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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所有 SDK

AmazonSDK 和工具参考指南
适用于所有 SDK

Amazon开发工具包和工具维护政策 (p. 50)涵盖Amazon软件开发套件 (SDK) 和工具（包括移动和物联网 
(IoT) SDK）的维护策略和版本控制及其底层依赖关系。

适用于一些 SDK
许多 SDK 和工具共享一些通用功能，可以通过共享设计规范或共享库（例如 Common Runtime (CRT) 库）
来实现。Amazon

本Amazon SDK 和工具参考指南旨在成为适用于多个 SDK 和工具的信息基础。除了此处提供的任何信息
外，还应使用您正在使用的 SDK 或工具的特定的 SDK 或工具指南。以下 SDK 和工具包含本指南中提供的
其他信息：

• Amazon Cloud Development Kit (Amazon CDK) 开发人员指南
• Amazon Command Line Interface 用户指南
• Amazon Serverless Application Model 开发人员指南
• Amazon SDK for C++ 开发人员指南
• Amazon SDK for Go 开发人员指南
• Amazon SDK for Java 开发人员指南
• Amazon SDK for JavaScript 开发人员指南
• Amazon SDK for .NET 开发人员指南
• Amazon SDK for PHP 开发人员指南
• AmazonSDK for Python (Boto3) 的 SDK
• Amazon SDK for Ruby 开发人员指南
• Amazon Toolkit for Eclipse 用户指南
• Amazon Toolkit for JetBrains 用户指南
• Amazon Toolkit for Visual Studio 用户指南
• Amazon Toolkit for Visual Studio Code 用户指南
• Amazon Tools for Windows PowerShell 用户指南

本指南包括以下方面的信息：

• 配置 (p. 2)— 如何使用共享config和credentials文件或环境变量对Amazon SDK 或工具进行身份
验证和配置。

• 配置和身份验证设置参考 (p. 17)— 所有可用于身份验证和配置的标准化设置的参考。
• Amazon常用运行时 (CRT) 库 (p. 49)— 概述几乎所有 SDK 都可用的Amazon通用运行时 (CRT)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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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amazonaws.cn/cdk/latest/guide/
https://docs.amazonaws.cn/cli/latest/userguide/
https://docs.amazonaws.cn/serverless-application-model/latest/developerguide/
https://docs.amazonaws.cn/sdk-for-cpp/latest/developer-guide/
https://aws.github.io/aws-sdk-go-v2/docs
https://docs.amazonaws.cn/sdk-for-java/latest/developer-guide/
https://docs.amazonaws.cn/sdk-for-javascript/latest/developer-guide/
https://docs.amazonaws.cn/sdk-for-net/latest/developer-guide/
https://docs.amazonaws.cn/sdk-for-php/latest/developer-guide/
https://boto3.amazonaws.com/v1/documentation/api/latest/guide/quickstart.html
https://docs.amazonaws.cn/sdk-for-ruby/latest/developer-guide/
https://docs.amazonaws.cn/AWSToolkitEclipse/latest/GettingStartedGuide/
https://docs.amazonaws.cn/toolkit-for-jetbrains/latest/userguide/
https://docs.amazonaws.cn/AWSToolkitVS/latest/UserGuide/
https://docs.amazonaws.cn/toolkit-for-vscode/latest/userguide/
https://docs.amazonaws.cn/powershell/latest/user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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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中的其他主题

配置
与AmazonSDK 和其他开发工具包Amazon开发人员工具，例如Amazon Command Line Interface(Amazon 
CLI），您可以和交互Amazon服务 API。但是，在尝试此操作之前，您必须使用执行请求的操作所需的信息
配置 SDK 或工具。

此信息包含以下项目：

• 凭证信息标识谁在调用 API。凭证用于对发出的请求进行加密Amazon服务器。使用此信息，Amazon确认
您的身份并可以检索与其关联的权限策略。然后它可以确定允许你执行哪些操作。

• 其他配置细节你用来告诉Amazon CLI或 SDK 如何处理请求，发送请求的位置（Amazon服务端点），以
及如何解释或显示响应。

每个 SDK 或工具都支持多个来源，您可以使用这些来源提供所需的凭据和配置信息。某些来源对于 SDK 或
工具来说是唯一的，您必须参考该工具或 SDK 的文档以了解如何使用该方法的详细信息。

但是，大多数AmazonSDK 和工具支持来自两个主要来源的通用设置（不包括代码本身）：

• 共享Amazon配置和凭证文件 (p. 2)— 共享config和credentials文件是指定身份验证和配置
的最常见方法AmazonSDK 或工具。使用这些文件存储工具和应用程序可以使用的设置。共享内的设
置config和credentials文件与特定配置文件关联。使用多个配置文件，您可以创建不同的设置配置以
应用于不同的场景。当您使用Amazon工具来调用命令或使用 SDK 调用AmazonAPI，您可以指定要用于该
操作的配置文件以及哪些配置设置。其中一个配置文件被指定为default配置文件，当您未明确指定要使
用的配置文件时，将自动使用。本参考指南中记录了可以存储在这些文件中的设置。

• 环境变量 (p. 6)— 某些设置也可以存储在操作系统的环境变量中。尽管一次只能有一组生效的环境变
量，但随着程序的运行和需求的变化，它们可以很容易地动态修改。

本节中的其他主题
• 共享config和credentials文件的位置 (p. 5)
• 共享Amazonconfig和credentials文件 (p. 2)
• Amazon使用共享配置和凭据文件的 SDK 和工具 (p. 6)
• 环境变量或环境变量 (p. 6)

共享Amazonconfig和credentials文件
共享Amazonconfig和credentials文件包含一组配置文件。配置文件是一组配置值，可使用其配置文件
名称从 SDK/Tool 中引用。配置值附加到配置文件，以便在使用该配置文件时配置 SDK/Tool 的某些方面。

通常，您可以放置在共享credentials文件中的任何值也可以放置在共享config文件中。反之亦然；只能
在credentials文件中放置一些设置。但是，作为安全最佳实践，我们建议您将任何敏感值（例如访问密钥 
ID 和密钥）保存在单独credentials的文件中。这样，如有必要，您可以为每个文件提供单独的权限。

我们建议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按照 IAM 用户指南中管理访问密钥的说明从中下载这
些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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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文件

共享credentials文件config和文件都是纯文本文件，仅包含 ASCII 字符（UTF-8 编码）。它们采用通常
所谓的 INI 文件的形式。

配置文件
共享config和credentials文件中的设置与特定的配置文件相关联。使用多个配置文件，您可以创建不同
的设置配置以应用于不同的场景。

如果未指定特定的命名[default]配置文件，则配置文件包含 SDK 或工具操作使用的值。您也可以创建单
独的配置文件，您可以按名称明确引用这些配置文件。每个命名的配置文件可以有不同的设置组。

[default]只是一个未命名的个人资料。default之所以命名此配置文件，是因为如果用户未指定配
置文件，则它是 SDK 使用的默认配置文件。它不向其他配置文件提供继承的默认值。例如，如果您
在[default]配置文件中设置了某些内容，但未在命名配置文件中进行设置，则在使用命名配置文件时不会
设置该值。

（可选）设置要通过 SDK 代码或Amazon CLI命令使用的命名配置文件。或者，您可以使用环境变
量AWS_PROFILE来指定要使用的配置文件设置。

Linux/macOS 通过命令行设置环境变量的示例：

export AWS_PROFILE="my_named_profile";

通过命令行设置环境变量的 Windows 示例：

setx AWS_PROFILE "my_named_profile"

配置文件的格式
该config文件必须是使用以下格式的纯文本文件：

• 每个部分都以方括号中的配置文件名称开头[ ]。
• 章节中的所有条目均采用一般形式setting-name=value。
• 行可以通过以主题标签字符 (#) 开头来注释掉。

下面的示例[default]介绍一个有配置config文件的基本文件。它设置region (p. 36)全局设置。

[default]
#Full line comment, this text is ignored.
region = us-east-2

要在文件中创建已命名的配置config文件，请创建一个带有新标题的部分，类似于以下示例。您必须使用该
单词，profile并在其后面加上一个唯一的名称。可以使用字母、数字、连字符 (-_) 和下划线。

[profile developers]
...settings...

有些设置有自己的嵌套子设置组，例如以下示例中的s3设置和子设置。通过缩进一个或多个空格将子设置与
组相关联。

[profile testers]
region = us-we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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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证文件的格式

s3 = 
    max_concurrent_requests=10 
    max_queue_size=1000

凭证文件的格式
下面的示例介绍一个有[default]配置credentials文件的基本文件。它设
置aws_access_key_id和aws_secret_access_key (p. 31)全局设置。

[default]
aws_access_key_id=AKIAIOSFODNN7EXAMPLE
aws_secret_access_key=wJalrXUtnFEMI/K7MDENG/bPxRfiCYEXAMPLEKEY

文件的规则通常与credentials文件的规则相同，config但有以下例外：

• 章节名称不以单词开头profile。仅在方括号之间使用配置文件名称本身。

[developers]
...settings...

• 您只能在credentials文件中存储设置和值的子集。通常，只有那些值被视为 “机密” 或敏感的值，例如
访问密钥 ID 和密钥。本指南中每项设置的页面说明了它是可以存储在credentials文件中还是只能存储
在config文件中。

示例文件
总而言之，每个配置文件中都可以有一些设置。大多数设置位于config文件中，而敏感信息设置位
于credentials文件中。

以下示例显示了存储在这两个文件中的三个配置文件：

• default配置文件-使用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用户的长期凭证提供访问权限。
使用此配置文件的工具或代码向美国西部 (俄勒冈) 区域 (us-west-2) 区域发送请求。 Amazon CLI使用
此配置文件调用的命令将结果输出为 JSON。

• dev-user配置文件 — 使用其他 IAM 用户的长期证书。使用此配置文件的工具或代码向美国西部 (加利福
尼亚北) 区域 () 区域发送请求。us-west-1 Amazon CLI使用此配置文件调用的命令将结果输出为文本。

• developers配置文件 — 使用担任指定角色时的短期证书。它仅使用dev-user来源配置文件中的长期证
书来代入该角色并检索该角色的短期证书。使用此配置文件的工具或代码向美国西部 (俄勒冈) 区域 (us-
west-2) 区域发送请求。 Amazon CLI使用此配置文件调用的命令将结果输出为 JSON。此配置文件不将
其任何值存储在credentials文件中。

config文件内容

[default]
region = us-west-2
output = json

[profile dev-user]
region = us-west-1
output = text

[profile developers]
role_arn = arn:aws:iam::123456789012:role/developers
source_profile = dev-user
region = us-we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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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文件的位置

output = json

credentials文件内容

[default]
aws_access_key_id = AKIAIOSFODNN7EXAMPLE
aws_secret_access_key = wJalrXUtnFEMI/K7MDENG/bPxRfiCYEXAMPLEKEY

[dev-user]
aws_access_key_id = AKIAI44QH8DHBEXAMPLE
aws_secret_access_key = je7MtGbClwBF/2Zp9Utk/h3yCo8nvbEXAMPLEKEY

共享config和credentials文件的位置
共享credentials文件Amazonconfig和文件是纯文本文件，默认情况下位于计算机上 “” 文件夹中名
为.aws的home文件夹中。

在 Linux 和 macOS，通常显示为~/.aws。在 Windows 上，它是 %USERPROFILE%\.aws。

操作系统 文件的默认位置

Linux 和 macOS ~/.aws/config

~/.aws/credentials

Windows %USERPROFILE%\.aws\config

%USERPROFILE%\.aws\credentials

通过按~顺序检查来解析路径开头的~/或后面加上文件系统的默认路径分隔符

1. （所有平台）HOME环境变量
2. （Windows 平台）USERPROFILE环境变量
3. （Windows 平台）HOMEDRIVE环境变量，位于HOMEPATH环境变量之前（例如，$HOMEDRIVE

$HOMEPATH）
4. （每个 SDK 或工具可选）特定于 SDK 或工具的主路径解析函数或变量

如果可能，如果在路径的开头指定了用户的主目录（例如，~username/），则将其解析为请求的用户名的
主目录（例如/home/username/.aws/config）。

更改这些文件的默认位置：

可以设置以下环境变量来将这些文件的位置或名称从默认值更改为自定义值：

• config文件环境变量：AWS_CONFIG_FILE
• credentials文件环境变量：AWS_SHARED_CREDENTIALS_FILE

Linux/macOS

您可以通过在 Linux 或 macOS 上运行以下导出命令来指定备用位置。

$ export AWS_CONFIG_FILE=/some/file/path/on/the/system/config-file-nam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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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开发工具包和工具

$ export AWS_SHARED_CREDENTIALS_FILE=/some/other/file/path/on/the/system/credentials-
file-name

Windows

您可以通过在 Windows 上运行以下 setx 命令来指定备用位置。

C:\> setx AWS_CONFIG_FILE c:\some\file\path\on\the\system\config-file-name
C:\> setx AWS_SHARED_CREDENTIALS_FILE c:\some\other\file\path\on\the\system
\credentials-file-name

Amazon使用共享配置和凭据文件的 SDK 和工具
以下是可以使用共享config和credentials文件检索身份验证和其他配置设置的Amazon SDK 和其他开发
工具的列表。

每个条目都包含指向该 SDK 或工具文档的链接，其中详细讨论了这些文件的用法。

软件开发工具包或工具 共享配置和证书主题

Amazon Cloud Development Kit (Amazon CDK) Amazon Cloud Development Kit (Amazon CDK) 入
门

Amazon Command Line Interface (Amazon CLI) 配置 Amazon CLI

Amazon Serverless Application Model 设置Amazon证书

Amazon SDK for C++ 提供Amazon证书

Amazon SDK for Go 指定证书

Amazon SDK for Java 使用证书

Amazon SDK for JavaScript 获取您的证书

Amazon SDK for .NET 配置Amazon凭证

Amazon SDK for PHP 使用Amazon凭证文件和凭证配置文件

Amazon SDK for Python (Boto3) 配置

Amazon SDK for Ruby 设置Amazon证书

Amazon Toolkit for Eclipse 设置Amazon证书

Amazon Toolkit for JetBrains 为 fAmazon or 设置Amazon Toolkit凭据 JetBrains

Amazon Toolkit for Visual Studio 提供Amazon证书

Amazon Toolkit for Visual Studio Code 设置您的Amazon证书

Amazon Tools for PowerShell Amazon Tools for PowerShell 入门

环境变量或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提供了另一种指定配置选项和凭证的方法；若要编写脚本或将一个命名配置文件临时设置为默认配
置文件，环境变量会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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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的优先顺序

