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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简介Amazon Service Catalog

什么是 Service Catalog？
Service Catalog使组织能够创建和管理已批准的 IT 服务的目录Amazon。这些 IT 服务可以包括从虚拟机映
像、服务器、软件、数据库等到完整的多层应用程序架构的所有内容。

Service Catalog 允许组织集中管理通常部署的 IT 服务，并帮助组织实现一致的监管和满足合规性要求。最
终用户可在遵循组织设定约束的情况下快速部署他们所需的已获得批准的 IT 服务。

Service Catalog 具有以下优势：

• 标准化

管理员可以通过限制可启动产品的位置、可使用的实例类型以及多种其他配置选项，来管理已获批准的资
产。这样可以为整个组织的产品预配置创建标准化的环境。

• 自助式发现和启动

用户浏览其有权访问的产品（服务或应用程序）的列表，找到要使用的产品并将其作为预配置产品自行启
动。

• 访问权限的精细控制
• 扩展性和版本控制

管理员可将产品添加到任意数量的产品组合并施加限制，无需创建另一个副本。将产品更新为新版本后，
更新会传播到涵盖该产品的每个产品组合中的所有产品。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Service Catalog 详细信息页面。

作为使用 Service Catalog的替代方案，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 API 提供对所有最终
用户操作的编程控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Service Catalog 开发人员指南。

视频：简介Amazon Service Catalog
此视频（7:27）描述了如何创建、组织和管理精选Amazon的产品目录，以及如何共享具有权限级别的产
品。因此，最终用户无需直接访问底层Amazon服务即可快速调配经批准的 IT 资源。

Amazon Service Catalog 简介

Amazon ServService Catalog
开始使用 Service Catalog 之前，了解其组件及管理员和最终用户的初始工作流程会很有用。

用户
Service Catalog 支持以下类型的用户：

• 目录管理员（管理员）-管理产品目录（应用程序和服务），将它们组织成产品组合，并向最终用户授予访
问权限。目录管理员为产品准备Amazon CloudFormation模板、配置限制条件和管理 IAM 角色，以提供高
级资源管理。

• 最终用户-从其 IT 部门或经理那里获得Amazon证书，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并使
用发布已获得访问权限的产品。最终用户有时简称为用户，可被授予不同的权限，具体取决于您的操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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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

求。例如，用户可能拥有最高级别权限 (启动和管理其使用的产品所需的所有资源)，或仅拥有使用特定服
务功能的权限。

Products
产品是一项 IT 服务，您希望在其上进行部署Amazon。产品由一个或多个Amazon资源组成，例如 EC2 实
例、存储卷、数据库、监控配置和网络组件，或打包的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产品。产品可以
是运行Amazon Linux 的单个计算实例、在自己的环境中运行的完全配置的多层 Web 应用程序，或者介于两
者之间的任何东西。

您可以通过导入Amazon CloudFormation模板来创建产品。 Amazon CloudFormation模板定义了产品所需的
Amazon资源、资源之间的关系以及最终用户在启动产品时可以插入的参数，以配置安全组、创建密钥对和
执行其他自定义。

预配置产品
通过允许您将产品实例作为一个单元进行预配置、标记、更新和终止，Amazon CloudFormation 堆栈简
化了对产品生命周期的管理。Amazon CloudFormation 堆栈包含采用 JSON 或 YAML 格式的 Amazon 
CloudFormation 模板及其关联的资源集合。预配置产品 是一个堆栈。当最终用户启动产品时，由 
Service Catalog 预配置的产品的实例是运行该产品所需的资源堆栈。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CloudFormation 用户指南。

产品组合
产品组合是包含配置信息的产品集合。产品组合可帮助管理可使用特定产品的人员及其使用方式。利用 
Service Catalog，您可以为组织内的每类用户创建一个自定义产品组合，并选择性授予对适当产品组合的访
问权限。当您向产品组合添加新版本的产品时，该版本会自动供所有当前用户使用。

您还可以与其他Amazon账户共享您的投资组合，并允许这些账户的管理员分配您的投资组合，但有其他限
制，例如限制用户可以创建哪些 EC2 实例。通过使用产品组合、权限、共享和约束，您可以确保用户所启动
的产品经过正确配置，能够满足组织的需求并符合其标准。

版本控制
Service Catalog 允许您在目录中管理多个版本的产品。此方法允许您根据软件更新或配置更改添加新版本的
模板和相关资源。

创建产品的新版本时，更新会自动分发到具有该产品访问权限的所有用户，允许用户选择要使用的产品版
本。用户可以快速轻松地将产品的运行实例更新为新版本。

权限
向用户授予产品组合的访问权限，让用户能够浏览该产品组合并启动其中的产品。您可以应用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权限来控制谁可以查看和修改您的目录。可以对 IAM 用户、组和角
色分配 IAM 权限。

当用户启动分配了 IAM 角色的产品时，Service Catalog使用该角色启动产品的云资源Amazon 
CloudFormation。通过为每个产品分配 IAM 角色，您可以避免向用户授予执行未经批准的操作的权限，并允
许他们使用目录预置资源。

约束
限制控制您可以为产品部署特定Amazon资源的方式。您可以使用约束对产品进行限制，以便进行管理或控
制成本。存在不同的类型的 Amazon Service Catalog 约束：启动约束、通知约束和模板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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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启动约束，您可为产品组合中的产品指定一个角色。使用此角色在启动时预置资源，这样您就可以在不
影响用户从目录中置备产品的能力的情况下限制用户权限。

