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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档版本：20201126

I

NAT网关

API参考· 通用约定

通用约定
格式

危险

说明

该类警示信息将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至故
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样例
危险
重置操作将丢失用户配置数据。

警告
警告

该类警示信息可能会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
至故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
时间约十分钟。

注意
注意

用于警示信息、补充说明等，是用户必须
了解的内容。

说明

用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门等，不是
用户必须了解的内容。

权重设置为0，该服务器不会再接受新
请求。

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Ct rl+A选中全部文
件。

>

多级菜单递进。

单击设置 > 网络 > 设置网络类型 。

粗体

表示按键、菜单、页面名称等UI元素。

在结果确认 页面，单击确定 。

Courier字体

斜体

命令或代码。

表示参数、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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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 ance_ID

[] 或者 [a|b]

表示可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 或者 {a|b}

表示必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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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PI概览
NAT 网关提供如下API供您使用。
说明

NAT 网关的API服务地址为vpc.aliyuncs.com，请参见VPC API文档调用NAT 网关API。

NAT网关
API

说明

CreateNatGateway

创建NAT 网关。

ModifyNatGatewayAttribute

修改NAT 网关的名称和描述。

ModifyNatGatewaySpec

修改NAT 网关的规格。

ListEnhanhcedNatGatewayAvailab
leZones

查询增强型NAT 网关的资源可用区。

UpdateNatGatewayNatT ype

将普通型NAT 网关切换为增强型NAT 网关。

GetNatGatewayConvertStatus

查看NAT 网关转换状态列表。

DescribeNatGateways

查询已创建的NAT 网关。

DeleteNatGateway

删除NAT 网关。

EnableNatGatewayEcsMetric

开启ECS流量监控。

ListNatGatewayEcsMetric

查看NAT 网关的流量监控数据。

DisableNatGatewayEcsMetric

关闭ECS流量监控。

ConvertBandwidthPackage

将NAT 带宽包转换为共享带宽。

DNAT表
API

说明

CreateForwardEntry

创建DNAT 条目。

ModifyForwardEntry

修改DNAT 条目。

DescribeForwardT ableEntries

查询已创建的DNAT 条目。

DeleteForwardEntry

删除DNAT 条目。

SNAT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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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CreateSnatEntry

创建SNAT 条目。

ModifySnatEntry

修改SNAT 条目。

DescribeSnatT ableEntries

查询已创建的SNAT 条目。

DeleteSnatEntry

删除SNAT 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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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用API
NAT 网关和专有网络使用同一个服务地址（endpoint ）。接口调用是向NAT 网关API的服务端地址发送HT T P
GET 请求。您需要按照接口说明在请求中加入相应请求参数，调用后系统会返回处理结果。请求及返回结果
都使用UT F-8字符集进行编码。

请求结构
NAT 网关的API是RPC风格，您可以通过发送HT T P GET 请求调用NAT 网关API。
其请求结构如下：
http://Endpoint/?Action=xx&Parameters

其中：
Endpoint ：NAT 网关API 的服务接入地址为 vpc.aliyuncs.com 。
Act ion：要执行的操作，如使用Creat eNat Gat eway创建NAT 网关。
Version：要使用的API版本，NAT 网关的API版本是 2016-04-28。
Paramet ers：请求参数，每个参数之间用&分隔。
请求参数由公共请求参数和API自定义参数组成。公共参数中包含API版本号、身份验证等信息。详细信
息，请参见公共参数。
下面是一个调用Creat eNat Gat eway接口创建NAT 网关的示例：
说明

为了便于查看，本文档中的示例都做了格式化处理。

https://vpc.aliyuncs.com/?Action=CreateNatGateway
&Format=xml
&Version=2016-04-28
&Signature=xxxx%xxxx%3D
&SignatureMethod=HMAC-SHA1
&SignatureNonce=15215528852396
&SignatureVersion=1.0
&AccessKeyId=key-test
&Timestamp=2012-06-01T12:00:00Z
…

API授权
为了确保您的账号安全，建议您使用子账号的身份凭证调用API。如果您使用RAM账号调用NAT 网关API，您
需要为该RAM账号创建、附加相应的授权策略。
NAT 网关中可授权的资源和接口列表，请参见RAM鉴权。

API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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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网关服务会对每个API请求进行身份验证，无论使用HT T P还是HT T PS协议提交请求，都需要在请求中包
含签名（Signat ure）信息。
NAT 网关通过使用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 进行对称加密的方法来验证请求的发送者身份。
AccessKey是阿里云账号和RAM用户发布的一种身份凭证（类似于用户的登录密码），其中AccessKey ID 用
于标识访问者的身份。AccessKey Secret 是用于加密签名字符串和服务器端验证签名字符串的密钥，必须严
格保密。
RPC API需按如下格式在请求中增加签名（Signat ure）：
https://endpoint/?SignatureVersion=1.0&SignatureMethod=HMACSHA1&Signature=XXXX%3D&SignatureNonce=3ee8c1b8-83d3-44af-a94f-4e0axxxxxxxx

以Creat eNat Gat eway为例，假设AccessKey ID是 testid ， AccessKey Secret 是 testsecret ，则签名前的
请求URL如下：
http://vpc.aliyuncs.com/?Action=CreateNatGateway
&Timestamp=2016-05-23T12:46:24Z
&Format=XML
&AccessKeyId=testid
&SignatureMethod=HMAC-SHA1
&SignatureNonce=3ee8c1b8-83d3-44af-a94f-4e0axxxxxxxx
&Version=2014-05-26
&SignatureVersion=1.0

完成以下步骤计算签名：
1. 使用请求参数创建待签名字符串：
GET&%2F&AccessKeyId%3Dtestid&Action%3DCreateNatGateway&Format%3DXML&SignatureMethod
%3DHMAC-SHA1&SignatureNonce%3D3ee8c1b8-83d3-44af-a94f-4e0axxxxxxxx&SignatureVersion%3D1.
0&TimeStamp%3D2016-02-23T12%253A46%253A24Z&Version%3D2014-05-15

。
2. 计算待签名的HMAC的值。
在AccessKey Secret 后添加一个&作为计算HMAC值的key。本示例中的key为 testsecret& 。
CT9X0VtwR86fNWS********juE=

3. 将签名加到请求参数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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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vpc.aliyuncs.com/?Action=CreateNatGateway
&Timestamp=2016-05-23T12:46:24Z
&Format=XML
&AccessKeyId=testid
&SignatureMethod=HMAC-SHA1
&SignatureNonce=3ee8c1b8-83d3-44af-a94f-4e0axxxxxxxx
&Version=2014-05-26
&SignatureVersion=1.0
&Signature=XXXX%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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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共参数
公共参数包括为公共请求参数和公共返回参数。

公共请求参数
公共请求参数是每个接口都需要使用到的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如下表所示。
名称

类型

是否必
须

Format

String

否

Version

String

是

AccessKeyId

String

是

访问服务使用的密钥ID。

Signature

String

是

签名结果串。

SignatureMetho
d

String

是

描述
返回消息的格式。取值：

JSON（默认值）| XML
API版本号，使用 YYYY-MM-DD 日期格式。取值：

2016-04-28

签名方式，取值：

HMAC-SHA1
请求的时间戳，为日期格式。使用UT C时间按照ISO8601标，格式

T imestamp

String

是

SignatureVersio
n

String

是

SignatureNonce

String

是

为 YYYY-MM-DDThh:mm:ssZ 。
例如，北京时间2013年1月10日20点0分0秒表示为2013-0110T 12:00:00Z。
签名算法版本，取值：

1.0
唯一随机数，用于防止网络重放攻击。
在不同请求间要使用不同的随机数值。

公共返回参数
API返回结果采用统一格式，返回2xx HT T P状态码代表调用成功；返回4xx或5xx HT T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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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格
式。
每次调用接口，无论成功与否，系统都会返回一个唯一识别码Request Id。
XML格式

10

> 文档版本：20201126

NAT网关

API参考· 公共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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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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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NAT网关
4.1. CreateNatGateway
调用Creat eNat Gat eway接口创建NAT 网关。

API描述
在调用本接口创建NAT 网关时，请注意：
首次创建增强型NAT 网关时，系统会自动创建一个名称为AliyunServiceRoleForNat gw的服务关联角色，
并且为该角色添加名称为AliyunServiceRolePolicyForNat gw的权限策略，授予NAT 网关拥有访问其他云资
源的权限。详细信息，请参见服务关联角色。
说明 如果您要创建的NAT 网关类型为普通型NAT 网关，系统不会自动创建名称为
AliyunServiceRoleForNat gw的服务关联角色，也能成功创建NAT 网关。
Creat eNat Gat eway接口属于异步接口，即系统会先返回一个NAT 网关实例ID，但该NAT 网关实例并未创
建完成，系统后台的创建任务仍在进行。您可以调用DescribeNat Gat eways查询NAT 网关的状态：
当NAT 网关处于Creat ing 状态时，表示NAT 网关正在创建中，在该状态下，您只能执行查询操作，不
能执行其他操作。
当NAT 网关处于Available 状态时，表示NAT 网关创建完成。
说明

NAT 网关创建一般需要1~3分钟，请您耐心等待。

NAT 网关创建后，系统会在VPC的路由表中自动添加一条目标网段为0.0.0.0/0，下一跳为NAT 网关的路由
条目，用于将流量路由到NAT 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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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NatGatewa
y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Creat eNat Gat ew ay 。

NAT 网关所在的地域。
RegionId

12

String

是

cn-hangzhou

您可以通过调用DescribeRegions接口获取
地域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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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需要创建NAT 网关的VPC的ID。指定VPC
时，请注意：

VpcId

String

是

vpcbp1di7uewzmtvf
uq8****

如果您要创建的NAT 网关类型为普通型
NAT 网关，请确保VPC路由表中没有目标网
段为0.0.0.0/0的路由条目。如有，请先删
除该路由条目。如果您创建的NAT 网关类
型是增强型NAT 网关，则无此限制。

NAT 网关的名称。
名称长度为2~128个字符之间，必须以英
文字母或中文开头，不能
Name

String

否

fortest

以 http:// 和 https:// 开头，可包含数
字、点号（.）、下划线（_）或短横线
（-）。
如果没有指定该参数，默认使用网关ID作
为名称。

NAT 网关的描述。
Description

String

否

testnat

描述长度为2~256个字符之间，不能
以 http:// 和 https:// 开头。

ClientT oken

String

否

shefffxxddjehfh1
23

保证请求幂等性。从您的客户端生成一个
参数值，确保不同请求间该参数值唯
一。Client T o ken只支持ASCII字符，且不
能超过64个字符。

NAT 网关的规格，取值：
Small （默认值）：小型。
Spec

String

否

Small

Middle ：中型。
Large ：大型。
XLarge.1 ：超大型-1。

InstanceChargeT y
pe

String

否

PostPaid

NAT 网关的付费模式，取
值：Po st Paid （按量付费），默认值
为Po st Paid 。按量付费的详细信息，请参
见按量付费。

PricingCycle

String

否

Month

包年包月的计费周期，该参数不填。

Duration

String

否

1

购买时长，该参数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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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utoPay

