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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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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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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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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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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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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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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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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危险

重置操作将丢失用户配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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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警告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
时间约十分钟。

 注意注意 用于警示信息、补充说明等，是用户必须
了解的内容。

 注意注意

权重设置为0，该服务器不会再接受新
请求。

 说明说明 用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门等，不是
用户必须了解的内容。

 说明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Ct rl+A选中全部文
件。

> 多级菜单递进。 单击设置设置> 网络网络> 设置网络类型设置网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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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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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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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 ance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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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或者 {a|b} 表示必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swit ch {act ive|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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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云账号可以授权RAM用户，使用阿里云账号创建的视频型实例中视频部分的功能。本文为您介绍如何为RAM用户授权。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视频型实例为物联网平台企业版实例的一种，使用RAM用户访问物联网平台的详细信息，请参考RAM用户访问。本文主要对视频型实例中视频功能涉及的部分进行详细说明。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本文为您提供使用系统策略和使用自定义策略两种为RAM用户授权的方法。关于权限策略的详细信息，请参考权限策略概览。

使用系统策略为RAM用户授权使用系统策略为RAM用户授权
1. 创建RAM用户。具体步骤，请参见创建RAM用户。

2. 在RAM 访问控制页面左侧菜单栏，选择身份管理身份管理 > 用户用户。

3. 单击RAM用户对应操作操作列的添加权限添加权限。

4. 在添加权限添加权限窗口的选择权限选择权限区域，单击系统策略系统策略，然后在搜索框输入AliyunLinkVisualFullAccessAliyunLinkVisualFullAccess。

5. 在搜索结果中，单击权限AliyunLinkVisualFullAccessAliyunLinkVisualFullAccess，该权限会出现在右侧已选择已选择列表中，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6. 确认信息后，单击完成完成，即为RAM用户添加了AliyunLinkVisualFullAccessAliyunLinkVisualFullAccess权限。

使用自定义策略为RAM用户授权使用自定义策略为RAM用户授权
1. 创建RAM用户。具体步骤，请参见创建RAM用户。

2. 在RAM用户中创建自定义权限策略。具体步骤，请参见创建自定义权限策略。

视频型实例中视频功能的授权策略代码如下：

{
    "Version": "1",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linkvisual:*",
            "Resource": "*"
        }
    ]
}

3. 将步骤2的权限策略授权添加至指定用户或者用户组。具体步骤，请参见为RAM用户授权和为用户组授权。

1.RAM用户授权1.RAM用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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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视频服务云端SDK，用于调用物联网视频服务提供的API，实现物联网视频场景的功能。本文介绍物联网视频服务云端SDK的基本信息。

说明说明

本文仅介绍云端SDK的使用。设备端SDK开发，请参见设备端SDK。

SDK使用说明SDK使用说明
云端SDK使用帮助说明，请参见Java SDK使用说明。

下载云端SDK Demo下载云端SDK Demo
单击云端SDK Demo，下载云端SDK Demo。

物联网视频服务提供的Java SDK，可帮助开发人员通过Java程序，更便捷地使用物联网视频服务提供的各种功能。本文介绍Java SDK的使用方法。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安装阿里云物联网平台云端SDK。详细信息，请参见阿里云物联网平台云端SDK参考。

说明说明

安装阿里云物联网平台云端SDK后，调用QueryDeviceDetail接口可获取设备的IotId。物联网视频服务提供的部分接口，其请求参数中包含IotId。

安装SDK安装SDK
1. 安装Java开发环境。

您可以从Java 官方网站下载，并按说明安装Java开发环境。

2. 安装LinkVisual Java SDK。

i. 访问Apache Maven 官网下载Maven软件。

ii. 添加Maven项目依赖。

最新版LinkVisual Java SDK的Maven依赖坐标：

<dependency>
   <groupId>com.aliyun</groupId>
   <artifactId>aliyun-java-sdk-linkvisual</artifactId>
   <version>1.5.10</version>
</dependency>

阿里云Java SDK公共包Maven依赖坐标：

<dependency>
    <groupId>com.aliyun</groupId>
    <artifactId>aliyun-java-sdk-core</artifactId>
    <version>4.5.3</version>
</dependency>

初始化SDK初始化SDK

 String accessKeyID = "<your accessKey>";
 String accessKeySecret = "<your accessSecret>";
 String regionId = "cn-shanghai";
 DefaultProfile.addEndpoint(regionId, regionId, "linkvisual", "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
 IClientProfile profile = DefaultProfile.getProfile(regionId, accessKeyID, accessKeySecret);//初始化客⼾端
 client = new DefaultAcsClient(profile);

参数 说明

accessKey
您阿里云账号的AccessKey ID。

您可在阿里云官网控制台AccessKey管理中创建或查看您的AccessKey。

accessSecret 您阿里云账号的AccessKey Secret。

profile

profile对象用于存放SDK初始化信息，其中  ${RegionId} 是您的物联网平台服务的地域代码。

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左上方，查看当前服务所在地域。

地域代码的表达方法，请参见地域和可用区。

发起调用发起调用
物联网视频服务云端SDK为每个API封装了一个类，命名为  ${API名称}+"Request" ，用于API的调用请求。物联网视频服务云端API，请参见API列表。

本文以调用QueryLiveStreaming接口获取设备直播开播地址为例，介绍调用方法。

2.云端SDK参考2.云端SDK参考
2.1. 云端SDK概述2.1. 云端SDK概述

2.2. Java SDK使用说明2.2. Java SDK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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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示例中  request 请求参数的设置，请参见对应的API文档：QueryLiveStreaming。

注意 注意 以下代码中iotInstanceId为实例ID，企业版实例填写实例ID，公共实例要删除代码  request.setIotInstanceId("iotInstanceId");  。

购买企业版实例，并获取实例ID的方法，请参见购买企业版实例。

//获取设备直播开播地址请求 
QueryLiveStreamingRequest queryLiveStreamingRequest = new QueryLiveStreamingRequest();
queryLiveStreamingRequest.setIotId(iotId);
queryLiveStreamingRequest.setScheme(scheme);
queryLiveStreamingRequest.setIotInstanceId(iotInstanceId);
queryLiveStreamingRequest.setPlayUnLimited(true);
//获取设备直播开播地址的回复
QueryLiveStreamingResponse queryLiveStreamingResponse = (QueryLiveStreamingResponse)executeSend(queryLiveStreamingRequest);
if (200 == queryLiveStreamingResponse.getCode()) {
    return queryLiveStreamingResponse.getData().getPath();
}

附录附录
阿里云OpenAPI开发者门户提供API在线调试工具。在API调试API调试页面，您可以快速检索和体验调用API。系统会根据您输入的参数同步生成各语言SDK的代码示例。各语言SDK代
码示例显示在页面右侧SDK示例SDK示例页签下供您参考。在调用结果调用结果页签下，可查看API调用的真实请求URL和JSON格式的返回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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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物联网视频服务提供的相关API，及各API的用法。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调用API的方法和说明，请参见以下文档：

调用API

公共参数

错误码

为更好的保护您的阿里云账号安全，建议使用RAM用户身份来调用API。

授予子账号IoT API访问权限，请参见 IoT  API 授权映射表。

本文主要介绍物联网视频服务云端API的请求结构和请求示例。

请求结构请求结构
您可以通过发送HTTP或HTTPS请求调用物联网视频服务API。

请求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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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 说明

Endpoint 调用云服务的接入地址。物联网视频服务的接入地址格式：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

Action
要执行的操作，即云端API的名称。例如，调用QueryDeviceRecordLifeCycle获取设备云存储录像生命周期。Action对应的值就
是QueryDeviceRecordLifeCycle，即Action=QueryDeviceRecordLifeCycle。

Parameters
请求参数。每个参数之间用  & 符号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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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以调用QueryDeviceRecordLifeCycle获取设备云存储录像生命周期为例：

说明 说明 本文示例均使用华东2（上海）地域的接入地址。为了便于阅读，本文中的示例均做了格式化处理。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QueryDeviceRecordLifeCycle
&Format=xml
&Version=2018-01-20
&Signature=xxxx%xxxx%3D
&SignatureMethod=HMAC-SHA1
&SignatureNonce=15215528852396
&SignatureVersion=1.0
&AccessKeyId=key-test
&TimeStamp=2019-06-01T12:00:00Z
…

API在线调试API在线调试
阿里云OpenAPI开发者门户提供API在线调试工具。在API调试API调试页面，您可以快速检索和体验调用API。系统会根据您输入的参数同步生成各语言SDK的代码示例。各语言SDK代
码示例显示在页面右侧SDK示例SDK示例页签下供您参考。在调用结果调用结果页签下，可查看API调用的真实请求URL和JSON格式的返回结果。

3.云端API参考3.云端API参考
3.1. 概述3.1. 概述

3.2. 调用API3.2. 调用API

云端开发指南··云端API参考 物联网智能视频服务

10 > 文档版本：20220616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05577.html#concept-354410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41505.html#reference-tjr-twc-xd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45071.html#topic-1845804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47485.html#concept-sqt-mw4-td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41505.html#reference-tjr-twc-xdb
https://next.api.aliyun.com/api/Iot


API授权API授权
为了确保您的账号安全，建议您使用RAM用户调用API。如果您使用RAM用户调用物联网平台API，您需要为该RAM用户创建、授予相应的授权策略。

为RAM用户授权调用API，请参见IoT  API 授权映射表。

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
公共请求参数是调用每个API时都需要使用的请求参数。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是否必需是否必需 描述描述

Format String 否 返回值的格式，支持JSON和XML格式。默认为XML。

Version String 是
API版本号，为日期形式：  YYYY-MM-DD ，最新版本为  2018-01-20 

。每个接口可以存在多个版本。

AccessKeyId String 是

阿里云颁发给用户的访问服务所用的密钥ID。

登录阿里云控制台，将光标移至账号头像上，然后单击AccessKey 管理AccessKey 管理 ，
跳转至AccessKey 管理AccessKey 管理 页，即可创建和查看AccessKey。

Signature String 是 签名结果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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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stamp String 是

请求的时间戳。日期格式按照ISO8601标准表示，并需要使用UTC时间。格

式为  YYYY-MM-DDThh:mm:ssZ 。

例如，  2016-01-04T12:00:00Z 表示北京时间2016年01月04日20点0

分0秒。

SignatureVersion String 是 签名算法版本。目前版本是1.0。

SignatureNonce String 是
唯一随机数。用于防止网络重放攻击。用户在不同请求中要使用不同的随机
数值。

RegionId String 是 设备所在地域（与控制台上的地域对应），如cn-shanghai。

示例

3.3. 公共参数3.3. 公共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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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
?Format=XML
&Version=2018-01-20
&Signature=Pc5WB8****
&SignatureMethod=HMAC-SHA1
&SignatureNonce=15215528852396
&SignatureVersion=1.0
&AccessKeyId=...
&Timestamp=2016-01-04T12:00:00Z
&RegionId=cn-shanghai

公共返回参数公共返回参数
API返回结果采用统一格式，返回2xx HTTP状态码代表调用成功；返回4xx或5xx HTTP状态码代表调用失败。调用成功返回的数据格式有XML和JSON两种。可以在发送请求
时，指定返回的数据格式。默认为XML格式。

每次接口调用，无论成功与否，系统都会返回一个唯一识别码Request IdRequest Id。

调用成功的返回示例。

XML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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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ON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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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用失败的返回示例。

调用接口出错后，将不会返回结果数据。可根据错误码来定位错误原因。

当调用出错时，HTTP请求返回一个4xx或5xx的HTTP状态码。返回的消息体中是具体的错误代码及错误信息。另外，还包含一个全局唯一的请求ID（Request IdRequest Id）。在您不
能确认错误的情况下，可以联系阿里云客服或提交工单，并提供Request IdRequest Id值，以便工作人员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XML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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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ON格式

{
    "RequestId": "8906582E-6722-409A-A6C4-0E7863B733A5",
    "Code": "UnsupportedOperation",
    "Message": "The specified action is not supported."
}

物联网平台会对每个接口访问请求的发送者进行身份验证，所以无论使用HTTP还是HTTPS协议提交请求，都需要在请求中包含签名（Signature）信息。

签名方法签名方法
签名时，您需在控制台AccessKey管理页面查看您的阿里云账号的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然后进行对称加密。其中，AccessKey ID用于标识访问者身份；
AccessKey Secret是用于加密签名字符串和服务器端验证签名字符串的密钥，必须严格保密。

说明 说明 物联网平台提供了Java、Python、PHP等语言的服务端SDK。使用这些SDK，可以免去签名过程。请参见下载云端SDK及各SDK的使用说明。

请按照下面的方法对请求进行签名：

1. 构造规范化的请求字符串（Canonicalized Query String）。

i. 排序参数。

按参数名的字典顺序，对请求参数进行排序，包括公共请求参数（不包括Signature参数）和接口的自定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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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签名机制3.4. 签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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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对参数名称和参数值进行URL编码。

使用UTF-8字符集按照RFC3986规则编码请求参数名和参数值。编码规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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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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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展的UTF-8字符，编码成  %XY%ZA… 的格式。

英文空格要编码成  %20 ，而不是加号  + 。

该编码方式与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MIME格式编码算法相似，但又有所不同。

如果您使用的是Java标准库中的  java.net.URLEncoder ，可以先用标准库中  percentEncode 编码，随后将编码后的字符中加号  + 替换为  %20 、星号  * 替
换为  %2A 、  %7E 替换为波浪号  ~ ，即可得到上述规则描述的编码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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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使用等号  = 连接编码后的请求参数名和参数值。

iv. 使用与号  & 连接编码后的请求参数。参数排序与步骤a的排序一致。

完成后，即获得规范化请求字符串（CanonicalizedQueryString）。

2. 构造签名字符串。

可以使用  percentEncode 处理步骤1得到的规范化字符串，构造签名字符串。可参考如下规则：

StringToSign=
  HTTPMethod + "&" +                      //HTTPMethod：发送请求的HTTP⽅法，例如GET。
  percentEncode("/") + "&" +              //percentEncode("/")：字符（/）UTF-8编码得到的值，即%2F。
  percentEncode(CanonicalizedQueryString) //您的规范化请求字符串。

3. 计算HMAC值。

按照RFC2104的定义，使用步骤2得到的字符串  StringToSign 计算签名HMAC值。示例使用的是Java Base64编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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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说明 计算签名时，使用的Key就是您的AccessKeySecret并加上一个与号  & 字符（ASCII:38）。使用的哈希算法是SHA1。

4. 计算签名值。

按照Base64编码规则把步骤3中的HMAC值编码成字符串，即得到签名值（Signature）。

5. 添加签名。

将得到的签名值作为Signature参数，按照RFC3986的规则进行URL编码后，再添加到请求参数中，即完成对请求签名的过程。

签名示例签名示例
以调用Pub接口为例。假设您
的  AccessKeyId=testid ，  AccessKeySecret=testsecret ，  ProductKey=12345abcde 、  TopicFullName=/12345abcde/testdevice/user/get 、  MessageContent=aGVsbG8gd29ybGQ

1. 组成签名前的请求URL。

http://iot.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Pub&MessageContent=aGVsbG8gd29ybGQ&Timestamp=2018-07-31T07:43:57Z&SignatureVersion=1.0&Format=XML&Qos
=0&SignatureNonce=3ee8c1b8-83d3-44af-a94f-4e0ad82fd6cf&Version=2018-01-20&AccessKeyId=testid&SignatureMethod=HMAC-SHA1&RegionId=cn-shanghai&Produ
ctKey=12345abcde&TopicFullName=/12345abcde/testdevice/user/get

2. 计算得到待签名字符串StringToSign。

GET&%2F&AccessKeyId%3Dtestid%26Action%3DPub%26Format%3DXML%26MessageContent%3DaGVsbG8gd29ybGQ%26ProductKey%3D12345abcde%26Qos%3D0%26RegionId%3Dcn
-shanghai%26SignatureMethod%3DHMAC-SHA1%26SignatureNonce%3D3ee8c1b8-83d3-44af-a94f-4e0ad82fd6cf%26SignatureVersion%3D1.0%26Timestamp%3D2018-07-31
T07%253A43%253A57Z%26TopicFullName%3D%252F12345abcde%252Ftestdevice%252Fuser%252Fget%26Version%3D2018-01-20

3. 计算签名值。

因为  AccessKeySecret=testsecret ，用于计算的Key为testsecret&，计算得到的签名值为：

NUh3otvAoXOZmG/a2gDShh6Ze9w=

4. 将签名作为Signature参数加入到URL请求中，最后得到的URL为：

http://iot.cn-shanghai.aliyuncs.com/?MessageContent=aGVsbG8gd29ybGQ&Action=Pub&Timestamp=2018-07-31T07%253A43%253A57Z&SignatureVersion=1.0&Format
=XML&Qos=0&SignatureNonce=3ee8c1b8-83d3-44af-a94f-4e0ad82fd6cf&Version=2018-01-20&AccessKeyId=testid&Signature=NUh3otvAoXOZmG%2Fa2gDShh6Ze9w%3D&S
ignatureMethod=HMAC-SHA1&RegionId=cn-shanghai&ProductKey=12345abcde&TopicFullName=%2F12345abcde%2Ftestdevice%2Fuser%2Fget

Java代码示例Java代码示例
以下为签名的Java Demo供您参考。

1. 配置文件Config.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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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pyright © 2018 Alibaba. All rights reserved.
 */
package com.aliyun.iot.demo.sign;
/**
 * 服务端API签名配置⽂件
 * 
 * @author: ali
 * @version: 0.1 2018-08-08 08:23:54
 */
public class Config {
    // AccessKey信息
    public static String accessKey = "1234567890123456";
    public static String accessKeySecret =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
    public final static String CHARSET_UTF8 = "utf8";
}

参数 示例 说明

accessKey 1234567890123456
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将鼠标移至账号头像上，然后单击AccessKey管理AccessKey管理 ，获取
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

说明 说明 如果使用RAM用户，您需授予该RAM用户管理物联网平台的权限
（AliyunIOTFullAccess），否则将连接失败。授权方法请参见授权RAM用户访问物联网
平台。

accessKeySecret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

2. 配置文件UrlUtil.java。

/*   
 * Copyright © 2018 Alibaba. All rights reserved.
 */
package com.aliyun.iot.demo.sign;
import java.net.URLEncoder;
import java.util.Map;
import org.apache.commons.lang3.StringUtils;
/**
 * URL处理类
 * 
 * @author: ali
 * @version: 0.1 2018-06-21 20:40:52
 */
public class UrlUtil {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CHARSET_UTF8 = "utf8";
    public static String urlEncode(String url) {
        if (!StringUtils.isEmpty(url)) {
            try {
                url = URLEncoder.encode(url, "UTF-8");
            } catch (Exception e) {
                System.out.println("Url encode error:" + e.getMessage());
            }
        }
        return url;
    }
    public static String generateQueryString(Map<String, String> params, boolean isEncodeKV) {
        StringBuilder canonicalizedQueryString = new StringBuilder();
        for (Map.Entry<String, String> entry : params.entrySet()) {
            if (isEncodeKV)
                canonicalizedQueryString.append(percentEncode(entry.getKey())).append("=")
                        .append(percentEncode(entry.getValue())).append("&");
            else
                canonicalizedQueryString.append(entry.getKey()).append("=").append(entry.getValue()).append("&");
        }
        if (canonicalizedQueryString.length() > 1) {
            canonicalizedQueryString.setLength(canonicalizedQueryString.length() - 1);
        }
        return canonicalizedQueryString.toString();
    }
    public static String percentEncode(String value) {
        try {
            // 使⽤URLEncoder.encode编码后，将"+","*","%7E"做替换即满⾜API规定的编码规范。
            return value == null ? null
                    : URLEncoder.encode(value, CHARSET_UTF8).replace("+", "%20").replace("*", "%2A").replace("%7E",
                            "~");
        } catch (Exception e) {
        }
        return "";
    }
}