通知限制使您能够使用 Amazon SNS 主题获取有关堆栈事件的通知。

模板约束用于限制用户在启动产品时可以使用的配置参数 (例如 EC2 实例类型或 IP 地址范围)。借助模板约
束，您可以重复使用产品的常规 Amazon CloudFormation 模板，并根据每个产品或每个产品组合对模板进行
限制。

管理员初始工作流程
此图显示了管理员创建目录的初始工作流程。

最终用户初始工作流程
此图显示了最终用户的初始工作流程。

Amazon Service Catalog 默认服务配额
您的Amazon账户具有以下与限制Amazon Organizations、产品组合、产品、预配置产品、服务操作和相关
的默认配额 Tag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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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Organizations

您可以使用配Service Quotas额管理配额或请求增加配额。有关的更多信息Service Quotas，请参
阅什么是Service Quotas？ 在《Service Quotas用户指南》中。如需请求增加配额，请打开 Amazon 
Center（Support 中心），并根据需要登录，然后选择创建案例。然后选择 “提高服务限额”。填写表单并提
交。

Amazon Organizations
• 每个组织的 Amazon Service Catalog 委托管理员数量：50

约束配额
• 每个产品组合的每个产品的约束数：100

产品组合配额
• 每个产品组合的用户、组和角色数：100
• 每个产品组合的产品数：150
• 每个产品组合的标签数：20
• 每个产品组合的共享账户数：5000
• 每个标签键的标签值：25

产品配额
• 每个产品的用户、组和角色数：200
• 每个产品的产品版本数：100
• 每个产品的标签数：20
• 每个标签键的标签值：25

预配置产品配额
• 每个预配置产品的标签数：50

服务操作配额
• 每个产品版本的服务操作关联：25

TagOptions 配额
• TagOptions 每项资源：25
• 每秒的值 TagOption：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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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亚马逊云科技Service Catalog
在开始使用 Amazon Service Catalog 之前，请完成以下任务。

注册 Amazon Web Services
要使用 Amazon Web Services。

Amazon Web Services

1. 打开 https://signin.amazonaws.cn/signup?request_type=register。
2.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在注册时，您将接到一通电话，要求您使用电话键盘输入一个验证码。

注册过程完成后，Amazon Web Services 会向您发送一封确认电子邮件。在任何时候，您都可以通过转至 
My Account Account（我的账户）来http://www.amazonaws.cn/查看您的账户。

向管理员和最终用户授予权限
目录管理员和最终用户需要不同的 IAM 权限才能使用亚马逊Service Catalog。作为目录管理员，您必须拥有 
IAM 权限，允许您访问 Amazon Service Catalog 管理员控制台、创建产品和管理产品。在您的最终用户可以
使用您的产品之前，您必须向他们授予权限，允许他们访问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最终用户控制台、启动产
品并将已启动的产品作为预配置产品进行管理。

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使用托管策略提供其中的许多权限。Amazon Web Services。您通过将这些策略附加
于您和您的终端用户使用的 IM 用户、组或角色。

• Amazon Service ManagemenService Catalog
• 向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管理员授予权限
• 向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最终用户授予权限

向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管理员授予权限
作为目录管理员，您需要访问 Amazon Service Catalog 管理员控制台视图和允许您执行以下任务的 IAM 权
限：

• 创建和管理产品组合
• 创建和管理产品
• 添加模板约束以控制最终用户在启动产品时可用的选项
• 添加启动限制以定义 Amazon Service Catalog 在最终用户启动产品时扮演的 IAM 角色
• 授予最终用户对产品的访问权限

您或管理您的 IAM 权限的管理员必须向您的 IAM 用户、群组或角色附加完成本教程所需的策略。

向目录管理员授予权限

1. 打开 IAM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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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用户。如果您已经创建了一个想要用作目录管理员的 IAM 用户，请选择该用户名并选
择添加权限。否则，请创建一个用户，如下所示：

a. 选择添加用户。
b. 对于 User name，键入 ServiceCatalogAdmin。
c. 选择编程访问和亚马逊管理控制台访问。
d. 选择 Next: Permissions（下一步：权限）。

3. 选择 Attach existing policies directly（直接附上现有策略）。
4. 选择 Create policy，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a. 请选择 JSON 选项卡。
b. 复制下面的示例策略，然后将其粘贴到 Policy Document 中：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ec2:CreateKeyPair", 
                "iam:AddRoleToInstanceProfile", 
                "iam:AddUserToGroup", 
                "iam:AttachGroupPolicy", 
                "iam:CreateAccessKey", 
                "iam:CreateGroup", 
                "iam:CreateInstanceProfile", 
                "iam:CreateLoginProfile", 
                "iam:CreateRole", 
                "iam:CreateUser", 
                "iam:Get*", 
                "iam:List*", 
                "iam:PutRolePolicy", 
                "iam:UpdateAssumeRolePolicy" 
            ], 
            "Resource": [ 
                "*" 
            ] 
        } 
    ]
}

c. 选择Review policy（查看策略）。
d. 对于 Policy Name，键入 ServiceCatalogAdmin-AdditionalPermissions。
e. 您必须授予管理员访问 Amazon S3 的权限，这样他们才能访问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存储在 