Boolean

否

false

是否自动付费，该参数不填。

NAT 网关所属的交换机的ID。
创建增强型NAT 网关时，您必须指定NAT
网关所属的交换机，系统会为增强型NAT
网关分配一个交换机内的空闲私网IP地址。
如果您要在存量交换机中创建增强型
NAT 网关，请确保交换机所属的可用区
支持创建增强型NAT 网关，且交换机有
可用的IP。
VSwitchId

String

否

vswbp1e3se98n9fq8
hle****

如果您还未创建交换机，请先在支持创
建增强型NAT 网关的可用区创建交换
机，然后再指定增强型NAT 网关所属的
交换机。
您可以通
过ListEnhanhcedNatGatewayAvailableZ
ones接口查询增强型NAT 网关的资源可用
区，通过DescribeVSwitches接口查询交
换机中的可用IP数。

NAT 网关的类型，取值：
No rmal ：普通型NAT 网关。

NatT ype

String

否

Enhanced

Enhanced ：增强型NAT 网关。增强型
NAT 网关详情，请参见增强型NAT 网关
发布公告。
说明
目前，除澳大利亚（悉
尼）地域外的其他所有地域都已支持
创建增强型NAT 网关实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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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NAT 网关的计费类型，取值：
PayBySpec ：按固定规格计费。
PayByLcu ：按使用量计费。

InternetChargeT y
pe

String

否

说明
目前，仅在华东2（上
海）、华北2（北京）、华北3（张家
口）、华北5（呼和浩特）、华北
6（乌兰察布）、华南2（河源）、西
南1（成都）、新加坡、马来西亚（吉
隆坡）、印度（孟买）、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德国（法兰克福）和英
国（伦敦）地域下，且仅Nat T ype 取
值
为Enhanced 时，Int ernet Charge
T ype 才支持取值为PayByLcu 。

PayBySpec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NatGatewayId

String

ngw-112za33e4****

创建的NAT 网关的实例ID。

ForwardT ableId
s

List

ftb-11tc6xgmv****

DNAT 列表。

RequestId

String

2315DEB7-5E92423A-91F74C1EC9AD97C3

请求ID。

SnatT ableIds

List

stbSnatT ableIds****

SNAT 列表。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vpc.aliyuncs.com/?Action=CreateNatGateway
&RegionId=cn-hangzhou
&VpcId= vpc-bp1di7uewzmtvfuq8****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 文档版本：202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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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NatGatewayResponse>
<RequestId>5AF873FB-6669-4AD5-A4DA-478D535C8F0D</RequestId>
<SnatTableIds>
<SnatTableId>stb-bp1evej8rk6ww1djl****</SnatTableId>
</SnatTableIds>
<ForwardTableIds>
<ForwardTableId>ftb-bp1d09hosgndxs154****</ForwardTableId>
</ForwardTableIds>
<NatGatewayId>ngw-bp1m842e0dz1t5cos****</NatGatewayId>
</CreateNatGateway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5AF873FB-6669-4AD5-A4DA-478D535C8F0D",
"SnatTableIds": {
"SnatTableId": [
"stb-bp1evej8rk6ww1djl****"
]
},
"ForwardTableIds": {
"ForwardTableId": [
"ftb-bp1d09hosgndxs154****"
]
},
"NatGatewayId": "ngw-bp1m842e0dz1t5cos****"
}

错误码

16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VPCStatus

vpc incorrect status.

该 VPC 状态非法，请您检查 VPC
状态是否输入正确。

404

InvalidRegionId.NotF
ound

T he specified RegionI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指定的 RegionId 不存在，请您检查
此产品在该地域是否可用。

400

InvalidNatGatewayN
ame.MalFormed

NatGateway name is not valid.

网关名称不合法。

400

InvalidNatGatewayD
escription.MalForme
d

NatGateway description is not
valid.

网关描述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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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MissingParameter.Ba
ndwidthPackage

only support one
BandwidthPackage be created
with NatGateway.

必须指定一个共享带宽包。

404

InvalidVpcId.NotFou
nd

Specified value of VpcId is not
found in our record.

该 VPC 不存在，请您检查输入的
VPC 是否正确。

400

MissingParameter

Miss mandatory parameter.

缺少必要参数，请您检查必填参数
是否都已填后再进行操作。

404

InvalidZoneId.NotFo
und

Specified value of ZoneId is not
exists.

该可用区不存在。

404

InvalidZoneId.NotFo
und

Can not find ZoneId for
allocated ip.

该IP的可用区不正确。

400

QuotaExceeded.Ban
dwidthPackageIps

T he specified ipCount exceeded
quota.

IP 数量超过上限，可以提交工单申
请增加配额。

400

InvalidParameter.Na
me.Malformed

T he specified Name is not valid.

该名称不合法，请您按照正确的格
式书写名称。

400

InvalidParameter.De
scription.Malformed

T he specified Description is not
valid.

该描述不合法。

400

ZONE_NO_AVAILABLE
_IP

T he Zone have no available ip.

该可用区没有可用IP。

400

InvalidParameter.Ba
ndwidthPackage.n.IS
P.ValueNotSupport

T he specified ISP of
BandwidthPackage is not valid.

该共享带宽包的ISP不合法。

400

InvalidNatGatewayId
.NotFound

T he NatGatewayId not exist.

指定的 NatGatewayId 不存在，请
您检查填写的 NatGatewayId 是否
正确。

400

VswitchStatusError

T he VSwitch is creating .

交换机正在创建中。

400

VpcStatusError

T he Vpc is creating .

正在创建VPC。

400

InvalidParameter.Sp
ec.ValueNotSupport
ed

T he specified Spec is not valid.

该规格不合法。

400

Forbidden.CheckEntr
yRuleQuota

Route entry quota rule check
error.

检查路由条目配额时发生了错误。

400

NoPermission.Create
ServiceLinkedRole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create
service linked role

你没有权限创建SLR

> 文档版本：202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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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OperationFailed.Vsw
NotBelongT oVpc

Operation failed because the
specified VSwitch is not bound
to the same VPC with NAT
gateway.

操作失败因为VSW和NAT GW不属
于同一个VPC。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4.2. ModifyNatGatewayAttribute
调用ModifyNat Gat ewayAt t ribut e接口修改NAT 网关的名称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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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ModifyNatGatew
ayAttribute

要执行的操作，取值：
Mo dif yNat Gat ew ayAt t ribut e 。

NatGatewayId

String

是

ngw2ze0dcn4mq31qx
2jc****

要修改的NAT 网关的ID。

NAT 网关所在的地域。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您可以通过调用DescribeRegions接口获取
地域ID。

NAT 网关的名称。
长度为2~128个字符，必须以字母或中文
开头，可包含数字、点号（.）、下划线
（_）和短横线（-）。但不能以 http://
Name

String

否

nat123

或 https:// 开头。
说明
Name 和Descript io n参数必须至少
传一个。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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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NAT 网关的描述信息。
长度为2~256个字符，必须以字母或中文
开头，但不能以 http:// 或 https:// 开

Description

String

否

头。

fortest

说明
Name 和Descript io n参数必须至少
传一个。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AB5F62CF-2B604458-A75642C9DFE108D1

请求ID。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vpc.aliyuncs.com/?Action=ModifyNatGatewayAttribute
&NatGatewayId=ngw-2ze0dcn4mq31qx2jc****
&RegionId=cn-hangzhou
&Name=nat123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ModifyNatGatewayAttributeResponse>
<RequestId>2315DEB7-5E92-423A-91F7-4C1EC9AD97C3</RequestId>
</ModifyNatGatewayAttribut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2315DEB7-5E92-423A-91F7-4C1EC9AD97C3"
}

错误码

> 文档版本：202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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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InvalidRegionId.NotF
ound

T he specified RegionI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指定的 RegionId 不存在，请您检查
此产品在该地域是否可用。

404

InvalidNatGatewayId
.NotFound

T he specified NatGatewayI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指定的 NatGatewayId 不存在，请
您检查填写的 NatGatewayId 是否
正确。

400

InvalidParameter.Na
me.Malformed

T he specified Name is not valid.

该名称不合法，请您按照正确的格
式书写名称。

400

InvalidParameter.De
scription.Malformed

T he specified Description is not
valid.

该描述不合法。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4.3.
ListEnhanhcedNatGatewayAvailableZones
调用List EnhanhcedNat Gat ewayAvailableZones接口查询增强型NAT 网关的资源可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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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EnhanhcedNat
GatewayAvailable
Zones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List EnhanhcedNat Gat ew ayAvail
ableZo nes 。

RegionId

String

是

cn-qingdao

要查询的地域ID。

返回数据

20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0ED8D006-F7064D23-88EDE11ED28DCAC0

请求ID。

Zones

Array of Zone

可用区集合。

> 文档版本：20201126

NAT网关

API参考· NAT网关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LocalName

String

华北1 可用区 A

可用区名称。

ZoneId

String

cn-qingdao-a

可用区ID。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vpc.aliyuncs.com/?Action=ListEnhanhcedNatGatewayAvailableZones
&RegionId=cn-qingdao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ListEnhanhcedNatGatewayAvailableZonesResponse>
<RequestId>9AD606B4-5DE0-4868-AF98-EEC00C14304C</RequestId>
<Zones>
<ZoneId>cn-hangzhou-h</ZoneId>
<LocalName>华东 1 可⽤区 H</LocalName>
</Zones>
<Zones>
<ZoneId>cn-hangzhou-i</ZoneId>
<LocalName>华东 1 可⽤区 I</LocalName>
</Zones>
</ListEnhanhcedNatGatewayAvailableZonesResponse>

JSON 格式

> 文档版本：202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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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9AD606B4-5DE0-4868-AF98-EEC00C14304C",
"Zones": [
{
"ZoneId": "cn-hangzhou-h",
"LocalName": "华东 1 可⽤区 H"
},
{
"ZoneId": "cn-hangzhou-i",
"LocalName": "华东 1 可⽤区 I"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InvalidRegionId.NotF
ound

T he specified RegionI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指定的 RegionId 不存在，请您检查
此产品在该地域是否可用。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4.4. UpdateNatGatewayNatType
调用Updat eNat Gat ewayNat T ype接口将普通型NAT 网关升级为增强型NAT 网关。

API描述
调用Updat eNat Gat ewayNat T ype接口前，请先了解：
Updat eNat Gat ewayNat T ype接口属于异步接口，即系统会先返回一个请求ID，但NAT 网关的网关类型并
未升级完成，系统后台的升级任务仍在进行。您可以调用Get Nat Gat ewayConvert St at us查询NAT 网关的
升级状态，更多信息，请参见Get Nat Gat ewayConvert St at us。
当NAT 网关的升级状态处于processing 时，表示正在升级中，在该状态下，您只能执行查询操作，不
能执行其他操作。
当NAT 网关的升级状态处于successf ul时，表示NAT 网关的网关类型升级完成。
当NAT 网关的升级状态处于f ailed 时，表示NAT 网关的网关类型升级失败。
仅华北2（北京）、华东1（杭州）、华东2（上海）和华南1（深圳）不支持将普通型NAT 网关升级为增强
型NAT 网关。
增强型NAT 网关与普通型NAT 网关的计费相同，升级过程和升级后不会产生新的计费。
每个资源升级过程可能会持续5分钟，升级过程中会出现1~2次秒级闪断，业务重连即可恢复。
仅支持将普通型NAT 网关升级至增强型NAT 网关，不支持将增强型NAT 网关降级至普通型NAT 网关。