• 如果您使用环境变量指定设置，则它将在共享Amazonconfig文件中覆盖从配置credentials文件加载
的任何值。

• 如果您通过在Amazon CLI命令行上使用参数指定设置，则它将在配置文件中覆盖相应环境变量或配置文件
中的任何值。

如何设置环境变量
下面的示例介绍您如何可以为默认用户配置环境变量。

Linux, macOS, or Unix

$ export AWS_ACCESS_KEY_ID=AKIAIOSFODNN7EXAMPLE
$ export AWS_SECRET_ACCESS_KEY=wJalrXUtnFEMI/K7MDENG/bPxRfiCYEXAMPLEKEY
$ export AWS_DEFAULT_REGION=us-west-2

设置环境变量会更改使用的值，直到 Shell 会话结束或直到您将该变量设置为其他值。通过在 shell 的启
动脚本中设置变量，可使变量在未来的会话中继续有效。

Windows Command Prompt

C:\> setx AWS_ACCESS_KEY_ID AKIAIOSFODNN7EXAMPLE
C:\> setx AWS_SECRET_ACCESS_KEY wJalrXUtnFEMI/K7MDENG/bPxRfiCYEXAMPLEKEY
C:\> setx AWS_DEFAULT_REGION us-west-2

set使用设置环境变量会更改使用的值，直到当前命令提示符会话结束，或者直到您将该变量设置为其
他值。setx使用设置环境变量会更改当前命令提示符会话和运行该命令后创建的所有命令提示符会话中
使用的值。它不 影响在运行该命令时已经运行的其他命令 shell。

PowerShell

PS C:\> $Env:AWS_ACCESS_KEY_ID="AKIAIOSFODNN7EXAMPLE"
PS C:\> $Env:AWS_SECRET_ACCESS_KEY="wJalrXUtnFEMI/K7MDENG/bPxRfiCYEXAMPLEKEY"
PS C:\> $Env:AWS_DEFAULT_REGION="us-west-2"

如果您按前面的示例所显示在 PowerShell 提示变量设置环境变量设置环境变量设置环境变量设置环境变
量设置环境变量。要在所有 PowerShell 命令提示符会话中使环境变量设置保持不变。或者，您可以通过
将其添加至 PowerShell 配置文件来为fut PowerShell ure 所有会变量设置该变量。有关存储环境变量或
跨会话跨会话跨会话跨会话跨会话跨会话跨会话跨会话跨会话中它们的PowerShell

7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windows-server/administration/windows-commands/set_1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windows-server/administration/windows-commands/setx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odule/microsoft.powershell.core/about/about_environment_variables
https://docs.microsoft.com/powershell/module/microsoft.powershell.core/about/about_environment_variables


Amazon软件开发工具包和工具 参考指南
本节中的主题

凭证和访问权限
《Amazon Web Services 通用参考手册》包含以下基础知识：

• 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根用户证书和 IAM 用户证书 — 根用户证书与 IAM 证书，需要根用户证书的任
务

• 了解并获取您的Amazon证书-访问控制台和编程访问的关键选项和管理实践
• 您的Amazon账户标识符 — 查找和了解您的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 ID

I AM 用户指南始终是安全控制资源访问的最佳Amazon资源：

• IAM 中的安全最佳实践 — 根据我们的共同责任模式开发Amazon应用程序时应遵循的安全建议

本节中的主题
• 设置Amazon账户、用户和角色 (p. 8)用于使用 SDK 和工具进行开发
• 单一登录 (SSO) (p. 10)在您的应用程序中使用
• 使用多重身份验证 (MFA) (p. 11)在你的应用程序中
• 将 IM 角色用于适用于 Amazon EC2 实例 (p. 13)
• 使用假定为 IAM 用户的 IAM 角色 (p. 14)

设置Amazon账户、用户和角色
I AM 用户指南始终是安全控制资源访问的最佳Amazon资源。IAM 用户指南中的身份（用户、群组和角
色）更深入地介绍了这些基础概念。

角色允许您获得Amazon使用现有身份的访问权限。您可以从外部身份提供商（如 Active Directory 或 Okta）
联合进来，也可以代入来自其他用户或内部角色的角色Amazon。您可以使用角色安全地构建应用程序，方
法是为不同的工作职能担任不同的角色，并将有权访问敏感数据的角色与其他身份分开。

当你没有其他身份可以连接时，用户就是为你准备Amazon的。如果您需要一个入口点Amazon但没有单独的
身份提供者，则可以创建一个用户来登录Amazon，这样就不必使用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根用户了。
用户拥有的证书有效期很长，您应该定期轮换。如果您需要使用用户Amazon，我们建议您仅使用该用户登
录，Amazon然后再代入可以执行您的工作职能的角色。

尽管用户是开始使用Amazon服务的好方法，但我们建议所有开发人员考虑设置单点登录以进行访问。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阅单一登录 (SSO) (p. 10)：

创建 账户
要创建Amazon帐户，请参阅如何创建和激活新的Amazon Web Services 帐户？

创建管理用户
避免使用您的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根用户（您创建的初始帐户）访问管理控制台和服务。相反，创建
管理用户帐户，请参阅 I AM 用户指南中的创建您的第一个 IAM 管理员用户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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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管理用户帐户并记录登录详细信息后，以 root 用户身份注销并使用管理帐户重新登录。

管理用户帐户仍然授予对大多数内容的完全访问权限——它不适合在上面进行 SDK 开发Amazon或在上面运
行应用程序Amazon。因此，您需要创建适用于这些任务的用户帐户和服务角色。您创建的特定用户帐户和
服务角色以及使用它们的方式取决于应用程序的要求。

创建 IAM 用户用于开发
用户帐户是开始开发应用程序以使用Amazon服务的好方法。IAM 用户指南中详细介绍了 IAM 用户。

要以编程方式与之交互Amazon，一种选择是创建 IAM 用户并为该用户获取证书。然后，通过将它们保存到
共享Amazoncredentials文件中，使它们可供开发环境中的 SDK/Tool 使用。

1. 登录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IAM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iam/。

2. 选择 “用户”，然后选择 “添加用户”。
3. 提供用户名称。
4. 在 “选择Amazon访问类型” 下，选择 “编程访问”，然后选择 “下一步：权限”。
5. 选择 “直接附加现有策略”，然后为您的应用程序将使用的Amazon服务选择相应的策略。

例如，如果您希望您的应用程序具有对 Amazon S3 服务的完全访问权限：在 “搜索” 中，输入s3，然后
选择 AmazonS3FullAccess 作为附加到该用户的策略。有关策略的最佳实践，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
的授予最低权限。

Warning

该AdministratorAccess政策允许您账户中几乎所有内容的读取和写入权限。我们建议选择更严
格的发展政策。

6. 选择 “下一步：标签”，然后输入所需的任何标签。

您可以在 IAM 用户指南中的使用Amazon资源标签控制访问中找到标签相关的信息。
7. 选择 “下一步：查看”，然后选择 “创建用户”。
8. 在 “成功” 屏幕上，选择Download .csv。

下载的文件包含此 IAM 用户的访问密钥 ID 和私有访问密钥。

Note

您将没有其他机会下载或复制私有访问密钥。

将您的私有访问密钥视为密码；保存在可信位置，请勿共享。

Warning

使用适当的安全措施来确保这些凭证的安全和轮换。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安全最佳实
践。

现在，您已拥有该用户的证书。为了使 SAmazon DK 或工具能够使用这些证书，可以将它们放入共享
Amazoncredentials文件中。

9. 创建或打开共享credentials文件。此文件位~/.aws/credentials于 Linux 和 macOS 系统以及 
Windows%USERPROFILE%\.aws\credentials 上。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凭证文件的位置。

10. 将以下文本添加到共享credentials文件中，但将示例 ID 值和示例密钥值替换为您之前获得的值。

[default]
aws_access_key_id = AKIAIOSFODNN7EXAMPLE
aws_secret_access_key = wJalrXUtnFEMI/K7MDENG/bPxRfiCYEXAMPLE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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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保存该文件。

《IAM 用户指南》中的 “创建 IAM 用户”（控制台）中全面介绍了如何浏览添加用户控制台向导中的所有选项

请注意，还有其他存储凭据的方法（例如可用的 SDK Stor eAmazon SDK for .NET），但共
享credentials文件是最常见的。

创建 IAM 角色
角色代表一组权Amazon限策略，旨在让任何需要它的用户代入。IAM 角色在 IAM 用户指南中有详细介绍。

创建服务角色的过程因情况而异，但本质上如下。

1. 登录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IAM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iam/。

2. 选择 Role，然后选择 Create role。
3. 选择Amazon服务。
4. 在 “选择用例” 下，选择您想要允许代表您呼叫服务的服务。

例如，如果您使用的是 Amazon EC2 服务，则选择 EC2 作为您的用例。
5. 选择 “下一步：权限”，然后为您的应用程序将使用的Amazon服务选择相应的策略。

例如，如果您希望您的应用程序拥有对 Amazon EC2 服务的完全访问权限：在 “搜索” 中，输入ec2，然
后选择 Amazonec2FullAccess 作为要附加的策略。有关策略的最佳实践，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授
予最低权限。

Warning

该AdministratorAccess政策允许您账户中几乎所有内容的读取和写入权限。我们建议选择更严
格的发展政策。

6. 选择 “下一步：标签”，然后输入所需的任何标签。

您可以在 IAM 用户指南中的使用Amazon资源标签控制访问中找到标签相关的信息。
7. 选择下一步：查看并提供角色名称和角色描述。然后选择 Create role (创建角色)。

《IAM 用户指南》中的 “为Amazon服务创建角色（控制台）” 一节全面介绍了如何浏览创建角色控制台向
导中的所有选项

单一登录 (SSO)
Amazon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mazon Single Sign-On)(IAM Identity Center) 是一项基于云的单
点登录服务，可用于集中管理对所有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和云应用程序的 SSO 访问。有关完整的详
细信息，请参阅Amazon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mazon Single Sign-On)用户指南。

要为您的SAmazon DK提供单一登录访问：

• 设置IAM Identity Center —这包括选择您的身份来源和设置对您的身份的IAM Identity Center访问权限
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有关此设置的步骤，请参阅《Amazon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mazon Single Sign-On)用户指南》中的 “入门”。

• 设置IAM Identity Center配置文件-在共享Amazonconfig文件中定义一个命名的配置文件，用于检索您的
临时证书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有关为 SSO 配置哪些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SSO 身份验证用户
身份验证 (p. 29)。

• 获取 SSO 令牌 — 要使用启用 SSO 的配置文件，必须生成临时令牌。这可以通过编程方式完成，也可以
通过运行中的aws sso login命令来完成Amazon C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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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Amazon CLI，在中，要使用已命名的配置文件而不是默认配置文件登录，请使用--profile参数传
递配置文件名称：

aws sso login --profile my-sso-profile

要了解如何以编程方式获取和续订代币，请参阅特定的Amazon SDK 开发者指南。

使用多重身份验证 (MFA)
多因素身份验证 (MFA) 提供了更高的安全性，因为它要求用户在访问Amazon网站或服务时除了提供常规登
录凭证外，还需要通过Amazon支持的 MFA 机制提供唯一的身份验证。

Amazon支持一系列用于 MFA 身份验证的虚拟和硬件设备。此处记录的示例是由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启用
的虚拟 MFA 设备。有关 MFA 设备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Amazon中的使用多重身份验证 
(MFA)。

步骤 1：创建 IAM 角色向 IAM 用户委派访问权限
此任务使用角色委派来允许 IAM 角色向 IAM 用户委派权限。首先，您定义一个需要使用 MFA 登录的 IAM 
角色。您还可以向该角色附加策略，授予访问特定Amazon服务的权限。接下来，您将创建一开始没有权限
的 IAM 用户。但是，您随后将包含AssumeRole操作的策略附加到该用户，该策略将该角色的所有权限委托
给该用户。

1. 通过以下网址转到 IAM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iam。
2. 在导航栏中选择 “角色”，然后选择 “创建角色”。
3. 在创建角色页面中，选择其他Amazon账户。
4. 输入所需的账户 ID 并选中 “需要 MFA” 复选框。

Note

要查找您的 12 位账号 (ID)，请转到控制台中的导航栏，然后选择Support、S u pp ort 中心。
5. 选择Next: Permissions（下一步: 权限）。
6. 将现有策略附加到您的角色或为其创建新策略。您在此页面上选择的策略决定了 IAM 用户可以访问哪些

Amazon服务。
7. 附加策略后，选择 Ne xt: Tags 作为向您的角色添加 IAM 标签的选项。然后选择 “下一步：查看” 继续。
8. 在 “查看” 页面中，输入所需的角色名称（例如 my- role）。您也可以添加可选的角色描述。
9. 选择 Create role（创建角色）。
10. 当显示确认消息（例如，“角色我的角色已创建”）时，在消息中选择角色的名称。
11. 在摘要页面中，选择复制图标以复制角色 ARN 并将其粘贴到文件中。（在配置 IAM 用户担任该角色

时，您需要此 ARN。）。

步骤 2：创建承担该角色权限的 IAM 用户
在此步骤中，您首先创建没有权限的 IAM 用户。然后，创建一个内联策略，允许用户代入您在上一步中创建
的角色（以及该角色的权限）。

创建 IAM 用户

1. 通过以下网址转到 IAM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iam。
2. 在导航栏中选择 “用户”，然后选择 “添加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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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添加用户页面中，输入所需的用户名（例如 my-us er），然后选中 “编程访问” 复选框。
4. 选择 “下一步：权限”、“下一步：标签” 和 “下一步：查看” 以浏览下一页。您在此阶段没有添加权限，因

为用户将代入该角色的权限。
5. 在评论页面中，您会被告知此用户没有权限。选择 Create user。
6. 在成功页面中，选择 D ownload csv 以下载包含访问密钥 ID 和秘密访问密钥的文件。（在共享

Amazoncredentials文件中定义用户配置文件时，两者都需要。）
7. 选择 Close（关闭）。

添加允许 IAM 用户代入该角色的策略

1. 在 IAM 控制台的用户页面中，选择您刚刚创建的 IAM 用户（例如 my-user）。
2. 在 “摘要” 页面的 “权限” 选项卡中，选择 “添加内联策略”。
3. 在 “创建策略” 页中，选择 “选择服务”，在 “查找服务” 中输入 ST S，然后从结果中选择 STS。
4. 对于 “操作”，开始输入术语AssumeRole。AssumeRole复选框出现时将其选中。
5. 在资源部分中，确保选中 “特定”，然后单击 “添加 ARN” 以限制访问权限。
6. 在 “添加 ARN (s)” 对话框中，为 “为角色指定 AR N” 添加您在步骤 1 中创建的角色的 ARN。

