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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文档

简介
欢迎使用批量计算（BatchCompute，简称 Batch）。

批量计算（Batch）是应对海量批处理作业的分布式计算平台，目的是给有大数据计算业务的企业、科研单位

等提供高性价比且易用的计算服务。Batch 会智能的对任意规模批处理作业进行资源分配和作业执行管理，你

可以将精力集中在如何分析和处理数据上。Batch

非常适合基因测序、医疗分析、科学研究、视频渲染、金融大数据、精准广告等领域。

作为一项完全安全的托管服务，Batch

使开发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能够运行任意规模的批处理计算作业。利用

Batch，你仅需要提供计算执行的环境、命令以及对应输入输出数据存放地址，Batch

会根据工作负载去获取腾讯云的弹性资源，并自动调度作业执行流程以完成成千上万的批处理作业。Batch 可

以降低运营的复杂性、节省时间和减少成本，从而使开发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能够在腾讯云中轻松运行其批

处理作业，也使企业、科研机构等不再需要预支巨额的费用去建设批处理数据中心。

1. 术语表

本文档涉及的一些常用术语如下：

术语 全称 中文 说明

Job Job 作业 作业（Job）是用户提交批

量计算工作的单位，它由单

个或多个有前后依赖关系的

任务组成。可以通过非常易

用的 DAG 语法，来给多个

批处理任务设置依赖关系。

Task Task 任务 任务（Task）是在一台云服

务器上执行的应用程序的信

息。Batch 调度系统根据用

户提交的配置，自动创建

CVM，执行程序。

TaskInstance TaskInstance 任务实例 任务实例（TaskIn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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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全称 中文 说明

是 Batch 调度和执行的最

小单元，每个任务可以指定

一个或多个任务实例（Task

Instance）进行执行，可以

在任务配置里设置需要并发

执行的实例数目

Env ComputeEnv 计算环境 计算环境是指 CVM

实例或者由 CVM 实例组成

的集群。用户可以直接提交

作业，作业在执行过程中自

动创建和销毁 CVM 实例，

也可以先创建计算环境，然

后向指定计算环境中提交作

业。

输入参数与返回参数释义

limit 和 offset

用来控制分页的参数；当相应结果是列表形式时，如果数量超过了 limit

所限定的值，那么只返回limit个值。用户可以通过 limit 和 offset 两个参数来控制分页：limit

为单次返回的最多条目数量，offset 为偏移量。

举例来说，参数 offset=0&limit=20 返回第0到20项，offset=20&limit=20

返回第20到40项，offset=40&limit=20 返回第40到60项；以此类推。

2. API快速入门

Batch API 的使用方式这里针对几个典型的使用场景来说明：

1. 通过使用 提交作业 API，直接提交作业，批量计算系统会在执行作业的过程中自动创建和销毁 CVM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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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使用 创建计算环境 API，创建由若干个 CVM 实例组成计算环境；然后通过使用 提交作业 API

向指定的计算环境中提交作业；作业执行完成且不再需要计算环境后，通过使用 删除计算环境

API，销毁 CVM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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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概览

1. 作业相关接口

接口功能 Action ID 功能描述

提交作业 SubmitJob 用于提交一个待执行的作业

查看作业列表 DescribeJobs 用于查看一个或者多个作业的概览信

息

查看作业信息 DescribeJob 用于查看一个作业的详细信息，包括

内部任务（Task）和依赖（Depend

ence）信息

查看任务信息 DescribeTask 用于查看一个任务详细信息，包括任

务实例（TaskInstance）信息

查看作业的提交信息 DescribeJobSubmitInfo 用于查看一个作业的提交信息，相当

于查看作业对应的 SubmitJob

的参数

终止任务实例 TerminateTaskInstance 用于终止一个任务实例

终止作业 TerminateJob 用于终止一个作业，相当于对作业所

包括的所有任务实例执行

TerminateTaskInstance 操作

删除作业 DeleteJob 用于删除一个处于完结状态（成功或

者失败）的作业记录

2. 计算环境相关接口

接口功能 Action ID 功能描述

创建计算环境 CreateComputeEnv 用于创建一个计算环境，包含一个或

者多个 CVM 实例

修改计算环境 ModifyComputeEnv 用于修改计算环境的期望节点数量

删除计算环境 DeleteComputeEnv 用于删除一个计算环境

查看计算环境列表 DescribeComputeEnvs 用于查看一个或者多个计算环境的概

览信息

查看计算环境信息 DescribeComputeEnv 查看计算环境详情

查看计算环境活动信息 DescribeComputeEnvActivities 用于查询计算环境的活动信息

查看计算环境的创建信息 DescribeComputeEnvCreateInfo 用于查看一个计算环境的创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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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功能 Action ID 功能描述

相当于查看计算环境对应的

CreateComputeEnv 的参数

3. 查看配置类接口

接口功能 Action ID 功能描述

查看CVM可用机型配置信息 DescribeAvailableCvmInstanceTy

pes

查看批量计算可用的CVM机型配置

信息

4. 任务模板相关接口

接口功能 Action ID 功能描述

创建任务模板 CreateTaskTemplate 用于创建一个任务模板

修改任务模板 ModifyTaskTemplate 用于修改一个任务模板

查看任务模板 DescribeTaskTemplates 用于查看一个或者多个任务模板

删除任务模板 DeleteTaskTemplates 用于删除一个或者多个任务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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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历史
发布时间 更新概要 详细说明 API版本

2017-11-27 批量计算API接口第一版本

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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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方式

请求结构

公共请求参数

一个完整的腾讯云 API 请求需要两类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和接口请求参数。本文将介绍腾讯云 API

请求需要用到的 6 个公共请求参数，有关接口请求参数的详细说明请参见 接口请求参数 章节。

公共请求参数是每个接口都需要使用到的请求参数，开发者每次使用腾讯云 API 发送请求时都需要携带这些公

共请求参数，否者会导致请求失败。公共请求参数的首字母均为大写，以此区分于接口请求参数。

公共请求参数具体列表如下：

注意：

文章中的接口实例以腾讯云 CVM 为例，各腾讯云产品的具体使用方式请对应实际产品。

参数名称 描述 类型 必选

Action 具体操作的指令接口名称，

例如腾讯云 CVM 用户调用

查询实例列表 接口，则

Action 参数即为

DescribeInstances。

String 是

Region 地域参数，用来标识希望操

作哪个地域的实例。详细信

息可参见 地域和可用区

列表，或使用 

查询地域列表 API

接口查看。

注意：1. 正常情况下此参数

是必须的，如无需传入，则

会在相应接口中进行说明。

           2. 部分区域正在内

测中，目前仅面向部分用户

开放。

String 否

Timestamp 当前 UNIX UInt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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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描述 类型 必选

时间戳，可记录发起 API

请求的时间。

Nonce 随机正整数，与

Timestamp 联合起来，

用于防止重放攻击。

UInt 是

SecretId 在 云API密钥

上申请的标识身份的

SecretId，一个 SecretId

对应唯一的 SecretKey , 而

SecretKey

会用来生成请求签名

Signature。具体可参考 

签名方法 章节。

String 是

Signature 请求签名，用来验证此次请

求的合法性，需要用户根据

实际的输入参数计算得出。

计算方法可参考 签名方法

章节。

String 是

SignatureMethod 签名方式，目前支持

HmacSHA256 和 HmacS

HA1。只有指定此参数为

HmacSHA256 时，才使用

HmacSHA256 算法验证签

名，其他情况均使用

HmacSHA1 验证签名。详

细签名计算方法可参考 

签名方法 章节。

String 否

Token 临时证书所用的 Token，

需要结合临时密钥一起使用

。长期密钥不需要

Token。

String 否

使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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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各云产品 API 请求链接中，公共请求参数的形式如下，以腾讯云 CVM

为例，假设用户想要查询广州地域的云服务器实例列表，则其请求链接的形式为：

https://cvm.api.qcloud.com/v2/index.php?

Action=DescribeInstances

&SecretId=xxxxxxx

&Region=ap-guangzhou

&Timestamp=1465055529

&Nonce=59485

&Signature=mysignature

&SignatureMethod=HmacSHA2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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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请求形式

拼接规则

腾讯云 API 接口请求 URL 的拼接规则为：

https:// + 请求域名 +请求路径 + ? +最终请求参数串

组成部分说明：

请求域名：

请求域名由接口所属的产品或所属产品的模块决定，不同产品或不同产品的模块的请求域名会有不同，

如腾讯云 CVM 的查询实例列表（DescribeInstances）的请求域名为：

cvm.api.qcloud.com

。具体产品请求域名详见各接口说明。

请求路径： 腾讯云 API 对应产品的请求路径，一般是一个产品对应一个固定路径（如腾讯云 CVM

请求路径固定为

/v2/index.php

）。

最终请求参数串： 接口的请求参数串包括公共请求参数和接口请求参数。

使用示例

腾讯云 API 接口最终的请求 URL 结构形式如下：

以腾讯云 CVM 查询实例列表 接口（DescribeInstances）为例，其中前 6 个参数为公共请求参数，后 6

个参数为接口请求参数。

https://cvm.api.qcloud.com/v2/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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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DescribeInstances

&SecretId=xxxxxxx

&Region=gz

&Timestamp=1465055529

&Nonce=59485

&Signature=mysignature //公共请求参数

&instanceIds.0=ins-0hm4gvho

&instanceIds.1=ins-8oby8q00

&offset=0

&limit=20

&status=2

&zoneId=100003 //接口请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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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请求参数

一个完整的腾讯云 API 请求需要两类请求参数：公共请求参数和接口请求参数。本文将介绍腾讯云 API

请求需要用到的接口请求参数，有关公共请求参数的详细说明请参见 公共请求参数 章节。

接口请求参数与具体的接口有关，不同的接口支持的接口请求参数也不一样。接口请求参数的首字母均为小写

，以此区分于公共请求参数。

注意：

文章中的参数以腾讯云 CVM 为例，各腾讯云产品的实际参数请对应实际产品 API 参数说明。

以下参数列表以腾讯云 CVM 查询实例列表 接口（DescribeInstances）为例，该 API

支持的接口请求参数如下：

参数名称 描述 类型 必选

instanceIds.n 要查询的 CVM 实例 ID

数组，数组下标从 0

开始。可以使用

instanceId 和 unInstanceI

d，建议使用统一资源

ID:unInstanceId。

String 否

lanIps.n 要查询的云服务器的内网

IP 数组。

String 否

searchWord 用户设定的主机别名。 String 否

offset 偏移量，默认为 0。 Int 否

limit 一次最多可查询的服务器数

量，默认为 20，最大为

100。

Int 否

status 待查询的主机状态。 Int 否

projectId 项目

ID，不传则查询全部项目的

CVM 实例。0 表示默认项

目，如需指定其他项目，可

String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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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描述 类型 必选

调用 查询项目列表

（DescribeProject）接口

查询。

simplify 获取非实时数据，当传参添

加 simplify=1

时获取非实时数据。

Int 否

zoneId 可用区 ID，不传则查询所

有可用区的 CVM 实例。如

需指定可用区，可调用 

查询可用区

（DescribeAvailabilityZo

nes）接口查询。

Int 否

其中各字段的说明如下：

参数名称：该接口支持的请求参数名，用户可以在使用此接口时将其作为接口请求参数。如果参数名称以

“.n”

结尾，则表明此参数为一个数组，使用时需要依次传入数组参数。

必选：

标志此参数是否是必须的，若为“是”，则表明调用该接口必须传入此参数；若为“否”，表示可以不传入。

类型：此接口参数的数据类型。

 描述：简要描述了此接口请求参数的内容。

使用示例

腾讯各云产品 API 请求链接中，接口请求参数的形式如下，以腾讯云 CVM

为例，假设用户想要查询伸缩组列表，则其请求链接的形式为：

https://cvm.api.qcloud.com/v2/index.php?