调试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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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OpenAPI Explorer中直接运行该接口，免去您计算签名的困扰。运行成功后，OpenAPI Explorer可
以自动生成SDK代码示例。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UpdateNatGatew
ayNatT ype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Updat eNat Gat ew ayNat T ype 。

NatGatewayId

String

是

ngwbp1b0lic8uz4r6vf
2****

要升级网关类型的NAT 网关实例ID。

NatT ype

String

是

Enhanced

NAT 网关类型，仅可取
值：Enhanced （增强型NAT 网关）。

RegionId

String

是

cn-qingdao

要升级的NAT 网关所属的地域ID。

增强型NAT 网关所属的交换机。
VSwitchId

String

vswbp17nszybg8epo
dke****

是

说明
如果不传该参数，系统会
随机将增强型NAT 网关创建在VPC内
的任意一台交换机。

是否只预检此次请求，取值：

DryRun

Boolean

否

t rue ：发送请求，不会升级NAT 网关类
型。检查项包括AccessKey是否有效、
RAM用户的授权情况和是否填写了必需参
数。如果检查不通过，则返回对应错误。
如果检查通过，会返回错误

false

码 DryRunOperation 。
f alse （默认值）：发送正常请求，通过检
查后返回2XX HT T P状态码并直接升级NAT
网关类型。

ClientT oken

String

0c593ea1-3bea11e9-b96b88e9fe637760

否

保证请求幂等性。从您的客户端生成一个
参数值，确保不同请求间该参数值唯
一。Client T o ken只支持ASCII字符，且不
能超过64个字符。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 文档版本：20201126

示例值

描述

23

API参考· NAT网关

NAT网关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0ED8D006-F7064D23-88EDE11ED28DCAC0

请求ID。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vpc.aliyuncs.com/?Action=UpdateNatGatewayNatType
&NatGatewayId=ngw-bp1b0lic8uz4r6vf2****
&NatType=Enhanced
&RegionId=cn-qingdao
&VSwitchId=vsw-bp17nszybg8epodke****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UpdateNatGatewayNatTypeResponse>
<RequestId>7C01CA72-73FD-4056-B16A-42E392D47625</RequestId>
</UpdateNatGatewayNatType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7C01CA72-73FD-4056-B16A-42E392D47625"
}

错误码

24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InvalidRegionId.NotF
ound

T he specified RegionI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指定的 RegionId 不存在，请您检查
此产品在该地域是否可用。

400

OperationUnsupport
ed.NatConvert

T he NAT gateway conversion
function is not supported.

NAT 网关类型转换功能未支持。

400

NAT GW_NOT _EXIST

T he specified NAT gateway
does not exist.

该 NAT 网关不存在。

400

OperationFailed.Vpc
NotExist

T he specified VPC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VPC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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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OperationFailed.Vsw
NotExist

T he specified VSwitch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交换机不存在。

400

OperationFailed.Nat
T ypeNotEnhanced

Operation failed because the
specified NAT gateway type is
not enhanced.

操作失败因为指定的NAT 网关类型
不是增强型。

400

OperationFailed.Nat
GwBindWithBandwid
thPackage

Operation failed because the
NAT gateway is bound to
bandwidth packages.

操作失败因为NAT 网关实例绑定了
NAT 带宽包。

400

IncorrectStatus.NatG
ateway

T he status of NAT gateway is
incorrect.

NAT 网关状态不对。

400

OperationFailed.EipI
nMiddleStatus

Operation failed because the
status of EIP associated with the
specified NAT gateway is
abnormal.

操作失败因为绑定在此NAT 网关上
的EIP状态异常。

400

OperationFailed.Sna
tInMiddleStatus

Operation failed because the
status of the SNAT entry of the
specified NAT gateway is
abnormal.

操作失败因为指定的NAT 网关的
SNAT 条目状态异常。

400

OperationFailed.Dna
tInMiddleStatus

Operation failed because the
status of the DNAT entry
associated with the NAT
gateway is abnormal.

操作失败因为NAT 网关的DNAT 规则
状态异常。

400

OperationFailed.Nat
GwRouteInMiddleSta
tus

Operation failed because the
status of the route entry
associated with the NAT
gateway is abnormal.

操作失败因为NAT 网关相关的路由
条目状态异常。

400

OperationFailed.Enh
ancedInventoryNotE
nough

T he enhanced NAT gateway
inventory is insufficient in the
specified zone.

当前可用区增强NAT 网关库存不足.

400

OperationFailed.Enh
ancedUserIsUnAutho
rized

Operation failed because the
user is not authorized to create
an enhanced NAT gateway.

操作失败因为用户未授权创建增强
型NAT 网关。

400

OperationFailed.Enh
ancedRegion

Operation failed because
enhanced NAT gateways are not
available for sale in the specified
region.

操作失败因为当前地域未开启增强
型NAT 网关售卖。

400

OperationFailed.Enh
ancedQuotaExceed

Operation failed because the
maximum number of enhanced
NAT gateways in the same VPC
is exceeded.

操作失败因为当前VPC下的增强型
NAT 网关数量超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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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validBandwidthPac
kageIdNumber.NotS
upported

T he number of
BandwidthPackageIds exceeds
the limit.

共享带宽包的数量超过Quota限
制。

400

OperationFailed.Vsw
NotBelongT oVpc

Operation failed because the
specified VSwitch is not bound
to the same VPC with NAT
gateway.

操作失败因为VSW和NAT GW不属
于同一个VPC。

400

OperationUnsupport
ed.VpcAttachedCen

Operation failed because the
VPC is attached to CEN.

操作失败因为VPC加入了CEN。

400

OperationUnsupport
ed.RouterInterfaceEx
ist

Operation failed because the
VPC has a router interface.

操作失败因为VPC有路由器接口存
在。

400

OperationFailed.VRo
uterNotExist

Operation failed because the
VRouter does not exist.

操作失败因为虚拟路由器不存在。

400

OperationFailed.Sna
tQuotaExceed

Operation failed because the
maximum number of SNAT entry
is exceeded.

操作失败因为SNAT 条目数量过多。

400

OperationFailed.Dna
tQuotaExceed

Operation failed because the
maximum number of forward
entry is exceeded.

操作失败因为DNAT 条目数量过多。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4.5. GetNatGatewayConvertStatus
调用Get Nat Gat ewayConvert St at us接口查看NAT 网关转换状态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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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26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GetNatGatewayC
onvertStatus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Get Nat Gat ew ayCo nvert St at us
。

NatGatewayId

String

是

ngwbp1b0lic8uz4r6vf
2****

要查看转换状态的NAT 网关实例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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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RegionId

String

是

cn-qingdao

要查看转换状态的NAT 网关所属的地域
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ConvertSteps

Array of
ConvertStep

示例值

描述
转换过程中的状态变化。

切换步骤的名称：
init ：初始化。
check ：配置检查。
co nf igure ：配置下发
StepName

String

init

act ivat e ：引流切换。
co nf _delet e ：配置删除。
ro llback ：回滚。
end_success ：切换成功。
end_f ail ：切换失败。

StepStartT ime

String

2020-0826T 08:27:19Z

切换步骤的开始时间。

切换的状态：
StepStatus

String

successful

pro cessing ：切换中。
successf ul ：切换成功。
f ailed ：切换失败。

DstNatT ype

String

Enhanced

目标网关类型。

NatGatewayId

String

ngwbp1b0lic8uz4r6vf2**
**

NAT 网关实例ID。

RequestId

String

0ED8D006-F7064D23-88EDE11ED28DCAC0

请求ID。

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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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vpc.aliyuncs.com/?Action=GetNatGatewayConvertStatus
&NatGatewayId=ngw-bp1b0lic8uz4r6vf2****
&RegionId=cn-qingdao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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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NatGatewayConvertStatusResponse>
<RequestId>566678F2-BF11-4701-9569-D888191DAF5F</RequestId>
<DstNatType>Enhanced</DstNatType>
<Bid>12345</Bid>
<ConvertSteps>
<StepName>init</StepName>
<StepStatus>successful</StepStatus>
<StepStartTime>2020-08-26T08:27:19Z</StepStartTime>
</ConvertSteps>
<ConvertSteps>
<StepName>check</StepName>
<StepStatus>successful</StepStatus>
<StepStartTime>2020-08-26T08:27:19Z</StepStartTime>
</ConvertSteps>
<ConvertSteps>
<StepName>configure</StepName>
<StepStatus>successful</StepStatus>
<StepStartTime>2020-08-26T08:27:19Z</StepStartTime>
</ConvertSteps>
<ConvertSteps>
<StepName>activate</StepName>
<StepStatus>successful</StepStatus>
<StepStartTime>2020-08-26T08:27:54Z</StepStartTime>
</ConvertSteps>
<ConvertSteps>
<StepName>conf_delete</StepName>
<StepStatus>successful</StepStatus>
<StepStartTime>2020-08-26T08:27:58Z</StepStartTime>
</ConvertSteps>
<ConvertSteps>
<StepName>end_success</StepName>
<StepStatus>successful</StepStatus>
<StepStartTime>2020-08-26T08:28:00Z</StepStartTime>
</ConvertSteps>
<NatGatewayId>ngw-p0w4fb0mospbkaw9n****</NatGatewayId>
<AliUid>12345678</AliUid>
</GetNatGatewayConvertStatus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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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566678F2-BF11-4701-9569-D888191DAF5F",
"DstNatType": "Enhanced",
"Bid": "12345",
"ConvertSteps": [
{
"StepName": "init",
"StepStatus": "successful",
"StepStartTime": "2020-08-26T08:27:19Z"
},
{
"StepName": "check",
"StepStatus": "successful",
"StepStartTime": "2020-08-26T08:27:19Z"
},
{
"StepName": "configure",
"StepStatus": "successful",
"StepStartTime": "2020-08-26T08:27:19Z"
},
{
"StepName": "activate",
"StepStatus": "successful",
"StepStartTime": "2020-08-26T08:27:54Z"
},
{
"StepName": "conf_delete",
"StepStatus": "successful",
"StepStartTime": "2020-08-26T08:27:58Z"
},
{
"StepName": "end_success",
"StepStatus": "successful",
"StepStartTime": "2020-08-26T08:28:00Z"
}
],
"NatGatewayId": "ngw-p0w4fb0mospbkaw9n****",
"AliUid": "123456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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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InvalidRegionId.NotF
ound

T he specified RegionI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指定的 RegionId 不存在，请您检查
此产品在该地域是否可用。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4.6. ModifyNatGatewaySpec
使用ModifyNat Gat ewaySpec接口修改NAT 网关的规格。

API描述
ModifyNat Gat ewaySpec接口属于异步接口，即系统会先返回一个请求ID，但该NAT 网关实例的规格并未变
配完成，系统后台的变配任务仍在进行。您可以调用DescribeNat Gat eways查询NAT 网关的状态：
当NAT 网关处于Modif ying 状态时，表示NAT 网关正在变配中，在该状态下，您只能执行查询操作，不能
执行其他操作。
当NAT 网关处于Available 状态时，表示NAT 网关变配完成。
NAT 网关提供不同的规格。NAT 网关的规格会影响SNAT 功能的最大连接数和每秒新建连接数，但不会影响
数据吞吐量。NAT 网关规格与SNAT 性能的关系如下表所示。
规格