添加角色的 ARN 后，与该角色关联的可信账户和角色名称将显示在带有路径的账户和角色名称中。
7. 选择 Add（添加）。
8. 返回 “创建策略” 页面，选择 “指定请求条件（可选）”，选中 “需要 MFA” 复选框，然后选择 “关闭” 进行

确认。
9. 选择查看策略
10. 在 “查看策略” 页面中，输入策略的名称，然后选择 “创建策略”。

权限选项卡显示直接附加到 IAM 用户的新内联策略。

步骤 3：为 IAM 用户管理虚拟 MFA 设备
1. 将虚拟 MFA 应用程序下载并安装到您的智能手机。

有关支持的应用程序列表，请参阅多因素身份验证资源页面。
2. 在 IAM 控制台中，从导航栏中选择 Users，然后选择代入角色的用户（在本例中为 my-user）。
3. 在 “摘要” 页面中，选择 “安全证书” 选项卡，然后为 “分配的 MFA 设备” 选择 “管理”。
4. 在管理 MFA 设备窗格中，选择虚拟 MFA 设备，然后选择继续。
5. 在 “设置虚拟 MFA 设备” 窗格中，选择 “显示二维码”，然后使用您在智能手机上安装的虚拟 MFA 应用程

序扫描代码。
6. 扫描二维码后，虚拟 MFA 应用程序会生成一次性 MFA 代码。在 MFA 代码 1 和 MFA 代码 2 中连续输

入两个 MFA 代码。
7. 选择 Assign MFA (分配 MFA)。
8. 返回用户的 “安全证书” 选项卡，复制新的已分配 MFA 设备的 ARN。

ARN 包含您的 12 位数账户 ID，其格式类似于以下格式：arn:aws:iam::123456789012:mfa/my-
user在下一步骤中定义 MFA 配置文件时，您需要用到此 ARN。

第 4 步：创建配置文件以允许 MFA
在此步骤中，您将创建允许用户在访问Amazon服务时使用 MFA 的配置文件。

您创建的配置文件包括您在前面步骤中复制和存储的三条信息：

12

http://www.amazonaws.cn/iam/features/mfa/?audit=2019q1


Amazon软件开发工具包和工具 参考指南
适用于 Amazon EC2 实例的 IM 角色

• IAM 用户的访问密钥文件（访问密钥 ID 和秘密访问密钥文件）
• 向 IAM 用户委派权限的角色的 ARN
• 分配给 IAM 用户的虚拟 MFA 设备的 ARN

在包含您的Amazon凭据的共享Amazonconfig和credentials文件或 SDK 商店中，添加以下条目：

[my-user]
aws_access_key_id = AKIAIOSFODNN7EXAMPLE
aws_secret_access_key = wJalrXUtnFEMI/K7MDENG/bPxRfiCYEXAMPLEKEY

[mfa]
source_profile = my-user
role_arn = arn:aws:iam::111111111111:role/my-role
mfa_serial = arn:aws:iam::111111111111:mfa/my-user

提供的示例中定义了两个配置文件：

• [my-user]配置文件包括您在步骤 2 中创建 IAM 用户时生成和保存的访问密钥和私有访问密钥。
• 有关使用这两个设置的详细信息，请访问静态凭证 (p. 31)。

• [mfa]配置文件定义了如何支持多因素身份验证。共有三个条目：
• source_profile：指定配置文件，其凭据用于代入此配置文件中此role_arn设置指定的角色。在本

例中，这是my-user个人资料。
• role_arn：指定要用于运行此配置文件请求的 IAM 角色的 Amazon Resource Name (ARN)。在本例

中，它是您在步骤 1 中创建的角色的 ARN。
• mfa_serial：指定用户在担任角色时必须使用的 MFA 设备的标识号或序列号。在这种情况下，它是

您在步骤 3 中设置的虚拟设备的 ARN。
• 有关使用这三种设置的详细信息，请访问角色凭证 (p. 21)。

将 IM 角色用于适用于 Amazon EC2 实例
此示例介绍如何设置具有 Amazon S3 访问权限的 IAM 角色，以便在部署到 Amazon EC2 实例的应用程序中
使用。

创建 IAM 角色
创建一个 IM 角色，该角色授予对 Amazon S3 的只读访问权限。

1. 打开 IAM 控制台。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角色，然后选择创建新角色。
3. 在选择角色类型页面的 Amazon-service 角色下，选择 Amazon EC2。
4. 在附加策略页上，选择 Amazon S3 只读访问权限，然后选择下一步。输入角色名称，然后选择 Next 

Step。记住这个名字，因为你在启动 Amazon EC2 实例时会用到它。
5. 在 Review 页面上，选择 Create Role。

启动 Amazon EC2 实例并指定您的 IM 角色
可以使用 Amazon EC2 控制台启动一个 AM Amazon EC2 实例。

按照适用于 Linux 实例的 Amazon EC2 用户指南或适用于 Windows 实例的 Amazon EC2 用户指南中的说明
启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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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核查实例启动页面时，选择编辑实例详细信息。在 IM 角色，选择您之前创建的 IM 角色。按指示完成该
过程。

Note

您需要创建或使用现有安全组和密钥对才能连接到该实例。

通过此 IAM 和 Amazon EC2 设置，您可以将您的应用程序部署到 Amazon EC2 实例，它将具有对 Amazon 
S3 服务的读取权限。

Connect 到 EC2 实例
Connect 到 EC2 实例，这样您就可以将示例应用程序传输到该实例，然后运行该应用程序。您需要包含用于
启动实例的key pair 的私有部分的文件；即 PEM 文件。

可以按照适用于 Linux 实例的 Amazon EC2 用户指南中的连接程序或适用于 Windows 实例的 Amazon EC2 
用户指南中的连接程序来实现。连接时，采用可以将文件从开发计算机传输到实例的方式。

如果您使用的是Amazon Toolkit，通常也可以使用 Toolkit 连接到该实例。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适用于 
Toolkit 的特定用户指南。

在 EC2 实例上运行示例应用程序
1. 将应用程序文件从本地驱动器复制到您的实例。

有关如何将文件传输到实例的信息，请参阅适用于 Linux 实例的 Amazon EC2 用户指南或适用于 
Windows 实例的 Amazon EC2 用户指南。

2. 启动应用程序并验证其运行结果是否与开发计算机上的结果相同。
3. （可选）验证应用程序是否使用 IAM 角色提供的证书。

a. 打开 Amazon EC2 控制台。
b. 选择实例，然后通过操作、实例设置、附加/替换 IAM 角色分离 IAM 角色。
c. 再次运行该应用程序并确认它返回授权错误。

使用假定为 IAM 用户的 IAM 角色
此示例说明如何配置共享Amazonconfig和credentials文件以支持使用 IAM 角色登录 SAmazon DK 或
开发者工具。SDK 或工具使用独立 IAM 用户的证书代入角色。

方案描述
此场景要求您在 IAM 中创建两个实体：

• 在本示例中，我们称之为 IAM 用户UserAlpha。此用户拥有 IAM 策略权限，只能执
行sts:AssumeRole操作。以下 JSON 策略文档用 IAM 策略语言描述了此用户。要更好地理解 IAM 策略
语言的组成部分，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JSON 策略元素参考资料。但是，在开始时，更常见的做
法是简单地使用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以图形方式创建用户、角色等，而不是手动
编写用户、角色等。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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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ect": "Allow", 
            "Action": "sts:AssumeRole", 
            "Resource": "*" 
        } 
    ]
}

• 一个 IAM 角色，在本例中我们称之为RoleBeta。角色具有信任策略。以允许账户中的所有用户代入该角
色。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AWS": "arn:aws:iam::231179739868:root" 
      }, 
      "Action": "sts:AssumeRole", 
      "Condition": {} 
    } 
  ]
}

它还具有 IAM 权限策略，使其能够在 Amazon S3 中执行任何任务。刚开始时，简单地使用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并分配Amazon托管策略更为常见。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s3:*", 
            "Resource": "*" 
        } 
    ]
}

如何配置配置文件
以下共享Amazonconfig文件和共享Amazoncredentials文件文件示例显示了如何使用配置 SDK 或
Amazon开发者工具访问权限RoleBeta。

共享config文件的内容

[profile UserAlpha]
region = us-west-2
output = json

[profile RoleBeta]
source_profile = UserAlpha
role_arn = arn:aws:iam::123456789012:role/RoleBeta

共享credentials文件的内容

[UserAlpha]
aws_access_key_id = AKIAIOSFODNN7EXAMPLE
aws_secret_access_key = wJalrXUtnFEMI/K7MDENG/bPxRfiCYEXAMPLE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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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个人资料
例如，您可以运行以下Amazon CLI命令来列出账户中可用的 Amazon S3 存储桶。他们Amazon CLI
看到RoleBeta配置文件引用了source_profileUserAlpha. 它会查找UserAlpha的访问密钥和
密钥，并使用它们在 ARN 上调用sts:AssumeRole操作RoleBeta。该操作返回用于调Amazon CLI
用RoleBeta该s3:ListBuckets操作的短期证书。

$ aws s3api list-buckets --profile RoleBeta
{ 
    "Buckets": [ 
        { 
            "Name": "my-first-bucket", 
            "CreationDate": "2018-08-31T07:46:02+00:00" 
        }, 
        { 
            "Name": "my-second-bucket", 
            "CreationDate": "2019-09-17T19:17:31+00:00" 
        }, 
        { 
            "Name": "my-third-bucket", 
            "CreationDate": "2018-06-12T23:18:08+00:00" 
        } 
    ], 
    "Owner": { ...truncated... }
}

16



Amazon软件开发工具包和工具 参考指南
创建服务客户端

配置和身份验证设置参考
• 标准化凭证提供程序 (p. 20)— 通用凭证提供商在多个 SDK 上实现了标准化。
• 标准化功能 (p. 32)— 跨多个 SDK 实现通用功能的标准化。

开发工具包为提供特定于语言的 APIAmazon Web Services。他们负责成功进行 API 调用所需的一些繁重工
作，包括身份验证、重试行为等。为此，开发工具包采用了灵活的策略，可以获取用于请求的证书，维护用
于每项服务的设置，以及获取用于全局设置的值。

创建服务客户端
为了以编程方式进行访问Amazon Web Services，SDK 对每个 SDK 都使用客户端类/对象Amazon Web 
Service。例如，如果您的应用程序需要访问 Amazon EC2，则您的应用程序会创建一个 Amazon EC2 客户
端对象来连接该服务。然后，您可以使用服务客户端向其发出请求Amazon Web Service。服务客户端对象是
不可变的，因此您必须为向其发出请求的每个服务创建一个新客户端，并使用不同的配置向同一服务发出请
求。

设置的优先顺序
全局设置配置大多数 SDK 支持的功能、凭证提供者和其他功能，这些功能会产生广泛影响Amazon Web 
Services。所有 SDK 都有一系列需要检查的地方（或来源）以查找全局设置的值。以下是设置查找优先级：

1. 在代码中或服务客户端本身上设置的任何显式设置都优先于其他任何设置。
• 某些设置可以针对每个操作进行设置，并且可以根据需要针对您调用的每个操作进行更改。对于

Amazon CLI或Amazon Tools for PowerShell，这些参数采用您在命令行上输入的每项操作参数的形
式。对于 SDK，显式分配可以采用参数的形式，该参数是在实例化Amazon服务客户端或配置对象时设
置的，有时是在调用单个 API 时设置的。

2. 仅限 Java/Kotlin：有时会有 JVM 系统属性与该设置相关联。如果已设置，则该值将用于配置客户端。
3. 系统会检查 环境变量。如果已设置，则该值将用于配置客户端。
4. SDK 先检查共享credentials文件，然后检查共享config文件。如果存在该设置，则 SDK 会使用该设

置。AWS_PROFILE环境变量或aws.profile系统属性可用于指定 SDK 加载哪个配置文件。
5. 最后使用 SDK 代码库提供的任何默认值。

Note

如果config文件和文件中都存在同一配置credentials文件的设置，则使用credentials文件
中的值代替config文件中的值。

Note

某些 SDK 和工具的检查顺序可能不同。此外，某些 SDK 和工具支持其他存储和检索参数的方法。
例如，Amazon SDK for .NET支持一个名为 SDK 商店的额外来源。有关 SDK 或工具独有的提供商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该 SDK 或工具的文档 (p. 6)。

顺序决定了哪些方法优先并优先于其他方法。例如，如果您在共享config文件中设置了default配
置文件，则只有在 SDK 或工具先检查其他位置后才能找到和使用该配置文件。这意味着，如果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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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redentials文件中输入设置，则使用该设置代替config文件中的设置。如果您使用设置和值配置环境
变量，它将覆盖credentials和config文件中的该设置。最后，对单个操作（Amazon CLI命令行参数或 
API 参数）或代码中的设置将覆盖该命令的所有其他值。

Config文件设置列表
可以在共享Amazonconfig文件中分配下表中列出的设置。它们是全球性的，影响所有人Amazon Web 
Services。

设置名称 详细信息

api_versions 常规配置设置 (p. 41)

aws_access_key_id 静态证书 (p. 31)

aws_secret_access_key静态证书 (p. 31)

aws_session_token 静态证书 (p. 31)

ca_bundle 常规配置设置 (p. 41)

credential_process 流程证书 (p. 28)

credential_source 假设角色证书 (p. 21)

defaults_mode 智能配置默认值 (p. 46)

duration_seconds 假设角色证书 (p. 21)

ec2_metadata_service_endpointIMDS 证书 (p. 26)

ec2_metadata_service_endpoint_modeIMDS 证书 (p. 26)

endpoint_discovery_enabled终端发现 (p. 40)

external_id 假设角色证书 (p. 21)

max_attempts 重试行为 (p. 44)

metadata_service_num_attemptsAmazon EC2 (p. 33)

metadata_service_timeoutAmazon EC2 (p. 33)

mfa_serial 假设角色证书 (p. 21)

parameter_validation常规配置设置 (p. 41)

region 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 (p. 36)

retry_mode 重试行为 (p. 44)

role_arn 假设角色证书 (p. 21)

role_session_name 假设角色证书 (p. 21)

s3_disable_multiregion_access_pointsAmazon S3 多区域访问点 (p. 35)

s3_use_arn_region Amazon S3 接入点 (p. 34)

source_profile 假设角色证书 (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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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名称 详细信息

sso_account_id SSO 证书 (p. 29)

sso_region SSO 证书 (p. 29)

sso_role_name SSO 证书 (p. 29)

sso_start_url SSO 证书 (p. 29)

sts_regional_endpointsSTS 区域化终端节点 (p. 38)

web_identity_token_file假设角色证书 (p. 21)

Credentials文件设置列表
可以在共享Amazoncredentials文件中分配下表中列出的设置。它们是全球性的，影响所有人Amazon 
Web Services。