3. 配置文件SignatureUtils.java。

/*   
 * Copyright © 2018 Alibaba. All rights reserved.
 */
package com.aliyun.iot.demo.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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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e com.aliyun.iot.demo.sign;
import java.io.IOException;
import java.io.UnsupportedEncodingException;
import java.net.URI;
import java.net.URISyntaxException;
import java.net.URLDecoder;
import java.net.URLEncoder;
import java.util.Map;
import java.util.TreeMap;
import javax.crypto.Mac;
import javax.crypto.spec.SecretKeySpec;
import org.apache.commons.codec.binary.Base64;
import org.apache.commons.lang3.StringUtils;
/**
 * 服务端API签名
 * 
 * @author: ali
 * @version: 0.1 2018-06-21 20:47:05
 */
public class SignatureUtils {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CHARSET_UTF8 = "utf8";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ALGORITHM = "HmacSHA1";
    private final static String SEPARATOR = "&";
    public static Map<String, String> splitQueryString(String url)
            throws URISyntaxException, UnsupportedEncodingException {
        URI uri = new URI(url);
        String query = uri.getQuery();
        final String[] pairs = query.split("&");
        TreeMap<String, String> queryMap = new TreeMap<String, String>();
        for (String pair : pairs) {
            final int idx = pair.indexOf("=");
            final String key = idx > 0 ? pair.substring(0, idx) : pair;
            if (!queryMap.containsKey(key)) {
                queryMap.put(key, URLDecoder.decode(pair.substring(idx + 1), CHARSET_UTF8));
            }
        }
        return queryMap;
    }
    public static String generate(String method, Map<String, String> parameter, String accessKeySecret)
            throws Exception {
        String signString = generateSignString(method, parameter);
        System.out.println("signString---" + signString);
        byte[] signBytes = hmacSHA1Signature(accessKeySecret + "&", signString);
        String signature = newStringByBase64(signBytes);
        System.out.println("signature----" + signature);
        if ("POST".equals(method))
            return signature;
        return URLEncoder.encode(signature, "UTF-8");
    }
    public static String generateSignString(String httpMethod, Map<String, String> parameter) throws IOException {
        TreeMap<String, String> sortParameter = new TreeMap<String, String>();
        sortParameter.putAll(parameter);
        String canonicalizedQueryString = UrlUtil.generateQueryString(sortParameter, true);
        if (null == httpMethod) {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httpMethod can not be empty");
        }
        StringBuilder stringToSign = new StringBuilder();
        stringToSign.append(httpMethod).append(SEPARATOR);
        stringToSign.append(percentEncode("/")).append(SEPARATOR);
        stringToSign.append(percentEncode(canonicalizedQueryString));
        return stringToSign.toString();
    }
    public static String percentEncode(String value) {
        try {
            return value == null ? null
                    : URLEncoder.encode(value, CHARSET_UTF8).replace("+", "%20").replace("*", "%2A").replace("%7E",
                            "~");
        } catch (Exception e) {
        }
        return "";
    }
    public static byte[] hmacSHA1Signature(String secret, String baseString) throws Exception {
        if (StringUtils.isEmpty(secret)) {
            throw new IOException("secret can not be empty");
        }
        if (StringUtils.isEmpty(baseString)) {
            return null;
        }
        Mac mac = Mac.getInstance("HmacSHA1");
        SecretKeySpec keySpec = new SecretKeySpec(secret.getBytes(CHARSET_UTF8), ALGORITHM);
        mac.init(keySpec);
        return mac.doFinal(baseString.getBytes(CHARSET_UTF8));
    }
    public static String newStringByBase64(byte[] bytes) throws UnsupportedEncodingException {
        if (bytes == null || bytes.length == 0) {
            return null;
        }
        return new String(Base64.encodeBase64(bytes, false), CHARSET_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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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new String(Base64.encodeBase64(bytes, false), CHARSET_UTF8);
    }
}

4. 配置主入口文件Main.java。

/*   
 * Copyright © 2018 Alibaba. All rights reserved.
 */
package com.aliyun.iot.demo.sign;
import java.io.UnsupportedEncodingException;
import java.net.URLEncoder;
import java.util.HashMap;
import java.util.Map;
/**
 * 签名⼯具主⼊⼝
 * 
 * @author: ali
 * @version: 0.1 2018-09-18 15:06:48
 */
public class Main {
    // 1.需要修改Config.java中的AccessKey信息。
    // 2.建议使⽤⽅法⼆，所有参数都需要⼀⼀填写。
    // 3."最终signature"才是您需要的签名最终结果。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UnsupportedEncodingException {
        // ⽅法⼀
        System.out.println("⽅法⼀：");
        String str = "GET&%2F&AccessKeyId%3D" + Config.accessKey
                + "%26Action%3DRegisterDevice%26DeviceName%3D1533023037%26Format%3DJSON%26ProductKey%3DaxxxUtgaRLB%26RegionId%3Dcn-shanghai%26Sig
natureMethod%3DHMAC-SHA1%26SignatureNonce%3D1533023037%26SignatureVersion%3D1.0%26Timestamp%3D2018-07-31T07%253A43%253A57Z%26Version%3D2018-01-20
";
        byte[] signBytes;
        try {
            signBytes = SignatureUtils.hmacSHA1Signature(Config.accessKeySecret + "&", str.toString());
            String signature = SignatureUtils.newStringByBase64(signBytes);
            System.out.println("signString---" + str);
            System.out.println("signature----" + signature);
            System.out.println("最终signature: " + URLEncoder.encode(signature, Config.CHARSET_UTF8));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System.out.println();
        // ⽅法⼆
        System.out.println("⽅法⼆：");
        Map<String, String> map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 公共参数
        map.put("Format", "JSON");
        map.put("Version", "2018-01-20");
        map.put("AccessKeyId", Config.accessKey);
        map.put("SignatureMethod", "HMAC-SHA1");
        map.put("Timestamp", "2018-07-31T07:43:57Z");
        map.put("SignatureVersion", "1.0");
        map.put("SignatureNonce", "1533023037");
        map.put("RegionId", "cn-shanghai");
        // 请求参数
        map.put("Action", "RegisterDevice");
        map.put("DeviceName", "1533023037");
        map.put("ProductKey", "axxxUtgaRLB");
        try {
            String signature = SignatureUtils.generate("GET", map, Config.accessKeySecret);
            System.out.println("最终signature: " + signature);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System.out.println();
    }
}

以下是物联网视频服务的API列表。

云存储生命周期云存储生命周期

API名称API名称 描述描述

SetDeviceRecordLifeCycle 设置云存储录像文件的生命周期。

QueryDeviceRecordLifeCycle 获取云存储录像文件的生命周期。

SetDevicePictureLifeCycle 设置云存储图片的生命周期。

3.5. API列表3.5. API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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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DevicePictureLifeCycle 获取云存储图片的生命周期。

API名称API名称 描述描述

图片功能图片功能

APIAPI 描述描述

TriggerCapturePicture 主动触发IPC设备拍摄图片并上传至云端。

QueryPictureFiles 获取IPC设备的图片列表。

QueryDevicePictureFile 查询IPC设备的图片信息。

QueryDevicePictureByList 根据图片ID列表，获取图片地址。

直播功能直播功能

APIAPI 描述描述

QueryLiveStreaming 获取IPC设备的直播开播地址。

StopLiveStreaming 设置IPC设备停止推流。

时间模板时间模板

APIAPI 描述描述

CreateT imeTemplate 创建时间模板。

DeleteT imeTemplate 删除时间模板。

QueryT imeTemplate 查询时间模板信息。

QueryT imeTemplateDetail 查询时间模板详情。

UpdateTimeTemplate 更新时间模板。

智能告警事件智能告警事件

APIAPI 描述描述

QueryDeviceEvent 查询IPC设备的智能告警事件列表。

QueryDeviceEventPicture 获取触发智能告警事件时，IPC设备拍摄上传的图片。

QueryDeviceEventRecord 获取智能告警事件的关联录像。

连续录像计划连续录像计划

APIAPI 描述描述

CreateRecordPlan 根据时间模板创建连续录像计划。

QueryRecordPlanDetail 查询连续录像计划详情。

QueryRecordPlans 查询连续录像计划列表。

UpdateRecordPlan 更新连续录像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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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RecordPlan 删除连续录像计划。

AddRecordPlanDevice 为IPC设备添加连续录像计划。

DeleteRecordPlanDevice 删除IPC设备关联的连续录像计划。

QueryRecordPlanDeviceByDevice 根据设备ID，查询该IPC设备的连续录像计划。

QueryRecordPlanDeviceByPlan 查询连续录像计划关联的IPC设备。

APIAPI 描述描述

智能告警事件录像计划智能告警事件录像计划

APIAPI 描述描述

CreateEventRecordPlan 创建智能告警事件录像计划。

DeleteEventRecordPlan 删除智能告警事件录像计划。

QueryEventRecordPlans 查询智能告警事件录像计划列表。

UpdateEventRecordPlan 更新智能告警事件录像计划。

QueryEventRecordPlanDetail 查询智能告警事件录像计划详情。

AddEventRecordPlanDevice 为IPC设备添加智能告警事件录像计划。

DeleteEventRecordPlanDevice 删除智能告警事件录像计划关联的IPC设备。

QueryEventRecordPlanDeviceByDevice 根据IPC设备ID查询智能告警事件录像计划。

QueryEventRecordPlanDeviceByPlan 查询智能告警事件录像计划，关联的IPC设备列表。

主动录像主动录像

APIAPI 描述描述

TriggerRecord 立即触发指定IPC设备开始录像，并上传录像文件至云端。

StopTriggeredRecord 停止主动触发录像。

云端录像播放云端录像播放

APIAPI 描述描述

QueryRecord 查询云端录像列表。

QueryRecordByRecordId 通过录像文件ID查询录像文件URL。

QueryMonthRecord 查询IPC设备某月份的每一天是否有录像。

QueryRecordUrl 查询云端录像文件的播放地址。

QueryRecordDownloadUrl 获取云端录像文件的下载地址。

本地录像本地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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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API 描述描述

QueryDeviceVodUrl 获取本地NVR或IPC设备存储卡中，指定录像文件名的录像文件播放地址。

QueryDeviceVodUrlByT ime 获取本地NVR或IPC设备存储卡中，指定录像时间的录像文件播放地址。

语音对讲语音对讲

APIAPI 描述描述

QueryVoiceIntercom 获取语音对讲的地址。

迁移实例迁移实例

APIAPI 描述描述

TransferDeviceInstance 迁移设备所在的实例。

本文列举调用物联网视频服务API出错时，返回的错误信息。入参数据格式错误、超出限定值、入参缺少必需参数等错误修改，请参见具体API文档的请求参数描述。

403：权限类错误403：权限类错误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错误信息描述错误信息描述 解决方法解决方法

request forbidden. 请求因参数鉴权失败被禁止。 请填写正确的AccessKey信息，然后重试。

tenant auth error. 请求因设备或用户信息鉴权失败被禁止。 检查设备是否归属于该阿里云账号和实例下，然后重试。

device status error. 设备状态错误。 请确保设备处于在线状态，然后重试。

device event auth failed. 智能告警事件不存在或不属于该租户。
请确保智能告警事件归属于该阿里云账号和实例下，然后重
试。

picture owner error. 图片不存在或不属于该租户。 请确保图片归属于该阿里云账号和实例，然后重试。

template owner error. 时间模板不存在或不属于该租户。 请确保时间模板归属于该阿里云账号和实例，然后重试。

460：参数类错误460：参数类错误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错误信息描述错误信息描述 解决方法解决方法

product is not active. 设备产品未激活视频服务。 请开通视频服务，然后重试。

iotId or tenantId can not be null. 设备和租户信息不能为空。 请确认AccessKey信息和设备信息，然后重试。

planId or tenantId can not be null. 录像计划和租户信息不能为空。 请填写正确的录像计划和AccessKey信息。

templateId or tenantId can not be null. 时间模板和租户信息不能为空。 请填写正确的时间模板和AccessKey信息。

eventId or tenantId can not be null. 智能告警事件信息和租户信息不能为空。 请填写正确的智能告警事件信息和AccessKey信息。

beginTime or endTime can not be null. 开始时间或结束时间不能为空。 请填写入参  BeginTime 和  EndTime ，然后重试。

beginTime can not bigger or equal endTime. 开始时间不得晚于结束时间。 请设置入参  EndTime 晚于  BeginTime ，然后重试。

RAM system auth error. RAM鉴权失败。
没有资源访问控制（RAM）权限。

RAM的详细信息，请参见RAM授权文档。

3.6. 错误码3.6.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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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 type error. 图片类型错误。 请设置正确的图片类型，然后重试。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错误信息描述错误信息描述 解决方法解决方法

466：业务类错误466：业务类错误

错误信息错误信息 错误信息描述错误信息描述 解决方法解决方法

device status is offline. 设备不在线。 请上线设备，然后重试。

device status is init ial. 设备未激活物联网通道（第一次上线后激活）。
设备未激活，即物理设备从未连接物联网平台。请接入设备至
物联网平台，然后重试。

device status is disable. 设备物联网通道被禁用。 请确保设备在物联网平台未被禁用，然后重试。

push stream fail. 设备推流失败。 请检查设备所属产品是否为摄像头品类。

deviceList lifecycle not exist. 设备存储生命周期不存在。
请设置存储生命周期，然后重试。

设置存储生命周期的详细信息，请参考配 置录像生命周期。

device offline. 设备不在线。 请确保设备上线，然后重试。

device not activated. 设备未激活。
设备未激活，即物理设备从未连接物联网平台。请接入设备至
物联网平台，然后重试。

record not exist. 录像文件不存在。

1. 检查录像文件名是否正确。

2. 调用QueryEventRecordPlanDeviceByDevice检查设备是
否已配置了录像计划。

request too frequently. 请求过于频繁。
请检查单阿里云账号调用该接口的每秒请求数是否超过50，若
超过，则稍后重试。

调用该接口，设置IPC设备的录像生命周期，即录像文件在云端存储的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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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SetDeviceRecordLifeCycl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SetDeviceRecordLifeCycle。

Day Integer 是 7

录像生命周期，即录像文件在云端保存的天数。

说明 说明 您需要设置录像生命周期大于0，才可使用视频型实例
提供的其他录像功能。录像生命周期最大可设置为3650天。

IotInstanceId String 否 iot-cn-n6w1y59****

实例ID。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页面，查看当前实例
的IDID。

注意注意

若有ID值，必须传入该ID值，否则调用会失败。

若无ID值，则无需传入。

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概述。

3.7. 云存储生命周期3.7. 云存储生命周期
3.7.1. SetDeviceRecordLifeCycle3.7.1. SetDeviceRecordLife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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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Key String 否 a1BwAGV****

IPC设备所属产品的ProductKey。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产品产品 页查看或调用QueryProductList查看当
前账号下所有产品的信息。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DeviceNameDeviceName。

DeviceName String 否 camera1

IPC设备的设备名称。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设备设备 页查看DeviceNameDeviceName。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

IotId String 否 d7XmBoJhAr88C6PelXDF00****

IPC设备的设备ID。物联网平台为该设备颁发的ID，设备的唯一标识符。
可调用物联网平台QueryDeviceDetail查询。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则无需传
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和DeviceNameDeviceName。Iot IdIot Id作为设备唯一标识符，
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
您同时传入Iot IdIot Id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则
以Iot IdIot Id为准。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InvalidParamete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SetDeviceRecordLifeCycle
&Day=7
&IotId=d7XmBoJhAr88C6PelXDF00****
&ProductKey=a1BwAGV****
&DeviceName=camera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SetDeviceRecordLifeCycle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SetDeviceRecordLifeCycl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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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该接口，获取IPC设备在云端保存录像文件的时间，即录像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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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QueryDeviceRecordLifeCycl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QueryDeviceRecordLif eCycleQueryDeviceRecordLif eCycle。

DeviceList.N RepeatList 是

["C47T6xwp6ms4bNlkHRWCg4*
***",
"d7XmBoJhAr88C6PelXDF00****
"]

IPC设备的IotId列表。IotId是物联网平台为该设备颁发的ID，设备的唯一
标识符。

可调用物联网平台QueryDeviceDetail查询。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Integer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Data Array of Data 查询结果。

Day Integer 7 IPC的录像生命周期。

IotId String C47T6xwp6ms4bNlkHRWCg4**** 设备ID。

ErrorMessage String InvalidParameters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QueryDeviceRecordLifeCycle
&DeviceList.2=["C47T6xwp6ms4bNlkHRWCg4****", "d7XmBoJhAr88C6PelXDF0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QueryDeviceRecordLifeCycle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Data>
        <IotId>C47T6xwp6ms4bNlkHRWCg4****</IotId>
        <Day>7</Day>
  </Data>
  <Data>
        <IotId>P7WqhWvhplhHlWPO9Op5g4****</IotId>
        <Day>7</Day>
  </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QueryDeviceRecordLifeCycleResponse>

 JSON 格式

3.7.2. QueryDeviceRecordLifeCycle3.7.2. QueryDeviceRecordLife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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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Data": [
        {
            "IotId": "C47T6xwp6ms4bNlkHRWCg4****",
            "Day": "7"
        },
        {
            "IotId": "P7WqhWvhplhHlWPO9Op5g4****",
            "Day": "7"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设置IPC设备的云存储图片生命周期。

说明 说明 设置云存储图片生命周期前，默认图片在云端永久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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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SetDevicePictureLifeCycl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SetDevicePictureLifeCycle。

Day Integer 是 7 图片在云端的存储周期，单位为天。

IotInstanceId String 否 iot-cn-n6w1y59****

实例ID。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页面，查看当前实例
的IDID。

注意注意

若有ID值，必须传入该ID值，否则调用会失败。

若无ID值，则无需传入。

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概述。

ProductKey String 否 a1BwAGV****

IPC设备所属产品的ProductKey。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产品产品 页查看或调用QueryProductList查看当
前账号下所有产品的信息。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DeviceNameDeviceName。

DeviceName String 否 camera1

IPC设备的设备名称。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设备设备 页查看DeviceNameDeviceName。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

IotId String 否 C47T6xwp6ms4bNlkHR****c300

IPC设备的设备ID。物联网平台为该设备颁发的ID，设备的唯一标识符。
可调用物联网平台QueryDeviceDetail查询。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则无需传
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和DeviceNameDeviceName。Iot IdIot Id作为设备唯一标识符，
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
您同时传入Iot IdIot Id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则
以Iot IdIot Id为准。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3.7.3. SetDevicePictureLifeCycle3.7.3. SetDevicePictureLife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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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enant auth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449ECE75-A36A-4ACE-B253-
147C78C440C5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SetDevicePictureLifeCycle
&Day=7
&IotId=C47T6xwp6ms4bNlkHR****c300
&ProductKey=a1BwAGV****
&DeviceName=camera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SetDevicePictureLifeCycleResponse>
  <RequestId>449ECE75-A36A-4ACE-B253-147C78C440C5</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SetDevicePictureLifeCycl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449ECE75-A36A-4ACE-B253-147C78C440C5",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查询IPC设备的云存储图片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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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QueryDevicePictureLifeCycl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QueryDevicePict ureLif eCycleQueryDevicePict ureLif eCycle。

IotId String 是
C47T6xwp6ms4bNlkHRWCg4***
*

IPC设备的设备ID。物联网平台为该设备颁发的ID，设备的唯一标识符。

可调用物联网平台QueryDeviceDetail查询。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Data Struct 查询结果。

3.7.4. QueryDevicePictureLifeCycle3.7.4. QueryDevicePictureLife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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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Integer 7 图片在云端的存储天数。