最大连接数

每秒新建连接数

小型

1万

1千

中型

5万

5千

大型

20万

1万

超大型-1

100万

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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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ModifyNatGatew
aySpec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Mo dif yNat Gat ew aySpe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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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NatGatewayId

String

是

ngwbp1uewa15k4iy5
770****

要修改规格的NAT 网关的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NAT 网关所属的地域。

NAT 网关的规格，取值：
Small：小型。
Spec

String

是

Small

Middle：中型。
Large：大型。
XLarge.1：超大型-1。

ClientT oken

String

SHA234js121223x
xxxx

否

保证请求幂等性。从您的客户端生成一个
参数值，确保不同请求间该参数值唯
一。Client T o ken只支持ASCII字符，且不
能超过64个字符。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DBD4E4A2-786E4BD2-8EB6107FFC2B5B7D

请求ID。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vpc.aliyuncs.com/?Action=ModifyNatGatewaySpec
&NatGatewayId=ngw-bp1uewa15k4iy5770****
&RegionId=cn-hangzhou
&Spec=Small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ModifyNatGatewaySpecResponse>
<RequestId>DBD4E4A2-786E-4BD2-8EB6-107FFC2B5B7D</RequestId>
</ModifyNatGatewaySpec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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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格式
{
"RequestId":"DBD4E4A2-786E-4BD2-8EB6-107FFC2B5B7D"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InvalidRegionId.NotF
ound

T he specified RegionI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指定的 RegionId 不存在，请您检查
此产品在该地域是否可用。

404

InvalidNatGatewayId
.NotFound

T he specified NatGatewayI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指定的 NatGatewayId 不存在，请
您检查填写的 NatGatewayId 是否
正确。

400

NAT GW_MODIFY_SPE
C_SAME

T he specified Spec is same with
now.

该规格和当前规格一样。

400

InvalidParameter.Sp
ec.ValueNotSupport
ed

T he specified Spec is not valid.

该规格不合法。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4.7. DescribeNatGateways
调用DescribeNat Gat eways查询已创建的NAT 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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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NatGate
ways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DescribeNat Gat ew ays 。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NAT 网关所在的地域，您可以通过调
用DescribeRegions接口获取地域ID。

NatGatewayId

String

否

ngwbp1uewa15k4iy5
770****

要查询的NAT 网关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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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VpcId

String

否

vpcbp15zckdt37pq7
2z****

NAT 网关所属的VPC的ID。

Name

String

否

test

要查询的NAT 网关的名称。

NAT 网关实例的付费模式，取值：
Po st Paid ：按量付费。
InstanceChargeT y
pe

String

否

PostPaid

PrePaid ：包年包月。
说明
国际站仅支
持Po st Paid （按量付费）。

NAT 网关的规格，取值：
Small （默认值）：小型。
Spec

String

否

Large

Middle ：中型。
Large ：大型。
XLarge.1 ：超大型-1。

NAT 网关的类型，取值：
NatT ype

String

否

Normal

No rmal ：普通型。
Enhanced ：增强型。

34

ResourceGroupId

String

否

rgbp67acfmxazb4p
h****

NAT 网关所属的资源组ID。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0

列表的页码，默认值为1 。

PageSize

Integer

否

1

分页查询时每页的行数，最大值为50 ，默
认值为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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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是否只预检此次请求，取值：

DryRun

Boolean

否

t rue ：发送检查请求，不会查询资源状
况。检查项包括AccessKey是否有效、
RAM用户的授权情况和是否填写了必需参
数。如果检查不通过，则返回对应错误。
如果检查通过，会返回错误

true

码 DryRunOperation 。
f alse （默认值）：发送正常请求，通过检
查后返回2XX HT T P状态码并直接查询资源
状况。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NatGateways

Array of
NatGateway

示例值

描述
NAT 网关的详细信息。

NatGateway
NAT 网关的业务状态。
BusinessStatus

String

Normal

No rmal ：正常。
FinancialLo cked ：欠费锁定状态。

CreationT ime

DeletionProtect
ion

String

2017-0608T 12:20:55

创建时间。按照ISO8601标准表示，并需要使用
UT C时间。格式为：YYYY-MM-DDT hh:mmZ。

是否开启了删除保护功能。
Boolean

true

t rue ：已开启。
f alse ：未开启。

Description

EcsMetricEnable
d

String

NAT

NAT 网关的描述。

是否开启了网关流量监控功能。
Boolean

true

t rue ：开启了网关流量监控功能。
f alse ：未开启网关流量监控功能。

ExpiredT ime

String

2017-08-26T 16:00Z

NAT 网关的过期时间。

ForwardT ableId
s

List

ftbuf6gj3mhsg94qsqst
****

DNAT 表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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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AT网关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NAT 网关实例的付费模式。
Po st Paid ：按量付费。

InstanceCharge
T ype

String

PostPaid

PrePaid ：包年包月。
说明
付费）。

InternetCharge
T ype

国际站仅支持Po st Paid （按量

NAT 网关的计费类型。
String

PayBySpec

PayBySpec ：按固定规格计费。
PayByLcu ：按使用量计费。

IpLists

Array of IpList

NAT 网关绑定的弹性公网IP。

IpList
IpAddress

SnatEntryEnabl
ed

String

Boolean

116.62.222.xx

false

弹性公网IP的地址。

已经用于DNAT 条目的IP，是否还可用于SNAT 条
目。
t rue ：还可用于SNAT 条目。
f alse ：不可用于SNAT 条目。

Name

String

abc

NAT 网关实例名称。

NatGatewayId

String

ngwbp1047e2d4z7kf2ki*
***

NAT 网关的ID。

增强型NAT 网关的私网信息。

36

NatGatewayPriv
ateInfo

Struct

EniInstanceId

String

10

弹性网卡实例ID。

IzNo

String

cn-hangzhou-b

NAT 网关所属的可用区。

MaxBandwidth

Integer

5120

最大带宽值，单位为Mbps。

说明
Nat T ype 取值为No rmal 时，
该列表中返回的参数均为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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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PrivateIpAddres
s

String

192.168.1.xx

私网IP地址。

VswitchId

String

vswbp1s2laxhdf9ayjbo*
***

NAT 网关所属的交换机ID。

NAT 网关的类型。
NatT ype

String

Normal

No rmal ：普通型NAT 网关。
Enhanced ：增强型NAT 网关。

RegionId

String

cn-hangzhou

NAT 网关的所在地域ID。

ResourceGroupI
d

String

rgbp67acfmxazb4ph**
**

资源组ID。

SnatT ableIds

List

stbuf6dalcdu0krz423p*
***

NAT 网关的SNAT 表ID。

NAT 网关的规格。
Small ：小型。
Spec

String

Small

Middle ：中型。
Large ：大型。
XLarge.1 ：超大型-1。

NAT 网关的状态。
Creat ing ：创建NAT 网关是异步操作，在创建完
成之前是Creating状态。
Available ：NAT 网关创建完成后的状态，是稳
定状态。
Status

String

Initiating

Mo dif ying ：变配NAT 网关是异步操作，在变配
的过程中是Modifying状态。
Delet ing ：删除NAT 网关是异步操作，在删除的
过程中是Deleting状态。
Co nvert ing ：普通型NAT 网关转换到增强型
NAT 网关是异步操作，在转换过程中是
Converting状态。

VpcId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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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PageNumber

Integer

10

当前页码。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包含的条目数。

RequestId

String

4EC47282-1B744534-BD0E403F3EE64CAF

请求ID。

T otalCount

Integer

10

列表条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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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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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NatGatewaysResponse>
<PageNumber>1</PageNumber>
<TotalCount>1</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RequestId>1207C80C-7CAB-4874-A9A0-D19EC9F35490</RequestId>
<NatGateways>
<NatGateway>
<Description></Description>
<Spec>Small</Spec>
<IpLists>
<IpList>
<IpAddress>118.xx.xx.181</IpAddress>
<AllocationId>eip-bp1xyg5ipmh3nledx****</AllocationId>
<UsingStatus>UsedBySnatTable</UsingStatus>
</IpList>
<IpList>
<IpAddress>47.xx.xx.34</IpAddress>
<AllocationId>eip-bp19eue77u20cffjc****</AllocationId>
<UsingStatus>UsedByForwardTable</UsingStatus>
</IpList>
</IpLists>
<ForwardTableIds>
<ForwardTableId>ftb-bp15o9aylj19vfvgt****</ForwardTableId>
</ForwardTableIds>
<VpcId>vpc-bp15k6sx6fhdz2jw4****</VpcId>
<NatGatewayId>ngw-bp1047e2d4z7kf2ki****</NatGatewayId>
<CreationTime>2018-01-10T09:48:29Z</CreationTime>
<Name></Name>
<Status>Available</Status>
<BusinessStatus>Normal</BusinessStatus>
<RegionId>cn-hangzhou</RegionId>
<SnatTableIds>
<SnatTableId>stb-bp1tyr0o48w6wymur****</SnatTableId>
</SnatTableIds>
<InstanceChargeType>PostPaid</InstanceChargeType>
</NatGateway>
</NatGateways>
</DescribeNatGateways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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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Number": 1,
"TotalCount": 1,
"PageSize": 10,
"RequestId": "1207C80C-7CAB-4874-A9A0-D19EC9F35490",
"NatGateways": {
"NatGateway": [
{
"Description": "",
"Spec": "Small",
"IpLists": {
"IpList": [
{
"IpAddress": "118.xx.xx.181",
"AllocationId": "eip-bp1xyg5ipmh3nledx****",
"UsingStatus": "UsedBySnatTable"
},
{
"IpAddress": "47.xx.xx.34",
"AllocationId": "eip-bp19eue77u20cffjc****",
"UsingStatus": "UsedByForwardTable"
}
]
},
"ForwardTableIds": {
"ForwardTableId": [
"ftb-bp15o9aylj19vfvgt****"
]
},
"VpcId": "vpc-bp15k6sx6fhdz2jw4****",
"NatGatewayId": "ngw-bp1047e2d4z7kf2ki****",
"CreationTime": "2018-01-10T09:48:29Z",
"Name": "",
"Status": "Available",
"BusinessStatus": "Normal",
"RegionId": "cn-hangzhou",
"SnatTableIds": {
"SnatTableId": [
"stb-bp1tyr0o48w6wymu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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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ChargeType": "PostPaid"

}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InvalidRegionId.NotF
ound

T he specified RegionI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指定的 RegionId 不存在，请您检查
此产品在该地域是否可用。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4.8. DeleteNatGateway
调用Delet eNat Gat eway接口删除指定的NAT 网关。

API描述
Delet eNat Gat eway接口属于异步接口，即系统会先返回一个请求ID，但该NAT 网关实例并未删除完成，系
统后台的删除任务仍在进行。您可以调用DescribeNat Gat eways查询NAT 网关的状态：
当NAT 网关处于Delet ing 状态时，表示NAT 网关正在删除中，在该状态下，您只能执行查询操作，不能
执行其他操作。
当返回的实例列表为空时，表示NAT 网关删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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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NatGatewa
y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Delet eNat Gat ew ay 。