Amazon S3 中的模板。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用户指南中的用
户策略示例

f. 请选择Create Policy（创建策略）。
5. 返回包含权限页面的浏览器窗口，然后选择 Refresh。
6. 在搜索字段中，键入 ServiceCatalog 以筛选策略列表。
7. 选中AWSServiceCatalogAdminFullAccess和 ServiceCatalogAdmin-AdditionalPermissions 策略的复选

框，然后选择下一步：查看。
8. 如果您要更新用户，请选择 Add permissions。

如果您要创建用户，请选择 Create user。您可以下载或复制凭证，然后选择 Close。
9. 要以目录管理员身份登录，请使用账户特定的 URL。要查找此 URL，请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Dashboard，然后选择 Copy Link。将链接粘贴到您的浏览器中，然后使用您在此过程中创建或更新的 
IAM 用户的名称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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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最终用户授予权限
在最终用户使用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之前，您必须授予对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最终用户控制台视图的
访问权限。要授予访问权限，您可以将策略附加最终用户使用的 IAM 用户、组或角色。在以下程序中，我们
将AWSServiceCatalogEndUserFullAccess策略附加到 IAM 组。有关预定义的Amazon 托管策略。

向最终用户组授予权限

1. 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IAM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iam/。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Groups。
3. 选择 Create New Group，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a. 对于 Group Name (组名称)，键入 Endusers，然后选择 Next Step (下一步)。
b. 在搜索字段中，键入 AWSServiceCatalog 以筛选策略列表。
c. 选中 AWSServiceCatalogEndUserFullAccess 策略的复选框，然后选择 Next Step (下一步)。您也

可以改而选择 AWSServiceCatalogEndUserReadOnlyAccess。
d. 在 Review 页面上，选择 Create Group。

4.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Users（用户）。
5. 选择添加用户，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a. 对于用户名，为用户键入一个名称。
b. 选择亚马逊管理控制台访问权限。
c. 选择Next: Permissions（下一步: 权限）。
d. 选择 Add user to group。
e. 选中 Endusers 组的复选框，选择 Next: Tags (下一步: 标签)，然后选择 Next: Review (下一步: 审

核)。
f. 在审核页面选择创建用户。下载或复制凭证，然后选择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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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
本教程向您介绍目录管理员需要执行的关键任务。您创建基于亚马逊 CloudFormation 模板的产品，该模板
定义了产品使用的Amazon Web Services ervices 资源。Linux Desktop 产品是一个在亚马逊 Linux 上运行的
云开发环境。您将产品添加到产品组合中并分发给最终用户。最后，您以最终用户身份登录并测试产品。

开始前的准备工作

完成设置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中描述的任务。

任务
• 步骤 1：下载亚马逊 CloudFormation 模板 (p. 8)
• 步骤 2：创建密钥对 (p. 11)
• 第 3 步：创建 Amazon Service 目录组合 (p. 11)
• 步骤 4：创建 Amazon SecifService Catalog an Amazon (p. 12)
• 步骤 5：添加模板约束以限制实例大小 (p. 12)
• 步骤 6：添加启动约束以分配 IAM 角色 (p. 13)
• 步骤 7：向最终用户授予产品组合的访问权限 (p. 14)
• 步骤 8：测试最终用户体验 (p. 14)

步骤 1：下载亚马逊 CloudFormation 模板
要预置和配置产品组合和产品，您可以使用亚马逊 CloudFormation 模板，它们是 JSON 或 YAML 格式的文
本文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亚马逊 CloudFormation 用户指南中的模板格式。这些模板描述要预置的资
源。您可以使用亚马逊 CloudFormation 编辑器或任意文本编辑器创建和保存模板。在本教程中，我们提供
了一个简单模板来帮助您入门。此模板启动为 SSH 访问而配置的单个 Linux 实例。

模板下载
为本教程提供的示例模板可在 https://awsdocs.s3.amazonaws.com/servicecatalog/development-
environment.template 获得。development-environment.template

模板概述
示例模板的文本如下所示：

{ 
  "AWSTemplateFormatVersion" : "2010-09-09", 

  "Description" : "Amazon Service Catalog sample template. Creates an Amazon EC2 instance  
                    running the Amazon Linux AMI. The AMI is chosen based on the region  
                    in which the stack is run. This example creates an EC2 security  
                    group for the instance to give you SSH access. **WARNING** This  
                    template creates an Amazon EC2 instance. You will be billed for the  
                    Amazon resources used if you create a stack from this template.", 

  "Parameters" : { 
    "Key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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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 : "Name of an existing EC2 key pair for SSH access to the EC2 
 instance.", 
      "Type": "AWS::EC2::KeyPair::KeyName" 
    }, 

    "InstanceType" : { 
      "Description" : "EC2 instance type.", 
      "Type" : "String", 
      "Default" : "t2.micro", 
      "AllowedValues" : [ "t2.micro", "t2.small", "t2.medium", "m3.medium", "m3.large",  
        "m3.xlarge", "m3.2xlarge" ] 
    }, 

