为NODE（任务节点）时，该
规则监控的节点列表。

当RemindUnit（对象类型）为BASELINE（基线）时，该规
则监控的基线列表。

当RemindUnit（对象类型）为PROJECT （工作空间）时，
该规则监控的工作空间列表。

1234

工作空间的ID。

当RemindUnit（对象类型）为BIZPROCESS（业务流程）
时，该规则监控的业务流程列表。

当AlertUnit（报警接收人）为OWNER（节点任务责任
人）时，返回空。
AlertT argets

Array of String

9527952795279527

当AlertUnit（报警接收人）为OT HER（指定的人）时，
返回指定用户的阿里云UID。多个阿里云UID之间使用英
文逗号（,）分隔。

报警的方式，取值如下：
MAIL（邮件）
SMS（短信）
AlertMethods

Array of String

SMS,MAIL

可使用短信告警的地域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吉隆
坡）、德国（法兰克福）。其他地域如果希望通过短信
方式报警，可提交工单联系阿里云DataWorks技术人员
咨询办理。
多个报警方式之间使用英文逗号（,）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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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Remind
&RegionId=cn-shanghai
&RemindId=1234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AlertInterval>1800</AlertInterval>
<DndStart>00:00</DndStart>
<BizProcesses>
<AtAll>true</AtAll>
<WebUrl>https://oapi.dingtalk.com/robot/send?access_token=******************************</WebUrl>
</BizProcesses>
<BizProcesses>
<Owner>9527951795****</Owner>
<NodeName>节点名称</NodeName>
<NodeId>1234</NodeId>
<ProjectId>1234</ProjectId>
</BizProcesses>
<BizProcesses>
<BaselineId>1234</BaselineId>
<BaselineName>基线名称</BaselineName>
</BizProcesses>
<BizProcesses>
<ProjectId>1234</ProjectId>
</BizProcesses>
<BizProcesses>
<BizProcessName>业务流程名称</BizProcessName>
<BizId>1234</BizId>
</BizProcesses>
<DndEnd>08:00</DndEnd>
<AlertUnit>OWNER</AlertUnit>
<AlertMethods>SMS,MAIL</AlertMethods>
<Projects>
<AtAll>true</AtAll>
<WebUrl>https://oapi.dingtalk.com/robot/send?access_token=******************************</WebUrl>
</Projects>
<Projects>
<Owner>9527951795****</Owner>
<NodeName>节点名称</NodeName>
<NodeId>1234</NodeId>
<ProjectId>1234</ProjectId>
</Projects>
<Projects>
<BaselineId>1234</BaselineId>
<BaselineName>基线名称</BaselineName>
</Projects>
<Projects>
<ProjectId>1234</ProjectId>
</Projects>
<Projects>
<BizProcessName>业务流程名称</BizProcessName>
<BizId>1234</Biz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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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zId>1234</BizId>
</Projects>
<RemindType>FINISHED</RemindType>
<Founder>9527951795****</Founder>
<Nodes>
<AtAll>true</AtAll>
<WebUrl>https://oapi.dingtalk.com/robot/send?access_token=******************************</WebUrl>
</Nodes>
<Nodes>
<Owner>9527951795****</Owner>
<NodeName>节点名称</NodeName>
<NodeId>1234</NodeId>
<ProjectId>1234</ProjectId>
</Nodes>
<Nodes>
<BaselineId>1234</BaselineId>
<BaselineName>基线名称</BaselineName>
</Nodes>
<Nodes>
<ProjectId>1234</ProjectId>
</Nodes>
<Nodes>
<BizProcessName>业务流程名称</BizProcessName>
<BizId>1234</BizId>
</Nodes>
<Baselines>
<AtAll>true</AtAll>
<WebUrl>https://oapi.dingtalk.com/robot/send?access_token=******************************</WebUrl>
</Baselines>
<Baselines>
<Owner>9527951795****</Owner>
<NodeName>节点名称</NodeName>
<NodeId>1234</NodeId>
<ProjectId>1234</ProjectId>
</Baselines>
<Baselines>
<BaselineId>1234</BaselineId>
<BaselineName>基线名称</BaselineName>
</Baselines>
<Baselines>
<ProjectId>1234</ProjectId>
</Baselines>
<Baselines>
<BizProcessName>业务流程名称</BizProcessName>
<BizId>1234</BizId>
</Baselines>
<RemindId>1234</RemindId>
<RemindUnit>NODE</RemindUnit>
<AlertTargets>9527952795279528</AlertTargets>
<Useflag>true</Useflag>
<Detail>{"hour":23,"minu":59}</Detail>
<Robots>
<AtAll>true</AtAll>
<WebUrl>https://oapi.dingtalk.com/robot/send?access_token=******************************</WebUrl>
</Robots>
<Robots>
<Owner>9527951795****</Owner>
<NodeName>节点名称</NodeName>
<NodeId>1234</NodeId>
<ProjectId>1234</ProjectId>
</Robots>
<Robots>
<BaselineId>1234</BaselineId>
<BaselineName>基线名称</BaselineName>
</Rob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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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ts>
<Robots>
<ProjectId>1234</ProjectId>
</Robots>
<Robots>
<BizProcessName>业务流程名称</BizProcessName>
<BizId>1234</BizId>
</Robots>
<RemindName>规则名称</RemindName>
<MaxAlertTimes>3</MaxAlertTimes>
</Data>
<ErrorCode>1031203110005</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0000-ABCD-EFG****",
"HttpStatusCode" : 200,
"Data" : {
"AlertInterval" : 1800,
"DndStart" : "00:00",
"BizProcesses" : [ {
"AtAll" : true,
"WebUrl" : "https://oapi.dingtalk.com/robot/send?access_token=******************************"
}, {
"Owner" : "9527951795****",
"NodeName" : "节点名称",
"NodeId" : 1234,
"ProjectId" : 1234
}, {
"BaselineId" : 1234,
"BaselineName" : "基线名称"
}, {
"ProjectId" : 1234
}, {
"BizProcessName" : "业务流程名称",
"BizId" : 1234
} ],
"DndEnd" : "08:00",
"AlertUnit" : "OWNER",
"AlertMethods" : "SMS,MAIL",
"Projects" : [ {
"AtAll" : true,
"WebUrl" : "https://oapi.dingtalk.com/robot/send?access_token=******************************"
}, {
"Owner" : "9527951795****",
"NodeName" : "节点名称",
"NodeId" : 1234,
"ProjectId" : 1234
}, {
"BaselineId" : 1234,
"BaselineName" : "基线名称"
}, {
"ProjectId" : 1234
}, {
"BizProcessName" : "业务流程名称",
"BizId" : 1234
} ],
"RemindType" : "FINISHED",
"Founder" : "952795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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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er" : "9527951795****",
"Nodes" : [ {
"AtAll" : true,
"WebUrl" : "https://oapi.dingtalk.com/robot/send?access_token=******************************"
}, {
"Owner" : "9527951795****",
"NodeName" : "节点名称",
"NodeId" : 1234,
"ProjectId" : 1234
}, {
"BaselineId" : 1234,
"BaselineName" : "基线名称"
}, {
"ProjectId" : 1234
}, {
"BizProcessName" : "业务流程名称",
"BizId" : 1234
} ],
"Baselines" : [ {
"AtAll" : true,
"WebUrl" : "https://oapi.dingtalk.com/robot/send?access_token=******************************"
}, {
"Owner" : "9527951795****",
"NodeName" : "节点名称",
"NodeId" : 1234,
"ProjectId" : 1234
}, {
"BaselineId" : 1234,
"BaselineName" : "基线名称"
}, {
"ProjectId" : 1234
}, {
"BizProcessName" : "业务流程名称",
"BizId" : 1234
} ],
"RemindId" : 1234,
"RemindUnit" : "NODE",
"AlertTargets" : 9527952795279528,
"Useflag" : true,
"Detail" : "{\"hour\":23,\"minu\":59}",
"Robots" : [ {
"AtAll" : true,
"WebUrl" : "https://oapi.dingtalk.com/robot/send?access_token=******************************"
}, {
"Owner" : "9527951795****",
"NodeName" : "节点名称",
"NodeId" : 1234,
"ProjectId" : 1234
}, {
"BaselineId" : 1234,
"BaselineName" : "基线名称"
}, {
"ProjectId" : 1234
}, {
"BizProcessName" : "业务流程名称",
"BizId" : 1234
} ],
"RemindName" : "规则名称",
"MaxAlertTimes" : 3
},
"ErrorCode" : 1031203110005,
"ErrorMessage" :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Success" :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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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Forbidden.Not.Server

T he dataworksAPI service is not
available in this area. Please try it in
another area.

该地域还未开放DataWorks的API服务，请
尝试其它地域。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Resource

You have reached the limit for the
resource. Please contact us by
submitting a ticket.

该资源已经达到您的使用上限，请提交工
单进行咨询。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12. ListReminds
调用List Reminds获取或搜索自定义监控规则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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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Reminds

要执行的操作。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分页的页数。默认值为1，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
30。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可用区的唯一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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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Founder

String

否

9527952795****

创建人的阿里云UID。

NodeId

Long

否

1234

规则的对象，任务节点ID。您可以根据任务节点ID
搜索覆盖该任务节点的自定义监控规则。

RemindT ypes

String

否

FINISHED,ERROR

触发条件，包括FINISHED（完成）、
UNFINISHED（未完成）、ERROR（出错）、
CYCLE_UNFINISHED（周期未完成）和
T IMEOUT （运行超时）。多个触发条件之间使用英
文逗号（,）分隔。

AlertT arget

String

否

9527952795****

报警接收人的阿里云UID。

SearchT ext

String

否

模糊搜索规则名称

搜索规则名称。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Data

Struct

PageNumber

Integer

1

当前的页数。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的大小。

Reminds

Array of Reminds

AlertMethods

List

SMS

报警的方式，包括MAIL（邮件）、SMS（短信）和
PHONE（电话，仅DataWorks专业版及以上版本支持）。

AlertT argets

List

952795****

报警接收人的阿里云UID列表。

AlertUnit

String

OWNER

报警接收对象的粒度，包括OWNER（任务责任人）和
OT HER（指定的人）。

BaselineIds

List

9527

当RemindUnit（对象类型）为BASELINE（基线）时，监控
的基线ID列表。

BizProcessIds

List

9527

当RemindUnit（对象类型）为BIZPROCESS（业务流程）
时，监控的基线ID列表。

DndEnd

String

08:00

免打扰截止时间，格式为hh:mm。hh的取值范围为
[0,23]，mm的取值范围为[0,59]。

DndStart

String

00:00

免打扰起始时间，格式为hh:mm。hh的取值范围为
[0,23]，mm的取值范围为[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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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返回的自定义监控规则列表。

自定义监控规则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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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Founder

String

952795****

规则创建人的阿里云UID。

NodeIds

List

1234

当RemindUnit（对象类型）为NODE（任务节点）时，监
控的节点ID列表。

ProjectIds

List

1234

当RemindUnit（对象类型）为PROJECT （工作空间）时，
监控的节点ID列表。

RemindId

Long

1234

自定义监控规则的ID。

RemindName

String

规则名称

自定义监控规则的名称。

RemindT ype

String

FINISHED

触发条件，包括FINISHED（完成）、UNFINISHED（未完
成）、ERROR（出错）、CYCLE_UNFINISHED（周期未完
成）和T IMEOUT （运行超时）。

RemindUnit

String

NODE

对象的类型，包括NODE（任务节点）、BASELINE（基
线）、PROJECT （工作空间）和BIZPROCESS（业务流
程）。

Useflag

Boolean

true

规则是否开启，包括true（开启）和false（关闭）。

T otalCount

Integer

100

自定义监控规则的总数。

ErrorCode

String

1031203110005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返回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本次调用的唯一ID。出现错误后，您可以根据该ID排查问
题。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Reminds
&PageNumber=1
&PageSize=10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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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100</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Reminds>
<RemindId>1234</RemindId>
<DndStart>00:00</DndStart>
<DndEnd>08:00</DndEnd>
<AlertUnit>OWNER</AlertUnit>
<RemindUnit>NODE</RemindUnit>
<RemindType>FINISHED</RemindType>
<Useflag>true</Useflag>
<Founder>952795****</Founder>
<RemindName>规则名称</RemindName>
</Reminds>
<Reminds>
<BizProcessIds>1234</BizProcessIds>
<NodeIds>1234</NodeIds>
<AlertMethods>SMS</AlertMethods>
<ProjectIds>1234</ProjectIds>
<BaselineIds>1234</BaselineIds>
<AlertTargets>952795****</AlertTargets>
</Reminds>
</Data>
<ErrorCode>1031203110005</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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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0000-ABCD-EFG****",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100,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Reminds": [
{
"RemindId": 1234,
"DndStart": "00:00",
"DndEnd": "08:00",
"AlertUnit": "OWNER",
"RemindUnit": "NODE",
"RemindType": "FINISHED",
"Useflag": true,
"Founder": "952795****",
"RemindName": "规则名称"
},
{
"BizProcessIds": 1234,
"NodeIds": 1234,
"AlertMethods": "SMS",
"ProjectIds": 1234,
"BaselineIds": 1234,
"AlertTargets": "952795****"
}
]
},
"ErrorCode": 1031203110005,
"ErrorMessage":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Forbidden.Not.Server

T he dataworksAPI service is not
available in this area. Please try it in
another area.

该地域还未开放DataWorks的API服务，请
尝试其它地域。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Wkbench.Se
rviceError

An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服务开小差了。

500

Invalid.Wkbench.Paramet
er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参数错误。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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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29

T hrottling.Resource

You have reached the limit for the
resource. Please contact us by
submitting a ticket.

该资源已经达到您的使用上限，请提交工
单进行咨询。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13. ListTopics
调用List T opics获取或搜索事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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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T opics

要执行的操作。

BeginT ime

String

是

2019-0324T 00:00:00+0800

起始发现时间，需要使用UT C格式（yyyy-MMdd'T 'HH:mm:ssZ）。

EndT ime

String

是

2019-0325T 23:00:00+0800

截止发现时间，需要使用UT C格式（yyyy-MMdd'T 'HH:mm:ssZ）。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分页的页数。默认值为1，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
30。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可用区的唯一标识。

T opicT ypes

String

否

ERROR,SLOW

事件的类型，包括SLOW（变慢）和ERROR（出
错）。多个事件类型之间使用英文逗号（,）分隔。

否

IGNORE,NEW,FIXING,R
ECOVER

T opicStat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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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状态，包括IGNORE（已忽略）、NEW（新发
现）、FIXING（处理中）和RECOVER（已恢复）。
多个事件状态之间使用英文逗号（,）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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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NodeId

Long

否

1234

事件关联的任务节点ID，与参数InstanceId互斥。

InstanceId

Long

否

12345

事件关联的实例ID，与参数NodeId互斥。

Owner

String

否

952795****

事件责任人的阿里云U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Data

Struct

PageNumber

Integer

1

当前的页数。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的大小。

T opics

Array of T opics

AddT ime

Long

1553524393000

事件发现的时间戳。

FixT ime

Long

1553508465000

事件恢复的时间戳。

HappenT ime

Long

1553508465000

事件发生的时间戳，事件发生和被发现存在一定的时间
差。

InstanceId

Long

12345

事件关联的实例ID。

NodeId

Long

1234

事件关联的任务节点ID。

NodeName

String

节点名称

任务节点的名称。

NodeOwner

String

952795****

任务节点责任人的阿里云UID

ProjectId

Long

1234

任务节点所在工作空间的ID。

T opicId

Long

1234

事件的ID。

T opicName

String

1234出错

事件的名称。

T opicStatus

String

NEW

事件的状态，包括IGNORE（已忽略）、NEW（新发现）、
FIXING（处理中）和RECOVER（已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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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T opicT ype

String

ERROR

事件的类型，包括SLOW（变慢）和ERROR（出错）。

T otalCount

Integer

100

事件的总数。

ErrorCode

String

1031203110005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返回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本次调用的唯一ID。出现错误后，您可以根据该ID排查问
题。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Topics
&BeginTime=2019-03-24T00:00:00+0800
&EndTime=2019-03-25T23:00:00+0800
&PageNumber=1
&PageSize=10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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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100</TotalCount>
<Topics>
<TopicType>ERROR</TopicType>
<FixTime>1553508465000</FixTime>
<NodeOwner>952795****</NodeOwner>
<InstanceId>12345</InstanceId>
<NodeName>节点名称</NodeName>
<NodeId>1234</NodeId>
<ProjectId>1234</ProjectId>
<TopicId>1234</TopicId>
<TopicStatus>NEW</TopicStatus>
<AddTime>1553524393000</AddTime>
<HappenTime>1553508465000</HappenTime>
<TopicName>1234出错</TopicName>
</Topics>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Data>
<ErrorCode>1031203110005</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000-ABCD-EFG****",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100,
"Topics": {
"TopicType": "ERROR",
"FixTime": 1553508465000,
"NodeOwner": "952795****",
"InstanceId": 12345,
"NodeName": "节点名称",
"NodeId": 1234,
"ProjectId": 1234,
"TopicId": 1234,
"TopicStatus": "NEW",
"AddTime": 1553524393000,
"HappenTime": 1553508465000,
"TopicName": "1234出错"
},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
"ErrorCode": 1031203110005,
"ErrorMessage":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Forbidden.Not.Server

T he dataworksAPI service is not
available in this area. Please try it in
another area.

该地域还未开放DataWorks的API服务，请
尝试其它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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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Wkbench.Se
rviceError

An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服务开小差了。

500

Invalid.Wkbench.Paramet
er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参数错误。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Resource

You have reached the limit for the
resource. Please contact us by
submitting a ticket.

该资源已经达到您的使用上限，请提交工
单进行咨询。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14. GetTopic
调用Get T opic获取事件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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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T opic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Get T o pic 。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可用区的唯一标识。

T opicId

Long

是

1234

事件的ID。您可以调用listT opics获取。

返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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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HIJKLMNOPQ

本次调用的唯一ID。出现错误后，您可以根据该ID排查问
题。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错误信息。

ErrorCode

String

1031203110005

错误码。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Data

Object

Owner

String

952795****

事件责任人的阿里云UID。

T opicName

String

1234出错

事件的名称。

BaselineStatus

String

SAFE

基线的状态，包括ERROR（异常）、SAFE（安全）、
DANGROUS（预警）和OVER（破线）。

ProjectId

Long

1234

事件关联任务节点所在工作空间的ID。

NextAlertT ime

Long

1553524393000

下次报警时间戳。

InstanceId

Long

12345

事件关联的实例ID。

FixT ime

Long

1553524393000

事件恢复时间戳。

BaselineInGroupId

Integer

1

最差基线实例的周期号。

BaselineBuffer

Long

3600

最差基线实例余量，单位为秒。

T opicT ype

String

ERROR

事件的类型，包括SLOW（变慢）和ERROR（出错）。

T opicStatus

String

FIXING

事件的状态，包括IGNORE（已忽略）、NEW（新发现）、
FIXING（处理中）和RECOVER（已恢复）。

HappenT ime

Long

1553524393000

事件发生的时间戳。事件发生和被发现可能存在时间差。

DealT ime

Long

1553524393000

最后处理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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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ealUser

String

952795****

最后处理人的阿里云UID。

BaselineName

String

基线名称

最差基线实例的基线名称。

BaselineId

Long

1234

最差基线实例的基线ID。

NodeName

String

节点名称

事件关联的任务节点名称。

AlertT ime

Long

1553524393000

首次报警时间戳。

Buffer

Long

1200

事件的余量，单位为秒。

Assigner

String

952795****

指派人的阿里云UID。

T opicId

Long

1234

事件的ID。

AddT ime

Long

1553524393000

事件发现时间戳。

NodeId

Long

1234

事件关联的任务节点ID。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Topic
&RegionId=cn-shanghai
&TopicId=1234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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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BaselineId>1234</BaselineId>
<Buffer>1200</Buffer>
<FixTime>1553524393000</FixTime>
<Owner>952795****</Owner>
<InstanceId>12345</InstanceId>
<NodeName>节点名称</NodeName>
<BaselineStatus>SAFE</BaselineStatus>
<ProjectId>1234</ProjectId>
<TopicStatus>FIXING</TopicStatus>
<AddTime>1553524393000</AddTime>
<HappenTime>1553524393000</HappenTime>
<AlertTime>1553524393000</AlertTime>
<BaselineInGroupId>1</BaselineInGroupId>
<TopicName>1234出错</TopicName>
<TopicType>ERROR</TopicType>
<Assigner>9527952795279528</Assigner>
<DealUser>9527952795279528</DealUser>
<NextAlertTime>1553524393000</NextAlertTime>
<BaselineName>基线名称</BaselineName>
<NodeId>1234</NodeId>
<TopicId>1234</TopicId>
<BaselineBuffer>3600</BaselineBuffer>
<DealTime>1553524393000</DealTime>
</Data>
<ErrorCode>1031203110005</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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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0000-ABCD-EFG****",
"HttpStatusCode" : 200,
"Data" : {
"BaselineId" : 1234,
"Buffer" : 1200,
"FixTime" : 1553524393000,
"Owner" : "952795****",
"InstanceId" : 12345,
"NodeName" : "节点名称",
"BaselineStatus" : "SAFE",
"ProjectId" : 1234,
"TopicStatus" : "FIXING",
"AddTime" : 1553524393000,
"HappenTime" : 1553524393000,
"AlertTime" : 1553524393000,
"BaselineInGroupId" : 1,
"TopicName" : "1234出错",
"TopicType" : "ERROR",
"Assigner" : 9527952795279528,
"DealUser" : 9527952795279528,
"NextAlertTime" : 1553524393000,
"BaselineName" : "基线名称",
"NodeId" : 1234,
"TopicId" : 1234,
"BaselineBuffer" : 3600,
"DealTime" : 1553524393000
},
"ErrorCode" : 1031203110005,
"ErrorMessage" :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Forbidden.Not.Server

T he dataworksAPI service is not
available in this area. Please try it in
another area.

该地域还未开放DataWorks的API服务，请
尝试其它地域。

500

Invalid.Wkbench.Paramet
er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参数错误。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Wkbench.Se
rviceError

An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服务开小差了。

500

Invalid.Wkbench.T opicNo
tExist

T he topic does not exist.

事件不存在。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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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29

T hrottling.Resource

You have reached the limit for the
resource. Please contact us by
submitting a ticket.

该资源已经达到您的使用上限，请提交工
单进行咨询。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15. GetTopicInfluence
调用Get T opicInfluence获取事件影响的基线实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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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T opicInfluence

要执行的操作。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可用区的唯一标识。

T opicId

Long

是

1234

事件的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Data

Struct

事件影响的基线实例列表。

Influences

Array of Influences

影响的基线实例列表。

BaselineId

Long

1234

基线的ID。

BaselineName

String

基线名称

基线的名称。

Bizdate

Long

1553356800000

基线实例的业务日期时间戳。

Buffer

Long

360

基线实例的余量，单位为秒。

InGroupId

Integer

1

基线实例的周期号。天基线为1，小时基线的取值范围为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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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Owner

String

952795****

基线责任人的阿里云UID。多个责任人之间使用英文逗号
（,）分隔。

Priority

Integer

1

基线的优先级，取值范围为{1,2,5,7,8}。

ProjectId

Long

1234

基线所在工作空间的ID。

Status

String

SAFE

基线的状态，包括ERROR（异常）、SAFE（安全）、
DANGROUS（预警）和OVER（破线）。

T opicId

Long

1234

事件的ID。

ErrorCode

String

1031203110005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返回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本次调用的唯一ID。出现错误后，您可以根据该ID排查问
题。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TopicInfluence
&RegionId=cn-shanghai
&TopicId=1234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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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Influences>
<BaselineId>1234</BaselineId>
<Status>SAFE</Status>
<Buffer>360</Buffer>
<Owner>952795****</Owner>
<Priority>1</Priority>
<BaselineName>基线名称</BaselineName>
<ProjectId>1234</ProjectId>
<Bizdate>1553356800000</Bizdate>
<InGroupId>1</InGroupId>
</Influences>
<TopicId>1234</TopicId>
</Data>
<ErrorCode>1031203110005</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000-ABCD-EFG****",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Influences": {
"BaselineId": 1234,
"Status": "SAFE",
"Buffer": 360,
"Owner": "952795****",
"Priority": 1,
"BaselineName": "基线名称",
"ProjectId": 1234,
"Bizdate": 1553356800000,
"InGroupId": 1
},
"TopicId": 1234
},
"ErrorCode": 1031203110005,
"ErrorMessage":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Forbidden.Not.Server

T he dataworksAPI service is not
available in this area. Please try it in
another area.

该地域还未开放DataWorks的API服务，请
尝试其它地域。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Wkbench.Se
rviceError

An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服务开小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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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valid.Wkbench.Paramet
er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参数错误。

500

Invalid.Wkbench.T opicNo
tExist

T he topic does not exist.

事件不存在。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Resource

You have reached the limit for the
resource. Please contact us by
submitting a ticket.

该资源已经达到您的使用上限，请提交工
单进行咨询。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16. GetNode
调用Get Node获取节点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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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Nod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Get No de 。

NodeId

Long

是

1234

节点的ID。您可以调用ListNodes接口查看NodeId
的相关信息。

ProjectEnv

String

是

PROD

工作空间的环境，包括PROD和DEV。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是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RegionId

String

是

返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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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E6F0DBDD-5AD****

请求的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Data

Object

节点的详情。

调度的类型，取值如下：
NORMAL：正常调度任务。
SchedulerT ype

String

NORMAL

MANUAL：手动任务，不会被日常调度。
PAUSE：暂停任务。
SKIP：空跑任务，被日常调度，但启动调度时直接被置
为成功。

RepeatInterval

Long

60

出错后重新调度频率。

Repeatability

String

true

是否可以重复运行。

ProjectId

Long

1234

工作空间的ID。

ProgramT ype

String

ODPS_SQL

节点的类型。

Priority

Integer

1

任务优先级，1/3/5/7/8。

OwnerId

String

17366294****

负责人的ID。

Connection

String

odps_first_dev

连接串。

ParamValues

String

a=b

额外的参数。

RelatedFlowId

Long

123

关联业务流程ID。

DqcT ype

Integer

1

DQC类型，0表示有关联dqc，1表示没有关联dqc。

BaselineId

Long

123456

基线ID。

Description

String

test

节点的描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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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NodeName

String

sql节点

节点的名称。

ResGroupName

String

默认资源组

资源组的名称。

BusinessId

Long

123

业务流程ID。

DqcDescription

String

[{"projectName":"test_0
923001","tableName":"t
est_table_001","partition
":"ds\u003d$[yyyymmdd
]"},
{"projectName":"test_09
23001","tableName":"te
st_table_002","partition"
:"NOT APART IT IONT ABLE"
}]

DQC分区规则串。

CronExpress

String

00 00 00 * * ?

cron表达式。

NodeId

Long

1234

节点的ID。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Node
&NodeId=1234
&ProjectEnv=PROD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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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GetNode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RequestId>E6F0DBDD-5AD****</RequestId>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ata>
<SchedulerType>NORMAL</SchedulerType>
<RepeatInterval>60</RepeatInterval>
<Repeatability>true</Repeatability>
<ProjectId>1234</ProjectId>
<ProgramType>ODPS_SQL</ProgramType>
<Priority>1</Priority>
<OwnerId>17366294****</OwnerId>
<Connection>odps_first_dev</Connection>
<ParamValues>a=b</ParamValues>
<RelatedFlowId>123</RelatedFlowId>
<DqcType>1</DqcType>
<BaselineId>123456</BaselineId>
<Description>test</Description>
<NodeName>sql节点</NodeName>
<ResGroupName>默认资源组</ResGroupName>
<BusinessId>123</BusinessId>
<DqcDescription>[{"projectName":"test_0923001","tableName":"test_table_001","partition":"ds\u003d$[y
yyymmdd]"},{"projectName":"test_0923001","tableName":"test_table_002","partition":"NOTAPARTITIONTABLE"}]</Dq
cDescription>
<CronExpress>00 00 00 * * ?</CronExpress>
<NodeId>1234</NodeId>
</Data>
</GetNode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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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RequestId" : "E6F0DBDD-5AD****",
"ErrorMessage" :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ErrorCode" :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Success" : true,
"Data" : {
"SchedulerType" : "NORMAL",
"RepeatInterval" : 60,
"Repeatability" : true,
"ProjectId" : 1234,
"ProgramType" : "ODPS_SQL",
"Priority" : 1,
"OwnerId" : "17366294****",
"Connection" : "odps_first_dev",
"ParamValues" : "a=b",
"RelatedFlowId" : 123,
"DqcType" : 1,
"BaselineId" : 123456,
"Description" : "test",
"NodeName" : "sql节点",
"ResGroupName" : "默认资源组",
"BusinessId" : 123,
"DqcDescription" : "[{\"projectName\":\"test_0923001\",\"tableName\":\"test_table_001\",\"partition\":\"
ds\\u003d$[yyyymmdd]\"},{\"projectName\":\"test_0923001\",\"tableName\":\"test_table_002\",\"partition\":\"N
OTAPARTITIONTABLE\"}]",
"CronExpress" : "00 00 00 * * ?",
"NodeId" : 1234
}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17. ListNodeInputOrOutput
调用List NodeInput OrOut put 接口，查询当前节点的输入输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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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NodeInputOrOutp
ut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List No deInput OrOut put 。

NodeId

Long

是

12314567

节点的ID。您可以调用ListNodes接口查看NodeId
的相关信息。

ProjectEnv

String

是

PROD

运行的环境，包括DEV（开发环境）和PROD（生产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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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RegionId

String

IoT ype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是

示例值

描述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是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用于指定查询节点为上游节点还是下游节点。取值
如下：

output

input，上游节点。
output，下游节点。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E6F0DBDD-5AD****

请求的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project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ProjectNo
tExists

错误码。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Data

Array of Data

T ableName

String

dwd_xxx_table

关联的表名称。

Data

String

xxxx.123141254_out

输入输出节点名称。

NodeId

Long

1234667

节点ID。

输入输出列表。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NodeInputOrOutput
&NodeId=12314567
&ProjectEnv=PROD
&IoType=outpu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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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ListNodeInputOrOutput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RequestId>E6F0DBDD-5AD****</RequestId>
<ErrorMessage>The project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ErrorCode>Invalid.Tenant.ProjectNotExists</Error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ata>
<TableName>dwd_xxx_table</TableName>
<Data>xxxx.123141254_out</Data>
<NodeId>1234667</NodeId>
</Data>
</ListNodeInputOrOutput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RequestId" : "E6F0DBDD-5AD****",
"ErrorMessage" : "The project does not exist.",
"ErrorCode" : "Invalid.Tenant.ProjectNotExists",
"Success" : true,
"Data" : {
"TableName" : "dwd_xxx_table",
"Data" : "xxxx.123141254_out",
"NodeId" : 1234667
}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18. ListNodes
调用List Nodes获取节点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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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Node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List No des 。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是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Owner

String

否

193379****

负责人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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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BizName

String

否

test_bizName

业务流程的名称。

ProgramT ype

String

否

ODPS_SQL

节点的类型。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页码数。最小值1，最大值100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ProjectId

Long

是

1234

工作空间的ID。

ProjectEnv

String

是

PROD

运行的环境，包括DEV和PROD。

NodeName

String

否

liux_test_n****

节点的名称。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E6F0DBDD-5AD****

请求的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Data

Object

PageNumber

Integer

1

页码数。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T otalCount

Integer

66

符合条件的节点总数。

Nodes

Array of N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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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示例值

描述
调度的类型，取值如下：
NORMAL：正常调度任务。

SchedulerT ype

String

NORMAL

MANUAL：手动任务，不会被日常调度。
PAUSE：暂停任务。
SKIP：空跑任务，被日常调度，但启动调度时直接被置
为成功。

RepeatInterval

Long

60

出错后重新调度频率。

Repeatability

Boolean

true

是否可以重复运行。

ProjectId

Long

33671

工作空间的ID。

ProgramT ype

String

ODPS_SQL

节点的类型。

Priority

Integer

1

优先级，1/3/5/7/8

OwnerId

String

19337906836551

负责人的ID。

Connection

String

odps_first

连接串。

ParamValues

String

a=b

额外的参数。

RelatedFlowId

Long

1231123

关联业务流程ID。

DqcT ype

Integer

1

DQC类型，0表示有关联dqc，1表示没有关联dqc。

BaselineId

Long

123456

基线ID。

Description

String

test

节点的描述信息。

NodeName

String

liux_test_n****

节点的名称。

ResGroupName

String

默认资源组

资源组的名称。

BusinessId

Long

123

业务流程ID。

DqcDescription

String

[{"projectName":"ztjy_di
m","tableName":"dim_u
ser_agent_manage_area
_a","partition":"ds\u003
d$[yyyy-mm-dd-1]"}]

DQC分区规则串。

CronExpress

String

00 00 00 * * ?

cron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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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NodeId

Long

1234

节点的ID。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Nodes
&Owner=193379****
&BizName=test_bizName
&ProgramType=ODPS_SQL
&PageNumber=1
&PageSize=10
&ProjectId=1234
&ProjectEnv=PROD
&NodeName=liux_test_n****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ListNodes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RequestId>E6F0DBDD-5AD****</RequestId>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ata>
<PageNumber>1</PageNumber>
<PageSize>10</PageSize>
<TotalCount>66</TotalCount>
<Nodes>
<SchedulerType>NORMAL</SchedulerType>
<RepeatInterval>60</RepeatInterval>
<Repeatability>true</Repeatability>
<ProjectId>33671</ProjectId>
<ProgramType>ODPS_SQL</ProgramType>
<Priority>1</Priority>
<OwnerId>19337906836551</OwnerId>
<Connection>odps_first</Connection>
<ParamValues>a=b</ParamValues>
<RelatedFlowId>1231123</RelatedFlowId>
<DqcType>1</DqcType>
<BaselineId>123456</BaselineId>
<Description>test</Description>
<NodeName>liux_test_n****</NodeName>
<ResGroupName>默认资源组</ResGroupName>
<BusinessId>123</BusinessId>
<DqcDescription>[{"projectName":"ztjy_dim","tableName":"dim_user_agent_manage_area_a","partition
":"ds\u003d$[yyyy-mm-dd-1]"}]</DqcDescription>
<CronExpress>00 00 00 * * ?</CronExpress>
<NodeId>1234</NodeId>
</Nodes>
</Data>
</ListNodes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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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RequestId" : "E6F0DBDD-5AD****",
"ErrorMessage" :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ErrorCode" :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Success" : true,
"Data" : {
"PageNumber" : 1,
"PageSize" : 10,
"TotalCount" : 66,
"Nodes" : {
"SchedulerType" : "NORMAL",
"RepeatInterval" : 60,
"Repeatability" : true,
"ProjectId" : 33671,
"ProgramType" : "ODPS_SQL",
"Priority" : 1,
"OwnerId" : 19337906836551,
"Connection" : "odps_first",
"ParamValues" : "a=b",
"RelatedFlowId" : 1231123,
"DqcType" : 1,
"BaselineId" : 123456,
"Description" : "test",
"NodeName" : "liux_test_n****",
"ResGroupName" : "默认资源组",
"BusinessId" : 123,
"DqcDescription" : "[{\"projectName\":\"ztjy_dim\",\"tableName\":\"dim_user_agent_manage_area_a\",\"pa
rtition\":\"ds\\u003d$[yyyy-mm-dd-1]\"}]",
"CronExpress" : "00 00 00 * * ?",
"NodeId" : 1234
}
}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19. GetNodeCode
调用Get NodeCode获取节点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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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NodeCode

要执行的操作。

NodeId

Long

是

1234

节点的ID。

ProjectEnv

String

是

PROD

工作空间的环境，包括PROD和D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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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RegionId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示例值

描述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是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ata

String

select a;

节点的代码。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E6F0DBDD-5AD****

请求的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NodeCode
&NodeId=1234
&ProjectEnv=PROD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格式

XML

<RequestId>E6F0DBDD-5AD****</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select a;</Data>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6F0DBDD-5AD****",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select a;",
"ErrorCode":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ErrorMessage":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Success":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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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20. GetInstance
调用Get Inst ance接口，获取实例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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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Instanc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Get Inst ance 。

InstanceId

Long

是

1234

实例的ID。您可以调用ListInstances获取。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是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ProjectEnv

String

是

PROD

工作空间的环境，包括PROD（生产环境）和
DEV（开发环境）。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E6F0DBDD-5AD****

请求的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ErrorMessage

String

test

调度实例失败时的异常信息。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ErrorCode

String

0

错误码。

Data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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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示例值

描述
任务的状态，取值如下：
NOT _RUN（未运行）
WAIT _T IME（等待定时时间dueT ime或cycleT ime到
来）

Status

String

NOT _RUN

WAIT _RESOURCE（等待资源）
RUNNING（运行中）
CHECKING（下发给数据质量进行数据校检）
CHECKING_CONDIT ION（正在进行分支条件校检）
FAILURE（执行失败）
SUCCESS（执行成功）

CycT ime

Long

1590422400000

实例的定时时间。

BeginRunningT ime

Long

1590416703313

实例开始运行的时间。

FinishT ime

Long

1590416703313

实例运行的结束时间。

CreateT ime

Long

1590416703313

实例的创建时间。

DagId

Long

338450167

工作流的ID。

Priority

Integer

1

实例运行优先级，取值分为1、3、5、7和8。取值越大，
优先级越高。默认优先级为1。

实例的调度类型，取值如下：
NORMAL(0)：正常调度任务。该任务被日常调度。
MANUAL(1)：手动任务。该任务不会被日常调度。
PAUSE(2)：冻结任务。该任务被日常调度，但启动调度
时直接被置为失败状态。
SKIP(3)：空跑任务。该任务被日常调度，但启动调度时
直接被置为成功状态。
T askT ype

String

NORMAL(0)

SKIP_UNCHOOSE(4)：临时工作流中未选择的任务，仅
存在于临时工作流中，启动调度时直接被置为成功状
态。
SKIP_CYCLE(5)：未到运行周期的周或月任务。该任务
被日常调度，但启动调度时直接被置为成功状态。
CONDIT ION_UNCHOOSE(6)：上游实例中有分支（IF）
节点，但是该下游节点未被分支节点选中，直接置为空
跑任务。
REALT IME_DEPRECAT ED(7)：实时生成的已经过期的周
期实例，该类型的任务直接被置为成功状态。

ParamValues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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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nnection

String

odps_first

连接串。

BaselineId

Long

123123

基线ID。

DqcT ype

Integer

1

数据质量DQC类型，取值如下：
0表示有关联dqc。
1表示没有关联dqc。

工作流的类型，取值如下：
DAILY（日常调度）
DagT ype

String

DAILY

MANUAL（手动任务）
SMOKE_T EST （冒烟测试）
SUPPLY_DAT A（补数据）

BusinessId

Long

123

业务流程ID。

实例还可以重跑的次数。取值可以为空、以及大于等于0的
整数。
取值为空，表示该实例对应的节点没有设置重跑次数。
T askRerunT ime

Integer

0

取值为0，表示该实例对应的节点不能再重跑。
取值为大于0的整数（假设为n），表示该实例对应的节
点剩余重跑次数为n。例如，该参数取值为1，则剩余重
跑次数为1，取值为2，则剩余重跑次数为2，以此类
推。

ModifyT ime

Long

1590416703313

实例的最新修改时间。

Repeatability

Boolean

true

实例是否可以重复执行。

RepeatInterval

Long

60000

调度任务运行出错后，重新调整调度频率，单位为毫秒
（ms）。

InstanceId

Long

11713307578

实例的ID。

BeginWaitResT ime

Long

1590416703313

实例开始等待资源的时间。

RelatedFlowId

Long

123123

关联的业务流程ID。

Bizdate

Long

1590336000000

业务日期。通常为该任务运行时间的前一天。

NodeName

String

kzh

节点的名称。

BeginWaitT imeT im
e

Long

1590416703313

实例开始等待调度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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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qcDescription

String

[{"projectName":"ztjy_di
m","tableName":"dim_u
ser_agent_manage_area
_a","partition":"ds\u003
d$[yyyy-mm-dd-1]"}]