NatGatewayId

String

是

ngwbp1uewa15k4iy5
770****

要删除的NAT 网关的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NAT 网关所在的地域。您可以通过调
用DescribeRegions接口获取地域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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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AT网关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是否强制删除NAT 网关，取值：
t rue ：强制删除。当取值为t rue 时，说
明如下：
如果NAT 网关有SNAT 规则，系统会
自动帮您删除SNAT 规则。
如果NAT 网关有DNAT 规则，系统会
自动帮您删除DNAT 规则。
如果NAT 网关有绑定EIP，系统会自动
帮您解绑。
如果您有添加下一跳是NAT 网关的路
由，系统会自动帮您删除该路由。

Force

Boolean

否

如果NAT 网关有未删除的NAT 带宽
包，系统会自动帮您删除NAT 带宽
包。

false

f alse ：不强制删除。当取值
为f alse 时，说明如下：
如果NAT 网关有未删除的NAT 带宽
包，请先删除NAT 带宽包。
如果NAT 网关有SNAT 规则，请先删
除SNAT 规则。
如果NAT 网关有DNAT 规则，请先删
除DNAT 规则。
如果NAT 网关有绑定EIP，请先解绑
EIP。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4EC47282-1B744534-BD0E403F3EE64CAF

请求ID。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vpc.aliyuncs.com/?Action=DeleteNatGateway
&NatGatewayId=ngw-bp1uewa15k4iy5770****
&RegionId=cn-hangzhou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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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NatGatewayResponse>
<RequestId>0ED8D006-F706-4D23-88ED-E11ED28DCAC0</RequestId>
</DeleteNatGateway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ED8D006-F706-4D23-88ED-E11ED28DCAC0"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InvalidRegionId.NotF
ound

T he specified RegionI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指定的 RegionId 不存在，请您检查
此产品在该地域是否可用。

404

InvalidNatGatewayId
.NotFound

T he specified NatGatewayI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指定的 NatGatewayId 不存在，请
您检查填写的 NatGatewayId 是否
正确。

400

DependencyViolatio
n.BandwidthPackage
s

T here are BandwidthPackages
on specified NatGateway not
deleted.

NAT 网关上有尚未删除的带宽包，
请删除NAT 网关下的所有带宽包后
再重新操作。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4.9. ListNatGatewayEcsMetric
调用List Nat Gat ewayEcsMet ric接口查看NAT 网关的流量监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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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ListNatGatewayE
csMetric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List Nat Gat ew ayEcsMet ric 。

> 文档版本：20201126

43

API参考· NAT网关

名称

NAT网关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要查看流量监控数据的NAT 网关ID。

NatGatewayId

String

是

ngw2vc53wynunp35l
w1y****

RegionId

String

是

cn-chengdu

说明
查询。

只支持单个NAT 网关实例

NAT 网关实例所属的地域，您可以通过调
用DescribeRegions接口获取地域ID。

要查看流量监控数据的时间戳，分钟级。
T imePoint

Long

是

1602653760

例如您要查看2020-07-13 17:22:00至
2020-07-13 17:23:00的流量监控数据，
您要传2020-07-13 17:22:00的时间戳。

是否只预检此次请求，取值：

DryRun

Boolean

否

false

t rue ：发送检查请求，不会查看流量监控
数据。检查项包括AccessKey是否有效、
RAM用户的授权情况和是否填写了必需参
数。如果检查不通过，则返回对应错误。
如果检查通过，会返回错误
码 DryRunOperation 。
f alse （默认值）：发送正常请求，通过检
查后返回2XX HT T P状态码并查看流量监控
数据。

OrderKey

String

否

ActiveSessionNu
m

流量监控数据的排序字段，默认按照
ActiveSessionNum排序。

流量监控数据的排序规则，取值：
OrderT ype

String

否

desc

desc （默认值）：降序。
asc ：升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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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IpAddress

String

否

192.168.0.12

要查看流量监控数据的ECS实例的IP地址。

NextT oken

String

否

caeba0bbb2be03
f84eb48b699f0a4
883

查询凭证（T oken），取值为上一次API调
用返回的NextT oken参数值。如果没有下
一个查询，请不传。

MaxResults

String

否

20

分页大小，取值范围：10 ~20 ，默认
为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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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MaxResults

Integer

1

分页大小。

MetricDataList

Array of
MetricData

ActiveSessionN
um

Long

6

分钟并发连接数，单位为个。

NatGatewayId

String

ngw2vc53wynunp35lw1y
****

要查看流量监控数据的NAT 网关ID。

NewSessionRat
e

Long

0

新建连续速率，单位为个/秒。

PrivateIpAddres
s

String

192.168.0.12

要查看流量监控数据的ECS实例的IP地址。

RxBps

Long

125

出方向流量，单位为bps。

RxPps

Long

2

出方向包，单位为个/秒。

T imestamp

Long

1602653760

要查看流量监控数据的时间戳，分钟级。

T xBps

Long

125

入方向流量，单位为bps。

T xPps

Long

2

入方向包，单位为个/秒。

NextT oken

String

caeba0bbb2be03f8
4eb48b699f0a4883

下一个查询开始T oken，NextT oken为空说明没
有下一个。

RequestId

String

0ED8D006-F7064D23-88EDE11ED28DCAC0

请求ID。

流量监控数据列表。

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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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vpc.aliyuncs.com/?Action=ListNatGatewayEcsMetric
&NatGatewayId=ngw-2vc53wynunp35lw1y****
&RegionId=cn-chengdu
&TimePoint=1602653760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ListNatGatewayEcsMetricResponse>
<RequestId>F3C9E92A-0BAA-4444-ABD9-4E41BADBBD3E</RequestId>
<NextToken></NextToken>
<MetricDataList>
<PrivateIpAddress>192.168.0.48</PrivateIpAddress>
<RxBps>1178</RxBps>
<TxBps>45593</TxBps>
<RxPps>2</RxPps>
<TxPps>4</TxPps>
<ActiveSessionNum>6</ActiveSessionNum>
<NewSessionRate>0</NewSessionRate>
<NatGatewayId>ngw-2vc53wynunp35lw1y****</NatGatewayId>
<Timestamp>1602653760</Timestamp>
</MetricDataList>
<MaxResults>1</MaxResults>
</ListNatGatewayEcsMetric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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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F3C9E92A-0BAA-4444-ABD9-4E41BADBBD3E",
"NextToken": "",
"MetricDataList": [
{
"PrivateIpAddress": "192.168.0.48",
"RxBps": 1178,
"TxBps": 45593,
"RxPps": 2,
"TxPps": 4,
"ActiveSessionNum": 6,
"NewSessionRate": 0,
"NatGatewayId": "ngw-2vc53wynunp35lw1y****",
"Timestamp": 1602653760
}
],
"MaxResults": 1
}

错误码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4.10. ConvertBandwidthPackage
调用Convert Bandwidt hPackage将NAT 带宽包转换为共享带宽。

API描述
NAT 带宽包转换为共享带宽前，请先了解：
转换操作，不会产生额外费用。
转换过程中，NAT 网关原有SNAT 条目和DNAT 条目不受影响，也不会对正在运行的业务产生影响，但还是
建议您在业务低峰期进行转换操作。
转换后，NAT 带宽包中的公网IP将转换为EIP。共享带宽的带宽峰值、计费方式与原有NAT 带宽包保持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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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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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onvertBandwidt
hPackage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Co nvert Bandw idt hPackage 。

BandwidthPackag
eId

String

是

bwpbp1xea10o8qxw4
f****

NAT 带宽包的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NAT 网关所在的地域。您可以通过调
用DescribeRegions接口获取地域ID。

否

123e4567-e89b12d3-a456426655440000

保证请求幂等性。从您的客户端生成一个
参数值，确保不同请求间该参数值唯
一。Client T o ken只支持ASCII字符，且不
能超过64个字符。详细信息，请参见如何
保证幂等性。

ClientT oken

String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ConvertInstanc
eId

String

cbwps6lmotmkkf567b****

转换后的共享带宽实例ID。

RequestId

String

0C2EE7A8-74D44081-8236CEBDE3BBCF50

请求ID。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ConvertBandwidthPackage
&BandwidthPackageId=bwp-bp1xea10o8qxw4f****
&RegionId=cn-hangzhou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ConvertBandwidthPackageResponse>
<RequestId>0C2EE7A8-74D4-4081-8236-CEBDE3BBCF50</RequestId>
<ConvertInstanceId>cbwp-s6lmotmkkf567b****</ConvertInstanceId>
</ConvertBandwidthPackage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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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ON 格式
{
"RequestId":"0C2EE7A8-74D4-4081-8236-CEBDE3BBCF50",
"ConvertInstanceId":"cbwp-s6lmotmkkf567b****"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Error

T he request processing has
failed due to some unknown
error.

请求处理由于某些未知错误失败。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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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NAT表

5.1. CreateForwardEntry
使用Creat eForwardEnt ry在DNAT 列表中添加DNAT 条目。

API描述
每条DNAT 条目由五部分组成，包括Ext ernalIp、Ext ernalPort 、prot ocol、Int ernalIp和Int ernalPort 。添加
DNAT 条目后，NAT 网关会将Ext ernalIp:Ext ernalPort 上收到的指定协议的报文转发给
Int ernalIp:Int ernalPort ，并将回复消息原路返回。
调用本接口添加DNAT 条目时，请注意：
Creat eForwardEnt ry接口属于异步接口，即系统会先返回一个DNAT 条目ID，但该DNAT 条目并未添加完
成，系统后台的添加任务仍在进行。您可以调用DescribeNat Gat eways查询DNAT 条目的状态：
当DNAT 条目处于Pending 状态时，表示DNAT 条目正在添加中，在该状态下，您只能执行查询操作，
不能执行其他操作。
当DNAT 条目处于Available 状态时，表示DNAT 条目添加完成。
所有DNAT 条目的Ext ernalIp、Ext ernalPort 和Prot ocol三个字段组成的组合必须互不重复，即不允许将同
一个源IP、同一个端口、同一个协议的消息转发到多个目标ECS实例。
所有DNAT 条目的Prot ocol、Int ernalIp和Int ernalPort 三个字段组成的组合也必须互不重复。
当DNAT 表中有DNAT 条目的状态处于Pending或Modifying状态时，无法添加DNAT 条目。
一个DNAT 表最多可添加100条DNAT 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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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ForwardEn
try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Creat eFo rw ardEnt ry 。

提供公网访问的公网IP地址，该公网IP需满
足以下条件：

ExternalIp

String

是

116.xx.xx.28

对于2017年11月3日之前账户下存在
NAT 带宽包的用户，ExternalIp必须是
该NAT 网关的NAT 带宽包中的公网IP地
址。
对于2017年11月3日之前账户下不存在
NAT 带宽包的用户，ExternalIp必须是
绑定了该NAT 网关的弹性公网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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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ExternalPort

String

是

8080

需要进行端口转发的外部端口，取值范
围：1~65535 。

ForwardT ableId

String

是

ftbbp1mbjubq34hlc
qpa****

DNAT 列表的ID。

需要进行公网通信的ECS实例的私网IP地
址，该私网IP地址需满足以下条件：
必须属于NAT 网关所在的VPC的网段。
InternalIp

String

是

192.168.xx.xx

InternalPort

String

是

80

必须被一个ECS实例使用且该实例没有
绑定EIP时，DNAT 条目才生效。如果该
InternalIp被HAVIP、SLB或RDS等非ECS
资源使用，DNAT 条目无效，公网流量
无法转发到该IP上。