IotId String C47T6xwp6ms4bNlkHRWCg4**** 设备ID。

ErrorMessage String tenant auth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E2244FD-0AC9-4AB4-A8F0-
729D78BE1D77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QueryDevicePictureLifeCycle
&IotId=C47T6xwp6ms4bNlkHRWCg4****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QueryDevicePictureLifeCycleResponse>
  <RequestId>0E2244FD-0AC9-4AB4-A8F0-729D78BE1D77</RequestId>
  <Data>
        <IotId>C47T6xwp6ms4bNlkHRWCg4****</IotId>
        <Day>7</Day>
  </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QueryDevicePictureLifeCycl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E2244FD-0AC9-4AB4-A8F0-729D78BE1D77",
    "Data": {
        "IotId": "C47T6xwp6ms4bNlkHRWCg4****",
        "Day": 7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主动触发IPC设备拍摄图片并上传至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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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TriggerCapturePictur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TriggerCapturePicture。

ProductKey String 否 a1BwAGV****

IPC设备所属产品的ProductKey。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产品产品 页查看或调用QueryProductList查看当
前账号下所有产品的信息。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DeviceNameDeviceName。

3.8. 图片功能3.8. 图片功能
3.8.1. TriggerCapturePicture3.8.1. TriggerCapture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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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Name String 否 camera1

IPC设备的设备名称。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设备设备 页查看DeviceNameDeviceName。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

IotId String 否 zLZyi6aOLyOSHa9hsPyD00****

IPC设备的设备ID。物联网平台为该设备颁发的ID，设备的唯一标识符。
可调用物联网平台QueryDeviceDetail查询。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则无需传
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和DeviceNameDeviceName。Iot IdIot Id作为设备唯一标识符，
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
您同时传入Iot IdIot Id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则
以Iot IdIot Id为准。

IotInstanceId String 否 iot-cn-n6w1y59****

实例ID。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页面，查看当前实例
的IDID。

注意注意

若有ID值，必须传入该ID值，否则调用会失败。

若无ID值，则无需传入。

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概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Data String eventPicId_12****

IPC设备拍摄图片后，为图片生成的图片ID。

说明 说明 IPC设备成功上传图片后，图片ID生效。

ErrorMessage String request forbidden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TriggerCapturePicture
&IotId=zLZyi6aOLyOSHa9hsPyD00****
&IotInstanceId=iot-cn-n6w1y59****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TriggerCapturePicture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Data>eventPicId_12****</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TriggerCapturePicture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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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Data": "eventPicId_12****",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获取图片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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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QueryPictureFile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QueryPictureFiles。

BeginTime Long 是 1615357669000 检索范围起始时间，格式为13位时间戳，单位为毫秒。

EndTime Long 是 1615444063000 检索范围结束时间，格式为13位时间戳，单位为毫秒。

ProductKey String 否 a1BwAGV****

IPC设备所属产品的ProductKey。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产品产品 页查看或调用QueryProductList查看当
前账号下所有产品的信息。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DeviceNameDeviceName。

DeviceName String 否 camera1

IPC设备的设备名称。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设备设备 页查看DeviceNameDeviceName。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

IotId String 否 zLZyi6aOLyOSHa9hsPyD00****

IPC设备的设备ID。物联网平台为该设备颁发的ID，设备的唯一标识符。
可调用物联网平台QueryDeviceDetail查询。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则无需传
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和DeviceNameDeviceName。Iot IdIot Id作为设备唯一标识符，
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
您同时传入Iot IdIot Id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则
以Iot IdIot Id为准。

CurrentPage Integer 否 1 指定从返回结果中的第几页开始显示。页数从1开始排序。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值为10，最大值为50。

PictureType Integer 否 2

图片类型：

00：缩略图

11：原图

22（默认）：全部

PictureSource Integer 否 0

图片来源：

00（默认）：全部事件

11：告警事件抓图

22：主动抓图

33：其他

3.8.2. QueryPictureFiles3.8.2. QueryPicture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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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InstanceId String 否 iot-cn-n6w1y****

实例ID。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页面，查看当前实例
的IDID。

注意注意

若有ID值，必须传入该ID值，否则调用会失败。

若无ID值，则无需传入。

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概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Data Struct 响应结果。

List Array of List 返回的图片列表。

IotId String zLZyi6aOLyOSHa9hsPyD00**** IPC设备的设备ID。

PicCreateT ime Long 1543458157522 图片创建的时间，格式为13位时间戳，单位为毫秒。

PicId String pZJUqijOyfpFOOGNP****** 图片ID。

PicUrl String http://***_normal.jpg

图片URL。

说明 说明 URL有效期为1小时。

ThumbUrl String http://***.jpg

缩略图URL。

说明 说明 URL有效期为1小时。

Page Integer 1 当前页面号。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

ErrorMessage String product is not active.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QueryPictureFiles
&BeginTime=1615357669000
&EndTime=1615444063000
&IotId=zLZyi6aOLyOSHa9hsPyD00****
&IotInstanceId=iot-cn-n6w1y****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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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PictureFiles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Data>
        <PageSize>10</PageSize>
        <Page>1</Page>
        <List>
              <IotId>zLZyi6aOLyOSHa9hsPyD00****</IotId>
              <ThumbUrl>http://***.jpg</ThumbUrl>
              <PicUrl>http://***_normal.jpg</PicUrl>
              <PicId>pZJUqijOyfpFOOGNP******</PicId>
              <PicCreateTime>1543458157522</PicCreateTime>
        </List>
  </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QueryPictureFile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Data": {
        "PageSize": "10",
        "Page": "1",
        "List": [
            {
                "IotId": "zLZyi6aOLyOSHa9hsPyD00****",
                "ThumbUrl": "http://***.jpg",
                "PicUrl": "http://***_normal.jpg",
                "PicId": "pZJUqijOyfpFOOGNP******",
                "PicCreateTime": "1543458157522"
            }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查询IPC设备获取的图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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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QueryDevicePictureFil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QueryDevicePictureFile。

CaptureId String 是
fdc576d03c094faea9fa10fbf48
c****

抓图事件发生时，生成的图片ID：

主动触发抓图时，图片ID请参见TriggerCapturePicture。

智能告警事件触发抓图时，图片ID请参见QueryDeviceEvent。

ProductKey String 否 a1BwAGV****

IPC设备所属产品的ProductKey。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产品产品 页查看或调用QueryProductList查看当
前账号下所有产品的信息。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DeviceNameDeviceName。

DeviceName String 否 camera1

IPC设备的设备名称。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设备设备 页查看DeviceNameDeviceName。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

3.8.3. QueryDevicePictureFile3.8.3. QueryDevicePicture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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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Id String 否 zLZyi6aOLyOSHa9hsPyD00****

IPC设备的设备ID。物联网平台为该设备颁发的ID，设备的唯一标识符。
可调用物联网平台QueryDeviceDetail查询。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则无需传
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和DeviceNameDeviceName。Iot IdIot Id作为设备唯一标识符，
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
您同时传入Iot IdIot Id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则
以Iot IdIot Id为准。

ThumbWidth Integer 否 100 指定目标缩放图的宽度，单位为px，取值范围为1~4096。

ExpireT ime Integer 否 60 图片URL的失效时间，单位为分钟。

PictureType Integer 否 1

图片类型：

00：缩略图

11：原图

22（默认）：全部

IotInstanceId String 否 iot-cn-n6w1y******

实例ID。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页面，查看当前实例
的IDID。

注意注意

若有ID值，必须传入该ID值，否则调用会失败。

若无ID值，则无需传入。

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概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Data Struct 响应结果。

IotId String 1CJ0***kQi1000000 IPC设备的设备ID。

PicCreateT ime Long 1632453652222 图片创建时间，格式为13位时间戳，单位为毫秒。

PicId String R****bVhsNCjMjIy 图片ID。

PicUrl String
https://link-vision-picture-sh.oss-
cn-shanghai.aliyuncs.com/E***3D

图片URL。

ThumbUrl String
https://link-vision-picture-sh.oss-
cn-
shanghai.aliyuncs.com/E***2Cq_90

缩略图URL。

ErrorMessage String request forbidden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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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QueryDevicePictureFile
&CaptureId=fdc576d03c094faea9fa10fbf48c****
&IotId=zLZyi6aOLyOSHa9hsPyD00****
&IotInstanceId=iot-cn-n6w1y******
&ThumbWidth=100
&ExpireTime=6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QueryDevicePictureFileResponse>
  <RequestId>B6E3F040-F2FD-5B6C-89B2-C3B58D22A5A0</RequestId>
  <Data>
        <IotId>1CJ0***kQi1000000</IotId>
        <ThumbUrl>https://link-vision-picture-sh.oss-cn-shanghai.aliyuncs.com/E***2Cq_90</ThumbUrl>
        <PicUrl>https://link-vision-picture-sh.oss-cn-shanghai.aliyuncs.com/E***3D</PicUrl>
        <PicCreateTime>1632453652222</PicCreateTime>
        <PicId>R****bVhsNCjMjIy</PicId>
  </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QueryDevicePictureFil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B6E3F040-F2FD-5B6C-89B2-C3B58D22A5A0",
    "Data": {
        "IotId": "1CJ0***kQi1000000",
        "ThumbUrl": "https://link-vision-picture-sh.oss-cn-shanghai.aliyuncs.com/E***2Cq_90",
        "PicUrl": "https://link-vision-picture-sh.oss-cn-shanghai.aliyuncs.com/E***3D",
        "PicCreateTime": 1632453652222,
        "PicId": "R****bVhsNCjMjIy"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根据图片ID列表，获取图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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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QueryDevicePictureByList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QueryDevicePictureByList。

PictureIdList.N RepeatList 是
cFc5MzZ****npYT1***TDFzX1hr
VzA0Z****

图片ID列表。图片ID由调用TriggerCapturePicture时生成。

说明 说明 单次调用最多支持输入50个图片ID。

ProductKey String 否 a1BwAGV****

IPC设备所属产品的ProductKey。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产品产品 页查看或调用QueryProductList查看当
前账号下所有产品的信息。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DeviceNameDeviceName。

DeviceName String 否 camera1

IPC设备的设备名称。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设备设备 页查看DeviceNameDeviceName。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

3.8.4. QueryDevicePictureByList3.8.4. QueryDevicePictureBy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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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Id String 否 1CJ0****e7qiq8VkQi1000000

IPC设备的设备ID。物联网平台为该设备颁发的ID，设备的唯一标识符。
可调用物联网平台QueryDeviceDetail查询。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则无需传
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和DeviceNameDeviceName。Iot IdIot Id作为设备唯一标识符，
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
您同时传入Iot IdIot Id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则
以Iot IdIot Id为准。

ThumbWidth Integer 否 100 指定目标缩放图的宽度，单位为px，取值范围为1~4096。

ExpireT ime Integer 否 60 图片URL的失效时间，单位为分钟。

PictureType Integer 否 2

图片类型：

00：缩略图。

11：原图。

22（默认）：全部。

IotInstanceId String 否 iot-cn-n6w1y******

实例ID。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页面，查看当前实例
的IDID。

注意注意

若有ID值，必须传入该ID值，否则调用会失败。

若无ID值，则无需传入。

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概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Data Array of picData 响应结果。

picData

IotId String 1CJ0****e7qiq8VkQi1000000 IPC设备的设备ID。

PicCreateT ime Long 1632453652222 图片创建时间，格式为13位时间戳，单位为毫秒。

PicId String RW****HFRO****jUyMjIy 图片ID。

PicUrl String

https://link-vision-picture-sh.oss-
cn-
shanghai.aliyuncs.com/EbOEp****%
3D

图片URL。

ThumbUrl String

https://link-vision-picture-sh.oss-
cn-
shanghai.aliyuncs.com/EbOEpDE****
%2Cq_90

缩略图URL。

ErrorMessage String request forbidden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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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QueryDevicePictureByList
&IotId=1CJ0****e7qiq8VkQi1000000
&PictureIdList.1=RW****HFRO****jUyMjIy
&PictureIdList.2=RWJ****OSHFZm****Mzk3
&PictureType=1
&IotInstanceId=iot-cn-n6w1y******
&ThumbWidth=100
&ExpireTime=6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QueryDevicePictureByListResponse>
  <RequestId>B68F5AC3-F1AF-5C4A-8170-913F4FDDE2B8</RequestId>
  <Data>
        <picData>
              <IotId>1CJ03rzf****Qi1000000</IotId>
              <ThumbUrl>https://link-vision-picture-sh.oss-cn-shanghai.aliyuncs.com/EbOEpDE****%2Cq_90</ThumbUrl>
              <PicUrl>https://link-vision-picture-sh.oss-cn-shanghai.aliyuncs.com/EbOEp****%3D</PicUrl>
              <PicCreateTime>1632453652222</PicCreateTime>
              <PicId>RW****HFRO****jUyMjIy</PicId>
        </picData>
        <picData>
              <IotId>1CJ03rzf****Qi1000000</IotId>
              <ThumbUrl>https://link-vision-picture-sh.oss-cn-shanghai.aliyuncs.com/EbOEpDEUQ****uality%2Cq_90</ThumbUrl>
              <PicUrl>https://link-vision-picture-sh.oss-cn-shanghai.aliyuncs.com/EbO****%3D</PicUrl>
              <PicCreateTime>1632454869397</PicCreateTime>
              <PicId>RWJ****OSHFZm****Mzk3</PicId>
        </picData>
  </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QueryDevicePictureByList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B68F5AC3-F1AF-5C4A-8170-913F4FDDE2B8",
    "Data": {
        "picData": [
            {
                "IotId": "1CJ03rzf****Qi1000000",
                "ThumbUrl": "https://link-vision-picture-sh.oss-cn-shanghai.aliyuncs.com/EbOEpDE****%2Cq_90",
                "PicUrl": "https://link-vision-picture-sh.oss-cn-shanghai.aliyuncs.com/EbOEp****%3D",
                "PicCreateTime": 1632453652222,
                "PicId": "RW****HFRO****jUyMjIy"
            },
            {
                "IotId": "1CJ03rzf****Qi1000000",
                "ThumbUrl": "https://link-vision-picture-sh.oss-cn-shanghai.aliyuncs.com/EbOEpDEUQ****uality%2Cq_90",
                "PicUrl": "https://link-vision-picture-sh.oss-cn-shanghai.aliyuncs.com/EbO****%3D",
                "PicCreateTime": 1632454869397,
                "PicId": "RWJ****OSHFZm****Mzk3"
            }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获取IPC设备的直播开播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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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QueryLiveStreaming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QueryLiveSt reamingQueryLiveSt reaming。

3.9. 直播功能3.9. 直播功能
3.9.1. QueryLiveStreaming3.9.1. QueryLiveStre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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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e String 否 rtmp

播放协议类型：

rt mprt mp（默认）：RTMP协议。

hlshls ：HLS协议。

f lvf lv：HTTP-FLV协议。

IotInstanceId String 否 iot-cn-n6w1y59****

实例ID。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页面，查看当前实例
的IDID。

注意注意

若有ID值，必须传入该ID值，否则调用会失败。

若无ID值，则无需传入。

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概述。

StreamType Integer 否 0

码流类型：

00（默认）：主码流。

11：辅码流。

CacheDuration Integer 否 0 视频缓存数据时长，取值范围为0~10000，单位为毫秒，默认值为0。

IotId String 否
C47T6xwp6ms4bNlkHRWCg4***
*

IPC设备的设备ID。物联网平台为该设备颁发的ID，设备的唯一标识符。
可调用物联网平台QueryDeviceDetail查询。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则无需传
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和DeviceNameDeviceName。Iot IdIot Id作为设备唯一标识符，
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
您同时传入Iot IdIot Id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则
以Iot IdIot Id为准。

ShouldEncrypt Boolean 否 true

是否加密：

t ruet rue：加密。

f alsef alse（默认）：不加密。

UrlValidDuration Integer 否 60 URL有效期，取值范围为10~14400，单位为秒。默认值为10。

PlayUnLimited Boolean 否 false

播放地址在有效期内是否允许无限次使用：

t ruet rue：允许。

f alsef alse（默认）：不允许。

EncryptType Integer 否 1

加密类型：

11（默认）：关键帧加密。

00：不加密。

ProductKey String 否 a1BwAGV****

IPC设备所属产品的ProductKey。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产品产品 页查看或调用QueryProductList查看当
前账号下所有产品的信息。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DeviceNameDeviceName。

DeviceName String 否 camera1

IPC设备的设备名称。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设备设备 页查看DeviceNameDeviceName。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

ForceIFrame Boolean 否 false

是否给设备下发强制I帧指令：

t ruet rue：下发。

f alsef alse（默认）：不下发。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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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Data Struct 播放地址信息。

DecryptKey String
{"iv":
"MDEy****OTo7PD0+Pw==","key":
"eA2r****fHjOmnyBfQ=="}

解密密钥。

设置ShouldEncryptShouldEncrypt 参数为t ruet rue时，生成解密密钥。

Path String
rtmp://47.100.***.***:8000/live?
token=dc1****120ce394ef94974/Eb
****6RBe8l4_0

直播播放地址。

说明 说明 播放地址有效期为10秒。

ErrorMessage String stream push failed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QueryLiveStreaming
&IotId=C47T6xwp6ms4bNlkHRWCg4****
&ShouldEncrypt=tru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QueryLiveStreamingResponse>
  <RequestId>01155F78-1A0B-57BE-8349-591341CA7DFC</RequestId>
  <Data>
        <Path>rtmp://47.100.***.***:8000/live?token=dc1****120ce394ef94974/Eb****6RBe8l4_0</Path>
        <DecryptKey>
              <iv>MDEy****OTo7PD0+Pw==</iv>
              <key>eA2r****fHjOmnyBfQ==</key>
        </DecryptKey>
  </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QueryLiveStreaming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1155F78-1A0B-57BE-8349-591341CA7DFC",
    "Data": {
        "Path": "rtmp://47.100.***.***:8000/live?token=dc1****120ce394ef94974/Eb****6RBe8l4_0",
        "DecryptKey": {
            "iv": "MDEy****OTo7PD0+Pw==",
            "key": "eA2r****fHjOmnyBfQ=="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停止IPC设备推流。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调用该接口前，您需要在IPC设备端实现标识符为St opPushSt reamingSt opPushSt reaming的停止直播物模型服务。若未在IPC设备端实现该服务，或IPC设备收到该服务调用后未正常响应，则

3.9.2. StopLiveStreaming3.9.2. StopLiveStre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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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设备不会停止推流。物模型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什么是物模型。

当IPC设备端无人观看时，无需额外调用该接口，物联网平台会自动触发停止设备推流。

触发录像事件的过程中，调用该接口会造成录像文件间断，请您谨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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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StopLiveStreaming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StopLiveStreaming。

IotId String 否
C47T6xwp6ms4bNlkHRWCg4***
*

IPC设备的设备ID。物联网平台为该设备颁发的ID，设备的唯一标识符。
可调用物联网平台QueryDeviceDetail查询。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则无需传
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和DeviceNameDeviceName。Iot IdIot Id作为设备唯一标识符，
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
您同时传入Iot IdIot Id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则
以Iot IdIot Id为准。

ProductKey String 否 a1BwAGV****

IPC设备所属产品的ProductKey。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产品产品 页查看或调用QueryProductList查看当
前账号下所有产品的信息。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DeviceNameDeviceName。

DeviceName String 否 camera1

IPC设备的设备名称。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设备设备 页查看DeviceNameDeviceName。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

StreamType Integer 否 0

码流类型：

00（默认）：主码流。

11：辅码流。

IotInstanceId String 否 iot-cn-n6w1y59****

实例ID。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页面，查看当前实例
的IDID。

注意注意

若有ID值，必须传入该ID值，否则调用会失败。

若无ID值，则无需传入。

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概述。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enant auth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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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StopLiveStreaming
&IotId=C47T6xwp6ms4bNlkHRWCg4****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StopLiveStreaming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StopLiveStreaming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创建时间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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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T imeTemplat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CreateT imeTemplate。