DQC分区规则串。

NodeId

Long

33115

节点的ID。

CreateUser

String

111

实例创建人。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Instance
&InstanceId=1234
&ProjectEnv=PROD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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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RequestId>E6F0DBDD-5AD****</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BaselineId>123123</BaselineId>
<ModifyTime>1590416703313</ModifyTime>
<NodeName>kzh</NodeName>
<DagType>DAILY</DagType>
<ParamValues>bizdate=$bizdate tbods=$tbods tbdw=$tbdw tbpmic=$tbpmic tbpidx=$tbpidx tbptcif=$tbptcif</Pa
ramValues>
<DagId>338450167</DagId>
<BeginRunningTime>1590416703313</BeginRunningTime>
<Bizdate>1590336000000</Bizdate>
<FinishTime>1590416703313</FinishTime>
<DqcDescription>[{"projectName":"ztjy_dim","tableName":"dim_user_agent_manage_area_a","partition":"ds\u0
03d$[yyyy-mm-dd-1]"}]</DqcDescription>
<Status>NOT_RUN</Status>
<TaskType>NORMAL(0)</TaskType>
<TaskRetunTime>0</TaskRetunTime>
<InstanceId>11713307578</InstanceId>
<DqcType>1</DqcType>
<Priority>1</Priority>
<CreateTime>1590416703313</CreateTime>
<Connection>odps_first</Connection>
<RelatedFlowId>123123</RelatedFlowId>
<BeginWaitTimeTime>1590416703313</BeginWaitTimeTime>
<CycTime>1590422400000</CycTime>
<Repeatability>true</Repeatability>
<NodeId>33115</NodeId>
<BeginWaitResTime>1590416703313</BeginWaitResTime>
<ErrorMessage>error message</ErrorMessage>
<RepeatInterval>60000</RepeatInterval>
</Data>
<ErrorCode>0</ErrorCode>
<ErrorMessage>test</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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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E6F0DBDD-5AD****",
"HttpStatusCode" : 200,
"Data" : {
"BaselineId" : 123123,
"ModifyTime" : 1590416703313,
"NodeName" : "kzh",
"DagType" : "DAILY",
"ParamValues" : "bizdate=$bizdate tbods=$tbods tbdw=$tbdw tbpmic=$tbpmic tbpidx=$tbpidx tbptcif=$tbptcif
",
"DagId" : 338450167,
"BeginRunningTime" : 1590416703313,
"Bizdate" : 1590336000000,
"FinishTime" : 1590416703313,
"DqcDescription" : "[{\"projectName\":\"ztjy_dim\",\"tableName\":\"dim_user_agent_manage_area_a\",\"part
ition\":\"ds\\u003d$[yyyy-mm-dd-1]\"}]",
"Status" : "NOT_RUN",
"TaskType" : "NORMAL(0)",
"TaskRetunTime" : 0,
"InstanceId" : 11713307578,
"DqcType" : 1,
"Priority" : 1,
"CreateTime" : 1590416703313,
"Connection" : "odps_first",
"RelatedFlowId" : 123123,
"BeginWaitTimeTime" : 1590416703313,
"CycTime" : 1590422400000,
"Repeatability" : true,
"NodeId" : 33115,
"BeginWaitResTime" : 1590416703313,
"ErrorMessage" : "error message",
"RepeatInterval" : 60000
},
"ErrorCode" : 0,
"ErrorMessage" : "test",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21. ListInstances
调用List Inst ances获取实例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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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Instances

要执行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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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地域信息，通常是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ProjectEnv

String

是

PROD

运行的环境，包括PROD（生产环境）和DEV（开发
环境）。

NodeId

Long

是

100000000000

节点的ID。您可以调用ListNodes查看节点ID信息。

NodeName

String

否

openmr_8****

节点的名称。您可以调用ListNodes查看节点名
称。

Owner

String

否

193379****

负责人的ID，即工作空间管理员的账号UID。您可登
录阿里云控制台后，在账号管理的安全管理中查看
账号UID。

ProjectId

Long

是

12345

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调用ListProjects查看空间ID
信息。

BizName

String

否

test_bizName

业务流程的名称。您可以调用ListBusiness查看业
务流程信息。

ProgramT ype

String

否

ODPS_SQL

节点的类型。您可以调用ListNodes查看节点类
型。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页码数，用于翻页。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100。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DagId

Long

否

11111

DagId可以是执行补数据RunCycleDagNodes，冒
烟测试RunSmokeT est，手动业务流
程RunManualDagNodes等接口返回的DagId。

Bizdate

String

否

2020-02-02 00:00:00

获取实例列表的日期，格式为yyyy-MM-dd
HH:mm:ss。

BeginBizdate

String

否

2020-02-02 00:00:00

获取实例列表的开始日期，格式为yyyy-MM-dd
HH:mm:ss。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EndBizdate

413

String

否

2020-02-03 00:00:00

该接口目前不支持指定实例列表的排序方式，实例
列表默认按照实例的创建时间降序排序。

获取实例列表的结束日期，格式为yyyy-MM-dd
HH:m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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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E6F0DBDD-5AD****

请求的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project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ProjectNo
tExists

错误码。

调用是否成功。取值如下：
Success

Boolean

true

true：调用成功。
false：调用失败。

Data

Object

实例的列表。

PageNumber

Integer

1

页码数。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为100条。

T otalCount

Integer

66

实例的总数。

Instances

Array of Instance

实例的信息。

任务的状态，取值如下：
NOT _RUN（未运行）
WAIT _T IME（等待定时时间DueT ime或CycT ime到来）
WAIT _RESOURCE（等待资源）
Status

String

NOT _RUN

RUNNING（运行中）
CHECKING（下发给数据质量进行数据校检）
CHECKING_CONDIT ION（正在进行分支条件校检）
FAILURE（执行失败）
SUCCESS（执行成功）

CycT ime

Long

1590422400000

调度任务的运行时间。

BeginRunningT ime

Long

1590416703313

实例开始运行的时间。

FinishT ime

Long

1590416703313

调度任务的结束时间。

ErrorMessage

String

error message

实例运行的报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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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reateT ime

Long

1590416703313

实例的创建时间。

DagId

Long

33845

工作流的ID。

Priority

Integer

1

实例运行优先级，取值分为1、3、5、7和8。
取值越大，优先级越高。默认优先级为1。

任务实例的调度类型，取值如下：
NORMAL(0)：正常调度任务。该任务被日常调度。
MANUAL(1)：手动任务。该任务不会被日常调度。
PAUSE(2)：冻结任务。该任务被日常调度，但启动调度
时直接被置为失败状态。
SKIP(3)：空跑任务。该任务被日常调度，但启动调度时
直接被置为成功状态。
T askT ype

String

NORMAL(0)

SKIP_UNCHOOSE(4)：临时工作流中未选择的任务，仅
存在于临时工作流中，启动调度时直接被置为成功状
态。
SKIP_CYCLE(5)：未到运行周期的周或月任务。该任务
被日常调度，但启动调度时直接被置为成功状态。
CONDIT ION_UNCHOOSE(6)：上游实例中有分支（IF）
节点，但是该下游节点未被分支节点选中，直接置为空
跑任务。
REALT IME_DEPRECAT ED(7)：实时生成的已经过期的周
期实例，该类型的任务直接被置为成功状态。

ParamValues

String

bizdate=$bizdate
tbods=$tbods

参数的信息。

Connection

String

odps_first

连接串。

BaselineId

Long

123123

基线ID。

DQC类型，取值如下：
DqcT ype

Integer

1

0表示有关联dqc。
1表示没有关联dqc。

工作流的类型，取值如下：
DAILY（日常调度）
DagT ype

String

DAILY

MANUAL（手动任务）
SMOKE_T EST （冒烟测试）
SUPPLY_DAT A（补数据）

BusinessId

415

Long

123

业务流程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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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示例值

描述
实例还可以重跑的次数。取值可以为空、以及大于等于0的
整数。
取值为空，表示该实例对应的节点没有设置重跑次数。

T askRerunT ime

Integer

0

取值为0，表示该实例对应的节点不能再重跑。
取值为大于0的整数（假设为n），表示该实例对应的节
点剩余重跑次数为n。例如，该参数取值为1，则剩余重
跑次数为1，取值为2，则剩余重跑次数为2，以此类
推。

ModifyT ime

Long

1590416703313

调度任务的最新修改时间。

Repeatability

Boolean

true

实例任务是否可以重复执行。

RepeatInterval

Long

60000

调度任务运行出错后，重新调整调度频率，单位为毫秒
（ms）。

InstanceId

Long

1234

实例的ID。

BeginWaitResT ime

Long

1590416703313

实例任务开始等待资源的时间。

RelatedFlowId

Long

123456

关联的业务流程ID。

Bizdate

Long

1590336000000

执行调度任务的日期。通常为该任务运行时间的前一天。

NodeName

String

kzh

节点的名称。

BeginWaitT imeT im
e

Long

1590416703313

实例任务开始等待调度的时间。

DqcDescription

String

[{"projectName":"ztjy_di
m","tableName":"dim_u
ser_agent_manage_area
_a","partition":"ds\u003
d$[yyyy-mm-dd-1]"}]

DQC分区规则串。

NodeId

Long

33115

节点的ID。

CreateUser

String

T est

触发实例运行的用户。例如，用户T est触发补数据实例运
行，则CreateUser为T est。

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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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ListInstances
&ProjectEnv=PROD
&NodeId=100000000000
&NodeName=openmr_8****
&Owner=193379****
&ProjectId=12345
&BizName=test_bizName
&ProgramType=ODPS_SQL
&PageNumber=1
&PageSize=10
&DagId=11111
&Bizdate=2020-02-02 00:00:00
&BeginBizdate=2020-02-02 00:00:00
&EndBizdate=2020-02-03 00:00:0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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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ListInstances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RequestId>E6F0DBDD-5AD****</RequestId>
<ErrorMessage>The project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ErrorCode>Invalid.Tenant.ProjectNotExists</Error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ata>
<PageNumber>1</PageNumber>
<PageSize>10</PageSize>
<TotalCount>66</TotalCount>
<Instances>
<Status>NOT_RUN</Status>
<CycTime>1590422400000</CycTime>
<BeginRunningTime>1590416703313</BeginRunningTime>
<FinishTime>1590416703313</FinishTime>
<ErrorMessage>error message</ErrorMessage>
<CreateTime>1590416703313</CreateTime>
<DagId>33845</DagId>
<Priority>1</Priority>
<TaskType>NORMAL(0)</TaskType>
<ParamValues>bizdate=$bizdate tbods=$tbods</ParamValues>
<Connection>odps_first</Connection>
<BaselineId>123123</BaselineId>
<DqcType>1</DqcType>
<DagType>DAILY</DagType>
<BusinessId>123</BusinessId>
<TaskRerunTime>0</TaskRerunTime>
<ModifyTime>1590416703313</ModifyTime>
<Repeatability>true</Repeatability>
<RepeatInterval>60000</RepeatInterval>
<InstanceId>1234</InstanceId>
<BeginWaitResTime>1590416703313</BeginWaitResTime>
<RelatedFlowId>123456</RelatedFlowId>
<Bizdate>1590336000000</Bizdate>
<NodeName>kzh</NodeName>
<BeginWaitTimeTime>1590416703313</BeginWaitTimeTime>
<DqcDescription>[{"projectName":"ztjy_dim","tableName":"dim_user_agent_manage_area_a","partition
":"ds\u003d$[yyyy-mm-dd-1]"}]</DqcDescription>
<NodeId>33115</NodeId>
<CreateUser>Test</CreateUser>
</Instances>
</Data>
</ListInstances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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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RequestId" : "E6F0DBDD-5AD****",
"ErrorMessage" : "The project does not exist.",
"ErrorCode" : "Invalid.Tenant.ProjectNotExists",
"Success" : true,
"Data" : {
"PageNumber" : 1,
"PageSize" : 10,
"TotalCount" : 66,
"Instances" : {
"Status" : "NOT_RUN",
"CycTime" : 1590422400000,
"BeginRunningTime" : 1590416703313,
"FinishTime" : 1590416703313,
"ErrorMessage" : "error message",
"CreateTime" : 1590416703313,
"DagId" : 33845,
"Priority" : 1,
"TaskType" : "NORMAL(0)",
"ParamValues" : "bizdate=$bizdate tbods=$tbods",
"Connection" : "odps_first",
"BaselineId" : 123123,
"DqcType" : 1,
"DagType" : "DAILY",
"BusinessId" : 123,
"TaskRerunTime" : 0,
"ModifyTime" : 1590416703313,
"Repeatability" : true,
"RepeatInterval" : 60000,
"InstanceId" : 1234,
"BeginWaitResTime" : 1590416703313,
"RelatedFlowId" : 123456,
"Bizdate" : 1590336000000,
"NodeName" : "kzh",
"BeginWaitTimeTime" : 1590416703313,
"DqcDescription" : "[{\"projectName\":\"ztjy_dim\",\"tableName\":\"dim_user_agent_manage_area_a\",\"pa
rtition\":\"ds\\u003d$[yyyy-mm-dd-1]\"}]",
"NodeId" : 33115,
"CreateUser" : "Test"
}
}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22. GetInstanceLog
调用Get Inst anceLog获取实例的日志。
超过7天的实例可能查不到日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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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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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InstanceLog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Get Inst anceLo g 。

InstanceId

Long

是

1234

实例的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是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ProjectEnv

String

是

PROD

工作空间的环境，包括PROD和DEV。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Data

String

log_content

日志的内容。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6F0DBDD-5AD****

请求的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InstanceLog
&InstanceId=1234
&ProjectEnv=PROD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GetInstanceLog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log_content</Data>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RequestId>E6F0DBDD-5AD****</RequestId>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Success>true</Success>
</GetInstanceLog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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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Data" : "log_content",
"ErrorMessage" :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RequestId" : "E6F0DBDD-5AD****",
"ErrorCode" :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23. StopInstance
调用St opInst ance终止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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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StopInstanc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St o pInst ance 。

InstanceId

Long

是

1234

实例的ID。您可以调用ListInstances获取。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是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ProjectEnv

String

是

PROD

工作空间的环境，包括PROD和DEV。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Data

Boolean

true

调用停止实例接口后，返回的结果详情。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6F0DBDD-5AD****

请求的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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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StopInstance
&InstanceId=1234
&ProjectEnv=PROD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StopInstanceResponse>
<RequestId>E6F0DBDD-5AD****</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true</Data>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StopInstance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E6F0DBDD-5AD****",
"HttpStatusCode" : 200,
"Data" : true,
"ErrorCode" :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ErrorMessage" :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24. RestartInstance
调用Rest art Inst ance重启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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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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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RestartInstance

要执行的操作。

InstanceId

Long

是

1234

实例的ID。

ProjectEnv

String

是

PROD

工作空间的环境，包括PROD和DEV。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是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ata

Boolean

true

调用重启实例接口后，返回的结果详情。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q32ety****

请求的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RestartInstance
&InstanceId=1234
&ProjectEnv=PROD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q32ety****</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true</Data>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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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q32ety****",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true,
"ErrorCode":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ErrorMessage":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25. SetSuccessInstance
调用Set SuccessInst ance，重置失败状态的实例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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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SetSuccessInstanc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Set SuccessInst ance 。

InstanceId

Long

是

1234

实例的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是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ProjectEnv

String

是

PROD

工作空间的环境，包括PROD和DEV。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Data

Boolean

true

调用SetSuccessInstance接口后，是否返回结果详情。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6F0DBDD-5AD****

请求ID。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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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SetSuccessInstance
&InstanceId=1234
&ProjectEnv=PROD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SetSuccessInstance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true</Data>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RequestId>E6F0DBDD-5AD****</RequestId>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Success>true</Success>
</SetSuccessInstance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Data" : true,
"ErrorMessage" :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RequestId" : "E6F0DBDD-5AD****",
"ErrorCode" :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26. SuspendInstance
调用SuspendInst ance暂停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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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SuspendInstance

要执行的操作。

InstanceId

Long

是

1234

实例的ID。

ProjectEnv

String

是

PROD

工作空间的环境，包括PROD和D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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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RegionId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示例值

描述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是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ata

Boolean

true

调用SuspendInstance接口后，返回的结果详情。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ProjectNo
tExists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baf87f0159376****

请求的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SuspendInstance
&InstanceId=1234
&ProjectEnv=PROD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格式

XML

<RequestId>0baf87f0159376****</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true</Data>
<ErrorCode>Invalid.Tenant.ProjectNotExists</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baf87f0159376****",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true,
"ErrorCode": "Invalid.Tenant.ProjectNotExists",
"ErrorMessage":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Success":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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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27. ResumeInstance
调用ResumeInst ance恢复暂停状态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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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ResumeInstance

要执行的操作。

InstanceId

Long

是

1234

实例的ID。

ProjectEnv

String

是

PROD

工作空间的环境，包括PROD和DEV。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是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RegionId

String

是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ata

Boolean

true

调用ResumeInstance接口后，返回的结果详情。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E6F0DBDD-5AD****

请求的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ResumeInstance
&InstanceId=1234
&ProjectEnv=PROD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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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返回示例
格式

XML

<RequestId>E6F0DBDD-5AD****</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true</Data>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6F0DBDD-5AD****",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true,
"ErrorCode":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ErrorMessage":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28. RunCycleDagNodes
调用RunCycleDagNodes创建补数据工作流。
补数据相关内容，详情请参见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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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RunCycleDagNode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RunCycleDagNo des 。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是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ProjectEnv

String

是

PROD

工作空间的环境，PROD表示生产环境，DEV表示开
发环境。

StartBizDate

String

是

2020-05-20 00:00:00

补数据的起始业务日期。格式为yyyy-MM-dd
00:00:00。

Name

String

是

xm_test

工作流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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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RootNodeId

Long

是

1234

补数据的起始节点ID。您可以通过调
用ListNodes接口获取节点ID。

ExcludeNodeIds

String

否

1234,123465

无需补数据的节点ID列表，在这个列表中的节点会
生成空跑实例，空跑实例被调度后会直接运行成
功，不会执行脚本内容。

BizBeginT ime

String

否

00:00:00

任务的开始时间。仅小时调度任务需要设置该参
数，格式为HH:mm:ss，取值范围为
00:00:00~23:59:59。

BizEndT ime

String

否

01:00:00

任务的结束时间。仅小时调度任务需要设置该参
数，格式为HH:mm:ss，取值范围为
00:00:00~23:59:59。

Parallelism

Boolean

是

false

是否可以同时对多个节点进行补数据操作。

EndBizDate

String

是

2020-05-21 00:00:00

补数据的结束业务日期。格式为yyyy-MM-dd
00:00:00。

NodeParams

String

否

{74324:"a=123
b=456"}

配置为一个JSON字符串，Key为节点ID，Value为参
数的实际取值。

IncludeNodeIds

String

是

74324,74325

补数据的节点ID。对多个节点补数据时，多个节点
ID使用逗号（,）分隔。您可以通过调
用ListNodes接口获取节点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E6F0DBDD-5AD****

请求的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Data

Array of Long

111

工作流ID的列表。

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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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RunCycleDagNodes
&ProjectEnv=PROD
&StartBizDate=2020-05-20 00:00:00
&Name=xm_test
&RootNodeId=1234
&ExcludeNodeIds=1234,123465
&BizBeginTime=00:00:00
&BizEndTime=01:00:00
&Parallelism=false
&EndBizDate=2020-05-21 00:00:00
&NodeParams={74324:"key1=val1 key2=val"}
&IncludeNodeIds=74324,74325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RunCycleDagNodes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RequestId>&gt;E6F0DBDD-5AD****</RequestId>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Data>111</Data>
</RunCycleDagNodes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RequestId" : "&gt;E6F0DBDD-5AD****",
"ErrorMessage" :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Success" : true,
"ErrorCode" :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Data" : 111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29. RunSmokeTest
调用RunSmokeT est 创建冒烟测试工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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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RunSmokeT est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RunSmo keT 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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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RegionId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示例值

描述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是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工作空间的环境，包括PROD（生产环境）和
DEV（开发环境）。

ProjectEnv

String

是

PROD

Bizdate

String

是

2020-05-26 00:00:00

业务日期。

Name

String

是

xm_create_test

工作流的名称。

NodeId

Long

是

1234

节点的ID。您可以调用ListNodes接口获取节点ID。

NodeParams

String

否

bizdate=$bizdate
tbods=$tbods

节点的参数。配置为一个JSON字符串，Key为节点
ID，Value为参数实际取值。

简单模式的工作空间无开发环境，详情请参见简单
模式和标准模式的工作空间。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Data

Long

3333333

工作流的ID。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6F0DBDD-5AD****

请求的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Success

Boolean

fals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RunSmokeTest
&ProjectEnv=PROD
&Bizdate=2020-05-26 00:00:00
&Name=xm_create_test
&NodeId=1234
&NodeParams=bizdate=$bizdate tbods=$tbods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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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RunSmokeTest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3333333</Data>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RequestId>E6F0DBDD-5AD****</RequestId>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Success>false</Success>
</RunSmokeTest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Data" : 3333333,
"ErrorMessage" :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RequestId" : "E6F0DBDD-5AD****",
"ErrorCode" :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Success" : false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30. ListSuccessInstanceAmount
调用List SuccessInst anceAmount ，获取业务日期当天生成的周期实例任务，在业务日期的不同整点时刻，运行成功的实例数量
统计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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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SuccessInstanceA
mount

要执行的操作。

ProjectId

Long

是

9527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管控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RegionId

String

是

返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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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InstanceStatusT ren
d

Struct

在业务日期的不同时刻，运行成功的实例数量统计趋势数
据。

AvgT rend

Array of AvgT rend

历史平均趋势。

Count

Integer

10

运行成功的实例数量。

T imePoint

String

01:00

时间点。取值范围为00:00～23:00中的整点小时时间，例
如00:00、01:00、02:00等等。

T odayT rend

Array of
T odayT rend

Count

Integer

10

运行成功的实例数量。

T imePoint

String

01:00

时间点。取值范围为00:00～23:00中的整点小时时间，例
如00:00、01:00、02:00等等。

YesterdayT rend

Array of
YesterdayT rend

Count

Integer

10

运行成功的实例数量。

T imePoint

String

01:00

时间点。取值范围为00:00～23:00中的整点小时时间，例
如00:00、01:00、02:00等等。

RequestId

String

952795279527ab****

请求ID。用于出现错误后排查问题。

业务日期当天的趋势。

业务日期前一天的趋势。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SuccessInstanceAmount
&ProjectId=9527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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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952795279527ab****</RequestId>
<InstanceStatusTrend>
<YesterdayTrend>
<TimePoint>01:00</TimePoint>
<Count>10</Count>
</YesterdayTrend>
<AvgTrend>
<TimePoint>01:00</TimePoint>
<Count>10</Count>
</AvgTrend>
<TodayTrend>
<TimePoint>01:00</TimePoint>
<Count>10</Count>
</TodayTrend>
</InstanceStatusTrend>

JSON 格式
{
"RequestId": "952795279527ab****",
"InstanceStatusTrend": {
"YesterdayTrend": {
"TimePoint": "01:00",
"Count": 10
},
"AvgTrend": {
"TimePoint": "01:00",
"Count": 10
},
"TodayTrend": {
"TimePoint": "01:00",
"Count": 10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Forbidden.Not.Server

T he dataworksAPI service is not
available in this area. Please try it in
another area.

该地域还未开放DataWorks的API服务，请
尝试其它地域。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03

ResourceNotAuthorized.
Api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access the
resources.

您无法访问未取得授权的资源。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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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29

T hrottling.Resource

You have reached the limit for the
resource. Please contact us by
submitting a ticket.

该资源已经达到您的使用上限，请提交工
单进行咨询。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500

Forbidden.Wkbench.Proj
ectNoPermission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access the
workspace.

工作空间无权限。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31. ListInstanceAmount
调用List Inst anceAmount 获取指定时间段周期实例数量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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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InstanceAmount

要执行的操作。

BeginDate

String

是

2021-0613T 00:00:00+0800

开始业务日期，精确到天。该参数需要配置为yyyyMM-dd'T 'HH:mm:ssZ的UT C格式。

EndDate

String

是

2021-0616T 00:00:00+0800

结束业务日期，精确到天。该参数需要配置为yyyyMM-dd'T 'HH:mm:ssZ的UT C格式。

ProjectId

Long

是

10000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管控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RegionId

String

是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InstanceCounts

Array of
IntanceCou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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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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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unt

Integer

9527

周期实例的数量。

Date

Long

1623772800000

获取周期实例数量的业务日期，此处显示业务日期对应的
时间戳。

RequestId

String

95279527adhfj****

请求ID。用于出现错误后排查问题。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InstanceAmount
&BeginDate=2021-06-13T00:00:00+0800
&EndDate=2021-06-16T00:00:00+0800
&ProjectId=10000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95279527adhfj****</RequestId>
<InstanceCounts>
<Count>319</Count>
<Date>1623513600000</Date>
</InstanceCounts>
<InstanceCounts>
<Count>320</Count>
<Date>1623600000000</Date>
</InstanceCounts>
<InstanceCounts>
<Count>320</Count>
<Date>1623686400000</Date>
</InstanceCounts>
<InstanceCounts>
<Count>320</Count>
<Date>1623772800000</Date>
</InstanceCounts>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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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95279527adhfj****",
"InstanceCounts": [
{
"Count": 319,
"Date": 1623513600000
},
{
"Count": 320,
"Date": 1623600000000
},
{
"Count": 320,
"Date": 1623686400000
},
{
"Count": 320,
"Date": 1623772800000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Forbidden.Not.Server

T he dataworksAPI service is not
available in this area. Please try it in
another area.

该地域还未开放DataWorks的API服务，请
尝试其它地域。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03

ResourceNotAuthorized.
Api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access the
resources.

您无法访问未取得授权的资源。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Resource

You have reached the limit for the
resource. Please contact us by
submitting a ticket.

该资源已经达到您的使用上限，请提交工
单进行咨询。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500

Forbidden.Wkbench.NoP
roject

You have not joined any project.

尚未加入任何工作空间。

500

Invalid.Wkbench.Paramet
er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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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32. TopTenElapsedTimeInstance
调用T opT enElapsedT imeInst ance获取已运行完成（即运行状态为成功或失败）的实例运行时长的排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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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T opT enElapsedT imeI
nstance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T o pT enElapsedT imeInst ance 。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ProjectId

Long

是

100000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管控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6347364dadsfadf****

请求ID。用于出现错误后排查问题。

InstanceConsumeT i
meRank

Object

UpdateT ime

Long

ConsumeT imeRank

Array of
ConsumeT imeRank

Owner

String

952795279527

节点责任人的阿里云UID。

NodeName

String

节点名称

节点的名称。

BusinessDate

Long

1600963200000

实例运行的业务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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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运行时长排行更新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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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示例值

描述
任务的类型。
常见的类型如下：
6（Shell）、10（ODPS SQL）、11（ODPS MR）、
23（数据集成）、24（ODPS Script）、99（虚拟节
点）、221（PyODPS 2）、225（ODPS Spark）、
227（EMR Hive）、228（EMR Spark）、229（EMR
Spark SQL）、230（EMR MR）、239（OSS对象检查）、
257（EMR Shell）、258（EMR Spark Shell）、
259（EMR Presto）、260（EMR Impala）、900（实时
同步）、1089（跨租户节点）、1091（Hologres开
发）、1093（Hologres SQL）、1100（赋值节点）、
1221（PyODPS 3）。

ProgramT ype

Integer

10

InstanceId

Long

95279527

实例ID。

NodeId

Long

9527

任务节点的ID。

Consumed

Long

1000

实例运行时长，单位为s。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TopTenElapsedTimeInstance
&BusinessDate=2020-09-21T00:00:00+0800
&ProjectId=100000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TopTenElapsedTimeInstanceResponse>
<RequestId>6347364dadsfadf****</RequestId>
<InstanceConsumeTimeRank>
<UpdateTime>1600963200000</UpdateTime>
<ConsumeTimeRank>
<Owner>952795279527</Owner>
<BusinessDate>1600963200000</BusinessDate>
<InstanceId>95279527</InstanceId>
<NodeName>节点名称</NodeName>
<NodeId>9527</NodeId>
<Consumed>1000</Consumed>
<ProgramType>10</ProgramType>
</ConsumeTimeRank>
</InstanceConsumeTimeRank>
</TopTenElapsedTimeInstance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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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6347364dadsfadf****",
"InstanceConsumeTimeRank" : {
"UpdateTime" : 1600963200000,
"ConsumeTimeRank" : {
"Owner" : 952795279527,
"BusinessDate" : 1600963200000,
"InstanceId" : 95279527,
"NodeName" : "节点名称",
"NodeId" : 9527,
"Consumed" : 1000,
"ProgramType" : 10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Forbidden.Not.Server

T he dataworksAPI service is not
available in this area. Please try it in
another area.

该地域还未开放DataWorks的API服务，请
尝试其它地域。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Forbidden.Wkbench.Proj
ectNoPermission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access the
workspace.

工作空间无权限。

403

ResourceNotAuthorized.
Api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access the
resources.

您无法访问未取得授权的资源。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Resource

You have reached the limit for the
resource. Please contact us by
submitting a ticket.

该资源已经达到您的使用上限，请提交工
单进行咨询。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33. TopTenErrorTimesIn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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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T opT enErrorT imesInst ance获取近一个月节点的出错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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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T opT enErrorT imesIns
tance

要执行的操作。

ProjectId

Long

是

9527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管控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RegionId

String

是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InstanceErrorRank

Struct

节点出错的排行数据。

ErrorRank

Array of ErrorRank

节点近一个月出错排行数据。

Count

Integer

5

节点出错的次数。

NodeId

Long

9527

节点的ID。

NodeName

String

节点名称

节点的名称。

Owner

String

952795279527

节点责任人的阿里云UID。

节点任务的类型。
常用的类型如下：

ProgramT ype

Integer

10

ProjectId

Long

9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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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hell）、10（ODPS SQL）、11（ODPS MR）、
23（数据集成）、24（ODPS Script）、99（虚拟节
点）、221（PyODPS 2）、225（ODPS Spark）、
227（EMR Hive）、228（EMR Spark）、229（EMR
Spark SQL）、230（EMR MR）、239（OSS对象检查）、
257（EMR Shell）、258（EMR Spark Shell）、
259（EMR Presto）、260（EMR Impala）、900（实时
同步）、1089（跨租户节点）、1091（Hologres开
发）、1093（Hologres SQL）、1100（赋值节点）、
1221（PyODPS 3）。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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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UpdateT ime

Long

1600963200000

出错排行更新的时间戳。

RequestId

String

952795279527****

请求ID。用于出现错误后排查问题。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TopTenErrorTimesInstance
&ProjectId=9527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952795279527****</RequestId>
<InstanceErrorRank>
<UpdateTime>1600963200000</UpdateTime>
<ErrorRank>
<Owner>952795279527</Owner>
<NodeName>节点名称</NodeName>
<ProjectId>9527</ProjectId>
<NodeId>9527</NodeId>
<ProgramType>10</ProgramType>
<Count>5</Count>
</ErrorRank>
</InstanceErrorRank>

JSON 格式
{
"RequestId": "952795279527****",
"InstanceErrorRank": {
"UpdateTime": 1600963200000,
"ErrorRank": {
"Owner": 952795279527,
"NodeName": "节点名称",
"ProjectId": 9527,
"NodeId": 9527,
"ProgramType": 10,
"Count": 5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Forbidden.Not.Server

T he dataworksAPI service is not
available in this area. Please try it in
another area.

该地域还未开放DataWorks的API服务，请
尝试其它地域。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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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03

ResourceNotAuthorized.
Api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access the
resources.

您无法访问未取得授权的资源。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Resource

You have reached the limit for the
resource. Please contact us by
submitting a ticket.

该资源已经达到您的使用上限，请提交工
单进行咨询。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500

Forbidden.Wkbench.Proj
ectNoPermission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access the
workspace.

工作空间无权限。

500

Invalid.Wkbench.Paramet
er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参数错误。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34. GetFileTypeStatistic
调用Get FileT ypeSt at ist ic获取节点任务类型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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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FileT ypeStatistic

要执行的操作。

ProjectEnv

String

是

PROD

工作空间的环境，包括DEV（开发环境）和
PROD（生产环境）。

ProjectId

Long

是

123465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管控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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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RegionId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示例值

描述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是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ProgramT ypeAndC
ounts

Array of
ProgramT ypeAndC
ount

Count

Integer

示例值

描述

节点的类型和数量。

1

节点的数量。

节点的类型。
常用的类型如下：

ProgramT ype

String

ODPS_SQL

RequestId

String

SDFSDFSDF-SDFSDFSDFDSF-SDFSDF

6（Shell）、10（ODPS SQL）、11（ODPS MR）、
23（数据集成）、24（ODPS Script）、99（虚拟节
点）、221（PyODPS 2）、225（ODPS Spark）、
227（EMR Hive）、228（EMR Spark）、229（EMR
Spark SQL）、230（EMR MR）、239（OSS对象检查）、
257（EMR Shell）、258（EMR Spark Shell）、
259（EMR Presto）、260（EMR Impala）、900（实时
同步）、1089（跨租户节点）、1091（Hologres开
发）、1093（Hologres SQL）、1100（赋值节点）、
1221（PyODPS 3）。

请求的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FileTypeStatistic
&ProjectEnv=PROD
&ProjectId=123465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SDFSDFSDF-SDFSDF-SDFDSF-SDFSDF</RequestId>
<ProgramTypeAndCounts>
<Count>1</Count>
<ProgramType>ODPS_SQL</ProgramType>
</ProgramTypeAndCounts>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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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SDFSDFSDF-SDFSDF-SDFDSF-SDFSDF",
"ProgramTypeAndCounts": {
"Count": 1,
"ProgramType": "ODPS_SQL"
}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35. GetInstanceStatusStatistic
调用Get Inst anceSt at usSt at ist ic获取实例任务不同运行状态的数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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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InstanceStatusSta
tistic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Get Inst anceSt at usSt at ist ic 。

ProjectId

Long

是

1234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管控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ProjectEnv

String

是

PROD

运行的环境，包括PROD（生产环境）和DEV（开发
环境）。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是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BizDate

String

是

2020-01-01

获取不同实例状态数量的业务日期。

调度的类型，取值如下：
NORMAL：周期调度
SchedulerT ype

String

否

NORMAL

MANUAL：手动调度
PAUSE：暂停调度
SKIP：空跑
Dag T ype的类型：
MANUAL：手动任务工作流

DagT ype

String

否

MANUAL

SMOKE_T EST ：冒烟测试工作流
SUPPLY_DAT A：补数据
BUSINESS_PROCESS_DAG：一次性业务流程工
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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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StatusCount

Object

FailureCount

Integer

1

运行失败的实例数量。

WaitT imeCount

Integer

1

等待运行的实例数量。

RunningCount

Integer

1

运行中的实例数量。

SuccessCount

Integer

1

运行成功的实例数量。

T otalCount

Integer

1

实例的总数。

NotRunCount

Integer

1

未运行的实例数量。

WaitResCount

Integer

1

等待资源的实例数量。

实例状态的数量统计。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InstanceStatusStatistic
&ProjectId=1234
&ProjectEnv=PROD
&BizDate=2020-01-01
&SchedulerType=NORMAL
&DagType=MANUAL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GetInstanceStatusStatisticResponse>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StatusCount>
<FailureCount>1</FailureCount>
<WaitTimeCount>1</WaitTimeCount>
<RunningCount>1</RunningCount>
<SuccessCount>1</SuccessCount>
<TotalCount>1</TotalCount>
<NotRunCount>1</NotRunCount>
<WaitResCount>1</WaitResCount>
</StatusCount>
</GetInstanceStatusStatistic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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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0000-ABCD-EFG****",
"StatusCount" : {
"FailureCount" : 1,
"WaitTimeCount" : 1,
"RunningCount" : 1,
"SuccessCount" : 1,
"TotalCount" : 1,
"NotRunCount" : 1,
"WaitResCount" : 1
}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36. ListFileType
调用List FileT ype查询任务节点的类型信息，包括类型Code和类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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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FileT ype

要执行的操作。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请求数据的页码数。

PageSize

Integer

是

50

每页显示的数据条数，最大值为100。

RegionId

String

是

cn-zhangjiakou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10000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管控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该参数与ProjectIdentifier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
一，用来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
空间。

ProjectId

ProjectIdentifier

Long

String

否

否

dw_project

DataWorks工作空间名称。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名
称。
该参数与ProjectId参数，二者必须设置其一，用来
确定本次API调用操作的DataWorks工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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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节点类型的名称。您可以登录DataWorks控制台，
进入数据开发界面，在左侧导航栏查看某类型节点
的名称。配置说明如下：

Keyword

String

否

支持查看中英文名称，但该参数查看的名称语言
需要与Locale参数的语言类型一致。

ODPS SQL

支持模糊搜索。
如果不配置该参数，则会返回所有节点类型的名
称。

Locale

String

否

选择查询的语言，支持查询zh-CN和en-US语言的
节点类型信息。

zh-CN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NodeT ypeInfoList

Struct

返回的节点类型信息列表。

NodeT ypeInfo

Array of
NodeT ypeInfo

单个节点类型的信息。

节点类型的Code信息。
常用的代码及名称类型对应关系如下：

NodeT ype

Integer

10

6（Shell）、10（ODPS SQL）、11（ODPS MR）、
23（数据集成）、24（ODPS Script）、99（虚拟节
点）、221（PyODPS 2）、225（ODPS Spark）、
227（EMR Hive）、228（EMR Spark）、229（EMR
Spark SQL）、230（EMR MR）、239（OSS对象检查）、
257（EMR Shell）、258（EMR Spark Shell）、
259（EMR Presto）、260（EMR Impala）、900（实时
同步）、1089（跨租户节点）、1091（Hologres开
发）、1093（Hologres SQL）、1100（赋值节点）、
1221（PyODPS 3）。

节点类型的名称。
常用的代码及名称类型对应关系如下：

NodeT ypeName

String

ODPS SQL

PageNumber

Integ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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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PageSize

Integer

50

当前数据页显示的数据条数。

T otalCount

Integer

127

满足查询条件的数据总条数。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ID。用于出现错误后排查问题。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FileType
&PageNumber=1
&PageSize=50
&RegionId=cn-zhangjiakou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NodeTypeInfoList>
<TotalCount>127</TotalCount>
<PageSize>5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NodeTypeInfo>
<NodeTypeName>ODPS SQL</NodeTypeName>
<NodeType>10</NodeType>
</NodeTypeInfo>
</NodeTypeInfoList>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000-ABCD-EFG****",
"NodeTypeInfoList": {
"TotalCount": 127,
"PageSize": 50,
"PageNumber": 1,
"NodeTypeInfo": {
"NodeTypeName": "ODPS SQL",
"NodeType": 10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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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37. RunManualDagNodes
调用RunManualDagNodes执行手动业务流程。手动业务流程必须已经在环境界面提交发布，提交发布后运维中心才会显示对应
手动业务流程，您才可以使用该接口调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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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RunManualDagNode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RunManualDagNodes。

BizDate

String

是

2020-11-11 00:00:00

业务日期的值为小于等于当前日期-1天。例如，今
天是2020年11月11日，则业务日期需要是2020年
11月10日的00:00:00或者该日期之前的日期。业
务日期的时分秒信息均填写00。

FlowName

String

是

test_workflow

手动业务流程的名称。

ProjectEnv

String

是

PROD或者DEV

调度运维中心的环境标识。PROD表示生产环
境，DEV表示开发环境。

ProjectName

String

是

test_workspace

手动业务流程所属的工作空间英文名称。

是

cn-shanghai

地域的信息，通常是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否

{"20000123121":
"key1=val2
key2=val2",
"20000123124":
"kkkk=vvvvv
aaaa=bbbb"}

传递手动业务流程执行时的节点参数信息，一个
JSON格式： { "<手动业务流程内部的某个节点
ID>": "节点的调度参数信息，和数据开发调度配置
里面的参数格式保持一致", "<手动业务流程内部的
某个节点ID>": "节点的调度参数信息，和数据开发
调度配置里面的参数格式保持一致" }

RegionId

Node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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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DagParameters

String

否

{"kaaaa": "vaaaaa",
"kbbbb": "vbbbbb"}

业务流程参数，该参数会同步至本次Dag的所有实
例中。如果内部节点的调度参数引用了
DagParameters中的业务流程参数，则节点的对应
参数值会被替换为DagParameter中的业务流程参
数。

IncludeNodeIds

String

否

74324,74325

如果需要运行手动业务流程里面部分节点ID，可以
设置该参数。多个节点ID使用逗号（,）分隔。您可
以通过调用ListNodes接口获取节点ID。

ExcludeNodeIds

String

否

123,456

如果不需要运行业务流程里面的部分节点ID列表，
在这个列表中的节点会生成空跑实例，空跑实例被
调度后会直接运行成功，不会执行脚本内容。多个
节点ID使用逗号（,）分隔。

ProjectId

Long

否

123

项目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agId

Long

700000123123141

手动业务流程运行Dag的实例ID。您可以通过接口和该
DagId查询此次手动业务流程运行的内部节点实例的详细
信息和状态。

RequestId

String

AASFDFSDFG-DFSDFDFSDFD-SDFSDF

请求唯一标识。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RunManualDagNodes
&BizDate=2020-11-11 00:00:00
&FlowName=test_workflow
&NodeParameters={"20000123121": "key1=val2 key2=val2", "20000123124": "kkkk=vvvvv aaaa=bbbb"}
&ProjectEnv=PROD或者DEV
&ProjectName=test_workspace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AASFDFSDFG-DFSDF-DFSDFD-SDFSDF</RequestId>
<DagId>700000123123141</DagId>