需要进行端口转发的内部端口，取值范
围：1~65535 。

协议类型，取值：
IpProtocol

String

是

T CP

T CP ：转发T CP协议的报文。
UDP ：转发UDP协议的报文。
Any ：转发所有协议的报文。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NAT 网关所在的地域。您可以通过调
用DescribeRegions接口获取地域ID。

DNAT 规则的名称。
ForwardEntryNam
e

String

否

ForwardEntry-1

长度为2~128个字符，必须以字母或中文
开头，但不能以 http:// 或 https:// 开
头。

ClientT 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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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0c593ea1-3bea11e9-b96b88e9fe637760

保证请求幂等性。从您的客户端生成一个
参数值，确保不同请求间该参数值唯
一。Client T o ken只支持ASCII字符，且不
能超过64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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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是否开启端口突破，取值：
t rue ：开启端口突破。
f alse （默认值）：不开启端口突破。

PortBreak

Boolean

否

false

说明
当DNAT 条目和SNAT 条
目使用同一个公网IP地址时，如果您
想配置大于1024的端口号，您需要指
定Po rt Break 为t rue 。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ForwardEntryId

String

fwd119smw5tkasdf****

DNAT 条目的ID。

RequestId

String

A4AEE536-A97A40EB-9EBE53A6948A6928

请求ID。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vpc.aliyuncs.com/?Action=CreateForwardEntry
&ExternalIp=116.xx.xx.28
&ExternalPort=8080
&ForwardTableId=ftb-bp1mbjubq34hlcqpa****
&InternalIp=192.168.xx.xx
&InternalPort=80
&IpProtocol=TCP
&RegionId=cn-hangzhou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CreateForwardEntryResponse>
<ForwardEntryId>fwd-119smw5tkasdf****</ForwardEntryId>
<RequestId>2315DEB7-5E92-423A-91F7-4C1EC9AD97C3</RequestId>
</CreateForwardEntryResponse>

JSON 格式

52

> 文档版本：20201126

NAT网关

API参考· DNAT表

JSON 格式
{
"ForwardEntryId": "fwd-119smw5tkasdf****",
"RequestId": "2315DEB7-5E92-423A-91F7-4C1EC9AD97C3"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InvalidRegionId.NotF
ound

T he specified RegionI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指定的 RegionId 不存在，请您检查
此产品在该地域是否可用。

400

InvalidExternalIp.Mal
formed

T he specified ExternalIp is not a
valid IP address.

该公网IP不合法。

400

InvalidInternalIp.Malf
ormed

T he specified InternalIp is not a
valid IP address.

该目标私网IP不合法。

400

InvalidExternalPort.M
alformed

T he specified ExternalPort is not
a valid port.

该公网端口不合法。

400

InvalidInternalPort.M
alformed

T he specified InternalPort is not
a valid port.

该私网端口不合法。

400

Forbidden.Destnatio
nIpOutOfVpcCIDR

T he specified Internal Ip is Out
of VPC CIDR.

该私网IP不在VPC的网段范围内，请
您填写在VPC的网段范围内的私网
IP。

400

InvalidProtocal.Valu
eNotSupported

T he specified IpProtocol does
not support.

该协议类型不支持。

400

IncorretForwardEntr
yStatus

Some Forward entry status
blocked this operation..

无法执行该操作。DNAT 表中有
DNAT 条目的状态处于Pending或
Modifying状态。

404

InvalidForwardT ableI
d.NotFound

Specified forward table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 DNAT 表不存在，请您检查
输入参数是否正确。

404

InvalidExternalIp.Not
Found

Specified External Ip address
does not found on the VRouter

该公网IP不存在。

400

Forbidden.ExternalIp
.UsedInSnatT able

T he specified ExternalIp is
already used in SnatT able

该公网IP已经被SNAT 使用，请更换
其他公网IP或将当前公网IP的SNAT
规则删除。

400

Forbindden

T he specified Instance already
bind eip

该实例已经绑定了 EIP，请将 ECS
实例与 EIP 解绑后再添加该端口转
发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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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Forbidden.InternalIp
OutOfVpcCIDR

T he specified Internal Ip is Out
of VPC CIDR.

该私网IP不在VPC的网段范围内。

400

Invalid.natgwNotExis
t

T he specified natgateway not
exist.

该NAT 网关不存在。

400

InvalidIp.NotInNatg
w

T he specified Ip not belong to
natgateway.

该 IP 地址不属于该 NAT 网关。

400

MissingParameter

Missing mandatory parameter

缺少必要参数，请您检查必填参数
是否都已填后再进行操作。

500

InternalError

T he request processing has
failed due to some unknown
error.

请求处理由于某些未知错误失败。

400

InvalidParameter.Na
me.Malformed

T he specified Name is not valid.

该名称不合法，请您按照正确的格
式书写名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5.2. ModifyForwardEntry
调用ModifyForwardEnt ry接口修改指定的DNAT 条目。

API描述
ModifyForwardEnt ry接口属于异步接口，即系统会先返回一个请求ID，但DNAT 条目并未修改完成，系统后
台的修改任务仍在进行。您可以调用DescribeNat Gat eways查询DNAT 条目的状态：
当DNAT 条目处于Pending 状态时，表示DNAT 条目正在修改中，在该状态下，您只能执行查询操作，不
能执行其他操作。
当DNAT 条目处于Available 状态时，表示DNAT 条目修改完成。
说明

如果DNAT 表中有DNAT 条目的状态为Pending时，无法修改该DNAT 表中的DNAT 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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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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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ModifyForwardEn
try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Mo dif yFo rw ardEnt 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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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ForwardEntryId

String

是

fwd8vbn3bc8roygjp0
gy****

要修改的DNAT 条目的ID。

ForwardT ableId

String

是

ftb8vbx8xu2lqj9qb3
34****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NAT 网关所在的地域。您可以通过调
用DescribeRegions接口获取地域ID。

ExternalIp

String

否

116.xx.xx.28

DNAT 条目中提供公网访问的公网IP地址。

ExternalPort

String

否

80

DNAT 条目中进行端口转发的外部端口，取
值范围：1-65535。

InternalIp

String

否

10.xx.xx.78

通过DNAT 条目进行公网通信的ECS实例的
私网IP地址。

InternalPort

String

否

80

DNAT 条目中进行端口转发的内部端口，取
值范围：1-65535。

DNAT 条目所属的DNAT 列表的ID。

协议类型，取值：
IpProtocol

String

否

T CP ：转发T CP协议的报文。

T CP

UDP ：转发UDP协议的报文。
Any ：转发所有协议的报文。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24CC85DC-77004F09-962499E988C7DD03

请求ID。

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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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vpc.aliyuncs.com/?Action=ModifyForwardEntry
&ForwardEntryId=fwd-8vbn3bc8roygjp0gy****
&ForwardTableId=ftb-8vbx8xu2lqj9qb334****
&RegionId= cn-hangzhou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ModifyForwardEntryResponse>
<RequestId>2315DEB7-5E92-423A-91F7-4C1EC9AD97C3</RequestId>
</ModifyForwardEntry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2315DEB7-5E92-423A-91F7-4C1EC9AD97C3"
}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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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InvalidRegionId.NotF
ound

T he specified RegionI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指定的 RegionId 不存在，请您检查
此产品在该地域是否可用。

400

InvalidExternalIp.Mal
formed

T he specified ExternalIp is not a
valid IP address.

该公网IP不合法。

400

InvalidInternalIp.Malf
ormed

T he specified InternalIp is not a
valid IP address.

该目标私网IP不合法。

400

InvalidExternalPort.M
alformed

T he specified ExternalPort is not
a valid port.

该公网端口不合法。

400

InvalidInternalPort.M
alformed

T he specified InternalPort is not
a valid port.

该私网端口不合法。

400

Forbidden.Destnatio
nIpOutOfVpcCIDR

T he specified Destination Ip is
Out of VPC CIDR.

该私网IP不在VPC的网段范围内，请
您填写在VPC的网段范围内的私网
IP。

400

InvalidProtocal.Valu
eNotSupported

T he specified IpProtocol does
not support.

该协议类型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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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IncorretForwardEntr
yStatus

Some Forward entry status
blocked this operation..

无法执行该操作。DNAT 表中有
DNAT 条目的状态处于Pending或
Modifying状态。

400

QuotaExceeded

Forward entry quota exceeded
in this route table.

同一个路由表中自定义路由条目不
能超过 48 条，可以提交工单申请
调整数量。

404

InvalidForwardEntryI
d.NotFound

Specified forward entry ID does
not exist

该DNAT 条目不存在。

404

InvalidExternalIp.Not
Found

Specified External Ip address
does not found on the VRouter

该公网IP不存在。

404

InvalidForwardT ableI
d.NotFound

Specified forward table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 DNAT 表不存在，请您检查
输入参数是否正确。

400

Forbidden.ExternalIp
.UsedInSnatT able

T he specified ExternalIp is
already used in SnatT able

该公网IP已经被SNAT 使用，请更换
其他公网IP或将当前公网IP的SNAT
规则删除。

400

Forbidden.Already.B
ounded

T he specified instance already
bounded

实例已经被绑定，请不要重复绑
定。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5.3. DescribeForwardTableEntries
调用DescribeForwardT ableEnt ries接口查询已创建的DNAT 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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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Forward
T ableEntries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DescribeFo rw ardT ableEnt ries 。

ForwardT ableId

String

是

ftbbp1mbjubq34hlc
qpa****

DNAT 列表的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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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ForwardEntryId

String

否

fwd8vbn3bc8roygjp0
gy****

DNAT 条目ID。

ExternalIp

String

否

116.xx.xx.28

DNAT 条目中提供公网访问的公网IP地址。

ExternalPort

String

否

8080

进行端口转发的外部端口，取值范围：
1~65535。

InternalIp

String

否

192.xx.xx.123

通过DNAT 条目进行公网通信的ECS实例的
私网IP地址。

InternalPort

String

否

80

进行端口转发的内部端口，取值范围：
1~65535。

协议类型，取值：
IpProtocol

String

否

T CP ：转发T CP协议的报文。

T CP

UDP ：转发UDP协议的报文。
Any ：转发所有协议的报文。

DNAT 条目的名称。
ForwardEntryNam
e

String

否

长度为2~128个字符，必须以字母或中文

ForwardEntry-1

开头，但不能以 http:// 或 https:// 开
头。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列表的页码，默认值为1。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分页查询时每页的行数，最大值为50，默
认值为10。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ForwardT ableE
ntries

Array of
ForwardT ableE
ntry

示例值

描述

DNAT 列表的详细信息。

ForwardT ableE
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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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ExternalIp