设置名称 详细信息

aws_access_key_id 静态证书 (p. 31)

aws_secret_access_key静态证书 (p. 31)

aws_session_token 静态证书 (p. 31)

环境变量列表
下表列出了大多数 SDK 支持的环境变量。它们是全球性的，影响所有人Amazon Web Services。

设置名称 详细信息

AWS_ACCESS_KEY_ID 静态证书 (p. 31)

AWS_CA_BUNDLE 常规配置设置 (p. 41)

AWS_CONFIG_FILE 共享config和credentials文件的位置 (p. 5)

AWS_CONTAINER_AUTHORIZATION_TOKEN容器凭证 (p. 24)

AWS_CONTAINER_CREDENTIALS_FULL_URI容器凭证 (p. 24)

AWS_CONTAINER_CREDENTIALS_RELATIVE_URI容器凭证 (p. 24)

AWS_DEFAULTS_MODE 智能配置默认值 (p. 46)

AWS_EC2_METADATA_SERVICE_ENDPOINTIMDS 证书 (p. 26)

AWS_EC2_METADATA_SERVICE_ENDPOINT_MODEIMDS 证书 (p. 26)

AWS_ENABLE_ENDPOINT_DISCOVERY终端发现 (p. 40)

AWS_MAX_ATTEMPTS 重试行为 (p.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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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名称 详细信息

AWS_METADATA_SERVICE_NUM_ATTEMPTSAmazon EC2 (p. 33)

AWS_METADATA_SERVICE_TIMEOUTAmazon EC2 (p. 33)

AWS_PROFILE 共享Amazonconfig和credentials文件 (p. 2)

AWS_REGION 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 (p. 36)

AWS_RETRY_MODE 重试行为 (p. 44)

AWS_S3_DISABLE_MULTIREGION_ACCESS_POINTSAmazon S3 多区域访问点 (p. 35)

AWS_S3_USE_ARN_REGIONAmazon S3 接入点 (p. 34)

AWS_SECRET_ACCESS_KEY静态证书 (p. 31)

AWS_SESSION_TOKEN 静态证书 (p. 31)

AWS_SHARED_CREDENTIALS_FILE共享config和credentials文件的位置 (p. 5)

AWS_STS_REGIONAL_ENDPOINTSSTS 区域化终端节点 (p. 38)

标准化凭证提供程序
许多凭证提供商已标准化为一致的默认值，并在许多 SDK 中以同样的方式工作。这种一致性提高了跨多
个 SDK 进行编码时的生产力和清晰度。所有设置都可以在代码中被覆盖。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您的特定 
SDK API。

Important

并非所有 SDK 都支持所有提供商，甚至支持提供商内的所有方面。

主题
• 凭据提供商链 (p. 20)
• 角色凭证 (p. 21)
• 容器凭证 (p. 24)
• IMDS (p. 26)
• 处理凭证凭证 (p. 28)
• SSO 身份验证用户身份验证 (p. 29)
• 静态凭证 (p. 31)

凭据提供商链
所有 SDK 都有一系列的位置（或来源），以便查找有效的凭据来向Amazon Web Service. 找到有效凭据
后，搜索将停止。这种系统搜索称为默认凭证提供程序链。尽管每个开发工具包使用的不同链条各不相同，
但它们通常包括以下来源：

• 静态凭据（例如AWS_ACCESS_KEY_ID)。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静态凭证 (p. 31)。
• 来自 Web 身份令牌Amazon Security Token Service(Amazon STS)。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角色凭

证 (p. 21)。
• Amazon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mazon Single Sign-On)（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SSO 身份

验证用户身份验证 (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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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信任的实体提供商（例如AWS_ROLE_ARN)。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角色凭证 (p. 21)。
• 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Service (Amazon ECS) 凭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容器凭证 (p. 24)。
• 自定义凭证提供程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处理凭证凭证 (p. 28)。
• 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 实例配置文件凭证（IMDS 凭证提供程序）。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 IMDS (p. 26)。

对于链中的每个步骤，有多种方法可以分配设置值。设置代码中指定的值始终优先，但也有环境变
量 (p. 6)和共享Amazonconfig和credentials文件 (p. 2).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设置的优先顺
序 (p. 17)。

角色凭证
角色角色，需要使用一组可用来访问您通常无法访问的Amazon资源的临时安全凭证。这些临时凭证由访问
密钥 ID、秘密访问密钥和安全令牌组成。通常，您在账户内角色，或用于跨账户访问角色。

要了解有关 IAM 角色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使用 IAM 角色。

要了解有关担任角色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ssumeRoleAmazon安全令牌服务 API 参考中的。

使用以下命令配置此功能：

credential_source-共享Amazonconfig文件设置

在 Amazon EC2 实例或容器中使用，指定 SDDDDDDDDD 或开发工具在何处可以找到有权代入通
过role_arn参数指定的角色的凭证。

默认值：NONE（无）

有效值：
• E@@ n vironment — 指定 SDDDDDDDD 或工具从环境变

量AWS_ACCESS_KEY_ID和AWS_SECRET_ACCESS_KEY (p. 31)。
• Ed@@ 2InstanceMetadata — 指定 SDDDDDDDDDDD 将使用附加到 EC2 实例配置文件的 IAM 角

色以获取源凭证。
• EcsContainer— 指定 SDDDDDDDDDD 将使用附加到 ECS 容器的 IAM 角色以获取源凭证。

不能在同一配置文件中同时指定 credential_source 和 source_profile。

在config文件中设置此项以指示证书应来自 Amazon EC2 的示例：

credential_source = Ec2InstanceMetadata
role_arn = arn:aws:iam::123456789012:role/my-role-name

duration_seconds-共享Amazonconfig文件设置

指定角色会话的最大持续时间（以秒为单位）。

仅当配置文件指定角色，此设置才适用。

默认值：3600 秒（1 小时）

有效值：该值的范围在 900 秒（15 分钟）到角色的最大会话持续时间设置之间。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查看角色的最大会话持续时间设置。

在config文件中设置此项的示例：

duration_seconds = 43200

21

https://docs.amazonaws.cn/IAM/latest/UserGuide/id_roles_use.html
https://docs.amazonaws.cn/STS/latest/APIReference/API_AssumeRole.html
https://docs.amazonaws.cn/IAM/latest/UserGuide/id_roles_use_switch-role-ec2_instance-profiles.html
https://docs.amazonaws.cn/IAM/latest/UserGuide/id_roles_use_switch-role-ec2_instance-profiles.html
https://docs.amazonaws.cn/AmazonECS/latest/developerguide/instance_IAM_role.html
https://docs.amazonaws.cn/IAM/latest/UserGuide/id_roles_use.html#id_roles_use_view-role-max-session


Amazon软件开发工具包和工具 参考指南
角色凭证

external_id-共享Amazonconfig文件设置

指定第三方用于在其客户账户中代入角色的唯一标识符。

此设置仅在配置文件指定代入角色且该角色的信任策略要求为的值时适用ExternalId。该值映射到配
置文件指定角色时传递给AssumeRole操作的ExternalId参数。

默认值：无。

有效值：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如何在向第三方授予对Amazon资源的访问权时使用外部 ID。

在config文件中设置此项的示例：

external_id = unique_value_assigned_by_3rd_party

mfa_serial-共享Amazonconfig文件设置

指定用户在角色（MFA）设备时必须使用的多重身份验证 (MFA) 设备。

在角色角色的信任策略包含需要 MFA 身份验证的条件时，此值是必需的。

默认值：无。

有效值：该值可以是硬件设备（例如GAHT12345678）的序列号，也可以是虚拟 MFA ARN（例如）的
序列号。有关 MFA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 A M 用户指南中的配置受 MFA 保护的 API 访问。

在config文件中设置此项的示例：

mfa_serial = arn:aws:iam::123456789012:mfa/my-user-name

role_arn-共享Amazonconfig文件设置

指定 IAM 角色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该角色用于执行通过此配置文件请求的操作。

默认值：无。

有效值：该值必须是 IAM 角色的 ARN，格式如下：arn:aws:iam::account-id:role/role-name

此外，还必须指定以下设置之一：
• source_profile— 识别其他配置文件，用于查找有权在此配置文件中担任该角色的证书。
• credential_source— 使用当前环境变量标识的证书或附加到 Amazon EC2 实例配置文件或 

Amazon ECS 容器实例的证书。

在config文件中设置此项的示例：

role_arn = arn:aws:iam::123456789012:role/my-role-name
source_profile = profile-with-user-that-can-assume-role

role_arn = arn:aws:iam::123456789012:role/my-role-name
credential_source = Ec2InstanceMetadata

role_session_name-共享Amazonconfig文件设置

指定要附加到角色会话的名称。此名称显示在与此会话关联的条目的 Amazon CloudTrail 日志中。

默认值：可选参数。如果未提供此值，则如果配置文件角色，则将自动生成会话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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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值：在代表您Amazon CLI调用AssumeRole操作（或操作等AssumeRoleWithWebIdentity操
作）时提供给RoleSessionName参数。该值成为您可以查询的假定角色用户 Amazon Resource Name 
(ARN) 的一部分，并显示在此配置文件调用的操作 CloudTrail 的日志条目中。

arn:aws:sts::123456789012:assumed-role/my-role-name/my-role_session_name.

在config文件中设置此项的示例：

role_session_name = my-role-session-name

source_profile-共享Amazonconfig文件设置

指定另一个配置文件，其凭据用于代入原始配置文件中的role_arn设置所指定的角色。要了解如何在
共享Amazonconfig和credentials文件中使用配置文件，请参阅共享config和credentials文
件 (p. 2)。

如果您指定的配置文件也是代入角色配置文件，则将按顺序假设每个角色以完全解析证书。当 SDK 遇到
带有静态凭据的配置文件时，此链会停止。角色链将您Amazon的Amazon CLI或 API 角色会话限制为最
长 1 小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角色术语和概念。

默认值：无。

有效值：由config和credentials文件中定义的配置文件名称组成的文本字符串。您还必须在当前配
置文件role_arn中指定值。

Note

此设置是替代设置credential_source。您不能在同一配置文件credential_source中同
时指定source_profile和。

在配置文件中设置此项的示例：

[profile A]
source_profile = B
role_arn =  arn:aws:iam::123456789012:role/RoleA
                
[profile B]
aws_access_key_id=AKIAIOSFODNN7EXAMPLE
aws_secret_access_key=wJalrXUtnFEMI/K7MDENG/bPxRfiCYEXAMPLEKEY

web_identity_token_file-共享Amazonconfig文件设置

指定一个文件的路径，该文件包含来自支持的 OAuth 2.0 提供商或 OpenID Connect ID 身份提供商。

此设置允许使用网络联合提供商（例如谷歌、Facebook 和亚马逊等）进行身份验证。SDDDDDDDD 
或开发人员工具加载此文件的内容，并在代表您调用AssumeRoleWithWebIdentity操作时将其作
为WebIdentityToken参数传递。

默认值：无。

有效值：此值必须是路径和文件名。该文件必须包含由身份提供商提供的 OAuth 2.0 访问令牌或 
OpenID Connect 令牌。

在config文件中设置此项的示例：

[profile web-identity]
role_arn=arn:aws:iam::123456789012:role/my-role-name
web_identity_token_file=/path/to/a/token

23

https://docs.amazonaws.cn/IAM/latest/UserGuide/id_roles_terms-and-concepts.html
https://wikipedia.org/wiki/List_of_OAuth_providers
https://openid.net/developers/certified/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identity/protocols/OAuth2
https://developers.facebook.com/docs/facebook-login/overview
https://login.amazon.com/


Amazon软件开发工具包和工具 参考指南
容器凭证

与Amazon SDKS 的兼容性
以下 SDK 支持本页描述的功能和设置，所有部分例外情况均会被注明：

SDK 支
持

备注或更多信息

Amazon CLI v2 是  

SDK for C++ 部
分

credential_source不支持。 duration_seconds不支持。
mfa_serial不支持。

SDK for Go d 是  

适用于 Go 1.x (V1) 的软件开发
工具包

是  

SDK for Java 部
分

mfa_serial不支持。

SDK for Java 部
分

mfa_serial不支持。

适用于 JavaScript 3.x 的软件开
发工具包

部
分

credential_source不支持。

适用于 JavaScript 2.x 的软件开
发工具包

部
分

credential_source不支持。

SDK for .NET d 是  

适用于 PHP 3.x 的开发工具包 是  

SDK for Python (Boto3) 是  

适用于 Ruby 3.x 的开发工具包 是  

容器凭证
容器凭证提供商为客户的容器化应用程序获取证书。此证书提供程序对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Service 
(Amazon ECS) 的客户 SDK 将尝试通过 GET 请求从指定的 HTTP 端点加载证书。

使用以下命令配置此功能：

AWS_CONTAINER_CREDENTIALS_FULL_URI-环境变量

包含完整的 HTTP URL 端点，供开发工具包在请求凭证时使用。这包括方案和主机。

默认值：无。

有效值：有效的 URI。

注意：此设置是替代设置AWS_CONTAINER_CREDENTIALS_RELATIVE_URI，仅在未在同一配置文件
中设置时使用。AWS_CONTAINER_CREDENTIALS_RELATIVE_URI

Linux/macOS 通过命令行设置环境变量的示例：

export AWS_CONTAINER_CREDENTIALS_FULL_URI=http://localhost/get-credent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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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export AWS_CONTAINER_CREDENTIALS_FULL_URI=http://localhost:8080/get-credentials

AWS_CONTAINER_CREDENTIALS_RELATIVE_URI-环境变量

指定 SDK 在请求凭证时使用的相对 HTTP URL 端点。

默认值：无。

有效值：有效的相对 URI。

Linux/macOS 通过命令行设置环境变量的示例：

export AWS_CONTAINER_CREDENTIALS_RELATIVE_URI=/get-credentials?a=1

AWS_CONTAINER_AUTHORIZATION_TOKEN-环境变量

如果设置了此变量，则 SDK 将使用环境变量的值在 HTTP 请求上设置授权标头。

默认值：无。

有效值：字符串。

Linux/macOS 通过命令行设置环境变量的示例：

export AWS_CONTAINER_CREDENTIALS_FULL_URI=http://localhost/get-credential
export AWS_CONTAINER_AUTHORIZATION_TOKEN=Basic abcd

与Amazon SDKS 的兼容性
以下 SDK 支持本页描述的功能和设置，所有部分例外情况均会被注明：

SDK 支
持

备注或更多信息

Amazon CLI v2 是  

SDK for C++ 否  

SDK for Go 是  

适用于 Go 1.x (V1) 的软件开发
工具包

是  

SDK for Java 是  

SDK for Java 是  

适用于 JavaScript 3.x 的软件开
发工具包

是  

适用于 JavaScript 2.x 的软件开
发工具包

是  

SDK for .NET 是  

适用于 PHP 3.x 的开发工具包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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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 支
持