AllDay Integer 是 0

是否7天*24小时录像：

1：是。

0：否，需要配置TimeSections.N.DayOfWeek、
TimeSections.N.Begin和TimeSections.N.End参数。

Name String 是 exampleName

时间模板名称。

名称长度小于48个字符，可以包含英文字母、数字和特殊字符：短划线
（-）、下划线（_）、at（@）、英文句号（.）、英文冒号（:）。

TimeSections.N.DayOfWeek Integer 否 0 每周的周几，取值范围0~6，表示周日~周六。

TimeSections.N.Begin Integer 否 20000 每天开始的时间，取值范围为0~86399，单位为秒。

TimeSections.N.End Integer 否 60000 每天结束的时间，取值范围为1~86399，单位为秒。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时间模板配置示例时间模板配置示例

示例一：每周内某一段连续时间。例如每周六08:00到周日17:00录像。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CreateTimeTemplate
    &Name=example
    &AllDay=0
    &TimeSections=[{"DayOfWeek":6, "Begin":28800, "End":86400}, {"DayOfWeek":0,"Begin":0, "End":61200}]
    &<公共请求参数>
    

示例二：每周7*24小时录像。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CreateTimeTemplate
    &Name=example
    &AllDay=1
    &<公共请求参数>
    

3.10. 时间模板3.10. 时间模板
3.10.1. CreateTimeTemplate3.10.1. CreateTime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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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三：每周某天内分时段。例如每周一的08:00到11:00和13:00到18:00录像。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CreateTimeTemplate
    &Name=example
    &AllDay=0
    &TimeSections=[{"DayOfWeek":1, "Begin":28800, "End":39600}, {"DayOfWeek":1, "Begin":46800, "End":64800}]
    &<公共请求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码。更多信息，请参见错误码。

Data String
38c94f874f2e4ce3b4b6da36****521
3

时间模板ID。

ErrorMessage String tenant auth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CreateTimeTemplate
&Name=example
&AllDay=0
&TimeSections=[{“DayOfWeek”:0, “Begin”:20000, “End”:60000}, {“DayOfWeek”:3, “Begin”:30000, “End”:70000},{“DayOfWeek”:3, “Begin”:80000, “End”:8600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CreateTimeTemplateResponse>
  <RequestId>AD8BAA6B-1197-48DC-A42B-F5986ADF9BFE</RequestId>
  <Data>38c94f874f2e4ce3b4b6da3****65213</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CreateTimeTemplat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AD8BAA6B-1197-48DC-A42B-F5986ADF9BFE",
  "Data": "38c94f874f2e4ce3b4b6da36****5213",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删除时间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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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T imeTemplat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DeleteT imeTemplate。

TemplateId String 是
36f06322442e4e3f85a5ae8862
c9****

时间模板ID。可调用QueryT imeTemplate查询。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3.10.2. DeleteTimeTemplate3.10.2. DeleteTime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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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码。更多信息，请参见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RAM system auth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DeleteTimeTemplate
&TemplateId=36f06322442e4e3f85a5ae8862c9****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leteTimeTemplate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leteTimeTemplat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code":"200",
 "Success":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查询设备的时间模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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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QueryT imeTemplat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QueryT imeTemplate。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50，默认值为10。

CurrentPage Integer 否 1 指定从返回结果中的第几页开始显示。页数从1开始排序。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码。更多信息，请参见错误码。

Data Struct 调用成功时，返回时间模板信息。

List Array of List 返回的模板列表。

3.10.3. QueryTimeTemplate3.10.3. QueryTime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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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Day Integer 1
是否7天*24小时录像：

1：是。

0：否，详细配置请查看TimeSectionList参数。

Default Integer 1

是否是默认模板：

11：默认模板。

00：自定义模板。

Name String exampleName 时间模板名称。

TemplateId String adxxx 时间模板ID。

TimeSectionList Array of T imeSectionList 时间模板信息。

Begin Integer 20000 每天开始的时间，单位为秒。

DayOfWeek Integer 0 每周的周几，取值范围0~6，表示周日~周六。

End Integer 60000 每天结束的时间，单位为秒。

Page Integer 1 当前页面号。

PageCount Integer 1 总页数。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

Total Integer 1 总条数。

ErrorMessage String tenant auth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QueryTimeTemplate
&CurrentPage=1
&PageSize=1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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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TimeTemplate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Data>
        <Total>2</Total>
        <PageCount>1</PageCount>
        <Page>1</Page>
        <PageSize>10</PageSize>
        <List>
              <TemplateId>joijoz***</TemplateId>
              <Name>testtime1</Name>
              <AllDay>0</AllDay>
              <Default>0</Default>
              <TimeSectionList>
                    <DayOfWeek>0</DayOfWeek>
                    <Begin>20000</Begin>
                    <End>60000</End>
              </TimeSectionList>
              <TimeSectionList>
                    <DayOfWeek>1</DayOfWeek>
                    <Begin>20000</Begin>
                    <End>60000</End>
              </TimeSectionList>
        </List>
        <List>
              <TemplateId>joijoz***</TemplateId>
              <Name>testtime2</Name>
              <AllDay>0</AllDay>
              <Default>0</Default>
              <TimeSectionList>
                    <DayOfWeek>1</DayOfWeek>
                    <Begin>20000</Begin>
                    <End>60000</End>
              </TimeSectionList>
              <TimeSectionList>
                    <DayOfWeek>2</DayOfWeek>
                    <Begin>20000</Begin>
                    <End>60000</End>
              </TimeSectionList>
        </List>
  </Data>
</QueryTimeTemplateResponse>

 JSON 格式

物联网智能视频服务 云端开发指南··云端API参考

> 文档版本：20220616 41



{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Data": {
                "Total": 2,
                "PageCount": 1,
                "Page": 1,
                "PageSize":10,
      "List": [{
              "TemplateId": "joijoz***",
              "Name": "testtime1",
              "AllDay": 0,
              "Default": 0,
              "TimeSectionList": [{
                      "DayOfWeek": 0,
                      "Begin": 20000,
                      "End": 60000
                  },
                  {
                      "DayOfWeek": 1,
                      "Begin": 20000,
                      "End": 60000
                  }
              ]
          },
          {
              "TemplateId": "joijoz***",
              "Name": "testtime2",
              "AllDay": 0,
              "Default": 0,
              "TimeSectionList": [{
                      "DayOfWeek": 1,
                      "Begin": 20000,
                      "End": 60000
                  },
                  {
                      "DayOfWeek": 2,
                      "Begin": 20000,
                      "End": 60000
                  }
              ]
          }
      ]
  }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查询指定时间模板的详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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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QueryT imeTemplateDetail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QueryT imeTemplateDetail。

TemplateId String 是
36f06322442e4e3f85a5ae8862
c9****

时间模板ID。可调用QueryT imeTemplate查询。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Data Struct 调用成功时，返回时间模板信息。

3.10.4. QueryTimeTemplateDetail3.10.4. QueryTimeTemplate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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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Day Integer 0

是否7天*24小时录像：

11：是。

00：否，详细配置请查看T imeSect ionListT imeSect ionList 参数。

Default Integer 1

是否是默认模板：

11：默认模板。

00：自定义模板。

Name String test 时间模板名称。

TemplateId String
36f06322442e4e3f85a5ae8862c9***
*

时间模板ID。

TimeSectionList Array of T imeSectionList 时间模板信息。

Begin Integer 20000 每天开始的时间，单位为秒。

DayOfWeek Integer 0 时间。取值0~6，表示周日~周六。

End Integer 60000 每天结束的时间，单位为秒。

ErrorMessage String template owner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QueryTimeTemplateDetail
&TemplateId=36f06322442e4e3f85a5ae8862c9****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QueryTimeTemplateDetail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Data>
        <AllDay>0</AllDay>
        <Default>0</Default>
        <TemplateId>36f06322442e4e3f85a5ae8862c9****</TemplateId>
        <Name>test</Name>
        <TimeSectionList>
              <DayOfWeek>0</DayOfWeek>
              <Begin>20000</Begin>
              <End>60000</End>
        </TimeSectionList>
  </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QueryTimeTemplateDetail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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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Data": {
        "AllDay": 0,
        "Default": 0,
        "TemplateId": "36f06322442e4e3f85a5ae8862c9****",
        "Name": "test",
        "TimeSectionList": [
            {
                "DayOfWeek": 0,
                "Begin": 20000,
                "End": 60000
            }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更新时间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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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UpdateT imeTemplat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UpdateTimeTemplate。

AllDay Integer 是 0

是否7天*24小时录像：

1：是。

0：否，详细配置请查看TimeSections.N.DayOfWeek、
TimeSections.N.Begin和TimeSections.N.End参数。

TemplateId String 是
fc82774fa749485bad7d719f96
70****

时间模板ID。可调用QueryT imeTemplate查询。

Name String 否 test

时间模板名称。

名称长度小于48个字符，可以包含英文字母、数字和特殊字符：短划线
（-）、下划线（_）、at（@）、英文句号（.）、英文冒号（:）。

TimeSections.N.DayOfWeek Integer 否 0 每周的周几，取值范围0~6，表示周日~周六。

TimeSections.N.Begin Integer 否 20000 每天开始的时间，取值范围0~86399，单位为秒。

TimeSections.N.End Integer 否 60000 每天结束的时间，取值范围1~86399，单位为秒。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码。更多信息，请参见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enant auth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3.10.5. UpdateTimeTemplate3.10.5. UpdateTime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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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UpdateTimeTemplate
&AllDay=0
&TemplateId=fc82774fa749485bad7d719f9670****,
&TimeSections=[{"DayOfWeek":0, "Begin":20000, "End":6000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UpdateTimeTemplate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UpdateTimeTemplat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code":200,
  "Success":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查询IPC设备的智能告警事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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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QueryDeviceEvent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QueryDeviceEvent。

BeginTime Long 是 1539507310000 查询范围起始时间，格式为13位时间戳，单位为毫秒。

EndTime Long 是 1539607310000 查询范围结束时间，格式为13位时间戳，单位为毫秒。

ProductKey String 否 a1BwAGV****

IPC设备所属产品的ProductKey。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产品产品 页查看或调用QueryProductList查看当
前账号下所有产品的信息。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DeviceNameDeviceName。

DeviceName String 否 camera1

IPC设备的设备名称。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设备设备 页查看DeviceNameDeviceName。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

IotId String 否 zLZyi6aOLyOSHa9hsPyD00****

IPC设备的设备ID。物联网平台为该设备颁发的ID，设备的唯一标识符。
可调用物联网平台QueryDeviceDetail查询。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则无需传
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和DeviceNameDeviceName。Iot IdIot Id作为设备唯一标识符，
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
您同时传入Iot IdIot Id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则
以Iot IdIot Id为准。

3.11. 智能告警事件3.11. 智能告警事件
3.11.1. QueryDeviceEvent3.11.1. QueryDevice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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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Type Integer 否 0

智能告警事件类型：

设置为全部智能告警事件：0。

设置为单个智能告警事件：输入智能告警事件对应的序号，例如：
10001。

请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产品详情产品详情 页面的功能定义功能定义 页签，查看全部智能
告警事件类型。详细信息，请参考查看智能告警事件类型。

CurrentPage Integer 否 1 指定从返回结果中的第几页开始显示。页数从1开始排序。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50，默认值为10。

IotInstanceId String 否 iot-cn-n6w1y****

实例ID。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页面，查看当前实例
的IDID。

注意注意

若有ID值，必须传入该ID值，否则调用会失败。

若无ID值，则无需传入。

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概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Data Struct 查询结果。

List Array of List 返回的智能告警事件列表。

EventData String {} 智能告警事件附加信息。

EventDesc String 移动侦测 智能告警事件描述。

EventId String
ae6b74f1dc7d****85d32c21018596
7f_16080****9471

智能告警事件ID。

EventPicId String
aEtMSm9****ORTFxcGpTbDZ****6eT
k0

智能告警事件对应的图片ID。

EventT ime String 2020-12-15 20:40:49 智能告警事件发生时间。

EventType Integer 1 智能告警事件类型。

Page Integer 1 当前页面号。

PageCount Integer 1 总页数。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的记录数。

Total Integer 2 总条数。

ErrorMessage String request forbidden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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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QueryDeviceEvent
&BeginTime=1539507310000
&EndTime=1539607310000
&IotId=zLZyi6aOLyOSHa9hsPyD0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QueryDeviceEventResponse> 
  <RequestId>1FCB5660-020D-40A5-9313-F4F4F493A41F</RequestId>
  <Data>
        <PageSize>10</PageSize>
        <PageCount>1</PageCount>
        <Total>2</Total>
        <Page>1</Page>
        <List>
              <EventDesc>移动侦测</EventDesc>
              <EventType>1</EventType>
              <EventTime>2020-12-15 20:40:49</EventTime>
              <EventId>ae6b74f1dc7d40218****85967f_1608****471</EventId>
              <EventPicId>aEtMSm9****ORTFxcGpTbDZ****6eTk0</EventPicId>
              <EventData>{}</EventData>
        </List>
        <List>
              <EventDesc>移动侦测</EventDesc>
              <EventType>1</EventType>
              <EventTime>2020-12-15 20:40:29</EventTime>
              <EventId>5650d1cdc****8504520e037b2c_16****9466</EventId>
              <EventPicId>adsvtMSm9****ORTFkjfdmskDZ****6eTk0</EventPicId>
              <EventData>{}</EventData>
        </List>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ata>
</QueryDeviceEvent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1FCB5660-020D-40A5-9313-F4F4F493A41F",
  "Data": {
    "PageSize": 10,
    "PageCount": 1,
    "Total": 2,
    "Page": 1,
    "List": [
      {
        "EventDesc": "移动侦测",
        "EventType": 1,
        "EventTime": "2020-12-15 20:40:49",
        "EventId": "ae6b74f1dc7d****d32c210****7f_1608036049471",
        "EventPicId": "aEtMSm9****ORTFxcGpTbDZ****6eTk0",
        "EventData": "{}"
      },
      {
        "EventDesc": "移动侦测",
        "EventType": 1,
        "EventTime": "2020-12-15 20:40:29",
        "EventId": "5650d1cdc01f41e****0e037****036029466",
        "EventPicId": "adsvtMSm9****ORTFkjfdmskDZ****6eTk0",
        "EventData":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获取触发智能告警事件时，IPC设备拍摄上传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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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2. QueryDeviceEventPicture3.11.2. QueryDeviceEvent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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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QueryDeviceEventPictur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QueryDeviceEventPicture。

EventId String 是
ae6b74f1dc7d402****32c21018
****f1608036****71

智能告警事件ID。通过QueryDeviceEvent接口获取。

ProductKey String 否 a1BwAGV****

IPC设备所属产品的ProductKey。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产品产品 页查看或调用QueryProductList查看当
前账号下所有产品的信息。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DeviceNameDeviceName。

DeviceName String 否 camera1

IPC设备的设备名称。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设备设备 页查看DeviceNameDeviceName。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

IotId String 否 zLZyi6aOLyOSHa9hsPyD00****

IPC设备的设备ID。物联网平台为该设备颁发的ID，设备的唯一标识符。
可调用物联网平台QueryDeviceDetail查询。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则无需传
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和DeviceNameDeviceName。Iot IdIot Id作为设备唯一标识符，
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
您同时传入Iot IdIot Id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则
以Iot IdIot Id为准。

IotInstanceId String 否 iot-cn-n6w1y*****

实例ID。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页面，查看当前实例
的IDID。

注意注意

若有ID值，必须传入该ID值，否则调用会失败。

若无ID值，则无需传入。

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概述。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Integer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Data String oss://***/***.jpg 图片地址。

ErrorMessage String product is not active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QueryDeviceEventPicture
&EventId=ae6b74f1dc7d402****32c21018****f1608036****71
&IotId=zLZyi6aOLyOSHa9hsPyD0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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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DeviceEventPicture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ata>
      oss://***/***.jpg
  </Data>
</QueryDeviceEventPictureResponse>

 JSON 格式

{
    "QueryDeviceEventPictureResponse": {
        "RequestId": "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Code": "200",
        "Success": true,
        "Data": "oss://***/***.jpg"
    }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获取IPC设备的指定智能告警事件，对应的录像文件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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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QueryDeviceEventRecord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QueryDeviceEventRecord。

EventId String 是
907084996e1d44788d0*****439
06_160803*****37

智能告警事件ID。可通过QueryDeviceEvent接口获取。

ProductKey String 否 a1BwAGV****

IPC设备所属产品的ProductKey。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产品产品 页查看或调用QueryProductList查看当
前账号下所有产品的信息。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DeviceNameDeviceName。

DeviceName String 否 camera1

IPC设备的设备名称。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设备设备 页查看DeviceNameDeviceName。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

IotId String 否 zLZyi6aOLyOSHa9hsPyD00****

IPC设备的设备ID。物联网平台为该设备颁发的ID，设备的唯一标识符。
可调用物联网平台QueryDeviceDetail查询。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则无需传
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和DeviceNameDeviceName。Iot IdIot Id作为设备唯一标识符，
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
您同时传入Iot IdIot Id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则
以Iot IdIot Id为准。

IotInstanceId String 否 iot-cn-n6w1****z0t

实例ID。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页面，查看当前实例
的IDID。

注意注意

若有ID值，必须传入该ID值，否则调用会失败。

若无ID值，则无需传入。

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概述。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3.11.3. QueryDeviceEventRecord3.11.3. QueryDeviceEvent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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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Integer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Data Array of VodInfo 查询结果。

BeginTime String 2021-09-08 15:55:35 录像开始时间。

EndTime String 2021-09-08 15:56:32 录像结束时间。

FileName String file1 录像文件名。

VodUrl String rtmp://****/****.mp4

录像文件的URL。

说明 说明 URL中包含鉴权信息，且单次有效，不可重复使用。

ErrorMessage String tenant auth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QueryDeviceEventRecord
&EventId=907084996e1d44788d0*****43906_160803*****37
&IotId=zLZyi6aOLyOSHa9hsPyD00****
&IotInstanceId=iot-cn-n6w1****z0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QueryDeviceEventRecord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Data>
        <EndTime>2021-09-08 15:56:32</EndTime>
        <FileName>file1</FileName>
        <BeginTime>2021-09-08 15:55:35</BeginTime>
        <VodUrl>rtmp://****/****.mp4</VodUrl>
  </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QueryDeviceEventRecord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Data": [
        {
            "EndTime": "2021-09-08 15:56:32",
            "FileName": "file1",
            "BeginTime": "2021-09-08 15:55:35",
            "VodUrl": "rtmp://****/****.mp4"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3.12. 云端录像3.12. 云端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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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该接口，根据时间模板创建录像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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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RecordPlan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CreateRecordPlan。

Name String 是 plan1

录像计划名称。

名称长度小于48个字符，可以包含英文字母、数字和特殊字符：短划线
（-）、下划线（_）、at（@）、英文句号（.）、英文冒号（:）。

TemplateId String 是
36f06322442e4e3f85a5ae8862
c9****

录像计划对应的时间模板ID，可调用CreateT imeTemplate查询。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码。更多信息，请参见错误码。

Data String
5b60bf0dd55944c19d7817442bc9**
**

录像计划ID。

ErrorMessage String tenant auth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CreateRecordPlan
&Name=plan1
&TemplateId=36f06322442e4e3f85a5ae8862c9****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CreateRecordPlan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Data>5b60bf0dd55944c19d7817442bc9****</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CreateRecordPlan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Data": "5b60bf0dd55944c19d7817442bc9****",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3.12.1. 连续录像计划3.12.1. 连续录像计划
3.12.1.1. CreateRecordPlan3.12.1.1. CreateRecordPlan