JSON 格式
{
"RequestId": "AASFDFSDFG-DFSDF-DFSDFD-SDFSDF",
"DagId": 700000123123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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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38. ListManualDagInstances
调用List ManualDagInst ances获取手动执行的业务流程实例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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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ManualDagInstanc
es

要执行的操作。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是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ProjectEnv

String

是

RPOD

运维中心的调度环境标识，包括PROD（生产环境）
和DEV（开发环境）。

ProjectName

String

是

test_workspace

手动业务流程所属的工作空间名称。您可以进
入DataWorks控制台，在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

DagId

String

是

7000001231241

触发手动业务流程运行的Dag实例ID。您可以调
用RunManualDagNodes接口获取。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SDFSDFSDF-SDFSDFSDFDSF-SDFSDF

请求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Instances

Array of Instances

手动业务流程的内部实例列表。

实例任务的状态，取值如下：
NOT _RUN（未运行）
WAIT _T IME（等待定时时间DueT ime或CycleT ime到
来）
Status

String

SUCCESS

WAIT _RESOURCE（等待资源）
RUNNING（运行中）
CHECKING（下发给数据质量进行数据校检）
CHECKING_CONDIT ION（正在进行分支条件校检）
FAILURE（执行失败）
SUCCESS（执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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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BeginRunningT ime

Long

1605178414676

BizDate

Long

1605178414676

业务日期。通常为该任务运行时间的前一天。

CycT ime

Long

1605178414676

实例任务的定时时间。

FinishT ime

Long

1605178414676

实例任务运行的结束时间。

CreateT ime

Long

1605178414676

实例任务的创建时间。

DagId

Long

350850491

手动业务流程实例的DagId。

InstanceId

Long

11726873619

内部实例ID。

BeginWaitResT ime

Long

1605178414676

实例任务开始等待资源的时间。

实例任务开始运行的时间。

实例任务的调度类型，取值如下：
NORMAL(0)：正常调度任务。该任务被日常调度。
MANUAL(1)：手动任务。该任务不会被日常调度。
PAUSE(2)：冻结任务。该任务被日常调度，但启动调度
时直接被置为失败状态。
SKIP(3)：空跑任务。该任务被日常调度，但启动调度时
直接被置为成功状态。
T askT ype

String

MANUAL

SKIP_UNCHOOSE(4)：临时工作流中未选择的任务，仅
存在于临时工作流中，启动调度时直接被置为成功状
态。
SKIP_CYCLE(5)：未到运行周期的周或月任务。该任务
被日常调度，但启动调度时直接被置为成功状态。
CONDIT ION_UNCHOOSE(6)：上游实例中有分支（IF）
节点，但是该下游节点未被分支节点选中，直接置为空
跑任务。
REALT IME_DEPRECAT ED(7)：实时生成的已经过期的周
期实例，该类型的任务直接被置为成功状态。

ParamValues

String

xxx=yyy

实例的参数信息。

DagT ype

String

5

手动业务流程的标识。

NodeName

String

test2

节点的名称。

BeginWaitT imeT im
e

Long

1605178414676

实例任务开始等待调度的时间。

NodeId

Long

37851

业务流程的内部节点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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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ModifyT ime

Long

1605178414676

最近一次修改实例任务的时间。

CreateUser

String

T est

触发实例运行的用户。例如，用户T est触发运行手动执行
的业务流程实例，则CreateUser为T est。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ManualDagInstances
&ProjectEnv=RPOD
&ProjectName=test_workspace
&DagId=700000123124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ListManualDagInstancesResponse>
<RequestId>SDFSDFSDF-SDFSDF-SDFDSF-SDFSDF</RequestId>
<Instances>
<Status>SUCCESS</Status>
<BeginRunningTime>1605178414676</BeginRunningTime>
<BizDate>1605178414676</BizDate>
<CycTime>1605178414676</CycTime>
<FinishTime>1605178414676</FinishTime>
<CreateTime>1605178414676</CreateTime>
<DagId>350850491</DagId>
<InstanceId>11726873619</InstanceId>
<BeginWaitResTime>1605178414676</BeginWaitResTime>
<TaskType>MANUAL</TaskType>
<ParamValues>xxx=yyy</ParamValues>
<DagType>5</DagType>
<NodeName>test2</NodeName>
<BeginWaitTimeTime>1605178414676</BeginWaitTimeTime>
<NodeId>37851</NodeId>
<ModifyTime>1605178414676</ModifyTime>
<CreateUser>Test</CreateUser>
</Instances>
</ListManualDagInstances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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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SDFSDFSDF-SDFSDF-SDFDSF-SDFSDF",
"Instances" : {
"Status" : "SUCCESS",
"BeginRunningTime" : 1605178414676,
"BizDate" : 1605178414676,
"CycTime" : 1605178414676,
"FinishTime" : 1605178414676,
"CreateTime" : 1605178414676,
"DagId" : 350850491,
"InstanceId" : 11726873619,
"BeginWaitResTime" : 1605178414676,
"TaskType" : "MANUAL",
"ParamValues" : "xxx=yyy",
"DagType" : 5,
"NodeName" : "test2",
"BeginWaitTimeTime" : 1605178414676,
"NodeId" : 37851,
"ModifyTime" : 1605178414676,
"CreateUser" : "Test"
}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39. GetDag
调用Get Dag，根据DagId获取Dag详情。Get Dag支持查询手动业务流程、手动任务、补数据的Dag详情信息，不支持查询日常
调度Dag详情。
Dag T ype的类型：
MANUAL：手动任务工作流
SMOKE_T EST ：冒烟测试工作流
SUPPLY_DAT A：补数据
BUSINESS_PROCESS_DAG：一次性业务流程工作流
Dag St at us的类型：
CREAT ED：已创建
RUNNING：运行中
FAILURE：运行失败
SUCCESS：运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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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Dag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Get Da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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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工作空间所在的地域。

DagId

Long

是

123141452344525

DagId可以是补数据CreateDagComplement，测
试CreateT est，执行手动业务流程
CreateManualDag等接口返回的DagId。

ProjectEnv

String

是

PROD

调度运维环境的标识：PROD表示生产环境，DEV表
示开发环境。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7782a299-b291-4fee8424-cf8058efa8e8

请求的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Data

Object

T ype

String

MANUAL_FLOW

DAG的类型，包括MANUAL（手动任务工作流）、
SMOKE_T EST （冒烟测试工作流）、SUPPLY_DAT A（补数
据）和BUSINESS_PROCESS_DAG（一次性业务流程工作
流）。

Status

String

FAILURE

DAG的状态，包括CREAT ED（已创建）、RUNNING（运行
中）、FAILURE（运行失败）和SUCCESS（运行成功）。

FinishT ime

Long

1605052800000

结束时间。

CreateT ime

Long

1605052800000

创建时间。

ProjectId

Long

112345

工作空间的ID。

DagId

Long

351249682

DagId。

Gmtdate

Long

1605052800000

Gmtdate。

StartT ime

Long

1605052800000

开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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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reateUser

String

1736629400048545

创建人。

Bizdate

Long

1605052800000

业务日期。

Name

String

test_dag

Dag的名称。

ModifyT ime

Long

1605052800000

修改时间。

OpSeq

Long

123

操作的标识码。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Dag
&DagId=123141452344525
&ProjectEnv=PROD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GetDag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RequestId>7782a299-b291-4fee-8424-cf8058efa8e8</RequestId>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ata>
<Type>MANUAL_FLOW</Type>
<Status>FAILURE</Status>
<FinishTime>1605052800000</FinishTime>
<CreateTime>1605052800000</CreateTime>
<ProjectId>112345</ProjectId>
<DagId>351249682</DagId>
<Gmtdate>1605052800000</Gmtdate>
<StartTime>1605052800000</StartTime>
<CreateUser>1736629400048545</CreateUser>
<Bizdate>1605052800000</Bizdate>
<Name>test_dag</Name>
<ModifyTime>1605052800000</ModifyTime>
<OpSeq>123</OpSeq>
</Data>
</GetDag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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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RequestId" : "7782a299-b291-4fee-8424-cf8058efa8e8",
"ErrorMessage" :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ErrorCode" :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Success" : true,
"Data" : {
"Type" : "MANUAL_FLOW",
"Status" : "FAILURE",
"FinishTime" : 1605052800000,
"CreateTime" : 1605052800000,
"ProjectId" : 112345,
"DagId" : 351249682,
"Gmtdate" : 1605052800000,
"StartTime" : 1605052800000,
"CreateUser" : 1736629400048545,
"Bizdate" : 1605052800000,
"Name" : "test_dag",
"ModifyTime" : 1605052800000,
"OpSeq" : 123
}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40. ListDags
根据OpSeq（补数据唯一标识）获取单次补数据的所有Dag详情。
Dag T ype的类型：
MANUAL：手动任务工作流
SMOKE_T EST ：冒烟测试工作流
SUPPLY_DAT A：补数据
BUSINESS_PROCESS_DAG：一次性业务流程工作流
Dag St at us的类型：
CREAT ED：已创建
RUNNING：运行中
FAILURE：运行失败
SUCCESS：运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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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Dag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List Dag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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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Dat aWorks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OpSeq

Long

是

123

补数据唯一标识。

ProjectEnv

String

是

PROD

调度运维环境的标识：PROD表示生产环境，DEV表
示开发环境。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7782a299-b291-4fee8424-cf8058efa8e8

请求的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Data

Object

Dag的详情信息。

Dags

Array of Dag

返回的实体。

T ype

String

MANUAL_FLOW

DAG的类型，包括MANUAL（手动任务工作流）、
SMOKE_T EST （冒烟测试工作流）、SUPPLY_DAT A（补数
据）和BUSINESS_PROCESS_DAG（一次性业务流程工作
流）。

Status

String

FAILURE

DAG的状态，包括CREAT ED（已创建）、RUNNING（运行
中）、FAILURE（运行失败）和SUCCESS（运行成功）。

FinishT ime

Long

1605052800000

结束时间。

CreateT ime

Long

1605052800000

创建时间。

ProjectId

Long

112345

工作空间的ID。

DagId

Long

351249682

Dag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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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Gmtdate

Long

1605052800000

Gmtdate。

StartT ime

Long

1605052800000

开始时间。

CreateUser

String

1736629400048545

创建人。

Bizdate

Long

1605052800000

业务日期。

Name

String

test_dag

Dag的名称。

ModifyT ime

Long

1605052800000

修改时间。

OpSeq

Long

123

操作的标识码。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Dags
&OpSeq=123
&ProjectEnv=PROD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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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ListDags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RequestId>7782a299-b291-4fee-8424-cf8058efa8e8</RequestId>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ata>
<Dags>
<Type>MANUAL_FLOW</Type>
<Status>FAILURE</Status>
<FinishTime>1605052800000</FinishTime>
<CreateTime>1605052800000</CreateTime>
<ProjectId>112345</ProjectId>
<DagId>351249682</DagId>
<Gmtdate>1605052800000</Gmtdate>
<StartTime>1605052800000</StartTime>
<CreateUser>1736629400048545</CreateUser>
<Bizdate>1605052800000</Bizdate>
<Name>test_dag</Name>
<ModifyTime>1605052800000</ModifyTime>
<OpSeq>123</OpSeq>
</Dags>
</Data>
</ListDags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RequestId" : "7782a299-b291-4fee-8424-cf8058efa8e8",
"ErrorMessage" :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ErrorCode" :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Success" : true,
"Data" : {
"Dags" : {
"Type" : "MANUAL_FLOW",
"Status" : "FAILURE",
"FinishTime" : 1605052800000,
"CreateTime" : 1605052800000,
"ProjectId" : 112345,
"DagId" : 351249682,
"Gmtdate" : 1605052800000,
"StartTime" : 1605052800000,
"CreateUser" : 1736629400048545,
"Bizdate" : 1605052800000,
"Name" : "test_dag",
"ModifyTime" : 1605052800000,
"OpSeq" : 123
}
}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41. ListNodesBy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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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List NodesByOut put 根据节点的输出结果精确查询目标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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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NodesByOutput

要执行的操作。

Outputs

String

是

aaaaa.1231412_out,b
bbb.12313123_out

节点的输出名称。支持配置多个输出名称，配置多
个名称时请使用英文逗号（,）分隔。

ProjectEnv

String

是

PROD

调度运维中心的环境标识，PROD表示生产环
境，DEV表示开发环境。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RegionId

String

是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Data

Array of
OutputNodePair

返回的目标节点信息列表。

NodeList

Array of Node

input和output对应的节点信息列表。

BaselineId

Long

1235667

基线ID。

Connection

String

odps_first

数据源名称。

CronExpress

String

00 00 00 * * ?

cron表达式。

Description

String

test

节点的描述信息。

DqcDescription

String

[{"projectName":"ztjy_di
m","tableName":"dim_u
ser_agent_manage_area
_a","partition":"ds\u003
d$[yyyy-mm-dd-1]"}]

DQC分区规则串。

DqcT ype

Integer

1

DQC类型，0表示有关联dqc，1表示没有关联d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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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Dat aWorks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节点的类型。
常用的节点类型如下：
6（Shell）、10（ODPS SQL）、11（ODPS MR）、
23（数据集成）、24（ODPS Script）、99（虚拟节
点）、221（PyODPS 2）、225（ODPS Spark）、
227（EMR Hive）、228（EMR Spark）、229（EMR
Spark SQL）、230（EMR MR）、239（OSS对象检查）、
257（EMR Shell）、258（EMR Spark Shell）、
259（EMR Presto）、260（EMR Impala）、900（实时
同步）、1089（跨租户节点）、1091（Hologres开
发）、1093（Hologres SQL）、1100（赋值节点）、
1221（PyODPS 3）。

FileT ype

String

ODPS_SQL

NodeId

Long

125677

节点的ID。

NodeName

String

liux_test_n****

节点的名称。

OwnerId

String

19337906836551

负责人的ID。

ParamValues

String

a=b

节点的调度参数。

Priority

Integer

1

节点运行的优先级，取值分为1、3、5、7和8。取值越
大，优先级越高。默认优先级为1。

ProgramT ype

String

ODPS_SQL

节点的类型。该参数已废弃，节点类型请参考FileT ype。

ProjectId

Long

33671

工作空间的ID。

RelatedFlowId

Long

1235655464

关联的业务流程ID。

RepeatInterval

Integer

60

节点运行出错后重新调度的频率。

Repeatability

Boolean

true

是否可以重复运行。

ResGroupName

String

默认资源组

资源组的名称。

节点任务的调度类型，取值如下：
NORMAL：正常调度任务。该任务被日常调度。
SchedulerT ype

String

NORMAL

MANUAL：手动任务。该任务不会被日常调度。
PAUSE：冻结任务。该任务被日常调度，但启动调度时
直接被置为失败状态。
SKIP：空跑任务。该任务被日常调度，但启动调度时直
接被置为成功状态。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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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SDFSDFSDF-asdfDFSDFSDFSDf-SDfSFD

请求的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NodesByOutput
&Outputs=aaaaa.1231412_out,bbbb.12313123_out
&ProjectEnv=PROD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SDFSDFSDF-asdfDFSDF-SDFSDf-SDfSFD</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Output>test_0709_1.630003556_out</Output>
<NodeList>
<BaselineId>1235667</BaselineId>
<ResGroupName>默认资源组</ResGroupName>
<Description>test</Description>
<NodeName>liux_test_n****</NodeName>
<DqcType>1</DqcType>
<Priority>1</Priority>
<ParamValues>a=b</ParamValues>
<Connection>odps_first</Connection>
<ProjectId>33671</ProjectId>
<RelatedFlowId>1235655464</RelatedFlowId>
<SchedulerType>NORMAL</SchedulerType>
<CronExpress>00 00 00 * * ?</CronExpress>
<Repeatability>true</Repeatability>
<OwnerId>19337906836551</OwnerId>
<FileType>ODPS_SQL</FileType>
<DqcDescription>[{"projectName":"ztjy_dim","tableName":"dim_user_agent_manage_area_a","partition":"d
s\u003d$[yyyy-mm-dd-1]"}]</DqcDescription>
<NodeId>125677</NodeId>
<ProgramType>ODPS_SQL</ProgramType>
<RepeatInterval>60</RepeatInterval>
</NodeList>
</Data>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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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格式
{
"RequestId": "SDFSDFSDF-asdfDFSDF-SDFSDf-SDfSFD",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Output": "test_0709_1.630003556_out",
"NodeList": {
"BaselineId": 1235667,
"ResGroupName": "默认资源组",
"Description": "test",
"NodeName": "liux_test_n****",
"DqcType": 1,
"Priority": 1,
"ParamValues": "a=b",
"Connection": "odps_first",
"ProjectId": 33671,
"RelatedFlowId": 1235655464,
"SchedulerType": "NORMAL",
"CronExpress": "00 00 00 * * ?",
"Repeatability": true,
"OwnerId": 19337906836551,
"FileType": "ODPS_SQL",
"DqcDescription": "[{\"projectName\":\"ztjy_dim\",\"tableName\":\"dim_user_agent_manage_area_a\"
,\"partition\":\"ds\\u003d$[yyyy-mm-dd-1]\"}]",
"NodeId": 125677,
"ProgramType": "ODPS_SQL",
"RepeatInterval": 60
}
},
"ErrorCode":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ErrorMessage":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42. RunTriggerNode
调用RunT riggerNode运行一个触发式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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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RunT riggerNode

要执行的操作。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任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
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的Endpoint自动
解析。

465

> 文档版本：20220713

Dat aWorks

API参考· 运维中心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NodeId

Long

是

10000011

触发式节点的节点ID。您可参见ListNodes获取节
点ID信息。

CycleT ime

Long

是

1606200230105

触发式节点对应节点任务的定时时间戳。

BizDate

Long

是

1606200230105

触发式节点实例所在的业务日期时间戳。

AppId

Long

是

10001

触发式节点所属的DataWorks工作空间ID。工作空
间ID可参见ListProjects查询。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9BA675F1-F848-4752A6E3-92ABA0616005

一次请求的唯一标识。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true：调用成功
false：调用失败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RunTriggerNode
&AppId=10001
&BizDate=1606200230105
&CycleTime=1606200230105
&NodeId=10000011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9BA675F1-F848-4752-A6E3-92ABA0616005</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9BA675F1-F848-4752-A6E3-92ABA0616005",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3

ResourceNotAuthorized.
Api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access the
resources.

您无法访问未取得授权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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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Api.Risk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daily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每日可用上
限。

429

T hrottling.Resource

You have reached the limit for the
resource. Please contact us by
submitting a ticket.

该资源已经达到您的使用上限，请提交工
单进行咨询。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500

Forbidden.Not.Server

T he dataworksAPI service is not
available in this area. Please try it in
another area.

该地域还未开放DataWorks的API服务，请
尝试其它地域。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43. GetNodeParents
调用Get NodeParent s获取节点上游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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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NodeParent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Get No deParent s 。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的信息，通常是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ProjectEnv

String

是

PROD

调度运维中心的环境标识。PROD表示生产环
境，DEV表示开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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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NodeId

Long

是否必选

是

示例值

描述
节点ID。您可以进入管控台的运维中心界面，查看
节点ID。

12345456211234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返回码。

RequestId

String

asdfasdfas-adfasdfasfas-dfasdf-asdf

本次调用的唯一ID。出现错误后，您可以根据该ID排查问
题。

ErrorMessage

String

err

错误信息。

ErrorCode

String

1060010000000

错误码。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Data

Object

返回的节点信息列表。

Nodes

Array of Nodes

节点列表。

调度类型。取值如下：
NORMAL，正常调度任务。
SchedulerT ype

String

NORMAL

MANUAL，手动任务，不会被日常调度。
PAUSE，暂停任务，被日常调度，但启动调度时直接被
置为失败。
SKIP，空跑任务，被日常调度，但启动调度时直接被置
为成功。

BaselineId

Long

1244564565

Repeatability

Boolean

true

基线ID。

节点任务运行失败是否可重跑。
true，重跑。
false，不重跑。

NodeName

String

test_Node

节点名称。

ProjectId

Long

12315412412

节点所在项目空间的ID。

ProgramT ype

String

ODPS_SQL

节点类型。

Priority

Integer

3

优先级。取值为1~8，数值越大，优先级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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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OwnerId

String

123124561341251321

节点Owner的DataWorks UID。

CronExpress

String

00 00 * * * *

定时表达式。用于定时调度执行节点任务。

NodeId

Long

1244564565

节点ID。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NodeParents
&ProjectEnv=PROD
&NodeId=12345456211234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GetNodeParents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RequestId>asdfasdfas-adfasdf-asfas-dfasdf-asdf</RequestId>
<ErrorMessage>err</ErrorMessage>
<ErrorCode>1060010000000</Error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ata>
<Nodes>
<SchedulerType>NORMAL</SchedulerType>
<BaselineId>1244564565</BaselineId>
<Repeatability>true</Repeatability>
<NodeName>test_Node</NodeName>
<ProjectId>12315412412</ProjectId>
<ProgramType>ODPS_SQL</ProgramType>
<Priority>3</Priority>
<OwnerId>123124561341251321</OwnerId>
<CronExpress>00 00 * * * *</CronExpress>
<NodeId>1244564565</NodeId>
</Nodes>
</Data>
</GetNodeParents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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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RequestId" : "asdfasdfas-adfasdf-asfas-dfasdf-asdf",
"ErrorMessage" : "err",
"ErrorCode" : 1060010000000,
"Success" : true,
"Data" : {
"Nodes" : {
"SchedulerType" : "NORMAL",
"BaselineId" : 1244564565,
"Repeatability" : true,
"NodeName" : "test_Node",
"ProjectId" : 12315412412,
"ProgramType" : "ODPS_SQL",
"Priority" : 3,
"OwnerId" : 123124561341251330,
"CronExpress" : "00 00 * * * *",
"NodeId" : 1244564565
}
}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44. GetNodeChildren
调用Get NodeChildren获取节点下游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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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NodeChildren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Get No deChildren。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是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ProjectEnv

String

是

PROD

调度运维中心的环境标识。PROD表示生产环
境，DEV表示开发环境。

NodeId

Long

是

123456878

节点ID。您可以进入管控台的运维中心界面，查看
节点ID。

返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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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返回码。

RequestId

String

adsfasdf-adf-asdf-asdfasdfadfasdd

本次调用的唯一ID。出现错误后，您可以根据该ID排查问
题。

ErrorMessage

String

err

错误信息。

ErrorCode

String

1060010000000

错误码。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Data

Object

返回的节点信息列表。

Nodes

Array of Nodes

节点列表。

调度类型。取值如下：
NORMAL，正常调度任务。
SchedulerT ype

String

NORMAL

MANUAL，手动任务，不会被日常调度。
PAUSE，暂停任务，被日常调度，但启动调度时直接被
置为失败。
SKIP，空跑任务，被日常调度，但启动调度时直接被置
为成功。

BaselineId

Long

12345656

Repeatability

Boolean

true

基线ID。

节点任务运行失败是否可重跑。
true，重跑。
false，不重跑。

NodeName

String

test_Node

节点名称。

ProjectId

Long

12315412412

节点所在项目空间的ID。

ProgramT ype

String

ODPS_SQL

节点类型。

Priority

Integer

3

优先级。取值为1~8，数值越大，优先级越高。

OwnerId

String

123124561341251321

节点Owner的DataWorks UID。

CronExpress

String

00 00 * * * *

定时表达式。用于定时调度执行节点任务。

NodeId

Long

1244564565

节点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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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NodeChildren
&ProjectEnv=PROD
&NodeId=123456878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GetNodeChildren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RequestId>adsfasdf-adf-asdf-asdf-asdfadfasdd</RequestId>
<ErrorMessage>err</ErrorMessage>
<ErrorCode>1060010000000</Error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ata>
<Nodes>
<SchedulerType>NORMAL</SchedulerType>
<BaselineId>12345656</BaselineId>
<Repeatability>true</Repeatability>
<NodeName>test_Node</NodeName>
<ProjectId>12315412412</ProjectId>
<ProgramType>ODPS_SQL</ProgramType>
<Priority>3</Priority>
<OwnerId>123124561341251321</OwnerId>
<CronExpress>00 00 * * * * </CronExpress>
<NodeId>1244564565</NodeId>
</Nodes>
</Data>
</GetNodeChildren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RequestId" : "adsfasdf-adf-asdf-asdf-asdfadfasdd",
"ErrorMessage" : "err",
"ErrorCode" : 1060010000000,
"Success" : true,
"Data" : {
"Nodes" : {
"SchedulerType" : "NORMAL",
"BaselineId" : 12345656,
"Repeatability" : true,
"NodeName" : "test_Node",
"ProjectId" : 12315412412,
"ProgramType" : "ODPS_SQL",
"Priority" : 3,
"OwnerId" : 123124561341251330,
"CronExpress" : "00 00 * * * *",
"NodeId" : 124456456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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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45. UpdateNodeRunMode
调用Updat eNodeRunMode冻结或解冻目标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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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UpdateNodeRunMod
e

要执行的操作。

NodeId

Long

是

1234

节点的ID，您可以调用ListNodes接口获取节点ID。

ProjectEnv

String

是

PROD

运行的环境，包括开发环境（DEV）和生产环境
（PRD）。

地域信息，通常是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SchedulerT ype

Integer

是

0

需要对目标节点执行的操作。取值如下：
0：表示解冻目标节点。
2：表示冻结目标节点。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E6F0DBDD-5AD****

请求的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返回值。取值如下：
Success

Boolean

true

true：表示调用成功。
false：表示调用失败。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UpdateNodeRunMode
&NodeId=1234
&ProjectEnv=PROD
&RegionId=cn-shanghai
&SchedulerType=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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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格式
<RequestId>E6F0DBDD-5AD****</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6F0DBDD-5AD****",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46. UpdateNodeOwner
调用Updat eNodeOwner修改目标节点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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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UpdateNodeOwner

要执行的操作。

NodeId

Long

是

1234

节点的ID，您可以调用ListNodes接口获取节点ID。

ProjectEnv

String

是

PROD

运行的环境，包括开发环境（DEV）和生产环境
（PR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是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UserId

String

是

19337906836551

节点负责人的阿里云账号ID。您可以登录
DataWorks控制台，鼠标悬停至顶部菜单栏右侧的
用户头像，查看账号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E6F0DBDD-5AD****

请求的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返回值。取值如下：
Success

Boolean

true

true：表示调用成功。
false：表示调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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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UpdateNodeOwner
&NodeId=1234
&ProjectEnv=PROD
&RegionId=cn-shanghai
&UserId=1933790683655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E6F0DBDD-5AD****</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E6F0DBDD-5AD****",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47. UpdateWorkbenchEventResult
所属扩展程序的运维中心回调API，当运维中心的流程被扩展程序卡住后,调用Updat eWorkbenchEvent Result 返回扩展程序的处
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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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UpdateWorkbenchEv
entResult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Updat eW o rkbenchEvent Result 。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的信息，通常是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MessageId

String

是

03400b03-b7214c34-87272d6884077091

订阅OpenEvent后接收到扩展事件的messageId

ExtensionCode

String

是

58e95e2acd6f408e87
07f1bf2591f9e9

扩展程序的编码

CheckResult

String

是

FAIL

回调结果，OK代表检查成功，FAIL代表检查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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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CheckResultT ip

String

否

SQL过长

检查失败的原因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0bc1ec92159376****

Id of the request

Success

Boolean

true

成功标识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UpdateWorkbenchEventResult
&MessageId=03400b03-b721-4c34-8727-2d6884077091
&ExtensionCode=58e95e2acd6f408e8707f1bf2591f9e9
&CheckResult=FAIL
&CheckResultTip=SQL过⻓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UpdateWorkbenchEventResultResponse>
<RequestId>0bc1ec92159376****</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UpdateWorkbenchEventResult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0bc1ec92159376****",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48. ListShiftPersonnels
获取值班表的值班人员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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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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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ShiftPersonnel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List Shif t Perso nnels 。

RegionId

String

否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是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ShiftScheduleIdentifie
r

String

否

2ab6456ada634b2f9
38ee******9b45b

值班表唯一标识。

UserT ype

String

否

ALL

值班人查询条件：ALL（全部值班人）、
PRIMARY（主值班人）、BACKUP（备值班人）、
DESIGNAT ED_USER（指定人）

ShiftPersonUID

String

否

1933790****551

阿里云账号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控制台，鼠
标悬停至顶部菜单栏右侧的用户头像，查看账号
ID。

BeginT ime

Long

是

1593950832000

值班人开始时间，时间戳

EndT ime

Long

是

1593950832000

值班人结束时间，时间戳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ID。用于出现错误后排查问题。

Paging

Object

PageNumber

Integer

1

页码数，用于翻页。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100，默认为
1。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T otalCount

Integer

100

满足条件的数据总条数。

ShiftPersons

Array of
ShiftPersons

ShiftPersonUID

String

3726346****

值班人UID

ShiftPersonName

String

张三

值班人名称

BeginT ime

Long

1593950832000

值班周期开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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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ndT ime

Long

1593950832000

值班周期结束时间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ShiftPersonnels
&ShiftScheduleIdentifier=2ab6456ada634b2f938ee******9b45b
&UserType=ALL
&ShiftPersonUID=1933790****551
&BeginTime=1593950832000
&EndTime=159395083200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ListShiftPersonnelsResponse>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Paging>
<PageNumber>1</PageNumber>
<PageSize>10</PageSize>
<TotalCount>100</TotalCount>
<ShiftPersons>
<ShiftPersonUID>3726346****</ShiftPersonUID>
<ShiftPersonName>张三</ShiftPersonName>
<StartLong>1593950832000</StartLong>
<EndLong>1593950832000</EndLong>
</ShiftPersons>
</Paging>
</ListShiftPersonnels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0000-ABCD-EFG",
"Paging" : {
"PageNumber" : 1,
"PageSize" : 10,
"TotalCount" : 100,
"ShiftPersons" : [ {
"ShiftPersonUID" : "3726346****",
"ShiftPersonName" : "张三",
"StartLong" : 1593950832000,
"EndLong" : 1593950832000
} ]
}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49. ListShiftSchedules

> 文档版本：20220713

478

API参考· 运维中心

Dat aWorks

6.49. ListShiftSchedules
获取运维中心值班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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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ShiftSchedule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List Shif t Schedules 。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是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ShiftScheduleName

String

否

值班表名称关键字

根据关键字模糊查询

Owner

String

否

1933790683****

阿里云账号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控制台，鼠
标悬停至顶部菜单栏右侧的用户头像，查看账号
ID。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页码数，用于翻页。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100，默
认为1。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E6F0DBDD-5AD****

请求的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Paging

Object

PageNumber

Integer

1

页码数，用于翻页。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100。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

T otalCount

Integer

100

数据量总数

ShiftSchedules

Array of
ShiftSchedules

ShiftScheduleIdenti
fier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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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ShiftScheduleNam
e

String

值班表名称

值班表的名称。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ShiftSchedules
&ShiftScheduleName=值班表名称关键字
&Owner=1933790683****
&PageSize=10
&PageNumber=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ListShiftSchedulesResponse>
<RequestId>E6F0DBDD-5AD****</RequestId>
<Paging>
<PageNumber>1</PageNumber>
<PageSize>10</PageSize>
<TotalCount>100</TotalCount>
<ShiftSchedules>
<ShiftScheduleIdentifier>2ab6456ada634b2f938ee******9b45b</ShiftScheduleIdentifier>
<ShiftScheduleName>值班表名称</ShiftScheduleName>
</ShiftSchedules>
</Paging>
</ListShiftSchedules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E6F0DBDD-5AD****",
"Paging" : {
"PageNumber" : 1,
"PageSize" : 10,
"TotalCount" : 100,
"ShiftSchedules" : [ {
"ShiftScheduleIdentifier" : "2ab6456ada634b2f938ee******9b45b",
"ShiftScheduleName" : "值班表名称"
} ]
}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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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UpdateQualityFollower
调用Updat eQualit yFollower更新订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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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UpdateQualityFollow
er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Updat eQualit yFo llo w er 。

ProjectName

String

是

autotest

引擎或者数据源的名称。

FollowerId

Long

是

1234

订阅关系的ID。

Follower

String

是

1912232****

订阅人。

AlarmMode

Integer

是

2

订阅方式，包括1（邮件）、2（邮件和短信）、
4（钉钉群机器人）和5（钉钉群机器人@ALL）。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RegionId

String

是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返回码。

Data

Boolean

true

是否更新成功。

ErrorMessage

String

You have no permission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576b9457-2cf5-4****

请求ID。

ErrorCode

String

401

错误码。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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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UpdateQualityFollower
&ProjectName=autotest
&FollowerId=1234
&Follower=1912232****
&AlarmMode=2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UpdateQualityFollower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true</Data>
<ErrorMessage>You have no permission</ErrorMessage>
<RequestId>576b9457-2cf5-4****</RequestId>
<ErrorCode>401</ErrorCode>
<Success>true</Success>
</UpdateQualityFollower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Data" : true,
"ErrorMessage" : "You have no permission",
"RequestId" : "576b9457-2cf5-4****",
"ErrorCode" : 401,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7.2. UpdateQualityRule
调用Updat eQualit yRule更新校验规则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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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UpdateQualityRule

要执行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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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校验规则的强弱。强弱表示规则的重要程度。取值
如下：
1，表示强规则。

BlockT ype

Integer

否

0

0，表示弱规则。
您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设置重要的规则为强规则。
如果使用强规则并触发了红色告警，则会阻塞调
度任务。

EntityId

Long

否

123

分区表达式的ID。您可以调用ListQualityRules接口
获分区表达式ID。

Comment

String

否

校验表行数

校验规则的描述信息。

Checker

Integer

是

9

校验器ID。您可以调用ListQualityRules接口获取校
验器ID。

ExpectValue

String

否

300

校验结果的期望值。

Id

Long

是

1234

校验规则的ID。您可以调用ListQualityRules接口获
取规则ID。

校验结果的趋势。取值如下：
T rend

String

否

up

up，表示上升趋势。
down，表示下降趋势。
abs，表示绝对值。

MethodName

String

是

table_count

采集样本数据方法的名称。包括avg、count、
sum、min、max、count_distinct、
user_defined、table_count、table_size、
table_dt_load_count、
table_dt_refuseload_count、null_value、
null_value/table_count、(table_countcount_distinct)/table_count、table_countcount_distinct等。

Operator

String

否

>

比较符。

ProjectName

String

是

autotest

引擎或者数据源的名称。您可以登录DataWorks控
制台，进入工作空间管理页面获取名称。

Property

String

是

id

字段的名称。

PropertyT ype

String

否

bigint

字段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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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规则的类型：

RuleT ype

Integer

否

0表示系统创建。

0

1表示用户创建。
2表示项目级规则。

WhereCondition

String

否

dt=$[yyyymmdd]

校验任务使用的过滤条件或自定义SQL语句。

CriticalT hreshold

String

否

10

红色告警阈值。表示与样本预期的偏离程度。您可
以根据业务需求自定义该阈值。使用强规则并触发
红色阈值，会阻塞调度任务。

WarningT hreshold

String

否

5

橙色告警阈值。表示与样本预期的偏离程度，您可
以根据业务需求自定义该阈值。

T emplateId

Integer

否

7

使用的校验模板的ID。您可以调
用ListQualityRules接口获取校验模板的ID。

RegionId

String

否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RuleName

String

否

校验表行数规则

校验规则的名称。

PredictT ype

Integer

否

0

校验规则类型的标识。取值如下：
0，表示校验规则为统计分析规则。
2，表示校验规则为动态阈值规则。

规则的启用或停用状态，用于控制质量规则是否在
生产环境中运行。
OpenSwitch

Boolean

否

true：在数据质量规则关联产出表数据的调度任
务执行时，便会触发质量规则校验。

true

false：在数据质量规则关联产出表数据的调度
任务执行时，不会触发质量规则校验。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返回码。

Data

Boolean

true

校验规则是否更新成功。

ErrorMessage

String

You have no permission.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576b9457-2cf5-4****

请求ID。用于出现错误后排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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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rrorCode

String

0

错误码。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UpdateQualityRule
&BlockType=0
&EntityId=123
&Comment=校验表⾏数
&Checker=9
&ExpectValue=300
&Id=1234
&Trend=up
&MethodName=table_count
&Operator=>
&ProjectName=autotest
&Property=id
&PropertyType=bigint
&RuleType=0
&WhereCondition=dt=$[yyyymmdd]
&CriticalThreshold=10
&WarningThreshold=5
&TemplateId=7
&RuleName=校验表⾏数规则
&PredictType=0
&OpenSwitch=tru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UpdateQualityRule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true</Data>
<ErrorMessage>You have no permission.</ErrorMessage>
<RequestId>576b9457-2cf5-4****</RequestId>
<ErrorCode>0</ErrorCode>
<Success>true</Success>
</UpdateQualityRule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Data" : true,
"ErrorMessage" : "You have no permission.",
"RequestId" : "576b9457-2cf5-4****",
"ErrorCode" : "0",
"Success" :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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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7.3. GetQualityRule
调用Get Qualit yRule获取校验规则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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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QualityRul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Get Qualit yRule 。

RuleId

Long

是

1234

校验规则的ID。您可以调用ListQualityRules接口查
看RuleId的相关信息。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ProjectName

String

是

autotest

引擎或者数据源的名称。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576b9457-2cf5-4****

请求ID。

ErrorMessage

String

You have no permission.

错误信息。

ErrorCode

String

401

错误码。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Data

Object

获取的规则信息。

校验规则的强弱。强弱表示规则的重要程度。取值如下：
1，表示强规则。
BlockT ype

Integer

1

0，表示弱规则。
您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设置重要的规则为强规则。如果使
用强规则并触发了红色告警，则会阻塞调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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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OnDutyAccountNa
me

String

test

配置校验规则的阿里云账号名称。

WarningT hreshold

String

10

橙色告警阈值。表示与样本预期的偏离程度，您可以根据
业务需求自定义该阈值。

Property

String

id

规则属性的字段，即被校验数据源表的column名称。

RuleT ype

Integer

0

规则的类型。

Comment

String

校验主键唯一

校验规则的描述信息。

OnDuty

String

1822931****

配置校验规则的账号ID。

Checker

Integer

9

校验器ID。该字段对应前端的ID标识，需要由pkId转换。

FixCheck

Boolean

true

固定值校验。

MethodId

Integer

8

采集样本数据方法的ID。

CriticalT hreshold

String

20

红色告警阈值。表示与样本预期的偏离程度。您可以根据
业务需求自定义该阈值。使用强规则并触发红色阈值，会
阻塞调度任务。

PredictT ype

Integer

0

是否为动态阈值：
0表示非动态阈值。
1表示动态阈值规则。

T emplateName

String

SQL task table rows, 1,7,
30 days fluctuation test

使用的校验模板的名称。

CheckerName

String

compared with a fixed
value

校验器的名称。

RuleName

String

查看表波动

规则的名称。

MethodName

String

table_count

采集样本数据方法的名称。包括avg、count、sum、
min、max、count_distinct、user_defined、
table_count、table_size、table_dt_load_count、
table_dt_refuseload_count、null_value、
null_value/table_count、(table_countcount_distinct)/table_count、table_countcount_distinct等。

EntityId

Long

165523

分区表达式的ID。

WhereCondition

String

id>10

校验任务使用的过滤条件或自定义SQL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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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Operator

String

>=

操作符。

ExpectValue

String

30

期望值。

T rend

String

abs

校验结果的趋势。

T emplateId

Integer

7

使用的校验模板的ID。

Id

Long

123232

规则的ID。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QualityRule
&RuleId=1234
&ProjectName=auto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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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GetQualityRule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RequestId>576b9457-2cf5-4****</RequestId>
<ErrorMessage>You have no permission.</ErrorMessage>
<ErrorCode>401</Error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ata>
<BlockType>1</BlockType>
<OnDutyAccountName>test</OnDutyAccountName>
<WarningThreshold>10</WarningThreshold>
<Property>id</Property>
<RuleType>0</RuleType>
<Comment>校验主键唯⼀</Comment>
<OnDuty>1822931****</OnDuty>
<Checker>9</Checker>
<FixCheck>true</FixCheck>
<MethodId>8</MethodId>
<CriticalThreshold>20</CriticalThreshold>
<PredictType>0</PredictType>
<TemplateName>SQL task table rows, 1,7, 30 days fluctuation test</TemplateName>
<CheckerName>compared with a fixed value</CheckerName>
<RuleName>查看表波动</RuleName>
<MethodName>table_count</MethodName>
<EntityId>165523</EntityId>
<WhereCondition>id&gt;10</WhereCondition>
<Operator>&gt;=</Operator>
<ExpectValue>30</ExpectValue>
<Trend>abs</Trend>
<TemplateId>7</TemplateId>
<Id>123232</Id>
</Data>
</GetQualityRule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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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RequestId" : "576b9457-2cf5-4****",
"ErrorMessage" : "You have no permission.",
"ErrorCode" : 401,
"Success" : true,
"Data" : {
"BlockType" : 1,
"OnDutyAccountName" : "test",
"WarningThreshold" : 10,
"Property" : "id",
"RuleType" : 0,
"Comment" : "校验主键唯⼀",
"OnDuty" : "1822931****",
"Checker" : 9,
"FixCheck" : true,
"MethodId" : 8,
"CriticalThreshold" : 20,
"PredictType" : 0,
"TemplateName" : "SQL task table rows, 1,7, 30 days fluctuation test",
"CheckerName" : "compared with a fixed value",
"RuleName" : "查看表波动",
"MethodName" : "table_count",
"EntityId" : 165523,
"WhereCondition" : "id&gt;10",
"Operator" : "&gt;=",
"ExpectValue" : 30,
"Trend" : "abs",
"TemplateId" : 7,
"Id" : 123232
}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7.4. ListQualityRules
调用List Qualit yRules根据分区表达式获取校验规则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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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QualityRule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List Qualit yRules 。

ProjectName

String

是

autotest

引擎或者数据源的名称。您可以从数据源配置中获
取名称。

EntityId

Long

是

1234

分区表达式的ID。您可以调用GetQualityEntity获取
分区表达式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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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Dat aWorks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页码数。

PageSize

Integer

是

2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为20条。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返回码。

RequestId

String

38cbdef0-f6cf-49****

请求ID，用于后续错误排查使用。

ErrorMessage

String

You have no permission.