备注或更多信息

SDK for Python (Boto3) 是  

适用于 Ruby 3.x 的开发工具包 否  

IMDS
实例元数据 是有关您的实例的数据，可以用来配置或管理正在运行的实例。有关可用数据的更多信息，请
参阅适用于 Linux 实例的 Amazon EC2 用户指南中的实例元数据和用户数据，或适用于 Windows 实例的 
Amazon EC2 用户指南中的用户数据。Amazon EC2 提供了一个可供实例使用的本地终端节点，该终端节点
可以向实例提供各种信息。如果实例附加了角色，则它可以提供一组对该角色有效的证书。SDK 可以使用该
端点来解析作为其默认凭证提供者链 (p. 20)一部分的证书。

使用以下命令配置此功能：

AWS_EC2_METADATA_DISABLED-环境变量

是否尝试使用 Amazon EC2 实例元数据服务 (IMDS)

默认值：false。

有效值：true、false。
ec2_metadata_service_endpoint-共享Amazonconfig文件设置,
AWS_EC2_METADATA_SERVICE_ENDPOINT-环境变量

IMDS 的终点。

默认值：如果ec2_metadata_service_endpoint_mode等于IPv4，则默认端点
为http://169.254.169.254。如果ec2_metadata_service_endpoint_mode等于IPv6，则默
认终端节点为http://[fd00:ec2::254]。

有效值：有效的 URI。
ec2_metadata_service_endpoint_mode-共享Amazonconfig文件设置,
AWS_EC2_METADATA_SERVICE_ENDPOINT_MODE-环境变量

IMDS 的端点模式。

默认值：IPv4。

有效值：IPv4、IPv6。

IMDS 凭证安全
默认情况下，当Amazon软件开发工具包未配置有效证书时，开发工具包将尝试使用 Amazon EC2 实例元数
据服务 (IMDS) 检索Amazon角色的证书。可以通过将AWS_EC2_METADATA_DISABLED环境变量设置为来禁
用此行为true。这样可以防止不必要的网络活动，增强不可信网络的安全性，在这些网络中，可能会冒充 
Amazon EC2 实例元数据服务。

Note

Amazon无论这些设置如何，配置了有效凭据的 SDK 客户端都不会使用 IMDS 来检索凭证。

禁止使用Amazon EC2 IMDS 证书
如何设置此环境变量取决于所使用的操作系统以及您是否希望更改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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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和 macOS

使用 Linux 或 macOS

$ export AWS_EC2_METADATA_DISABLED=true

如果您希望此设置在多个 shell 会话和系统重启中保持不变，则可以将上述命令添加到 shell 配置文件
中.bash_profile，例如.zsh_profile、或.profile。

Windows

使用 Windows 的客户可以使用以下命令设置此环境变量：

$ set AWS_EC2_METADATA_DISABLED=true

如果您希望此设置在多个 shell 会话和系统重启中保持不变，可以改用以下命令：

$ setx AWS_EC2_METADATA_DISABLED=true

Note

该setx命令不会将该值应用于当前的 shell 会话，因此您需要重新加载或重新打开 shell 才能使更改
生效。

与Amazon SDKS 的兼容性
以下 SDK 支持本页描述的功能和设置，所有部分例外情况均会被注明：

SDK 支
持

备注或更多信息

Amazon CLI v2 是  

SDK for C++ 是  

SDK for Go 是  

适用于 Go 1.x (V1) 的软件开发
工具包

是  

SDK for Java 是  

SDK for Java 是  

适用于 JavaScript 3.x 的软件开
发工具包

是  

适用于 JavaScript 2.x 的软件开
发工具包

是  

SDK for .NET 是  

适用于 PHP 3.x 的开发工具包 是  

SDK for Python (Boto3) 是  

适用于 Ruby 3.x 的开发工具包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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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凭证凭证
SDK 为自定义用例提供了一种扩展凭证提供商链的方法。

Warning

以下描述了一种从外部进程获取凭证的方法。这可能有潜在的危险，因此请谨慎行事。如果可能的
话，应该首选其他证书提供商。如果使用此选项，则应确保使用操作系统的安全最佳实践尽可能锁
定config文件。确认您的自定义凭证工具不会将任何秘密信息写入StdErr，因为开发工具包和
Amazon CLI可以捕获和记录此类信息，可能会将其向未经授权的用户公开。

使用以下命令配置此功能：

credential_process-共享Amazonconfig文件设置

指定 SK 或工具代表您运行的外部命令，以生成或检索身份验证凭证凭证以供使用。该设置指定了 SDK 
将调用的程序/命令的名称。当 SDK 调用该进程时，它会等待该进程将 JSON 数据写入stdout。自定
义提供商必须以特定格式返回信息。该信息包含 SDK 或工具可用于对您进行身份验证的证书。

指定证书程序的路径
该设置的值是一个字符串，其中包含 SDK 或开发工具代表您运行的程序的路径：

• 路径和文件名只能包含以下字符：A-Z、a-z、连字符 (-) 和空格。
• 如果路径或文件名包含空格，请将完整路径和文件名用双引号 (" ") 括起来。
• 如果参数名称或参数值包含空格，则用双引号 (" ") 将该元素括起来。仅括起来名称或值，而不是名称值

对。
• 请勿在字符串中包含任何环境变量。例如，不要包含$HOME或%USERPROFILE%。
• 不要将主文件夹指定为~。* 您必须指定完整路径或基本文件名。如果有基本文件名，系统会尝试

在PATH环境变量指定的文件夹中查找该程序。

Linux/macOS 通过命令行设置环境变量的示例：

credential_process = "/path/to/credentials.sh" parameterWithoutSpaces "parameter with 
 spaces"

通过命令行设置环境变量的 Windows 示例：

credential_process = "C:\Path\To\credentials.cmd" parameterWithoutSpaces "parameter with 
 spaces"

凭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计划的有效输出
SK 按照配置文件中指定的方式运行该命令，然后从标准输出流读取数据。您指定的命令，无论是脚本还是
二进制程序，都必须在上生成符合以下语法STDOUT的 JSON 输出。

{ 
    "Version": 1, 
    "AccessKeyId": "an AWS access key", 
    "SecretAccessKey": "your AWS secret access key", 
    "SessionToken": "the AWS session token for temporary credentials",  
    "Expiration": "RFC3339 timestamp for when the credentials expi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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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截至撰写本文之时，Version 密钥必须设置为 1。随时间推移和该结构的发展，该值可能会增加。

密Expiration钥是 RFC3339 格式的时间戳。如果工具的输出中不存在，则 SK 假定凭证是
不Expiration刷新的长期凭证是不刷新的长期凭证凭证凭证凭证是不刷新的长期凭证凭证凭证凭证的。否
则，将其视为临时凭证，并通过在其凭证过期前重新运行credential_process命令来自动刷新凭证。

Note

SK 不缓存外部进程凭证这一点不同于代入角色凭证凭证凭证方式。如果需要缓存，则必须在外部进
程中实现。

外部进程可以返回非零返回代码，以指示在检索凭证时发生错误。

与Amazon SDKS 的兼容性
以下 SDK 支持本页描述的功能和设置，所有部分例外情况均会被注明：

SDK 支
持

备注或更多信息

Amazon CLI v2 是  

适用于 SDK for C++ 是  

SDK for Go 是  

适用于 Go 1.x (V1) 的软件开发
工具包

是  

SDK for Java 是  

SDK for Java 是  

适用于 JavaScript 3.x 的软件开
发工具包

是  

适用于 JavaScript 2.x 的软件开
发工具包

是  

SDK for .NET 是  

适用于 PHP 3.x 的开发工具包 是  

适用SDK for Python (Boto3) 是  

适用于 Ruby 3.x 的开发工具包 是  

SSO 身份验证用户身份验证
配置完成后IAM Identity Center，您需要在共享Amazonconfig或credentials文件中为 SSO 定义命名
配置文件。这些配置文件用于连接到IAM Identity Center用户门户。用户成功通过身份验证后IAM Identity 
Center，门户会返回与该用户关联的 IAM 角色的短期证书。

使用sso_start_url和sso_region设置指定个人资料的用户门户。IAM 角色
由sso_account_id和sso_role_name设置指定。所有四个设置都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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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两份指南包含有关 SSO 的更多信息：

• Amazon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mazon Single Sign-On) 用户指南
• Amazon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mazon Single Sign-On)门户 API 参考资料

要了解有关IAM Identity Center通过进行配置和登录的更多信息Amazon CLI，请参阅《Amazon Command 
Line Interface用户指南》Amazon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mazon Single Sign-On)中的 “配置
Amazon CLI为使用”。

使用以下命令配置此功能：

sso_start_url-共享Amazonconfig文件设置

指向您组织的IAM Identity Center用户门户的 URL。
sso_region-共享Amazonconfig文件设置

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包含您的IAM Identity Center门户主机；即您在启用之前选择的区域IAM 
Identity Center。这可能与您的默认Amazon区域不同。

有关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及其代码的完整列表，请参阅 Amazon Web Services 科技一般参
考的区域终端点。

sso_account_id-共享Amazonconfig文件设置

包含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的 IAM 角色具有您希望授予IAM Identity Center用户的权限。
sso_role_name-共享Amazonconfig文件设置

使用此配置文件时定义用户权限的 IAM 角色的名称IAM Identity Center。该角色必须存在于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指定的通过中sso_account_id。使用角色名称，而不是角色 ARN。

此值可能是IAM Identity Center权限集或角色名，具体取决于您是以管理员还是用户身份登录用户门
户。IAM Identity Center权限集定义了用户对其分配的Amazon帐户的访问权限级别。

在config文件中设置这四个必需值的示例：

[profile my-sso-profile]
sso_start_url = https://my-sso-portal.awsapps.com/start
sso_region = us-west-2
sso_account_id = 111122223333
sso_role_name = SSOReadOnlyRole

与Amazon SDKS 的兼容性
以下 SDK 支持本页描述的功能和设置，所有部分例外情况均会被注明：

SDK 支
持

备注或更多信息

Amazon CLI v2 是  

SDK for C++ 是  

SDK for Go (1.x) 是  

适用于 Go 1.x (V1) 的软件开发
工具包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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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 支
持

备注或更多信息

SDK for Java 2.x 是  

SDK for Java 1.x 否  

适用于 JavaScript 3.x 的软件开
发工具包

是  

适用于 JavaScript 2.x 的软件开
发工具包

是  

SDK for .NET AM 是  

适用于 PHP 3.x 的开发工具包 是  

SDK for Python (Boto3) 是  

适用于 Ruby 3.x 的开发工具包 是  

静态凭证
有关静态证书的基础知识，请参阅 A mazon Web Services 通用参考中的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根用户
Amazon证书和 IAM 用户证书和了解并获取您的证书。

SAmazon DK 会自动使用这些Amazon凭证将 API 请求签署Amazon，以便您的工作负载可以安全、方便地
访问您的Amazon资源和数据。如果您使用 IAM 角色，这些临时Amazon证书每天会刷新多次。

Note

如果无法刷新这些临时证书，Amazon可能会延长证书的有效期，这样您的工作负载Amazon就不会
受到影响。

共享Amazoncredentials文件是存储凭据信息的推荐位置，因为它安全地位于应用程序源目录之外，并且
与共享config文件的 SDK 特定设置是分开的。

使用以下命令配置此功能：

aws_access_key_id-共享Amazonconfig文件设置, aws_access_key_id-共享
Amazoncredentials文件设置（推荐方法）, AWS_ACCESS_KEY_ID-环境变量

指定用作凭证一部分的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的Amazon访问密钥。
aws_secret_access_key-共享Amazonconfig文件设置, aws_secret_access_key-共享
Amazoncredentials文件设置（推荐方法）, AWS_SECRET_ACCESS_KEY-环境变量

指定用作凭证一部分的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的私有Amazon密钥。
aws_session_token-共享Amazonconfig文件设置, aws_session_token-共享
Amazoncredentials文件设置（推荐方法）, AWS_SESSION_TOKEN-环境变量

指定用作凭证一部分的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的Amazon会话令牌。只有在手动指定临时安全凭证时才需
要会话令牌。您将收到此值作为成功请求担任角色所返回的临时证书的一部分。

在config或credentials文件中设置这些必需值的示例：

[default]
aws_access_key_id = AKIAIOSFODNN7EXAMPLE
aws_secret_access_key = wJalrXUtnFEMI/K7MDENG/bPxRfiCYEXAMPLE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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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_session_token = AQoEXAMPLEH4aoAH0gNCAPy...truncated...zrkuWJOgQs8IZZaIv2BXIa2R4Olgk

Linux/macOS 通过命令行设置环境变量的示例：

export AWS_ACCESS_KEY_ID=AKIAIOSFODNN7EXAMPLE
export AWS_SECRET_ACCESS_KEY=wJalrXUtnFEMI/K7MDENG/bPxRfiCYEXAMPLEKEY
export 
 AWS_SESSION_TOKEN=AQoEXAMPLEH4aoAH0gNCAPy...truncated...zrkuWJOgQs8IZZaIv2BXIa2R4Olgk

通过命令行设置环境变量的 Windows 示例：

setx AWS_ACCESS_KEY_ID AKIAIOSFODNN7EXAMPLE
setx AWS_SECRET_ACCESS_KEY wJalrXUtnFEMI/K7MDENG/bPxRfiCYEXAMPLEKEY
setx AWS_SESSION_TOKEN AQoEXAMPLEH4aoAH0gNCAPy...truncated...zrkuWJOgQs8IZZaIv2BXIa2R4Olgk

与Amazon SDKS 的兼容性
以下 SDK 支持本页描述的功能和设置，所有部分例外情况均会被注明：

SDK 支
持

备注或更多信息

Amazon CLI v2 是  

适用于 SDK for C++ 是 不支持共享config文件。

SDK for Go V2 (1.x) 是  

适用于 Go 1.x (V1) 的软件开发
工具包

是  

SDK for Java 2.x 是  

SDK for Java 1.x 是  

适用于 JavaScript 3.x 的软件开
发工具包

是  

适用于 JavaScript 2.x 的软件开
发工具包

是  

SDK for .X 是 不支持环境变量。

适用于 PHP 3.x 的开发工具包 是  

SDK for Python (Boto3) 是  

适用于 Ruby 3.x 的开发工具包 是  

标准化功能
许多功能已标准化为一致的默认值，并在许多 SDK 中以相同的方式运行。这种一致性提高了跨多个 SDK 编
码时的生产力和清晰度。可以在代码中覆盖所有设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您的特定 SDK API。