    "SSHLocation" : { 
      "Description" : "The IP address range that can SSH to the EC2 instance.", 
      "Type": "String", 
      "MinLength": "9", 
      "MaxLength": "18", 
      "Default": "0.0.0.0/0", 
      "AllowedPattern": "(\\d{1,3})\\.(\\d{1,3})\\.(\\d{1,3})\\.(\\d{1,3})/(\\d{1,2})", 
      "ConstraintDescription": "Must be a valid IP CIDR range of the form x.x.x.x/x." 
   } 
  }, 

  "Metadata" : { 
    "AWS::CloudFormation::Interface" : { 
      "ParameterGroups" : [{ 
        "Label" : {"default": "Instance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 ["InstanceType"] 
      },{ 
        "Label" : {"default": "Security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 ["KeyName", "SSHLocation"] 
      }], 
      "ParameterLabels" : { 
        "InstanceType": {"default": "Server size:"}, 
        "KeyName": {"default": "Key pair:"}, 
        "SSHLocation": {"default": "CIDR range:"} 
      } 
    } 
  }, 

  "Mappings" : { 
    "AWSRegionArch2AMI" : { 
      "us-east-1"      : { "HVM64" : "ami-08842d60" }, 
      "us-west-2"      : { "HVM64" : "ami-8786c6b7" }, 
      "us-west-1"      : { "HVM64" : "ami-cfa8a18a" }, 
      "eu-west-1"      : { "HVM64" : "ami-748e2903" }, 
      "ap-southeast-1" : { "HVM64" : "ami-d6e1c584" }, 
      "ap-northeast-1" : { "HVM64" : "ami-35072834" }, 
      "ap-southeast-2" : { "HVM64" : "ami-fd4724c7" }, 
      "sa-east-1"      : { "HVM64" : "ami-956cc688" }, 
      "cn-north-1"     : { "HVM64" : "ami-ac57c595" }, 
      "eu-central-1"   : { "HVM64" : "ami-b43503a9" } 
    } 

  }, 

  "Resources" : { 
    "EC2Instance" : { 
      "Type" : "AWS::EC2::Instance", 
      "Properties" : { 
        "InstanceType" : { "Ref" : "InstanceType" }, 
        "SecurityGroups" : [ { "Ref" : "InstanceSecurityGroup" } ], 
        "KeyName" : { "Ref" : "KeyName" }, 
        "ImageId" : { "Fn::FindInMap" : [ "AWSRegionArch2AMI", { "Ref" : "AWS::Region" }, 
 "HVM6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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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InstanceSecurityGroup" : { 
      "Type" : "AWS::EC2::SecurityGroup", 
      "Properties" : { 
        "GroupDescription" : "Enable SSH access via port 22", 
        "SecurityGroupIngress" : [ { 
          "IpProtocol" : "tcp", 
          "FromPort" : "22", 
          "ToPort" : "22", 
          "CidrIp" : { "Ref" : "SSHLocation"} 
        } ] 
      } 
    } 
  }, 

  "Outputs" : { 
    "PublicDNSName" : { 
      "Description" : "Public DNS name of the new EC2 instance", 
      "Value" : { "Fn::GetAtt" : [ "EC2Instance", "PublicDnsName" ] } 
    }, 
    "PublicIPAddress" : { 
      "Description" : "Public IP address of the new EC2 instance", 
      "Value" : { "Fn::GetAtt" : [ "EC2Instance", "PublicIp" ] } 
    } 
  }
}

模板资源

模板声明在启动产品时将创建的资源。它包含以下部分：

• AWSTemplateFormatVersion（可选）— 用于创建此模板的亚马逊模板格式版本。最新的模板格式版本是 
2010-09-09，并且它是目前唯一的有效值。

• 描述（可选）-模板的描述。
• 参数-您的用户必须指定的参数才能启动产品。对于每个参数，模板包含一个说明，还有键入的值必须满足

的约束。有关限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限制。

该KeyName参数允许您指定最终用户在使用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启动您的产品时必须提供的亚马逊弹性
计算云 (Amazon EC2) key pair 名称。您将在接下来的步骤中创建密钥对。

• 元数据（可选）-提供有关模板的其他信息的对象。Amazon::CloudFormation: Interfac e 键定义了
最终用户控制台视图如何显示参数。ParameterGroups 属性定义如何对参数分组以及这些组的标
题。ParameterLabels 属性定义容易记住的参数名称。当用户指定参数来启动基于此模板的产品时，最
终用户控制台视图在标题 Server size: 下显示标记为 Instance configuration 的参数，并在标题
Key pair: 下显示标记为 CIDR range: 和 Security configuration 的参数。

• 映射（可选）-可用来指定条件参数值的密钥和关键值的映射，与查找表类似。可以通过使用资源和输出部
分中的 Fn::::FindInMap 内部函数将键与相应的值匹配。上面的模板包括区域列表和每个Amazon区域对应
的 Amazon Machine Image (AMI)。 Amazon Service Catalog使用此映射根据用户在中选择的Amazon区
域来确定要使用哪个 AMIAmazon Web Services Management Console。

• 资源（必需）-堆栈资源及其属性。您可引用模板的 “资源” 和 “输出” 部分中的资源。在上面的模板中，我
们指定了一个运行 Amazon Linux 的 EC2 实例和一个允许 SSH 访问该实例的安全组。EC2 实例资源的 
“属性” 部分使用用户键入的信息来配置 SSH 访问的实例类型和密钥名称。