&

&instanceIds.0=ins-0hm4gv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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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Ids.1=ins-8oby8q00

&offset=0

&limit=20

&status=2

&zoneId=1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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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结构简介

对腾讯云的 API 接口的调用是通过向腾讯云 API

的服务端地址发送请求，并按照接口说明在请求中加入相应的请求参数来完成的。腾讯云 API

的请求结构由：服务地址，通信协议，请求方法，请求参数和字符编码组成。具体描述如下：

服务地址

腾讯云 API 的服务接入地址与具体模块相关，详细请参见各接口相关描述。

通信协议

腾讯云 API 的大部分接口都通过 HTTPS 进行通信，为您提供高安全性的通信通道。

请求方法

腾讯云 API 同时支持 POST 和 GET 请求。

注意：

1. POST 和 GET 请求不能混合使用，若使用 GET 方式，则参数均从 Querystring 取得；若使用

POST 方式，则参数均从 Request Body 中取得，而 Querystring

中的参数将忽略。两种请求方式的参数格式规则相同，一般情况下使用 GET

请求，当参数字符串过长时推荐使用 POST。

2. 如果用户的请求方法是 GET，则对所有请求参数值均需要做 URL 编码，若为

POST，则无需对参数编码。

3. GET 请求的最大长度根据不同的浏览器和服务器设置有所不同，比如，传统 IE 浏览器限制为

2K，Firefox 限制为 8K；对于一些参数较多、长度较长的 API 请求，建议您使用 POST

方法以免在请求过程中会由于字符串超过最大长度而导致请求失败。

4. 对于 POST 请求，您需要使用 

x-www-form-urlencoded

的形式传参，因为云 API 侧是从 $_POST 中取出请求参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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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参数

腾讯云 API 的每个请求都需要指定两类参数：公共请求参数以及接口请求参数。其中公共请求参数是每个接口

都要用到的请求参数，具体可参见 公共请求参数

，而接口请求参数是各个接口所特有的，具体见各个接口的“请求参数”描述。

字符编码

腾讯云 API 的请求及返回结果均使用 UTF-8 字符集进行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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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结果

异步任务接口返回格式

在新版 API（ 当前仅部分业务，如CVM ） 中并没有对异步任务接口的概念定义，具体使用方式会在各个

Action 文档中进行进一步的声明。

1. 普通异步任务接口返回格式

一次请求只能操作一个资源的异步任务接口，例如创建负载均衡，重置主机操作系统等。

 名称  类型  描述  必选

 code  Int  返回结果的错误码，0表示

成功，其它值表示失败。

 Yes

 message  String  返回结果的错误信息  No

 requestId  String  任务编号  Yes

2. 批量异步任务接口返回格式

一次请求能操作多个资源的异步任务接口，例如修改密码，启动机器，停止机器等。

 名称  类型  描述  必选

 code  Int  返回结果的错误码，0表示

成功，其它值表示失败。

 Yes

 message  String  返回结果的错误信息  No

 detail  Array  以资源ID为key, 返回对该

资源操作的code,message,

requestId

 Yes

例如：

{

  "code":0,

  "message": "success",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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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qcvm6a456b0d8f01d4b2b1f5073d3fb8ccc0":

  {

  "code":0,

  "message":"",

  "requestId":"1231231231231":,

  }

  "qcvm6a456b0d8f01d4b2b1f5073d3fb8ccc0":

  {

  "code":0,

  "message":"",

  "requestId":"1231231231232":,

  }

  }

}

注意：

资源全部操作成功，则最外层code为0

资源全部操作失败，则最外层code会返回5100

资源部分操作失败，则最外层code会返回5400

在第3种情况下，终端可以通过detail得到失败部分的操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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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返回结果

若 API 调用成功，则最终返回结果中的错误码 code 为 0，错误信息 message

为空，并且会显示返回的结果数据。

示例如下：

{

  "code": 0,

  "message": "",

  <返回结果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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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公共错误码

返回结果中的错误码表示了用户调用云 API 的结果。其中，code 为公共错误码，适用于所有腾讯云产品的

API 接口。若 code 为

0，表示调用成功，否则表示调用失败。当调用失败后，用户可以根据下表确定错误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

错误代码 错误类型 描述

4000 请求参数非法 缺少必要参数，或者参数值格式不正

确，具体错误信息请查看错误描述

message 字段。

4100 身份认证失败 身份认证失败，一般是由于签名计算

错误导致的，请参考文档中 

签名方法 部分。

4101 未授权访问接口 子账号未被主账号授权访问该接口，

请联系主帐号管理员开通接口权限。

4102 未授权访问资源 子账号未被主账号授权访问特定资源

，请联系主帐号管理员开通资源权限

。

4103 未授权访问当前接口所操作的资源 子账号没有被主账户授权访问该接口

中所操作的特定资源，请联系主帐号

管理员开通资源权限。

4104 密钥不存在 用于请求的密钥不存在，请确认后重

试。

4105 token 错误 token 错误。

4106 MFA 校验失败 MFA 校验失败。

4110 其他 CAM 鉴权失败 其他 CAM 鉴权失败。

4300 拒绝访问 帐号被封禁，或者不在接口针对的用

户范围内等。

4400 超过配额 请求的次数超过了配额限制，请参考

文档请求配额部分。

4500 重放攻击 请求的 Nonce 和 Timestamp 参数

用于确保每次请求只会在服务器端被

执行一次，所以本次的 No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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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代码 错误类型 描述

和上次的不能重复，Timestamp

与腾讯服务器相差不能超过 5 分钟。

4600 协议不支持 协议不支持，当前 API 仅支持 https

协议，不支持 http 协议。

5000 资源不存在 资源标识对应的实例不存在，或者实

例已经被退还，或者访问了其他用户

的资源。

5100 资源操作失败 对资源的操作失败，具体错误信息请

查看错误描述 message 字段，稍后

重试或者联系客服人员帮忙解决。

5200 资源购买失败 购买资源失败，可能是不支持实例配

置，资源不足等等。

5300 余额不足 用户帐号余额不足，无法完成购买或

升级。

5400 部分执行成功 批量操作部分执行成功，详情见方法

返回值。

5500 用户资质审核未通过 购买资源失败，用户资质审核未通过

。

6000 服务器内部错误 服务器内部出现错误，请稍后重试或

者联系客服人员帮忙解决。

6100 版本暂不支持 本版本内不支持此接口或该接口处于

维护状态等。

注意： 出现这个错误时，请先确定

接口的域名是否正确，不同的模块，

域名可能不一样。

6200 接口暂时无法访问 当前接口处于停服维护状态，请稍后

重试。

模块错误码

message 字段表示与模块相关的错误。

如错误返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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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de": 5100,

  "message": "(100004)projectId 不正确",

}

其中： 

"message": "(100004)projectId 不正确"

它由错误代码和错误描述两部分组成，

(100004)

为模块错误代码（具体信息详见对应产品的 API 接口中错误码列表），

projectId 不正确

为具体的错误描述。

不同模块可能产生的错误情况是不一样的，用户可以根据具体的错误描述定位错误信息。

第26页　共102页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API 文档产品文档

错误返回结果

若 API 调用失败，则最终返回结果中的错误码 code 不为 0，显示错误代码，message

字段会显示详细错误信息。用户可以根据 code 和 message 在 错误码 页面查询具体的错误信息。

错误返回示例如下：

 {

  "code": 5100,

  "message": "(100004)projectId不正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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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调试工具

请前往 云API接口调试工具 进行接口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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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签名

腾讯云 API 会对每个访问的请求进行身份验证，即每个请求都需要在公共请求参数中包含签名信息（Signatur

e），以验证用户身份。签名信息由用户所执有的安全凭证生成，安全凭证包括 SecretId 和

SecretKey，若用户还没有安全凭证，则需要在腾讯云官网上自主申请，否则无法调用云 API 接口。

申请安全凭证

在第一次使用腾讯云 API 之前，用户需要在【腾讯云控制台】> 【API 密钥管理

】上申请安全凭证。安全凭证包括 SecretId 和 SecretKey，其中：

SecretId：用于标识 API 调用者身份；

SecretKey：用于加密签名字符串和服务器端验证签名字符串的密钥。

注意：

API 密钥是构建腾讯云 API 请求的重要凭证，使用腾讯云 API 可以操作您名下的所有腾讯云资源，为

了您的财产和服务安全，请妥善保存并定期更换密钥，当您更换密钥后，请及时删除旧密钥。

申请安全凭证步骤：

1. 登录 腾讯云控制台。

2. 单击【云产品】，选择【管理工具】栏下的【云 API 密钥】，进入云 API 密钥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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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API 密钥管理 页面，单击【新建密钥】即可以创建一对 SecretId/SecretKey。

注意：

开发商帐号最多可以拥有两对 SecretId / SecretKey。

被开发商添加为子用户的 QQ

帐号，在不同开发商控制台，可以申请不同的安全凭证。

子用户的安全凭证，目前仅可调用部分接口的云 API。

生成签名串

有了安全凭证 SecretId 和 SecretKey 后，就可以生成签名串了。生成签名串的详细过程如下：

假设用户的 SecretId 和 SecretKey 分别是：

SecretId：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gnPhESA

SecretKey：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Cozk1qA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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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只是示例，请用户根据自己实际的 SecretId 和 SecretKey 和请求参数进行后续操作。