Important

并非所有 SDK 都支持所有功能，甚至某项功能的所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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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Amazon EC2 实例元数据 (p. 33)
• Amazon S3 访问点 (p. 34)
• Amazon S3 多区域访问点 (p. 35)
• 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 (p. 36)
• Amazon STS区域化终端节点 (p. 38)
• 终端节点发现 (p. 40)
• 常规配置设置 (p. 41)
• IMDS 客户端 (p. 42)
• 重试行为 (p. 44)
• 智能配置默认值 (p. 46)

Amazon EC2 实例元数据
Amazon EC2 在名为实例元数据服务 (IMDS) 上提供服务。要了解有关此服务的更多信息，请参实例元
数据和用户数据中的适用于 Linux 实例的 Amazon EC2 用户指南要么实例元数据和用户数据中的适用于 
Windows 实例的 Amazon EC2 用户指南. 尝试在已配置 IAM 角色的 Amazon EC2 实例上检索凭证时，与实
例元数据服务的连接将可调整。

使用以下命令配置此功能：

metadata_service_num_attempts-共享Amazon config文件设置,
AWS_METADATA_SERVICE_NUM_ATTEMPTS-环境变量

此设置指定尝试从实例元数据服务检索数据时，在放弃前尝试的总次数。

默认值：1

有效值：大于或等于 1。
metadata_service_timeout-共享Amazon config文件设置, AWS_METADATA_SERVICE_TIMEOUT-环
境变量

指定尝试从实例元数据服务检索数据时，发生超时前的秒数。

默认值：1

有效值：大于或等于 1。

在中设置这些值的示例configfile:

[default]
metadata_service_num_attempts=10
metadata_service_timeout=10

Linux/macOS 通过命令行设置环境变量的示例：

export AWS_METADATA_SERVICE_NUM_ATTEMPTS=10
export AWS_METADATA_SERVICE_TIMEOUT=10

通过命令行设置环境变量的 Windows 示例：

setx AWS_METADATA_SERVICE_NUM_ATTEMPT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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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x AWS_METADATA_SERVICE_TIMEOUT 10

与兼容Amazon开发工具包
以下 SDK 支持本页所述的功能和设置，注意任何部分例外情况：

SDK 支
持

备注或更多信息

Amazon CLI v2 是  

适用于 C++ 的开发工具包 否  

SDK for Go 2 的开发工具包 
(1.x)

否  

SDK for Go 1.x 的开发工具包 
(V1)

否  

SDK for Java 2.x 否  

SDK for Java 1.x 部
分

metadata_service_num_attempts不支持。

适用于的 SDKJavaScript3.x 否  

适用于的 SDKJavaScript2.x 否  

SDK for .NET 3.x 否  

SDK for PHP 3. 是  

适用于 Python (Boto3) 的开发工
具包

是  

SDK for Ruby 3.x 的开发工 否  

Amazon S3 访问点
Amazon S3 服务提供了接入点，作为与 Amazon S3 存储桶进行交互的替代方式。接入点具有唯一的策略和
配置，可以应用到接入点，而不是直接应用到存储桶。与Amazon开发工具包，您可以在存储桶字段中使用
接入点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进行 API 操作，而不是明确指定存储桶名称。它们用于特定操作，例如使
用接入点 ARNGetObject从存储桶中提取对象，或将接入点 ARN 与PutObject向存储桶添加对象。

要了解有关 Amazon S3 接入点和 ARN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访问点中的Amazon S3 用户指南中).

使用以下命令配置此功能：

s3_use_arn_region-共享Amazon config文件设置, AWS_S3_USE_ARN_REGION-环境变量, 要直接在代
码中配置值，请直接咨询您的特定 SDK。

此设置控制 SDK 是否使用接入点 ARN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以构建请求的区域终端节点。软件
开发工具包验证 ARN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是由同样服务Amazon分区作为客户端的配置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以防止最有可能失败的跨分区调用。如果定义了乘法，则优先使用代码配置的设置，
然后是环境变量设置。

默认值：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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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值：
• true— SDK 使用 ARN 的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在构建终端节点而不是客户端配置的时

候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 Exception：如果已配置客户端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是 
FIPS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那么它必须与 ARN 的匹配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 否则将导
致出现错误。

• false— SDK 使用客户端配置的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构建终端节点时。

与Amazon开发工具包
以下 SDK 支持本页所述的功能和设置，注意任何部分例外情况：

SDK 支
持

备注或更多信息

Amazon CLI v2 是  

适用于 C++ 的开发工具包 是  

SDK for Go V2 开发工具包 (1.x) 是  

SDK for Go 1.x (V1) 是  

SDK for Java 2.x 是  

SDK for Java 1.x 是  

适用于的 SDKJavaScript3.x 是  

适用于的 SDKJavaScript2.x 是  

SDK for .NET 3.x 是  

SDK for PHP 3.x 部
分

 

适用于 Python (Boto3) 的开发工
具包

是  

SDK for Ruby 3.x 是  

Amazon S3 多区域访问点
Amazon S3 多区域接入点提供了一个全局端点，应用程序可以使用该端点来满足来自位于多个 Amazon S3 
桶的请求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您可以使用多区域接入点通过单个区域中使用的相同架构构建多区域
应用程序，然后在世界任何地方运行这些应用程序。

要了解有关多区域访问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S3 用户指南》中的 Amazon S3 中的多区域接入
点。

要了解有关多区域接入点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S3 用户指南》中的使用
多区域访问点发出请求。

要了解有关创建多区域访问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S3 用户指南》中的管理多区域接入点。

Sigv4a 算法是用于签署全局区域请求的签名实现。此算法由 SDK 通过依赖关系获得Amazon常用运行时 
(CRT) 库 (p.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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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以下命令配置此功能：

s3_disable_multiregion_access_points-共享Amazonconfig文件设置,
AWS_S3_DISABLE_MULTIREGION_ACCESS_POINTS-环境环境环境环境环境环境, 要直接在代码中配置
值，请直接咨询您的特定 SDK。

此设置控制 SDK 是否可能尝试跨区域请求。如果使用乘法定义，则优先使用代码配置的设置，然后是环
境变量设置。

默认值：false

有效值：
• true— 停止使用跨区域请求。
• false-使用多区域访问点启用跨区域请求。

与Amazon SDKS 的兼容性
以下 SDK 支持本页描述的功能和设置，所有部分例外情况均会被注明：

SDK 支
持

备注或更多信息

Amazon CLI v2 是  

SDK for C++ 是  

SDK for Go ava V2 (1.x) 的 SDK 否  

适用于 Go 1.x (V1) 的软件开发
工具包

否  

SDK for Java 2.x 是  

SDK for Java 1.x 否  

适用于 JavaScript 3.x 的软件开
发工具包

是  

适用于 JavaScript 2.x 的软件开
发工具包

否  

SDK for .NET ava 3.x 是  

适用于 PHP 3.x 的开发工具包 是  

SDK for Python (Boto3) 是  

适用于 Ruby 3.x 的开发工具包 是  

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
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是使用时需要理解的重要概念Amazon Web Services.

与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您可以访问Amazon Web Services它们实际位于特定地理区域。它可用于
保证您的数据和应用程序接近您和用户访问它们的位置。区域提供容错能力、稳定性和弹性，还可以减少延
迟。使用区域，您可以创建保持可用且不受区域中断影响的冗余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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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Amazon Web Service请求与特定地理区域相关。除非您明确使用了由一个区域提供的复制功能，否则
在一个区域中创建的资源在任何其他区域中都不存在。Amazon Web Service. 例如，Amazon S3 和 Amazon 
EC2 支持跨区域复制。某些服务（如 IAM）没有区域资源。

这些区域有：Amazon一般参考包含有关以下内容的信息：

• 要了解区域和终端节点之间的关系，以及查看现有区域终端节点的列表，请参阅Amazon服务终端节点.
• 要查看当前各区域和终端节点列表，请参阅当前所有支持的Amazon Web Service请参阅,服务终端节点和

配额.

创建服务客户端

以编程方式访问Amazon Web Services，SDK 为每个软件开发工具包使用客户端类/对象Amazon Web 
Service. 例如，如果您的应用程序需要访问 Amazon EC2，您的应用程序将创建一个 Amazon EC2 客户端对
象来与该服务进行交互。

如果没有为客户端明确指定区域，则客户端默认使用通过以下内容设置的 Regionregion设置。但是，可以
为任何单个客户端对象明确设置客户端的活动区域。以这种方式设置区域优先于特定服务客户端的任何全局
设置。替代区域是在该客户端的实例化期间指定的，特定于您的 SDK（查看您的特定 SDK 指南或 SDK 的代
码库）。

使用以下命令配置此功能：

region-共享Amazon config文件设置, AWS_REGION-环境变量

指定默认值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用于Amazon请求。此区域用于未提供特定区域要使用的 SDK 
服务请求。

默认值：无。必须明确指定此值。

有效值：
• 所选服务可用于所选服务的任何区域代码（有关列表，请参阅Amazon服务终端节点中的Amazon一般

参考. 例如，值如下所示：us-east-1将终端节点设置为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美国东部（弗吉
尼亚北部）。

• aws-global为不仅支持区域终端节点，还支持独立全局终端节点，例如，还支持区域终端节点，
例如Amazon Security Token Service(Amazon STS) 和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

在中设置此值的示例configfile:

[default]
region = us-west-2

Linux/macOS 通过命令行设置环境变量的示例：

export AWS_REGION=us-west-2

通过命令行设置环境变量的 Windows 示例：

setx AWS_REGION us-west-2

大多数 SDK 都有一个 “配置” 对象，可用于从应用程序代码中设置默认 Region。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您的
具AmazonSDK 开发人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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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兼容性Amazon开发工具包
以下 SDK 支持本页所述的功能和设置，注意任何部分例外情况：

SDK 支
持

备注或更多信息

Amazon CLI v2 是 Amazon CLIV2 使用中的任何值AWS_REGION在中的任何值之
前AWS_DEFAULT_REGION（两个变量都被勾选）。

Amazon CLIv1 是 此 SDK 使用名为的环境变量AWS_DEFAULT_REGION为此目的。

适用于 C++ 的开发工具包 是  

SDK for Go V2 的开发工具包 
(1.x)

是  

SDK for Go 1.x (V1) 是  

SDK for Java 2.x 是  

SDK for Java 1.x 是  

适用于的 SDKJavaScript3.x 是  

适用于的 SDKJavaScript2.x 是  

SDK for .NET 3.x 是  

SDK for PHP 3.x 是  

适用于 Python (Boto3) 的开发工
具包

是 此 SDK 使用名为的环境变量AWS_DEFAULT_REGION为此目的。

SDK for Ruby 3.x 是  

Amazon STS区域化终端节点
默认情况下，Amazon Security Token Service(Amazon STS) 作为全局服务可用，所有Amazon STS请求都
发送到位于的单个终端节点https://sts.amazonaws.com。全局请求已配置为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
部）区域。 Amazon建议使用区域Amazon STS终端节点，而非全局终端节点。有关Amazon STS终端节点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Security Token Service API 参考中的终端节点。

使用以下命令配置此功能：

sts_regional_endpoints-共享Amazonconfig文件设置, AWS_STS_REGIONAL_ENDPOINTS-环境变量

此设置指定 SDK 或工具如何确定其用于与Amazon Security Token Service (Amazon STS) 通信的
Amazon Web Service端点。

默认值：legacy

注意：将来，所有新的 SDK 主要版本都furegional ture 默认为。

有效值：
• legacy— 对以下Amazon区域使用全局Amazon STS终端节点：ap-northeast-1、ap-
south-1、ap-southeast-1、ap-southeast-2、aws-global、ca-central-1、eu-
central-1、eu-north-1、eu-west-1、eu-west-2、eu-west-3、sa-east-1、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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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1、us-east-2、us-west-1、和us-west-2。sts.amazonaws.com所有其他区域自动使
用其各自的区域端点。

• regional—Amazon STS SDK 例如，如果客户端已配置为使用us-west-2，则对进行
的所有调用Amazon STS都针对区域终端节点sts.us-west-2.amazonaws.com而非全
局sts.amazonaws.com终端节点。要在启用此设置时向全局终端节点发送请求，您可以将区域设置
为 aws-global。

在config文件中设置这些值的示例：

[default]
sts_regional_endpoints = regional

Linux/macOS 通过命令行设置环境变量的示例：

export AWS_STS_REGIONAL_ENDPOINTS=regional

通过命令行设置环境变量的 Windows 示例：

setx AWS_STS_REGIONAL_ENDPOINTS regional

与Amazon SDKS 的兼容性
以下 SDK 支持本页描述的功能和设置，所有部分例外情况均会被注明：

SDK 支
持

备注或更多信息

Amazon CLI v2 部
分

默认值为 regional。

SDK for C++ 部
分

不支持环境变量和config文件设置。SDK 通过regional设置执
行。

SDK for Go V2 (1.x) 是  

适用于 Go 1.x (V1) 的软件开发
工具包

是  

SDK for Java 2.x 是  

SDK for Java 1.x 是  

适用于 JavaScript 3.x 的软件开
发工具包

是  

适用于 JavaScript 2.x 的软件开
发工具包

是  

SDK for .NET 3.x 是  

适用于 PHP 3.x 的开发工具包 是  

SDK for Python (Boto3) 是  

适用于 Ruby 3.x 的开发工具包 是  

39

https://docs.amazonaws.cn/cli/latest/userguide/
https://docs.amazonaws.cn/sdk-for-cpp/latest/developer-guide/
https://aws.github.io/aws-sdk-go-v2/docs
https://docs.amazonaws.cn/sdk-for-go/latest/developer-guide/
https://docs.amazonaws.cn/sdk-for-go/latest/developer-guide/
https://docs.amazonaws.cn/sdk-for-java/latest/developer-guide/
https://docs.amazonaws.cn/sdk-for-java/v1/developer-guide/
https://docs.amazonaws.cn/sdk-for-javascript/latest/developer-guide/
https://docs.amazonaws.cn/sdk-for-javascript/latest/developer-guide/
https://docs.amazonaws.cn/sdk-for-javascript/v2/developer-guide/
https://docs.amazonaws.cn/sdk-for-javascript/v2/developer-guide/
https://docs.amazonaws.cn/sdk-for-net/latest/developer-guide/
https://docs.amazonaws.cn/sdk-for-php/latest/developer-guide/
https://boto3.amazonaws.com/v1/documentation/api/latest/guide/quickstart.html
https://docs.amazonaws.cn/sdk-for-ruby/latest/developer-guide/


Amazon软件开发工具包和工具 参考指南
终端节点发现

终端节点发现
SDK 使用终端节点发现访问服务终端节点（用于访问各种资源的 URL），同时仍然保持灵活性Amazon根据
需要更改 URL。这样，你的代码可以自动检测新的终端节点。某些服务没有固定的终端节点。相反，通过请
求先获取终端节点，您可以在运行时获取可用的终端节点。在检索可用的终端节点后，代码随后使用终端节
点访问其他操作。例如，对于 Amazon Timestream，开发工具包会创建DescribeEndpoints请求检索可
用的终端节点，然后使用这些终端节点完成特定操作，例如CreateDatabase要么CreateTable.