亚马逊 CloudFormation 使用当前的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从先前定义的映射中选择 AMI ID 并为其
分配安全组。安全组已配置为允许端口 22 上来自用户指定的 CIDR IP 地址范围的入站访问。

• 输出（可选）-告知用户产品启动何时完成的文本。提供的模板获得已启动实例的公有 DNS 名称并将其显
示给用户。用户需要此 DNS 名称来使用 SSH 连接到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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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模板解剖页面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CloudFormation用户指南中的模板参考。

步骤 2：创建密钥对
要使您的最终用户能够启动基于本教程示例模板的产品，您必须创建 Amazon EC2 key pair。密钥对是用于
加密数据的公有密钥与用于解密数据的私有密钥的组合。有关密钥对的更多信息，请参见适用于 Linux 实例
的 Amazon EC2 用户指南中的 Amazon EC2 密钥对。

本教程的亚马逊 CloudFormation 模板包含以下KeyName参数：development-environment.template

. . . 
  "Parameters" : { 
    "KeyName": { 
      "Description" : "Name of an existing EC2 key pair for SSH access to the EC2 
 instance.", 
      "Type": "AWS::EC2::KeyPair::KeyName" 
    },
. . .

最终用户在使用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启动基于模板的产品时必须指定key pair 的名称。

如果您的账户中已有想要使用的key pair，则可以跳至步骤 3：创建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组合。否则，请
完成以下步骤。

创建密钥对

1. 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EC2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ec2/。
2. 在导航窗格中的 Network & Security 下，选择 Key Pairs。
3. 在 Key Pairs 页上，选择 Create Key Pair。
4. 对于 Key pair name，键入易于记住的名称，然后选择 Create。
5. 当控制台提醒您保存私有密钥文件时，请将该文件保存到安全位置。

Important

这是您保存私有密钥文件的唯一机会。

第 3 步：创建 Amazon Service 目录组合
要为用户提供产品，首先请为这些产品创建产品组合。

创建产品组合

1. 打开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控制台，网址为 https://console.amazonaws.cn/servicecatalog/。
2. 如果您是第一次使用 Amazon Service Catalog 管理员控制台，请选择 “使用入门库启动解决方案” 以启

动配置产品组合的向导。否则，选择创建投资组合。
3. 键入以下值：

• 投资组合名称 —Engineering Tools
• Description（描述）– Sample portfolio that contains a single product.
• 所有者 —IT (it@example.com)

4. 选择 Create（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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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创建 Amazon SecifService Catalog an 
Amazon

创建产品组合后，即可添加产品。在本教程中，您将创建名为 Linux Desktop 的产品，该产品是在 Amazon 
Linux 上运行的云开发环境。

创建产品

1. 如果您已完成上一步骤，则将显示 Portfolios 页面。否则，打开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servicecatalog/。

2. 选择并打开您刚刚创建的工程工具产品组合。接下来选择上传新产品。
3. 在产品详情部分的创建产品页面上，输入以下内容：

• 产品名称 —Linux Desktop
• 产品描述 —Clou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configured for engineering staff. 
Runs Amazon Linux.

• 所有者 —IT
• 分销商 —（空白）

4. 在版本详细信息页面上，选择使用 CloudFormation 模板。然后 Choo se an S3 template URL（指定 
Amazon S3 模板

• 选择模板 —https://awsdocs.s3.amazonaws.com/servicecatalog/development-
environment.template

• 版本标题 —v1.0
• Description（描述）– Base Version

5. 在Su pport 详细信息部分中，输入以下内容，然后选择创建产品。

• 电子邮件联系人 —ITSupport@example.com
• S@@ upport 链接 —https://wiki.example.com/IT/support
• S@@ upport 描述 —Contact the IT department for issues deploying or 
connecting to this product.

步骤 5：添加模板约束以限制实例大小
约束在产品组合级别添加对产品的另一层控制。限制可以控制产品的启动上下文（启动限制），也可以向亚
马逊 CloudFormation模板添加规则（模板限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约
束”。

向 Linux Desktop 产品添加模板限制，防止用户在启动时选择大型实例类型。利用开发环境模板，用户
能够从 6 个实例类型中进行选择；此约束会将有效的实例类型限制为两个最小的类型：t2.micro 和
t2.small。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适用于 Linux 实例的 Amazon EC2 用户指南中的 T 2 实例。

向 Linux 桌面产品添加模板约束

1. 在投资组合详细信息页面上，选择约束，然后选择创建约束。
2. 在创建约束条件页面中，为产品选择 Linux 桌面。然后，对于约束类型，选择模板。
3. 在 T 模板约束部分中，选择文本编辑器。
4. 将以下内容粘贴到文本编辑器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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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les": { 
    "Rule1": { 
      "Assertions": [ 
        { 
          "Assert" : {"Fn::Contains": [["t2.micro", "t2.small"], {"Ref": 
 "InstanceType"}]}, 
          "AssertDescription": "Instance type should be t2.micro or t2.small" 
        } 
      ] 
    } 
  }
}

5. 在约束条件描述中，输入Small instance sizes。
6. 选择 Create（创建）。

步骤 6：添加启动约束以分配 IAM 角色
启动约束指定 IAM 角色，最终用户启动产品时 Amazon Service Catalog 将代入此角色。

在此步骤中，您向 Linux Desktop 产品添加启动限制，Amazon Service Catalog以便使用产品Amazon 
CloudFormation模板中的Amazon资源。