错误信息。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取值如下：
true：调用成功。
false：调用失败。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ErrorCode

String

错误码。

Data

Object

PageNumber

Integer

1

页码数。

PageSize

Integer

2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为100条。

T otalCount

Long

400

返回数据总量。

Rules

Array of Rules

获取的规则列表。

校验规则的详情。

校验规则的强弱。强弱表示规则的重要程度。取值如下：
1，表示强规则。
BlockT ype

Integer

0

0，表示弱规则。
您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设置重要的规则为强规则。如果使
用强规则并触发了红色告警，则会阻塞调度任务。

OnDutyAccountNa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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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校验规则的阿里云账号名称。

> 文档版本：20220713

Dat aWorks

API参考· 数据质量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Property

String

id

字段的名称。

WarningT hreshold

String

10

橙色告警阈值。表示与样本预期的偏离程度，您可以根据
业务需求自定义该阈值。

T ableName

String

dual

表的名称。

OnDuty

String

1912****

配置校验规则的账号ID。

Comment

String

校验表规则

规则的描述信息。

RuleCheckerRelatio
nId

Integer

132323

规则详情的内部关联ID。

FixCheck

Boolean

true

固定值校验。

MethodId

Integer

21

采集样本数据方法的ID。

T emplateName

String

sql任务表行数，1、7、30
天波动检测

使用的校验模板的名称。

T rend

String

abs

校验结果的趋势。

HistoryWarningT hr
eshold

String

history max:40%,history
min:10%

历史橙色告警阈值。

规则的类型：
RuleT ype

Integer

0

0表示系统创建。
1表示用户创建。
2表示项目级规则。

MatchExpression

String

dt=$[yyyymmdd]

分区表达式。

ProjectName

String

autotest

引擎或者数据源的名称。

PropertyKey

String

table_count

用于数据质量前端规则联动，可以忽略。

CriticalT hreshold

String

40

红色告警阈值。表示与样本预期的偏离程度。您可以根据
业务需求自定义该阈值。使用强规则并触发红色阈值，会
阻塞调度任务。

HistoryCriticalT hres
hold

String

history max:80%,history
min:50%

历史红色告警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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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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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示例值

描述

MethodName

String

count/table_count

采集样本数据方法的名称。包括avg、count、sum、
min、max、count_distinct、user_defined、
table_count、table_size、table_dt_load_count、
table_dt_refuseload_count、null_value、
null_value/table_count、(table_countcount_distinct)/table_count、table_countcount_distinct等。

CheckerId

Integer

7

校验器ID。

EntityId

Integer

1234

分区表达式的ID。

ExpectValue

String

1000

期望值。

T emplateId

Integer

7

使用的校验模板的ID。

Id

Integer

1234

规则的ID。

RuleName

String

test

规则名称。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QualityRules
&EntityId=1234
&PageNumber=1
&PageSize=20
&ProjectName=autotest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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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RequestId>38cbdef0-f6cf-49****</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400</TotalCount>
<PageSize>2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Rules>
<HistoryCriticalThreshold>history max:80%,history min:50%</HistoryCriticalThreshold>
<HistoryWarningThreshold>history max:40%,history min:10%</HistoryWarningThreshold>
<RuleCheckerRelationId>132323</RuleCheckerRelationId>
<ExpectValue>1000</ExpectValue>
<ProjectName>autotest</ProjectName>
<WarningThreshold>10</WarningThreshold>
<OnDuty>1912****</OnDuty>
<MatchExpression>dt=$[yyyymmdd]</MatchExpression>
<MethodId>21</MethodId>
<TemplateName>sql任务表⾏数，1、7、30天波动检测</TemplateName>
<MethodName>count/table_count</MethodName>
<Property>id</Property>
<RuleName>test</RuleName>
<TemplateId>7</TemplateId>
<Comment>校验表规则</Comment>
<CriticalThreshold>40</CriticalThreshold>
<Trend>abs</Trend>
<RuleType>0</RuleType>
<CheckerId>7</CheckerId>
<EntityId>1234</EntityId>
<TableName>dual</TableName>
<FixCheck>true</FixCheck>
<BlockType>0</BlockType>
<OnDutyAccountName>test</OnDutyAccountName>
<Id>1234</Id>
<PropertyKey>table_count</PropertyKey>
</Rules>
</Data>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ErrorMessage>You have no permission.</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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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38cbdef0-f6cf-49****",
"HttpStatusCode" : 200,
"Data" : {
"TotalCount" : 400,
"PageSize" : 20,
"PageNumber" : 1,
"Rules" : {
"HistoryCriticalThreshold" : "history max:80%,history min:50%",
"HistoryWarningThreshold" : "history max:40%,history min:10%",
"RuleCheckerRelationId" : 132323,
"ExpectValue" : 1000,
"ProjectName" : "autotest",
"WarningThreshold" : 10,
"OnDuty" : "1912****",
"MatchExpression" : "dt=$[yyyymmdd]",
"MethodId" : 21,
"TemplateName" : "sql任务表⾏数，1、7、30天波动检测",
"MethodName" : "count/table_count",
"Property" : "id",
"RuleName" : "test",
"TemplateId" : 7,
"Comment" : "校验表规则",
"CriticalThreshold" : 40,
"Trend" : "abs",
"RuleType" : 0,
"CheckerId" : 7,
"EntityId" : 1234,
"TableName" : "dual",
"FixCheck" : true,
"BlockType" : 0,
"OnDutyAccountName" : "test",
"Id" : 1234,
"PropertyKey" : "table_count"
}
},
"ErrorCode" :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ErrorMessage" : "You have no permission.",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7.5. CreateQualityRule
调用Creat eQualit yRule创建质量监控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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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QualityRul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Creat eQualit yRu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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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BlockT ype

Integer

是

0

规则的强弱：0表示弱规则，1表示强规则。

EntityId

Long

是

15224

分区表达式的ID。

Comment

String

否

验证

规则的描述信息。

校验器的ID及含义如下所示：
2：7天平均波动值
3：30天平均波动值
4：1天周期比较
5：7天周期比较
Checker

Integer

是

9

6：30天周期比较
7：7天方差波动
8：30天方差波动
9：与固定值比较
10：1、7、30波动检测
11：上一周期比较

ExpectValue

String

否

0

期望值。

T rend

String

否

abs

趋势。

MethodName

String

是

count/table_count

采样方。如果是自定义SQL，该参数的值为
user_define。

Operator

String

否

>

比较符。

ProjectName

String

是

autotest

引擎或者数据源的名称。

Property

String

否

table_id

规则的字段。如果是表级别校验，行数为
table_count、大小为table_size字段。

PropertyT ype

String

否

bigint

字段的类型，表级table，字段级填写bigint等。

RuleT ype

Integer

是

0

规则的类型：0表示系统定义、1表示用户自定义、
2表示项目级规则。

WhereCondition

String

否

table_id>1

过滤条件或自定义SQL。

CriticalT hreshold

String

否

20

橙色阈值。

WarningT hreshold

String

否

10

红色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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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T emplateId

Integer

否

7

模板的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RuleName

String

是

1234

规则的名称。

PredictT ype

Integer

是

0

是否为动态阈值：0表示非动态阈值、1表示动态阈
值规则。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返回码。

Data

String

12345

新建的规则ID。

ErrorMessage

String

You have no permission.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cb967ec-c137-48****

请求ID。

ErrorCode

String

401

错误码。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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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QualityRule
&BlockType=0
&EntityId=15224
&Comment=验证
&Checker=9
&ExpectValue=0
&Trend=abs
&MethodName=count/table_count
&Operator=>
&ProjectName=autotest
&Property=table_id
&PropertyType=bigint
&RuleType=0
&WhereCondition=table_id>1
&CriticalThreshold=20
&WarningThreshold=10
&TemplateId=7
&RuleName=1234
&PredictType=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CreateQualityRule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12345</Data>
<ErrorMessage>You have no permission.</ErrorMessage>
<RequestId>ecb967ec-c137-48****</RequestId>
<ErrorCode>401</ErrorCode>
<Success>true</Success>
</CreateQualityRule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Data" : 12345,
"ErrorMessage" : "You have no permission.",
"RequestId" : "ecb967ec-c137-48****",
"ErrorCode" : 401,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7.6. DeleteQualityFollower
调用Delet eQualit yFollower接口，删除分区表达式的订阅用户。删除后，当数据质量的监控规则被触发，该订阅用户将不会再
收到通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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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质量是通过分区表达式来确定需要配置的监控规则。通过该规则帮助您第一时间感知源端数据的变更与ET L（Ext ract
T ransformat ion Load）中产生的脏数据，自动拦截问题任务，有效阻断脏数据向下游蔓延。避免任务产出不符合预期的问题数
据，影响正常使用和业务决策。您可以通过订阅管理，为分区表达式添加订阅用户，添加后，当该分区表达式的监控规则被触
发，则相应用户会收到消息通知，方便您及时发现并处理问题。详情请参见配置监控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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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QualityFollowe
r

要执行的操作。

ProjectName

String

是

autotest

分区表达式所在的引擎或者数据源的名称。您可以
登录DataWorks控制台，进入数据质量的规则配置
页面获取名称。

FollowerId

Long

是

1234

分区表达式的订阅关系ID。您可以调
用GetQualityFollower接口获取订阅关系ID。

cn-shanghai

服务所在的地域信息。例如，华东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
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的Endpoint自动
解析。

RegionId

String

是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是否成功删除分区表达式的订阅用户，取值如下：
Data

Boolean

true

true，删除成功。
false，删除失败，您可以通过报错信息查询原因，处理
问题。

ErrorMessage

String

You have no permission.

删除分区表达式订阅用户失败后的报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6d739ef6-098a-47****

请求ID，用于后续错误排查使用。

ErrorCode

String

401

错误码。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取值如下：
true：调用成功。
false：调用失败。

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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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QualityFollower
&ProjectName=autotest
&FollowerId=1234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DeleteQualityFollower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true</Data>
<ErrorMessage>You have no permission.</ErrorMessage>
<RequestId>6d739ef6-098a-47****</RequestId>
<ErrorCode>401</Error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leteQualityFollower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Data" : true,
"ErrorMessage" : "You have no permission.",
"RequestId" : "6d739ef6-098a-47****",
"ErrorCode" : 401,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7.7. DeleteQualityRule
调用Delet eQualit yRule删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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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QualityRule

要执行的操作。

ProjectName

String

是

autotest

引擎或者数据源的名称。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ID。

RuleId

Long

是

1234

规则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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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ata

Boolean

true

删除是否成功。

ErrorCode

String

401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You have no permission.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返回码。

RequestId

String

6d739ef6-098a-47****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QualityRule
&ProjectName=autotest
&RegionId=cn-shanghai
&RuleId=1234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格式

XML

<RequestId>6d739ef6-098a-47****</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true</Data>
<ErrorCode>401</ErrorCode>
<ErrorMessage>You have no permission.</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6d739ef6-098a-47****",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true,
"ErrorCode": 401,
"ErrorMessage": "You have no permission.",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7.8. GetQualityFollower
调用Get Qualit yFollower获取分区表达式的订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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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SDK代码
示例。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QualityFollower

要执行的操作。

EntityId

Long

是

1234

分区表达式的ID。

ProjectName

String

是

autotest

引擎或者数据源的名称。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RegionId

String

是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Data

Array of Follower

示例值

描述
订阅关系的信息。

告警的模式，取值如下：
1（邮件）
AlarmMode

Integer

1

2（邮件和短信）
4（钉钉群机器人或hook）
5（钉钉群机器人@ALL）

EntityId

String

1234

分区表达式的ID。

Follower

String

1234

订阅人，用于接收告警信息。

FollowerAccountN
ame

String

test

订阅人的阿里云账号名称。

Id

Long

123

订阅关系的ID。

ProjectName

String

autotest

引擎或者数据源的名称。

T ableName

String

dual

分区表的名称。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You have no permission.

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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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返回码。

RequestId

String

38cbdef0-f6cf-49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QualityFollower
&EntityId=1234
&ProjectName=autotest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38cbdef0-f6cf-49****</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EntityId>1234</EntityId>
<TableName>dual</TableName>
<ProjectName>autotest</ProjectName>
<Follower>1822931104031845</Follower>
<FollowerAccountName>test</FollowerAccountName>
<Id>123</Id>
<AlarmMode>1</AlarmMode>
</Data>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ErrorMessage>You have no permission.</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38cbdef0-f6cf-49",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EntityId": 1234,
"TableName": "dual",
"ProjectName": "autotest",
"Follower": 1822931104031845,
"FollowerAccountName": "test",
"Id": 123,
"AlarmMode": 1
},
"ErrorCode":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ErrorMessage": "You have no permission.",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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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CreateQualityFollower
调用Creat eQualit yFollower创建分区表达式的订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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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QualityFollowe
r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Creat eQualit yFo llo w er 。

ProjectName

String

是

autotest

引擎或者数据源的名称。

Follower

String

是

123

订阅人的账号ID。

AlarmMode

Integer

是

1

订阅的方式，包括1（邮件）、2（邮件和短信）、
4（钉钉群机器人）和5（钉钉群机器人@ALL）。

EntityId

Long

是

12345

分区表达式的ID。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RegionId

String

是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错误码。

Data

Integer

12345

新创建的订阅关系ID。

ErrorMessage

String

You have no permission.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cb967ec-c137-48****

请求ID。

ErrorCode

String

401

错误码。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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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QualityFollower
&ProjectName=autotest
&Follower=123
&AlarmMode=1
&EntityId=12345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CreateQualityFollower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12345</Data>
<ErrorMessage>You have no permission.</ErrorMessage>
<RequestId>ecb967ec-c137-48****</RequestId>
<ErrorCode>401</ErrorCode>
<Success>true</Success>
</CreateQualityFollower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Data" : 12345,
"ErrorMessage" : "You have no permission.",
"RequestId" : "ecb967ec-c137-48****",
"ErrorCode" : 401,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7.10. DeleteQualityEntity
调用Delet eQualit yEnt it y删除分区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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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QualityEntity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Delet eQualit yEnt it y 。

EntityId

Long

是

1234

分区表达式的ID。

ProjectName

String

是

autotest

引擎或者数据源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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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nvT ype

String

是

ODPS

引擎或者数据源的类型。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RegionId

String

是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错误码。

Data

Boolean

true

调用DeleteQualityEntity接口后，返回的结果详情。

ErrorMessage

String

You have no permission.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cb967ec-c137-48****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ErrorCode

String

401

错误码。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QualityEntity
&EntityId=1234
&ProjectName=autotest
&EnvType=ODPS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DeleteQualityEntity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true</Data>
<ErrorMessage>You have no permission.</ErrorMessage>
<RequestId>ecb967ec-c137-48****</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ErrorCode>401</ErrorCode>
</DeleteQualityEntity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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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Data" : true,
"ErrorMessage" : "You have no permission.",
"RequestId" : "ecb967ec-c137-48****",
"Success" : true,
"ErrorCode" : 401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7.11. GetQualityEntity
调用Get Qualit yEnt it y获取分区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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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QualityEntity

要执行的操作。

ProjectName

String

是

autotest

引擎或数据源的名称。您可以从数据源配置中获取
名称。

T ableName

String

是

dual

分区表名称。您可以调
用GetMetaT ablePartition查看分区表名称。

EnvT ype

String

是

odps

引擎或数据源的类型。

MatchExpression

String

否

dt=$[yyyymmdd]

分区表达式。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6d739ef6-098a-47****

请求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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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rrorMessage

String

You have no permission.

错误信息。

ErrorCode

String

401

错误码。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Data

Array of EntityDto

RelativeNode

String

返回信息。

[{"projectName":"xc_DP*
***","nodeId":7000026***
*}]

分区表达式关联的调度节点信息，包括：
ProjectName：调度节点所在的项目名称。
NodeID：调度节点的节点ID。

OnDutyAccountNa
me

String

test

责任人的阿里云账号名称。

T ask

Integer

0

任务节点。

T ableName

String

test_dqc_de****

分区表名称。

Followers

String

1822931****

订阅人，接收告警信息的阿里云账号ID。

OnDuty

String

1822931****

责任人，指配置分区表达式的账号ID。

MatchExpression

String

dt=$[yyyymmdd-1]

分区表达式。

CreateT ime

Long

1593964800000

创建分区表达式的时间。

ProjectName

String

autotest

引擎或数据源的名称。

是否关联调度，取值如下：
HasRelativeNode

Boolean

true

true：已关联调度。
false：未关联调度。

EnvT ype

String

odps

引擎或者数据源的类型。

分区表达式的级别，取值如下：
EntityLevel

Integer

0

0（SQL级别）：指每段SQL语句执行完毕后都会触发
DQC执行校验。
1（任务级别）：指所有SQL语句均执行完毕后，统一进
行校验。

ModifyUser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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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Sql

Integer

0

SQL级别的分区表达式。

Id

Long

4003918

分区表达式ID。

ModifyT ime

Long

1593964800000

更新分区表达式的时间。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QualityEntity
&ProjectName=autotest
&TableName=dual
&EnvType=odps
&MatchExpression=dt=$[yyyymmdd]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GetQualityEntity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RequestId>6d739ef6-098a-47****</RequestId>
<ErrorMessage>You have no permission.</ErrorMessage>
<ErrorCode>401</Error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ata>
<RelativeNode>[{"projectName":"xc_DP****","nodeId":7000026****}]</RelativeNode>
<OnDutyAccountName>test</OnDutyAccountName>
<Task>0</Task>
<TableName>test_dqc_de****</TableName>
<Followers>1822931****</Followers>
<OnDuty>1822931****</OnDuty>
<MatchExpression>dt=$[yyyymmdd-1]</MatchExpression>
<CreateTime>1593964800000</CreateTime>
<ProjectName>autotest</ProjectName>
<HasRelativeNode>true</HasRelativeNode>
<EnvType>odps</EnvType>
<EntityLevel>0</EntityLevel>
<ModifyUser>1822931****</ModifyUser>
<Sql>0</Sql>
<Id>4003918</Id>
<ModifyTime>1593964800000</ModifyTime>
</Data>
</GetQualityEntity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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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RequestId" : "6d739ef6-098a-47****",
"ErrorMessage" : "You have no permission.",
"ErrorCode" : 401,
"Success" : true,
"Data" : {
"RelativeNode" : "[{\"projectName\":\"xc_DP****\",\"nodeId\":7000026****}]",
"OnDutyAccountName" : "test",
"Task" : 0,
"TableName" : "test_dqc_de****",
"Followers" : "1822931****",
"OnDuty" : "1822931****",
"MatchExpression" : "dt=$[yyyymmdd-1]",
"CreateTime" : 1593964800000,
"ProjectName" : "autotest",
"HasRelativeNode" : true,
"EnvType" : "odps",
"EntityLevel" : 0,
"ModifyUser" : "1822931****",
"Sql" : 0,
"Id" : 4003918,
"ModifyTime" : 1593964800000
}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7.12. CreateQualityEntity
调用Creat eQualit yEnt it y创建数据质量的分区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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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QualityEntity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Creat eQualit yEnt it y 。

ProjectName

String

是

autotest

引擎的项目名称或者数据源的名称。

T ableName

String

是

dual

表的名称。

EnvT ype

String

是

ODPS

引擎或者数据源的类型。

MatchExpression

String

是

dt=$[yyyymmdd]

分区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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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ntityLevel

Integer

是

0

包括0（SQl完成时校检）和1（task完成时校
检）。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请求错误码。

Data

Integer

12345

新创建的分区表达式ID。

ErrorMessage

String

Your project is not
relative with your
account.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11e1231u3****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ErrorCode

String

401

错误码。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QualityEntity
&ProjectName=autotest
&TableName=dual
&EnvType=ODPS
&MatchExpression=dt=$[yyyymmdd]
&EntityLevel=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CreateQualityEntity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12345</Data>
<ErrorMessage>Your project is not relative with your account.</ErrorMessage>
<RequestId>011e1231u3****</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ErrorCode>401</ErrorCode>
</CreateQualityEntity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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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Data" : 12345,
"ErrorMessage" : "Your project is not relative with your account.",
"RequestId" : "011e1231u3****",
"Success" : true,
"ErrorCode" : 401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7.13. CreateQualityRelativeNode
调用Creat eQualit yRelat iveNode创建分区表达式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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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QualityRelative
Node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Creat eQualit yRelat iveNo de 。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EnvT ype

String

是

ODPS

引擎或者数据源的类型。

MatchExpression

String

是

dt=$[yyyymmdd]

分区表达式。

NodeId

Long

是

12321

调度节点ID，您可以调用ListNodes接口获取节点
ID。

ProjectId

Long

是

123

工作空间的ID。

T argetNodeProjectNa
me

String

是

autotest

关联调度的节点项目。

ProjectName

String

是

autotest

引擎或者数据源的名称。

T ableName

String

是

dual

表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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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T argetNodeProjectId

Long

是

1234

节点所在的项目空间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错误码。

Data

Boolean

true

是否关联成功。

ErrorMessage

String

You have no permission.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ecb967ec-c137-48****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ErrorCode

String

401

错误码。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QualityRelativeNode
&EnvType=ODPS
&MatchExpression=dt=$[yyyymmdd]
&NodeId=12321
&ProjectId=123
&TargetNodeProjectName=autotest
&ProjectName=autotest
&TableName=dual
&TargetNodeProjectId=1234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CreateQualityRelativeNode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true</Data>
<ErrorMessage>You have no permission.</ErrorMessage>
<RequestId>ecb967ec-c137-48****</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ErrorCode>401</ErrorCode>
</CreateQualityRelativeNode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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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Data" : true,
"ErrorMessage" : "You have no permission.",
"RequestId" : "ecb967ec-c137-48****",
"Success" : true,
"ErrorCode" : 401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7.14. DeleteQualityRelativeNode
调用Delet eQualit yRelat iveNode删除调度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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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QualityRelative
Node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Delet eQualit yRelat iveNo de 。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EnvT ype

String

是

ODPS

引擎或者数据源的类型。

MatchExpression

String

是

dt=$[yyyymmdd]

分区表达式。

NodeId

Long

是

156234

节点ID。

ProjectId

Long

是

12345

工作空间的ID。

T argetNodeProjectNa
me

String

是

autotest

关联调度节点的项目。

ProjectName

String

是

autotest

引擎或者数据源的名称。

T ableName

String

是

dual

表的名称。

T argetNodeProjectId

Long

是

12345

关联调度节点的项目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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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错误码。

Data

Boolean

true

删除是否成功。

ErrorMessage

String

You have no permission.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6d739ef6-098a-47****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ErrorCode

String

401

错误码。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QualityRelativeNode
&EnvType=ODPS
&MatchExpression=dt=$[yyyymmdd]
&NodeId=156234
&ProjectId=12345
&TargetNodeProjectName=autotest
&ProjectName=autotest
&TableName=dual
&TargetNodeProjectId=12345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DeleteQualityRelativeNode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true</Data>
<ErrorMessage>You have no permission.</ErrorMessage>
<RequestId>6d739ef6-098a-47****</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ErrorCode>401</ErrorCode>
</DeleteQualityRelativeNode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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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Data" : true,
"ErrorMessage" : "You have no permission.",
"RequestId" : "6d739ef6-098a-47****",
"Success" : true,
"ErrorCode" : 401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7.15. ListQualityResultsByRule
调用List Qualit yResult sByRule，根据校验规则校验数据源的质量，并查询校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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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QualityResultsByR
ule

要执行的操作。

RuleId

Integer

是

152322134

使用的校验规则ID。您可以使用该规则ID与分区表
达式等信息进行联合查询。

StartDate

String

是

2020-09-20 00:00:00

查询校验结果的开始时间，格式为yyyy-MM-dd
HH:mm:ss。
该参数与EndDate配合使用，二者所取的时间区间
不能大于7天。

查询校验结果的截止时间，格式为yyyy-MM-dd
HH:mm:ss。

EndDate

String

是

2020-09-22 00:00:00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页码数。

ProjectName

String

是

autotest

需要进行数据质量校验的引擎或者数据源名称。

cn-hangzhou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Region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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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ErrorMessage

String

You have no permission.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CBA58543-00D4-41****

请求ID。

ErrorCode

String

401

错误码。

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是否成功。

Data

Object

PageNumber

Integer

1

页码数。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T otalCount

Long

200

数据的总记录数。

RuleChecks

Array of
RuleChecks

校验结果的顶层结构体。

校验结果的列表。

校验规则的强弱。强弱表示规则的重要程度。取值如下：
1，表示强规则。
BlockT ype

Integer

1

0，表示弱规则。
您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设置重要的规则为强规则。如果使
用强规则并触发了红色告警，则会阻塞调度任务。

WarningT hreshold

Float

0.1

橙色阈值。表示与样本预期的偏离程度，您可以根据业务
需求自定义该阈值。

Property

String

type

规则属性的字段，即被校验数据源表的column名称。

T ableName

String

dual

进行校验的表名称。

Comment

String

规则的描述信息。

校验规则的描述。

CheckResultStatus

Integer

2

校验结果状态。

T emplateName

String

字段唯一值个数期望值校
验

使用的校验模板的名称。

CheckerName

String

fulx

校验器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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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uleId

Integer

123421

规则ID。

FixedCheck

Boolean

false

是否为固定值校验。取值如下：
true：是固定值校验。
false：非固定值校验。

Op

String

>

比较符。

UpperValue

Float

22200

预测上限。设置阈值后自动生成。

ActualExpression

String

ds=20200925

被校验的数据源表的实际分区。

ExternalId

String

123112232

调度任务的节点ID。

T imeCost

String

10

执行校验任务花费的时间。

T rend

String

up

校验结果的趋势。

ExternalT ype

String

CWF2

调度系统的类型。目前仅支持CWF。

BizDate

Long

1600704000000

业务日期。如果被校验的业务主体为离线数据，则业务日
期通常为执行校验操作的前一天。

CheckResult

Integer

2

校验结果。

ResultString

String

ResultString

校验结果的字符串形式。

MatchExpression

String

ds=$[yyyymmdd]

分区表达式。

CheckerT ype

Integer

0

校验器的类型。

ProjectName

String

autotest

需要进行数据质量校验的引擎或者数据源名称。

BeginT ime

Long

1600704000000

执行校验操作的开始时间。

DateT ype

String

YMD

调度周期的类型。通常为YMD，即年任务、月任务、天任
务。

CriticalT hreshold

Float

0.6

红色阈值。表示与样本预期的偏离程度。您可以根据业务
需求自定义该阈值。使用强规则并触发红色阈值，会阻塞
调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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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示例值

描述
是否为预测的结果。取值如下：

IsPrediction

Boolean

false

true：是预测的结果。
false：不是预测的结果。

RuleName

String

规则的名称。

规则的名称。

CheckerId

Integer

7

校验器的ID。

是否为离散校验。取值如下：
DiscreteCheck

Boolean

true

true：是离散校验。
false：非离散校验。

EndT ime

Long

1600704000000

查询校验结果的截止时间。

MethodName

String

max

采集样本数据的方法。包括avg、count、sum、min、
max、count_distinct、user_defined、table_count、
table_size、table_dt_load_count、
table_dt_refuseload_count、null_value、
null_value/table_count、(table_countcount_distinct)/table_count、table_countcount_distinct等。

LowerValue

Float

2344

预测下限。根据您设置的阈值自动生成。

EntityId

Integer

14534343

分区表达式ID。

WhereCondition

String

type!='type2'

校验任务使用的过滤条件。

ExpectValue

Float

90

期望值。

T emplateId

Integer

5

使用的校验模板的ID。

T askId

String

16008552981681a0d6***
*

校验任务的ID。

Id

Integer

2231123

主键ID。

ReferenceValue

Array of
ReferenceValue

DiscreteProperty

String

type1

通过group by分组后的样本字段取值。例如group by性别
字段，则DiscreteProperty为男生、女生和null。

Value

Float

20

样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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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BizDate

String

1600704000000

业务日期。如果被校验的业务主体为离线数据，则业务日
期通常为执行校验操作的前一天。

SingleCheckResult

Integer

2

校验结果的字符串。

T hreshold

Float

0.2

阈值。

SampleValue

Array of
SampleValue

DiscreteProperty

String

type2

通过group by分组后的样本字段取值。例如group by性别
字段，则DiscreteProperty为男生、女生和null。

BizDate

String

1600704000000

业务日期。如果被校验的业务主体为离线数据，则业务日
期通常为执行校验操作的前一天。

Value

Float

23

样本值。

当前使用的样本。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QualityResultsByRule
&EndDate=2020-09-22 00:00:00
&PageNumber=1
&PageSize=10
&ProjectName=autotest
&RuleId=152322134
&StartDate=2020-09-20 00:00:0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ListQualityResultsByRuleResponse>
<RequestId>CBA58543-00D4-41****</RequestId>
<QualityResults>
<TotalCount>200</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RuleChecks>
<Op>&amp;gt;</Op>
<TaskId>16008552981681a0d6****</TaskId>
<EndTime>1600704000000</EndTime>
<DiscreteCheck>true</DiscreteCheck>
<CheckerName>fulx</CheckerName>
<ExpectValue>90</ExpectValue>
<ProjectName>autotest</ProjectName>
<RuleId>123421</RuleId>
<WarningThreshold>0.1</WarningThreshold>
<WhereCondition>type!='type2'</WhereCondition>
<BeginTime>1600704000000</BeginTime>
<CheckResultStatus>2</CheckResult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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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ResultStatus>2</CheckResultStatus>
<MatchExpression>ds=$[yyyymmdd]</MatchExpression>
<UpperValue>22200</UpperValue>
<IsPrediction>false</IsPrediction>
<CheckResult>2</CheckResult>
<TemplateName>字段唯⼀值个数期望值校验</TemplateName>
<TimeCost>10</TimeCost>
<FixedCheck>false</FixedCheck>
<MethodName>max</MethodName>
<ResultString>ResultString</ResultString>
<Property>type</Property>
<DateType>YMD</DateType>
<BizDate>1600704000000</BizDate>
<TemplateId>5</TemplateId>
<RuleName>这⾥是规则名称</RuleName>
<Comment>这⾥是规则描述信息</Comment>
<CriticalThreshold>0.6</CriticalThreshold>
<ExternalId>123112232</ExternalId>
<Trend>up</Trend>
<CheckerType>0</CheckerType>
<ExternalType>CWF2</ExternalType>
<CheckerId>7</CheckerId>
<EntityId>14534343</EntityId>
<TableName>dual</TableName>
<BlockType>1</BlockType>
<Id>2231123</Id>
<ActualExpression>ds=20200925</ActualExpression>
<LowerValue>2344</LowerValue>
</RuleChecks>
<RuleChecks>
<SampleValue>
<SingleCheckResult>2</SingleCheckResult>
<Value>20</Value>
<BizDate>1600704000000</BizDate>
<DiscreteProperty>type1</DiscreteProperty>
<Threshold>0.2</Threshold>
</SampleValue>
<SampleValue>
<Value>23</Value>
<BizDate>1600704000000</BizDate>
<DiscreteProperty>type2</DiscreteProperty>
</SampleValue>
<ReferenceValue>
<SingleCheckResult>2</SingleCheckResult>
<Value>20</Value>
<BizDate>1600704000000</BizDate>
<DiscreteProperty>type1</DiscreteProperty>
<Threshold>0.2</Threshold>
</ReferenceValue>
<ReferenceValue>
<Value>23</Value>
<BizDate>1600704000000</BizDate>
<DiscreteProperty>type2</DiscreteProperty>
</ReferenceValue>
</RuleChecks>
</QualityResults>
</ListQualityResultsByRule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CBA58543-00D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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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 : "CBA58543-00D4-41****",
"QualityResults" : {
"TotalCount" : 200,
"PageSize" : 10,
"PageNumber" : 1,
"RuleChecks" : [ {
"Op" : "&amp;gt;",
"TaskId" : "16008552981681a0d6****",
"EndTime" : 1600704000000,
"DiscreteCheck" : true,
"CheckerName" : "fulx",
"ExpectValue" : 90,
"ProjectName" : "autotest",
"RuleId" : 123421,
"WarningThreshold" : 0.1,
"WhereCondition" : "type!='type2'",
"BeginTime" : 1600704000000,
"CheckResultStatus" : 2,
"MatchExpression" : "ds=$[yyyymmdd]",
"UpperValue" : 22200,
"IsPrediction" : false,
"CheckResult" : 2,
"TemplateName" : "字段唯⼀值个数期望值校验",
"TimeCost" : 10,
"FixedCheck" : false,
"MethodName" : "max",
"ResultString" : "ResultString",
"Property" : "type",
"DateType" : "YMD",
"BizDate" : 1600704000000,
"TemplateId" : 5,
"RuleName" : "这⾥是规则名称",
"Comment" : "这⾥是规则描述信息",
"CriticalThreshold" : 0.6,
"ExternalId" : 123112232,
"Trend" : "up",
"CheckerType" : 0,
"ExternalType" : "CWF2",
"CheckerId" : 7,
"EntityId" : 14534343,
"TableName" : "dual",
"BlockType" : 1,
"Id" : 2231123,
"ActualExpression" : "ds=20200925",
"LowerValue" : 2344
}, {
"SampleValue" : [ {
"SingleCheckResult" : 2,
"Value" : 20,
"BizDate" : 1600704000000,
"DiscreteProperty" : "type1",
"Threshold" : 0.2
}, {
"Value" : 23,
"BizDate" : 1600704000000,
"DiscreteProperty" : "type2"
} ],
"ReferenceValue" : [ {
"SingleCheckResult" : 2,
"Value" : 20,
"BizDate" : 1600704000000,
"DiscreteProperty" : "type1",
"Threshold" : 0.2
}, {
"Value"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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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 23,
"BizDate" : 1600704000000,
"DiscreteProperty" : "type2"
} ]
} ]
}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7.16. ListQualityResultsByEntity
调用List Qualit yResult sByEnt it y，根据分区表达式查询历史校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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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QualityResultsByE
ntity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List Qualit yResult sByEnt it y 。

EntityId

Integer

是

152322134

分区表达式ID。您可以调用GetQualityEntity获取分
区表达式ID。

StartDate

String

是

2020-09-20 00:00:00

查询校验结果的开始时间，格式为yyyy-MM-dd
HH:mm:ss。

EndDate

String

是

2020-09-21 00:00:00

查询校验结果的截止时间，格式为yyyy-MM-dd
HH:mm:ss。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页码数。

ProjectName

String

是

autotest

引擎或者数据源的名称。您可以从数据源配置中获
取名称。

cn-hangzhou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RegionId

String

否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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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rrorMessage

String

You have no permission.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CBA58543-00D4-41****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是否成功。

ErrorCode

String

401

错误码。

Data

Object

PageNumber

Integer

1

页码数。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T otalCount

Long

50

数据的总记录数。

RuleChecks

Array of
RuleChecks

校验结果的顶层结构体。

校验结果的列表。

校验规则的强弱。强弱表示规则的重要程度。取值如下：
1，表示强规则。
BlockT ype

Integer

0

0，表示弱规则。
您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设置重要的规则为强规则。如果使
用强规则并触发了红色告警，则会阻塞调度任务。

WarningT hreshold

Float

0.1

橙色阈值。表示与样本预期的偏离程度，您可以根据业务
需求自定义该阈值。

Property

String

type

规则属性的字段，即被校验数据源表的column名称。

T ableName

String

dual

进行校验的表名称。

Comment

String

规则的描述信息。

校验规则的描述。

校验结果状态：
CheckResultStatus

Integer

0

0：正常
1：橙色告警
2：红色告警

T emplateName

String

字段唯一值个数期望值校
验

使用的校验模板的名称。

CheckerName

String

fulx

校验器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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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uleId

Integer

123123232

规则ID。

FixedCheck

Boolean

false

是否为固定值校验。取值如下：
true：是固定值校验。
false：非固定值校验。

Op

String

>

比较符。

UpperValue

Float

25555

预测上限。设置阈值后自动生成。

ActualExpression

String

ds=20200912

被校验的数据源表的实际分区。

ExternalId

String

1112323123

调度任务的节点ID。

T imeCost

String

202

执行校验任务花费的时间，单位为秒。

T rend

String

abs

校验结果的趋势。

ExternalT ype

String

CWF2

调度系统的类型。目前仅支持CWF。

BizDate

Long

1600704000000

业务日期。如果被校验的业务主体为离线数据，则业务日
期通常为执行校验操作的前一天。

校验结果：
CheckResult

Integer

0

0：正常
1：橙色告警
2：红色告警

ResultString

String

test

校验结果的字符串形式。

MatchExpression

String

ds=$[yyyymmdd]

分区表达式。

CheckerT ype

Integer

1

校验类型。取值如下：
1，波动比较（VOLAT ILIT Y_CHECK）
2，固定值比较（FIXEDVALUE_CHECK）

ProjectName

String

autotest

需要进行数据质量校验的引擎或者数据源名称。

BeginT ime

Long

1600704000000

执行校验操作的开始时间。

DateT ype

String

YMD

调度周期的类型。通常为YMD，即年任务、月任务、天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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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riticalT hreshold

Float

0.5

红色阈值。表示与样本预期的偏离程度。您可以根据业务
需求自定义该阈值。使用强规则并触发红色阈值，会阻塞
调度任务。

IsPrediction

Boolean

true

是否为预测的结果。取值如下：
true：是预测的结果。
false：不是预测的结果。

RuleName

String

规则的名称。

规则的名称。

CheckerId

Integer

7

校验器的ID。

是否为离散校验。取值如下：
DiscreteCheck

Boolean

true

true：是离散校验。
false：非离散校验。

EndT ime

Long

1600704000000

查询校验结果的截止时间。

MethodName

String

count_distinct

采集样本数据的方法。包括avg、count、sum、min、
max、count_distinct、user_defined、table_count、
table_size、table_dt_load_count、
table_dt_refuseload_count、null_value、
null_value/table_count、(table_countcount_distinct)/table_count、table_countcount_distinct等。

LowerValue

Float

2344

预测结果的下限。根据您设置的阈值自动生成。

EntityId

Integer

15432322

分区表达式ID。

WhereCondition

String

id>0

校验任务使用的规则过滤条件。

ExpectValue

Float

200

期望值。

T emplateId

Integer

5

使用的校验模板的ID。

T askId

String

16008552981681a0d6***
*

校验任务的ID。

Id

Integer

121212121

主键ID。

ReferenceValue

Array of
ReferenceValue

DiscreteProperty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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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Value