某些服务需要端点发现，而在其他服务中是可选的。它默认为true要么false取决于服务是否需要端点发
现。例如，Timestream 默认为true，Amazon DynamoDB 默认设置false. 对于不需要端点发现的服务，
不启用端点发现。相反，可以通过环境变量使用配置选项，共享Amazon config文件或 SDK 代码结构（例
如，配置类）。对于需要端点发现的操作，SDK 会自动尝试发现终端节点。

使用以下命令配置此功能：

endpoint_discovery_enabled-共享Amazon config文件设置,
AWS_ENABLE_ENDPOINT_DISCOVERY-环境变量, 要直接在代码中配置值，请直接咨询您的特定 SDK。

为端点发现是可选的服务启用/禁用端点发现。某些服务需要端点发现。

默认值：false

有效值：
• true— SDK 应自动尝试发现终端节点发现可选的服务的终端节点。
• false— SDK 不应自动尝试发现终端节点发现可选的服务的终端节点。

与兼容Amazon开发工具包
以下 SDK 支持本页所述的功能和设置，注意任何部分例外情况：

SDK 支
持

备注或更多信息

Amazon CLI v2 是  

适用于 C++ 的开发工具包 是  

SDK for Go V2 (1.x) 是  

SDK for Go 1.x (V1) 是  

SDK for Java 2.x 是  

SDK for Java 1.x 是  

适用于的 SDKJavaScript3.x 是  

适用于的 SDKJavaScript2.x 是  

SDK for .NET 3.x 是  

SDK for PHP 3.x 是  

适用于 Python (Boto3) 的开发工
具包

是  

SDK for Ruby 3.x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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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配置设置
SDK 支持一些配置整体 SDK 行为的常规设置。

使用以下命令配置此功能：

api_versions-共享Amazonconfig文件设置

某些 Amazon 服务维护多个 API 版本以支持向后兼容性。默认情况下，SDK 和Amazon CLI操作
使用最新的可用 API 版本。要要求使用特定 API 版本来处理您的请求，请在您的个人资料中添加
该api_versions设置。

默认值：无。（软件开发工具包使用最新的 API 版本。）

有效值：这是一个嵌套，后跟一个或多个缩进行，每行标识一个Amazon服务和要使用的 API 版本。请
参阅Amazon服务文档以了解可用的 API 版本。

该示例为config文件中的两个Amazon服务设置了特定的 API 版本。这些 API 版本仅用于在包含这些设
置的配置文件下运行的命令。任何其他服务的命令都使用该服务 API 的最新版本。

api_versions = 
    ec2 = 2015-03-01
    cloudfront = 2015-09-017

ca_bundle-共享Amazonconfig文件设置, AWS_CA_BUNDLE-环境变量

指定建立 SSL/TLS 连接时使用的自定义证书包（带有.pem扩展名的文件）的路径。

默认值：NONE（无）

有效值：指定完整路径或基本文件名。如果有基本文件名，系统会尝试在PATH环境变量指定的文件夹中
查找该程序。

在config文件中设置此值的示例：

[default]
ca_bundle = dev/apps/ca-certs/cabundle-2019mar05.pem

Linux/macOS 通过命令行设置环境变量的示例：

export AWS_CA_BUNDLE=/dev/apps/ca-certs/cabundle-2019mar05.pem

Windows 通过命令行设置环境变量的示例：

setx AWS_CA_BUNDLE C:\dev\apps\ca-certs\cabundle-2019mar05.pem

parameter_validation-共享Amazonconfig文件设置

指定 SDK 或工具在将命令行参数发送到Amazon服务终端节点前是否尝试对其进行验证。

默认值：true

有效值：
• true – 默认值。SDK 或工具执行命令行参数的客户端验证。这有助于 SDK 或工具确认参数有效并发

现一些错误。在向Amazon服务端点发送请求之前，SDK 或工具可以拒绝无效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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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lse— SDK 或工具在将命令行参数发送到Amazon服务终端节点前不对其进行验证。Amazon服务
端点负责验证所有请求并拒绝无效的请求。

与Amazon SDKS 的兼容性
以下 SDK 支持本页描述的功能和设置，所有部分例外情况均会被注明：

SDK 支
持

备注或更多信息

Amazon CLI v2 是  

SDK for C++ 是  

SDK for Go (1.x) 部
分

api_versions并且parameter_validation不支持。

适用于 Go 1.x (V1) 的软件开发
工具包

部
分

api_versions并且parameter_validation不支持。

SDK for Java 2.x 否  

SDK for Java 1.x 否  

适用于 JavaScript 3.x 的软件开
发工具包

是  

适用于 JavaScript 2.x 的软件开
发工具包

是  

SDK for .NET 是  

适用于 PHP 3.x 的开发工具包 是  

SDK for Python (Boto3) 是  

适用于 Ruby 3.x 的开发工具包 是  

IMDS 客户端
SDK 使用面向会话的请求来实现实例元数据服务版本 2 (IMDSv2) 客户端。有关 IMDSv2 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适用于 Linux 实例的 Amazon EC2 用户指南》中的使用 IMDSv 2。IMDS 客户端可通过 SDK 代码库中
提供的客户端配置对象进行配置。

使用以下命令配置此功能：

retries-客户机配置对象成员

任何失败请求的额外重试次数。

默认值：3

有效值：大于 0 的数字。
port-客户机配置对象成员

端点端口。

默认值：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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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DS 客户端

有效值：数字。
token_ttl-客户机配置对象成员

代币的 TTL。

默认值：21,600 秒（6 小时，分配的最大时间）。

有效值：数字。
endpoint-客户机配置对象成员

IMDS 的终点。

默认值：如果endpoint_mode等于IPv4，则默认端点为http://169.254.169.254。如
果endpoint_mode等于IPv6，则默认终端节点为http://[fd00:ec2::254]。

有效值：有效的 URI。

大多数 SDK 都支持以下选项。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您的特定 SDK 代码库。

endpoint_mode-客户机配置对象成员

IMDS 的端点模式。

默认值：IPv4

有效值：IPv4、IPv6
http_open_timeout-客户机配置对象成员（名称可能有所不同）

等待连接打开的秒数。

默认值：1 秒。

有效值：大于 0 的数字。
http_read_timeout-客户机配置对象成员（名称可能有所不同）

读取一块数据的秒数。

默认值：1 秒。

有效值：大于 0 的数字。
http_debug_output-客户机配置对象成员（名称可能有所不同）

设置用于调试的输出流。

默认值：无。

有效值：有效的 I/O 流，如 STDOUT。
backoff-客户机配置对象成员（名称可能有所不同）

两次重试之间休眠的秒数，或者客户提供的回退功能可供呼叫。这会取代默认的指数退避策略。

默认值：因 SDK 而异。

有效值：因 SDK 而异。可以是数值或对自定义函数的调用。

与Amazon SDKS 的兼容性
以下 SDK 支持本页描述的功能和设置，所有部分例外情况均会被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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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试行为

SDK 支
持

备注或更多信息

Amazon CLI v2 是  

SDK for C++ 否  

SDK for Go for 否  

适用于 Go 1.x (V1) 的软件开发
工具包

否  

SDK for Java 否  

SDK for Java 是  

适用于 JavaScript 3.x 的软件开
发工具包

是  

适用于 JavaScript 2.x 的软件开
发工具包

是  

SDK for .NET 是  

适用于 PHP 3.x 的开发工具包 是  

SDK for Python (Boto3) 是  

适用于 Ruby 3.x 的开发工具包 是  

重试行为
重试行为包括有关软件开发工具包如何尝试从向的请求所导致的故障中恢复的设置Amazon Web Services。

使用以下命令配置此功能：

max_attempts-共享Amazonconfig文件设置, AWS_MAX_ATTEMPTS-环境变量

指定对请求进行的最大尝试次数。

默认值：如果未指定此值，则其默认值取决于retry_mode设置的值：
• 如果retry_mode是legacy — 使用特定于 SDK 的默认值（请查看特定的 SDK 指南或 SDK 的代码

库的max_attempts默认值）。
• 如果retry_mode是standard — 尝试三次。
• 如果retry_mode是adaptive — 尝试三次。

有效值：大于 0 的数字。
retry_mode-共享Amazonconfig文件设置, AWS_RETRY_MODE-环境变量

指定 SDK 或开发者工具如何尝试重试。

默认值：legacy是默认的重试策略。

有效值：
• legacy— 特定于您的 SDK（请查看您的特定的 SDK 指南或 SDK 的代码库）。
• standard— 跨Amazon软件开发工具包的标准重试规则集。此模式包括一组可重试的标准错误，以

及对重试配额的支持。除非明确配置，否则使用此模式的默认最大尝试次数max_attempts为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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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试行为

• adaptive— 一种实验性重试模式，包括标准模式的功能，但包括自动客户端限制。由于此模式是实
验性的，因此future 可能会改变行为。

以下是两种模式standard和adaptive重试模式的高级伪代码：

MakeSDKRequest() { 
  attempts = 0 
  loop { 
    GetSendToken() 
    response = SendHTTPRequest() 
    RequestBookkeeping(response) 
    if not Retryable(response) 
      return response 
    attempts += 1 
    if attempts >= MAX_ATTEMPTS: 
      return response 
    if not HasRetryQuota(response) 
      return response 
    delay = ExponentialBackoff(attempts) 
    sleep(delay) 
  }
}

以下是关于上述伪代码中使用的组件的更多详细信息：

GetSendToken:

令牌存储桶仅在adaptive重试模式下使用。令牌存储桶通过要求令牌可用来启动请求，从而强制执行最大
请求速率。SDK 客户端可配置为快速使请求失败或阻塞直到令牌可用。

客户端速率限制是一种算法，最初允许在代币限额以内的任何速率发出请求。但是，在检测到受限响应后，
会相应地限制客户端 rate-of-request 。如果收到成功的答复，代币限额也会相应增加。

通过自适应速率限制，SDK 可以减慢发送请求的速率，以便更好地容纳的容量Amazon Web Services。

SendHTTPRequest:

大多数Amazon SDK 都使用使用连接池的 HTTP 库，这样您就可以在发出 HTTP 请求时重用现有连接。通
常，由于限制错误，在重试请求时会重用连接。由于暂时性错误，重试时不会重复使用请求。

RequestBookkeeping:

如果请求成功，则应更新重试配额。仅在adaptive重试模式下，状态变maxsendrate量会根据收到的响应
类型进行更新。

Retryable:

此步骤确定是否可以根据以下内容重试响应：

• HTTP 状态代码 。
• 从服务返回的错误代码。
• 连接错误，定义为 SDK 收到的任何错误，其中未收到来自服务的 HTTP 响应。

临时错误（HTTP 状态码 400、408、500、502、503 和 504）和限制错误（HTTP 状态码 
400、403、429、502、503 和 509）都可以重试。

MAX_ATTEMPTS:

由config文件设置或环境变量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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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RetryQuota

此步骤通过要求在重试配额存储桶中提供令牌来限制重试请求。重试配额存储桶是一种防止不太可能成功的
重试的机制。这些配额依赖于 SDK，通常依赖于客户端，有时甚至依赖于服务端点。当请求因各种原因失败
时，可用的重试配额令牌将被删除，并在成功时补充。当没有剩余令牌时，将退出重试循环。

ExponentialBackoff

对于可以重试的错误，使用截断的指数退避计算重试延迟。SDK 使用带有抖动的截断二进制指数回退。以下
算法显示如何为请求响应定义睡眠时间（以秒为单位）i：

seconds_to_sleep_i = min(b*r^i, MAX_BACKOFF)

在前面的算法中，以下值适用：

b = random number within the range of: 0 <= b <= 1

r = 2

MAX_BACKOFF = 20 seconds适用于大多数 SDK。请参阅您的特定 SDK 指南或源代码进行确认。

与Amazon SDKS 的兼容性
以下 SDK 支持本页描述的功能和设置，所有部分例外情况均会被注明：

SDK 支
持

备注或更多信息

Amazon CLI v2 是  

适用于 SDK for C++ 是  

适用于 Go V2 的开发工具包 
(1.x)

是  

适用于 Go 1.x (V1) 的软件开发
工具包

否  

适用于 Java 2.x 的 SDK 是  

适用于 Java 1.x 的 SDK 是  

适用于 JavaScript 3.x 的软件开
发工具包

部
分

retry_modeadaptive不支持值。

适用于 JavaScript 2.x 的软件开
发工具包

否  

适用于.NET 3.x 的 SDK 是  

适用于 PHP 3.x 的开发工具包 是  

SDK for Python (Boto3) 是  

适用于 Ruby 3.x 的开发工具包 是  

智能配置默认值
使用智能配置默认值功能，AmazonSDK 可以为其他配置设置提供预定义的、优化的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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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以下命令配置此功能：

defaults_mode-共享Amazon config文件设置, AWS_DEFAULTS_MODE-环境变量

使用此设置，您可以选择与应用程序体系结构一致的模式，然后该模式为应用程序提供优化的默认值。
如果AmazonSDK 设置显式设置了一个值，那么该值始终优先。如果AmazonSDK 设置没有明确设置
值，并且defaults_mode不等于旧版本，那么此功能可以为针对应用程序优化的各种设置提供不同的
默认值。设置可能包括以下内容：HTTP 通信设置、重试行为、服务区域终端节点设置以及（可能）与 
SDK 相关的任何配置。使用此功能的客户可以获得针对常见使用场景量身定制的新配置默认值 如果您
的defaults_mode不等于legacy，我们建议您在升级 SDK 时对应用程序进行测试，因为随着最佳实
践的发展，提供的默认值可能会发生变化。

默认值：legacy

注意：SDK 的新主要版本默认为standard.