以腾讯云 CVM 为例，当用户调用腾讯云 CVM 的 查看实例列表

(DescribeInstances)接口时，其请求参数为：

参数名称 描述 参数值

Action 方法名 DescribeInstances

SecretId 密钥 ID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

Px3gnPhESA

Timestamp 当前时间戳 1465185768

Nonce 随机正整数 11886

Region 实例所在区域 ap-guangzhou

SignatureMethod 签名方式 HmacSHA256

InstanceIds.0 待查询的实例 ID ins-09dx96dg

1. 对参数排序

首先对所有请求参数按参数名做字典序升序排列。（所谓字典序升序排列，直观上就如同在字典中排列单词一

样排序，按照字母表或数字表里递增顺序的排列次序，即先考虑第一个“字母”，在相同的情况下考虑第二个

“字母”，依此类推。）您可以借助编程语言中的相关排序函数来实现这一功能，如 php 中的 ksort

函数。上述示例参数的排序结果如下：

{

  "Action" : "DescribeInstances",

  "Nonce" : 11886,

  "Region" : "ap-guangzhou",

  "SecretId" : "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gnPhESA",

  "SignatureMethod" : "HmacSHA256",

  "Timestamp" : 1465185768,

  "InstanceIds.0" : "ins-09dx96d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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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其它程序设计语言开发时, 可对上面示例中的参数进行排序，得到的结果一致即可。

2. 拼接请求字符串

此步骤将生成请求字符串。

将把上一步排序好的请求参数格式化成

“参数名称”=“参数值”

的形式，如对 Action 参数，其参数名称为

"Action"

，参数值为

"DescribeInstances"

，因此格式化后就为 

Action=DescribeInstances

。

注意：

1. “参数值” 为原始值而非 url 编码后的值。

2. 若输入参数的 Key 中包含下划线，则需要将其转换为“.”，但是 Value

中的下划线则不用转换。如 

Placement_Zone=CN_GUANGZHOU

， 则需要将其转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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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ment.Zone=CN_GUANGZHOU

。

然后将格式化后的各个参数用

"&"

拼接在一起，最终生成的请求字符串为（请忽略文中的换行）：

Action=DescribeInstances

&InstanceIds.0=ins-09dx96dg

&Nonce=11886

&Region=ap-guangzhou

&SecretId=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gnPhESA

&SignatureMethod=HmacSHA256

&Timestamp=1465185768

3. 拼接签名原文字符串

此步骤将生成签名原文字符串。

签名原文字符串的拼接规则为：

请求方法 + 请求主机 +请求路径 + ? + 请求字符串

参数构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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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方法： 支持 POST 和 GET 方式，这里使用 GET 请求， 注意方法为全大写。

请求主机：

即主机域名，请求域名由接口所属的产品或所属产品的模块决定，不同产品或不同产品的模块的请求域

名会有不同。如腾讯云 CVM 的查询实例列表（DescribeInstances）的请求域名为：

cvm.api.qcloud.com

，具体产品请求域名详见各接口说明。

请求路径： 腾讯云 API 对应产品的请求路径，一般是一个产品对应一个固定路径，如腾讯云 CVM

请求路径固定为

/v2/index.php

。

请求字符串： 即上一步生成的请求字符串。

因此，上述示例的拼接签名原文字符串结果为（请忽略文中的换行）：

GETcvm.api.qcloud.com/v2/index.php?Action=DescribeInstances

&InstanceIds.0=ins-09dx96dg

&Nonce=11886

&Region=ap-guangzhou

&SecretId=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gnPhESA

&SignatureMethod=HmacSHA256

&Timestamp=1465185768

4. 生成签名串

此步骤生成签名串。

注意：

计算签名的方法有两种：HmacSHA256 和 HmacSHA1 这里要根据您指定的签名算法（即

SignatureMethod 参数）生成签名串。当指定 SignatureMethod 为 HmacSHA256 时，需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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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acSHA256 计算签名，其他情况请使用 HmacSHA1 计算签名。

首先使用签名算法（HmacSHA256 或 HmacSHA1）对上一步中获得的 签名原文字符串

进行签名，然后将生成的签名串使用 Base64 进行编码，即可获得最终的签名串。

具体代码如下，以 PHP 语言为例，由于本例中所用的签名算法为 HmacSHA256

，因此生成签名串的代码如下（使用其它程序设计语言开发时，可用上述示例中的原文字符串进行签名验证，

得到的签名串与例子中的一致即可）：

$secretKey =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Cozk1qA';

$srcStr = 

'GETcvm.api.qcloud.com/v2/index.php?Action=DescribeInstances&InstanceIds.0=ins-09dx96dg&Non

ce=11886&Region=ap-guangzhou&SecretId=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gnPhESA&Signatu

reMethod=HmacSHA256&Timestamp=1465185768';

$signStr = base64_encode(hash_hmac('sha256', $srcStr, $secretKey, true));

echo $signStr;

最终得到的签名串为:

0EEm/HtGRr/VJXTAD9tYMth1Bzm3lLHz5RCDv1GdM8s=

同理，当您指定签名算法为 HmacSHA1 时，生成签名串的代码如下：

$secretKey = 'Gu5t9xGARNpq86cd98joQYCN3Cozk1qA';

$srcStr = 

'GETcvm.api.qcloud.com/v2/index.php?Action=DescribeInstances&InstanceIds.0=ins-09dx96dg&Non

ce=11886&Region=ap-guangzhou&SecretId=AKIDz8krbsJ5yKBZQpn74WFkmLPx3gnPhESA&Signatu

reMethod=HmacSHA1&Timestamp=1465185768';

$signStr = base64_encode(hash_hmac('sha1', $srcStr, $secretKey,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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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o $signStr;

最终得到的签名串为：

nPVnY6njQmwQ8ciqbPl5Qe+Oru4=

签名串编码

生成的签名串并不能直接作为请求参数，需要对其进行 URL 编码。

如上一步生成的签名串为

0EEm/HtGRr/VJXTAD9tYMth1Bzm3lLHz5RCDv1GdM8s=

，则其编码后为

0EEm%2FHtGRr%2FVJXTAD9tYMth1Bzm3lLHz5RCDv1GdM8s%3D

。因此，最终得到的签名串请求参数 (Signature) 为：

0EEm%2FHtGRr%2FVJXTAD9tYMth1Bzm3lLHz5RCDv1GdM8s%3D

，它将用于生成最终的请求URL。

注意：

如果用户的请求方法是 GET，则对所有请求参数的参数值均需要做 URL

编码；此外，部分语言库会自动对 URL 进行编码，重复编码会导致签名校验失败。

鉴权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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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鉴权不通过时，可能出现如下表的错误：

错误代码 错误类型 错误描述

4100 身份认证失败 身份验证失败，请确保您请求参数中

的 Signature

按照上述步骤计算正确，特别注意

Signature 要做 url

编码后再发起请求。

4101 未被开发商授权访问本接口 该子用户未被授权调用此接口。请联

系开发商授权，详情请查阅 

授权策略。

4102 未被开发商授权访问本接口中所操作

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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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相关接口

删除作业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DeleteJob ）用于删除作业记录。

删除作业的效果相当于删除作业相关的所有信息。删除成功后，作业相关的所有信息都无法查询。

待删除的作业必须处于完结状态，且其内部包含的所有任务实例也必须处于完结状态，否则会禁止操作。完结

状态，是指处于 SUCCEED 或 FAILED 状态。

接口请求域名：batch.api.qcloud.com

2. 输入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Version String 是 API版本号

JobId String 是 作业ID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唯一请求ID。每次请求都会返回Req

uestId。当用户调用接口失败找后台

研发人员处理时需提供该RequestId

。

4. 错误码

以下错误码表仅列出了该接口的业务逻辑错误码。

错误码 描述

JobNotFound 指定作业ID不存在。

InvalidBatchJobId.Malformed 非法的作业ID格式。

UnsupportedOperation 禁止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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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InternalServerError 内部服务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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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作业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SubmitJob）用于提交一个作业

接口请求域名：batch.api.qcloud.com

2. 输入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Version String 是 API版本

Job Job object 是 作业信息

Placement Placement object 是 作业所提交的位置信息。通

过该参数可以指定作业所属

可用区等信息。

ClientToken String 否 用于保证请求幂等性的字符

串。该字符串由用户生成，

需保证不同请求之间唯一，

最大值不超过64个ASCII字

符。若不指定该参数，则无

法保证请求的幂等性。

数据类型

Job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JobName String 是 作业名称

JobDescription String 否 作业描述

Priority Integer 是 作业优先级，任务（Task）

和任务实例（TaskInstance

）会继承作业优先级

Tasks.N array of Task objects 是 任务信息

Dependences.N array of Dependence

objects

否 依赖信息

Notifications array of Notification 否 通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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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objects

TaskExecutionDependOn String 否 对于存在依赖关系的任务中

，后序任务执行对于前序任

务的依赖条件。取值范围包

括 PRE_TASK_SUCCEED，

PRE_TASK_AT_LEAST_PA

RTLY_SUCCEED，PRE_TA

SK_FINISHED，默认值为P

RE_TASK_SUCCEED。

StateIfCreateCvmFailed String 否 表示创建 CVM 失败按照何

种策略处理。取值范围包括

FAILED，RUNNABLE。FA

ILED 表示创建 CVM 失败

按照一次执行失败处理，R

UNNABLE 表示创建 CVM 

失败按照继续等待处理。默

认值为FAILED。StateIfCre

ateCvmFailed对于提交的

指定计算环境的作业无效。

Placement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Zone String 是 作业创建的 CVM

实例所属的可用区ID

ProjectId Integer 否 作业创建的 CVM 实例所属

项目ID。该参数可以通过调

用 DescribeProject

的返回值中的 projectId 字

段来获取。不填为默认项目

。

Task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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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TaskName String 是 任务名称，在一个作业内部

唯一

TaskInstanceNum Integer 是 任务实例运行个数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object 是 应用程序信息

ComputeEnv ComputeEnv object 否 运行环境信息，ComputeE

nv 和 EnvId 必须指定一个

（且只有一个）参数。

EnvId String 否 计算环境ID，ComputeEn

v 和 EnvId 必须指定一个（

且只有一个）参数。

RedirectInfo RedirectInfo object 是 重定向路径

RedirectLocalInfo RedirectLocalInfo object 否 重定向本地路径

InputMappings array of InputMapping

objects

否 输入映射

OutputMappings array of OutputMapping

objects

否 输出映射

OutputMappingConfigs array of

OutputMappingConfig

object

否 输出映射配置

EnvVars array of EnvVar objects 否 自定义环境变量

Authentications array of Authentication

objects

否 授权信息

FailedAction string 否 TaskInstance失败后处理方

式，取值包括TERMINATE

（默认）、INTERRUPT、F

AST_INTERRUPT。

MaxRetryCount Integer 否 任务失败后的最大重试次数

，默认为0

Timeout Integer 否 任务启动后的超时时间，单

位秒，默认为3600秒

备注：关于FailedAction 。TaskInstance失败后处理方式，取值包括TERMINATE（默认）、INTERRUPT、F

AST_INTERRUPT。TERMINATE表示正常销毁、释放资源；INTERRUPT表示n次重试后失败保留现场，前n-1

第42页　共102页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API 文档产品文档

次正常销毁；FAST_INTERRUPT表示首次失败即保留现场，不再重试。中断后，TaskInstance处于FAILED_IN

TERRUPTED状态，配额等不会释放。FailedAction 对于提交的指定计算环境的作业无效。

Application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Command String 是 任务执行命令