Float

19

校验值。

BizDate

String

2020-12-03

业务日期。如果被校验的业务主体为离线数据，则业务日
期通常为执行校验操作的前一天。

SingleCheckResult

Integer

0

校验结果。

T hreshold

Float

0.5

阈值。

SampleValue

Array of
SampleValue

DiscreteProperty

String

0

通过group by分组后的样本字段取值。例如group by性别
字段，则DiscreteProperty为男生、女生和null。

BizDate

String

2020-12-03

业务日期。如果被校验的业务主体为离线数据，则业务日
期通常为执行校验操作的前一天。

Value

Float

19

当前样本值。

当前使用的样本。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QualityResultsByEntity
&EntityId=152322134
&StartDate=2020-09-20 00:00:00
&EndDate=2020-09-21 00:00:00
&PageSize=10
&PageNumber=1
&ProjectName=auto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ListQualityResultsByEntity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ErrorMessage>You have no permission.</ErrorMessage>
<RequestId>CBA58543-00D4-41****</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ErrorCode>401</ErrorCode>
<Data>
<PageNumber>1</PageNumber>
<PageSize>10</PageSize>
<TotalCount>50</TotalCount>
<RuleChecks>
<BlockType>0</BlockType>
<WarningThreshold>0.1</WarningThreshold>
<Property>type</Property>
<TableName>dual</TableName>
<Comment>规则的描述信息。</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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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规则的描述信息。</Comment>
<CheckResultStatus>0</CheckResultStatus>
<TemplateName>字段唯⼀值个数期望值校验</TemplateName>
<CheckerName>fulx</CheckerName>
<RuleId>123123232</RuleId>
<FixedCheck>false</FixedCheck>
<Op>&gt;</Op>
<UpperValue>25555</UpperValue>
<ActualExpression>ds=20200912</ActualExpression>
<ExternalId>1112323123</ExternalId>
<TimeCost>202</TimeCost>
<Trend>abs</Trend>
<ExternalType>CWF2</ExternalType>
<BizDate>1600704000000</BizDate>
<CheckResult>0</CheckResult>
<ResultString>test</ResultString>
<MatchExpression>ds=$[yyyymmdd]</MatchExpression>
<CheckerType>1</CheckerType>
<ProjectName>autotest</ProjectName>
<BeginTime>1600704000000</BeginTime>
<DateType>YMD</DateType>
<CriticalThreshold>0.5</CriticalThreshold>
<IsPrediction>true</IsPrediction>
<RuleName>规则的名称。</RuleName>
<CheckerId>7</CheckerId>
<DiscreteCheck>true</DiscreteCheck>
<EndTime>1600704000000</EndTime>
<MethodName>count_distinct</MethodName>
<LowerValue>2344</LowerValue>
<EntityId>15432322</EntityId>
<WhereCondition>id&gt;0</WhereCondition>
<ExpectValue>200</ExpectValue>
<TemplateId>5</TemplateId>
<TaskId>16008552981681a0d6****</TaskId>
<Id>121212121</Id>
<ReferenceValue>
<DiscreteProperty>0</DiscreteProperty>
<Value>19</Value>
<BizDate>2020-12-03</BizDate>
<SingleCheckResult>0</SingleCheckResult>
<Threshold>0.5</Threshold>
</ReferenceValue>
<SampleValue>
<DiscreteProperty>0</DiscreteProperty>
<BizDate>2020-12-03</BizDate>
<Value>19</Value>
</SampleValue>

</RuleChecks>
</Data>
</ListQualityResultsByEntity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ErrorMessage" : "You have no permission.",
"RequestId" : "CBA58543-00D4-41****",
"Success" : true,
"ErrorCode" : 401,
"Data" : {
"PageNumber" : 1,
"PageSize"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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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Size" : 10,
"TotalCount" : 50,
"RuleChecks" : {
"BlockType" : 0,
"WarningThreshold" : 0.1,
"Property" : "type",
"TableName" : "dual",
"Comment" : "规则的描述信息。",
"CheckResultStatus" : 0,
"TemplateName" : "字段唯⼀值个数期望值校验",
"CheckerName" : "fulx",
"RuleId" : 123123232,
"FixedCheck" : false,
"Op" : "&gt;",
"UpperValue" : 25555,
"ActualExpression" : "ds=20200912",
"ExternalId" : 1112323123,
"TimeCost" : 202,
"Trend" : "abs",
"ExternalType" : "CWF2",
"BizDate" : 1600704000000,
"CheckResult" : 0,
"ResultString" : "test",
"MatchExpression" : "ds=$[yyyymmdd]",
"CheckerType" : 1,
"ProjectName" : "autotest",
"BeginTime" : 1600704000000,
"DateType" : "YMD",
"CriticalThreshold" : 0.5,
"IsPrediction" : true,
"RuleName" : "规则的名称。",
"CheckerId" : 7,
"DiscreteCheck" : true,
"EndTime" : 1600704000000,
"MethodName" : "count_distinct",
"LowerValue" : 2344,
"EntityId" : 15432322,
"WhereCondition" : "id&gt;0",
"ExpectValue" : 200,
"TemplateId" : 5,
"TaskId" : "16008552981681a0d6****",
"Id" : 121212121,
"ReferenceValue" : {
"DiscreteProperty" : 0,
"Value" : 19,
"BizDate" : "2020-12-03",
"SingleCheckResult" : 0,
"Threshold" : 0.5
},
"SampleValue" : {
"DiscreteProperty" : 0,
"BizDate" : "2020-12-03",
"Value" : 19
}
}
}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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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数据服务

8.1. CreateDataServiceApi
调用Creat eDat aServiceApi创建数据服务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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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DataServiceApi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Creat eDat aServiceApi。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ID。

T enantId

Long

是

10001

租户ID。

ProjectId

Long

是

10000

工作空间的ID。

ApiName

String

是

测试API名称

API的名称，支持汉字、英文、数字和下划线
（_），且只能以英文和汉字开头，4~50个字符。

GroupId

String

是

业务流程ID

业务流程的ID。

ApiMode

Integer

是

0

API的类型，可选枚举值包括0（向导API）、1（脚
本API）和2（注册API）。

RequestMethod

Integer

是

0

API的请求方式，可选枚举值包括0（GET ）、
1（POST ）、2（PUT ）和3（DELT E）。向导和脚
本API支持GET 和POST 。注册API支持GET 、POST 、
PUT 和DELET E。

ResponseContentT yp
e

Integer

是

0

API的返回数据类型，可选枚举值包括0（JSON）和
1（XML）。向导和脚本API支持JSON，注册API支
持JSON和XML。

T imeout

Integer

是

10000

超时时间，单位为毫秒（ms），取值范围为
（0,30000]。

API的可见范围，包括0（工作空间）和1（私
有）：
VisibleRange

Integer

是

0

0（工作空间）：该API对本工作空间内的所有成
员可见。
1（私有）：该API仅对API的负责人可见，且暂
不支持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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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Protocols

String

是

0,1

API的协议，可选枚举值包括0（HT T P）和
1（HT T PS）。支持多个值，多个值之间使用英文
逗号（,）分隔。

否

{"isPagedResponse":t
rue,"wizardConnectio
n":
{"connectionId":1227
86,"tableName":"per
son"},"wizardRequest
Parameters":
[{"columnName":"id",
"defaultValue":"","ex
ampleValue":"1","isR
equiredParameter":tr
ue,"parameterDataT y
pe":2,"parameterDes
cription":"","paramet
erName":"id","param
eterOperator":0,"par
ameterPosition":0}],"
wizardResponsePara
meters":
[{"columnName":"id",
"exampleValue":"11",
"parameterDataT ype
":2,"parameterDescri
ption":"","parameter
Name":"id"}]}

向导API的详情，请参见GetDataServiceApi接口
wizardDetails字段的JSON String。

否

{"isPagedResponse":f
alse,"script":"select
id as id1, name as
name1 from person
where
id=${inputid}","scriptC
onnection":
{"connectionId":1227
86,"tableName":"per
son"},"scriptRequestP
arameters":
[{"defaultValue":"","e
xampleValue":"","isR
equiredParameter":tr
ue,"parameterDataT y
pe":0,"parameterDes
cription":"","paramet
erName":"inputid","p
arameterOperator":0
,"parameterPosition"
:1}],"scriptResponseP
arameters":
[{"exampleValue":"","
parameterDataT ype"
:0,"parameterDescrip
tion":"","parameterN
ame":"id1"},
{"exampleValue":"","
parameterDataT ype"
:0,"parameterDescrip
tion":"","parameterN
ame":"name1"}]}

脚本API的详情，请参见GetDataServiceApi接口
scriptDetails字段的JSON String。

WizardDetails

Script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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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注册API的详情，请参见GetDataServiceApi接口
registrationDetails字段的JSON String。

RegistrationDetails

String

否

{"failedResultSample
":"fail","registrationEr
rorCodes":
[{"errorCode":"e1","er
rorMessage":"msg1",
"errorSolution":"sol1
"},
{"errorCode":"e2","err
orMessage":"msg2","
errorSolution":"sol2"}
],"registrationReques
tParameters":
[{"columnName":"","
defaultValue":"","exa
mpleValue":"","isReq
uiredParameter":true
,"parameterDataT ype
":0,"parameterDescri
ption":"","parameter
Name":"id","paramet
erOperator":0,"para
meterPosition":1},
{"columnName":"","d
efaultValue":"xx","ex
ampleValue":"","isRe
quiredParameter":tru
e,"parameterDataT yp
e":0,"parameterDescr
iption":"","parameter
Name":"cc","paramet
erOperator":2,"para
meterPosition":2}],"s
erviceContentT ype":1
,"serviceHost":"http:
//www.baidu.com","
servicePath":"/[uid]","
serviceRequestBodyD
escription":"body","s
uccessfulResultSamp
le":"success"}

ApiPath

String

是

/test/1

API的路径，支持英文、数字、下划线（_）和连字
符（-），且只能以斜线（/）开头，不能超过200
个字符。

ApiDescription

String

是

测试API描述

API的描述信息。

FolderId

Long

否

0

创建API的目标文件夹ID，业务流程下根文件夹ID等
于0，用户自建文件夹ID大于0。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Data

Long

100003

创建的API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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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ID，一次请求的唯一标识。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DataServiceApi
&TenantId=10001
&ProjectId=10000
&ApiName=测试API名称
&GroupId=业务流程ID
&ApiMode=0
&RequestMethod=0
&ResponseContentType=0
&Timeout=10000
&VisibleRange=0
&Protocols=0,1
&WizardDetails={"isPagedResponse":true,"wizardConnection":{"connectionId":122786,"tableName":"person"},"wiza
rdRequestParameters":[{"columnName":"id","defaultValue":"","exampleValue":"1","isRequiredParameter":true,"pa
rameterDataType":2,"parameterDescription":"","parameterName":"id","parameterOperator":0,"parameterPosition":
0}],"wizardResponseParameters":[{"columnName":"id","exampleValue":"11","parameterDataType":2,"parameterDescr
iption":"","parameterName":"id"}]}
&ScriptDetails={"isPagedResponse":false,"script":"select id as id1, name as name1 from person where id=${inp
utid}","scriptConnection":{"connectionId":122786,"tableName":"person"},"scriptRequestParameters":[{"defaultV
alue":"","exampleValue":"","isRequiredParameter":true,"parameterDataType":0,"parameterDescription":"","param
eterName":"inputid","parameterOperator":0,"parameterPosition":1}],"scriptResponseParameters":[{"exampleValue
":"","parameterDataType":0,"parameterDescription":"","parameterName":"id1"},{"exampleValue":"","parameterDat
aType":0,"parameterDescription":"","parameterName":"name1"}]}
&RegistrationDetails={"failedResultSample":"fail","registrationErrorCodes":[{"errorCode":"e1","errorMessage"
:"msg1","errorSolution":"sol1"},{"errorCode":"e2","errorMessage":"msg2","errorSolution":"sol2"}],"registrati
onRequestParameters":[{"columnName":"","defaultValue":"","exampleValue":"","isRequiredParameter":true,"param
eterDataType":0,"parameterDescription":"","parameterName":"id","parameterOperator":0,"parameterPosition":1},
{"columnName":"","defaultValue":"xx","exampleValue":"","isRequiredParameter":true,"parameterDataType":0,"par
ameterDescription":"","parameterName":"cc","parameterOperator":2,"parameterPosition":2}],"serviceContentType
":1,"serviceHost":"http://www.baidu.com","servicePath":"/[uid]","serviceRequestBodyDescription":"body","succ
essfulResultSample":"success"}
&ApiPath=/test/1
&ApiDescription=测试API描述
&FolderId=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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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CreateDataServiceApi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100003</Data>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Success>true</Success>
</CreateDataServiceApi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Data" : 100003,
"ErrorMessage" :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RequestId" : "0000-ABCD-EFG****",
"ErrorCode" :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8.2. PublishDataServiceApi
调用PublishDat aServiceApi发布数据服务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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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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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PublishDataServiceAp
i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PublishDat aServiceApi。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T enantId

Long

是

10002

租户ID。

ProjectId

Long

是

10001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管控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ApiId

Long

是

10000

API的ID。您可以通过调用ListDataServiceApis接口
获取。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Data

Boolean

true

发布是否成功。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ID，一次请求的唯一标识。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PublishDataServiceApi
&TenantId=10002
&ProjectId=10001
&ApiId=1000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535

> 文档版本：20220713

Dat aWorks

API参考· 数据服务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PublishDataServiceApi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true</Data>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Success>true</Success>
</PublishDataServiceApi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Data" : true,
"ErrorMessage" :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RequestId" : "0000-ABCD-EFG****",
"ErrorCode" :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8.3. DeleteDataServiceApi
调用Delet eDat aServiceApi删除数据服务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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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DataServiceApi

要执行的操作。

ApiId

Long

是

10000

数据服务API的ID。

ProjectId

Long

是

10001

工作空间的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ID。

T enantId

Long

是

10002

租户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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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ata

Boolean

true

删除是否成功。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ID，一次请求的唯一标识。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DataServiceApi
&ApiId=10000
&ProjectId=10001
&RegionId=cn-shanghai
&TenantId=10002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格式

XML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true</Data>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000-ABCD-EFG****",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true,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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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8.4. ListDataServiceApis
调用List Dat aServiceApis获取数据服务API开发中的信息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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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DataServiceApi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List Dat aServiceApis 。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ID。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页码，从1开始，默认值为1。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ProjectId

Long

是

10000

工作空间的ID。

T enantId

Long

是

10001

租户ID。

ApiNameKeyword

String

否

我的API名称

API名称的关键词，过滤得到API名称包含该关键词
的API。

ApiPathKeyword

String

否

/test/

API路径的关键词，过滤得到API路径包含该关键词
的API。

CreatorId

String

否

12345

API创建者的阿里云ID，过滤得到该用户创建的
API。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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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ID，一次请求的唯一标识。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Data

Object

PageNumber

Integer

1

页码，和请求中的PageNumber一致。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T otalCount

Integer

100

总记录数。

Apis

Array of Api

T imeout

Integer

10000

超时时间，单位为毫秒（ms）。

Status

Integer

0

API的状态，可选枚举值包括0（未发布）和1（已发布）。

ApiId

Long

10002

API的ID。

ApiMode

Integer

0

API的类型，可选枚举值包括0（向导API）、1（脚本API）
和2（注册API）。

ProjectId

Long

10000

工作空间的ID。

ResponseContentT
ype

Integer

0

API的返回数据类型，可选枚举值包括0（JSON）和
1（XML）。向导和脚本API支持JSON，注册API支持JSON
和XML。

CreatorId

String

1234567

创建人的阿里云ID。

VisibleRange

Integer

0

可见范围，可选枚举值包括0（工作空间）和1（私有）。

ModifiedT ime

String

2020-0623T 00:21:01+0800

最新修改时间。

OperatorId

String

2345678

最新编辑人的阿里云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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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GroupId

String

abcde123456789

分组ID。

Description

String

测试API描述

API的描述信息。

FolderId

Long

0

文件夹ID。

RequestMethod

Integer

0

API的请求方式，可选枚举值包括0（GET ）、
1（POST ）、2（PUT ）和3（DELT E）。向导和脚本API支
持GET 和POST 。注册API支持GET 、POST 、PUT 和
DELET E。

CreatedT ime

String

2020-0623T 00:21:01+0800

创建时间。

ApiName

String

我的API名称

API的名称。

T enantId

Long

10000

租户ID。

ApiPath

String

/test/1

API的路径。

Protocols

Array of Integer

0

API的协议，多值列表，可选枚举值包括0（HT T P）和
1（HT T PS）。

RegistrationDetails

Object

ServiceHost

String

http://example.aliyundo
c.com

后端服务地址。

ServiceContentT yp
e

Integer

0

API的返回数据类型，可选枚举值包括0（JSON）和
1（XML）。向导和脚本API支持JSON，注册API支持JSON
和XML。

ServicePath

String

/index

后端服务路径。

SuccessfulResultSa
mple

String

{"success": true}

正常返回示例。

FailedResultSampl
e

String

{"success": false}

错误返回示例。

ServiceRequestBod
yDescription

String

{"abc":1}

后端请求body内容的描述信息。

RegistrationErrorCo
des

Array of
RegistrationErrorCo
de

ErrorMessage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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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rrorCode

String

1001

错误码。

ErrorSolution

String

retry

错误解决方案。

RegistrationReques
tParameters

Array of
RegistrationReques
tParameter

ColumnName

String

column1

绑定的表字段名称，仅向导模式支持。

ParameterName

String

name1

参数的名称。

注册API的请求参数列表。

ParameterPosition

Integer

0

参数的位置，可选枚举值包括0（Path）、1（Query）、
2（Head）和3（Body）。向导和脚本API仅支持Query。
注册API中的GET 、DELET E方法支持Query、Head，PUT 、
POST 方法支持Query、Head和Body。

ParameterDescripti
on

String

description1

描述的信息。

DefaultValue

String

default1

默认值。

ParameterOperato
r

Integer

0

运算符，可选枚举值包括0（Equal）、1（Like）、
2（Const）和3（In）。向导模式API支持Equal、Like和
In，脚本模式API支持Equal，注册API支持Equal和Const。

ParameterDataT yp
e

Integer

0

数据类型，可选枚举值包括0（ST RING）、1（INT ）、
2（LONG）、3（FLOAT ）、4（DOUBLE）和
5（BOOLEAN）。

ExampleValue

String

example1

示例值。

IsRequiredParamet
er

Boolean

true

是否必填。

ScriptDetails

Object

Script

String

select a from t

SQL脚本。

IsPagedResponse

Boolean

true

返回是否分页。

ScriptRequestPara
meters

Array of
ScriptRequestPara
meter

ColumnName

String

column1

绑定的表字段名称，仅向导模式支持。

ParameterName

String

param1

参数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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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示例值

描述
参数位置，可选枚举值有：
0：Path
1：Query

ParameterPosition

Integer

0

2：Head
3：Body
向导和脚本API，只支持Query；注册API，GET 、DELET E方
法支持Query、Head，PUT 、POST 方法支持Query、
Head、Body。

ParameterDescripti
on

String

description1

描述

DefaultValue

String

default1

默认值

运算符，可选枚举值有：
0：Equal
ParameterOperato
r

1：Like
Integer

0

2：Const
3：In
向导API支持Equal、Like、In；脚本API支持Equal；注册
API支持Equal、Const。

数据类型，可选枚举值：
0：String
ParameterDataT yp
e

1：Int
Integer

0

2：Long
3：Float
4：Double
5：Boolean

ExampleValue

String

example1

示例值

IsRequiredParamet
er

Boolean

true

是否必填

ScriptResponsePar
ameters

Array of
ScriptResponsePar
ameter

ParameterDescripti
on

String

description2

描述

ColumnName

String

column2

绑定的表字段名称，仅向导模式有

ParameterName

String

param2

参数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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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示例值

描述
数据类型，可选枚举值：
0：String

ParameterDataT yp
e

1：Int
Integer

0

2：Long
3：Float
4：Double
5：Boolean

ExampleValue

String

example2

示例值

ScriptConnection

Object

T ableName

String

t

数据源表的名称。

ConnectionId

Long

123

数据源ID。

WizardDetails

Object

IsPagedResponse

Boolean

WizardRequestPar
ameters

Array of
WizardRequestPar
ameter

ColumnName

String

column1

绑定的表字段名称，仅向导模式支持。

ParameterName

String

param1

参数名称。

脚本API的数据源信息。

向导API的详情，只有向导API返回。

true

返回是否分页。

向导API的请求参数列表。

ParameterPosition

Integer

0

参数的位置，可选枚举值包括0（Path）、1（Query）、
2（Head）和3（Body）。向导和脚本API仅支持Query。
注册API中的GET 、DELET E方法支持Query、Head，PUT 、
POST 方法支持Query、Head和Body。

ParameterDescripti
on

String

description1

描述信息。

DefaultValue

String

default1

默认值。

运算符，可选枚举值包括0（Equal）、1（Like）、
2（Const）和3（In）。向导API支持Equal、Like和In，脚
本API支持Equal，注册API支持Equal和Const。

ParameterOperato
r

Integer

0

ParameterDataT yp
e

Integer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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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mpleValue

String

example1

示例值。

IsRequiredParamet
er

Boolean

true

是否必填。

WizardResponsePa
rameters

Array of
WizardResponsePa
rameter

ParameterDescripti
on

String

description2

描述信息。

ColumnName

String

column2

绑定的表字段名称，仅向导模式支持。

ParameterName

String

param2

参数的名称。

ParameterDataT yp
e

Integer

0

数据类型，可选枚举值包括0（ST RING）、1（INT ）、
2（LONG）、3（FLOAT ）、4（DOUBLE）和
5（BOOLEAN）。

ExampleValue

String

example2

示例值。

WizardConnection

Object

T ableName

String

t

数据源表的名称。

ConnectionId

Long

123

数据源ID。

向导模式的返回参数列表。

向导API的数据源信息。

不同类型API的详情信息通过不同字段返回。向导API使用WizardDet ails字段，脚本API使用Script Det ails字段，注册API使用
Regist rat ionDet ails字段。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DataServiceApis
&PageNumber=1
&PageSize=10
&ProjectId=10000
&TenantId=10001
&ApiNameKeyword=我的API名称
&ApiPathKeyword=/test/
&CreatorId=12345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ListDataServiceApis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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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Data>
<PageNumber>1</PageNumber>
<PageSize>10</PageSize>
<TotalCount>100</TotalCount>
<Apis>
<Timeout>10000</Timeout>
<Status>0</Status>
<ApiId>10002</ApiId>
<ApiMode>0</ApiMode>
<ProjectId>10000</ProjectId>
<ResponseContentType>0</ResponseContentType>
<CreatorId>1234567</CreatorId>
<VisibleRange>0</VisibleRange>
<ModifiedTime>2020-06-23T00:21:01+0800</ModifiedTime>
<OperatorId>2345678</OperatorId>
<GroupId>abcde123456789</GroupId>
<Description>测试API描述</Description>
<FolderId>0</FolderId>
<RequestMethod>0</RequestMethod>
<CreatedTime>2020-06-23T00:21:01+0800</CreatedTime>
<ApiName>我的API名称</ApiName>
<TenantId>10000</TenantId>
<ApiPath>/test/1</ApiPath>
<Protocols>0</Protocols>
<RegistrationDetails>
<ServiceHost>http://example.aliyundoc.com</ServiceHost>
<ServiceContentType>0</ServiceContentType>
<ServicePath>/index</ServicePath>
<SuccessfulResultSample>{"success": true}</SuccessfulResultSample>
<FailedResultSample>{"success": false}</FailedResultSample>
<ServiceRequestBodyDescription>{"abc":1}</ServiceRequestBodyDescription>
<RegistrationErrorCodes>
<ErrorMessage>fail to call</ErrorMessage>
<ErrorCode>1001</ErrorCode>
<ErrorSolution>retry</ErrorSolution>
</RegistrationErrorCodes>
<RegistrationRequestParameters>
<ColumnName>column1</ColumnName>
<ParameterName>name1</ParameterName>
<ParameterPosition>0</ParameterPosition>
<ParameterDescription>description1</ParameterDescription>
<DefaultValue>default1</DefaultValue>
<ParameterOperator>0</ParameterOperator>
<ParameterDataType>0</ParameterDataType>
<ExampleValue>example1</ExampleValue>
<IsRequiredParameter>true</IsRequiredParameter>
</RegistrationRequestParameters>
</RegistrationDetails>
<ScriptDetails>
<Script>select a from t</Script>
<IsPagedResponse>true</IsPagedResponse>
<ScriptRequestParameters>
<ColumnName>column1</ColumnName>
<ParameterName>param1</ParameterName>
<ParameterPosition>0</ParameterPosition>
<ParameterDescription>description1</ParameterDescription>
<DefaultValue>default1</DefaultValue>
<ParameterOperator>0</ParameterOperator>
<ParameterDataType>0</ParameterDataType>
<ExampleValue>example1</ExampleValue>
<IsRequiredParameter>true</IsRequiredPar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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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equiredParameter>true</IsRequiredParameter>
</ScriptRequestParameters>
<ScriptResponseParameters>
<ParameterDescription>description2</ParameterDescription>
<ColumnName>column2</ColumnName>
<ParameterName>param2</ParameterName>
<ParameterDataType>0</ParameterDataType>
<ExampleValue>example2</ExampleValue>
</ScriptResponseParameters>
<ScriptConnection>
<TableName>t</TableName>
<ConnectionId>123</ConnectionId>
</ScriptConnection>
</ScriptDetails>
<WizardDetails>
<IsPagedResponse>true</IsPagedResponse>
<WizardRequestParameters>
<ColumnName>column1</ColumnName>
<ParameterName>param1</ParameterName>
<ParameterPosition>0</ParameterPosition>
<ParameterDescription>description1</ParameterDescription>
<DefaultValue>default1</DefaultValue>
<ParameterOperator>0</ParameterOperator>
<ParameterDataType>0</ParameterDataType>
<ExampleValue>example1</ExampleValue>
<IsRequiredParameter>true</IsRequiredParameter>
</WizardRequestParameters>
<WizardResponseParameters>
<ParameterDescription>description2</ParameterDescription>
<ColumnName>column2</ColumnName>
<ParameterName>param2</ParameterName>
<ParameterDataType>0</ParameterDataType>
<ExampleValue>example2</ExampleValue>
</WizardResponseParameters>
<WizardConnection>
<TableName>t</TableName>
<ConnectionId>123</ConnectionId>
</WizardConnection>
</WizardDetails>

</Apis>
</Data>
</ListDataServiceApis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RequestId" : "0000-ABCD-EFG****",
"ErrorMessage" :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Success" : true,
"ErrorCode" :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Data" : {
"PageNumber" : 1,
"PageSize" : 10,
"TotalCount" : 100,
"Apis" : {
"Timeout" : 10000,
"Status" : 0,
"ApiId" : 10002,
"ApiMode" : 0,
"ProjectId" : 10000,
"ResponseContentType"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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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ContentType" : 0,
"CreatorId" : 1234567,
"VisibleRange" : 0,
"ModifiedTime" : "2020-06-23T00:21:01+0800",
"OperatorId" : 2345678,
"GroupId" : "abcde123456789",
"Description" : "测试API描述",
"FolderId" : 0,
"RequestMethod" : 0,
"CreatedTime" : "2020-06-23T00:21:01+0800",
"ApiName" : "我的API名称",
"TenantId" : 10000,
"ApiPath" : "/test/1",
"Protocols" : 0,
"RegistrationDetails" : {
"ServiceHost" : "http://example.aliyundoc.com",
"ServiceContentType" : 0,
"ServicePath" : "/index",
"SuccessfulResultSample" : "{\"success\": true}",
"FailedResultSample" : "{\"success\": false}",
"ServiceRequestBodyDescription" : "{\"abc\":1}",
"RegistrationErrorCodes" : {
"ErrorMessage" : "fail to call",
"ErrorCode" : 1001,
"ErrorSolution" : "retry"
},
"RegistrationRequestParameters" : {
"ColumnName" : "column1",
"ParameterName" : "name1",
"ParameterPosition" : 0,
"ParameterDescription" : "description1",
"DefaultValue" : "default1",
"ParameterOperator" : 0,
"ParameterDataType" : 0,
"ExampleValue" : "example1",
"IsRequiredParameter" : true
}
},
"ScriptDetails" : {
"Script" : "select a from t",
"IsPagedResponse" : true,
"ScriptRequestParameters" : {
"ColumnName" : "column1",
"ParameterName" : "param1",
"ParameterPosition" : 0,
"ParameterDescription" : "description1",
"DefaultValue" : "default1",
"ParameterOperator" : 0,
"ParameterDataType" : 0,
"ExampleValue" : "example1",
"IsRequiredParameter" : true
},
"ScriptResponseParameters" : {
"ParameterDescription" : "description2",
"ColumnName" : "column2",
"ParameterName" : "param2",
"ParameterDataType" : 0,
"ExampleValue" : "example2"
},
"ScriptConnection" : {
"TableName" : "t",
"ConnectionId" : 123
}
},
"WizardDetail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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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zardDetails" : {
"IsPagedResponse" : true,
"WizardRequestParameters" : {
"ColumnName" : "column1",
"ParameterName" : "param1",
"ParameterPosition" : 0,
"ParameterDescription" : "description1",
"DefaultValue" : "default1",
"ParameterOperator" : 0,
"ParameterDataType" : 0,
"ExampleValue" : "example1",
"IsRequiredParameter" : true
},
"WizardResponseParameters" : {
"ParameterDescription" : "description2",
"ColumnName" : "column2",
"ParameterName" : "param2",
"ParameterDataType" : 0,
"ExampleValue" : "example2"
},
"WizardConnection" : {
"TableName" : "t",
"ConnectionId" : 123
}
}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8.5. GetDataServiceApi
调用Get Dat aServiceApi查询数据服务API开发态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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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DataServiceApi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Get Dat aServiceApi。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ID。

T enantId

Long

是

10002

租户ID。

ProjectId

Long

是

10001

工作空间的ID。

ApiId

Long

是

10000

数据服务API的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ID，一次请求的唯一标识。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错误信息。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ErrorCode

String

1031203110005

错误码。

Data

Object

T imeout

Integer

10000

超时时间，单位为毫秒（ms）。

Status

Integer

0

API的状态，可选枚举值包括0（未发布）和1（已发布）。

ApiId

Long

10000

数据服务API的ID。

ApiMode

Integer

0

API的类型，可选枚举值包括0（向导API）、1（脚本API）
和2（注册API）。

ProjectId

Long

10001

工作空间的ID。

ResponseContentT
ype

Integer

0

API的返回数据类型，可选枚举值包括0（JSON）和
1（XML）。向导和脚本API支持JSON，注册API支持JSON
和XML。

CreatorId

String

1234567

创建人的阿里云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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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VisibleRange

Integer

0

可见范围，可选枚举值包括0（工作空间）和1（私有）。

ModifiedT ime

String

2020-0623T 00:21:01+0800

最新修改时间。

OperatorId

String

2345678

最新编辑人的阿里云ID。

GroupId

String

ab123****

分组ID。

Description

String

测试API描述

描述信息。

FolderId

Long

0

文件夹ID

RequestMethod

Integer

0

API的请求方式，可选枚举值包括0（GET ）、
1（POST ）、2（PUT ）和3（DELT E）。向导和脚本API支
持GET 和POST 。注册API支持GET 、POST 、PUT 和
DELET E。

CreatedT ime

String

2020-0623T 00:21:01+0800

创建时间。

ApiName

String

测试API名称

API的名称。

T enantId

Long

10002

租户ID。

ApiPath

String

/test/1

API的路径。

Protocols

Array of Integer

0

API协议，多值列表，可选枚举值包括0（HT T P）和
1（HT T PS）。

RegistrationDetails

Object

ServiceHost

String

注册API的详情，只有注册API返回。
http://example.aliyundo
c.com

后端服务地址

API返回数据类型，可选枚举值：
ServiceContentT yp
e

Integer

0

0：JSON
1：XML
向导和脚本API只支持JSON；注册API支持JSON和XML。

ServicePath

String

/index

后端服务路径

SuccessfulResultSa
mple

String

{"success": true}

正常返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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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FailedResultSampl
e

String

{"success": false}

错误返回示例。

ServiceRequestBod
yDescription

String

{"abc":1}

后端请求body内容描述

RegistrationErrorCo
des

Array of
RegistrationErrorCo
de

ErrorMessage

String

fail to call

错误信息。

ErrorCode

String

1001

错误码。

ErrorSolution

String

retry

错误解决方案。

RegistrationReques
tParameters

Array of
RegistrationReques
tParameter

ColumnName

String

column1

绑定的表字段名称，仅向导模式支持。

ParameterName

String

name1

参数的名称。

注册API的错误码列表。

注册API的请求参数列表。

参数位置，可选枚举值有：
0：Path
1：Query
ParameterPosition

Integer

0

2：Head
3：Body
向导和脚本API，只支持Query；注册API，GET 、DELET E方
法支持Query、Head，PUT 、POST 方法支持Query、
Head、Body。

ParameterDescripti
on

String

description1

描述信息。

DefaultValue

String

default1

默认值。

运算符，可选枚举值有：
0：Equal
1：Like
ParameterOperato
r

Integer

0

2：Const
3：In
向导API支持Equal、Like、In；脚本API支持Equal；注册
API支持Equal、Const。

ParameterDataT yp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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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数据类型，可选枚举值包括0（ST RING）、1（INT ）、
2（LONG）、3（FLOAT ）、4（DOUBLE）和
5（BOO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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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ampleValue

String

example1

示例值。

IsRequiredParamet
er

Boolean

true

是否必填。

ScriptDetails

Object

Script

String

select a from t

SQL脚本。

IsPagedResponse

Boolean

true

返回是否分页。

ScriptRequestPara
meters

Array of
ScriptRequestPara
meter

ColumnName

String

column1

绑定的表字段名称，仅向导模式支持。

ParameterName

String

param1

参数的名称。

脚本API的详情，只有脚本API返回。

脚本API的请求参数列表。

ParameterPosition

Integer

0

参数的位置，可选枚举值包括0（Path）、1（Query）、
2（Head）和3（Body）。向导和脚本API仅支持Query。
注册API中的GET 、DELET E方法支持Query、Head，PUT 、
POST 方法支持Query、Head和Body。

ParameterDescripti
on

String

description1

描述信息。

DefaultValue

String

default1

默认值。

ParameterOperato
r

Integer

0

运算符，可选枚举值包括0（Equal）、1（Like）、
2（Const）和3（In）。向导模式API支持Equal、Like和
In，脚本模式API支持Equal，注册API支持Equal和Const。

ParameterDataT yp
e

Integer

0

数据类型，可选枚举值包括0（ST RING）、1（INT ）、
2（LONG）、3（FLOAT ）、4（DOUBLE）和
5（BOOLEAN）。

ExampleValue

String

example1

示例值。

IsRequiredParamet
er

Boolean

true

是否必填。

ScriptResponsePar
ameters

Array of
ScriptResponsePar
ameter

ParameterDescripti
on

String

description2

描述信息。

ColumnName

String

column2

绑定的表字段名称，仅向导模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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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ParameterName

String

param2

参数的名称。

ParameterDataT yp
e

Integer

0

数据类型，可选枚举值包括0（ST RING）、1（INT ）、
2（LONG）、3（FLOAT ）、4（DOUBLE）和
5（BOOLEAN）。

ExampleValue

String

example2

示例值。

ScriptConnection

Object

T ableName

String

t

数据源表的名称。

ConnectionId

Long

123

数据源ID。

WizardDetails

Object

IsPagedResponse

Boolean

WizardRequestPar
ameters

Array of
WizardRequestPar
ameter

ColumnName

String

column1

绑定的表字段名称，仅向导模式支持。

ParameterName

String

param1

参数的名称。

脚本API的数据源信息。

向导API详情，只有向导API返回。

true

返回是否分页。

向导API的请求参数列表。

ParameterPosition

Integer

0

参数的位置，可选枚举值包括0（Path）、1（Query）、
2（Head）和3（Body）。向导和脚本API仅支持Query。
注册API中的GET 、DELET E方法支持Query、Head，PUT 、
POST 方法支持Query、Head和Body。

ParameterDescripti
on

String

description1

描述信息。

DefaultValue

String

default1

默认值。

运算符，可选枚举值包括0（Equal）、1（Like）、
2（Const）和3（In）。向导模式API支持Equal、Like和
In，脚本模式API支持Equal，注册API支持Equal和Const。

ParameterOperato
r

Integer

0

ParameterDataT yp
e

Integer

0

数据类型，可选枚举值包括0（ST RING）、1（INT ）、
2（LONG）、3（FLOAT ）、4（DOUBLE）和
5（BOOLEAN）。

ExampleValue

String

example1

示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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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IsRequiredParamet
er

Boolean

true

是否必填。

WizardResponsePa
rameters

Array of
WizardResponsePa
rameter

ParameterDescripti
on

String

description2

描述信息。

ColumnName

String

column2

绑定的表字段名称，仅向导模式支持。

ParameterName

String

param2

参数的名称。

ParameterDataT yp
e

Integer

0

数据类型，可选枚举值包括0（ST RING）、1（INT ）、
2（LONG）、3（FLOAT ）、4（DOUBLE）和
5（BOOLEAN）。

ExampleValue

String

example2

示例值。

WizardConnection

Object

T ableName

String

t

数据源的表名称。

ConnectionId

Long

123

数据源ID。

向导模式的返回参数列表。

向导API的数据源信息。

不同类型API的详情信息通过不同字段返回。向导API使用WizardDet ails字段，脚本API使用Script Det ails字段，注册API使用
Regist rat ionDet ails字段。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DataServiceApi
&TenantId=10002
&ProjectId=10001
&ApiId=1000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GetDataServiceApi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ErrorMessage>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ErrorCode>1031203110005</ErrorCode>
<Data>
<Timeout>10000</Timeout>
<Status>0</Status>
<ApiId>10000</ApiId>
<ApiMode>0</Api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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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Mode>0</ApiMode>
<ProjectId>10001</ProjectId>
<ResponseContentType>0</ResponseContentType>
<CreatorId>1234567</CreatorId>
<VisibleRange>0</VisibleRange>
<ModifiedTime>2020-06-23T00:21:01+0800</ModifiedTime>
<OperatorId>2345678</OperatorId>
<GroupId>ab123****</GroupId>
<Description>测试API描述</Description>
<FolderId>0</FolderId>
<RequestMethod>0</RequestMethod>
<CreatedTime>2020-06-23T00:21:01+0800</CreatedTime>
<ApiName>测试API名称</ApiName>
<TenantId>10002</TenantId>
<ApiPath>/test/1</ApiPath>
<Protocols>0</Protocols>
<RegistrationDetails>
<ServiceHost>http://example.aliyundoc.com</ServiceHost>
<ServiceContentType>0</ServiceContentType>
<ServicePath>/index</ServicePath>
<SuccessfulResultSample>{"success": true}</SuccessfulResultSample>
<FailedResultSample>{"success": false}</FailedResultSample>
<ServiceRequestBodyDescription>{"abc":1}</ServiceRequestBodyDescription>
<RegistrationErrorCodes>
<ErrorMessage>fail to call</ErrorMessage>
<ErrorCode>1001</ErrorCode>
<ErrorSolution>retry</ErrorSolution>
</RegistrationErrorCodes>
<RegistrationRequestParameters>
<ColumnName>column1</ColumnName>
<ParameterName>name1</ParameterName>
<ParameterPosition>0</ParameterPosition>
<ParameterDescription>description1</ParameterDescription>
<DefaultValue>default1</DefaultValue>
<ParameterOperator>0</ParameterOperator>
<ParameterDataType>0</ParameterDataType>
<ExampleValue>example1</ExampleValue>
<IsRequiredParameter>true</IsRequiredParameter>
</RegistrationRequestParameters>
</RegistrationDetails>
<ScriptDetails>
<Script>select a from t</Script>
<IsPagedResponse>true</IsPagedResponse>
<ScriptRequestParameters>
<ColumnName>column1</ColumnName>
<ParameterName>param1</ParameterName>
<ParameterPosition>0</ParameterPosition>
<ParameterDescription>description1</ParameterDescription>
<DefaultValue>default1</DefaultValue>
<ParameterOperator>0</ParameterOperator>
<ParameterDataType>0</ParameterDataType>
<ExampleValue>example1</ExampleValue>
<IsRequiredParameter>true</IsRequiredParameter>
</ScriptRequestParameters>
<ScriptResponseParameters>
<ParameterDescription>description2</ParameterDescription>
<ColumnName>column2</ColumnName>
<ParameterName>param2</ParameterName>
<ParameterDataType>0</ParameterDataType>
<ExampleValue>example2</ExampleValue>
</ScriptResponseParameters>
<ScriptConnection>
<TableName>t</TableName>
<ConnectionId>123</Connection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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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Id>123</ConnectionId>