有效值：
• legacy— 提供默认设置，这些设置因 SDK 而异且在建立之前存在defaults_mode.
• standard— 提供在大多数情况下应安全运行的最新推荐默认值。
• in-region— 基于标准模式构建，并包括针对调用的应用程序量身定制的Amazon Web Services从

内部同样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
• cross-region— 基于标准模式构建，并包括针对调用的应用程序量身定制的Amazon Web Services

在另一个区域中。
• mobile— 建立在标准模式之上，包括针对移动应用程序量身定制的优
• auto— 基于标准模式并包括实验性功能。SDK 尝试发现运行时环境以自动确定适当的设置。自动检

测是基于启发式学的，不能提供 100％ 的准确性。如果无法确定运行时环境，standard使用模式。
自动检测可能会查询实例元数据和用户数据，这可能会导致延迟。如果启动延迟对您的应用程序至关
重要，我们建议选择显式defaults_mode相反。

在configfile:

[default]
defaults_mode = standard

以下参数可能会根据选择的defaults_mode：
• retryMode— 指定 SDK 尝试重试的方式。请参阅重试行为 (p. 44)。
• stsRegionalEndpoints— 指定 SDK 如何确定Amazon Web Service它用来与Amazon Security 

Token Service(Amazon STS)。请参阅Amazon STS区域化终端节点 (p. 38)。
• s3UsEast1RegionalEndpoints— 指定 SDK 如何确定Amazon用于与 Amazon S3 通信的服务终

端节点us-east-1区域。
• connectTimeoutInMillis— 在套接字上进行初始连接尝试后，超时之前的时间量。如果客户端没

有收到连接握手完成，则客户端放弃操作并失败。
• tlsNegotiationTimeoutInMillis— 从客户端 HELLO 消息发送到客户端和服务器完全协商密码

和交换密钥的时间，TLS 握手可以花费的最长时间。

每个设置的默认值会根据defaults_mode为你的应用程序选择了。这些值目前设置如下（可能会发生变
化）：

参数 standard模式 in-region模
式

cross-
region模式

mobile模式

retryMode standard standard standard standard

stsRegionalEndpointsregional regional regional reg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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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standard模式 in-region模
式

cross-
region模式

mobile模式

s3UsEast1RegionalEndpointsregional regional regional regional

connectTimeoutInMillis3100 1100 3100 30000

tlsNegotiationTimeoutInMillis3100 1100 3100 30000

例如，如果defaults_mode您选择的是standard，那么的价值standard将被分配到retry_mode（来
自有效retry_mode选项）和的价值regional将被分配到stsRegionalEndpoints（来自有
效stsRegionalEndpoints选项)。

与Amazon开发工具包
以下 SDK 支持本页所述的功能和设置，注意任何部分例外情况：

SDK 支持 备注或更多信息

Amazon CLI v2 否  

适用于 C++ 的开发工具包 是 未优化的参
数：stsRegionalEndpoints、s3UsEast1RegionalEndpoints、tlsNegotiationTimeoutInMillis.

SDK for Go V2 (1.x) 是 未优化的参
数：retryMode、stsRegionalEndpoints、s3UsEast1RegionalEndpoints.

SDK for Go 1.x (V1) 否  

SDK for Java 2.x 是 未优化的参
数：stsRegionalEndpoints.

SDK for Java 1.x 否  

适用于的 SDKJavaScript3.x 是 未优化的参
数：stsRegionalEndpoints、s3UsEast1RegionalEndpoints、tlsNegotiationTimeoutInMillis.connectTimeoutInMillis被
称为connectionTimeout.

适用于的 SDKJavaScript2.x 否  

SDK for .NET 3.x 是 未优化的参
数：connectTimeoutInMillis、tlsNegotiationTimeoutInMillis.

SDK for PHP 3.x 是 未优化的参
数：tlsNegotiationTimeoutInMillis.

适用于 Python (Boto3) 的开发工
具包

是 未优化的参
数：tlsNegotiationTimeoutInMillis.

SDK for Ruby 3.x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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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T 依赖关系

Amazon常用运行时 (CRT) 库
Amazon通用运行时 (CRT) 库是 SDK 的基础库。CRT 是一个由独立封装组成的模块化系列，以 C 语言编
写。每个封装为不同的所需功能提供良好的性能和最小的占地面积。这些功能在所有 SDK 中通用，可提供更
好的代码重用、优化和准确性。这些软件包是：

• awslabs/aws-c-auth:Amazon 客户端身份验证（标准凭证提供者和签名 (sigv4)）
• awslabs/aws-c-cal: 加密原始类型、哈希（MD5、SHA256、SHA256 HMAC）、签名者、AES
• awslabs/aws-c-common: 基本数据结构、线程/同步原始类型、缓冲区管理、stdlib 相关函数
• awslabs/aws-c-compression: 压缩算法（霍夫曼编码/解码）
• awslabs/aws-c-event-stream: 事件流消息处理（标头、前奏、负载、crc/trailow）、通过事件流实

现远程过程调用 (RPC)
• awslabs/aws-c-http: C99 实现 HTTP/1.1 和 HTTP/2 规范
• awslabs/aws-c-io: 套接字（TCP、UDP）、DNS、管道、事件循环、通道、SSL/TLS
• awslabs/aws-c-iot: C99 实现Amazon IoT 云服务与设备集成
• awslabs/aws-c-mqtt: 物联网 (IoT) 标准轻量级消息协议
• awslabs/aws-c-s3: 用于与 Amazon S3 服务通信的 C99 库实现，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高带宽 Amazon 

EC2 实例的吞吐量
• awslabs/aws-c-sdkutils: 用于解析和管理Amazon配置文件的实用程序库
• awslabs/aws-checksums: 跨平台硬件加速的 crc32c 和 CRC32，可回退到高效的软件实现
• awslabs/aws-lc: 通用加密库由Amazon密码学团队为Amazon其客户维护，基于谷歌 BoringSSL 项目

和 OpenSSL 项目的代码
• awslabs/s2n: C99 实施 TLS/SSL 协议，设计小巧快速，以安全为重点

CRT 可通过除 Go 之外的所有软件开发工具包使用。

CRT 依赖关系
CRT 库构成了复杂的关系和依赖关系网络。如果您需要直接从源代码构建 CRT，了解这些关系会很有帮
助。但是，大多数用户通过其语言 SDK（例如 C++ 版 SDK 或 Java 版Amazon SDK）或其语言 IoT 设备
Amazon SDK（例如Amazon适用于 C++ 的 IoT SDK 或适用于 Java 的Amazon IoT SDK）访问 CRT 功能。
在下图中，语言 CRT 绑定框指的是封装特定语言 SDK 的 CRT 库的软件包。这是一组格式的软件包aws-
crt-*，其中 “*” 是 SDK 语言（例如aws-crt-cpp或 aws-crt-java）。

以下是 CRT 库的分层依赖关系的可视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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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政策

维护和支持
有关可以帮助您开发应用程序的工具的概述Amazon，请参阅构建工具Amazon。有关支持的信息，请参
阅Amazon知识中心。

以下主题涵盖了 SAmazon DK 的维护和版本支持政策。

主题
• Amazon开发工具包和工具维护政策 (p. 50)
• Amazon开发工具包和工具版本支持列表 (p. 51)

Amazon开发工具包和工具维护政策
概览
本文档概述了Amazon软件开发工具包 (SDK) 和工具，包括移动和 IoT 软件开发工具包，以及它们的基
础依赖关系。Amazon定期提供Amazon包含可能包含对新或更新的支持的更新软件开发工具包和工具
AmazonAPI、新功能、增强功能、错误修复、安全补丁或文档更新。更新还可以解决依赖关系、语言运行时
和操作系统的变化。AmazonSDK 版本发布给软件包管理器（例如 Maven，NuGet、PyPI)，并且可作为源代
码使用GitHub.

我们建议用户留下来up-to-date使用 SDK 版本来跟上最新功能、安全更新和底层依赖关系。建议不要继续使
用不受支持的 SDK 版本，并由用户自行决定进行。

版本控制
这些区域有：AmazonSDK 发布版本采用 X.Y.Z 的形式，其中 X 代表主要版本。增加 SDK 的主要版本表
明，此 SDK 经历了重大而实质性的更改，以支持该语言的新成语和模式。当公共接口（例如类、方法、类型
等）、行为或语义发生变化时，会引入主要版本。应用程序需要更新才能使用最新的 SDK 版本。重要的是要
仔细更新主要版本，并按照Amazon.

SDK 主要版本生命周期
主要软件开发工具包和工具版本的生命周期包括 5 个阶段，概述如下。

• 开发者预览版（第 0 阶段）-在此阶段，SDK 不受支持，不应在生产环境中使用，仅用于早期访问和反馈
目的。未来的版本有可能引入突破性更改。OnceAmazon将某个版本标识为稳定产品，它可能会将其标记
为候选版本。除非出现重大错误，否则候选人已经准备好在 GA 发布，并将获得完整的Amazon支持。

• 正式上市（GA）（第 1 阶段）-在此阶段，完全受支持开发工具包。Amazon将提供常规 SDK 版本，其中
包括对新服务的支持、现有服务的 API 更新以及错误和安全修复。对于 “工具”，Amazon将提供包括新功
能更新和错误修复的常规版本。Amazon将支持 GA 版本的 SDK至少 24 个月.

• 维护公告（第 2 阶段）- Amazon将在 SDK 进入维护模式之前至少 6 个月发布公告。在此期间，SDK 将继
续受到完全支持。通常，维护模式是在下一个主要版本过渡到 GA 的同时宣布的。

• 维护（第 3 阶段）-在维护模式中，Amazon将 SDK 版本限制为仅解决关键错误修复和安全问题。SDK 不
会接收新服务或现有服务的 API 更新，也不会进行更新以支持新区域。维护模式有默认持续时间为 12 个
月，除非另有说明。

• 终止支持（第 4 阶段）-当 SDK 获得终止支持时，它将不再接收更新或版本。之前发布的版本将继续通过
公共软件包管理器提供，并且该代码将继续打开GitHub. 这些区域有：GitHub存储库可能已存档。使用已
达到的 SDKend-of-support是由用户自行决定完成的。我们建议用户升级到新的主要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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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 SDK 主要版本生命周期的直观说明。请注意，下面显示的时间表是说明性的，不具约束力。

依赖性生命周期
大多数AmazonSDK 具有基本的依赖关系，例如语言运行时、操作系统或第三方库和框架。这些依赖关系通
常与语言社区或拥有该特定组件的供应商有关。每个社区或供应商都发布自己的end-of-support他们的产品的
时间表。

以下术语用于对基本的第三方依赖关系进行分类：

• 操作系统 (OS)：例子包括亚马逊 Linux AMI、亚马逊 Linux 2、Windows 2008、Windows 
2012、Windows 2016 等。

• * 语言运行时间：*例子包括 Java 7、Java 8、Java 11、.NET 核心、.NET 标准、.NET PCL 等。
• * 第三方库/框架：例子包括 OpenSSL、.NET Framework 4.5、Java EE 等。

我们的政策是在社区或供应商终止对依赖项的支持后至少 6 个月 * 继续支持 SDK 依赖关系。但是，该政策
可能会因具体的依赖关系而有所不同。

Note

Amazon保留在不增加主要 SDK 版本的情况下停止对潜在依赖项的支持的权利

通信方式
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传达维护公告：

• 将向受影响的帐户发送电子邮件公告，宣布我们计划终止对特定 SDK 版本的支持。该电子邮件将概述end-
of-support，指定广告活动的时间表，并提供升级指导。

• AmazonSDK 文档，例如 API 参考文档、用户指南、SDK 产品营销页面和GitHub自述文件已更新，以指示
广告活动时间表，并提供有关升级受影响应用程序的指导。

• 网络 ACL 和安全组都允许 (因此可到达您的实例) 的发起 ping 的Amazon已发布博客文章，概述了end-of-
support, 以及重申竞选的时间表.

• 在 SDK 中添加了弃用警告，概述了end-of-support并链接到开发工具包文档。

查看可用的主要版本列表AmazonSDK 和工具以及它们在维护生命周期中的位置，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版本支持矩阵” (p. 51).

Amazon开发工具包和工具版本支持列表
列出可用列表AmazonSDK 主要版本以及它们在维护生命周期中的位置以及相关的时间表。有关软件开发工
具包 (SDK) 和工具的主要版本的生命周期及其基础依赖关系的详细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维护政
策” (p. 50)

SDK 主要版本 当前阶段 正式发布日期 注意

Amazon CLI 1.x 公开发行 9/2/2013  

Amazon CLI 2.x 公开发行 2020 年 2/10/2020  

适用于 C++ 的开发
工具包

1.x 公开发行 9/2/2015  

SDK for Go V2 V2 1.x 公开发行 1/1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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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K 主要版本 当前阶段 正式发布日期 注意

适用于 Go 的开发
工具包

1.x 公开发行 11/19/2015  

适用于 Java 的开
发工具包

1.x 公开发行 2010 年 3 月 25 日  

适用于 Java 的开
发工具包

2.x 公开发行 11/20/2018  

适用于JavaScript 1.x 终止支持 5/6/2013  

适用于JavaScript 2.x 公开发行 6/19/2014  

适用于JavaScript 3.x 公开发行 12/15/2020  

SDK for Kotlin 1.x 开发人员预览    

适用于 .NET 的开
发工具包

1.x 终止支持 11/2009  

适用于 .NET 的开
发工具包

2.x 终止支持 11/8/2013  

适用于 .NET 的开
发工具包

3.x 公开发行 7/28/2015  

SDK for PHP 2.x 终止支持 11/2/2012  

SDK for PHP 3.x 公开发行 5/27/2015  

适用于 Python 的
开发工具包 (Boto2)

1.x 终止支持 7/13/2011  

适用于 Python 
(Boto3) 的开发工具
包

1.x 公开发行 6/22/2015  

适用于 Python 
的开发工具包 
(Botocore)

1.x 公开发行 6/22/2015  

SDK for Ruby 1.x 终止支持 7/14/2011  

SDK for Ruby 2.x 终止支持 2/15/2015  

SDK for Ruby 3.x 公开发行 8/29/2017  

SDK for Rust 1.x 开发人员预览    

软件开发工具包 1.x 开发人员预览    

适用于 PowerShell 
的工具

2.x 终止支持 11/8/2013  

适用于 PowerShell 
的工具

3.x 终止支持 7/29/2015  

适用于 PowerShell 
的工具

4.x 公开发行 11/2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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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SDK 和工具的文档历史记录
参考指南

下表介绍了 AmazonSDK 和工具参考指南的重要新增和更新。如需对此文档更新的通知，您可以订阅 RSS 
源。

update-history-change update-history-description update-history-date

设置更新 (p. 53) 对配置文件详细信息和支持的设置
进行了小幅更新。

2022 年 6 月 15 日

更新 (p. 53) 本指南几乎所有部分的大规模更
新。

2022 年 2 月 1 日

首次发布 (p. 53) 本指南的第一个版本已向公众发
布。

2020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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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词汇表
有关最新Amazon术语，请参阅《Amazon一般参考》中的Amazon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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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属于机器翻译版本。若本译文内容与英语原文存在差异，则一律以英文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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