String

139.xxx.xx.79

DNAT 条目中提供公网访问的公网IP地址。

ExternalPort

String

80

进行端口转发的外部端口。

ForwardEntryId

String

fwd-119smw5tk****

DNAT 条目的ID。

ForwardEntryN
ame

String

ForwardEntry-1

DNAT 条目的名称。

ForwardT ableId

String

ftb-11tc6xgmv****

DNAT 条目所属DNAT 表的ID。

InternalIp

String

192.168.1.xx

通过DNAT 条目进行公网通信的ECS实例的私网IP
地址。

InternalPort

String

25

进行端口转发的内部端口。

协议类型：
IpProtocol

String

T CP

T CP ：转发T CP协议的报文。
UDP ：转发UDP协议的报文。
Any ：转发所有协议的报文。

DNAT 条目的状态：
Status

String

Available

Pending ：配置中，可能是创建中和修改中。
Available ：可用。
Delet ing ：删除中。

T otalCount

Integer

5

列表条目数。

PageNumber

Integer

1

当前页码。

PageSize

Integer

10

每页包含的条目数。

RequestId

String

A6C4A8B1-75614509-949C20DEB40D71E6

请求ID。

示例
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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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vpc.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ForwardTableEntries
&ForwardTableId=ftb-bp1mbjubq34hlcqpa****
&RegionId=cn-hangzhou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scribeForwardTableEntriesResponse>
<PageNumber>1</PageNumber>
<TotalCount>1</TotalCount>
<PageSize>10</PageSize>
<RequestId>D15864E1-6068-4CF9-AC3D-653D2143E269</RequestId>
<ForwardTableEntries>
<ForwardTableEntry>
<Status>Available</Status>
<IpProtocol>TCP</IpProtocol>
<ForwardEntryId>fwd-bp1yjpsk36ojv9rrz****</ForwardEntryId>
<ExternalIp>47.96.xx.184</ExternalIp>
<ForwardTableId>ftb-bp1pnianh59fsh09b****</ForwardTableId>
<ExternalPort>80</ExternalPort>
<InternalPort>25</InternalPort>
<InternalIp>192.168.xx.39</InternalIp>
<ForwardEntryName>vmeixme</ForwardEntryName>
</ForwardTableEntry>
</ForwardTableEntries>
</DescribeForwardTableEntries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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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Number": 1,
"TotalCount": 1,
"PageSize": 10,
"RequestId": "D15864E1-6068-4CF9-AC3D-653D2143E269",
"ForwardTableEntries": {
"ForwardTableEntry": [
{
"Status": "Available",
"IpProtocol": "TCP",
"ForwardEntryId": "fwd-bp1yjpsk36ojv9rrz****",
"ExternalIp": "47.96.xx.184",
"ForwardTableId": "ftb-bp1pnianh59fsh09b****",
"ExternalPort": "80",
"InternalPort": "25",
"InternalIp": "192.168.xx.39",
"ForwardEntryName": "vmeixme"
}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InvalidRegionId.NotF
ound

T he specified RegionI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指定的 RegionId 不存在，请您检查
此产品在该地域是否可用。

400

IncorretForwardEntr
yStatus

Some Forward entry status
blocked this operation..

无法执行该操作。DNAT 表中有
DNAT 条目的状态处于Pending或
Modifying状态。

404

InvalidForwardT ableI
d.NotFound

Specified forwardT ableId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 DNAT 表不存在，请您检查
输入参数是否正确。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5.4. DeleteForwardEntry
调用Delet eForwardEnt ry接口删除指定的DNAT 条目。

API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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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 eForwardEnt ry接口属于异步接口，即系统会先返回一个请求ID，但DNAT 条目并未删除完成，系统后
台的删除任务仍在进行。您可以调用DescribeNat Gat eways查询DNAT 条目的状态：
当DNAT 条目处于Delet ing 状态时，表示DNAT 条目正在删除中，在该状态下，您只能执行查询操作，不
能执行其他操作。
当返回的DNAT 条目列表为空时，表示DNAT 条目删除完成。
说明

如果DNAT 表中有DNAT 条目的状态为Pending 时，无法删除该DNAT 表中的DNAT 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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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ForwardEn
try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Delet eFo rw ardEnt ry 。

ForwardEntryId

String

是

fwd8vbn3bc8roygjp0
gy****

要删除的DNAT 条目ID。

ForwardT ableId

String

是

ftb8vbx8xu2lqj9qb3
34****

DNAT 条目所属的DNAT 列表ID。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NAT 网关所在的地域。您可以通过调
用DescribeRegions接口获取地域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0ED8D006-F7064D23-88EDE11ED28DCAC0

请求ID。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vpc.aliyuncs.com/?Action=DeleteForwardEntry
&ForwardEntryId=fwd-8vbn3bc8roygjp0gy****
&ForwardTableId=ftb-8vbx8xu2lqj9qb334****
&RegionId=cn-hangzhou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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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leteForwardEntryResponse>
<RequestId>0ED8D006-F706-4D23-88ED-E11ED28DCAC0</RequestId>
</DeleteForwardEntry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ED8D006-F706-4D23-88ED-E11ED28DCAC0"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InvalidRegionId.NotF
ound

T he specified RegionI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指定的 RegionId 不存在，请您检查
此产品在该地域是否可用。

400

IncorretForwardEntr
yStatus

Some Forward entry status
blocked this operation..

无法执行该操作。DNAT 表中有
DNAT 条目的状态处于Pending或
Modifying状态。

404

InvalidForwardEntryI
d.NotFound

Specified forward entry ID does
not exist

该DNAT 条目不存在。

404

InvalidForwardT ableI
d.NotFound

Specified forward table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 DNAT 表不存在，请您检查
输入参数是否正确。

400

IncorretForwardEntr
yStatus

T he Specified forwardEntry is
not exist

该DNAT 条目不存在。

400

MissingParameter

Missing mandatory parameter

缺少必要参数，请您检查必填参数
是否都已填后再进行操作。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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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NAT表

6.1. CreateSnatEntry
调用Creat eSnat Ent ry接口在SNAT 列表中添加SNAT 条目。

API描述
调用本接口添加SNAT 条目时，请注意：
Creat eSnat Ent ry接口属于异步接口，即系统会先返回一个SNAT 条目ID，但该SNAT 条目并未添加完成，
系统后台的添加任务仍在进行。您可以调用DescribeNat Gat eways查询SNAT 条目的状态：
当SNAT 条目处于Pending 状态时，表示SNAT 条目正在添加中，在该状态下，您只能执行查询操作，
不能执行其他操作。
当SNAT 条目处于Available 状态时，表示SNAT 条目添加完成。
SNAT 条目中指定的交换机和ECS实例必须在NAT 网关所属的VPC内。
每个交换机和ECS实例只能属于一个SNAT 条目。
如果交换机中存在HAVIP实例，则无法添加SNAT 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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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CreateSnatEntry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Creat eSnat Ent ry 。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NAT 网关所在的地域。 您可以通过调
用DescribeRegions接口获取地域ID。

公网IP地址，多个IP之间用逗号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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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指定多个公网IP配置
SNAT IP地址池时，需确保每个公网IP
都加入到同一个共享带宽中。

SnatIp

String

是

47.xx.xx.98

SnatT ableId

String

是

stbbp190wu8io1vge
v****

SNAT 表ID。

SourceVSwitchId

String

否

vswbp1nhx2s9ui5o***
*

需要公网访问的交换机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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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交换机或ECS实例的网段。
交换机粒度：指定交换机的网段（如
192.168.1.0/24），当交换机下的ECS
实例发起互联网访问请求时，NAT 网关
会为其提供SNAT 服务（代理上网服
务）。如果Snat Ip 仅指定了一个公网
IP，ECS实例使用指定的公网IP访问互联
网；如果Snat Ip 指定了多个公网
IP，ECS实例随机使用Snat Ip 中的公网
IP访问互联网。

SourceCIDR

String

否

ECS粒度：指定ECS实例的地址（如
192.168.1.1/32），当ECS实例发起互
联网访问请求时，NAT 网关会为其提供
SNAT 服务（代理上网服务）。如
果Snat Ip 仅指定了一个公网IP，ECS实
例使用指定的公网IP访问互联网；如
果Snat Ip 指定了多个公网IP，ECS实例
随机使用Snat Ip 中的公网IP访问互联
网。

10.1.1.0/24

此参数和So urceV Sw t ichId 参数互斥，
不能同时出现。如果指定
了So urceV Sw it chId ，则不能指
定So urceCIDR 参数。如果指定
了So urceCIDR 参数，则不能指
定So urceV Sw it chId 参数。

SNAT 条目的名称。
SnatEntryName

String

否

长度为2~128个字符，必须以字母或中文

SnatEntry-1

开头，但不能以 http:// 或 https:// 开
头。

ClientT oken

String

02fb3da4-130e11e9-8e44001sdfg

否

保证请求幂等性。从您的客户端生成一个
参数值，确保不同请求间该参数值唯
一。Client T o ken只支持ASCII字符，且不
能超过64个字符。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SnatEntryId

String

snat-kmd6nv8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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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2315DEB7-5E92423A-91F74C1EC9AD97C3

请求ID。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vpc.aliyuncs.com/?Action=CreateSnatEntry
&RegionId=cn-hangzhou
&SnatIp=47.xx.xx.98
&SnatTableId=stb-bp190wu8io1vgevx****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CreateSnatEntryResponse>
<RequestId>2315DEB7-5E92-423A-91F7-4C1EC9AD97C3</RequestId>
<SnatEntryId>snat-119smw5tkx****</SnatEntryId>
</CreateSnatEntryResponse>

JSON 格式
{
"SnatEntryId": "snat-kmd6nv8fyx****",
"RequestId": "2315DEB7-5E92-423A-91F7-4C1EC9AD97C3"
}

错误码

66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InvalidRegionId.NotF
ound

T he specified RegionI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指定的 RegionId 不存在，请您检查
此产品在该地域是否可用。

404

InvalidSnatT ableId.N
otFound

Specified SNAT table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 SNAT 表不存在，请您检查
输入参数是否正确。

400

Forbidden.SourceVS
witchId.IncludeHaVip

T here is some HaVips under
specified VSwitch

该交换机下有关联的HAVIP。

400

InvalidSnatIp.Malfor
med

T he specified SnatIp is not a
valid IP address.

该公网IP不合法。

> 文档版本：20201126

NAT网关

API参考· SNAT表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0

SNAT _IP_POOL_COU
NT _T OO_MANY

T he Snat pool ip too many.

SNAT IP池的IP达到配额。

400

Forbidden.SnatEntry
CountLimited

SNAT entry in the specified SNAT
table reach it?s limit.

SNAT 条目数量已达到配额。

400

NOT _ALLOW_USE_SO
URCECIDR

T he User not in
nat_scope_unlimited white list.
Cannot use SourceCidr param.

内网IP超出VPC网段范围。

404

InvalidVSwitchId.Not
Found

T he specified virtual switch does
not exists.

该交换机不存在，请您检查输入的
交换机是否正确。

400

INVALID_PARAMET ER

T he parameter invalid.

参数不合法。

400

Forbidden.SourceVS
witchId.Duplicated

T he specified SourceCIDRis
duplicated.

该交换机已配置了 SNAT 规则，请
您不要重复设置。

404

InvalidSnatIp.NotFou
nd

Specified SnatIp does not found
on the NAT Gateway

该公网IP不在NAT 网关中。

400

Forbidden.IpUsedInF
orwardT able

T he specified SnatIp already
used in forward table

该公网IP已经被DNAT 使用，请更换
其他公网IP地址或将当前公网IP的
DNAT 规则删除。

400

Forbindden

T he specified Instance already
bind eip

该实例已经绑定了 EIP，请将 ECS
实例与 EIP 解绑后再添加该端口转
发规则。

400

OperationUnsupport
ed.CidrConflict

T he specified CIDR block
conflicts with an existing SNAT
entry.