作为启动约束分配给产品的IAM角色必须具有使用权限：

1. Amazon CloudFormation
2. 产品Amazon CloudFormation模板中的服务
3. 对 Amazon CloudFormation 中的 Amazon S3 模板的读访问权限

此启动限制使最终用户能够启动产品，并在启动后将其作为预配置产品进行管理。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Service Catalog 启动约束。

如果没有启动限制，则需要向最终用户授予额外IAM权限，然后他们才能使用 Linux Desktop 产品。例
如，ServiceCatalogEndUserAccess 策略仅授予访问 IAM 最终用户控制台视图所需的最低 Amazon 
Service Catalog 权限。

使用启动约束，您可以确保最终用户具有最低 IAM 权限，这是 IAM 最佳实践。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授予最低权限。

要创建IAM策略，请将其附加到IAM角色，然后添加启动约束。

添加启动约束

1. 通过 https://console.amazonaws.cn/iam/ 打开IAM主机。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P ol ic ies，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a. 在创建策略页面上，选择 JSON 选项卡。
b. 复制此示例策略并替换文本字段中的占位符 JSON：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cloudformation:CreateStack", 
                "cloudformation:DeleteS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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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udformation:DescribeStackEvents", 
                "cloudformation:DescribeStacks", 
                "cloudformation:GetTemplateSummary", 
                "cloudformation:SetStackPolicy", 
                "cloudformation:ValidateTemplate", 
                "cloudformation:UpdateStack", 
                "ec2:*", 
                "s3:GetObject", 
                "servicecatalog:*", 
                "sns:*" 
            ], 
            "Resource": "*" 
        } 
    ]
}

c. 选择下一步，标签。
d. 选择 “下一步，查看”。
e. 在 “查看政策” 页面中，输入 “名称”linuxDesktopPolicy。
f. 选择 Create policy（创建策略）。

3.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Roles（角色）。然后选择 Cre ate pole（创建角色）并执行以下操作：

a. 对于选择可信实体，选择Amazon服务，然后在其他Amazon服务的用例下选择Service Catalog。选
择Service Catalog 用例，然后选择下一步。

b. 搜索linuxDesktopPolicy策略，然后选中复选框。
c. 对于 Role name（角色名称），键入 linuxDesktopLaunchRole。
d. 选择 Create role（创建角色）。

4. 打开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控制台，网址为 https://console.amazonaws.cn/servicecatalog/。
5. 选择 Engineering Tools 产品组合。
6. 在投资组合详细信息页面上，选择 “约束” 选项卡，然后选择 “创建约束”。
7. 对于产品，选择 Linux 桌面，对于 “约束类型”，选择 “启动”。
8. 选择选择 IAM 角色。接下来选择linuxDesktopLaunch角色，然后选择创建。

步骤 7：向最终用户授予产品组合的访问权限
现在，您已创建产品组合并添加产品，可以向最终用户授予访问权限。

先决条件

如果您尚未为最终用户创建 IAM 群组，请参阅向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最终用户授予权限 (p. 7)。

提供对产品组合的访问权限

1. 在产品组合详细信息页面上，选择 Groups, roles, and users (组、角色和用户) 选项卡。
2. 选择 Add groups, roles, users (添加组、角色、用户)。
3. 在群组选项卡上，为最终用户选中 IAM 群组的复选框。
4. 选择 “添加访问权限”。

步骤 8：测试最终用户体验
要验证最终用户能否成功访问最终用户控制台视图并启动您的产品，请以最终用户Amazon身份登录并执行
这些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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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最终用户可以访问最终用户控制台

1. 要以 IAM 用户身份登录，请使用账户特定的 URL。要找到此 URL，请打开 IAM 控制台，选择导航窗格
中的 D as hboard。在 “Amazon账户” 部分下，复制此账户中 IAM 用户的登录 URL 下的 URL。将链接
粘贴到您的浏览器中，然后使用 IAM 用户的名称和密码。

2. 在菜单栏中，选择您创建Engineering Tools投资组合的Amazon区域。在本教程中，选择 us-east-1 
区域。

3.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catalog/ 打开Amazon Service Catalog主机查看：

• 产品-用户可以使用的产品。
• 预配置产品-用户已启动的预配置产品。

验证最终用户是否可以启动 Linux 桌面产品

请注意，在本教程中，选择 us-east-1 区域。

1. 在控制台的 “产品” 部分中，选择 Linux 桌面。
2. 选择 Launch products 启动配置产品的向导。
3. 在 L aunch：Linux 桌面页面上，输入Linux-Desktop预置的产品名称。
4. 在 “参数” 页面上，输入以下内容并选择 “下一步”：

• 服务器大小-选择t2.micro。
• key pair-选择您在中创建的密钥对步骤 2：创建密钥对 (p. 11)。
• CIDR 范围 — 为 IP 地址输入有效的 CIDR 范围以连接到实例。您可以使用默认值 (0.0.0.0/0) 允许从