</ScriptConnection>
</ScriptDetails>
<WizardDetails>
<IsPagedResponse>true</IsPagedResponse>
<WizardRequestParameters>
<ColumnName>column1</ColumnName>
<ParameterName>param1</ParameterName>
<ParameterPosition>0</ParameterPosition>
<ParameterDescription>description1</ParameterDescription>
<DefaultValue>default1</DefaultValue>
<ParameterOperator>0</ParameterOperator>
<ParameterDataType>0</ParameterDataType>
<ExampleValue>example1</ExampleValue>
<IsRequiredParameter>true</IsRequiredParameter>
</WizardRequestParameters>
<WizardResponseParameters>
<ParameterDescription>description2</ParameterDescription>
<ColumnName>column2</ColumnName>
<ParameterName>param2</ParameterName>
<ParameterDataType>0</ParameterDataType>
<ExampleValue>example2</ExampleValue>
</WizardResponseParameters>
<WizardConnection>
<TableName>t</TableName>
<ConnectionId>123</ConnectionId>
</WizardConnection>
</WizardDetails>
</Data>
</GetDataServiceApi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RequestId" : "0000-ABCD-EFG****",
"ErrorMessage" :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Success" : true,
"ErrorCode" : 1031203110005,
"Data" : {
"Timeout" : 10000,
"Status" : 0,
"ApiId" : 10000,
"ApiMode" : 0,
"ProjectId" : 10001,
"ResponseContentType" : 0,
"CreatorId" : 1234567,
"VisibleRange" : 0,
"ModifiedTime" : "2020-06-23T00:21:01+0800",
"OperatorId" : 2345678,
"GroupId" : "ab123****",
"Description" : "测试API描述",
"FolderId" : 0,
"RequestMethod" : 0,
"CreatedTime" : "2020-06-23T00:21:01+0800",
"ApiName" : "测试API名称",
"TenantId" : 10002,
"ApiPath" : "/test/1",
"Protocols" : 0,
"RegistrationDetails" : {
"ServiceHost" : "http://example.aliyundoc.com",
"ServiceContentType" : 0,

> 文档版本：20220713

556

API参考· 数据服务

Dat aWorks

"ServiceContentType" : 0,
"ServicePath" : "/index",
"SuccessfulResultSample" : "{\"success\": true}",
"FailedResultSample" : "{\"success\": false}",
"ServiceRequestBodyDescription" : "{\"abc\":1}",
"RegistrationErrorCodes" : {
"ErrorMessage" : "fail to call",
"ErrorCode" : 1001,
"ErrorSolution" : "retry"
},
"RegistrationRequestParameters" : {
"ColumnName" : "column1",
"ParameterName" : "name1",
"ParameterPosition" : 0,
"ParameterDescription" : "description1",
"DefaultValue" : "default1",
"ParameterOperator" : 0,
"ParameterDataType" : 0,
"ExampleValue" : "example1",
"IsRequiredParameter" : true
}
},
"ScriptDetails" : {
"Script" : "select a from t",
"IsPagedResponse" : true,
"ScriptRequestParameters" : {
"ColumnName" : "column1",
"ParameterName" : "param1",
"ParameterPosition" : 0,
"ParameterDescription" : "description1",
"DefaultValue" : "default1",
"ParameterOperator" : 0,
"ParameterDataType" : 0,
"ExampleValue" : "example1",
"IsRequiredParameter" : true
},
"ScriptResponseParameters" : {
"ParameterDescription" : "description2",
"ColumnName" : "column2",
"ParameterName" : "param2",
"ParameterDataType" : 0,
"ExampleValue" : "example2"
},
"ScriptConnection" : {
"TableName" : "t",
"ConnectionId" : 123
}
},
"WizardDetails" : {
"IsPagedResponse" : true,
"WizardRequestParameters" : {
"ColumnName" : "column1",
"ParameterName" : "param1",
"ParameterPosition" : 0,
"ParameterDescription" : "description1",
"DefaultValue" : "default1",
"ParameterOperator" : 0,
"ParameterDataType" : 0,
"ExampleValue" : "example1",
"IsRequiredParameter" : true
},
"WizardResponseParameters" : {
"ParameterDescription" : "description2",
"ColumnName" : "column2",
"ParameterName" : "para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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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erName" : "param2",
"ParameterDataType" : 0,
"ExampleValue" : "example2"
},
"WizardConnection" : {
"TableName" : "t",
"ConnectionId" : 123
}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8.6. UpdateDataServiceApi
调用Updat eDat aServiceApi更新数据服务API开发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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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UpdateDataServiceAp
i

要执行的操作。

ApiDescription

String

是

测试API描述

API的描述信息。

ApiId

Long

是

10000

API的ID。

ApiPath

String

是

/test/2

API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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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ProjectId

Long

是

10001

Protocols

String

是

0,1

API协议，可选枚举值包括0（HT T P）和
1（HT T PS）。支持多值，多个值之间使用英文逗
号（,）分隔。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ID。

工作空间的ID。

RequestMethod

Integer

是

0

API的请求方式，可选枚举值包括0（GET ）、
1（POST ）、2（PUT ）和3（DELT E）。向导和脚
本API支持GET 和POST 。注册API支持GET 、POST 、
PUT 和DELET E。

ResponseContentT yp
e

Integer

是

0

API的返回数据类型，可选枚举值包括0（JSON）和
1（XML）。向导和脚本API支持JSON，注册API支
持JSON和XML。

T enantId

Long

是

10001

租户ID。

T imeout

Integer

是

10000

超时时间，单位为毫秒（ms），取值范围为
(0, 30000]。 )

VisibleRange

WizardDetails

559

Integer

String

是

0

可见范围，可选枚举值包括0（工作空间）和1（私
有）。

否

{"isPagedResponse":t
rue,"wizardConnectio
n":
{"connectionId":1227
86,"tableName":"per
son"},"wizardRequest
Parameters":
[{"columnName":"id",
"defaultValue":"","ex
ampleValue":"1","isR
equiredParameter":tr
ue,"parameterDataT y
pe":2,"parameterDes
cription":"","paramet
erName":"id","param
eterOperator":0,"par
ameterPosition":0}],"
wizardResponsePara
meters":
[{"columnName":"id",
"exampleValue":"11",
"parameterDataT ype
":2,"parameterDescri
ption":"","parameter
Name":"id"}]}

向导API的详情，请参见GetDataServiceApi接口
wizardDetails字段的JSON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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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否

{"isPagedResponse":f
alse,"script":"select
id as id1, name as
name1 from person
where
id=${inputid}","scriptC
onnection":
{"connectionId":1227
86,"tableName":"per
son"},"scriptRequestP
arameters":
[{"defaultValue":"","e
xampleValue":"","isR
equiredParameter":tr
ue,"parameterDataT y
pe":0,"parameterDes
cription":"","paramet
erName":"inputid","p
arameterOperator":0
,"parameterPosition"
:1}],"scriptResponseP
arameters":
[{"exampleValue":"","
parameterDataT ype"
:0,"parameterDescrip
tion":"","parameterN
ame":"id1"},
{"exampleValue":"","
parameterDataT ype"
:0,"parameterDescrip
tion":"","parameterN
ame":"name1"}]}

脚本API的详情，请参见GetDataServiceApi接口
scriptDetails字段的JSON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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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否

{"failedResultSample
":"fail","registrationEr
rorCodes":
[{"errorCode":"e1","er
rorMessage":"msg1",
"errorSolution":"sol1
"},
{"errorCode":"e2","err
orMessage":"msg2","
errorSolution":"sol2"}
],"registrationReques
tParameters":
[{"columnName":"","
defaultValue":"","exa
mpleValue":"","isReq
uiredParameter":true
,"parameterDataT ype
":0,"parameterDescri
ption":"","parameter
Name":"id","paramet
erOperator":0,"para
meterPosition":1},
{"columnName":"","d
efaultValue":"xx","ex
ampleValue":"","isRe
quiredParameter":tru
e,"parameterDataT yp
e":0,"parameterDescr
iption":"","parameter
Name":"cc","paramet
erOperator":2,"para
meterPosition":2}],"s
erviceContentT ype":1
,"serviceHost":"http:
//www.baidu.com","
servicePath":"/[uid]","
serviceRequestBodyD
escription":"body","s
uccessfulResultSamp
le":"success"}

注册API的详情，请参见GetDataServiceApi接口
registrationDetails字段的JSON String。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ata

Boolean

true

更新API是否成功。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ID，一次请求的唯一标识。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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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UpdateDataServiceApi
&ApiDescription=测试API描述
&ApiId=10000
&ApiPath=/test/2
&ProjectId=10001
&Protocols=0,1
&RegionId=cn-shanghai
&RequestMethod=0
&ResponseContentType=0
&TenantId=10001
&Timeout=10000
&VisibleRange=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格式

XML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true</Data>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000-ABCD-EFG****",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true,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Activate
DataWorks first.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03

ResourceNotAuthorized.
Api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access the
resources.

您无法访问未取得授权的资源。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8.7. GetDataServicePublished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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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GetDataServicePublishedApi
调用Get Dat aServicePublishedApi查询数据服务API的发布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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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DataServicePublis
hedApi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Get Dat aServicePublishedApi。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ID。

ProjectId

Long

是

10002

工作空间的ID。

T enantId

Long

是

10003

租户ID。

ApiId

Long

是

10001

API的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ID，一次请求的唯一标识。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Data

Object

T imeout

Integer

10000

超时时间，单位为毫秒（ms）。

Status

Integer

1

API的状态，可选枚举值包括0（未发布）和1（已发布）。

ApiId

Long

10000

数据服务API的ID。

ApiMode

Integer

0

API的类型，可选枚举值包括0（向导API）、1（脚本API）
和2（注册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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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ProjectId

Long

10001

工作空间的ID。

ResponseContentT
ype

Integer

0

API的返回数据类型，可选枚举值包括0（JSON）和
1（XML）。向导和脚本API支持JSON，注册API支持JSON
和XML。

CreatorId

String

1234567

创建人的阿里云ID。

VisibleRange

Integer

0

可见范围，可选枚举值包括0（工作空间）和1（私有）。

ModifiedT ime

String

2020-0623T 00:21:01+0800

最新修改时间。

OperatorId

String

2345678

最新编辑人的阿里云ID。

GroupId

String

ab12**

分组ID。

Description

String

测试API描述

描述信息。

RequestMethod

Integer

0

API的请求方式，可选枚举值包括0（GET ）、
1（POST ）、2（PUT ）和3（DELT E）。向导和脚本API支
持GET 和POST 。注册API支持GET 、POST 、PUT 和
DELET E。

CreatedT ime

String

2020-0623T 00:21:01+0800

创建时间。

ApiName

String

测试API名称

API的名称。

T enantId

Long

10001

租户ID。

ApiPath

String

/test/1

API的路径。

Protocols

Array of Integer

0

API协议，多值列表，可选枚举值包括0（HT T P）和
1（HT T PS）。

RegistrationDetails

Object

ServiceHost

String

注册API详情，只有注册API返回。
http://example.aliyundo
c.com

ServiceContentT yp
e

Integer

0

ServicePath

String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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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SuccessfulResultSa
mple

String

{"success": true}

正常返回示例。

FailedResultSampl
e

String

{"success": false}

错误返回示例。

ServiceRequestBod
yDescription

String

{"abc":1}

后端请求body内容的描述。

RegistrationErrorCo
des

Array of
RegistrationErrorCo
de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rrorSolution

String

retry

错误解决方案。

RegistrationReques
tParameters

Array of
RegistrationReques
tParameter

ParameterName

String

name1

参数的名称。

ParameterPosition

Integer

0

参数的位置，可选枚举值包括0（Path）、1（Query）、
2（Head）和3（Body）。向导和脚本API仅支持Query。
注册API中的GET 、DELET E方法支持Query、Head，PUT 、
POST 方法支持Query、Head和Body。

ParameterDescripti
on

String

description1

描述信息。

DefaultValue

String

default1

默认值。

ParameterOperato
r

Integer

0

运算符，可选枚举值包括0（Equal）、1（Like）、
2（Const）和3（In）。向导模式API支持Equal、Like和
In，脚本模式API支持Equal，注册API支持Equal和Const。

ExampleValue

String

example1

示例值。

注册API的错误码列表。

注册API的请求参数列表。

ParameterDataT yp
e

Integer

0

数据类型，可选枚举值包括0（ST RING）、1（INT ）、
2（LONG）、3（FLOAT ）、4（DOUBLE）和
5（BOOLEAN）。

IsRequiredParamet
er

Boolean

true

是否必填。

ScriptDetails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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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IsPagedResponse

Boolean

true

返回是否分页。

SuccessfulResultSa
mple

String

{"success": true}

正常返回示例。

FailedResultSampl
e

String

{"success": false}

错误返回示例。

Script

String

select a from t

SQL脚本。

ScriptErrorCodes

Array of
ScriptErrorCode

ErrorMessage

String

fail to call

错误信息

ErrorCode

String

1001

错误码

ErrorSolution

String

retry

错误解决方案

ScriptRequestPara
meters

Array of
ScriptRequestPara
meter

ParameterName

String

脚本API的错误码列表。

脚本API的请求参数列表。

param1

参数名称

参数位置，可选枚举值有：
0：Path
1：Query
ParameterPosition

Integer

0

2：Head
3：Body
向导和脚本API，只支持Query；注册API，GET 、DELET E方
法支持Query、Head，PUT 、POST 方法支持Query、
Head、Body。

ParameterDescripti
on

String

description1

描述

DefaultValue

String

default1

默认值

运算符，可选枚举值有：
0：Equal
1：Like
ParameterOperato
r

Integer

0

2：Const
3：In
向导API支持Equal、Like、In；脚本API支持Equal；注册
API支持Equal、Const。

ExampleValue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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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示例值

描述
数据类型，可选枚举值：
0：String

ParameterDataT yp
e

1：Int
Integer

0

2：Long
3：Float
4：Double
5：Boolean

IsRequiredParamet
er

Boolean

ScriptResponsePar
ameters

Array of
ScriptResponsePar
ameter

ParameterDescripti
on

String

description2

描述信息。

ParameterName

String

param2

参数的名称。

ExampleValue

String

example2

示例值。

ParameterDataT yp
e

Integer

0

数据类型，可选枚举值包括0（ST RING）、1（INT ）、
2（LONG）、3（FLOAT ）、4（DOUBLE）和
5（BOOLEAN）。

ScriptConnection

Object

T ableName

String

t

数据源的表名称。

ConnectionId

Long

123

数据源的ID。

WizardDetails

Object

IsPagedResponse

Boolean

true

返回是否分页。

SuccessfulResultSa
mple

String

{"success": true}

正常返回示例。

FailedResultSampl
e

String

{"success": false}

错误返回示例。

WizardErrorCodes

Array of
WizardErrorCode

ErrorMessage

String

fail to call

错误信息。

ErrorCode

String

1001

错误码。

567

true

是否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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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rrorSolution

String

retry

错误解决方案。

WizardRequestPar
ameters

Array of
WizardRequestPar
ameter

ParameterName

String

向导API的请求参数列表。

param1

参数的名称。

ParameterPosition

Integer

0

参数的位置，可选枚举值包括0（Path）、1（Query）、
2（Head）和3（Body）。向导和脚本API仅支持Query。
注册API中的GET 、DELET E方法支持Query、Head，PUT 、
POST 方法支持Query、Head和Body。

ParameterDescripti
on

String

description1

描述信息。

DefaultValue

String

default1

默认值。

ParameterOperato
r

Integer

0

运算符，可选枚举值包括0（Equal）、1（Like）、
2（Const）和3（In）。向导模式API支持Equal、Like和
In，脚本模式API支持Equal，注册API支持Equal和Const。

ExampleValue

String

example1

示例值。

ParameterDataT yp
e

Integer

0

数据类型，可选枚举值包括0（ST RING）、1（INT ）、
2（LONG）、3（FLOAT ）、4（DOUBLE）和
5（BOOLEAN）。

IsRequiredParamet
er

Boolean

true

是否必填。

WizardResponsePa
rameters

Array of
WizardResponsePa
rameter

ParameterDescripti
on

String

description2

描述信息。

ParameterName

String

param2

参数的名称。

ExampleValue

String

example2

示例值。

ParameterDataT yp
e

Integer

0

数据类型，可选枚举值包括0（ST RING）、1（INT ）、
2（LONG）、3（FLOAT ）、4（DOUBLE）和
5（BOOLEAN）。

WizardConnection

Object

T ableName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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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nnectionId

Long

123

数据源的ID。

不同类型API的详情信息通过不同字段返回。向导API使用WizardDet ails字段，脚本API使用Script Det ails字段，注册API使用
Regist rat ionDet ails字段。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DataServicePublishedApi
&ApiId=10001
&ProjectId=10002
&RegionId=cn-shanghai
&TenantId=10003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GetDataServicePublishedApi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Data>
<Timeout>10000</Timeout>
<Status>1</Status>
<ApiId>10000</ApiId>
<ApiMode>0</ApiMode>
<ProjectId>10001</ProjectId>
<ResponseContentType>0</ResponseContentType>
<CreatorId>1234567</CreatorId>
<VisibleRange>0</VisibleRange>
<ModifiedTime>2020-06-23T00:21:01+0800</ModifiedTime>
<OperatorId>2345678</OperatorId>
<GroupId>ab12**</GroupId>
<Description>测试API描述</Description>
<RequestMethod>0</RequestMethod>
<CreatedTime>2020-06-23T00:21:01+0800</CreatedTime>
<ApiName>测试API名称</ApiName>
<TenantId>10001</TenantId>
<ApiPath>/test/1</ApiPath>
<Protocols>0</Protocols>
<RegistrationDetails>
<ServiceHost>http://example.aliyundoc.com</ServiceHost>
<ServiceContentType>0</ServiceContentType>
<ServicePath>/index</ServicePath>
<SuccessfulResultSample>{"success": true}</SuccessfulResultSample>
<FailedResultSample>{"success": false}</FailedResultSample>
<ServiceRequestBodyDescription>{"abc":1}</ServiceRequestBodyDescription>
<RegistrationErrorCodes>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ErrorSolution>retry</ErrorSolution>
</RegistrationErrorCodes>
<RegistrationRequestParameters>
<ParameterName>name1</Paramete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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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erName>name1</ParameterName>
<ParameterPosition>0</ParameterPosition>
<ParameterDescription>description1</ParameterDescription>
<DefaultValue>default1</DefaultValue>
<ParameterOperator>0</ParameterOperator>
<ExampleValue>example1</ExampleValue>
<ParameterDataType>0</ParameterDataType>
<IsRequiredParameter>true</IsRequiredParameter>
</RegistrationRequestParameters>

</RegistrationDetails>
<ScriptDetails>
<IsPagedResponse>true</IsPagedResponse>
<SuccessfulResultSample>{"success": true}</SuccessfulResultSample>
<FailedResultSample>{"success": false}</FailedResultSample>
<Script>select a from t</Script>
<ScriptErrorCodes>
<ErrorMessage>fail to call</ErrorMessage>
<ErrorCode>1001</ErrorCode>
<ErrorSolution>retry</ErrorSolution>
</ScriptErrorCodes>
<ScriptRequestParameters>
<ParameterName>param1</ParameterName>
<ParameterPosition>0</ParameterPosition>
<ParameterDescription>description1</ParameterDescription>
<DefaultValue>default1</DefaultValue>
<ParameterOperator>0</ParameterOperator>
<ExampleValue>example1</ExampleValue>
<ParameterDataType>0</ParameterDataType>
<IsRequiredParameter>true</IsRequiredParameter>
</ScriptRequestParameters>
<ScriptResponseParameters>
<ParameterDescription>description2</ParameterDescription>
<ParameterName>param2</ParameterName>
<ExampleValue>example2</ExampleValue>
<ParameterDataType>0</ParameterDataType>
</ScriptResponseParameters>
<ScriptConnection>
<TableName>t</TableName>
<ConnectionId>123</ConnectionId>
</ScriptConnection>
</ScriptDetails>
<WizardDetails>
<IsPagedResponse>true</IsPagedResponse>
<SuccessfulResultSample>{"success": true}</SuccessfulResultSample>
<FailedResultSample>{"success": false}</FailedResultSample>
<WizardErrorCodes>
<ErrorMessage>fail to call</ErrorMessage>
<ErrorCode>1001</ErrorCode>
<ErrorSolution>retry</ErrorSolution>
</WizardErrorCodes>
<WizardRequestParameters>
<ParameterName>param1</ParameterName>
<ParameterPosition>0</ParameterPosition>
<ParameterDescription>description1</ParameterDescription>
<DefaultValue>default1</DefaultValue>
<ParameterOperator>0</ParameterOperator>
<ExampleValue>example1</ExampleValue>
<ParameterDataType>0</ParameterDataType>
<IsRequiredParameter>true</IsRequiredParameter>
</WizardRequestParameters>
<WizardResponseParameters>
<ParameterDescription>description2</ParameterDescription>
<ParameterName>param2</ParameterName>
<ExampleValue>example2</Example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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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Value>example2</ExampleValue>
<ParameterDataType>0</ParameterDataType>

</WizardResponseParameters>
<WizardConnection>
<TableName>t</TableName>
<ConnectionId>123</ConnectionId>
</WizardConnection>
</WizardDetails>
</Data>
</GetDataServicePublishedApi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RequestId" : "0000-ABCD-EFG****",
"ErrorMessage" :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Success" : true,
"ErrorCode" :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Data" : {
"Timeout" : 10000,
"Status" : 1,
"ApiId" : 10000,
"ApiMode" : 0,
"ProjectId" : 10001,
"ResponseContentType" : 0,
"CreatorId" : "1234567",
"VisibleRange" : 0,
"ModifiedTime" : "2020-06-23T00:21:01+0800",
"OperatorId" : "2345678",
"GroupId" : "ab12**",
"Description" : "测试API描述",
"RequestMethod" : 0,
"CreatedTime" : "2020-06-23T00:21:01+0800",
"ApiName" : "测试API名称",
"TenantId" : 10001,
"ApiPath" : "/test/1",
"Protocols" : [ 0 ],
"RegistrationDetails" : {
"ServiceHost" : "http://example.aliyundoc.com",
"ServiceContentType" : 0,
"ServicePath" : "/index",
"SuccessfulResultSample" : "{\"success\": true}",
"FailedResultSample" : "{\"success\": false}",
"ServiceRequestBodyDescription" : "{\"abc\":1}",
"RegistrationErrorCodes" : [ {
"ErrorMessage" :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ErrorCode" :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ErrorSolution" : "retry"
} ],
"RegistrationRequestParameters" : [ {
"ParameterName" : "name1",
"ParameterPosition" : 0,
"ParameterDescription" : "description1",
"DefaultValue" : "default1",
"ParameterOperator" : 0,
"ExampleValue" : "example1",
"ParameterDataType" : 0,
"IsRequiredParameter" : true
} ]
},
"ScriptDetail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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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Details" : {
"IsPagedResponse" : true,
"SuccessfulResultSample" : "{\"success\": true}",
"FailedResultSample" : "{\"success\": false}",
"Script" : "select a from t",
"ScriptErrorCodes" : [ {
"ErrorMessage" : "fail to call",
"ErrorCode" : "1001",
"ErrorSolution" : "retry"
} ],
"ScriptRequestParameters" : [ {
"ParameterName" : "param1",
"ParameterPosition" : 0,
"ParameterDescription" : "description1",
"DefaultValue" : "default1",
"ParameterOperator" : 0,
"ExampleValue" : "example1",
"ParameterDataType" : 0,
"IsRequiredParameter" : true
} ],
"ScriptResponseParameters" : [ {
"ParameterDescription" : "description2",
"ParameterName" : "param2",
"ExampleValue" : "example2",
"ParameterDataType" : 0
} ],
"ScriptConnection" : {
"TableName" : "t",
"ConnectionId" : 123
}
},
"WizardDetails" : {
"IsPagedResponse" : true,
"SuccessfulResultSample" : "{\"success\": true}",
"FailedResultSample" : "{\"success\": false}",
"WizardErrorCodes" : [ {
"ErrorMessage" : "fail to call",
"ErrorCode" : "1001",
"ErrorSolution" : "retry"
} ],
"WizardRequestParameters" : [ {
"ParameterName" : "param1",
"ParameterPosition" : 0,
"ParameterDescription" : "description1",
"DefaultValue" : "default1",
"ParameterOperator" : 0,
"ExampleValue" : "example1",
"ParameterDataType" : 0,
"IsRequiredParameter" : true
} ],
"WizardResponseParameters" : [ {
"ParameterDescription" : "description2",
"ParameterName" : "param2",
"ExampleValue" : "example2",
"ParameterDataType" : 0
} ],
"WizardConnection" : {
"TableName" : "t",
"ConnectionId" : 12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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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8.8. ListDataServicePublishedApis
调用List Dat aServicePublishedApis获取数据服务API的发布态信息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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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DataServicePublis
hedApis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List Dat aServicePublishedApis 。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ID。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页码，从1开始，默认值为1。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ProjectId

Long

是

10000

工作空间的ID。

T enantId

Long

是

10001

租户ID。

ApiNameKeyword

String

否

我的API名称

API名称的关键词，过滤得到API名称包含该关键词
的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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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ApiPathKeyword

String

否

/test/

CreatorId

String

否

12345

描述
API路径的关键词，过滤得到API路径包含该关键词
的API。

API创建者的阿里云ID，过滤得到该用户创建的
API。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ID，一次请求的唯一标识。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Data

Object

PageNumber

Integer

1

页码，和请求中的PageNumber一致。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T otalCount

Integer

100

总记录数。

Apis

Array of Api

T imeout

Integer

10000

超时时间，单位毫秒ms

Status

Integer

1

API的状态，可选枚举值包括0（未发布）和1（已发布）。

ApiId

Long

10002

API的ID。

ApiMode

Integer

0

API的类型，可选枚举值包括0（向导API）、1（脚本API）
和2（注册API）。

ProjectId

Long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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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sponseContentT
ype

Integer

0

API的返回数据类型，可选枚举值包括0（JSON）和
1（XML）。向导和脚本API支持JSON，注册API支持JSON
和XML。

CreatorId

String

1234567

创建人的阿里云ID。

VisibleRange

Integer

0

可见范围，可选枚举值包括0（工作空间）和1（私有）。

ModifiedT ime

String

2020-0623T 00:21:01+0800

最新修改时间。

OperatorId

String

2345678

最新编辑人阿里云ID

GroupId

String

ab123

分组ID。

Description

String

测试API描述

描述信息。

RequestMethod

Integer

0

API的请求方式，可选枚举值包括0（GET ）、
1（POST ）、2（PUT ）和3（DELT E）。向导和脚本API支
持GET 和POST 。注册API支持GET 、POST 、PUT 和
DELET E。

CreatedT ime

String

2020-0623T 00:21:01+0800

创建时间。

ApiName

String

我的API名称

API的名称。

T enantId

Long

10001

租户ID。

ApiPath

String

/test/1

API的路径。

Protocols

Array of Integer

0

API协议，可选枚举值包括0（HT T P）和1（HT T PS）。

RegistrationDetails

Object

ServiceHost

String

http://example.aliyundo
c.com

后端服务地址。

ServiceContentT yp
e

Integer

0

API的返回数据类型，可选枚举值包括0（JSON）和
1（XML）。向导和脚本API支持JSON，注册API支持JSON
和XML。

ServicePath

String

/index

后端服务路径。

SuccessfulResultSa
mple

String

{"success": true}

正常返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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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FailedResultSampl
e

String

{"success": false}

错误返回示例。

ServiceRequestBod
yDescription

String

{"abc":1}

后端请求body内容的描述。

RegistrationErrorCo
des

Array of
RegistrationErrorCo
de

ErrorMessage

String

fail to call

错误信息

ErrorCode

String

1001

错误码

ErrorSolution

String

retry

错误解决方案

RegistrationReques
tParameters

Array of
RegistrationReques
tParameter

ParameterName

String

注册API的错误码列表。

注册API的请求参数列表。

name1

参数名称

参数位置，可选枚举值有：
0：Path
1：Query
ParameterPosition

Integer

0

2：Head
3：Body
向导和脚本API，只支持Query；注册API，GET 、DELET E方
法支持Query、Head，PUT 、POST 方法支持Query、
Head、Body。

ParameterDescripti
on

String

description1

描述

DefaultValue

String

default1

默认值

运算符，可选枚举值有：
0：Equal
ParameterOperato
r

1：Like
Integer

0

2：Const
3：In
向导API支持Equal、Like、In；脚本API支持Equal；注册
API支持Equal、Const。

ExampleValue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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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示例值

描述
数据类型，可选枚举值：
0：String

ParameterDataT yp
e

1：Int
Integer

0

2：Long
3：Float
4：Double
5：Boolean

IsRequiredParamet
er

Boolean

ScriptDetails

Object

IsPagedResponse

Boolean

true

返回是否分页

SuccessfulResultSa
mple

String

{"success": true}

正常返回示例

FailedResultSampl
e

String

{"success": false}

错误返回示例

Script

String

select a from t

SQL脚本

ScriptErrorCodes

Array of
ScriptErrorCode

ErrorMessage

String

fail to call

错误信息

ErrorCode

String

1001

错误码

ErrorSolution

String

retry

错误解决方案

ScriptRequestPara
meters

Array of
ScriptRequestPara
meter

ParameterName

String

true

是否必填

脚本API详情，只有脚本API返回。

脚本API错误码列表

脚本API请求参数列表

param1

参数名称

参数位置，可选枚举值有：
0：Path
1：Query
ParameterPosition

Integer

0

2：Head
3：Body
向导和脚本API，只支持Query；注册API，GET 、DELET E方
法支持Query、Head，PUT 、POST 方法支持Query、
Head、Body。

ParameterDescripti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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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efaultValue

String

default1

默认值

运算符，可选枚举值有：
0：Equal
ParameterOperato
r

1：Like
Integer

0

2：Const
3：In
向导API支持Equal、Like、In；脚本API支持Equal；注册
API支持Equal、Const。

ExampleValue

String

example1

示例值

数据类型，可选枚举值：
0：String
ParameterDataT yp
e

1：Int
Integer

0

2：Long
3：Float
4：Double
5：Boolean

IsRequiredParamet
er

Boolean

ScriptResponsePar
ameters

Array of
ScriptResponsePar
ameter

ParameterDescripti
on

String

description2

描述

ParameterName

String

param2

参数名称

ExampleValue

String

example2

示例值

true

是否必填

脚本API返回参数列表

数据类型，可选枚举值：
0：String
ParameterDataT yp
e

1：Int
Integer

0

2：Long
3：Float
4：Double
5：Boolean

ScriptConnection

Object

T ableName

String

t

数据源表名

ConnectionId

Long

123

数据源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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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WizardDetails

Object

IsPagedResponse

Boolean

true

返回是否分页。

SuccessfulResultSa
mple

String

{"success": true}

正常返回示例。

FailedResultSampl
e

String

{"success": false}

错误返回示例。

WizardErrorCodes

Array of
WizardErrorCode

ErrorMessage

String

fail to call

错误信息。

ErrorCode

String

1001

错误码。

ErrorSolution

String

retry

错误解决方案。

WizardRequestPar
ameters

Array of
WizardRequestPar
ameter

ParameterName

String

向导API详情，只有向导API返回。

向导API的错误码列表。

向导API的请求参数列表。

param1

参数的名称。

ParameterPosition

Integer

0

参数的位置，可选枚举值包括0（Path）、1（Query）、
2（Head）和3（Body）。向导和脚本API仅支持Query。
注册API中的GET 、DELET E方法支持Query、Head，PUT 、
POST 方法支持Query、Head和Body。

ParameterDescripti
on

String

description1

描述信息。

DefaultValue

String

default1

默认值。

ParameterOperato
r

Integer

0

运算符，可选枚举值包括0（Equal）、1（Like）、
2（Const）和3（In）。向导模式API支持Equal、Like和
In，脚本模式API支持Equal，注册API支持Equal和Const。

ExampleValue

String

example1

示例值。

ParameterDataT yp
e

Integer

0

IsRequiredParamet
er

Boolean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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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WizardResponsePa
rameters

Array of
WizardResponsePa
rameter

ParameterDescripti
on

String

description2

描述信息。

ParameterName

String

param2

参数的名称。

ExampleValue

String

example2

示例值。

ParameterDataT yp
e

Integer

0

数据类型，可选枚举值包括0（ST RING）、1（INT ）、
2（LONG）、3（FLOAT ）、4（DOUBLE）和
5（BOOLEAN）。

WizardConnection

Object

T ableName

String

t

数据源的表名称。

ConnectionId

Long

123

数据源ID。

向导API的返回参数列表。

向导API的数据源信息。

不同类型API的详情信息通过不同字段返回。向导API使用WizardDet ails字段，脚本API使用Script Det ails字段，注册API使用
Regist rat ionDet ails字段。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DataServicePublishedApis
&PageNumber=1
&PageSize=10
&ProjectId=10000
&TenantId=10001
&ApiNameKeyword=我的API名称
&ApiPathKeyword=/test/
&CreatorId=12345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ListDataServicePublishedApis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ErrorMessage>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ErrorCode>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ErrorCode>
<Data>
<PageNumber>1</PageNumber>
<PageSize>10</PageSize>
<TotalCount>100</TotalCount>
<Apis>
<Timeout>10000</Time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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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1</Status>
<ApiId>10002</ApiId>
<ApiMode>0</ApiMode>
<ProjectId>10000</ProjectId>
<ResponseContentType>0</ResponseContentType>
<CreatorId>1234567</CreatorId>
<VisibleRange>0</VisibleRange>
<ModifiedTime>2020-06-23T00:21:01+0800</ModifiedTime>
<OperatorId>2345678</OperatorId>
<GroupId>ab123</GroupId>
<Description>测试API描述</Description>
<RequestMethod>0</RequestMethod>
<CreatedTime>2020-06-23T00:21:01+0800</CreatedTime>
<ApiName>我的API名称</ApiName>
<TenantId>10001</TenantId>
<ApiPath>/test/1</ApiPath>
<Protocols>0</Protocols>
<RegistrationDetails>
<ServiceHost>http://example.aliyundoc.com</ServiceHost>
<ServiceContentType>0</ServiceContentType>
<ServicePath>/index</ServicePath>
<SuccessfulResultSample>{"success": true}</SuccessfulResultSample>
<FailedResultSample>{"success": false}</FailedResultSample>
<ServiceRequestBodyDescription>{"abc":1}</ServiceRequestBodyDescription>
<RegistrationErrorCodes>
<ErrorMessage>fail to call</ErrorMessage>
<ErrorCode>1001</ErrorCode>
<ErrorSolution>retry</ErrorSolution>
</RegistrationErrorCodes>
<RegistrationRequestParameters>
<ParameterName>name1</ParameterName>
<ParameterPosition>0</ParameterPosition>
<ParameterDescription>description1</ParameterDescription>
<DefaultValue>default1</DefaultValue>
<ParameterOperator>0</ParameterOperator>
<ExampleValue>example1</ExampleValue>
<ParameterDataType>0</ParameterDataType>
<IsRequiredParameter>true</IsRequiredParameter>
</RegistrationRequestParameters>
</RegistrationDetails>
<ScriptDetails>
<IsPagedResponse>true</IsPagedResponse>
<SuccessfulResultSample>{"success": true}</SuccessfulResultSample>
<FailedResultSample>{"success": false}</FailedResultSample>
<Script>select a from t</Script>
<ScriptErrorCodes>
<ErrorMessage>fail to call</ErrorMessage>
<ErrorCode>1001</ErrorCode>
<ErrorSolution>retry</ErrorSolution>
</ScriptErrorCodes>
<ScriptRequestParameters>
<ParameterName>param1</ParameterName>
<ParameterPosition>0</ParameterPosition>
<ParameterDescription>description1</ParameterDescription>
<DefaultValue>default1</DefaultValue>
<ParameterOperator>0</ParameterOperator>
<ExampleValue>example1</ExampleValue>
<ParameterDataType>0</ParameterDataType>
<IsRequiredParameter>true</IsRequiredParameter>
</ScriptRequestParameters>
<ScriptResponseParameters>
<ParameterDescription>description2</ParameterDescription>
<ParameterName>param2</ParameterName>
<ExampleValue>example2</Example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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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Value>example2</ExampleValue>
<ParameterDataType>0</ParameterDataType>
</ScriptResponseParameters>
<ScriptConnection>
<TableName>t</TableName>
<ConnectionId>123</ConnectionId>
</ScriptConnection>
</ScriptDetails>
<WizardDetails>
<IsPagedResponse>true</IsPagedResponse>
<SuccessfulResultSample>{"success": true}</SuccessfulResultSample>
<FailedResultSample>{"success": false}</FailedResultSample>
<WizardErrorCodes>
<ErrorMessage>fail to call</ErrorMessage>
<ErrorCode>1001</ErrorCode>
<ErrorSolution>retry</ErrorSolution>
</WizardErrorCodes>
<WizardRequestParameters>
<ParameterName>param1</ParameterName>
<ParameterPosition>0</ParameterPosition>
<ParameterDescription>description1</ParameterDescription>
<DefaultValue>default1</DefaultValue>
<ParameterOperator>0</ParameterOperator>
<ExampleValue>example1</ExampleValue>
<ParameterDataType>0</ParameterDataType>
<IsRequiredParameter>true</IsRequiredParameter>
</WizardRequestParameters>
<WizardResponseParameters>
<ParameterDescription>description2</ParameterDescription>
<ParameterName>param2</ParameterName>
<ExampleValue>example2</ExampleValue>
<ParameterDataType>0</ParameterDataType>
</WizardResponseParameters>
<WizardConnection>
<TableName>t</TableName>
<ConnectionId>123</ConnectionId>
</WizardConnection>
</WizardDetails>

</Apis>
</Data>
</ListDataServicePublishedApis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RequestId" : "0000-ABCD-EFG****",
"ErrorMessage" : "T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Success" : true,
"ErrorCode" : "Invalid.Tenant.ConnectionNotExists",
"Data" : {
"PageNumber" : 1,
"PageSize" : 10,
"TotalCount" : 100,
"Apis" : {
"Timeout" : 10000,
"Status" : 1,
"ApiId" : 10002,
"ApiMode" : 0,
"ProjectId" : 10000,
"ResponseContentType" : 0,
"CreatorId" : 123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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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orId" : 1234567,
"VisibleRange" : 0,
"ModifiedTime" : "2020-06-23T00:21:01+0800",
"OperatorId" : 2345678,
"GroupId" : "ab123",
"Description" : "测试API描述",
"RequestMethod" : 0,
"CreatedTime" : "2020-06-23T00:21:01+0800",
"ApiName" : "我的API名称",
"TenantId" : 10001,
"ApiPath" : "/test/1",
"Protocols" : 0,
"RegistrationDetails" : {
"ServiceHost" : "http://example.aliyundoc.com",
"ServiceContentType" : 0,
"ServicePath" : "/index",
"SuccessfulResultSample" : "{\"success\": true}",
"FailedResultSample" : "{\"success\": false}",
"ServiceRequestBodyDescription" : "{\"abc\":1}",
"RegistrationErrorCodes" : {
"ErrorMessage" : "fail to call",
"ErrorCode" : 1001,
"ErrorSolution" : "retry"
},
"RegistrationRequestParameters" : {
"ParameterName" : "name1",
"ParameterPosition" : 0,
"ParameterDescription" : "description1",
"DefaultValue" : "default1",
"ParameterOperator" : 0,
"ExampleValue" : "example1",
"ParameterDataType" : 0,
"IsRequiredParameter" : true
}
},
"ScriptDetails" : {
"IsPagedResponse" : true,
"SuccessfulResultSample" : "{\"success\": true}",
"FailedResultSample" : "{\"success\": false}",
"Script" : "select a from t",
"ScriptErrorCodes" : {
"ErrorMessage" : "fail to call",
"ErrorCode" : 1001,
"ErrorSolution" : "retry"
},
"ScriptRequestParameters" : {
"ParameterName" : "param1",
"ParameterPosition" : 0,
"ParameterDescription" : "description1",
"DefaultValue" : "default1",
"ParameterOperator" : 0,
"ExampleValue" : "example1",
"ParameterDataType" : 0,
"IsRequiredParameter" : true
},
"ScriptResponseParameters" : {
"ParameterDescription" : "description2",
"ParameterName" : "param2",
"ExampleValue" : "example2",
"ParameterDataType" : 0
},
"ScriptConnection" : {
"TableName" : "t",
"ConnectionId" :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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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izardDetails" : {
"IsPagedResponse" : true,
"SuccessfulResultSample" : "{\"success\": true}",
"FailedResultSample" : "{\"success\": false}",
"WizardErrorCodes" : {
"ErrorMessage" : "fail to call",
"ErrorCode" : 1001,
"ErrorSolution" : "retry"
},
"WizardRequestParameters" : {
"ParameterName" : "param1",
"ParameterPosition" : 0,
"ParameterDescription" : "description1",
"DefaultValue" : "default1",
"ParameterOperator" : 0,
"ExampleValue" : "example1",
"ParameterDataType" : 0,
"IsRequiredParameter" : true
},
"WizardResponseParameters" : {
"ParameterDescription" : "description2",
"ParameterName" : "param2",
"ExampleValue" : "example2",
"ParameterDataType" : 0
},
"WizardConnection" : {
"TableName" : "t",
"ConnectionId" : 123
}
}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8.9. ListDataServiceApiAuth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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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List Dat aServiceApiAut horit ies获取授权给他人的API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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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DataServiceApiAut
horities