3.12.1.2. QueryRecordPlanDetail3.12.1.2. QueryRecordPlan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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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该接口查询录像计划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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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QueryRecordPlanDetail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QueryRecordPlanDetail。

PlanId String 是
5b60bf0dd55944c19d7817442
bc9****

录像计划ID。可调用QueryRecordPlans查询。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码。更多信息，请参见错误码。

Data Struct 录像计划详细信息。

Name String test 录像计划模板名称。

PlanId String
5b60bf0dd55944c19d7817442bc9**
**

录像计划ID。

TemplateId String
693e244a038f4255bb2f5db32874**
**

录像计划的时间模板ID。

TemplateInfo Struct 时间模板信息。

AllDay Integer 1

是否7天*24小时录像：

1：7天*24小时录像。

0：非7天*24小时录像。

Default Integer 1

模板类型：

11：默认模板

00：自定义模板

Name String test 时间模板名称。

TemplateId String
693e244a038f4255bb2f5db32874**
**

时间模板ID。

TimeSectionList Array of T imeSectionList 时间模板信息。

Begin Integer 6000 每天开始的时间，取值范围0~86399，单位为秒。

DayOfWeek Integer 0 每周的周几，取值范围0~6，表示周日~周六。

End Integer 20000 每天结束的时间，取值范围1~86399，单位为秒。

ErrorMessage String tenant auth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QueryRecordPlanDetail
&PlanId=5b60bf0dd55944c19d7817442bc9****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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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QueryRecordPlanDetail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Data>
        <PlanId>5b60bf0dd55944c19d7817442bc9****</PlanId>
        <TemplateId>693e244a038f4255bb2f5db32874****</TemplateId>
        <Name>test</Name>
        <TemplateInfo>
              <AllDay>0</AllDay>
              <Default>0</Default>
              <TemplateId>693e244a038f4255bb2f5db32874****</TemplateId>
              <Name>test</Name>
              <TimeSectionList>
                    <DayOfWeek>0</DayOfWeek>
                    <Begin>6000</Begin>
                    <End>20000</End>
              </TimeSectionList>
        </TemplateInfo>
  </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QueryRecordPlanDetail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Data": {
        "PlanId": "5b60bf0dd55944c19d7817442bc9****",
        "TemplateId": "693e244a038f4255bb2f5db32874****",
        "Name": "test",
        "TemplateInfo": {
            "AllDay": "0",
            "Default": "0",
            "TemplateId": "693e244a038f4255bb2f5db32874****",
            "Name": "test",
            "TimeSectionList": [
                {
                    "DayOfWeek": 0,
                    "Begin": "6000",
                    "End": "20000"
                }
            ]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查询录像计划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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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QueryRecordPlan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QueryRecordPlans。

CurrentPage Integer 否 1 指定从返回结果中的第几页开始显示。页数从1开始排序。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最小值1，最大值50，默认值10。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码。更多信息，请参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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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Struct 查询信息。

List Array of List 返回的录像计划模板列表。

Name String plan1 录像计划名称。

PlanId String
6c5a397bc17c4b48ace86f0f0c30***
*

录像计划ID。

TemplateId String
693e244a038f4255bb2f5db32874**
**

录像计划对应的时间模板ID。

Page Integer 1 当前页面号。

PageCount Integer 1 总页数。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的记录数。

Total Integer 2 查询到的录像计划的总记录数。

ErrorMessage String tenant auth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QueryRecordPlans
&CurrentPage=1
&PageSize=1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QueryRecordPlansResponse>
  <RequestId>11A0BBA2-92B6-4EEF-8542-DBCA40E94611</RequestId>
  <Data>
        <PageSize>10</PageSize>
        <PageCount>1</PageCount>
        <Total>2</Total>
        <Page>1</Page>
        <List>
              <PlanId>6c5a397bc17c4b48ace86f0f0c30****</PlanId>
              <TemplateId>693e244a038f4255bb2f5db32874****</TemplateId>
              <Name>plan1</Name>
        </List>
        <List>
              <PlanId>5b60bf0dd55944c19d7817442bc9****</PlanId>
              <TemplateId>693e244a038f4255bb2f5db32874****</TemplateId>
              <Name>plan2</Name>
        </List>
  </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QueryRecordPlans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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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11A0BBA2-92B6-4EEF-8542-DBCA40E94611",
  "Data": {
    "PageSize": 10,
    "PageCount": 1,
    "Total": 2,
    "Page": 1,
    "List": [
      {
        "PlanId": "6c5a397bc17c4b48ace86f0f0c30****",
        "TemplateId": "693e244a038f4255bb2f5db32874****",
        "Name": "plan1"
      },
      {
        "PlanId": "5b60bf0dd55944c19d7817442bc9****",
        "TemplateId": "693e244a038f4255bb2f5db32874****",
        "Name": "plan2"
      }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更新录像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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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UpdateRecordPlan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UpdateRecordPlan。

Name String 是 test1

录像计划名称。

名称长度小于48个字符，可以包含英文字母、数字和特殊字符：短划线
（-）、下划线（_）、at（@）、英文句号（.）、英文冒号（:）。

PlanId String 是
6c5a397bc17c4b48ace86f0f0c
30****

录像计划ID。可调用QueryRecordPlans查询。

TemplateId String 是
36f06322442e4e3f85a5ae8862
c9****

录像计划要关联的时间模板ID。可调用QueryT imeTemplate查询。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码。更多信息，请参见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enant auth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UpdateRecordPlan
&Name=test1
&PlanId=6c5a397bc17c4b48ace86f0f0c30****
&TemplateId=36f06322442e4e3f85a5ae8862c9****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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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UpdateRecordPlanResponse>
  <RequestId>B68F5C11-4844-4A34-872B-313986482C06</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UpdateRecordPlan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B68F5C11-4844-4A34-872B-313986482C06",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删除录像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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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RecordPlan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DeleteRecordPlan。

PlanId String 是
6c5a397bc17c4b48ace86f0f0c
30****

录像计划ID。可调用QueryRecordPlans查询。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码。更多信息，请参见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request forbidden.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DeleteRecordPlan
&PlanId=6c5a397bc17c4b48ace86f0f0c3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leteRecordPlan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leteRecordPlan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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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为IPC设备添加连续录像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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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AddRecordPlanDevic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AddRecordPlanDevice。

PlanId String 是
5b60bf0dd55944c19d7817442
bc9****

录像计划ID。可调用QueryRecordPlans查询。

StreamType Integer 是 0

码流类型：

00（默认）：主码流。

11：辅码流。

IotInstanceId String 否 iot-cn-n6w1y59****

实例ID。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页面，查看当前实例
的IDID。

注意注意

若有ID值，必须传入该ID值，否则调用会失败。

若无ID值，则无需传入。

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概述。

ProductKey String 否 a1BwAGV****

IPC设备所属产品的ProductKey。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产品产品 页查看或调用QueryProductList查看当
前账号下所有产品的信息。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DeviceNameDeviceName。

DeviceName String 否 camera1

IPC设备的设备名称。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设备设备 页查看DeviceNameDeviceName。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

IotId String 否 zLZyi6aOLyOSHa9hsPyD00****

IPC设备的设备ID。物联网平台为该设备颁发的ID，设备的唯一标识符。
可调用物联网平台QueryDeviceDetail查询。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则无需传
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和DeviceNameDeviceName。Iot IdIot Id作为设备唯一标识符，
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
您同时传入Iot IdIot Id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则
以Iot IdIot Id为准。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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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Message String tenant auth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AddRecordPlanDevice
&IotId=zLZyi6aOLyOSHa9hsPyD00****
&PlanId=5b60bf0dd55944c19d7817442bc9****
&StreamType=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AddRecordPlanDevice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AddRecordPlanDevic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Code": "200",
"Success":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删除IPC设备关联的录像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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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RecordPlanDevic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DeleteRecordPlanDevice。

StreamType Integer 是 0

码流类型：

00：主码流。

11：辅码流。

IotInstanceId String 否 iot-cn-n6w1y59****

实例ID。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页面，查看当前实例
的IDID。

注意注意

若有ID值，必须传入该ID值，否则调用会失败。

若无ID值，则无需传入。

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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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Key String 否 a1BwAGV****

IPC设备所属产品的ProductKey。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产品产品 页查看或调用QueryProductList查看当
前账号下所有产品的信息。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DeviceNameDeviceName。

DeviceName String 否 camera1

IPC设备的设备名称。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设备设备 页查看DeviceNameDeviceName。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

IotId String 否 zLZyi6aOLyOSHa9hsPyD00****

IPC设备的设备ID。物联网平台为该设备颁发的ID，设备的唯一标识符。
可调用物联网平台QueryDeviceDetail查询。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则无需传
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和DeviceNameDeviceName。Iot IdIot Id作为设备唯一标识符，
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
您同时传入Iot IdIot Id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则
以Iot IdIot Id为准。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码。更多信息，请参见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enant auth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DeleteRecordPlanDevice
&IotId=zLZyi6aOLyOSHa9hsPyD00****
&StreamType=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leteRecordPlanDevice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leteRecordPlanDevic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根据IPC的设备ID，查询该视频设备的录像计划。

3.12.1.8. QueryRecordPlanDeviceByDevice3.12.1.8. QueryRecordPlanDeviceBy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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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QueryRecordPlanDeviceByDevic
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QueryRecordPlanDeviceByDevice。

StreamType Integer 是 0

码流类型：

00：主码流

11：辅码流

IotInstanceId String 否 iot-cn-n6w1y59****

实例ID。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页面，查看当前实例
的IDID。

注意注意

若有ID值，必须传入该ID值，否则调用会失败。

若无ID值，则无需传入。

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概述。

ProductKey String 否 a1BwAGV****

IPC设备所属产品的ProductKey。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产品产品 页查看或调用QueryProductList查看当
前账号下所有产品的信息。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DeviceNameDeviceName。

DeviceName String 否 camera1

IPC设备的设备名称。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设备设备 页查看DeviceNameDeviceName。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

IotId String 否 zLZyi6aOLyOSHa9hsPyD00****

IPC设备的设备ID。物联网平台为该设备颁发的ID，设备的唯一标识符。
可调用物联网平台QueryDeviceDetail查询。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则无需传
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和DeviceNameDeviceName。Iot IdIot Id作为设备唯一标识符，
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
您同时传入Iot IdIot Id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则
以Iot IdIot Id为准。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码。

Data Struct 录像计划信息。

Name String test 录像计划模板名称。

PlanId String
5b60bf0dd55944c19d7817442bc9**
**

录像计划ID。

TemplateId String
693e244a038f4255bb2f5db32874**
**

录像计划关联的时间模板ID。

TemplateInfo Struct 时间模板信息。

AllDay Integer 1

是否7天*24小时录像：

1：是。

0：否，详细配置请查看TimeSectionList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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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ault Integer 0

模板类型：

11：默认模板

00：自定义模板

Name String test 时间模板名称。

TemplateId String
693e244a038f4255bb2f5db32874**
**

时间模板ID。

TimeSectionList Array of T imeSectionList 时间模板信息。

Begin Integer 6000 每天开始的时间，取值范围0~86399，单位为秒。

DayOfWeek Integer 0 每周的周几，取值范围0~6，表示周日~周六。

End Integer 20000 每天结束的时间，取值范围1~86399，单位为秒。

ErrorMessage String tenant auth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QueryRecordPlanDeviceByDevice
&IotId=zLZyi6aOLyOSHa9hsPyD00****
&StreamType=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QueryRecordPlanByDevice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Data>
        <PlanId>5b60bf0dd55944c19d7817442bc9****</PlanId>
        <TemplateId>693e244a038f4255bb2f5db32874****</TemplateId>
        <Name>test</Name>
        <TemplateInfo>
              <AllDay>0</AllDay>
              <Default>0</Default>
              <TemplateId>693e244a038f4255bb2f5db32874****</TemplateId>
              <Name>test</Name>
              <TimeSectionList>
                    <DayOfWeek>0</DayOfWeek>
                    <Begin>6000</Begin>
                    <End>20000</End>
              </TimeSectionList>
        </TemplateInfo>
  </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QueryRecordPlanByDevice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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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Data": {
        "PlanId": "5b60bf0dd55944c19d7817442bc9****",
        "TemplateId": "693e244a038f4255bb2f5db32874****",
        "Name": "test",
        "TemplateInfo": {
            "AllDay": "0",
            "Default": "0",
            "TemplateId": "693e244a038f4255bb2f5db32874****",
            "Name": "test",
            "TimeSectionList": [
                {
                    "DayOfWeek": 0,
                    "Begin": "6000",
                    "End": "20000"
                }
            ]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查询录像计划关联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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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QueryRecordPlanDeviceByPlan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QueryRecordPlanDeviceByPlan。

PlanId String 是
5b60bf0dd55944c19d7817442
bc9****

录像计划ID。可调用QueryRecordPlans查询。

CurrentPage Integer 否 1 指定从返回结果中的第几页开始显示。页数从1开始排序。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50，默认值为10。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码。更多信息，请参见错误码。

Data Struct 查询结果。

List Array of List 返回的模板列表。

IotId String zLZyi6aOLyOSHa9hsPyD00**** 设备ID。

StreamType Integer 1

码流类型：

00：主码流

11：辅码流

Page Integer 1 当前页面号。

PageCount Integer 1 总页数。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

3.12.1.9. QueryRecordPlanDeviceByPlan3.12.1.9. QueryRecordPlanDeviceBy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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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Integer 1 总条数。

ErrorMessage String tenant auth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QueryRecordPlanDeviceByPlan
&PlanId=5b60bf0dd55944c19d7817442bc9****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QueryRecordPlanDevice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ata>
            <Total>2</Total>
            <PageCount>1</Page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Page>1</Page>
            <List>
                  <IotId>zLZyi6aOLyOSHa9hsPyD00****</IotId>
                  <StreamType>1</StreamType>
            </List>
            <List>
                  <IotId>C47T6xwp6ms4bNlkHRWCg4****</IotId>
                  <StreamType>1</StreamType>
            </List>
      </Data>
</QueryRecordPlanDevic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code":"200",
    "Success": true,
    "Data": {
        "Total": 2,
        "PageCount": 1,
        "PageSize": 10,
        "Page": 1,
        "List": [
            {
                "IotId": "zLZyi6aOLyOSHa9hsPyD00****",
                "StreamType": 1
            },
            {
                "IotId": "C47T6xwp6ms4bNlkHRWCg4****",
                "StreamType": 1
            }
        ]
    }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创建智能告警事件录像计划。

调试调试

3.12.2. 智能告警事件录像计划3.12.2. 智能告警事件录像计划
3.12.2.1. CreateEventRecordPlan3.12.2.1. CreateEventRecord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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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EventRecordPlan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CreateEventRecordPlan。

Name String 是 plan1

录像计划名称。

名称长度小于48个字符，可以包含英文字母、数字和特殊字符：短划线
（-）、下划线（_）、at（@）、英文句号（.）、英文冒号（:）。

RecordDuration Integer 是 10 录像时长，单位为秒，包括预录时长，取值范围10~60。

TemplateId String 是
fc82774fa749485bad7d719f96
70****

时间模板ID。可调用QueryT imeTemplate查询。

EventTypes String 否 1

智能告警事件类型：

设置为全部智能告警事件：0。

设置为多个智能告警事件：输入智能告警事件对应的序号，并用英文
逗号（,）分隔，例如：  10001,10002 。

说明 说明 设置多个智能告警事件时，单次最多支持设置10
个。

请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产品详情产品详情 页面的功能定义功能定义 页签，查看全部智能
告警事件类型。详细信息，请参考查看智能告警事件类型。

PreRecordDuration Integer 否 5 预录时长，单位为秒，默认值为0，最大值为10。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Data String
fc82774fa749485bad7d719f9670***
*

录像计划ID。

ErrorMessage String product is not active.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a195f615-8c64-4cc6-af57-
2f42c6cca15c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CreateEventRecordPlan
&Name=plan1
&RecordDuration=10
&TemplateId=fc82774fa749485bad7d719f967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CreateEventRecordPlanResponse>  
  <RequestId>a195f615-8c64-4cc6-af57-2f42c6cca15c</RequestId>
  <Data>fc82774fa749485bad7d719f9670****</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CreateEventRecordPlan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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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a195f615-8c64-4cc6-af57-2f42c6cca15c",
    "Data": "fc82774fa749485bad7d719f9670****",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删除智能事件录像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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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EventRecordPlan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DeleteEventRecordPlan。

PlanId String 是
2e34a1989aa54debac22358aca
7f****

智能告警事件录像计划ID。可调用QueryEventRecordPlans查询。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码。更多信息，请参见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enant auth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438A20F2-AFF2-4CAC-89F9-
3378EAA133BD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DeleteEventRecordPlan
&PlanId=2e34a1989aa54debac22358aca7f****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leteEventRecordPlanResponse>
<RequestId>438A20F2-AFF2-4CAC-89F9-3378EAA133BD</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leteEventRecordPlan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438A20F2-AFF2-4CAC-89F9-3378EAA133BD",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查询智能告警事件录像计划列表。

3.12.2.2. DeleteEventRecordPlan3.12.2.2. DeleteEventRecordPlan

3.12.2.3. QueryEventRecordPlans3.12.2.3. QueryEventRecord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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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QueryEventRecordPlans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QueryEventRecordPlans。

CurrentPage Integer 否 1 指定从返回结果中的第几页开始显示，默认值为1。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50，默认值为10。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码。更多信息，请参见错误码。

Data Struct 查询结果。

List Array of List 智能告警事件录像计划列表。

EventType String 1

智能告警事件类型。请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产品详情产品详情 页面的功能定义功能定义 页签，找
到智能告警智能告警 ，查看全部智能告警事件类型。

详细信息，请参考智能告警事件。

Name String test 智能告警事件录像名称。

PlanId String
5b60bf0dd55944c19d7817442bc9**
**

智能告警事件录像计划ID。

PreRecordDuration Integer 5 预录时长，单位为秒。

RecordDuration Integer 60 录像时长，包括预录时长，单位为秒。

TemplateId String
36f06322442e4e3f85a5ae8862c9***
*

时间模板ID。

Page Integer 1 当前页面号。

PageCount Integer 1 总页数。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

Total Integer 1 总条数。

ErrorMessage String tenant auth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QueryEventRecordPlans
&CurrentPage=1
&PageSize=1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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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ML 格式

<QueryEventRecordPlans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Data>
            <Total>1</Total>
            <PageCount>1</PageCount>
            <Page>1</Page>
            <PageSize>10</PageSize>
            <List>
                  <PlanId>5b60bf0dd55944c19d7817442bc9****</PlanId>
                  <Name>planAA</Name>
                  <PreRecordDuration>5</PreRecordDuration>
                  <RecordDuration>60</RecordDuration>
                  <TemplateId>36f06322442e4e3f85a5ae8862c9****</TemplateId>
            </List>
      </Data>
</QueryEventRecordPlans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Success": true,
    "Data": {
        "Total": 1,
        "PageCount": 1,
        "Page": 1,
        "PageSize": 10,
        "List": {
            "PlanId": "5b60bf0dd55944c19d7817442bc9****",
            "Name": "planAA",
            "PreRecordDuration": 5,
            "RecordDuration":60,
            "TemplateId": "36f06322442e4e3f85a5ae8862c9****"
        }
    }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更新智能告警事件录像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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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UpdateEventRecordPlan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UpdateEventRecordPlan。

Name String 是 record1

智能告警事件录像名称。

名称长度小于48个字符，可以包含英文字母、数字和特殊字符：短划线
（-）、下划线（_）、at（@）、英文句号（.）、英文冒号（:）。

PlanId String 是
5b60bf0dd55944c19d7817442
bc9****

智能告警事件录像计划ID。可调用QueryEventRecordPlans查询。

RecordDuration Integer 是 30 录像时长，包括预录时长，取值范围10~60，单位为秒。

TemplateId String 是
36f06322442e4e3f85a5ae8862
c9****

时间模板ID。可调用QueryT imeTemplate查询。

3.12.2.4. UpdateEventRecordPlan3.12.2.4. UpdateEventRecord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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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Types String 否 1