DeliveryForm String 是 应用程序的交付方式，包括

PACKAGE、LOCAL 两种取

值，分别指远程存储的软件

包、计算环境本地。

PackagePath String 否 应用程序软件包的远程存储

路径

Docker String 否 应用使用Docker的相关配

置。在使用Docker配置的

情况下，DeliveryForm 为

LOCAL 表示直接使用Dock

er镜像内部的应用软件，通

过Docker方式运行；Deliv

eryForm 为 PACKAGE，

表示将远程应用包注入到D

ocker镜像后，通过Docker

方式运行。为避免Docker

不同版本的兼容性问题，D

ocker安装包及相关依赖由

Batch统一负责，对于已安

装Docker的自定义镜像，

请卸载后再使用Docker特

性。

Docker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User String 是 Docker Hub 用户名或

Tencent Registry 用户名

Password String 是 Docker Hub 密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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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Tencent Registry 密码

Server String 否 Docker Hub 可以不填，但

确保有公网。或者是

Tencent Registry 服务地

址“ccr.ccs.tencentyun.co

m”

Image String 是 Docker Hub填写“[user/r

epo]:[tag]”，Tencent Re

gistry填写“ccr.ccs.tence

ntyun.com/[namespace/r

epo]:[tag]”

ComputeEnv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EnvType String 是 计算环境管理类型，包括托

管和非托管两种

EnvData EnvData object 是 计算环境具体参数

MountDataDisks array of MountDataDisk

objects

否 数据盘挂载选项

AgentRunningMode AgentRunningMode

object

否 agent运行模式,适用于Win

dows系统

EnvData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InstanceType String 是 CVM实例类型，托管类型

必填

ImageId String 是 CVM镜像ID，托管类型必

填

SystemDisk SystemDisk object 否 实例系统盘配置信息。若不

指定该参数，则按照系统默

认值进行分配。

DataDisks array of DataDisk objects 否 实例数据盘配置信息。若不

指定该参数，则默认不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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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数据盘，当前仅支持购买的

时候指定一个数据盘。

VirtualPrivateCloud VirtualPrivateCloud

object

否 私有网络相关信息配置。通

过该参数可以指定私有网络

的ID，子网ID等信息。若不

指定该参数，则默认使用基

础网络。若在此参数中指定

了私有网络ip，那么Instan

ceCount参数只能为1。

InternetAccessible InternetAccessible object否 公网带宽相关信息设置。若

不指定该参数，则默认公网

带宽为0Mbps。

InstanceName String 否 实例显示名称。如果不指定

则batch指定默认命名。最

大长度不能超60个字节。

LoginSettings LoginSettings object 否 实例登录设置。通过该参数

可以设置实例的登录方式密

码、密钥或保持镜像的原始

登录设置。如果不指定则b

atch生成默认密码。

SecurityGroupIds array of Strings 否 实例所属安全组。该参数可

以通过调用

DescribeSecurityGroups 

的返回值中的sgId字段来获

取。若不指定该参数，则默

认不绑定安全组。不绑定安

全组将暴露所有端口到公网

和内网，实例的所有业务（

如80、443等端口）将均可

被访问，但会有一定的安全

风险，建议选择按需新建的

安全组。当前仅支持购买的

时候指定一个安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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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Data 参数参考CVM API文档提供的参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3/9384

RedirectInfo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StdoutRedirectPath String 是 标准输出重定向路径

StderrRedirectPath String 是 标准错误重定向路径

StdoutRedirectFileName String 否 标准输出重定向文件名，支

持三个占位符${BATCH_JO

B_ID}、${BATCH_TASK_N

AME}、${BATCH_TASK_I

NSTANCE_INDEX}

StderrRedirectFileName String 否 标准错误重定向文件名，支

持三个占位符${BATCH_JO

B_ID}、${BATCH_TASK_N

AME}、${BATCH_TASK_I

NSTANCE_INDEX}

RedirectLocalInfo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StdoutLocalPath String 否 标准输出重定向本地路径

StderrLocalPath String 否 标准错误重定向本地路径

StdoutLocalFileName String 否 标准输出重定向本地文件名

，支持三个占位符${BATC

H_JOB_ID}、${BATCH_TA

SK_NAME}、${BATCH_TA

SK_INSTANCE_INDEX}

StderrLocalFileName String 否 标准错误重定向本地文件名

，支持三个占位符${BATC

H_JOB_ID}、${BATCH_TA

SK_NAME}、${BATCH_TA

SK_INSTANCE_INDEX}

Input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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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SourcePath String 是 源端路径

DestinationPath String 是 目的端路径

MountOptionParameter String 否 挂载配置项参数

OutputMapping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SourcePath String 是 源端路径

DestinationPath String 是 目的端路径

OutputMappingConfig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Scene String 是 存储类型，仅支持COS

WorkerNum Integer 是 并行worker数量

WorkerPartSize Integer 是 worker分块大小

EnvVar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Name String 是 环境变量名称

Value String 是 环境变量取值

Authentication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Scene String 是 授权场景，例如COS

SecretId String 是 SecretId

SecretKey String 是 SecretKey

MountDataDisk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FileSystemType String 否 文件系统类型，Linux系统

下支持"EXT3"和"EXT4"两

种，默认"EXT3"；Windo

ws系统下仅支持"NT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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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LocalPath String 是 挂载点，Linux系统合法路

径，或Windows系统盘符,

比如"H:"

AgentRunningMode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Scene String 是 场景类型，支持WINDOW

S

User String 是 运行Agent的User

Session String 是 运行Agent的Session

Dependence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StartTask String 是 依赖关系的起点任务名称

EndTask String 是 依赖关系的起点任务名称

Notification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TopicName String 是 CMQ主题名字，要求主题

名有效且关联订阅

EventConfigs array of EventConfig

objects

是 事件配置

EventConfig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EventName String 是 事件类型，具体取值详见“

事件类型”

EventVars array of EventVar objects 否 自定义键值对

EventName（事件类型） 取值范围

类型 描述

JOB_RUNNING 作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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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描述

JOB_SUCCEED 作业完成

JOB_FAILED 作业失败

JOB_FAILED_INTERRUPTED 作业失败中断

TASK_RUNNING 任务运行

TASK_SUCCEED 任务完成

TASK_FAILED 任务失败

TASK_FAILED_INTERRUPTED 任务失败中断

TASK_INSTANCE_RUNNING 任务实例运行

TASK_INSTANCE_SUCCEED 任务实例完成

TASK_INSTANCE_FAILED 任务实例失败

TASK_INSTANCE_FAILED_INTERRUPTED 任务实例失败中断

EventVar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Name String 是 自定义键

Value String 是 自定义值

TaskExecutionDependOn 取值范围

类型 描述

PRE_TASK_SUCCEED 表示前序任务必须成功，后序任务发起执行

PRE_TASK_AT_LEAST_PARTLY_SUCCEED 表示前序任务执行完成并且至少部分成功，后序任务发

起执行

PRE_TASK_FINISHED 表示前序任务执行完成（可能成功或者失败），后序任

务发起执行

{

  "Job": {

  "JobName": "dag job",

  "JobDescription": "test dag job",

  "Priority": 1,

  "Tasks": [

  {

  "TaskNam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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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skInstanceNum": 1,

  # other params

  "Application": {

  "Command": "python a.py",

  "DeliveryForm": "PACKAGE",

  "PackagePath": "http://batchbucket-appid.cosgz.myqcloud.com/app/app.tgz",

  },

  "ComputeEnv": {

  "EnvType": "MANAGED",

  "EnvData": {

  "InstanceType": "S1.SMALL1",

  "ImageId"： "img-bq1gnde3"，

  },

  }，

  "InputMappings": [

  {

  "SourcePath": "cos://batchbucket-appid.cosgz.myqcloud.com/input/",

  "DestinationPath": "/data/input/",

  "MountOptionParameter": "-oensure_diskfree=5120 -oallow_other -ononempty"

  }

  ],

  "OutputMappings": [

  {

  "SourcePath": "/data/output/",

  "DestinationPath": "cos://batchbucket-appid.cosgz.myqcloud.com/output/"

  }

  ],

  "RedirectInfo": {

  "StdoutRedirectPath": "cos://batchbucket-appid.cosgz.myqcloud.com/log/",

  "StdoutRedirectFileName": "prefix.${BATCH_TASK_NAME}.${BATCH_TASK_INSTANCE_INDEX}.log",

  "StderrRedirectPath": "cos://batchbucket-appid.cosgz.myqcloud.com/log/"

  "StderrRedirectFileName": "prefix.project1.log"

  },

  "RedirectLocalInf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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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doutLocalPath": "/data/stdout/",

  "StdoutLocalFileName": "stdout.${BATCH_TASK_NAME}.${BATCH_TASK_INSTANCE_INDEX}",

  "StderrLocalPath": "/data/stderr/"

  "StderrLocalFileName": "stderr.${BATCH_TASK_NAME}.${BATCH_TASK_INSTANCE_INDEX}"

  },

  "EnvVars": [

  {

  "Name": "Env1",

  "Value": "Value1"

  },

  {

  "Name": "Env2",

  "Value": "Value2"

  }

  ],

  "Authentications": [

  {

  "Scene"： "COS",

  "SecretId": "xxx",

  "SecretKey": "yyy"

  }

  ],

  "MaxRetryCount": 3,

  "Timeout": 86400,

  },

  {

  "TaskName": "B",

  "TaskInstanceNum": 3,

  # other params

  "Application": {

  "Command": "python b.py",

  "DeliveryForm": "PACKAGE",

  "PackagePath": "http://batchbucket-appid.cosgz.myqcloud.com/app/app.tg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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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uteEnv": {

  "EnvType": "MANAGED",

  "EnvData": {

  "InstanceType": "S1.SMALL1",

  "ImageId"： "img-bq1gnde3"，

  },

  }，

  "InputMappings": [

  {

  "SourcePath": "cos://batchbucket-appid.cosgz.myqcloud.com/input/",

  "DestinationPath": "/data/input/"

  }

  ],

  "OutputMappings": [

  {

  "SourcePath": "/data/output/",

  "DestinationPath": "cos://batchbucket-appid.cosgz.myqcloud.com/output/"