要执行的操作。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页码，从1开始，默认值为1。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ProjectId

Long

是

10000

工作空间的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ID。

T enantId

Long

是

10001

租户ID。

ApiNameKeyword

String

否

我的API名称

API名称的关键词，通过过滤获取API名称包含该关
键词的API。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Data

Struct

授权给他人的API列表。

ApiAuthorizationLis
t

Array of
ApiAuthorization

授权给他人的API列表和授权详情。

ApiId

Long

10002

API的ID。

ApiName

String

我的API名称

API的名称。

ApiPath

String

/test/1

API的路径。

ApiStatus

Integer

0

API的状态，可选枚举值包括0（未发布）和1（已发布）。

AuthorizationRecor
ds

Array of
AuthorizationRecor
d

CreatedT ime

String

2020-0623T 00:21:01+0800

授权时间。

CreatorId

String

12345

授权者的阿里云用户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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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给他人的授权详情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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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ndT ime

String

2020-0624T 00:21:01+0800

授权有效期的截止时间。

ProjectId

Long

10004

获得授权的工作空间ID。

CreatedT ime

String

2020-0623T 00:21:01+0800

API的创建时间。

CreatorId

String

12345

API负责人的阿里云ID。

GroupId

String

ab123

分组ID。

ModifiedT ime

String

2020-0623T 00:21:01+0800

API的最近更新时间。

ProjectId

Long

10000

工作空间的ID。

T enantId

Long

10001

租户ID。

PageNumber

Integer

1

页码，和请求中的PageNumber一致。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T otalCount

Integer

100

总记录数。

ErrorCode

String

0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正常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ID，一次请求的唯一标识。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DataServiceApiAuthorities
&PageNumber=1
&PageSize=10
&ProjectId=10000
&RegionId=cn-shanghai
&TenantId=1000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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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XML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100</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ApiAuthorizationList>
<TenantId>10001</TenantId>
<CreatedTime>2020-06-23T00:21:01+0800</CreatedTime>
<ModifiedTime>2020-06-23T00:21:01+0800</ModifiedTime>
<ApiName>我的API名称</ApiName>
<CreatorId>12345</CreatorId>
<ApiStatus>0</ApiStatus>
<ProjectId>10000</ProjectId>
<ApiId>10002</ApiId>
<ApiPath>/test/1</ApiPath>
<GroupId>ab123</GroupId>
</ApiAuthorizationList>
<ApiAuthorizationList>
<AuthorizationRecords>
<CreatedTime>2020-06-23T00:21:01+0800</CreatedTime>
<EndTime>2020-06-24T00:21:01+0800</EndTime>
<CreatorId>12345</CreatorId>
<ProjectId>10004</ProjectId>
</AuthorizationRecords>
</ApiAuthorizationList>
</Data>
<ErrorCode>0</ErrorCode>
<ErrorMessage>正常</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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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0000-ABCD-EFG****",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100,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ApiAuthorizationList": [
{
"TenantId": 10001,
"CreatedTime": "2020-06-23T00:21:01+0800",
"ModifiedTime": "2020-06-23T00:21:01+0800",
"ApiName": "我的API名称",
"CreatorId": 12345,
"ApiStatus": 0,
"ProjectId": 10000,
"ApiId": 10002,
"ApiPath": "/test/1",
"GroupId": "ab123"
},
{
"AuthorizationRecords": {
"CreatedTime": "2020-06-23T00:21:01+0800",
"EndTime": "2020-06-24T00:21:01+0800",
"CreatorId": 12345,
"ProjectId": 10004
}
}
]
},
"ErrorCode": 0,
"ErrorMessage": "正常",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8.10. ListDataServiceAuthorizedAp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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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List Dat aServiceAut horizedApis获取获得授权的API信息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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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DataServiceAutho
rizedApis

要执行的操作。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页码，从1开始，默认值为1。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ProjectId

Long

是

10000

工作空间的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ID。

T enantId

Long

是

10001

租户ID。

ApiNameKeyword

String

否

我的API名称

API名称的关键词，通过过滤获取API名称包含该关
键词的API。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Data

Struct

获得授权的API信息。

ApiAuthorizedList

Array of
ApiAuthorized

获得授权的API列表。

ApiId

Long

10002

API的ID。

ApiName

String

我的API名称

API的名称。

ApiPath

String

/test/1

API的路径。

ApiStatus

Integer

0

API的状态，可选枚举值包括0（未发布）和1（已发布）。

CreatedT ime

String

2020-0623T 00:21:01+0800

API的创建时间。

CreatorId

String

12345

API负责人阿里云ID

GrantCreatedT ime

String

2020-0623T 00:21:01+0800

API的授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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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GrantEndT ime

String

2020-0624T 00:21:01+0800

API的授权到期时间。

GrantOperatorId

String

23456

授权者的阿里云ID。

GroupId

String

abcde123456789

分组ID。

ModifiedT ime

String

2020-0623T 00:21:01+0800

API的最近更新时间。

ProjectId

Long

10000

工作空间的ID。

T enantId

Long

10001

租户ID。

PageNumber

Integer

1

页码，和请求中的PageNumber一致。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T otalCount

Integer

100

总记录数。

ErrorCode

String

1031203110005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ID，一次请求的唯一标识。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DataServiceAuthorizedApis
&PageNumber=1
&PageSize=10
&ProjectId=10000
&RegionId=cn-shanghai
&TenantId=1000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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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100</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ApiAuthorizedList>
<GrantEndTime>2020-06-24T00:21:01+0800</GrantEndTime>
<CreatedTime>2020-06-23T00:21:01+0800</CreatedTime>
<ApiName>我的API名称</ApiName>
<CreatorId>12345</CreatorId>
<ApiStatus>0</ApiStatus>
<ProjectId>10000</ProjectId>
<GrantCreatedTime>2020-06-23T00:21:01+0800</GrantCreatedTime>
<GroupId>abcde123456789</GroupId>
<TenantId>10001</TenantId>
<ModifiedTime>2020-06-23T00:21:01+0800</ModifiedTime>
<GrantOperatorId>23456</GrantOperatorId>
<ApiId>10002</ApiId>
<ApiPath>/test/1</ApiPath>
</ApiAuthorizedList>
</Data>
<ErrorCode>1031203110005</ErrorCode>
<ErrorMessage>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000-ABCD-EFG****",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100,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ApiAuthorizedList": {
"GrantEndTime": "2020-06-24T00:21:01+0800",
"CreatedTime": "2020-06-23T00:21:01+0800",
"ApiName": "我的API名称",
"CreatorId": 12345,
"ApiStatus": 0,
"ProjectId": 10000,
"GrantCreatedTime": "2020-06-23T00:21:01+0800",
"GroupId": "abcde123456789",
"TenantId": 10001,
"ModifiedTime": "2020-06-23T00:21:01+0800",
"GrantOperatorId": 23456,
"ApiId": 10002,
"ApiPath": "/test/1"
}
},
"ErrorCode": 1031203110005,
"ErrorMessage":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are invalid.",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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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信息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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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8.11. AbolishDataServiceApi
调用AbolishDat aServiceApi下线数据服务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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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AbolishDataServiceAp
i

要执行的操作。

ApiId

Long

是

10000

数据服务API的ID。

ProjectId

Long

是

10001

工作空间的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ID。

T enantId

Long

是

10002

租户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ata

Boolean

true

数据服务API是否下线成功。

ErrorCode

String

Invalid.T enant.Connectio
nNotExists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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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rrorMessage

String

T he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ID，一次请求的唯一标识。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AbolishDataServiceApi
&ApiId=10000
&ProjectId=10001
&RegionId=cn-shanghai
&TenantId=10002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格式

XML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true</Data>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000-ABCD-EFG****",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true,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8.12. GetDataServiceApplication
调用Get Dat aServiceApplicat ion查询数据服务App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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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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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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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DataServiceApplic
ation

要执行的操作。

ApplicationId

Long

是

10000

App的ID，可在API网关控制台上查看应用信息。

ProjectId

Long

是

10001

工作空间的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ID。

T enantId

Long

是

10002

租户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ata

Struct

ApplicationCode

String

CODE123

API调用认证方式一，简单身份认证中的AppCode。

ApplicationId

Long

10000

App的ID。

ApplicationKey

String

KEY123

API调用认证方式二，加密签名身份认证中的AppKey。

ApplicationName

String

测试应用

应用名称。

ApplicationSecret

String

SECRET 123

API调用认证方式二，加密签名身份认证中的AppSecret。

ProjectId

Long

10001

关联工作空间的ID。

ErrorCode

String

0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正常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ID，一次请求的唯一标识。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App详情。

Applicat ionCode或Applicat ionSecre参数的泄露会威胁您数据服务API资源的安全，本OpenAPI会对Applicat ionCode和
Applicat ionSecre参数进行脱敏后再返回。

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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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GetDataServiceApplication
&ApplicationId=10000
&ProjectId=10001
&RegionId=cn-shanghai
&TenantId=10002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ApplicationKey>KEY123</ApplicationKey>
<ApplicationName>测试应⽤</ApplicationName>
<ApplicationSecret>********</ApplicationSecret>
<ProjectId>10001</ProjectId>
<ApplicationId>10000</ApplicationId>
<ApplicationCode>********</ApplicationCode>
</Data>
<ErrorCode>0</ErrorCode>
<ErrorMessage>正常</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000-ABCD-EFG****",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ApplicationKey": "KEY123",
"ApplicationName": "测试应⽤",
"ApplicationSecret": "********",
"ProjectId": 10001,
"ApplicationId": 10000,
"ApplicationCode": "********"
},
"ErrorCode": 0,
"ErrorMessage": "正常",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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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8.13. ListDataServiceApplications
调用List Dat aServiceApplicat ions获取数据服务应用的基础信息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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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DataServiceApplic
ations

要执行的操作。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页码，从1开始，默认值为1。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ProjectIdList

String

是

10000,100001

指定工作空间ID查询应用。支持多值，多值之间使
用英文逗号（,）分隔。最少指定1个工作空间ID，
最多指定50个工作空间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ID。

T enantId

Long

是

100002

租户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Data

Struct

查询得到的应用基础信息。

Applications

Array of
Application

应用的基础信息列表。

ApplicationId

Long

20000

应用ID。

ApplicationName

String

我的应用

应用的名称。

ProjectId

Long

10000

工作空间的ID。

PageNumber

Integer

1

页码，和请求中的PageNumber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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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T otalCount

Integer

100

总记录数。

ErrorCode

String

0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正常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ID，一次请求的唯一标识。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DataServiceApplications
&PageNumber=1
&PageSize=10
&ProjectIdList=10000,100001
&RegionId=cn-shanghai
&TenantId=100002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格式

XML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otalCount>100</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Name>我的应⽤</ApplicationName>
<ProjectId>10000</ProjectId>
<ApplicationId>20000</ApplicationId>
</Applications>
<PageNumber>1</PageNumber>
</Data>
<ErrorCode>0</ErrorCode>
<ErrorMessage>正常</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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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0000-ABCD-EFG****",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otalCount": 100,
"PageSize": 10,
"Applications": {
"ApplicationName": "我的应⽤",
"ProjectId": 10000,
"ApplicationId": 20000
},
"PageNumber": 1
},
"ErrorCode": 0,
"ErrorMessage": "正常",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8.14. CreateDataServiceFolder
调用Creat eDat aServiceFolder创建数据服务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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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DataServiceFol
der

要执行的操作。

FolderName

String

是

测试文件夹

文件夹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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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GroupId

String

是

1000abcd

文件夹的目标业务流程ID。

ParentId

Long

是

0

文件夹的目标父文件夹ID。业务流程根文件夹ID等
于0，用户创建的文件夹ID大于0。

ProjectId

Long

是

10001

工作空间的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ID。

T enantId

Long

是

10002

租户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FolderId

Long

123

创建的文件夹ID。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

请求ID，一次请求的唯一标识。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DataServiceFolder
&FolderName=测试⽂件夹
&GroupId=1000abcd
&ParentId=0
&ProjectId=10001
&RegionId=cn-shanghai
&TenantId=10002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格式

XML

<RequestId>0000-ABCD-E****</RequestId>
<FolderId>123</FolderId>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000-ABCD-E****",
"FolderId": 123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99

> 文档版本：20220713

Dat aWorks

API参考· 数据服务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8.15. GetDataServiceFolder
调用Get Dat aServiceFolder查询数据服务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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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DataServiceFolder

要执行的操作。

FolderId

Long

是

10001

文件夹的ID。

ProjectId

Long

是

10002

工作空间的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ID。

T enantId

Long

是

10003

租户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Folder

Struct

CreatedT ime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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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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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4T 18:37:51+0800

文件夹的创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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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FolderId

Long

11

文件夹的ID。

FolderName

String

test1

文件夹的名称。

GroupId

String

ds_1234

文件夹所属业务流程的ID。

ModifiedT ime

String

2020-0924T 18:37:51+0800

文件夹的编辑时间。

ParentId

Long

0

父文件夹ID。业务流程下根文件夹ID等于0，用户创建文件
夹ID大于0。

ProjectId

Long

10001

工作空间的ID。

T enantId

Long

10002

租户ID。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

请求ID，一次请求的唯一标识。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DataServiceFolder
&FolderId=10001
&ProjectId=10002
&RegionId=cn-shanghai
&TenantId=10003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格式

XML

<RequestId>0000-ABCD-EF****</RequestId>
<Folder>
<ParentId>0</ParentId>
<TenantId>10002</TenantId>
<CreatedTime>2020-09-24T18:37:51+0800</CreatedTime>
<ModifiedTime>2020-09-24T18:37:51+0800</ModifiedTime>
<ProjectId>10001</ProjectId>
<FolderId>11</FolderId>
<FolderName>test1</FolderName>
<GroupId>ds_1234</GroupId>
</Folder>

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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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0000-ABCD-EF****",
"Folder": {
"ParentId": 0,
"TenantId": 10002,
"CreatedTime": "2020-09-24T18:37:51+0800",
"ModifiedTime": "2020-09-24T18:37:51+0800",
"ProjectId": 10001,
"FolderId": 11,
"FolderName": "test1",
"GroupId": "ds_1234"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03

ResourceNotAuthorized.
Api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access the
resources.

您无法访问未取得授权的资源。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8.16. ListDataServiceFolders
调用List Dat aServiceFolders查询数据服务文件夹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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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DataServiceFolder
s

要执行的操作。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页码，从1开始。默认值为1。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ProjectId

Long

是

10001

工作空间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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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ID。

T enantId

Long

是

10002

租户ID。

GroupId

String

否

ds_123abc

指定文件夹所属业务流程的ID。

FolderNameKeyword

String

否

文件夹名称关键词

文件夹名称关键词，可以进行子串匹配。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FolderPagingResult

Struct

文件夹列表的分页结果。

Folders

Array of Folder

文件夹列表。

CreatedT ime

String

2020-0924T 18:37:51+0800

文件夹的创建时间。

FolderId

Long

11

文件夹的ID。

FolderName

String

test1

文件夹的名称。

GroupId

String

ds_1234

文件夹所属业务流程的ID。

ModifiedT ime

String

2020-0924T 18:37:51+0800

文件夹的编辑时间。

ParentId

Long

0

父文件夹的ID。业务流程下根文件夹ID等于0，用户创建文
件夹ID大于0。

ProjectId

Long

10001

工作空间ID。

T enantId

Long

10002

租户ID。

PageNumber

Integer

1

页码，和请求中的PageNumber一致。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T otalCount

Integer

100

总记录数。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

请求ID，一次请求的唯一标识。

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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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ListDataServiceFolders
&PageNumber=1
&PageSize=10
&ProjectId=10001
&RegionId=cn-shanghai
&TenantId=10002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格式

XML

<RequestId>0000-ABCD-EF****</RequestId>
<FolderPagingResult>
<TotalCount>100</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Folders>
<ParentId>0</ParentId>
<TenantId>10002</TenantId>
<CreatedTime>2020-09-24T18:37:51+0800</CreatedTime>
<ModifiedTime>2020-09-24T18:37:51+0800</ModifiedTime>
<ProjectId>10001</ProjectId>
<FolderId>11</FolderId>
<FolderName>test1</FolderName>
<GroupId>ds_1234</GroupId>
</Folders>
</FolderPagingResult>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000-ABCD-EF****",
"FolderPagingResult": {
"TotalCount": 100,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Folders": {
"ParentId": 0,
"TenantId": 10002,
"CreatedTime": "2020-09-24T18:37:51+0800",
"ModifiedTime": "2020-09-24T18:37:51+0800",
"ProjectId": 10001,
"FolderId": 11,
"FolderName": "test1",
"GroupId": "ds_1234"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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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8.17. CreateDataServiceGroup
调用Creat eDat aServiceGroup创建数据服务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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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DataServiceGro
up

要执行的操作。

ApiGatewayGroupId

String

是

1000abcd

业务流程绑定的API网关分组ID，您可以进入API网
关控制台分组详情页面进行查看。

Description

String

是

测试业务流程

业务流程的描述。

GroupName

String

是

业务流程名称

业务流程的名称。

ProjectId

Long

是

10001

工作空间的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ID。

T enantId

Long

是

10002

租户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GroupId

String

ds_12345

创建的业务流程ID。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

请求ID，一次请求的唯一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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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DataServiceGroup
&ApiGatewayGroupId=1000abcd
&Description=测试业务流程
&GroupName=业务流程名称
&ProjectId=10001
&RegionId=cn-shanghai
&TenantId=10002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格式

XML

<RequestId>0000-ABCD-EF****</RequestId>
<GroupId>ds_12345</GroupId>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000-ABCD-EF****",
"GroupId": "ds_12345"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8.18. GetDataServiceGroup
调用Get Dat aServiceGroup查询数据服务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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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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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DataServiceGroup

要执行的操作。

GroupId

String

是

ds_123abc

业务流程的ID。

ProjectId

Long

是

10001

工作空间的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ID。

T enantId

Long

是

10002

租户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Group

Struct

ApiGatewayGroupI
d

String

100abc

业务流程绑定的API网关分组ID。

CreatedT ime

String

2020-0924T 18:37:51+0800

业务流程的创建时间。

CreatorId

String

10001

创建人UID，部分历史业务流程创建人的UID可能为空。

Description

String

业务流程描述

业务流程的描述。

GroupId

String

ds_123abc

业务流程ID。

GroupName

String

业务流程名称

业务流程名称。

ModifiedT ime

String

2020-0924T 18:37:51+0800

编辑时间。

ProjectId

Long

10002

工作空间ID。

T enantId

Long

10003

租户ID。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

请求ID，一次请求的唯一标识。

业务流程详情。

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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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dpoint]/?Action=GetDataServiceGroup
&GroupId=ds_123abc
&ProjectId=10001
&RegionId=cn-shanghai
&TenantId=10002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格式

XML

<Group>
<GroupName>业务流程名称</GroupName>
<TenantId>10003</TenantId>
<Description>业务流程描述</Description>
<CreatedTime>2020-09-24T18:37:51+0800</CreatedTime>
<ModifiedTime>2020-09-24T18:37:51+0800</ModifiedTime>
<CreatorId>10001</CreatorId>
<ProjectId>10002</ProjectId>
<ApiGatewayGroupId>100abc</ApiGatewayGroupId>
<GroupId>ds_123abc</GroupId>
</Group>
<RequestId>0000-ABCD-EF****</RequestId>

JSON

格式

{
"Group": {
"GroupName": "业务流程名称",
"TenantId": 10003,
"Description": "业务流程描述",
"CreatedTime": "2020-09-24T18:37:51+0800",
"ModifiedTime": "2020-09-24T18:37:51+0800",
"CreatorId": 10001,
"ProjectId": 10002,
"ApiGatewayGroupId": "100abc",
"GroupId": "ds_123abc"
},
"RequestId": "0000-ABCD-EF****"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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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8.19. ListDataServiceGroups
调用List Dat aServiceGroups查询数据服务业务流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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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DataServiceGroup
s

要执行的操作。

PageNumber

Integer

是

1

页码，从1开始，默认值为1。

PageSize

Integer

是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ProjectId

Long

是

10000

工作空间的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ID。

T enantId

Long

是

10001

租户ID。

GroupNameKeyword

String

否

测试业务流程

业务流程名称关键词，可以进行子串匹配。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GroupPagingResult

Struct

业务流程的分页结果。

Groups

Array of Group

业务流程列表。

ApiGatewayGroupI
d

String

100abc

业务流程绑定的API网关分组ID。

CreatedT ime

String

2020-0924T 18:37:51+0800

业务流程的创建时间。

CreatorId

String

10001

创建人UID，部分历史业务流程的创建人UID可能为空。

Description

String

业务流程描述

业务流程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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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GroupId

String

ds_123abc

业务流程的ID。

GroupName

String

业务流程名称

业务流程名称。

ModifiedT ime

String

2020-0924T 18:37:51+0800

业务流程的编辑时间。

ProjectId

Long

10002

工作空间的ID。

T enantId

Long

10003

租户ID。

PageNumber

Integer

1

页码，和请求中的PageNumber一致。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T otalCount

Integer

100

总记录数。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

请求ID，一次请求的唯一标识。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DataServiceGroups
&PageNumber=1
&PageSize=10
&ProjectId=10000
&RegionId=cn-shanghai
&TenantId=1000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0000-ABCD-EF****</RequestId>
<GroupPagingResult>
<TotalCount>100</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Groups>
<GroupName>业务流程名称</GroupName>
<TenantId>10003</TenantId>
<Description>业务流程描述</Description>
<CreatedTime>2020-09-24T18:37:51+0800</CreatedTime>
<ModifiedTime>2020-09-24T18:37:51+0800</ModifiedTime>
<CreatorId>10001</CreatorId>
<ApiGatewayGroupId>100abc</ApiGatewayGroupId>
<ProjectId>10002</ProjectId>
<GroupId>ds_123abc</GroupId>
</Groups>
</GroupPaging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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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
"RequestId": "0000-ABCD-EF****",
"GroupPagingResult": {
"TotalCount": 100,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Groups": {
"GroupName": "业务流程名称",
"TenantId": 10003,
"Description": "业务流程描述",
"CreatedTime": "2020-09-24T18:37:51+0800",
"ModifiedTime": "2020-09-24T18:37:51+0800",
"CreatorId": 10001,
"ApiGatewayGroupId": "100abc",
"ProjectId": 10002,
"GroupId": "ds_123abc"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8.20. CreateDataServiceApiAuthority
调用Creat eDat aServiceApiAut horit y新增数据服务API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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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DataServiceApi
Authority

要执行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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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piId

Long

是

10001

API的ID。

AuthorizedProjectId

Long

是

10002

被授权的工作空间ID。

EndT ime

Long

是

1600531564

授权有限期结束时间，Unix时间戳，单位为s。例如
1600531564，代表北京时间2020-09-20
00:06:04。

ProjectId

Long

是

10003

工作空间的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ID。

T enantId

Long

是

1004

租户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

请求ID，一次请求的唯一标识。

Success

Boolean

true

授权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DataServiceApiAuthority
&ApiId=10001
&AuthorizedProjectId=10002
&EndTime=1600531564
&ProjectId=10003
&RegionId=cn-shanghai
&TenantId=1004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格式

XML

<RequestId>0000-ABCD-EFo****</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000-ABCD-EFo****",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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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8.21. DeleteDataServiceApiAuthority
调用Delet eDat aServiceApiAut horit y取消数据服务API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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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DataServiceApi
Authority

要执行的操作。

ApiId

Long

是

10001

API的ID。

AuthorizedProjectId

Long

是

10002

被取消授权的工作空间ID。

ProjectId

Long

是

10003

工作空间的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ID。

T enantId

Long

是

10004

租户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

请求ID，一次请求的唯一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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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Success

Boolean

true

取消授权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leteDataServiceApiAuthority
&ApiId=10001
&AuthorizedProjectId=10002
&ProjectId=10003
&RegionId=cn-shanghai
&TenantId=10004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格式

XML

<RequestId>0000-ABCD-EFGH-IJKL</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000-ABCD-EF****",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System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500

InternalError.UserId.Missi
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T ry
again later.

系统内部错误，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Api

T he request for this resource has
exceeded your available limit.

对该资源的请求已超过您的可用上限。

429

T hrottling.System

T he DataWorks system is busy. T ry
again later.

DataWorks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429

T hrottling.User

Your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T ry again
later.

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放缓请求速
度。

403

Forbidden.Access

Access is forbidden. Please first
activate DataWorks Enterprise Edition
or Flagship Edition.

您被限制访问，请开通DataWorks企业版
或旗舰版。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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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数据保护伞

9.1. GetOpSensitiveData
调用Get OpSensit iveDat a，获取租户下所有Dat aWorks工作空间指定日期的敏感数据访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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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OpSensitiveData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Get OpSensit iveDat a 。

cn-shenzhen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RegionId

String

是

获取访问记录的条件设置。可选的参数如下：
dbT ype：数据类型。

Name

String

[
{"dbT ype":"hologres"
,"instanceName":"AB
C","databaseName":"
abc"},
{"dbT ype":"ODPS.OD
PS","projectName":"a
dbc"} ]

是

instanceName：实例名称。
databaseName：数据库名称。
projectName：项目名称。
clusterName：集群名称。
示例获取Hologres中ABC实例的abc数据库的敏感
数据访问记录：
{"dbT ype":"hologres","instanceName":"ABC","
databaseName":"abc"}
实际使用时，您需要根据业务使用的引擎进行配
置。

PageSize

Integer

是

1

每页展示的数据量，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1000。

PageNo

Integer

是

100

页码数。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1000。

Date

String

是

20210116

获取访问记录的日期。格式为：yyyyMMdd。

用户对数据的操作类型。取值如下：
OpT ype

String

否

SQL_SELECT ，访问行为。例如，使用SELECT 查
询数据。

SELECT

T UNNEL_DOWNLOAD，导出行为。例如，下载
数据。

返回数据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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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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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OpSensitiveData

RequestId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返回的敏感数据记录信息。包括totalCount（敏感数据总
条数）和opRiskDatas（风险数据列表）。

String

"opSensDatas": [ {
"sensLevel": "L4",
"opT ime": "2021-02-07
00:14:51", "opAccount":
"ALIYUN$dsg_test",
"sensT ype": "手机号",
"sql": "select * from
dsg_demo.tbl_phonebo
ok where phone_no =
&# 39;1331111****&# 39;
;" } ], "totalCount": 6

0000-ABCD-EFG****

请求ID，一次请求的唯一标识。

String

其中opRiskDatas（风险数据列表）包括：
sensT ype：敏感类型。
sensLevel：敏感级别。
opT ype：操作类型。
sql：操作执行的sql语句。
opAccount：执行操作的账号。
opT ime：执行操作的时间。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OpSensitiveData
&Name=[

{"dbType":"hologres","instanceName":"ABC","databaseName":"abc"},

e":"adbc"}

{"dbType":"ODPS.ODPS","projectNam

]

&PageSize=1
&PageNo=100
&Date=20210116
&OpType=SELEC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GetOpSensitiveDataResponse>
<OpSensitiveData>"opSensDatas": [
:51",

{

"sensLevel": "L4",

"opAccount": "ALIYUN$dsg_test",

"opTime": "2021-02-07 00:14

"sensType": "⼿机号",

_demo.tbl_phonebook where phone_no = &amp;#39;1331111****&amp;#39;;"

"sql": "select * from dsg
}

],

"totalCount": 6</OpS

ensitiveData>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GetOpSensitiveData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OpSensitiveData" : "\"opSensDatas\": [

{

\"sensLevel\": \"L4\",

\"opTime\": \"2021-

02-07 00:14:51\",
\"opAccount\": \"ALIYUN$dsg_test\",
\"sensType\": \"⼿机号\",
\": \"select * from dsg_demo.tbl_phonebook where phone_no = &amp;#39;1331111****&amp;#39;;\"

}

\"sql
],

\"totalCount\": 6",
"RequestId" : "0000-ABCD-EFG****"
}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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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Param

T he request parameter is invalid.

请求参数错误。

500

InternalError.DQC.BizError

An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内部服务错误。

403

Forbidden.NoT enant

T he tenant information cannot be
obtained using user ID.

无法获取租户的信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9.2. DesensitizeData
调用Desensit izeDat a输入待脱敏数据，返回脱敏后的结果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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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ensitizeData

要执行的操作。

Data

String

是

15365291784

输入的待脱敏数据。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SceneCode

String

是

_default_scene_code

脱敏场景码。您可以进入DataWorks管控台的数据
保护伞，在数据脱敏管理页面查看。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esensitizeData

String

{ "desensData":
"**198807120510**" }

脱敏后的结果数据。

RequestId

String

BCA321BA-46C5-40E98A08-6******

请求ID，一次请求的唯一标识。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DesensitizeData
&Data=15365291784
&RegionId=cn-shanghai
&SceneCode=_default_scene_cod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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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格式
<RequestId>BCA321BA-46C5-40E9-8A08-6******</RequestId>
<DesensitizeData>{

"desensData": "**198807120510**"

}</DesensitizeData>

JSON 格式
{
"RequestId": "BCA321BA-46C5-40E9-8A08-6******",
"DesensitizeData": "{

\"desensData\": \"**198807120510**\"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3

Forbidden.NoT enant

T he tenant information cannot be
obtained using user ID.

无法获取租户的信息。

500

InternalError.DQC.BizError

An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内部服务错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9.3. GetOpRiskData
调用Get OpRiskDat a，获取租户下所有Dat aWorks工作空间指定日期中有风险的敏感数据访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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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OpRiskData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Get OpRiskDat a 。

PageSize

Integer

是

100

每页返回的数据量，最大值为1000。

PageNo

Integer

是

1

页码数，最小值为1。

cn-shenzhen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RegionId

> 文档版本：20220713

String

是

618

API参考· 数据保护伞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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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获取访问记录的条件设置。可选的参数如下：
dbT ype：数据类型。

Name

String

[
{"dbT ype":"hologres"
,"instanceName":"AB
C","databaseName":"
abc"},
{"dbT ype":"ODPS.OD
PS","projectName":"a
dbc"} ]

否

instanceName：实例名称。
databaseName：数据库名称。
projectName：项目名称。
clusterName：集群名称。
示例获取Hologres中ABC实例的abc数据库的敏感
数据访问记录：
{"dbT ype":"hologres","instanceName":"ABC","
databaseName":"abc"}
实际使用时，您需要根据业务使用的引擎进行配
置。

Date

String

是

20210221

获取访问记录的日期。格式为：yyyyMMdd。

指通过什么方式识别风险类型。取值如下：
RiskT ype

String

否

手工识别。

手工识别

风险规则名称，您可以进入DataWorks的数据保
护伞，在风险识别管理页面获取。

返回数据
名称

RiskData

RequestId

类型

示例值

String

{ "opRiskDatas": [ {
"riskT ype": "分级维
度,EMR引擎维度and项目维
度,EMR引擎项目维度的操
作数据,导出方式维度,EMR
引擎", "opT ime": "202101-04 23:39:13",
"opT ype": "SQL_SELECT ",
"opAccount": "user",
"sensT ype": "邮箱/姓名/
手机号", "sql": "SELECT *
FROM
default.jiade_1219_test_
create LIMIT 20" } ],
"totalCount": 499 }

String

0000-ABCD-EFG****

描述

返回的有风险的敏感数据信息。包括totalCount（敏感数
据总条数）和opRiskDatas（风险数据列表）。
其中opRiskDatas（风险数据列表）包括：
sensT ype：敏感类型。
sensLevel：敏感级别。
opT ype：操作类型。
sql：操作执行的sql语句。
opAccount：执行操作的账号。
opT ime：执行操作的时间。

请求ID，一次请求的唯一标识。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OpRiskData
&PageSize=100
&PageNo=1
&Name=[ {"dbType":"hologres","instanceName":"ABC","databaseName":"abc"}, {"dbType":"ODPS.ODPS","projectName"
:"adbc"} ]
&Date=20210221
&RiskType=⼿⼯识别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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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GetOpRiskDataResponse>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RiskData>{
"opRiskDatas": [
{
度的操作数据,导出⽅式维度,EMR引擎",
"opAccount": "user",

"riskType": "分级维度,EMR引擎维度and项⽬维度,EMR引擎项⽬维

"opTime": "2021-01-04 23:39:13",

"sensType": "邮箱/姓名/⼿机号",

test_create LIMIT 20"

}

],

"totalCount": 499

"opType": "SQL_SELECT",

"sql": "SELECT * FROM default.jiade_1219_
}</RiskData>

</GetOpRiskData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0000-ABCD-EFG****",
"RiskData" : "{

\"opRiskDatas\": [

{

擎项⽬维度的操作数据,导出⽅式维度,EMR引擎\",
SQL_SELECT\",

\"riskType\": \"分级维度,EMR引擎维度and项⽬维度,EMR引
\"opTime\": \"2021-01-04 23:39:13\",

\"opAccount\": \"user\",

\"opType\": \"

\"sensType\": \"邮箱/姓名/⼿机号\",

SELECT * FROM default.jiade_1219_test_create LIMIT 20\"

}

],

\"totalCount\": 499

\"sql\":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Param

T he request parameter is invalid.

请求参数错误。

500

InternalError.DQC.BizError

An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内部服务错误。

403

Forbidden.NoT enant

T he tenant information cannot be
obtained using user ID.

无法获取租户的信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9.4. GetSensitiveData
调用Get Sensit iveDat a，获取租户下所有Dat aWorks工作空间的最新敏感数据识别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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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SensitiveData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Get Sensit iveDat a 。

PageSize

Integer

是

1000

每页返回的数据量，最大值为1000。

PageNo

Integer

是

1

页码数，最小值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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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RegionId

Dat aWorks

类型

String

是否必选

是

示例值

描述

cn-shenzhen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获取访问记录的条件设置。可选的参数如下：
dbT ype：数据类型。

Name

String

[
{"dbT ype":"hologres"
,"instanceName":"AB
C","databaseName":"
abc"},
{"dbT ype":"ODPS.OD
PS","projectName":"a
dbc"} ]

是

instanceName：实例名称。
databaseName：数据库名称。
projectName：项目名称。
clusterName：集群名称。
示例获取Hologres中ABC实例的abc数据库的敏感
数据访问记录：
{"dbT ype":"hologres","instanceName":"ABC","
databaseName":"abc"}
实际使用时，您需要根据业务使用的引擎进行配
置。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返回的敏感数据信息。包括totalCount（敏感数据总条
数）和sensDatas（敏感数据列表）。
其中sensDatas（敏感数据列表）包括：

SensitiveData

Map

guid：租户元数据的唯一id，例如ODPS.ODPS类型数据
的guid由project.table.column组成。
sensT ype：敏感类型。
sensLevel：敏感级别。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ID，一次请求的唯一标识。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SensitiveData
&PageSize=1000
&PageNo=1
&Name=[ {"dbType":"hologres","instanceName":"ABC","databaseName":"abc"}, {"dbType":"ODPS.ODPS","projectName"
:"adbc"} ]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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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GetSensitiveDataResponse>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SensitiveData>{
.dog",

"sensDatas": [

"sensType": "姓名"

}

{

"sensLevel": "L1",

],

"guid": "dsg_demo.animal

"totalCount": 2171 }</SensitiveData>

</GetSensitiveData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0000-ABCD-EFG****",
"SensitiveData" : "{
demo.animal.dog\",

\"sensDatas\": [

{

\"sensType\": \"姓名\"

\"sensLevel\": \"L1\",
}

],

\"guid\": \"dsg_

\"totalCount\": 2171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Param

T he request parameter is invalid.

请求参数错误。

500

InternalError.DQC.BizError

An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内部服务错误。

403

Forbidden.NoT enant

T he tenant information cannot be
obtained using user ID.

无法获取租户的信息。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9.5. ScanSensitiveData
调用ScanSensit iveDat a识别输入数据中是否存在敏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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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ScanSensitiveData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ScanSensit iveDat a 。

Data

String

是

13900001234

待识别的数据。

cn-shenzhen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RegionId

String

是

返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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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Dat aWorks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识别出的敏感数据信息。

Sensitives

sensDatas表示识别出的敏感数据规则列表，包括：

Map

hitCount：命中率，该数据命中规则的次数。
ruleName：规则名称。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ID，一次请求的唯一标识。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ScanSensitiveData
&Data=13900001234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ScanSensitiveDataResponse>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ScanSensitiveData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0000-ABCD-EFG****"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DQC.BizError

An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内部服务错误。

403

Forbidden.Meta.NoT ena
nt

T he user is not the owner of any
tenants.