智能告警事件类型：

设置为全部智能告警事件：0。

设置为多个智能告警事件：输入智能告警事件对应的序号，并用英文
逗号（,）分隔，例如：  10001,10002 。

说明 说明 设置多个智能告警事件时，单次最多支持设置10
个。

请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产品详情产品详情 页面的功能定义功能定义 页签，查看全部智能
告警事件类型。详细信息，请参考查看智能告警事件类型。

PreRecordDuration Integer 否 10

预录时长，取值范围0~10，单位为秒。

说明 说明 设备具备预录功能时，才可生成预录时长，否则，预
录时长为0。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enant auth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UpdateEventRecordPlan
&EventTypes=1
&Name=record1
&PlanId=5b60bf0dd55944c19d7817442bc9****
&PreRecordDuration=10
&RecordDuration=30
&TemplateId=36f06322442e4e3f85a5ae8862c9****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UpdateEventRecordPlan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UpdateEventRecordPlan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查询智能告警事件录像计划详情。

3.12.2.5. QueryEventRecordPlanDetail3.12.2.5. QueryEventRecordPlan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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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调试
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QueryEventRecordPlanDetail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QueryEventRecordPlanDetail。

PlanId String 是
5b60bf0dd55944c19d7817442
bc9****

智能告警事件录像计划ID。可调用QueryEventRecordPlans查询。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码。更多信息，请参见错误码。

Data Struct 智能告警事件录像计划详情。

Name String record1 智能告警事件录像名称。

PlanId String
5b60bf0dd55944c19d7817442bc9**
**

智能告警事件录像计划ID。

PreRecordDuration Integer 30 预录时长，单位为秒。

RecordDuration Integer 120 录像时长，包括预录时长。单位为秒。

TemplateId String
36f06322442e4e3f85a5ae8862c9***
*

时间模板ID。

TemplateInfo Struct 时间模板详情。

AllDay Integer 0

是否7天*24小时录像：

1：是。

0：否，详细配置请查看TimeSectionList参数。

Default Integer 0

模板类型：

1：默认模板

0：自定义模板

Name String temp1 时间模板名称。

TemplateId String
36f06322442e4e3f85a5ae8862c9***
*

时间模板ID。

TimeSectionList Array of T imeSectionList AllDay为0时，时间模板的详细信息。

Begin Integer 6000 每天开始的时间，取值范围0~86399，单位为秒。

DayOfWeek Integer 0 每周的周几，取值范围0~6，表示周日~周六。

End Integer 20000 每天结束的时间，取值范围1~86399，单位为秒。

ErrorMessage String tenant auth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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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QueryEventRecordPlanDetail
&PlanId=5b60bf0dd55944c19d7817442bc9****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QueryEventRecordPlanDetail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Data>
        <RecordDuration>120</RecordDuration>
        <PlanId>5b60bf0dd55944c19d7817442bc9****</PlanId>
        <PreRecordDuration>30</PreRecordDuration>
        <TemplateId>36f06322442e4e3f85a5ae8862c9****</TemplateId>
        <Name>record1</Name>
        <TemplateInfo>
              <AllDay>0</AllDay>
              <Default>0</Default>
              <TemplateId>36f06322442e4e3f85a5ae8862c9****</TemplateId>
              <Name>temp1</Name>
              <TimeSectionList>
                    <DayOfWeek>0</DayOfWeek>
                    <Begin>6000</Begin>
                    <End>20000</End>
              </TimeSectionList>
              <TimeSectionList>
                    <DayOfWeek>5</DayOfWeek>
                    <Begin>0</Begin>
                    <End>40000</End>
              </TimeSectionList>
        </TemplateInfo>
  </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QueryEventRecordPlanDetail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Data": {
        "RecordDuration": "120",
        "PlanId": "5b60bf0dd55944c19d7817442bc9****",
        "PreRecordDuration": "30",
        "TemplateId": "36f06322442e4e3f85a5ae8862c9****",
        "Name": "record1",
        "TemplateInfo": {
            "AllDay": "0",
            "Default": "0",
            "TemplateId": "36f06322442e4e3f85a5ae8862c9****",
            "Name": "temp1",
            "TimeSectionList": [
                {
                    "DayOfWeek": 0,
                    "Begin": "6000",
                    "End": "20000"
                },
                {
                    "DayOfWeek": 5,
                    "Begin": 0,
                    "End": 40000
                }
            ]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为IPC设备添加智能告警事件录像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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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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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AddEventRecordPlanDevic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AddEventRecordPlanDevice。

PlanId String 是
5b60bf0dd55944c19d7817442
bc9****

智能告警事件录像计划ID。可调用QueryEventRecordPlans查询。

IotInstanceId String 否 iot-cn-n6w1y59****

实例ID。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页面，查看当前实例
的IDID。

注意注意

若有ID值，必须传入该ID值，否则调用会失败。

若无ID值，则无需传入。

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概述。

ProductKey String 否 a1BwAGV****

IPC设备所属产品的ProductKey。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产品产品 页查看或调用QueryProductList查看当
前账号下所有产品的信息。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DeviceNameDeviceName。

DeviceName String 否 camera1

IPC设备的设备名称。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设备设备 页查看DeviceNameDeviceName。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

IotId String 否 zLZyi6aOLyOSHa9hsPyD00****

IPC设备的设备ID。物联网平台为该设备颁发的ID，设备的唯一标识符。
可调用物联网平台QueryDeviceDetail查询。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则无需传
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和DeviceNameDeviceName。Iot IdIot Id作为设备唯一标识符，
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
您同时传入Iot IdIot Id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则
以Iot IdIot Id为准。

StreamType Integer 否 0

码流类型：

00（默认）：主码流。

11：辅码流。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request forbidden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AddEventRecordPlanDevice
&IotId=zLZyi6aOLyOSHa9hsPyD00****
&PlanId=5b60bf0dd55944c19d7817442bc9****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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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ventRecordPlanDevice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AddEventRecordPlanDevic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删除智能告警事件录像计划关联的IPC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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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EventRecordPlanDevic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DeleteEventRecordPlanDevice。

IotInstanceId String 否 iot-cn-n6w1y59****

实例ID。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页面，查看当前实例
的IDID。

注意注意

若有ID值，必须传入该ID值，否则调用会失败。

若无ID值，则无需传入。

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概述。

ProductKey String 否 a1BwAGV****

IPC设备所属产品的ProductKey。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产品产品 页查看或调用QueryProductList查看当
前账号下所有产品的信息。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DeviceNameDeviceName。

DeviceName String 否 camera1

IPC设备的设备名称。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设备设备 页查看DeviceNameDeviceName。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

IotId String 否 zLZyi6aOLyOSHa9hsPyD00****
IPC设备的设备ID。物联网平台为该设备颁发的ID，设备的唯一标识符。

可调用物联网平台QueryDeviceDetail查询。

StreamType Integer 否 0

码流类型：

00（默认）：主码流。

11：辅码流。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enant auth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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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DeleteEventRecordPlanDevice
&IotId=zLZyi6aOLyOSHa9hsPyD0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leteEventRecordPlanDevice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leteEventRecordPlanDevic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根据IPC的设备ID查询智能告警事件录像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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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QueryEventRecordPlanDeviceBy
Devic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QueryEventRecordPlanDeviceByDevice。

IotInstanceId String 否 iot-cn-n6w1y59****

实例ID。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页面，查看当前实例
的IDID。

注意注意

若有ID值，必须传入该ID值，否则调用会失败。

若无ID值，则无需传入。

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概述。

ProductKey String 否 a1BwAGV****

IPC设备所属产品的ProductKey。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产品产品 页查看或调用QueryProductList查看当
前账号下所有产品的信息。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DeviceNameDeviceName。

DeviceName String 否 camera1

IPC设备的设备名称。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设备设备 页查看DeviceNameDeviceName。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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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Id String 否 zLZyi6aOLyOSHa9hsPyD00****

IPC设备的设备ID。物联网平台为该设备颁发的ID，设备的唯一标识符。
可调用物联网平台QueryDeviceDetail查询。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则无需传
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和DeviceNameDeviceName。Iot IdIot Id作为设备唯一标识符，
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
您同时传入Iot IdIot Id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则
以Iot IdIot Id为准。

StreamType Integer 否 0

码流类型：

00（默认）：主码流

11：辅码流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Data Struct 查询结果。

Name String planAA 智能告警事件录像名称。

PlanId String
5b60bf0dd55944c19d7817442bc9**
**

智能告警事件录像计划ID。

PreRecordDuration Integer 5 预录时长，单位为秒。

RecordDuration Integer 120 录像时长，包括预录时长，单位为秒。

TemplateId String
36f06322442e4e3f85a5ae8862c9***
*

时间模板ID。

TemplateInfo Struct 时间模板详情。

AllDay Integer 0

是否7天*24小时录像：

11：是。

00：否，详细配置请查看T imeSect ionListT imeSect ionList 参数。

Default Integer 0

时间模板类型：

11：默认模板

00：自定义模板

Name String testtime1 时间模板名称。

TemplateId String
36f06322442e4e3f85a5ae8862c9***
*

时间模板ID。

TimeSectionList Array of T imeSectionList 时间模板列表。

Begin Integer 0 每天开始的时间，取值范围0~86399，单位为秒。

DayOfWeek Integer 0 每周的周几，取值范围0~6，表示周日~周六。

End Integer 86399 每天结束的时间，取值范围1~86399，单位为秒。

ErrorMessage String tenant auth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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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QueryEventRecordPlanDeviceByDevice
&IotId=zLZyi6aOLyOSHa9hsPyD00****
&IotInstanceId=iot-cn-n6w1y59****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QueryEventRecordPlanByDevice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Data>
            <PlanId>5b60bf0dd55944c19d7817442bc9****</PlanId>
            <Name>planAA</Name>
            <PreRecordDuration>5</PreRecordDuration>
            <RecordDuration>120</RecordDuration>
            <TemplateId>36f06322442e4e3f85a5ae8862c9****</TemplateId>
            <TemplateInfo>
                  <TemplateId>36f06322442e4e3f85a5ae8862c9****</TemplateId>
                  <Name>testtime1</Name>
                  <AllDay>0</AllDay>
                  <Default>0</Default>
                  <TimeSectionList>
                        <DayOfWeek>1</DayOfWeek>
                        <Begin>0</Begin>
                        <End>86399</End>
                  </TimeSectionList>
                  <TimeSectionList>
                        <DayOfWeek>5</DayOfWeek>
                        <Begin>0</Begin>
                        <End>40000</End>
                  </TimeSectionList>
            </TemplateInfo>
      </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QueryEventRecordPlanByDevic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Data": {
        "PlanId": "5b60bf0dd55944c19d7817442bc9****",
        "Name": "planAA",
        "PreRecordDuration": 5,
        "RecordDuration": 120,
        "TemplateId": "36f06322442e4e3f85a5ae8862c9****",
        "TemplateInfo": {
            "TemplateId": "36f06322442e4e3f85a5ae8862c9****",
            "Name": "testtime1",
            "AllDay": 0,
            "Default": 0,
            "TimeSectionList": [
                {
                    "DayOfWeek": 1,
                    "Begin": 0,
                    "End": 86399
                },
                {
                    "DayOfWeek": 5,
                    "Begin": 0,
                    "End": 40000
                }
            ]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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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查询智能告警事件录像计划，关联的摄像头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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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QueryEventRecordPlanDeviceBy
Plan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QueryEventRecordPlanDeviceByPlan。

PlanId String 是
5b60bf0dd55944c19d7817442
bc9****

智能告警事件录像计划ID。可调用QueryEventRecordPlans查询。

CurrentPage Integer 否 1 指定从返回结果中的第几页开始显示，默认值1。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50，默认值为10。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错误码。更多信息，请参见错误码。

Data Struct 查询结果。

List Array of List 设备信息。

IotId String P7WqhWvhplhHlWPO9Op5g4**** 摄像头的设备ID。

StreamType Integer 1

码流类型：

00：主码流

11：辅码流

Page Integer 1 当前页面号。

PageCount Integer 1 总页数。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

Total Integer 2 总条数。

ErrorMessage String tenant auth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QueryEventRecordPlanDeviceByPlan
&PlanId=5b60bf0dd55944c19d7817442bc9****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3.12.2.9. QueryEventRecordPlanDeviceByPlan3.12.2.9. QueryEventRecordPlanDeviceBy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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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EventRecordPlanDeviceByPlan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Success>true</Success>
      <Data>
            <Total>2</Total>
            <PageCount>1</PageCount>
            <Page>1</Page>
            <PageSize>10</PageSize>
            <List>
                  <IotId>P7WqhWvhplhHlWPO9Op5g4****</IotId>
                  <StreamType>1</StreamType>
            </List>
            <List>
                  <IotId>C47T6xwp6ms4bNlkHRWCg4****</IotId>
                  <StreamType>1</StreamType>
            </List>
      </Data>
</QueryEventRecordPlanDeviceByPlan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Success": true,
    "Data": {
        "Total": 2,
        "PageCount": 1,
        "Page": 1,
        "PageSize": 10,
        "List": [
            {
                "IotId": "P7WqhWvhplhHlWPO9Op5g4****",
                "StreamType": 1
            },
            {
                "IotId": "C47T6xwp6ms4bNlkHRWCg4****",
                "StreamType": 1
            }
        ]
    }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立即触发指定IPC设备开始录像，并上传录像文件至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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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TriggerRecord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TriggerRecord。

RecordDuration Integer 是 60

录像时长，包括预录时长，取值范围10~7200，单位为秒。

说明 说明 单个录像文件长度最大为30分钟，当录像时长大于30
分钟时，会自动切割成多个录像文件。

ProductKey String 否 a1BwAGV****

IPC设备所属产品的ProductKey。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产品产品 页查看或调用QueryProductList查看当
前账号下所有产品的信息。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DeviceNameDeviceName。

DeviceName String 否 camera1

IPC设备的设备名称。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设备设备 页查看DeviceNameDeviceName。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

3.12.3. 主动录像3.12.3. 主动录像
3.12.3.1. TriggerRecord3.12.3.1. Trigger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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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Id String 否 zLZyi6aOLyOSHa****yD000100

IPC设备的设备ID。物联网平台为该设备颁发的ID，设备的唯一标识符。
可调用物联网平台QueryDeviceDetail查询。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则无需传
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和DeviceNameDeviceName。Iot IdIot Id作为设备唯一标识符，
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
您同时传入Iot IdIot Id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则
以Iot IdIot Id为准。

StreamType Integer 否 0

码流类型：

00（默认）：主码流。

11：辅码流。

PreRecordDuration Integer 否 5

预录时长，取值范围0~10，单位为秒。

说明 说明 设备具备预录功能时，才可生成预录时长，否则，预
录时长为0。

IotInstanceId String 否 iot-cn-n6w1y5****0t

实例ID。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页面，查看当前实例
的IDID。

注意注意

若有ID值，必须传入该ID值，否则调用会失败。

若无ID值，则无需传入。

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概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Data String
fc82774fa749485bad7d719f9670***
*

IPC设备获取的录像上传后，生成的录像文件ID。

ErrorMessage String tenant auth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TriggerRecord
&IotId=zLZyi6aOLyOSHa****yD000100
&IotInstanceId=iot-cn-n6w1y5****0t
&RecordDuration=6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TriggerRecord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Data>fc82774fa749485bad7d719f9670****</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TriggerRecord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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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Data": "fc82774fa749485bad7d719f9670****",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使IPC设备停止主动触发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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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StopTriggeredRecord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StopTriggeredRecord。

RecordId String 是
fc82774fa749485bad7d719f96
70****

录像ID。可调用TriggerRecord查询。

IotInstanceId String 否 iot-cn-n6w1y59****

实例ID。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页面，查看当前实例
的IDID。

注意注意

若有ID值，必须传入该ID值，否则调用会失败。

若无ID值，则无需传入。

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概述。

ProductKey String 否 a1BwAGV****

IPC设备所属产品的ProductKey。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产品产品 页查看或调用QueryProductList查看当
前账号下所有产品的信息。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DeviceNameDeviceName。

DeviceName String 否 camera1

IPC设备的设备名称。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设备设备 页查看DeviceNameDeviceName。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

IotId String 否
C47T6xwp6ms4bNlkHRWCg4***
*

IPC设备的设备ID。物联网平台为该设备颁发的ID，设备的唯一标识符。
可调用物联网平台QueryDeviceDetail查询。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则无需传
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和DeviceNameDeviceName。Iot IdIot Id作为设备唯一标识符，
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
您同时传入Iot IdIot Id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则
以Iot IdIot Id为准。 IPC的设备ID。物联网平台为该设备颁发的ID，设备
的唯一标识符。

可调用物联网平台QueryDeviceDetail查询。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ErrorMessage String tenant auth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3.12.3.2. StopTriggeredRecord3.12.3.2. StopTriggered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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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StopTriggeredRecord
&IotId=C47T6xwp6ms4bNlkHRWCg4****
&RecordId=fc82774fa749485bad7d719f9670****
&IotInstanceId=iot-cn-n6w1y59****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StopTriggeredRecord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StopTriggeredRecord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用于创建本地录像上传任务。

单次本地录像上传任务最多支持上传200个文件，即TimeSlot列表最大取值为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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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LocalFileUploadJob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CreateLocalFileUploadJob。

TimeSlot.N.EndTime Integer 是 1631019775

上传本地录像的结束时间，格式为10位时间戳，单位为秒。

说明 说明 单次本地录像上传任务的最大时间范围为1小时。

TimeSlot.N.StartT ime Integer 是 1631019675

上传本地录像的开始时间，格式为10位时间戳，单位为秒。

说明 说明 单次本地录像上传任务的最大时间范围为1小时。

IotInstanceId String 否 iot-cn-n6w1y59****

实例ID。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页面，查看当前实例
的IDID。

注意注意

若有ID值，必须传入该ID值，否则调用会失败。

若无ID值，则无需传入。

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概述。

3.12.4. 本地录像上云3.12.4. 本地录像上云

3.12.4.1. CreateLocalFileUploadJob3.12.4.1. CreateLocalFileUpload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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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meSlot.N.IotId String 否 d7XmBoJhAr88C6PelXDF00****

视频设备的设备ID。物联网平台为该设备颁发的ID，设备的唯一标识
符。可调用物联网平台QueryDeviceDetail查询。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则无需传
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和DeviceNameDeviceName。Iot IdIot Id作为设备唯一标识符，
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
您同时传入Iot IdIot Id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则
以Iot IdIot Id为准。

TimeSlot.N.ProductKey String 否 a1BwAGV****

视频设备所属产品的ProductKey。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产品产品 页查看或调用QueryProductList查看当
前账号下所有产品的信息。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DeviceNameDeviceName。

TimeSlot.N.DeviceName String 否 camera1

视频设备的设备名称。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设备设备 页查看DeviceNameDeviceName。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Data Struct 查询结果。

JobId String 1ec1a2****d0435fbc0****34f6f139d

本地录像上传任务ID。

说明 说明 请您妥善保存JobIdJobId。录像上传任务完成后，需使用JobIdJobId查询
本地录像上传任务结果：QueryLocalFileUploadJob。您也可以根据需要，
使用JobIdJobId停止本地录像上传任务：DeleteLocalFileUploadJob。