  }

  ],

  "RedirectInfo": {

  "StdoutRedirectPath": "cos://batchbucket-appid.cosgz.myqcloud.com/log/",

  "StderrRedirectPath": "cos://batchbucket-appid.cosgz.myqcloud.com/log/"

  },

  "Authentications": [

  {

  "Scene"： "COS",

  "SecretId": "xxx",

  "SecretKey": "yyy"

  }

  ],

  "MaxRetryCount": 3,

  "Timeout": 864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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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skName": "C",

  "TaskInstanceNum": 1,

  # other params

  "Application": {

  "Command": "python c.py",

  "DeliveryForm": "PACKAGE",

  "PackagePath": "http://batchbucket-appid.cosgz.myqcloud.com/app/app.tgz",

  "Docker": {

  "User": "batch",

  "Password": "xxx",

  "Server": "ccr.ccs.tencentyun.com",

  "Image": "[namespace][repo]:[tag]"

  }

  },

  "ComputeEnv": {

  "EnvType": "MANAGED",

  "EnvData": {

  "InstanceType": "S1.SMALL1",

  "ImageId"： "img-bq1gnde3"，

  },

  }，

  "InputMappings": [

  {

  "SourcePath": "cos://batchbucket-appid.cosgz.myqcloud.com/input/",

  "DestinationPath": "/data/input/"

  }

  ],

  "OutputMappings": [

  {

  "SourcePath": "/data/output/",

  "DestinationPath": "cos://batchbucket-appid.cosgz.myqcloud.com/output/"

  }

  ],

  "RedirectInf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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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doutRedirectPath": "cos://batchbucket-appid.cosgz.myqcloud.com/log/",

  "StderrRedirectPath": "cos://batchbucket-appid.cosgz.myqcloud.com/log/"

  },

  "Authentications": [

  {

  "Scene"： "COS",

  "SecretId": "xxx",

  "SecretKey": "yyy"

  }

  ],

  "MaxRetryCount": 3,

  "Timeout": 86400,

  }

  ],

  "Dependences": [

  {

  "StartTask": "A",

  "EndTask": "B",

  },

  {

  "StartTask": "B",

  "EndTask": "C",

  }

  ],

  "Notifications": [

  {

  "TopicName":"topic name",

  "EventConfigs": [

  {

  "EventName":"JOB_RUNNING",

  "EventVars": [

  {

  "Name":"name1",

  "Value":"valu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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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ame":"name2",

  "Value":"value2"

  }

  ]

  },

  {

  "EventName":"JOB_FAILED",

  "EventVars": [

  {

  "Name":"name1",

  "Value":"value1"

  },

  {

  "Name":"name2",

  "Value":"value2"

  }

  ]

  }

  ]

  }

  ]

  }

  "Placement": {

  "Zone": "ap-guangzhou-2",

  "ProjectId": 1053241

  },

  "ClientToken": "xxxx"

}

3. 输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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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JobId String 当通过本接口来提交作业时会返回该

参数，表示一个作业ID。返回作业ID

列表并不代表作业解析/运行成功，

可根据 DescribeJob

接口查询其状态。

RequestId String 唯一请求ID。每次请求都会返回一个

唯一的RequestId，当客户调用接口

失败找后台研发人员处理时需提供该

RequestId具体值。

# 接口正常返回示例

{

  "Response": {

  "JobId": "job-08gkkznp",

  "RequestId": "eac6b301-a322-493a-8e36-83b295459397"

  }

}

4. 错误码

以下错误码表仅列出了该接口的业务逻辑错误码。

错误码 描述

InvalidBatchJobName.TooLong 作业名称过长。

InvalidBatchJobDescription.TooLong 作业描述过长。

InvalidBatchTaskName 非法的任务名称。

InvalidBatchTaskName.TooLong 任务名称过长。

UnsupportedBatchRemoteStorageSchemeType 非法的存储类型。

UnsupportedBatchRemoteStoragePath 非法的存储路径格式。

BatchComputeNotAllowed 禁止使用批量计算服务。

BatchComputeDependenceUnfeasible 禁止环状任务依赖关系。

AllowedOneAttributeInEnvIdAndComputeEnv ComputeEnv 和 En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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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必须指定一个（且只有一个）参数。

BatchComputeDependenceNotFoundTaskName 找不到依赖任务定义。

BatchComputeTaskMaxRetryLimitExceeded 重试次数过大。

BatchComputeCheckComputeEnvError 计算环境校验失败。

InvalidNotificationEventName.Duplicate 重复的消息通知事件名称。

InvalidNotificationTopicName 非法的主题名称。

InvalidNotificationTopicName.TooLong 主题名称过长。

UnsupportedBatchLocalPath 非法的本地存储路径。

InvalidParameterValue.Negative 非法的负值参数。

NoEnoughJobQuota 作业配额不足。

InvalidCvmParameters 非法的CVM参数。

InternalServerError 内部服务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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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任务信息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Task）用于查询指定任务的详细信息，包括任务内部的任务实例信息。

接口请求域名：batch.api.qcloud.com

2. 输入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Version String 是 API版本号

JobId String 是 按照作业ID查询作业详细信

息。

TaskName String 是 任务名称

3. 输出参数

名称 类型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唯一请求ID。每次请求都会返回Req

uestId。当用户调用接口失败找后台

研发人员处理时需提供该RequestId

。

JobId String 作业ID

TaskName String 任务名称

TaskState String 任务状态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EndTime String 结束时间

TaskInstanceTotalCount Integer 任务实例总数

TaskInstanceSet array of TaskInstanceView objects任务实例信息

TaskInstanceMetrics TaskInstanceMetrics object 任务实例统计指标

TaskInstanceView

名称 类型 描述

TaskInstanceIndex Integer 任务实例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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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TaskInstanceState String 任务实例状态

ExitCode Integer 应用程序执行结束的exit code

StateReason String 任务实例失败时，StateReason会记

录失败原因。

ComputeNodeInstanceId String 任务实例运行时所在计算节点（例如

CVM）的InstanceId。任务实例未

运行或者完结时，本字段为空。任务

实例重试时，本字段会随之变化。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LaunchTime String 启动时间

RunningTime String 开始运行时间

EndTime String 结束时间

# 获取任务信息示例

{

  "Response": {

  "JobId": "job-08gkkznp",

  "TaskName": "A",

  "TaskState": "RUNNING",

  "CreateTime": "2017-08-17T12:59:40Z",

  "EndTime": null,

  "TaskInstanceTotalCount": 3,

  "TaskInstanceSet": [

  {

  "TaskInstanceIndex": 0,

  "TaskInstanceState": "SUCCEEDED",

  "ExitCode": 0,

  "StateReason": "",

  "ComputeNodeInstanceId": null,

  "CreateTime": "2017-08-17T12:59:40Z",

  "LaunchTime": "2017-08-17T12:59:42Z",

  "RunningTime": "2017-08-17T13:00:56Z",

  "EndTime": "2017-08-17T13:01:15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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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irectInfo": {

  "StdoutRedirectPath": "cos://batchbucket-appid.cosgz.myqcloud.com/logs/",

  "StderrRedirectPath": "cos://batchbucket-appid.cosgz.myqcloud.com/logs/",

  "StdoutRedirectFileName": 'stdout.job-08gkkznp.A.0.log',

  "StderrRedirectFileName": 'stderr.job-08gkkznp.A.0.log',

  }

  },

  {

  "TaskInstanceIndex": 1,

  "TaskInstanceState": "RUNNING",

  "ExitCode": null,

  "StateReason": "",

  "ComputeNodeInstanceId": "ins-aaabbb",

  "CreateTime": "2017-08-17T12:59:40Z",

  "LaunchTime": "2017-08-17T12:59:42Z",

  "RunningTime": "2017-08-17T13:00:56Z",

  "EndTime": null,

  "RedirectInfo": {

  "StdoutRedirectPath": "cos://batchbucket-appid.cosgz.myqcloud.com/logs/",

  "StderrRedirectPath": "cos://batchbucket-appid.cosgz.myqcloud.com/logs/",

  "StdoutRedirectFileName": 'stdout.job-08gkkznp.A.1.log',

  "StderrRedirectFileName": 'stderr.job-08gkkznp.A.1.log',

  }

  },

  {

  "TaskInstanceIndex": 2,

  "TaskInstanceState": "RUNNABLE",

  "ExitCode": null,

  "StateReason": "",

  "ComputeNodeInstanceId": null,

  "CreateTime": "2017-08-17T12:59:40Z",

  "LaunchTime": null,

  "RunningTime": null,

  "EndTime":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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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irectInfo": {

  "StdoutRedirectPath": "cos://batchbucket-appid.cosgz.myqcloud.com/logs/",

  "StderrRedirectPath": "cos://batchbucket-appid.cosgz.myqcloud.com/logs/",

  "StdoutRedirectFileName": 'stdout.job-08gkkznp.A.2.log',

  "StderrRedirectFileName": 'stderr.job-08gkkznp.A.2.log',

  }

  }

  ],

  "TaskInstanceMetrics": {

  "PendingCount": 0,

  "FailedCount": 0,

  "StartingCount": 0,

  "SucceedCount": 1,

  "FailedInterruptedCount": 0,

  "SubmittedCount": 0,

  "RunnableCount": 1,

  "RunningCount": 1

  },

  "RequestId": "6EF60BEC-0242-43AF-BB20-270359FB54A7"

  }

}

4. 错误码

以下错误码表仅列出了该接口的业务逻辑错误码。

错误码 描述

TaskNotFound 指定作业任务不存在。

InvalidBatchJobId.Malformed 非法的作业ID格式。

InternalServerError 内部服务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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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作业信息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Job）用于查看一个作业的详细信息，包括内部任务（Task）和依赖（Dependence）信息

。

接口请求域名：batch.api.qcloud.com

2. 输入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Version String 是 API版本号

JobId String 是 按照作业ID查询作业详细信

息。

3. 输出参数

名称 类型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唯一请求ID。每次请求都会返回Req

uestId。当用户调用接口失败找后台

研发人员处理时需提供该RequestId

。

JobId String 作业ID

JobName String 作业名称

Zone string 可用区信息

Priority Integer 作业优先级

JobState String 作业状态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EndTime String 结束时间

TaskSet array of TaskView objects 任务信息，工作流DAG中的点

DependenceSet array of Dependence objects 依赖关系，工作流DAG中边

TaskMetrics TaskMetrics object 任务统计指标

TaskInstanceMetrics TaskInstanceMetrics object 任务实例统计指标

Task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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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TaskName String 任务名称