任何 IP 地址进行访问，然后允许您的 IP 地址进行/32访问，然后限制仅访问您的 IP 地址，或者介于
两者之间。

5. 选择 “启动产品” 以启动堆栈。控制台显示 Linux-Desktop 堆栈的堆栈详细信息页面。产品的初始状态为 
“更改中”。Amazon Service Catalog 需要花费几分钟时间来启动产品。要查看当前状态，请刷新您的浏
览器。产品发布后，状态为 A 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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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Service Catalog 提供架构完善的产品模板的入门库，因此您可以快速入门。您可以将我们的入门库
产品组合中的任何产品复制到您自己的账户，然后根据您的需求进行自定义。

主题
• 先决条件 (p. 16)
• 了解更多 (p. 16)

先决条件
在使用入门库中的模板之前，请确保您具有以下内容：

了解更多
有关架构完善的框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Well-Archi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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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保护

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中的安全性
云安全性一直是 Amazon Web Services 的重中之重。作为 Amazon Web Services 客户，您将从专为满足大
多数安全敏感型组织的要求而打造的数据中心和网络架构中受益。

安全性是 AAmazon Web Services 和您的共同责任。责任共担模型将其描述为云的安全性和云中的安全性：

• 云的安全性 — 亚马逊负责保护在亚马逊云中运行Amazon Web Services 科技的基础设施。亚马逊还向您
提供可安全使用的服务。作为 Amazon Web Services 合规性计划的一部分，第三方审计人员将定期测试
和验证安全措施的有效性。

• 云中的安全性 — 您的责任由您使用的 Amazon Web Services vice 决定。您还需要对其它因素负责，包括
您的数据的敏感性、您公司的要求以及适用的法律法规。

该文档帮助您了解如何在使用 Amazon Service Catalog 时应用责任共担共担模式。以下主题说明如何配置 
Amazon Service Catalog 以实现您的安全性和合规性目标。我们还将向您介绍其他 Amazon Web Services 
以帮助您监控和保护 Amazon Web SService Catalog es 资源。

主题
• 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中的数据保护 (p. 17)
• 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中的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p. 18)
• 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中的日志记录和监控 (p. 25)
• 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的合规性验证 (p. 25)
• 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中的恢复能力 (p. 25)
• 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中的基础设施安全性 (p. 25)
• Service Catalog 的安全最佳实践 (p. 26)

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中的数据保护
亚马逊责任共担模式适用于 Amazon Service Catalog 中的数据保护。如该模式中所述，亚马逊云科技负责保
护运行所有 Amazon Web Services 云的全球基础设施。您负责维护对托管在此基础设施上的内容的控制。
此内容包括您所使用的 Amazon Web Services e 的安全配置和管理任务。

出于数据保护目的，我们建议您保护 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凭证并使用 Amazon Ed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设置单独的用户账户。这仅向每个用户授予履行其工作职责所需的权限。我们还
建议您通过以下方式保护您的数据：

• 对每个账户使用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MFA)。
• 使用 SSL/TLS 与 Amazon Web Services e 资源进行通信。建议使用 TLS 1.2 或更高版本。
• 使用 Amazon 设置 API 和用户活动日志记录 CloudTrail。
• 使用 Amazon 加密解决方案以及 Amazon Web Service 中的所有默认安全控制。
• 使用高级托管安全服务（例如 Amazon Macie），它有助于发现和保护存储在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中的个人数据。
• 如果在通过 API 访问 Amazon 时需要经过 FIPS 140-2 验证的加密模块，请使用 FIPS 终端节点。

我们强烈建议您切勿将敏感的可识别信息（例如您客户的账号）放入自由格式字段（例如 Name（名称）字
段）。这包括当您使用控制台、API、或 Amazon SDK 使用 Amazon ServService Catalog 或其他 Amazon 
Web Services 时。您输入到 Amazon Service Catalog 或其他服务中的任何数据都可能被选取以包含在诊断
日志中。当您向外部服务器提供 URL 时，请勿在 URL 中包含凭证信息来验证您对该服务器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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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加密来保护数据
静态加密
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使用使用亚马逊管理的密钥进行静态加密的 Amazon S3 存储段和Amazon 
DynamoDB 数据库。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S3 和 Amazon DynamoDB 提供的静态加密信息。

传输中加密
Amazon Service Catalog 使用传输层安全 (TLS) 和客户端加密来电者与亚马逊之间传输的信息。

您可以通过创建 VPC 终端节点，从您的 Amazon Virtual PriService Catalog e Private Cloud (Amazon VPC 
使用 VPC 终端节点，VPC 和 Amazon ServService Catalog earch 之间的路由由亚马逊网络处理，而无需 
Internet 网关、NAT 网关或 VPN 连接。

Amazon Service Catalog 使用的最新一代 VPC 终端节点由亚马逊 PrivateLink提供支持，这是一项亚马逊技
术，支持使用弹性网络接口与您的 VPC 中的私有 IP 在Amazon Web Services 之间建立私有连接。

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中的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访问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需要凭证。这些凭证必须有权访问 Amazon Web Services 资源，例如亚马逊
Service Catalog 产品组合或产品。Amazon Service Catalog 与亚马逊身份和访问管理 (IAM) 集成，使您能够
授予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管理员创建和管理产品所需的权限，并授予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最终用户启
动产品和管理预配置产品所需的权限。这些政策要么由Amazon Web Services 创建和管理，要么由管理员和
最终用户单独创建和管理。为了控制访问权限，您可以将这些策略附加到您在 Amazon Service Catalog 中使
用的 IAM 用户、群组和角色。