ErrorMessage String InvalidParamete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CreateLocalFileUploadJob
&TimeSlot.1.EndTime=1631019775
&TimeSlot.1.StartTime=1631019675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CreateLocalFileUploadJob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Data>
        <JobId>1ec1a2****d0435fbc0****34f6f139d</JobId>
  </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CreateLocalFileUploadJob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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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Data": {
        "JobId": "1ec1a2****d0435fbc0****34f6f139d"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查询本地录像上传任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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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QueryLocalFileUploadJob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QueryLocalFileUploadJob。

JobId String 是
1ec1a****5d0435fbc0****34f6f
139d

本地录像上传任务ID。通过CreateLocalFileUploadJob创建。

IotInstanceId String 否 iot-cn-n6w1y59****

实例ID。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页面，查看当前实例
的IDID。

注意注意

若有ID值，必须传入该ID值，否则调用会失败。

若无ID值，则无需传入。

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概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Data Struct 查询结果。

ResultList Array of ResultList 任务列表。

Code Integer 9201

录像上传任务状态码：

200：正常。

9201 ：设备不在线。请上线设备后重试。

9409 ：无云存储配额。请检查云存储配额后重试。

9417：设备、网络或其它异常。请您重试，或检查设备和网络状态。

9435 ：录像文件不存在。请确保视频设备本地存证录像文件，然后重试。

DeviceName String gb_hik_IPC 视频设备的设备名称。

FileList Array of FileList 录像文件列表。

FileEndTime Integer 1634746054 录像文件结束时间。

FileName String video1 录像文件名。

FileStartT ime Integer 1634747054 录像文件开始时间。

IotId String IQ9mO4tvMnAj****QUdcg2n400 视频设备的设备ID。物联网平台为该设备颁发的ID，设备的唯一标识符。

3.12.4.2. QueryLocalFileUploadJob3.12.4.2. QueryLocalFileUpload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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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Key String g2****Q6ggK 视频设备所属产品的ProductKey。

SlotEndTime Integer 1634746054 录像上传任务结束时间。

SlotStartT ime Integer 1634745754 录像上传任务开始时间。

SlotStatus Integer 3

Slot St art T imeSlot St art T ime和Slot EndT imeSlot EndT ime的时间段内，录像上传任务的执行状态：

0：任务初始化中。

1：任务执行中。

2：任务执行完成。

3：任务执行异常。

4：任务主动结束。

Status Integer 2

录像上传任务状态：

0：任务初始化中。

1：任务执行中。

2：任务执行完成。

ErrorMessage String tenant auth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449ECE75-A36A-4ACE-B253-
147C78C440C5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QueryLocalFileUploadJob
&JobId=1ec1a****5d0435fbc0****34f6f139d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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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LocalFileUploadJobResponse>
  <RequestId>F9220B6D-E9BD-166E-B103-22ECF0B64393</RequestId>
  <Data>
        <Status>2</Status>
        <ResultList>
              <IotId>IQ9mO4tvM****kQRQUdcg2n400</IotId>
              <SlotStartTime>1634745754</SlotStartTime>
              <FileList>
                    <FileEndTime>1634746054</FileEndTime>
                    <FileName>video1</FileName>
                    <FileStartTime>1634747054</FileStartTime>
              </FileList>
              <SlotStatus>3</SlotStatus>
              <SlotEndTime>1634746054</SlotEndTime>
              <Code>200</Code>
              <ProductKey>g2n4DLQ6ggK</ProductKey>
              <DeviceName>gb_hik_IPC</DeviceName>
        </ResultList>
        <ResultList>
              <IotId>kIDFJy49n****aSSxtqvg2n400</IotId>
              <SlotStartTime>1634745754</SlotStartTime>
              <SlotStatus>3</SlotStatus>
              <SlotEndTime>1634746054</SlotEndTime>
              <Code>9201</Code>
              <ProductKey>g2n4DLQ6ggK</ProductKey>
              <DeviceName>hik_nvr_39_IPC</DeviceName>
        </ResultList>
        <ResultList>
              <IotId>JWNQ5oTFzU5****BJZKJg2n400</IotId>
              <SlotStartTime>1634745754</SlotStartTime>
              <SlotStatus>3</SlotStatus>
              <SlotEndTime>1634752834</SlotEndTime>
              <Code>9201</Code>
              <ProductKey>g2n4DLQ6ggK</ProductKey>
              <DeviceName>hik_nvr_33_</DeviceName>
        </ResultList>
  </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QueryLocalFileUploadJob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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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F9220B6D-E9BD-166E-B103-22ECF0B64393",
    "Data": {
        "Status": 2,
        "ResultList": [
            {
                "IotId": "IQ9mO4tvM****kQRQUdcg2n400",
                "SlotStartTime": 1634745754,
                "FileList": [
                    {
                        "FileEndTime": "1634746054",
                        "FileName": "video1",
                        "FileStartTime": "1634747054"
                    }
                ],
                "SlotStatus": 3,
                "SlotEndTime": 1634746054,
                "Code": 200,
                "ProductKey": "g2n4DLQ6ggK",
                "DeviceName": "gb_hik_IPC"
            },
            {
                "IotId": "kIDFJy49n****aSSxtqvg2n400",
                "SlotStartTime": 1634745754,
                "FileList": [],
                "SlotStatus": 3,
                "SlotEndTime": 1634746054,
                "Code": 9201,
                "ProductKey": "g2n4DLQ6ggK",
                "DeviceName": "hik_nvr_39_IPC"
            },
            {
                "IotId": "JWNQ5oTFzU5****BJZKJg2n400",
                "SlotStartTime": 1634745754,
                "FileList": [],
                "SlotStatus": 3,
                "SlotEndTime": 1634752834,
                "Code": 9201,
                "ProductKey": "g2n4DLQ6ggK",
                "DeviceName": "hik_nvr_33_"
            }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停止本地录像上传任务。

停止本地录像上传任务后，已经创建的录像文件不会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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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LocalFileUploadJob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DeleteLocalFileUploadJob。

JobId String 是
1ec1a2****d0435fbc0****34f6f
139d

本地录像上传任务ID，由创建本地录像上传任
务CreateLocalFileUploadJob生成。

IotInstanceId String 否 iot-cn-n6w1y59****

实例ID。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页面，查看当前实例
的IDID。

注意注意

若有ID值，必须传入该ID值，否则调用会失败。

若无ID值，则无需传入。

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概述。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3.12.4.3. DeleteLocalFileUploadJob3.12.4.3. DeleteLocalFileUpload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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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Data Map {} 该返回参数置空。

ErrorMessage String tenant auth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DeleteLocalFileUploadJob
&JobId=1ec1a2****d0435fbc0****34f6f139d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leteLocalFileUploadJob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Data><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leteLocalFileUploadJob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Data":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查询云端录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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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QueryRecord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QueryRecord。

BeginTime Integer 是 1508200012 查询范围开始时间，格式为10位时间戳，单位为秒。

EndTime Integer 是 1582420940 查询范围结束时间，格式为10位时间戳，单位为秒。

3.12.5. 云端录像播放3.12.5. 云端录像播放

3.12.5.1. QueryRecord3.12.5.1. Query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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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Key String 否 a1BwAGV****

IPC设备所属产品的ProductKey。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产品产品 页查看或调用QueryProductList查看当
前账号下所有产品的信息。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DeviceNameDeviceName。

DeviceName String 否 camera1

IPC设备的设备名称。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设备设备 页查看DeviceNameDeviceName。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

IotId String 否
C47T6xwp6ms4bNlkHRWCg4***
*

IPC设备的设备ID。物联网平台为该设备颁发的ID，设备的唯一标识符。
可调用物联网平台QueryDeviceDetail查询。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则无需传
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和DeviceNameDeviceName。Iot IdIot Id作为设备唯一标识符，
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
您同时传入Iot IdIot Id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则
以Iot IdIot Id为准。

StreamType Integer 否 1

码流类型：

00（默认）：主码流。

11：辅码流。

RecordType Integer 否 1

录像类型：

00：连续录像。

11：智能告警事件录像。

22（默认）：主动录像。

当该参数值置空时，返回全部录像类型。

CurrentPage Integer 否 1 指定从返回结果第几页开始显示，默认值为1。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默认值为10，最大值为50。

NeedSnapshot Boolean 否 true

是否需要缩略图：

t ruet rue：需要。

f alsef alse（默认）：不需要。

IotInstanceId String 否 iot-060a****

实例ID。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页面，查看当前实例
的IDID。

注意注意

若有ID值，必须传入该ID值，否则调用会失败。

若无ID值，则无需传入。

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概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Data Struct 查询结果。

List Array of List 返回的录像列表。

BeginTime String 2018-09-10 00:00:00 录像开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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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Time String 2018-09-10 00:00:30 录像结束时间。

FileName String file1 录像文件名。

FileSize Integer 204800 录像文件大小，单位为字节。

RecordType Integer 1

录像类型：

00：连续录像。

11：智能告警事件录像。

22：主动录像。

SnapshotUrl String https://lin****/****2Cq_90 缩略图地址。

StreamType Integer 1

码流类型：

00：主码流。

11：辅码流。

VideoFrameNumber Integer 1352 录像文件的视频帧数。

Page Integer 1 当前页码。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显示的条数。

ErrorMessage String tenant auth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QueryRecord
&BeginTime=1508200012
&EndTime=1582420940
&IotId=C47T6xwp6ms4bNlkHRWCg4****
&RecordType=3
&CurrentPage=1
&PageSize=10
&NeedSnapshot=true
&IotInstanceId=iot-060a****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QueryRecord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Data>
        <PageSize>10</PageSize>
        <Page>1</Page>
        <List>
              <StreamType>1</StreamType>
              <VideoFrameNumber>1352</VideoFrameNumber>
              <RecordType>1</RecordType>
              <EndTime>2018-09-10 00:00:30</EndTime>
              <SnapshotUrl>https://lin****/****2Cq_90</SnapshotUrl>
              <FileName>file1</FileName>
              <BeginTime>2018-09-10 00:00:00</BeginTime>
              <FileSize>204800</FileSize>
        </List>
  </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QueryRecord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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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Data": {
        "PageSize": 10,
        "Page": 1,
        "List": [
            {
                "StreamType": 1,
                "VideoFrameNumber": 1352,
                "RecordType": 1,
                "EndTime": "2018-09-10 00:00:30",
                "SnapshotUrl": "https://lin****/****2Cq_90",
                "FileName": "file1",
                "BeginTime": "2018-09-10 00:00:00",
                "FileSize": 204800
            }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通过录像文件ID查询录像文件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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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QueryRecordByRecordId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QueryRecordByRecordId。

RecordId String 是
2c5bf5b6a8704bd3a6a1517fd1
25****

录像文件ID。可调用QueryRecord查询。

ProductKey String 否 a1BwAGV****

IPC设备所属产品的ProductKey。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产品产品 页查看或调用QueryProductList查看当
前账号下所有产品的信息。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DeviceNameDeviceName。

DeviceName String 否 camera1

IPC设备的设备名称。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设备设备 页查看DeviceNameDeviceName。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

IotId String 否 zLZyi6aOLyOSHa9hsPyD00****

IPC设备的设备ID。物联网平台为该设备颁发的ID，设备的唯一标识符。
可调用物联网平台QueryDeviceDetail查询。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则无需传
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和DeviceNameDeviceName。Iot IdIot Id作为设备唯一标识符，
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
您同时传入Iot IdIot Id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则
以Iot IdIot Id为准。

IotInstanceId String 否 iot-060a01****

实例ID。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页面，查看当前实例
的IDID。

注意注意

若有ID值，必须传入该ID值，否则调用会失败。

若无ID值，则无需传入。

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概述。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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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Data Array of Data 返回信息。

BeginTime String 2020-10-12 14:07:20 录像开始时间。

EndTime String 2020-10-12 14:07:31 录像结束时间。

FileName String test 录像文件名。

VodUrl String

https://iotx-vision-vod-vpc-hz-
pre.aliyun-
inc.com/vod/device/localrecord/flv
/play/1****668.flv?
token=e9****a9e14482c56be52&se
ssion=470e****3d015

录像文件的URL。

ErrorMessage String
RecordId is mandatory for this
action.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F46E12A5-633D-4761-80F2-
285752A052D5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QueryRecordByRecordId
&IotId=zLZyi6aOLyOSHa9hsPyD00****
&RecordId=2c5bf5b6a8704bd3a6a1517fd125****
&IotInstanceId=iot-060a0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QueryRecordByRecordIdResponse>
<RequestId>F46E12A5-633D-4761-80F2-285752A052D5</RequestId>
<Data>
    <EndTime>2020-10-12 14:07:31</EndTime>
    <FileName>test</FileName>
    <BeginTime>2020-10-12 14:07:20</BeginTime>
    <VodUrl>https://iotx-vision-vod-vpc-hz-pre.aliyun-inc.com/vod/device/localrecord/flv/play/1****668.flv?token=e9****a9e14482c56be52&session=470e**
**3d015</VodUrl>
</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QueryRecordByRecordId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F46E12A5-633D-4761-80F2-285752A052D5",
    "Data": [
        {
            "EndTime": "2020-10-12 14:07:31",
            "FileName": "test",
            "BeginTime": "2020-10-12 14:07:20",
            "VodUrl": "https://iotx-vision-vod-vpc-hz-pre.aliyun-inc.com/vod/device/localrecord/flv/play/1****668.flv?token=e9****a9e14482c56be52&ses
sion=470e****3d015"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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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查询IPC设备某月份的每一天是否有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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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QueryMonthRecord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QueryMonthRecord。

Month String 是 201901 要查询的月份，格式为YYYYMM。

ProductKey String 否 a1BwAGV****

IPC设备所属产品的ProductKey。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产品产品 页查看或调用QueryProductList查看当
前账号下所有产品的信息。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DeviceNameDeviceName。

DeviceName String 否 camera1

IPC设备的设备名称。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设备设备 页查看DeviceNameDeviceName。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

IotId String 否 VrJwPGjC1sJlqPjZA3cxg4****

IPC设备的设备ID。物联网平台为该设备颁发的ID，设备的唯一标识符。
可调用物联网平台QueryDeviceDetail查询。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则无需传
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和DeviceNameDeviceName。Iot IdIot Id作为设备唯一标识符，
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
您同时传入Iot IdIot Id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则
以Iot IdIot Id为准。

IotInstanceId String 否 iot-cn-n6w1y****

实例ID。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页面，查看当前实例
的IDID。

注意注意

若有ID值，必须传入该ID值，否则调用会失败。

若无ID值，则无需传入。

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概述。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Data String
11011111101111100111110011111
0

返回数据的长度为当月天数，每位数据表示当天是否有录像信息，其中：

11：有录像。

00：未录像。

ErrorMessage String tenant auth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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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QueryMonthRecord
&IotId=VrJwPGjC1sJlqPjZA3cxg4****
&IotInstanceId=iot-cn-n6w1y****
&Month=201901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QueryMonthRecord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Data>110111111011111001111100111110</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QueryMonthRecord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Data": "110111111011111001111100111110",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查询云端录像文件的播放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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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QueryRecordUrl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QueryRecordUrl。

FileName String 是 file1 云端录像文件名，可调用QueryRecord查询。

SeekTime Integer 否 0 录像播放偏移时间，单位秒。默认值为0。

IotInstanceId String 否 iot-cn-n6w1y****

实例ID。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页面，查看当前实例
的IDID。

注意注意

若有ID值，必须传入该ID值，否则调用会失败。

若无ID值，则无需传入。

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概述。

ProductKey String 否 a1BwAGV****

IPC设备所属产品的ProductKey。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产品产品 页查看或调用QueryProductList查看当
前账号下所有产品的信息。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DeviceNameDeviceName。

DeviceName String 否 camera1

IPC设备的设备名称。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设备设备 页查看DeviceNameDeviceName。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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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Id String 否 VrJwPGjC1sJlqPjZA3cxg4****

IPC设备的设备ID。物联网平台为该设备颁发的ID，设备的唯一标识符。
可调用物联网平台QueryDeviceDetail查询。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则无需传
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和DeviceNameDeviceName。Iot IdIot Id作为设备唯一标识符，
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
您同时传入Iot IdIot Id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则
以Iot IdIot Id为准。

UrlValidDuration Integer 否 10 URL有效期，单位秒，取值范围10~3600，单位秒。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Data String
https://linkvisual.aliyun.com/ddsff
a****.m3u8

录像文件的URL。URL包含鉴权信息，且无法重复使用。

ErrorMessage String tenant auth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QueryRecordUrl
&FileName=file1
&IotId=VrJwPGjC1sJlqPjZA3cxg4****
&IotInstanceId=iot-cn-n6w1y****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QueryRecordUrl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Data>https://linkvisual.aliyun.com/ddsffa****.m3u8</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QueryRecordUrl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Data": "https://linkvisual.aliyun.com/ddsffa****.m3u8",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获取云端录像文件的下载地址。

使用说明使用说明
云端录像文件生成过程耗时较长，需要您轮询该接口获取进度，当进度完成后才会生成下载地址。

调试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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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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QueryRecordDownloadUrl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QueryRecordDownloadUrl。

FileName String 是
1623999491_LYPsmZGeEN8GdK
zMtYNiBXXXXXXXXX_0/c00644
11-2065-400a-a13e-********

录像文件名。可调用QueryRecord查询。

IotInstanceId String 否 iot-cn-n6w1y59****

实例ID。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页面，查看当前实例
的IDID。

注意注意

若有ID值，必须传入该ID值，否则调用会失败。

若无ID值，则无需传入。

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概述。

ProductKey String 否 a1BwAGV****

IPC设备所属产品的ProductKey。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产品产品 页查看或调用QueryProductList查看当
前账号下所有产品的信息。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DeviceNameDeviceName。

DeviceName String 否 camera1

IPC设备的设备名称。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设备设备 页查看DeviceNameDeviceName。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

IotId String 否 C47T6xwp6ms4bNlkHRWR****

IPC设备的设备ID。物联网平台为该设备颁发的ID，设备的唯一标识符。
可调用物联网平台QueryDeviceDetail查询。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则无需传
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和DeviceNameDeviceName。Iot IdIot Id作为设备唯一标识符，
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
您同时传入Iot IdIot Id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则
以Iot IdIot Id为准。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Data Struct 查询结果。

Progress Integer 0 录像文件的生成进度，取值范围为0~100。

Status Integer 0

录像文件的生成状态：

-1-1：录像文件生成异常。

00：录像文件已生成完毕。

11：录像文件正在生成中。

Url String

https://link-vision-storage-
online.oss-cn-
shanghai.aliyuncs.com/transcode%
2Fgk-********.mp4?
OSSAccessKeyId=LTA*****TTTTTTT
T&Expires=16****804&Signature=***
*

录像文件的下载地址。

当St at usSt at us 为0且ProgressProgress 为100时，该字段才有效。

ErrorMessage String XXX is mandatory for this action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云端开发指南··云端API参考 物联网智能视频服务

94 > 文档版本：20220616

https://api.aliyun.com/#product=Linkvisual&api=QueryRecordDownloadUrl&type=RPC&version=2018-01-20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61602202/task18750518/~~107922~~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61602202/task18750518/~~356505~~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61602202/task18750518/~~69271~~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61602202/task18750518/~~69594~~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61602202/task18750518/~~141505~~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61602202/task18750518/~~145071~~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QueryRecordDownloadUrl
&FileName=1623999491_LYPsmZGeEN8GdKzMtYNiBXXXXXXXXX_0/c0064411-2065-400a-a13e-********
&IotId=C47T6xwp6ms4bNlkHRWR****
&IotInstanceId=iot-cn-n6w1y59****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QueryRecordDownloadUrl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Data>
        <Status>0</Status>
        <Progress>0</Progress>
        <Url>https://link-vision-storage-online.oss-cn-shanghai.aliyuncs.com/transcode%2Fgk-********.mp4?OSSAccessKeyId=LTA*****TTTTTTTT&amp;Expires=
16****804&amp;Signature=****</Url>
  </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QueryRecordDownloadUrl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Data": {
        "Status": 0,
        "Progress": 0,
        "Url": "https://link-vision-storage-online.oss-cn-shanghai.aliyuncs.com/transcode%2Fgk-********.mp4?OSSAccessKeyId=LTA*****TTTTTTTT&Expires=1
6****804&Signature=****"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获取指定时间范围内的录像文件的播放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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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QueryRecordUrlByT im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QueryRecordUrlByT ime。