当前的用户不是任何租户的所有者。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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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迁移助手
10.1. CreateImportMigration
调用Creat eImport Migrat ion创建导入任务，导入任务包含数据源信息、任务、表等对象的Dat aWorks导入导出包。
注意：本接口导入文件涉及文件上传，方式调用举例如下：
Config config = new Config();
config.set AccessKeyId(accessId);
config.set AccessKeySecret (accessKey);
config.set Endpoint (popEndpoint );
config.set RegionId(regionId);
Client client = new Client (config);
Creat eImport Migrat ionAdvanceRequest request = new Creat eImport Migrat ionAdvanceRequest ();
request .set Name("t est _migrat ion_api_" + Syst em.current T imeMillis());
request .set Project Id(123456L);
request .set PackageT ype("DAT AWORKS_MODEL");
request .set PackageFileObject (new FileInput St ream("/home/admin/Downloads/t est .zip"));
Runt imeOpt ions runt ime = new Runt imeOpt ions();
Creat eImport Migrat ionResponse response = client .creat eImport Migrat ionAdvance(request , runt i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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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ImportMigratio
n

要执行的操作。

是

{ "ODPS": {
"zxy_8221431_engine
":
"wzp_kaifazheban_e
ngine" }, "EMR": {
"aaaa": "bbb" } }

CalculateEngine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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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Dat aWorks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执行导入操作时，设定的自动提交发布任务的规
则。参数如下：

CommitRule

String

是

resourceAutoCommit：资源是否自动提交。
true 表示是，false表示否。

{
"resourceAutoCommi
t": false,
"resourceAutoDeploy
": false,
"functionAutoCommi
t": false,
"functionAutoDeploy
": false,
"tableAutoCommitT o
Dev": false,
"tableAutoCommitT o
Prod": false,
"ignoreLock": false,
"fileAutoCommit":
false,
"fileAutoDeploy":
false }

resourceAutoDeploy：资源是否自动发布。
true 表示是，false表示否。
functionAutoCommit：函数是否自动提交。
true 表示是，false表示否。
functionAutoDeploy： 函数是否自动发布。
true 表示是，false表示否。
tableAutoCommitT oDev：表是否自动提交到
开发环境。true 表示是，false表示否。
tableAutoCommitT oProd：表是否自动提交到
生产环境。true 表示是，false表示否。
ignoreLock：是否自动绕过锁定。true 表示
是，false表示否。当任务被其他人编辑锁定
时，如果选择绕过锁定，则可以强制更新当前任
务。
fileAutoCommit：文件是否自动提交，true 表
示是，false表示否。
fileAutoDeploy：文件是否自动发布，true 表示
是，false表示否。

Name

String

是

test_import_001

创建的导入任务的名称。项目空间内该名称必须唯
一。

导入包文件路径。
注意：本接口导入文件涉及文件上传。方式调用
举例如下：
Config config = new
Config();
config.setAccessKeyId(accessId);
config.setAccessKeySecret(accessKey);
config.setEndpoint(popEndpoint);
config.setRegionId(regionId); Client
client = new Client(config);
CreateImportMigrationAdvanceRequest
PackageFile

String

是

/home/admin/xxx/im
port.zip

request = new
CreateImportMigrationAdvanceRequest();
request.setName("test_migration_api_" +
System.currentTimeMillis());
request.setProjectId(123456L);
request.setPackageType("DATAWORKS_MODEL
"); request.setPackageFileObject(new
FileInputStream("/home/admin/Downloads/
test.zip")); RuntimeOptions runtime =
new RuntimeOptions();
CreateImportMigrationResponse response
=
client.createImportMigrationAdvance(req
uest, runti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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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导入导出包的类型，取值如下：

PackageT ype

String

是

DAT AWORKS_MODEL（标准格式）

DAT AWORKS_MODEL

DAT AWORKS_V2（专有云（V3.6.1-V3.11））
DAT AWORKS_V3（专有云（V3.12及以上））

ProjectId

Long

RegionId

String

是

是

123456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管控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cn-shanghai-fiance-1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调度资源组和数据集成资源组的映射关系。映射的
key和value均为资源组的标识符（identifier），
格式如下：

ResourceGroupMap

String

{

{"SCHEDULER_RESOUR
CE_GROUP":
{"xxx":"yyy"},"DI_RESO
URCE_GROUP":
{"ccc":"ddd"}}

否

"SCHEDULER_RESOURCE_GROUP": {
"xxx": "yyy"
},
"DI_RESOURCE_GROUP": {
"ccc": "dfdd"
}
}

WorkspaceMap

String

否

{"test_workspace_src
":
"test_workspace_tar
get"}

用于在执行导入导出操作时，根据该映射关系，修
改导入导出包里的输入输出项目空间名称为映射后
的项目空间名称。例如，导入时会根据映射关系，
把输入输出里的项目空间名称的前缀做相应替换。

Description

String

否

test description

导入导出包的描述信息。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Data

Long

123456

导入导出包ID。作为后续执行导入任务或获取导入任务执
行进度的入参。

ErrorCode

String

110001123456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est error message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ADFASDFASDFAADFASDF-ASDFADSDFAFFADS

请求的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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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ImportMigration
&CalculateEngineMap={

"ODPS": {

"zxy_8221431_engine": "wzp_kaifazheban_engine"

"aaaa": "bbb"

}

&CommitRule={

"resourceAutoCommit": false,

lse,

"functionAutoDeploy": false,

"ignoreLock": false,

},

"EMR": {

}
"resourceAutoDeploy": false,

"tableAutoCommitToDev": false,

"fileAutoCommit": false,

"functionAutoCommit": fa

"tableAutoCommitToProd": false,

"fileAutoDeploy": false

}

&Name=test_import_001
&PackageFile=/home/admin/xxx/import.zip
&PackageType=DATAWORKS_MODEL
&ProjectId=123456
&RegionId=cn-shanghai-fiance-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ADFASDFASDFA-ADFASDF-ASDFADSDF-AFFADS</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123456</Data>
<ErrorCode>110001123456</ErrorCode>
<ErrorMessage>test error message</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ADFASDFASDFA-ADFASDF-ASDFADSDF-AFFADS",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123456,
"ErrorCode": 110001123456,
"ErrorMessage": "test error message",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10.2. GetMigrationProcess
调用Get Migrat ionProcess获取导入导出任务的进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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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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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MigrationProcess

要执行的操作。

MigrationId

Long

是

123456

导入导出包的ID。您可以调用
CreateImportMigration接口获取。

ProjectId

Long

是

123456

项目空间的ID。您可以进入DataWorks项目空间的
设置页面查看。

是

cn-shanghai-finance1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RegionId

String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Data

Array of
ProgressT askItem

T askName

String

示例值

描述
导入导出任务的进度信息，包括导入导出任务所有步骤的
名称和进度状态。

IMPORE_PREPARE

导入导出任务的步骤名称。

导入导出任务的步骤运行状态。取值如下：
INIT ，初始状态。
T askStatus

String

SUCCESS

RUNNING，运行中。
FAILURE，运行失败。
SUCCESS，运行成功。

ErrorCode

String

110001123456

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est error msg

错误信息。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RequestId

String

SADFSDFSD-SDFSDFXDXCVX-ESWW

请求ID。

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MigrationProcess
&MigrationId=123456
&ProjectId=123456
&RegionId=cn-shanghai-finance-1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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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SADFSDFSD-SDFSDF-XDXCVX-ESWW</RequestId>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
<TaskName>IMPORE_PREPARE</TaskName>
<TaskStatus>SUCCESS</TaskStatus>
</Data>
<ErrorCode>110001123456</ErrorCode>
<ErrorMessage>test error msg</ErrorMessage>
<Success>true</Succes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SADFSDFSD-SDFSDF-XDXCVX-ESWW",
"HttpStatusCode": 200,
"Data": {
"TaskName": "IMPORE_PREPARE",
"TaskStatus": "SUCCESS"
},
"ErrorCode": 110001123456,
"ErrorMessage": "test error msg",
"Success": true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10.3. StartMigration
调用St art Migrat ion启动执行导入导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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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StartMigration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St art Migrat io n。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finance1

ProjectId

Long

是

123456

项目空间的ID。您可以进入DataWorks项目空间的
设置页面查看。

MigrationId

Long

是

123456

导入导出包的ID。您可以调用
CreateImportMigration接口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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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HttpStatusCode

Integer

200

HT T P状态码。

Data

Boolean

true

启动执行导入导出任务的状态信息。
true，任务启动成功。
false，任务启动失败。

ErrorMessage

String

test error msg

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FSDFSDF-WERWER-XVCXDSFSDF

请求ID。

ErrorCode

String

110001123445

错误码。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StartMigration
&ProjectId=123456
&MigrationId=123456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StartMigrationResponse>
<HttpStatusCode>200</HttpStatusCode>
<Data>true</Data>
<ErrorMessage>test error msg</ErrorMessage>
<RequestId>FSDFSDF-WERWER-XVCX-DSFSDF</RequestId>
<ErrorCode>110001123445</ErrorCode>
<Success>true</Success>
</StartMigration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HttpStatusCode" : 200,
"Data" : true,
"ErrorMessage" : "test error msg",
"RequestId" : "FSDFSDF-WERWER-XVCX-DSFSDF",
"ErrorCode" : 110001123445,
"Success" : true
}

> 文档版本：20220713

630

API参考· 迁移助手

Dat aWorks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10.4. CreateExportMigration
调用Creat eExport Migrat ion，新建一个Dat aWorks的导出任务。该API仅创建导出任务，不会启动执行导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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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ExportMigratio
n

要执行的操作。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是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ProjectId

Long

是

12345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Name

String

是

test_export_01

导出任务的名称。
名称必须唯一，即当前DataWorks工作空间中不能
存在名称重复的导出任务。

任务的导出模式，取值如下：
ExportMode

String

是

FULL

IncrementalSince

Long

否

1589904000000

FULL：全量导出目标任务。
INCREMENT AL：从指定的时间点开始，增量导
出目标任务。选择该模式时，需要同时配置
IncrementalSince参数。

增量导出目标任务的起始时间。
当ExportMode参数配置为INCREMENT AL
时，IncrementalSince参数才生效。

导出任务的状态。系统会根据所选状态导出指定状
态的任务。取值如下：
ExportObjectStatus

String

否

SAVED

SAVED：保存状态，即导出已保存的任务。
SUBMIT T ED：提交状态，即导出已提交的任务。
DEPLOYED：发布状态，即导出已发布的任务。

Description

String

否

test

导出任务的描述信息。

返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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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34267E2E-0335-1A60A1F0-ADA530890CBA

请求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Data

Long

1234

导出任务的ID。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取值如下：
true：调用成功。
false：调用失败，您可以根据请求ID定位具体问题。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ExportMigration
&ProjectId=12345
&Name=test_export_01
&ExportMode=FULL
&IncrementalSince=1589904000000
&ExportObjectStatus=SAVED
&Description=tes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CreateExportMigrationResponse>
<RequestId>34267E2E-0335-1A60-A1F0-ADA530890CBA</RequestId>
<Data>1234</Data>
<Success>true</Success>
</CreateExportMigration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34267E2E-0335-1A60-A1F0-ADA530890CBA",
"Data" : 1234,
"Success" : true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10.5. GetMigrationSummary
调用Get Migrat ionSummary，获取导入导出任务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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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MigrationSummar
y

要执行的操作。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是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ProjectId

Long

是

12345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导入导出任务的ID。
MigrationId

Long

是

您可以调用CreateImportMigration接口获取导入
任务的ID，调用CreateExportMigration接口获取导
出任务的ID。

1234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19999A96-71BA-1845B455-ED620EF4E37F

请求的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Success

Boolean

true

调用是否成功。取值如下：
true：调用成功。
false：调用失败。您可以通过请求ID定位问题。

Data

Object

MigrationId

Long

1234

任务的ID。

Name

String

test_export_01

任务的名称。

GmtCreate

Long

1589904000000

任务的创建时间。

GmtModified

Long

1589904000000

任务的修改时间。

CreateUser

String

982293332403****

任务创建人的用户ID。

OpUser

String

982293332403****

任务操作人的用户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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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示例值

描述
导入导出任务的执行状态。取值如下：
INIT ：任务为初始状态。
EDIT ING：任务在编辑中。
IMPORT ING：任务在导入中。

Status

String

EXPORT _SUCCESS

IMPORT _ERROR：任务导入失败。
IMPORT _SUCCESS：任务导入成功。
EXPORT ING：任务在导出中。
EXPORT _ERROR：任务导出失败。
EXPORT _SUCCESS：任务导出成功。
REVOKED：任务被取消。
PART IAL_SUCCESS：仅部分任务导入或导出成功。

ProjectId

DownloadUrl

Long

12345

任务所在DataWorks空间的ID。

String

https://shanghai-xxxoss.oss-cnshanghai.aliyuncs.com/p
re/store/f10_bf47_b4fa
7df0860f.zip?
Expires=1639540903&OS
SAccessKeyId=XXXXXXeF
4Lv5j&Signature=qxxxxx

导出任务包的下载链接。您可以通过该链接下载导出任
务。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MigrationSummary
&ProjectId=12345
&MigrationId=1234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GetMigrationSummaryResponse>
<RequestId>19999A96-71BA-1845-B455-ED620EF4E37F</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Data>
<MigrationId>1234</MigrationId>
<Name>test_export_01</Name>
<GmtCreate>1589904000000</GmtCreate>
<GmtModified>1589904000000</GmtModified>
<CreateUser>982293332403****</CreateUser>
<OpUser>982293332403****</OpUser>
<Status>EXPORT_SUCCESS</Status>
<ProjectId>12345</ProjectId>
<DownloadUrl>https://shanghai-xxx-oss.oss-cn-shanghai.aliyuncs.com/pre/store/f10_bf47_b4fa7df0860f.z
ip?Expires=1639540903&amp;OSSAccessKeyId=XXXXXXeF4Lv5j&amp;Signature=qxxxxx</DownloadUrl>
</Data>
</GetMigrationSummary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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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19999A96-71BA-1845-B455-ED620EF4E37F",
"Success" : true,
"Data" : {
"MigrationId" : 1234,
"Name" : "test_export_01",
"GmtCreate" : 1589904000000,
"GmtModified" : 1589904000000,
"CreateUser" : "982293332403****",
"OpUser" : "982293332403****",
"Status" : "EXPORT_SUCCESS",
"ProjectId" : 12345,
"DownloadUrl" : "https://shanghai-xxx-oss.oss-cn-shanghai.aliyuncs.com/pre/store/f10_bf47_b4fa7df0860f.z
ip?Expires=1639540903&amp;OSSAccessKeyId=XXXXXXeF4Lv5j&amp;Signature=qxxxxx"
}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10.6. ListMigrations
获取导入导出迁移任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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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Migration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List Migrat io ns 。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是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是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是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ProjectId

Long

是

12345

DataWorks工作空间的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
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页面获取工作空间ID。

MigrationT ype

String

是

IMPORT

迁移任务的操作类型。包括：IMPORT 、EXPORT 。

Owner

String

否

193379****

负责人的ID。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请求数据的页码数。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的数据条数，最大值为100。

返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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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F9198AA3-9010-53D59714-DC4461427D3E

请求ID，一次请求的唯一标识。

Success

Boolean

true

请求是否成功。取值如下：
true：成功。
false：失败。

Data

Object

返回数据。

Migrations

Array of Migration

迁移任务列表。

Id

Long

436064

主键ID。

Name

String

test_task_163849864227
9

任务名称。

导入导出包的类型，取值如下：
DWMA（标准格式）
PackageT ype

String

DAT AWORKS_MODEL

DAT AWORKS_MODEL（标准格式）
DAT AWORKS_V2（专有云（V3.6.1-V3.11））
DAT AWORKS_V3（专有云（V3.12及以上））
DWMA和DAT AWORKS_MODEL可通用

迁移任务的操作类型。
MigrationT ype

String

EXPORT

IMPORT
EXPORT

CreateT ime

Long

123124123123123

创建时间。

UpdateT ime

Long

123123123123123

更新时间。

CreateUser

String

123123****

创建人。

CreateUserName

String

3h1_test

创建人名称。

UpdateUser

String

1231****

更新人。

UpdateUserName

String

3h1_test

更新人名称。

ProjectId

Long

72132

任务所在DataWorks空间的ID。

T enantId

Long

16307

租户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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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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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示例值

描述
导入导出迁移任务的执行状态。取值如下：
INIT ：任务为初始状态。

Status

String

SUCCESS

EDIT ING：任务在编辑中。
RUNNING，任务在运行中。
FAILURE，任务运行失败。
SUCCESS，任务运行成功。

Stri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datasource
kafka region is not cnchengdu, can't open
network for it

错误信息。

DownloadUrl

String

http://geoip-sdkuser.oss-cnzhangjiakou.aliyuncs.co
m/product/v1/ipv4/trac
e/v1.20220424123842.de
x?
Expires=1650780849&OS
SAccessKeyId=XXXXXXeF
4Lv5j&Signature=qxxxxx

导出任务包的下载链接。您可以通过该链接下载导出任
务。

Description

String

自动化测试创建

导出任务的描述信息。

PageNumber

Integer

1

当前的页数。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为50条。

T otalCount

Integer

20

总记录数。

Message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Migrations
&ProjectId=12345
&MigrationType=IMPORT
&Owner=193379****
&PageNumber=1
&PageSize=1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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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ListMigrationsResponse>
<RequestId>F9198AA3-9010-53D5-9714-DC4461427D3E</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Data>
<Migrations>
<Id>436064</Id>
<Name>test_task_1638498642279</Name>
<PackageType>DATAWORKS_MODEL</PackageType>
<MigrationType>EXPORT</MigrationType>
<CreateTime>123124123123123</CreateTime>
<UpdateTime>123123123123123</UpdateTime>
<CreateUser>123123****</CreateUser>
<CreateUserName>3h1_test</CreateUserName>
<UpdateUser>1231****</UpdateUser>
<UpdateUserName>3h1_test</UpdateUserName>
<ProjectId>72132</ProjectId>
<TenantId>16307</TenantId>
<Status>SUCCESS</Status>
<Message>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datasource kafka region is not cn-chengdu, can't ope
n network for it</Message>
<DownloadUrl>http://geoip-sdk-user.oss-cn-zhangjiakou.aliyuncs.com/product/v1/ipv4/trace/v1.2022
0424123842.dex?Expires=1650780849&amp;OSSAccessKeyId=XXXXXXeF4Lv5j&amp;Signature=qxxxxx</DownloadUrl>
<Description>⾃动化测试创建</Description>
</Migrations>
<PageNumber>1</PageNumber>
<PageSize>10</PageSize>
<TotalCount>20</TotalCount>
</Data>
</ListMigrations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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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F9198AA3-9010-53D5-9714-DC4461427D3E",
"Success" : true,
"Data" : {
"Migrations" : {
"Id" : 436064,
"Name" : "test_task_1638498642279",
"PackageType" : "DATAWORKS_MODEL",
"MigrationType" : "EXPORT",
"CreateTime" : 123124123123123,
"UpdateTime" : 123123123123123,
"CreateUser" : "123123****",
"CreateUserName" : "3h1_test",
"UpdateUser" : "1231****",
"UpdateUserName" : "3h1_test",
"ProjectId" : 72132,
"TenantId" : 16307,
"Status" : "SUCCESS",
"Message" :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occurred. datasource kafka region is not cn-chengdu, can't open
network for it",
"DownloadUrl" : "http://geoip-sdk-user.oss-cn-zhangjiakou.aliyuncs.com/product/v1/ipv4/trace/v1.202204
24123842.dex?Expires=1650780849&amp;OSSAccessKeyId=XXXXXXeF4Lv5j&amp;Signature=qxxxxx",
"Description" : "⾃动化测试创建"
},
"PageNumber" : 1,
"PageSize" : 10,
"TotalCount" : 20
}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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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安全中心
11.1. CreatePermissionApplyOrder
调用Creat ePermissionApplyOrder创建一个权限申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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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PermissionApp
lyOrder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Creat ePermissio nApplyOrder 。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所属的地域信息。例如，华东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
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的Endpoint自动
解析。

ApplyUserIds

String

是

267842600408993176
,26784260040899317
7

申请权限的阿里云账户UID，当同时为多个账号申请
权限时，使用逗号（,）隔开。

申请权限的到期时间。此处需要输入一个unix时间
戳，不输入默认到期时间为2065年1月1日。
如果MaxCompute项目未开启LabelSecurity，或申
请的表字段安全等级为0或小于等于申请账号的安
全等级时，只能申请永久权限。
Deadline

Long

否

1617115071885

您可以进入DataWorks工作空间的管理页面，在
MaxCompute引擎的高级配置页面，查看是否启动
列级别访问控制。
您可以进入DataWorks工作空间，在数据地图查看
字段的安全等级，在成员管理页面查看账号的安全
等级。

ApplyReason

String

是

I need to use this
table

申请的原因。用于管理员进行评估审批。

MaxComputeProjectN
ame

String

是

aMaxcomputeProject
Name

申请权限的MaxCompute项目名称。

WorkspaceId

Integer

是

12345

申请权限的MaxCompute项目所属的DataWorks工
作空间ID，您可以进入DataWorks工作空间配置页
面，查询工作空间ID。

OrderT ype

Integer

否

1

申请单类型。目前仅支持取值为1，表示对象ACL权
限申请。

EngineT ype

String

否

odps

申请权限的计算引擎类型。目前仅支持取值为
odps，表示仅支持申请MaxCompute计算引擎的
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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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pplyObject.N.Action
s

String

是

Select,Describe

申请的权限类型，一次申请多种类型权限时使用逗
号（,）分隔。目前仅支持申请Select、Describe、
Download类型。

申请目标列的权限，此处输入列名称。如果申请全
表的权限，则需要输入表的所有列名。

ApplyObject.N.Colum
nMetaList.N.Name

String

是

aColumnName

ApplyObject.N.Name

String

是

aT ableName

仅当MaxCompute项目开启了labelSecurity，才可
以申请部分列的权限。如果MaxCompute项目没有
开启labelSecurity，则只能申请全表的权限。

申请的对象。目前仅支持申请MaxCompute表的权
限，此处需要输入目标表的名称。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0bc1ec92159376****

请求ID。

FlowId

Array of String

ee276e6e-5d34-46d8b848-bca7879ed233

生成的申请单ID。当同时申请多个对象并且各个对象的审
批人不同时，会根据不同的审批人生成多张申请单，此时
会返回一个数组。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reatePermissionApplyOrder
&ApplyObject.1.Actions=Select,Describe
&ApplyObject.1.ColumnMetaList.1.1ame=aColumnName
&ApplyObject.1.1ame=aTableName
&ApplyReason=I need to use this table
&ApplyUserIds=267842600408993176,267842600408993177
&MaxComputeProjectName=aMaxcomputeProjectName
&RegionId=cn-shanghai
&WorkspaceId=12345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CreatePermissionApplyOrderResponse>
<FlowId>ee276e6e-5d34-46d8-b848-bca7879ed233</FlowId>
<RequestId>0bc1ec92159376****</RequestId>
</CreatePermissionApplyOrder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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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FlowId" : "ee276e6e-5d34-46d8-b848-bca7879ed233",
"RequestId" : "0bc1ec92159376****"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11.2. GetPermissionApplyOrderDetail
调用Get PermissionApplyOrderDet ail查询一个权限申请单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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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PermissionApplyO
rderDetail

要执行的操作。

FlowId

String

是

48f36729-05f9-4a409286-933fd940f30a

权限申请单ID。您可以调用
ListPermissionApplyOrders接口获取。

cn-shanghai

所属的地域信息。例如，华东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
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的Endpoint自动
解析。

RegionId

String

是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ApplyOrderDetail

Struct

ApplyBaseId

String

267842600408993176

提交申请单的阿里云用户UID。

ApplyT imestamp

Long

1615284086000

发起申请单的时间，显示为一个unix时间戳。

ApproveAccountLis
t

Array of
ApproveAccountLis
t

BaseId

String

ApproveContent

Struct

ApplyReason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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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申请单详情。

审批申请单的阿里云账号列表。

1822931104031845

审批申请单的阿里云用户UID。

申请的具体内容。

I need to use this table

申请的原因，用于管理员审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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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申请权限的到期时间。此处显示为一个unix时间戳。
如果MaxCompute项目未开启LabelSecurity，或申请的表
字段安全等级为0或小于等于申请账号的安全等级时，只能
申请永久权限。

Deadline

Long

1617115071885

OrderT ype

Integer

1

ProjectMeta

Struct

MaxComputeProjec
tName

String

ObjectMetaList

Array of
ObjectMetaList

申请对象的详细信息。

ColumnMetaList

Array of
ColumnMetaList

申请对象的列字段信息。

ColumnComment

String

字段描述

申请的列描述。

ColumnName

String

aColumnName

申请的列名称。

ObjectName

String

aT ableName

申请的表名。

WorkspaceId

Integer

12345

申请对象所在的DataWorks工作空间ID。

FlowId

String

ad8da78d-8135-455e9486-27cf213fc140

申请单ID。

申请单类型。目前仅支持取值为1，表示对象ACL权限申
请。

申请对象所属的项目和工作空间信息。

aMaxComputeProject

申请对象所在的MaxCompute项目。

申请单的状态。取值如下：
1：待审批。
FlowStatus

Integer

2

2：审批通过，授权成功。
3：审批通过，授权失败。
4：审批拒绝。

GranteeObjectList

Array of
GranteeObjectList

GranteeId

String

GranteeName

String

申请权限的账号信息。

267842600408993176

RAM$dataworks_3h1_1:S
tsRamUser(StsRamUser)

申请权限的阿里云用户UID。

申请权限的云账号名称。格式与MaxCompute的账号格式
一致。
主账号为ALIYUN$+账号名。
子账号为RAM$+账号名。

GranteeT 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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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档版本：20220713

Dat aWorks

API参考· 安全中心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申请权限的主体子类型，取值如下：

GranteeT ypeSub

Integer

103

101：生产云账号。
103：个人云账号。
105：代他人申请云账号。

RequestId

String

0bc1ec92159376****

请求ID。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PermissionApplyOrderDetail
&FlowId=48f36729-05f9-4a40-9286-933fd940f30a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0bc1ec92159376****</RequestId>
<ApplyOrderDetail>
<FlowId>ad8da78d-8135-455e-9486-27cf213fc140</FlowId>
<ApplyTimestamp>1615284086000</ApplyTimestamp>
<ApplyBaseId>267842600408993176</ApplyBaseId>
<FlowStatus>2</FlowStatus>
<ApproveAccountList>
<BaseId>1822931104031845</BaseId>
</ApproveAccountList>
<GranteeObjectList>
<GranteeType>1</GranteeType>
<GranteeId>267842600408993176</GranteeId>
<GranteeName>RAM$dataworks_3h1_1:StsRamUser(StsRamUser)</GranteeName>
<GranteeTypeSub>103</GranteeTypeSub>
</GranteeObjectList>
<ApproveContent>
<OrderType>1</OrderType>
<Deadline>1617115071885</Deadline>
<ApplyReason>I need to use this table</ApplyReason>
<ProjectMeta>
<MaxComputeProjectName>aMaxComputeProject</MaxComputeProjectName>
<WorkspaceId>12345</WorkspaceId>
<ObjectMetaList>
<ObjectName>aTableName</ObjectName>
<ColumnMetaList>
<ColumnName>aColumnName</ColumnName>
<ColumnComment>字段描述</ColumnComment>
</ColumnMetaList>
</ObjectMetaList>
</ProjectMeta>
</ApproveContent>
</ApplyOrderDetail>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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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0bc1ec92159376****",
"ApplyOrderDetail": {
"FlowId": "ad8da78d-8135-455e-9486-27cf213fc140",
"ApplyTimestamp": 1615284086000,
"ApplyBaseId": 267842600408993180,
"FlowStatus": 2,
"ApproveAccountList": {
"BaseId": 1822931104031845
},
"GranteeObjectList": {
"GranteeType": 1,
"GranteeId": 267842600408993180,
"GranteeName": "RAM$dataworks_3h1_1:StsRamUser(StsRamUser)",
"GranteeTypeSub": 103
},
"ApproveContent": {
"OrderType": 1,
"Deadline": 1617115071885,
"ApplyReason": "I need to use this table",
"ProjectMeta": {
"MaxComputeProjectName": "aMaxComputeProject",
"WorkspaceId": 12345,
"ObjectMetaList": {
"ObjectName": "aTableName",
"ColumnMetaList": {
"ColumnName": "aColumnName",
"ColumnComment": "字段描述"
}
}
}
}
}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11.3. ListPermissionApplyOrders
调用List PermissionApplyOrders查询权限申请单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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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PermissionApplyO
rders

要执行的操作。

EngineT ype

String

是

odps

申请单的计算引擎类型。目前仅支持取值为odps，
表示仅支持申请MaxCompute计算引擎的权限。

OrderT ype

Integer

是

1

申请单类型。目前仅支持取值为1，表示对象ACL权
限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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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申请单的查询类型。取值如下：

QueryT ype

Integer

是

1

0：我提交的申请单。
1：由我审批的申请单。

RegionId

String

是

所属的地域信息。例如，华东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
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的Endpoint自动
解析。

cn-shanghai

申请单的状态。取值如下：
1：待审批。
FlowStatus

Integer

否

1

2：审批通过，授权成功。
3：审批通过，授权失败。
4：审批拒绝。

WorkspaceId

Integer

否

12345

申请单所属的工作空间ID，不输入则返回所有工作
空间的申请单。您可以进入DataWorks工作空间配
置页面，查询工作空间ID。

MaxComputeProjectN
ame

String

否

aMaxComputeProject

申请单所属的MaxCompute项目名称，不输入则返
回所有MaxCompute项目的申请单。

T ableName

String

否

aT ableName

申请单包含的表名称，不输入则返回所有表的申请
单。

StartT ime

Long

否

1616200471885

查询目标起始时间发起的申请单，配置为一个unix
时间戳。不输入则表示查询所有的申请单。

EndT ime

Long

否

1617200471885

查询目标截至时间的申请单，配置为一个unix时间
戳。不输入则表示查询截至当前时间的申请单。

PageNum

Integer

否

1

分页查询页码。大于等于1的正整数，默认为1。

PageSize

Integer

否

10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为10条，最大100条。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ApplyOrders

Struct

权限申请单的分页查询结果。

ApplyOrder

Array of Orders

权限申请单列表。

ApplyBaseId

String

267842600408993176

提交申请单的阿里云用户UID。

ApplyT imestamp

Long

1615284086000

申请单的提交时间，显示为一个unix时间戳。

> 文档版本：20220713

示例值

描述

646

API参考· 安全中心

Dat aWorks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ApproveContent

Struct

ApplyReason

String

I need to use this table

申请的原因。用于管理员进行评估审批。

OrderT ype

Integer

1

申请单类型。目前仅支持取值为1，表示对象ACL权限申
请。

ProjectMeta

Struct

申请对象的内容。

ObjectMetaList

Array of
ObjectMetaList

申请的对象信息。

Actions

List

Select,Describe

申请的权限类型，一次申请多种类型权限时使用逗号（,）
分隔。目前仅支持申请Select、Describe、Download类
型。

ObjectName

String

aT ableName

申请的表名称。

WorkspaceName

String

aWorkspaceName

申请权限的MaxCompute项目所属的DataWorks工作空间
名称。

FlowId

String

ad8da78d-8135-455e9486-27cf213fc140

申请单ID。

申请单的内容。

申请单的状态。取值如下：
1：待审批。
FlowStatus

Integer

2

2：审批通过，授权成功。
3：审批通过，授权失败。
4：审批拒绝。

PageNumber

Integer

1

页码。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

T otalCount

Integer

150

返回的权限申请单总数。

RequestId

String

0bc1ec92159376****

请求ID。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PermissionApplyOrders
&EngineType=odps
&OrderType=1
&QueryType=1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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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0bc1ec92159376****</RequestId>
<ApplyOrders>
<TotalCount>150</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Number>1</PageNumber>
<ApplyOrder>
<ApplyTimestamp>1615284086000</ApplyTimestamp>
<FlowId>ad8da78d-8135-455e-9486-27cf213fc140</FlowId>
<ApplyBaseId>267842600408993176</ApplyBaseId>
<FlowStatus>2</FlowStatus>
<ApproveContent>
<OrderType>1</OrderType>
<ApplyReason>I need to use this table</ApplyReason>
<ProjectMeta>
<WorkspaceName>aWorkspaceName</WorkspaceName>
<ObjectMetaList>
<ObjectName>aTableName</ObjectName>
<Actions>Select,Describe</Actions>
</ObjectMetaList>
</ProjectMeta>
</ApproveContent>
</ApplyOrder>
</ApplyOrders>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bc1ec92159376****",
"ApplyOrders": {
"TotalCount": 150,
"PageSize": 10,
"PageNumber": 1,
"ApplyOrder": {
"ApplyTimestamp": 1615284086000,
"FlowId": "ad8da78d-8135-455e-9486-27cf213fc140",
"ApplyBaseId": 267842600408993180,
"FlowStatus": 2,
"ApproveContent": {
"OrderType": 1,
"ApplyReason": "I need to use this table",
"ProjectMeta": {
"WorkspaceName": "aWorkspaceName",
"ObjectMetaList": {
"ObjectName": "aTableName",
"Actions": "Select,Describe"
}
}
}
}
}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11.4. ApprovePermissionApply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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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ApprovePermissionApplyOrder审批一个权限申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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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ApprovePermissionA
pplyOrder

要执行的操作。

执行的审批动作，取值如下：
ApproveAction

Integer

是

1

1：同意。
2：拒绝。

ApproveComment

String

是

agree

审批的备注信息。

FlowId

String

是

48f36729-05f9-4a409286-933fd940f30a

审批的申请单ID，您可以调用
ListPermissionApplyOrders接口获取。

cn-shanghai

所属的地域信息。例如，华东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
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的Endpoint自动
解析。

RegionId

String

是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ApproveSuccess

Boolean

true

审批是否成功。

RequestId

String

0bc1ec92159376****

请求ID。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ApprovePermissionApplyOrder
&ApproveAction=1
&ApproveComment=agree
&FlowId=48f36729-05f9-4a40-9286-933fd940f30a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questId>0bc1ec92159376****</RequestId>
<ApproveSuccess>true</ApproveSuccess>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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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0bc1ec92159376****",
"ApproveSuccess": true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11.5. RevokeColumnPermission
调用RevokeColumnPermission，撤销用户的表字段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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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RevokeColumnPermis
sion

要执行的操作。

Columns

String

是

id,name

需要撤销权限的字段名称。一次撤销多个字段的权
限时，使用逗号（,）分隔。
当前仅支持撤销MaxCompute表字段的权限。

MaxComputeProjectN
ame

String

是

aMaxcomputeProject
Name

需要撤销权限的字段所在的MaxCompute项目名
称。您可以登录DataWorks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
配置页面，查询DataWorks工作空间绑定的
MaxCompute项目名称。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需要撤销权限的字段所属的地域信息。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T ableName

String

是

aT ableName

需要撤销权限的字段所属的MaxCompute表名称。
您可以调用SearchMetaT ables接口，获取
MaxCompute表名称。

WorkspaceId

Long

是

12345

需要撤销权限的字段所在的DataWorks工作空间
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
配置页面，查询工作空间ID。

撤销字段权限的阿里云账号名称。账号格式与
MaxCompute的账号格式一致。
主账号为ALIYUN$+账号名。
RevokeUse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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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撤销字段权限的阿里云账号ID。您可以登录
DataWorks控制台，进入安全设置页面获取账号
ID。

RevokeUserId

String

否

267842600408993176

该参数与RevokeUserName参数配置一个即可。如
果同时配置了该参数与RevokeUserName参数，但
二者取值不同，则系统会以RevokeUserId参数的配
置内容为准。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0bc1ec92159376****

请求ID。

RevokeSuccess

Boolean

true

撤销操作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RevokeColumnPermission
&Columns=id,name
&MaxComputeProjectName=aMaxcomputeProjectName
&RegionId=cn-shanghai
&TableName=aTableName
&WorkspaceId=12345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vokeSuccess>true</RevokeSuccess>
<RequestId>0bc1ec92159376****</RequestId>

JSON 格式
{
"RevokeSuccess": true,
"RequestId": "0bc1ec92159376****"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11.6. RevokeTablePermission
调用RevokeT ablePermission，撤销用户的表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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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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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RevokeT ablePermissi
on

要执行的操作。

Actions

String

MaxComputeProjectN
ame

String

需要撤销的表的操作权限，一次撤销多种操作权限
时使用逗号（,）分隔。

是

Select,Describe

是

aMaxcomputeProject
Name

需要撤销权限的表所在的MaxCompute项目名称。
您可以登录DataWorks控制台，进入工作空间配置
页面，查询DataWorks工作空间绑定的
MaxCompute项目名称。

目前仅支持撤销MaxCompute表的Select、
Describe、Download等操作权限。

RegionId

String

是

cn-shanghai

需要撤销权限的表所属的地域信息。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T ableName

String

是

aT ableName

需要撤销权限的MaxCompute表名称。您可以调
用SearchMetaT ables接口，获取MaxCompute表
名称。

WorkspaceId

Long

是

12345

需要撤销权限的MaxCompute表所属的DataWorks
工作空间ID。您可以登录DataWorks控制台，进入
工作空间配置页面，查询工作空间ID。

撤销表权限的云账号名称。账号格式与
MaxCompute的账号格式一致。
主账号为ALIYUN$+账号名。
RevokeUserName

String

RAM$dataworks_3h1_
1:stsramuser

否

子账号为RAM$+账号名。
该参数与RevokeUserId参数配置一个即可。如果同
时配置了该参数与RevokeUserId参数，但二者取值
不同，则系统会以RevokeUserId参数的配置内容为
准。

撤销表权限的阿里云账号ID。您可以登录
DataWorks控制台，进入安全设置页面获取账号
ID。
RevokeUserId

String

否

267842600408993176

该参数与RevokeUserName参数配置一个即可。如
果同时配置了该参数与RevokeUserName参数，但
二者取值不同，则系统会以RevokeUserId参数的配
置为准。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0bc1ec92159376****

请求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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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vokeSuccess

Boolean

true

撤销操作是否成功。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RevokeTablePermission
&Actions=Select,Describe
&MaxComputeProjectName=aMaxcomputeProjectName
&RegionId=cn-shanghai
&TableName=aTableName
&WorkspaceId=12345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RevokeSuccess>true</RevokeSuccess>
<RequestId>0bc1ec92159376****</RequestId>

JSON 格式
{
"RevokeSuccess": true,
"RequestId": "0bc1ec92159376****"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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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开放平台
12.1. ListExtensions
拉取开放平台的扩展程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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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Extension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List Ext ensio ns 。

RegionId

String

否

cn-shanghai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请求的数据页数，用于翻页。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Id of the request

PagingInfo

Object

PageNumber

Integer

1

请求的数据页数，用于翻页。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

T otalCount

Integer

12

满足条件的数据总条数。

Extensions

Array of Ext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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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示例值

描述
扩展程序状态：
0：测试中,
1：上线中,

Status

Integer

0

3：禁用中,
4：审批中,
5：审批通过,
6：审批不通过

ExtensionDesc

String

这是一个描述

扩展程序描述

ExtensionName

String

扩展程序名称

扩展程序名称

Owner

String

2003****

子账号ID

ExtensionCode

String

扩展程序码

唯一的扩展程序码

BindEventList

Array of
BindEventList

EventName

String

文件提交前置事件

事件名称

EventCode

String

commit-file

事件码

扩展点事件列表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ListExtensions
&PageNumber=1
&PageSize=1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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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ListExtensionsResponse>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PagingInfo>
<PageNumber>1</PageNumber>
<PageSize>10</PageSize>
<TotalCount>12</TotalCount>
<Extensions>
<Status>0</Status>
<ExtensionDesc>这是⼀个描述</ExtensionDesc>
<ExtensionName>扩展程序名称</ExtensionName>
<Owner>2003****</Owner>
<ExtensionCode>扩展程序码</ExtensionCode>
<BindEventList>
<EventName>⽂件提交前置事件</EventName>
<EventCode>commit-file</EventCode>
</BindEventList>
</Extensions>
</PagingInfo>
</ListExtensions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0000-ABCD-EFG",
"PagingInfo" : {
"PageNumber" : 1,
"PageSize" : 10,
"TotalCount" : 12,
"Extensions" : [ {
"Status" : 0,
"ExtensionDesc" : "这是⼀个描述",
"ExtensionName" : "扩展程序名称",
"Owner" : "2003****",
"ExtensionCode" : "扩展程序码",
"BindEventList" : [ {
"EventName" : "⽂件提交前置事件",
"EventCode" : "commit-file"
} ]
} ]
}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12.2. GetExtension
获取某个扩展程序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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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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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Extension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Get Ext ensio n。

RegionId

String

否

cn-zhangjiakou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ExtensionCode

String

否

ce4*********086da5

扩展程序唯一编码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0000-ABCD-EFG

请求的ID。用于定位日志，排查问题。

Extension

Object

ExtensionCode

String

ce4*********086da5

扩展程序唯一码

ExtensionName

String

扩展程序名称

扩展程序名称

ExtensionDesc

String

这是一个描述

扩展程序描述

HelpDocUrl

String

https://www.aliyun.com
/

扩展程序帮助文档链接

Status

Integer

0

扩展程序状态： 0：测试中, 1：上线中, 3：禁用中, 4：审
批中, 5：审批通过, 6：审批不通过

ProjectT esting

Long

13552

测试用的项目空间，当扩展程序处于测试中时，只有测试
项目空间可使用

DetailUrl

String

https://www.aliyun.com
/

扩展程序详情地址，用来扩展程序使用者查看本次被卡流
程的详情

ParameterSetting

String

extension.project.disable
d=projectId1,projectId2,
projectId3

参数配置，参考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405354.ht
ml

OptionSetting

String

选项配置

选项配置

BindEventList

Array of
BindEventList

EventCode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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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ventName

String

文件提交前置事件

扩展点事件名称

EventCategoryList

Array of
EventCategoryList

CategoryCode

String

file-change

事件类型编码

CategoryName

String

文件变更事件

事件类型名称

事件类型列表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Extension
&ExtensionCode=ce4*********086da5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GetExtensionResponse>
<RequestId>0000-ABCD-EFG</RequestId>
<Extension>
<ExtensionCode>ce4*********086da5</ExtensionCode>
<ExtensionName>扩展程序名称</ExtensionName>
<ExtensionDesc>这是⼀个描述</ExtensionDesc>
<HelpDocUrl>https://www.aliyun.com/</HelpDocUrl>
<Status>0</Status>
<ProjectTesting>13552</ProjectTesting>
<DetailUrl>https://www.aliyun.com/</DetailUrl>
<ParameterSetting>extension.project.disabled=projectId1,projectId2,projectId3</ParameterSetting>
<OptionSetting>选项配置</OptionSetting>
<BindEventList>
<EventCode>commit-file</EventCode>
<EventName>⽂件提交前置事件</EventName>
</BindEventList>
<EventCategoryList>
<CategoryCode>file-change</CategoryCode>
<CategoryName>⽂件变更事件</CategoryName>
</EventCategoryList>
</Extension>
</GetExtension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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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0000-ABCD-EFG",
"Extension" : {
"ExtensionCode" : "ce4*********086da5",
"ExtensionName" : "扩展程序名称",
"ExtensionDesc" : "这是⼀个描述",
"HelpDocUrl" : "https://www.aliyun.com/",
"Status" : 0,
"ProjectTesting" : 13552,
"DetailUrl" : "https://www.aliyun.com/",
"ParameterSetting" : "extension.project.disabled=projectId1,projectId2,projectId3",
"OptionSetting" : "选项配置",
"BindEventList" : [ {
"EventCode" : "commit-file",
"EventName" : "⽂件提交前置事件"
} ],
"EventCategoryList" : [ {
"CategoryCode" : "file-change",
"CategoryName" : "⽂件变更事件"
} ]
}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12.3. GetOptionValueForProject
获取扩展程序选项配置在项目空间下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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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OptionValueForPr
oject

系统规定参数。取
值：Get Opt io nV alueFo rPro ject 。

RegionId

String

否

cn-zhangjiakou

地域信息，通常为服务所在的地域。例如，华东
2（上海）为cn-shanghai，华北3（张家口）为cnzhangjiakou。您无需填写RegionId，会根据调用
的Endpoint自动解析。

ExtensionCode

String

否

ce4*********086da5

扩展程序唯一编码

ProjectId

String

否

234

工作空间的ID。

返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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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E6F0DBDD-5AD****

Id of the request

OptionValue

String

{"cuNumber":"0"}

例子中的cuNumber是自定义的key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GetOptionValueForProject
&ExtensionCode=ce4*********086da5
&ProjectId=234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xml
<GetOptionValueForProjectResponse>
<RequestId>E6F0DBDD-5AD****</RequestId>
<OptionValue>{"cuNumber":"0"}</OptionValue>
</GetOptionValueForProjectResponse>

JSON 格式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RequestId" : "E6F0DBDD-5AD****",
"OptionValue" : "{\"cuNumber\":\"0\"}"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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