您指定的CIDR的网段与已有的SNAT
条目冲突。

400

InvalidParameter.Na
me.Malformed

T he specified Name is not valid.

该名称不合法，请您按照正确的格
式书写名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2. ModifySnatEntry
调用ModifySnat Ent ry接口修改指定的SNAT 条目。

API描述
ModifySnat Ent ry接口属于异步接口，即系统会先返回一个请求ID，但SNAT 条目并未修改完成，系统后台的
修改任务仍在进行。您可以调用DescribeNat Gat eways查询SNAT 条目的状态：
当SNAT 条目处于Pending 状态时，表示SNAT 条目正在修改中，在该状态下，您只能执行查询操作，不能
执行其他操作。
当SNAT 条目处于Available 状态时，表示SNAT 条目修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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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SNAT 表中有SNAT 条目的状态为Pending 时，无法修改该SNAT 表中的SNAT 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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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ModifySnatEntry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Mo dif ySnat Ent ry 。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NAT 网关所在的地域。您可以通过调
用DescribeRegions接口获取地域ID。

SnatEntryId

String

是

snatbp1vcgcf8tm0pl
qcg****

要修改的SNAT 条目的ID。

SnatT ableId

String

是

stb8vbczigrhop8x5u
3t****

SNAT 条目所在的SNAT 表的ID。

SNAT 条目中的公网IP地址。多个IP之间用
逗号（,）隔开。
SnatIp

String

否

47.xx.xx.98

说明
指定多个公网IP配置
SNAT IP地址池时，需确保每个公网IP
都加入到同一个共享带宽中。

SNAT 条目的名称。
SnatEntryName

String

否

SnatEntry-1

长度为2~128个字符，必须以字母或中文
开头，但不能以 http:// 或 https:// 开
头。

ClientT oken

String

否

02fb3da4-130e11e9-8e44001****

保证请求幂等性。从您的客户端生成一个
参数值，确保不同请求间该参数值唯一。
ClientT oken只支持ASCII字符，且不能超过
64个字符。

返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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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2315DEB7-5E92423A-91F74C1EC9AD97C3

请求ID。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Endpoint]/?Action=ModifySnatEntry
&RegionId=cn-hangzhou
&SnatEntryId=snat-bp1vcgcf8tm0plqcg****
&SnatTableId=stb-8vbczigrhop8x5u3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ModifySnatEntryResponse>
<RequestId>2315DEB7-5E92-423A-91F7-4C1EC9AD97C3</RequestId>
</ModifySnatEntry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2315DEB7-5E92-423A-91F7-4C1EC9AD97C3"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InvalidRegionId.NotF
ound

T he specified RegionI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指定的 RegionId 不存在，请您检查
此产品在该地域是否可用。

404

InvalidSnatT ableId.N
otFound

Specified SNAT table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 SNAT 表不存在，请您检查
输入参数是否正确。

400

InvalidSnatIp.Malfor
med

T he specified SnatIp is not a
valid IP address.

该公网IP不合法。

404

InvalidSnatEntryId.N
otFound

Specified SNAT entry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 SNAT 条目不存在，请您检
查填写的 SNAT 条目是否正确。

400

Forbidden.SourceVS
witchId.Duplicated

T he specified SourceCIDRis
duplicated.

该交换机已配置了 SNAT 规则，请
您不要重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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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InvalidSnatIp.NotFou
nd

Specified SnatIp does not found
on the NAT Gateway

该公网IP不在NAT 网关中。

400

Forbidden.IpUsedInF
orwardT able

T he specified SnatIp already
used in forward table

该公网IP已经被DNAT 使用，请更换
其他公网IP地址或将当前公网IP的
DNAT 规则删除。

400

InvalidParameter.Na
me.Malformed

T he specified Name is not valid.

该名称不合法，请您按照正确的格
式书写名称。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3. DescribeSnatTableEntries
调用DescribeSnat T ableEnt ries接口查询已创建的SNAT 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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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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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scribeSnatT abl
eEntries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DescribeSnat T ableEnt ries 。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NAT 网关所在的地域。您可以通过调
用DescribeRegions接口获取地域ID。

SnatT ableId

String

是

stb8vbczigrhop8x5u
3t****

SNAT 表ID。

SnatEntryId

String

否

snat8vbae8uqh7rjpk7
d2****

SNAT 条目ID。

SourceVSwitchId

String

否

vsw3xbjkhjshjdf****

通过SNAT 功能进行公网访问的交换机ID。

SourceCIDR

String

否

116.xx.xx.28/33

SNAT 条目的源网段。

SnatIp

String

否

116.xx.xx.28

SNAT 条目的公网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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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SNAT 条目的名称。

SnatEntryName

String

否

长度为2~128个字符，必须以字母或中文

SnatEntry-1

开头，但不能以 http:// 或 https:// 开
头。

PageNumber

Integer

否

1

列表的页码，默认值为1。

PageSize

Integer

否

10

分页查询时每页的行数，最大值为50，默
认值为10。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SnatT ableEntrie
s

Array of
SnatT ableEntry

示例值

描述
SNAT 列表的详细信息。

SnatT ableEntry
SnatEntryId

String

snat-kmd6nv8fy****

SNAT 条目的ID。

SnatEntryName

String

SnatEntry-1

SNAT 条目的名称。

SnatIp

String

116.xx.xx.28

SNAT 条目的公网IP。

SnatT ableId

String

stbgz3r3odawdgffde**
**

SNAT 条目所属的SNAT 表ID。

SourceCIDR

String

116.xx.xx.28/33

SNAT 条目的源网段。

SourceVSwitchI
d

String

vsw3xbdsffvfgdfds****

通过SNAT 功能进行公网访问的交换机ID。

SNAT 条目状态：
Status

String

Pending

Pending ：配置中，可能是创建中和修改中。
Available ：可用。
Delet ing ：删除中。

T otalCount

Int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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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PageNumber

Integer

1

当前页码。

PageSize

Integer

5

每页包含的条目数。

RequestId

String

6D7E89B1-1C5B412B-85854908E222EED5

请求ID。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vpc.aliyuncs.com/?Action=DescribeSnatTableEntries
&RegionId=cn-hangzhou
&SnatTableId=stb-8vbczigrhop8x5u3t****
&<公共请求参数>

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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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SnatTableEntriesResponse>
<PageNumber>1</PageNumber>
<PageSize>10</PageSize>
<RequestId>6D7E89B1-1C5B-412B-8585-4908E222EED5</RequestId>
<SnatTableEntries>
<SnatTableEntry>
<SnatEntryId>snat-kmd6nv8fy****</SnatEntryId>
<SnatIp>139.xx.xx.40</SnatIp>
<SnatTableId>stb-gz3r3odaw****</SnatTableId>
<SourceCIDR>192.168.1.0/24</SourceCIDR>
<SourceVSwitchId>vsw-yrv0hffhghd****</SourceVSwitchId>
<Status>Available</Status>
</SnatTableEntry>
<SnatTableEntry>
<SnatEntryId>snat-bs5bezbme****</SnatEntryId>
<SnatIp>139.xx.xx.40</SnatIp>
<SnatTableId>stb-gz3r3odaw****</SnatTableId>
<SourceCIDR>192.168.3.0/24</SourceCIDR>
<SourceVSwitchId>vsw-3xbvdgdfeg****</SourceVSwitchId>
<Status>Available</Status>
</SnatTableEntry>
</SnatTableEntries>
</DescribeSnatTableEntriesResponse>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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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Number": 1,
"PageSize": 10,
"RequestId": "6D7E89B1-1C5B-412B-8585-4908E222EED5",
"SnatTableEntries": {
"SnatTableEntry": [
{
"SnatEntryId": "snat-kmd6nv8fy****",
"SnatIp": "139.xx.xx.40",
"SnatTableId": "stb-gz3r3odaw****",
"SourceCIDR": "192.168.1.0/24",
"SourceVSwitchId": "vsw-yrv0hffhghd****",
"Status": "Available"
},
{
"SnatEntryId": "snat-bs5bezbme****",
"SnatIp": "139.xx.xx.40",
"SnatTableId": "stb-gz3r3odaw****",
"SourceCIDR": "192.168.3.0/24",
"SourceVSwitchId": "vsw-3xbvdgdfeg****",
"Status": "Available"
}
]
}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InvalidRegionId.NotF
ound

T he specified RegionI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指定的 RegionId 不存在，请您检查
此产品在该地域是否可用。

404

InvalidSnatT ableId.N
otFound

Specified SNAT table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 SNAT 表不存在，请您检查
输入参数是否正确。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6.4. DeleteSnatEntry
调用Delet eSnat Ent ry接口删除指定的SNAT 条目。

API描述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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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 eSnat Ent ry接口属于异步接口，即系统会先返回一个请求ID，但SNAT 条目并未删除完成，系统后台的
删除任务仍在进行。您可以调用DescribeNat Gat eways查询SNAT 条目的状态：
当SNAT 条目处于Delet ing 状态时，表示SNAT 条目正在删除中，在该状态下，您只能执行查询操作，不
能执行其他操作。
当返回的SNAT 条目列表为空时，表示SNAT 条目删除完成。
说明

如果SNAT 表中有SNAT 条目的状态为Pending 时，无法删除该SNAT 表中的SNAT 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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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示例值

描述

Action

String

是

DeleteSnatEntry

要执行的操作，取
值：Delet eSnat Ent ry 。

RegionId

String

是

cn-hangzhou

NAT 网关所在的地域。您可以通过调
用DescribeRegions接口获取地域ID。

SnatEntryId

String

是

snatbp1vcgcf8tm0pl
qcg****

要删除的SNAT 条目的ID。

SnatT ableId

String

是

stbbp190wu8io1vge
v80****

SNAT 条目所属的SNAT 表的ID。

返回数据
名称

类型

示例值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47B80B6A-759A479C-A56576D04BDA29F3

请求ID。

示例
请求示例
https://vpc.aliyuncs.com/?Action=DeleteSnatEntry
&RegionId=cn-hangzhou
&SnatEntryId=snat-bp1vcgcf8tm0plqcg****
&SnatTableId=stb-bp190wu8io1vgev80****
&<公共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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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返回示例
XML 格式
<DeleteSnatEntryResponse>
<RequestId>0ED8D006-F706-4D23-88ED-E11ED28DCAC0</RequestId>
</DeleteSnatEntryResponse>

JSON 格式
{
"RequestId": "0ED8D006-F706-4D23-88ED-E11ED28DCAC0"
}

错误码
HttpCode

错误码

错误信息

描述

404

InvalidRegionId.NotF
ound

T he specified RegionId does not
exist in our records.

指定的 RegionId 不存在，请您检查
此产品在该地域是否可用。

400

IncorretSnatEntrySta
tus

Some Snat entry status blocked
this operation..

无法执行该操作。SNAT 表中有
SNAT 条目的状态处于Pending或
Modifying状态。

404

InvalidSnatEntryId.N
otFound

Specified Snat entry ID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 SNAT 条目不存在，请您检
查填写的 SNAT 条目是否正确。

404

InvalidSnatT ableId.N
otFound

Specified SNAT table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 SNAT 表不存在，请您检查
输入参数是否正确。

404

InvalidSnatEntryId.N
otFound

Specified SNAT entry does not
exist.

指定的 SNAT 条目不存在，请您检
查填写的 SNAT 条目是否正确。

访问错误中心查看更多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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