BeginTime Integer 是 1638675381
查询范围起始时间，格式为10位时间戳，单位为秒。

最小取值为0，最大取值为2147483647。

EndTime Integer 是 1638866820
查询范围结束时间，格式为10位时间戳，单位为秒。

最小取值为0，最大取值为214748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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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InstanceId String 否 iot-060a****

实例ID。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页面，查看当前实例
的IDID。

注意注意

若有ID值，必须传入该ID值，否则调用会失败。

若无ID值，则无需传入。

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概述。

ProductKey String 否 a1BwAGV****

IPC设备所属产品的ProductKey。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产品产品 页查看或调用QueryProductList查看当
前账号下所有产品的信息。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DeviceNameDeviceName。

DeviceName String 否 camera1

IPC设备的设备名称。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设备设备 页查看DeviceNameDeviceName。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

IotId String 否 d7XmBoJhAr88C6PelXDF00****

IPC设备的设备ID。物联网平台为该设备颁发的ID，设备的唯一标识符。
可调用物联网平台QueryDeviceDetail查询。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则无需传
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和DeviceNameDeviceName。Iot IdIot Id作为设备唯一标识符，
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
您同时传入Iot IdIot Id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则
以Iot IdIot Id为准。

StreamType Integer 否 0

码流类型：

00（默认）：主码流

11：辅码流

UrlValidDuration Integer 否 200 URL有效期，取值范围为10~3600，单位为秒。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Data String
https://linkvisual.aliyun.com/ddsff
a****.m3u8

录像文件的URL。URL包含鉴权信息，且无法重复使用。

录像文件的URL对应指定时间范围内所有的录像文件，将所有录像文件合并播放。

ErrorMessage String tenant auth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QueryRecordUrlByTime
&BeginTime=1638675381
&EndTime=1638866820
&IotInstanceId=iot-060a****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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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ML 格式

<QueryRecordUrlByTime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Data>https://linkvisual.aliyun.com/ddsffa****.m3u8</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QueryRecordUrlByTim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Data": "https://linkvisual.aliyun.com/ddsffa****.m3u8",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删除云端存储的录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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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Record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DeleteRecord。

FileNameList.N RepeatList 是 file1

待删除的录像文件名列表。录像文件名可使用QueryRecord获取。

说明 说明 单次最多支持删除50个的录像文件。

IotInstanceId String 否 iot-060a****

实例ID。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页面，查看当前实例
的IDID。

注意注意

若有ID值，必须传入该ID值，否则调用会失败。

若无ID值，则无需传入。

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概述。

ProductKey String 否 a1BwAGV****

IPC设备所属产品的ProductKey。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产品产品 页查看或调用QueryProductList查看当
前账号下所有产品的信息。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DeviceNameDeviceName。

DeviceName String 否 camera1

IPC设备的设备名称。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设备设备 页查看DeviceNameDeviceName。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

IotId String 否 d7XmBoJhAr88C6PelXDF00****

IPC设备的设备ID。物联网平台为该设备颁发的ID，设备的唯一标识符。
可调用物联网平台QueryDeviceDetail查询。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则无需传
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和DeviceNameDeviceName。Iot IdIot Id作为设备唯一标识符，
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
您同时传入Iot IdIot Id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则
以Iot IdIot Id为准。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3.12.5.7. DeleteRecord3.12.5.7. DeleteRecord

物联网智能视频服务 云端开发指南··云端API参考

> 文档版本：20220616 97

https://error-center.aliyun.com/status/product/Linkvisual
https://api.aliyun.com/#product=Linkvisual&api=DeleteRecord&type=RPC&version=2018-01-20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61602202/task18750518/~~107922~~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61602202/task18750518/~~356505~~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61602202/task18750518/~~69271~~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61602202/task18750518/~~69594~~
file:///home/admin/dita-files/output/61602202/task18750518/~~141505~~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Data Struct 响应信息。

DeletedCount Integer 3 成功删除的录像文件数量。

ErrorMessage String tenant auth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A13279A-5640-45E7-87AA-
83750541AD0E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DeleteRecord
&FileNameList.1=file1
&IotInstanceId=iot-060a****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leteRecordResponse>
  <RequestId>0A13279A-5640-45E7-87AA-83750541AD0E</RequestId>
  <Data>
        <DeletedCount>3</DeletedCount>
  </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DeleteRecord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A13279A-5640-45E7-87AA-83750541AD0E",
    "Data": {
        "DeletedCount": "3"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获取本地NVR设备或IPC设备的存储卡中，指定录像文件名的录像文件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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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QueryDeviceVodUrl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QueryDeviceVodUrl。

3.13. 本地录像3.13. 本地录像
3.13.1. QueryDeviceVodUrl3.13.1. QueryDeviceVod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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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Name String 是 file1

录像文件名。可调用物联网平台提供的InvokeThingService查询，其中
请求参数示例，请参见下方的请求参数补充说明请求参数补充说明 。

说明 说明 录像文件名长度不得超过180个字符。

Scheme String 否 rtmp

协议类型：

rt mprt mp：RTMP协议。

f lvf lv：HTTP-FLV协议。

SeekTime Integer 否 0 相对于录像开始时间BeginT imeBeginT ime的偏移量，单位为秒，默认值为0。

IotInstanceId String 否 iot-cn-n6w1y59****

实例ID。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页面，查看当前实例
的IDID。

注意注意

若有ID值，必须传入该ID值，否则调用会失败。

若无ID值，则无需传入。

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概述。

ProductKey String 否 a1BwAGV****

IPC设备所属产品的ProductKey。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产品产品 页查看或调用QueryProductList查看当
前账号下所有产品的信息。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DeviceNameDeviceName。

DeviceName String 否 camera1

IPC设备的设备名称。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设备设备 页查看DeviceNameDeviceName。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

ShouldEncrypt Boolean 否 false

是否加密：

t ruet rue：加密

f alsef alse（默认）：不加密

IotId String 否 zLZyi6aOLyOSHa9hsPyD00****

IPC设备的设备ID。物联网平台为该设备颁发的ID，设备的唯一标识符。
可调用物联网平台QueryDeviceDetail查询。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则无需传
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和DeviceNameDeviceName。Iot IdIot Id作为设备唯一标识符，
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
您同时传入Iot IdIot Id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则
以Iot IdIot Id为准。

UrlValidDuration Integer 否 60 URL有效期，取值范围为10~14400，单位为秒。默认值为10。

PlayUnLimited Boolean 否 false

播放地址是否可以无限次使用：

t ruet rue：10秒内可无限次使用。

f alsef alse（默认）：仅可使用一次。

EncryptType Integer 否 0 加密类型。目前仅支持I帧加密，取值为0。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请求参数补充说明请求参数补充说明
InvokeThingService接口请求参数示例如下，详细信息，请参见本地录像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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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ot.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InvokeThingService
&ProductKey=a1BwAGV****
&DeviceName=device1
&Identifier=QueryRecordList  //服务的标识符
&Args={                      //要启⽤服务的⼊参信息，数据格式为JSON String
        "BeginTime":10,      //录像⽂件查询范围的起始时间，单位为秒，取值范围为0~2147483647
        "Type":0,            //录像类型。0表⽰计划录像，1表⽰报警录像，2表⽰主动录像，99表⽰所有录像
        "QuerySize":2,       //查询记录数，取值范围为0~128
        "EndTime":1541662222 //录像⽂件查询范围的结束时间，单位为秒，取值范围为0~2147483647
}
&<公共请求参数>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Data Struct 查询结果。

DecryptKey String
{"iv":
"MDEy****OTo7PD0+Pw==","key":
"eA2r****fHjOmnyBfQ=="}

解密密钥。

设置ShouldEncryptShouldEncrypt 参数为t ruet rue时，生成解密密钥。

VodUrl String rtmp://***/***.mp4 本地录像URL。

ErrorMessage String product is not active.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QueryDeviceVodUrl
&FileName=file1
&IotId=zLZyi6aOLyOSHa9hsPyD00****
&IotInstanceId=iot-cn-n6w1y59****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QueryDeviceVodUrl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Data>
        <DecryptKey>
              <iv>MDEy****OTo7PD0+Pw==</iv>
              <key>eA2r****fHjOmnyBfQ==</key>
        </DecryptKey>
        <VodUrl>rtmp://***/***.mp4</VodUrl>
  </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QueryDeviceVodUrl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Data": {
        "DecryptKey": {
            "iv": "MDEy****OTo7PD0+Pw==",
            "key": "eA2r****fHjOmnyBfQ=="
        },
        "VodUrl": "rtmp://***/***.mp4"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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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获取本地NVR设备或IPC设备存储卡中，指定录像时间范围的录像文件播放地址。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仅支持IPC设备直连物联网平台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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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QueryDeviceVodUrlByT im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QueryDeviceVodUrlByT ime。

BeginTime Integer 是 1508200012 录像开始时间，格式为10位时间戳，单位为秒。

EndTime Integer 是 1582420940 录像结束时间，格式为10位时间戳，单位为秒。

Scheme String 否 rtmp

协议类型：

rt mprt mp：RTMP协议。

f lvf lv：HTTP-FLV协议。

SeekTime Integer 否 0 相对于录像开始时间BeginT imeBeginT ime的偏移量，单位为秒，默认值为0。

IotInstanceId String 否 iot-cn-n6w1y****

实例ID。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页面，查看当前实例
的IDID。

注意注意

若有ID值，必须传入该ID值，否则调用会失败。

若无ID值，则无需传入。

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概述。

ProductKey String 否 a1BwAGV****

IPC设备所属产品的ProductKey。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产品产品 页查看或调用QueryProductList查看当
前账号下所有产品的信息。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DeviceNameDeviceName。

DeviceName String 否 camera1

IPC设备的设备名称。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设备设备 页查看DeviceNameDeviceName。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

ShouldEncrypt Boolean 否 false

是否加密：

t ruet rue：加密。

f alsef alse（默认）：不加密。

IotId String 否
C47T6xwp6ms4bNlkHRWCg4***
*

IPC设备的设备ID。物联网平台为该设备颁发的ID，设备的唯一标识符。
可调用物联网平台QueryDeviceDetail查询。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则无需传
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和DeviceNameDeviceName。Iot IdIot Id作为设备唯一标识符，
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
您同时传入Iot IdIot Id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则
以Iot IdIot Id为准。

UrlValidDuration Integer 否 60 URL有效期，取值范围为10~14400，单位为秒。默认值为10。

3.13.2. QueryDeviceVodUrlByTime3.13.2. QueryDeviceVodUrlBy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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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UnLimited Boolean 否 false

播放地址是否可以无限次使用：

t ruet rue：10秒内可无限次使用。

f alsef alse（默认）：仅可使用一次。

EncryptType Integer 否 0 加密类型。目前仅支持I帧加密，取值为0。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Data Struct 返回信息。

DecryptKey String
{"iv":
"MDEy****OTo7PD0+Pw==","key":
"eA2r****fHjOmnyBfQ=="}

解密密钥。

设置ShouldEncryptShouldEncrypt 参数为t ruet rue时，生成解密密钥。

VodUrl String

https://iotx-vision-vod-vpc-hz-
pre.aliyun-
inc.com/vod/device/localrecord/flv
/play/1****668.flv?
token=e9****a9e14482c56be52&se
ssion=470e****3d015

本地录像播放地址。

ErrorMessage String tenant auth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QueryDeviceVodUrlByTime
&BeginTime=1508200012
&EndTime=1582420940
&IotId=C47T6xwp6ms4bNlkHRWCg4****
&IotInstanceId=iot-cn-n6w1y****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QueryDeviceVodUrlByTime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DecryptKey>
        <iv>MDEy****OTo7PD0+Pw==</iv>
        <key>eA2r****fHjOmnyBfQ==</key>
  </DecryptKey>
  <Data>
        <VodUrl>https://iotx-vision-vod-vpc-hz-pre.aliyun-inc.com/vod/device/localrecord/flv/play/1****668.flv?token=e9****a9e14482c56be52&amp;sessio
n=470e****3d015</VodUrl>
  </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QueryDeviceVodUrlByTime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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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DecryptKey": {
        "iv": "MDEy****OTo7PD0+Pw==",
        "key": "eA2r****fHjOmnyBfQ=="
    },
    "Data": {
        "VodUrl": "https://iotx-vision-vod-vpc-hz-pre.aliyun-inc.com/vod/device/localrecord/flv/play/1****668.flv?token=e9****a9e14482c56be52&session
=470e****3d015"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获取IPC设备的语音对讲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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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QueryVoiceIntercom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QueryVoiceIntercom。

ProductKey String 否 a1BwAGV****

IPC设备所属产品的ProductKey。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产品产品 页查看或调用QueryProductList查看当
前账号下所有产品的信息。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DeviceNameDeviceName。

DeviceName String 否 camera1

IPC设备的设备名称。

您可以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设备设备 页查看DeviceNameDeviceName。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需同时传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

IotId String 否
C47T6xwp6ms4bNlkHRWCg4***
*

IPC设备的设备ID。物联网平台为该设备颁发的ID，设备的唯一标识符。
可调用物联网平台QueryDeviceDetail查询。

注意 注意 如果传入该参数，则无需传
入Product KeyProduct Key和DeviceNameDeviceName。Iot IdIot Id作为设备唯一标识符，
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
您同时传入Iot IdIot Id和Product KeyProduct Key与DeviceNameDeviceName的组合，则
以Iot IdIot Id为准。

IotInstanceId String 否 iot-cn-n6w1y*****

实例ID。您可在物联网平台控制台的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页面，查看当前实例
的IDID。

注意注意

若有ID值，必须传入该ID值，否则调用会失败。

若无ID值，则无需传入。

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概述。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3.14. 语音对讲3.14. 语音对讲
3.14.1. QueryVoiceIntercom3.14.1. QueryVoiceIn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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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Struct 语音对讲地址信息。

CryptoKey Struct 解密参数。

Iv String MDEyMzQ1Njc4********0+Pw== 解密向量。

Key String bPvz6tnfonP1E+********v2Q== 解密密钥。

Url String
rtmp://106.15.xxx.xxx:8000/talk?
token=xxxxxxx

语音对讲地址。

ErrorMessage String tenant auth error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06DC77A0-4622-42DB-9EE0-
25FIOHS82JK1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QueryVoiceIntercom
&IotId=C47T6xwp6ms4bNlkHRWCg4****
&IotInstanceId=iot-cn-n6w1y*****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QueryVoiceIntercomResponse>
  <RequestId>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RequestId>
  <Data>
        <Url>rtmp://106.15.xxx.xxx:8000/talk?token=xxxxxxx</Url>
        <CryptoKey>
              <Iv>MDEyMzQ1Njc4****0+Pw==</Iv>
              <Key>bPvz6tnfonP1E+****2Q==</Key>
        </CryptoKey>
  </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QueryVoiceIntercom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6DC77A0-4622-42DB-9EE0-25FIOHS82JK1",
    "Data": {
        "Url": "rtmp://106.15.xxx.xxx:8000/talk?token=xxxxxxx",
        "CryptoKey": {
            "Iv": "MDEyMzQ1Njc4****0+Pw==",
            "Key": "bPvz6tnfonP1E+****2Q=="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调用该接口，迁移设备所在的实例。

调用该接口迁移设备所在的实例前，请您联系技术支持人员进行迁移方案评估，防止迁移后功能无法使用。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被迁移的设备已开通视频服务功能。

3.15. 迁移实例3.15. 迁移实例
3.15.1. TransferDeviceInstance3.15.1. TransferDeviceIn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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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实例的设备：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单击公共实例公共实例。在左侧菜单栏，选择视频服务视频服务 > 接入服务接入服务。在接入服务接入服务页面，单击产品管理产品管理页签。确认待迁移设备所在产
品，对应已开通/未开通状态已开通/未开通状态列为已开通已开通。

企业版视频型实例的设备：默认已开通视频服务。

设备分发任务已经完成。详细信息，请参考CreateDeviceDistributeJob或设备分发。

确保摄像头设备已配置图片生命周期。若摄像头设备未配置图片生命周期，调用该接口后，会自动设置图片生命周期为180天。详细信息，请参
考SetDevicePictureLifeCycle。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若迁移的源实例与目标实例类型不同，迁移前请了解实例的计费方式。计费方式详细内容，请参考计费概述。

迁移过程中，设备会离线，设备数量越多迁移时间越长，在此期间设备产生的数据无法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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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TransferDeviceInstance 系统规定参数。取值：TransferDeviceInstance。

DeviceNameList.N RepeatList 是 RepeatList 待迁移的设备名称列表。最多包含100个设备名称。

ProductKey String 是 a1BwAGV****
设备所属产品的ProductKey，创建产品时，物联网平台为该产品生成的
唯一标识。

TargetInstanceId String 是 iot-060***

设备迁移的目标实例ID。目标实例仅支持企业版视频型实例。

您可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在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页面，单击实例名称，在实例实例
详情详情 页面的实例基本信息实例基本信息 中查看实例ID实例ID。

SourceInstanceId String 否 iotx-oxssharez200

设备所属的源实例ID：

公共实例ID：iotx-oxssharez200。

说明 说明 目前仅支持华东2（上海）地域，其实例ID为iotx-
oxssharez200。

企业版实例ID：登录物联网平台控制台，在实例概览实例概览 页面，单击实例
名称，在实例详情实例详情 页面的实例基本信息实例基本信息 中查看实例ID实例ID。

调用API时，除了本文介绍的该API的特有请求参数，还需传入公共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说明，请参见公共参数文档。

返回数据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de String 200

接口返回码：

200200：表示成功。

其它：表示错误码。错误码详情，请参见错误码。

Data Struct 查询结果。

FailedList Array of FailedList 迁移失败的设备列表。

DeviceName String e5jdfalekj**** 设备名称。

Message String 设备已经转移或不属于来源实例 迁移失败的描述信息。

SuccessList Array of SuccessList 迁移成功的设备列表。

DeviceName String e598798j**** 设备名称。

Message String success 迁移成功的描述信息。

ErrorMessage String 来源实例和目标实例不能相同 调用失败时，返回的出错信息。

RequestId String
27AF2E38-12ED-4F67-BD20-
36E812CD7A42

阿里云为该请求生成的唯一标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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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Boolean true

是否调用成功：

t ruet rue：调用成功。

f alsef alse：调用失败。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示例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linkvisual.cn-shanghai.aliyuncs.com/?Action=TransferDeviceInstance
&DeviceNameList.1=RepeatList
&ProductKey=a1BwAGV****
&TargetInstanceId=iot-06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TransferDeviceInstanceResponse>
  <RequestId>F1F1CD2E-0918-4804-9D44-8C3EE26DD3B5</RequestId>
  <Data>
        <SuccessList>
              <Message>success</Message>
              <DeviceName>QYA1</DeviceName>
        </SuccessList>
        <SuccessList>
              <Message>success</Message>
              <DeviceName>QYA2</DeviceName>
        </SuccessList>
  </Data>
  <Code>200</Code>
  <Success>true</Success>
</TransferDeviceInstanc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F1F1CD2E-0918-4804-9D44-8C3EE26DD3B5",
  "Data": {
    "FailedList": [],
    "SuccessList": [
      {
        "Message": "success",
        "DeviceName": "QYA1"
      },
      {
        "Message": "success",
        "DeviceName": "QYA2"
      }
    ]
  },
  "Code": "200",
  "Success": true
}

错误码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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