TaskState String 任务状态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EndTime String 结束时间

dependence

名称 类型 描述

StartTask String 依赖关系的起点任务名称

EndTask String 依赖关系的起点任务名称

# 查看作业信息示例

{

  "Response": {

  "JobId": "job-hwsiyl9d",

  "JobName": "first job",

  "Zone": "ap-guangzhou-2",

  "Priority": 1,

  "JobState": "RUNNING",

  "CreateTime": "2017-08-17T12:59:40Z",

  "EndTime": null,

  "TaskSet": [

  {

  "TaskName": "A",

  "TaskState": "SUCCEEDED",

  "CreateTime": "2017-08-17T12:59:40Z",

  "EndTime": "2017-08-17T13:01:15Z"

  },

  {

  "TaskName": "B",

  "TaskState": "RUNNING",

  "CreateTime": "2017-08-17T12:59:40Z",

  "EndTime": "2017-08-17T13:01:15Z"

  },

第63页　共102页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API 文档产品文档

  {

  "TaskName": "C",

  "TaskState": "PENDING",

  "CreateTime": "2017-08-17T12:59:40Z",

  "EndTime": "2017-08-17T13:01:15Z"

  }

  ],

  "DependenceSet": [

  {

  "StartTaskName": "A",

  "EndTaskName": "B"

  },

  {

  "StartTaskName": "B",

  "EndTaskName": "C"

  }

  ],

  "TaskMetrics": {

  "PendingCount": 1,

  "FailedCount": 0,

  "StartingCount": 0,

  "SucceedCount": 1,

  "FailedInterruptedCount": 0,

  "SubmittedCount": 0,

  "RunnableCount": 0,

  "RunningCount": 1

  },

  "TaskInstanceMetrics": {

  "PendingCount": 1,

  "FailedCount": 0,

  "StartingCount": 0,

  "SucceedCount": 2,

  "FailedInterruptedCount": 0,

  "SubmittedCount":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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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nableCount": 1,

  "RunningCount": 1

  },

  "RequestId": "6EF60BEC-0242-43AF-BB20-270359FB54A7"

  }

}

4. 错误码

以下错误码表仅列出了该接口的业务逻辑错误码。

错误码 描述

JobNotFound 指定作业不存在。

InvalidBatchJobId.Malformed 非法的作业ID格式。

InternalServerError 内部服务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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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作业列表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Jobs）用于查询若干个作业的概览信息，天然支持用户隔离。

接口请求域名：batch.api.qcloud.com

2. 输入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Version String 是 API版本号

JobIds.N array of Strings 否 按照一个或者多个作业ID查

询。每次请求的作业的上限

为100。参数不支持同时指

定JobIds和Filters。

Filters.N array of Filter objects 否 过滤条件，详见实例过滤条

件表。参数不支持同时指定

JobIds和Filters。

Offset Integer 否 偏移量，默认为0。关于Off

set的更进一步介绍请参考

API 简介中的相关小节。

Limit Integer 否 返回数量，默认为20，最

大值为100。关于Limit的更

进一步介绍请参考 API

简介中的相关小节。

Filter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Name String 是 过滤键的名称

Values.N array of Strings 是 若干个过滤值

实例过滤条件表

参数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zone String 否 （过滤条件）按照可用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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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滤。

job-id String 否 （过滤条件）按照作业ID过

滤。作业ID形如：job-

aaaa。

job-name String 否 （过滤条件）按照作业名称

过滤。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唯一请求ID。每次请求都会返回Req

uestId。当用户调用接口失败找后台

研发人员处理时需提供该RequestId

。

TotalCount Integer 符合条件的作业数量。

JobSet array of JobView objects 作业详细信息列表。

JobView

名称 类型 描述

JobId String 作业ID

JobName String 作业名称

JobState String 作业状态

Priority Integer 作业优先级

Placement Placement object 位置信息

CreateTime String 创建时间

EndTime String 结束时间

TaskMetrics TaskMetrics object 任务统计指标

# 查看作业列表示例

{

  "Response": {

  "TotalCount": 2,

  "Job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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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obId": "job-hwsiyl9d",

  "JobName": "Job A",

  "Priority": 1,

  "Placement": {

  "Zone": "ap-guangzhou-2"

  },

  "EndTime": "2017-10-18T08:42:02Z",

  "CreateTime": "2017-10-18T08:10:48Z",

  "JobState": "SUCCEED",

  "TaskMetrics": {

  "PendingCount": 0,

  "FailedCount": 0,

  "StartingCount": 0,

  "SucceedCount": 4,

  "FailedInterruptedCount": 0,

  "SubmittedCount": 0,

  "RunnableCount": 0,

  "RunningCount": 0

  }

  },

  {

  "JobId": "job-okg40q5p",

  "JobName": "Job B",

  "Priority": 1,

  "Placement": {

  "Zone": "ap-guangzhou-2"

  },

  "EndTime": "2017-10-18T08:41:28Z",

  "CreateTime": "2017-10-18T08:10:43Z",

  "JobState": "SUCCEED",

  "TaskMetrics": {

  "PendingCount": 0,

  "FailedCount":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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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tingCount": 0,

  "SucceedCount": 4,

  "FailedInterruptedCount": 0,

  "SubmittedCount": 0,

  "RunnableCount": 0,

  "RunningCount": 0

  }

  }

  ]

  "RequestId": "6EF60BEC-0242-43AF-BB20-270359FB54A7"

  }

}

4. 错误码

以下错误码表仅列出了该接口的业务逻辑错误码。

错误码 描述

InvalidParameterValue 非法的参数值。

InvalidBatchJobId.Malformed 非法的作业ID格式。

InvalidZoneMismatchRegion 非法的zone名称。

UnsupportedParams 过滤条件不支持。

InternalServerError 内部服务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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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作业的提交信息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JobSubmitInfo）用于查询指定作业的提交信息，其返回内容包括 JobId 和 SubmitJob

接口中作为输入参数的作业提交信息

接口请求域名：batch.api.qcloud.com

2. 输入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Version String 是 API版本号

JobId String 是 按照作业ID查询作业详细信

息。

3. 输出参数

名称 类型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唯一请求ID。每次请求都会返回Req

uestId。当用户调用接口失败找后台

研发人员处理时需提供该RequestId

。

JobId String 作业ID

JobName String 作业名称

JobDescription String 作业描述

Priority Integer 作业优先级，任务（Task）和任务实

例（TaskInstance）会继承作业优先

级

Tasks.N array of Task objects 任务信息

Dependences.N array of Dependence objects 依赖信息

Notifications array of Notification objects 通知信息

备注：具体 DataType 参考 SubmitJob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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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onse": {

  "Priority": 1,

  "JobName": "test job",

  "Tasks": [

  {

  "TaskInstanceNum": 1,

  "ComputeEnv": {

  "EnvType": "MANAGED",

  "EnvData": {

  "VirtualPrivateCloud": {

  "SubnetId": "subnet-8axej2jc",

  "VpcId": "vpc-cg18la4l"

  },

  "SystemDisk": {

  "DiskSize": 50,

  "DiskType": "CLOUD_BASIC"

  },

  "InternetAccessible": {

  "PublicIpAssigned": "TRUE",

  "InternetMaxBandwidthOut": 50

  },

  "ImageId": "img-bd78fy2t",

  "InstanceType": "S1.SMALL1",

  "DataDisks": [

  {

  "DiskSize": 50,

  "DiskType": "CLOUD_BASIC"

  }

  ]

  }

  },

  "RedirectInfo": {

  "StdoutRedirectPath": "cos://dondonbatchv5-1251783334.cosgz.myqcloud.com/l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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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derrRedirectPath": "cos://dondonbatchv5-1251783334.cosgz.myqcloud.com/logs/"

  },

  "Application": {

  "Command": "python -c \"fib=lambda n:1 if n<=2 else fib(n-1)+fib(n-2); print(fib(20))\"; echo

\"haha\" ",

  "DeliveryForm": "LOCAL"

  },

  "MaxRetryCount": 0,

  "FailedAction": "TERMINATE",

  "TaskName": "hello2"

  }

  ],

  "JobDescription": "xxx",

  "JobId": "job-ceg5mu8x",

  "Notifications": [

  {

  "TopicName": "topic name",

  "EventConfigs": [

  {

  "EventName": "JOB_RUNNING",

  "EventVars": [

  {

  "Name": "name1",

  "Value": "value1"

  },

  {

  "Name": "name2",

  "Value": "value2"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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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Id": "9d7b0c99-f9b2-451c-ad68-090a6b7c04b2"

  }

}

4. 错误码

以下错误码表仅列出了该接口的业务逻辑错误码。

错误码 描述

JobNotFound 指定作业不存在。

InvalidBatchJobId.Malformed 非法的作业ID格式。

InternalServerError 内部服务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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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任务实例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TerminateTaskInstance）用于终止任务实例。

对于状态已经为SUCCEED、FAILED的TaskInstance，batch不做处理。

对于状态为SUBMITTED、PENDING、RUNNABLE的TaskInstance，batch会将其置为FAILED状态。

对于状态为STARTING、RUNNING、FAILED_INTERRUPTED的TaskInstance，batch会先终止CVM

，然后将状态置为FAILED，因此具有一定耗时。特别是如果CVM正在创建中，此时无法立即销毁CVM

，Batch会在旁路注册一个定时销毁操作，在CVM创建好之后异步销毁。

对于状态为FAILED_INTERRUPTED的TaskInstance，TerminateTaskInstance操作实际成功之后，相

关资源和配额才会释放。

本接口只支持提交到匿名计算环境的作业（SubmitJob指定ComputeEnv，不指定EnvId）。对于提交

到具名计算环境的作业（SubmitJob指定EnvId，不指定ComputeEnv），不支持TerminateTaskInst

ance和TerminateJob操作。

接口请求域名：batch.api.qcloud.com

2. 输入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Version String 是 API版本号

JobId String 是 作业ID

TaskName String 是 任务名称

TaskInstanceIndex Integer 是 任务实例索引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唯一请求ID。每次请求都会返回Req

uestId。当用户调用接口失败找后台

研发人员处理时需提供该Request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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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错误码

以下错误码表仅列出了该接口的业务逻辑错误码。

错误码 描述

TaskInstanceNotFound 指定任务实例不存在。

InvalidBatchJobId.Malformed 非法的作业ID格式。

UnsupportedTerminateOperationWithEnvId 指定计算环境的任务实例禁止该操作。

InternalServerError 内部服务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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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作业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TerminateJob）用于终止作业。

终止作业的效果相当于所含的所有任务实例进行TerminateTaskInstance操作。具体效果和用法可参考Termin

ateTaskInstance。

接口请求域名：batch.api.qcloud.com

2. 输入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Version String 是 API版本号

JobId String 作业ID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唯一请求ID。每次请求都会返回Req

uestId。当用户调用接口失败找后台

研发人员处理时需提供该RequestId

。

4. 错误码

错误码 描述

JobNotFound 指定作业不存在。

InvalidBatchJobId.Malformed 非法的作业ID格式。

UnsupportedTerminateOperationWithEnvId 指定计算环境的任务实例禁止该操作。

InternalServerError 内部服务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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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环境相关接口

查看计算环境的创建信息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ComputeEnvCreateInfo）用于查看一个计算环境的创建信息，相当于查看计算环境对应的

CreateComputeEnv 的参数，其返回内容包括 EnvId 和 CreateComputeEnv

接口中作为输入参数的作业提交信息

接口请求域名：batch.api.qcloud.com

2. 输入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Version String 是 API 版本号

EnvId String 是 计算环境唯一标识

3. 输出参数

名称 类型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唯一请求 ID。每次请求都会返回 Re

questId。当用户调用接口失败找后

台研发人员处理时需提供该

RequestId。

EnvId String 计算环境 ID

EnvName String 计算环境名称

EnvDescription String 计算环境描述

EnvType String 计算环境类型，仅支持“MANAGE

D”类型

EnvData EnvData object 计算环境参数

MountDataDisks array of MountDataDisk objects 数据盘挂载选项

InputMappings array of InputMapping objects 输入映射

Authentications array of Authentication objects 授权信息

Notifications array of Notification objects 通知信息

DesiredComputeNodeCount Integer 计算节点期望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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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EnvData\MountDataDisk\InputMapping\Authentication\Notifications 等字段参考 SubmitJob 和

CreateComputeEnv 接口。

{

  "Response": {

  "EnvId": "env-qleawxzt",

  "EnvType": "MANAGED",

  "DesiredComputeNodeCount": 2,

  "EnvName": "test compute env",

  "EnvDescription": "test compute env",

  "InputMappings": [

  {

  "SourcePath": "cos://bucket-appid.cos.ap-hongkong.myqcloud.com/",

  "DestinationPath": "/mnt/disk/"

  },

  {

  "SourcePath": "cos://bucket-appid.cos.ap-hongkong.myqcloud.com/test/",

  "DestinationPath": "/mnt/input/"

  }

  ],

  "Notifications": [

  {

  "TopicName": "topic name",

  "EventConfigs": [

  {

  "EventName": "COMPUTE_ENV_DELETED",

  "EventVars": [

  {

  "Name": "name1",

  "Value": "value1"

  },

  {

  "Name": "name2",

  "Value": "valu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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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nvData": {

  "VirtualPrivateCloud": {

  "SubnetId": "subnet-8axej2jc",

  "VpcId": "vpc-cg18la4l"

  },

  "SystemDisk": {

  "DiskSize": 50,

  "DiskType": "CLOUD_BASIC"

  },

  "InternetAccessible": {

  "PublicIpAssigned": "TRUE",

  "InternetMaxBandwidthOut": 50

  },

  "ImageId": "img-bd78fy2t",

  "InstanceType": "S1.SMALL2",

  "DataDisks": [

  {

  "DiskSize": 50,

  "DiskType": "CLOUD_BASIC"

  }

  ]

  },

  "RequestId": "578f3fae-6908-4521-ac07-17c2cffcd5ae"

  }

}

4.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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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ComputeEnvNotFound 指定计算环境不存在。

InvalidBatchEnvId.Malformed 非法的计算环境ID格式。

InternalServerError 内部服务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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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计算环境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ModifyComputeEnv）用于修改计算环境的期望节点数量。

接口请求域名：batch.api.qcloud.com

2. 输入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Version String 是 API版本号

EnvId String 是 计算环境唯一标识

DesiredComputeNodeCo

unt

Integer 是 计算节点期望个数

3. 容量变更策略

1. 扩容

当输入参数中的 DesiredComputeNodeCount 大于当前计算环境的 DesiredComputeNodeCount

时，计算环境进行扩容，创建新的计算节点。

2. 缩容

当输入参数中的 DesiredComputeNodeCount 小于当前计算环境的 DesiredComputeNodeCount

时（二者差值的绝对值为n），计算环境进行缩容，准备销毁 n 个计算节点。

由于生命周期的限制，状态为 CREATED, RUNNING, ABNORMAL

的计算节点可以发起销毁，其他状态的计算节点禁止发起销毁。如果当前可销毁的计算节点数量小于

n，则接口会返回错误。

3. 保持不变

当输入参数中的 DesiredComputeNodeCount 等于当前计算环境的 DesiredComputeNodeCount

时，计算环境中节点数量保持不变。

ComputeNode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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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说明 备注

SUBMITTED 已提交 初始化状态

CREATING 创建中 发起创建流程

CREATED 创建成功 创建成功，但是尚未收到心跳

CREATION_FAILED 创建操作失败 创建失败，区别于 ABNORMAL

状态

RUNNING 运行中 正常运行

ABNORMAL 异常 一段时间未收到心跳

DELETING 删除中 发起销毁流程

4.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唯一请求ID

5. 错误码

错误码 描述

ComputeEnvNotFound 指定计算环境不存在。

InvalidBatchEnvId.Malformed 非法的计算环境ID格式。

ComputeEnvAcceptOtherRequestException 处理其他请求，禁止创建操作。

NoEnoughCpuQuota 扩容时，CPU配额不足。

ComputeNodeForbidTerminate 禁止终止计算节点。

NotEnoughComputeNodesToTerminate 缩容时，缩容数大于现有计算节点数。

InvalidParameterValue.Negative 非法的负值参数。

InternalServerError 内部服务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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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计算环境活动信息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ComputeEnvActivities）用于查询计算环境的活动信息。

接口请求域名：batch.api.qcloud.com

2. 输入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Version String 是 API版本号

EnvId String 是 计算环境唯一标识

Filters.N Array of Filter objects 否 过滤条件，详见过滤条件表

。

Offset Integer 否 偏移量，默认为0。

Limit Integer 否 返回数量，默认为20，最

大值为100。

Filter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Name String 是 过滤键的名称

Values.N array of Strings 是 若干个过滤值

过滤条件表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compute-node-id String 否 计算节点标识

3. 输出参数

名称 类型 描述

TotalCount Integer 活动数量

ActivitySet array of Activity objects 活动列表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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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ActivityId String 活动ID

ComputeNodeId String 计算节点ID

ComputeNodeActivityType String 计算节点活动类型，创建或者销毁

EnvId String 计算环境ID

Cause String 起因

ActivityState String 活动状态

StateReason String 状态原因

StartTime String 活动开始时间

EndTime String 活动结束时间

# 输出参数示例

{

  "Response": {

  "TotalCount": 2,

  "ActivitySet": [

  {

  "ComputeNodeId": "node-2lde8by0",

  "EnvId": "env-fbg68d77",

  "ActivityState": "SUCCEED",

  "ActivityId": "act-jy67r2fn",

  "StartTime": "2017-12-25T03:25:26Z",

  "StateReason": "",

  "EndTime": "2017-12-25T03:25:55Z",

  "Cause": "ModifyComputeEnv: increase the capacity from 0 to 2",

  "ComputeNodeActivityType": "CREATE_COMPUTE_NODE"

  },

  {

  "ComputeNodeId": "node-1j578yqk",

  "EnvId": "env-fbg68d77",

  "ActivityState": "SUCCEED",

  "ActivityId": "act-7mqjkaqb",

  "StartTime": "2017-12-25T03:25:26Z",

  "StateRea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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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Time": "2017-12-25T03:25:55Z",

  "Cause": "ModifyComputeEnv: increase the capacity from 0 to 2",

  "ComputeNodeActivityType": "CREATE_COMPUTE_NODE"

  }

  ],

  "RequestId": "cd6d7983-9840-4df0-bbda-01df67e346fe"

  }

}

4. 错误码

错误码 描述

ComputeEnvNotFound 指定计算环境不存在。

InvalidBatchEnvId.Malformed 非法的计算环境ID格式。

InvalidBatchComputeNodeId.Malformed 非法的计算节点格式。

UnsupportedParams 过滤条件不支持。

InternalServerError 内部服务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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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计算环境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CreateComputeEnv）用于创建计算环境

接口请求域名：batch.api.qcloud.com

2. 输入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Version String 是 API 版本

ComputeEnv ComputeEnv object 是 计算环境

Placement Placement object 是 位置信息，通过该参数可以

指定作业所属可用区等信息

。

ClientToken String 否 用于保证请求幂等性的字符

串。该字符串由用户生成，

需保证不同请求之间唯一，

最大值不超过64个ASCII字

符。若不指定该参数，则无

法保证请求的幂等性。

ComputeEnv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EnvName String 是 计算环境名称

EnvDescription String 否 计算环境描述

EnvType String 是 计算环境类型，仅支持“M

ANAGED”类型

EnvData EnvData object 是 计算环境参数

MountDataDisks array of MountDataDisk

objects

否 数据盘挂载选项

InputMappings array of InputMapping

objects

否 输入映射

Authentications array of Authentication 否 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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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objects

Notifications array of Notification

objects

否 通知信息

DesiredComputeNodeCo

unt

Integer 是 计算节点期望个数

备注：EnvData、MountDataDisks、InputMappings、Authentications、Notifications、AgentRunning

Mode 等参数参考SubmitJob接口中相应参数

消息通知事件类型

类型 描述

COMPUTE_ENV_CREATED 创建计算环境

COMPUTE_ENV_DELETED 删除计算环境

COMPUTE_NODE_CREATED 计算节点创建成功

COMPUTE_NODE_CREATION_FAILED 计算节点创建失败

COMPUTE_NODE_RUNNING 计算节点运行中

COMPUTE_NODE_ABNORMAL 计算节点异常

COMPUTE_NODE_DELETING 计算节点销毁中

备注：注意计算环境和作业对应不同的事件类型。

Placement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Zone String 是 计算环境创建的 CVM

实例所属的可用区ID

ProjectId Integer 否 计算环境创建的 CVM 实例

所属项目ID。该参数可以通

过调用 DescribeProject

的返回值中的 projectId 字

段来获取。不填为默认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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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参数示例

{

  "ComputeEnv": {

  "EnvName": "test compute env",

  "EnvDescription": "test compute env",

  "EnvType": "MANAGED",

  "EnvData": {

  "InternetAccessible": {

  "PublicIpAssigned": "TRUE",

  "InternetMaxBandwidthOut": 50

  },

  "LoginSettings": {

  "Password": "B1[habcd"

  },

  "InstanceType": "S1.SMALL1",

  "ImageId": "img-xxxxyyyy"

  },

  "InputMappings": [

  {

  "SourcePath": "cfs://10.100.100.10:/",

  "DestinationPath": "/mnt/disk/"

  },

  {

  "SourcePath": "cos://batchbucket-appid.cosgz.myqcloud.com/",

  "DestinationPath": "/mnt/disk1/"

  },

  {

  "SourcePath": "cos://batchbucket-appid.cosgz.myqcloud.com/hello2/",

  "DestinationPath": "/mnt/disk2/"

  }

  ],

  "MountDataDisks": [

  {

  "FileSystemType": "EX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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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lPath": "/data/"

  }

  ],

  "Authentications": [

  {

  "SecretKey": "your secret key",

  "SecretId": "your secret id",

  "Scene": "COS"

  }

  ],

  "Notifications": [

  {

  "TopicName": "topic name",

  "EventConfigs": [

  {

  "EventName": "COMPUTE_ENV_DELETED",

  "EventVars": [

  {

  "Name": "name1",

  "Value": "value1"

  },

  {

  "Name": "name2",

  "Value": "value2"

  }

  ]

  }

  ]

  }

  ],

  "DesiredComputeNodeCount": 3

  },

  "Placement": {

  "Zone": "ap-guangzho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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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jectId": 1053241

  },

  "ClientToken": "xxxx"

}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EnvId String 计算环境唯一标识。

RequestId String 唯一请求ID。

# 输出参数示例

{

  "Response": {

  "EnvId": "env-xxxxyyyy",

  "RequestId": "eac6b301-a322-493a-8e36-83b295459397"

  }

}

4. 错误码

错误码 描述

InvalidBatchEnvName.TooLong 计算环境名称过长。

InvalidBatchEnvDescription.TooLong 计算环境描述过长。

UnsupportedBatchRemoteStorageSchemeType 非法的存储类型。

UnsupportedBatchRemoteStoragePath 非法的存储路径格式。

BatchComputeNotAllowed 禁止使用批量计算服务。

BatchComputeCheckComputeEnvError 计算环境校验失败。

UnsupportedBatchLocalPath 非法的本地存储路径。

InvalidNotificationEventName.Duplicate 重复的消息通知事件名称。

InvalidNotificationTopicName 非法的主题名称。

InvalidNotificationTopicName.TooLong 主题名称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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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InvalidCvmParameters 非法的CVM参数。

UnSupportedInstanceType 不支持指定的实例类型。

InvalidParameterValue.Negative 非法的负值参数。

NoEnoughComputeEnvQuota 计算环境配额不足。

NoEnoughCpuQuota CPU配额不足。

InternalServerError 内部服务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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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计算环境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DeleteComputeEnv）用于删除计算环境。

接口请求域名：batch.api.qcloud.com

2. 输入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Version String 是 API版本号

EnvId String 是 计算环境唯一标识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唯一请求ID

4. 错误码

错误码 描述

ComputeEnvNotFound 指定计算环境不存在。

InvalidBatchEnvId.Malformed 非法的计算环境ID格式。

ComputeEnvAcceptOtherRequestException 处理其他请求，禁止删除操作。

ComputeEnvOperationException 禁止删除操作。

ComputeNodeForbidTerminate 禁止终止计算节点。

InternalServerError 内部服务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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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计算环境信息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ComputeEnv）用于查询计算环境的详细信息。

接口请求域名：batch.api.qcloud.com

2. 输入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Version String 是 API版本号

EnvId String 是 计算环境唯一标识

3. 输出参数

名称 类型 描述

EnvId String 计算环境ID

EnvName String 计算环境名称

EnvType String 计算环境类型

DesiredComputeNodeCount Integer 计算节点期望个数

Placement Placement object 位置信息

CreateTime String 计算环境创建时间

ComputeNodeSet array of ComputeNode objects 计算节点信息

ComputeNodeMetrics ComputeNodeMetrics object 计算节点统计指标

ComputeNode

名称 类型 描述

ComputeNodeId String 计算节点ID

ComputeNodeInstanceId String 计算节点实例ID，对于CVM场景，

即为CVM的InstanceId

ComputeNodeState String 计算节点状态

PrivateIpAddresses array of Strings 计算节点内网IP列表

PublicIpAddresses array of Strings 计算节点公网IP列表

Cpu Integer CPU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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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Mem Integer 内存容量，单位GiB

ResourceCreatedTime String 资源创建完成时间

TaskInstanceNumAvailable Integer 计算节点运行 TaskInstance

可用容量。0表示计算节点忙碌。

AgentVersion String Batch Agent 版本

ComputeNodeMetrics

名称 类型 描述

SubmittedCount String 已经完成提交的计算节点数量

CreatingCount String 创建中的计算节点数量

CreationFailedCount String 创建失败的计算节点数量

CreatedCount String 完成创建的计算节点数量

RunningCount String 运行中的计算节点数量

DeletingCount String 销毁中的计算节点数量

AbnormalCount String 异常的计算节点数量

# 输出参数示例

{

  "Response": {

  "EnvId": "env-gzah9akx",

  "ComputeNodeMetrics": {

  "CreatedCount": 0,

  "DeletingCount": 0,

  "CreationFailedCount": 0,

  "SubmittedCount": 0,

  "CreatingCount": 0,

  "AbnormalCount": 0,

  "RunningCount": 2

  },

  "EnvType": "MANAGED",

  "EnvName": "test compute env",

  "Placement": {

  "Zone": "ap-guangzho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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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mputeNodeSet": [

  {

  "ComputeNodeId": "node-aq7dgzsk",

  "ComputeNodeState": "RUNNING",

  "Mem": 2,

  "ResourceCreatedTime": "2017-11-21T03:52:05Z",

  "ComputeNodeInstanceId": "ins-p3zo9wle",

  "AgentVersion": "1.0.4",

  "TaskInstanceNumAvailable": 1,

  "Cpu": 1

  },

  {

  "ComputeNodeId": "node-glzgyd3w",

  "ComputeNodeState": "RUNNING",

  "Mem": 2,

  "ResourceCreatedTime": "2017-11-21T03:52:05Z",

  "ComputeNodeInstanceId": "ins-2yvobvb6",

  "AgentVersion": "1.0.4",

  "TaskInstanceNumAvailable": 1,

  "Cpu": 1

  }

  ],

  "CreateTime": "2017-11-21T03:51:27Z",

  "RequestId": "3864fbdb-bd36-417b-a792-814c6820c3a6"

  }

}

4. 错误码

错误码 描述

ComputeEnvNotFound 指定计算环境不存在。

InvalidBatchEnvId.Malformed 非法的计算环境ID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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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描述

InternalServerError 内部服务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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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计算环境列表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ComputeEnvs）用于查看计算环境列表。

接口请求域名：batch.api.qcloud.com

2. 输入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Version String 是 API版本号

EnvIds.N Array of String 否 按照指定EnvId查询。每次

请求的上限为100。参数不

支持同时指定EnvIds和Filte

rs

Filters.N Array of Filter objects 否 过滤条件，详见过滤条件表

。参数不支持同时指定EnvI

ds和Filters

Offset Integer 否 偏移量，默认为0。

Limit Integer 否 返回数量，默认为20，最

大值为100。

Filter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Name String 是 过滤键的名称

Values.N array of Strings 是 若干个过滤值

过滤条件表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env-id String 否 过滤计算环境Id

env-name String 否 过滤计算环境名称

zone String 否 过滤可用区

3. 输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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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类型 描述

TotalCount Integer 计算环境数量

ComputeEnvSet array of ComputeEnvView objects计算环境列表

ComputeEnvView

名称 类型 描述

EnvId String 计算环境ID

EnvName String 计算环境名称

EnvType String 计算环境类型

DesiredComputeNodeCount Integer 计算节点期望个数

Placement Placement object 位置信息

CreateTime String 计算环境创建时间

ComputeNodeMetrics ComputeNodeMetrics object 计算节点统计指标

ComputeNodeMetrics

名称 类型 描述

SubmittedCount String 已经完成提交的计算节点数量

CreatingCount String 创建中的计算节点数量

CreationFailedCount String 创建失败的计算节点数量

CreatedCount String 完成创建的计算节点数量

RunningCount String 运行中的计算节点数量

DeletingCount String 销毁中的计算节点数量

AbnormalCount String 异常的计算节点数量

# 输出参数示例

{

  "Response": {

  "TotalCount": 1,

  "ComputeEnvSet": [

  {

  "EnvId": "env-gzah9akx",

  "ComputeNodeMetrics": {

  "CreatedCount": 0,

  "DeletingCount":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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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ionFailedCount": 0,

  "SubmittedCount": 0,

  "CreatingCount": 0,

  "AbnormalCount": 0,

  "RunningCount": 2

  },

  "EnvType": "MANAGED",

  "EnvName": "test compute env",

  "Placement": {

  "Zone": "ap-guangzhou-2"

  },

  "CreateTime": "2017-11-21T03:51:27Z"

  }

  ],

  "RequestId": "a03a2636-8448-4890-a977-0316d83d982f"

  }

}

4. 错误码

错误码 描述

InvalidParameterValue 非法的参数值。

InvalidBatchEnvId.Malformed 非法的计算环境ID格式。

InvalidZoneMismatchRegion 非法的zone名称。

UnsupportedParams 过滤条件不支持。

InternalServerError 内部服务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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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相关接口

查看CVM可用机型配置信息

1. 接口描述

本接口（DescribeAvailableCvmInstanceTypes）查看批量计算可用的CVM机型配置信息。

接口请求域名：batch.api.qcloud.com

2. 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Version String 是 API版本号

Filters.N array of Filter objects 否 过滤条件，详见实例过滤条

件表。

实例过滤条件表

参数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zone String 否 （过滤条件）按照可用区过

滤。

instance-family String 否 （过滤条件）按照实例机型

系列过滤。实例机型系列形

如：S1、I1、M1等。

3. 输出参数

参数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RequestId String 唯一请求ID。每次请求都会

返回RequestId。当用户调

用接口失败找后台研发人员

处理时需提供该RequestId

。

InstanceTypeConfigSet array of

InstanceTypeConfig

实例机型配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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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objects

# 输出样例

{

  "Response": {

  "InstanceTypeConfigSet": [

  {

  "Zone": "ap-guangzhou-2",

  "InstanceFamily": "I1",

  "InstanceType": "I1.MEDIUM4",

  "CPU": 2,

  "Memory": 4

  },

  {

  "Zone": "ap-guangzhou-2",

  "InstanceFamily": "I1",

  "InstanceType": "I1.MEDIUM8",

  "CPU": 2,

  "Memory": 8

  },

  {

  "Zone": "ap-guangzhou-2",

  "InstanceFamily": "I1",

  "InstanceType": "I1.MEDIUM16",

  "CPU": 2,

  "Memory": 16

  },

  {

  "Zone": "ap-guangzhou-2",

  "InstanceFamily": "I1",

  "InstanceType": "I1.LARGE8",

  "CPU": 4,

  "Memor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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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RequestId": "2f1fd71e-95ab-4f10-8adb-895e99d33ff5"

  }

}

4. 错误码

错误码 描述

CallCvmException 调用CVM异常。

InvalidZoneMismatchRegion 非法的zone名称。

InternalServerError 内部服务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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