主题
• 受众 (p. 18)
• Amazon Web Services 托管政策Amazon Service Catalog (p. 19)
• 适用于 Amazon Service Cate Service Catalog (p. 19)
• 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身份和访问疑难解答 (p. 23)
• 控制访问 (p. 24)

受众
您在亚马逊Identity an d Access Management (IAM) 方面的权限可能取决于您在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中扮
演的角色。

您通过亚马逊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获得的权限也可能取决于您在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中扮演的角色。

管理员作为 Amazon Service Catalog 管理员，您需要对管理员控制台的完全访问权限和 IAM 权限，这样您
才能执行创建和管理产品组合和产品、管理限制以及向最终用户授予访问权限等任务。

最终用户-在您的最终用户可以使用您的产品之前，您需要授予他们访问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最终用户控
制台的权限。他们还可以拥有启动产品和管理预配置产品的权限。

IAM 管理员-如果您是 IAM 管理员，您可能希望了解如何编写策略以管理对 Amazon ServService Catalog ch 
的访问的详细信息。要查看您可在 IAM 中使用的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基于身份的策略示例，请参阅预定
义的 Amazon Web Services 托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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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Web Services 托管政策Amazon Service 
Catalog
Amazon 服务负责维护和更新 Amazon 托管策略。您无法更改 Amazon 托管策略中的权限。服务偶尔会向 
Amazon 托管式策略添加额外权限以支持新功能。此类更新会影响您在其中找到策略的所有身份（用户、组
和角色）。当启动新功能或新操作可用时，服务最有可能会更新Amazon托管策略。服务不会从 Amazon 托
管式策略中删除权限，因此策略更新不会破坏您的现有权限。

此外，Amazon 还支持跨多种服务的工作职能的托管式策略。例如， ReadOnlyAccess Amazon托管策略
提供对所有Amazon服务和资源的只读访问。当服务启动新功能时，Amazon 会为新操作和资源添加只读权
限。有关工作职能策略的列表和说明，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适用于工作职能的 Amazon 托管策略。

Amazon Web Service 创建的托管策略将授予针对常用案例的必要权限。您可以将这些策略附加到 IAM 用户
和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A M 用户指南中的A mazon Web Services 托管策略。

以下是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的Amazon Web Services 托管政策。

Administrators
• AWSServiceCatalogAdminFullAccess— 授予对管理员控制台视图的完全访问权限以及创建和管理产

品和产品组合的权限。
• AWSServiceCatalogAdminReadOnlyAccess— 授予管理员控制台视图的完全访问权限。不授予创建

或管理产品和产品组合的访问权限。
最终用户

• AWSServiceCatalogEndUserFullAccess— 授予对最终用户控制台视图的完全访问权限。授予启动产
品和管理预配置产品的权限。

• AWSServiceCatalogEndUserReadOnlyAccess— 授予对最终用户控制台视图的只读访问权限。不授
予启动产品或管理预配置产品的权限。

要向 IAM 用户附加策略，请参阅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用户指南中的添加和删除 IAM 身
份权限。

Deprecated policies
以下托管策略已弃用：

• ServiceCatalogAdminFullAccess— AWSServiceCatalogAdminFullAccess改用。
• ServiceCatalogAdminReadOnlyAccess— AWSServiceCatalogAdminReadOnlyAccess改用。
• ServiceCatalogEndUserFullAccess— AWSServiceCatalogEndUserFullAccess改用。
• ServiceCatalogEndUserAccess— AWSServiceCatalogEndUserReadOnlyAccess改用。

使用以下过程可确保管理员和最终用户获得使用当前策略的权限。

要从已弃用的策略迁移到当前策略，请参阅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用户指南中的添加和
删除 IAM 身份权限。

适用于 Amazon Service Cate Service Catalog
主题

• 最终用户的控制台访问权限 (p. 20)
• 最终用户的产品访问权限 (p. 20)
• 管理预配置产品的策略示例 (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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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用户的控制台访问权限
AWSServiceCatalogEndUserFullAccess和AWSServiceCatalogEndUserReadOnlyAccess政策授予对亚马逊
Service Catalog 最终用户控制台视图的访问权限。当拥有上述任一政策的用户在Amazon Web Services 管
理控制台中选择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时，最终用户控制台视图会显示他们有权启动的产品。

在最终用户能够成功启动您授予访问权限的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中的产品之前，您必须向他们提供额外的 
IAM 权限，以允许他们使用产品的亚马逊 CloudFormation 模板中的每种底层 Amazon Web Services 资源。
例如，如果产品模板包含Amazon 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 (Amazon RDS)，则必须向用户授予 Amazon 
RDS 启动产品的权限。

要了解如何让最终用户能够启动产品，同时强制执行对Amazon Web Services 资源的最小访问权限，请参
阅使用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限制。

如果应用 AWSServiceCatalogEndUserReadOnlyAccess 策略，则您的用户将具有最终用户控制台的访问权
限，但他们没有启动产品和管理预配置产品所需的权限。您可以使用 IAM 将这些权限直接授予最终用户，但
如果您想限制最终用户对 Amazon Web Services 资源的访问权限，则应将该策略附加到启动角色。然后，
您可以使用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将启动角色应用于产品的启动限制。有关应用启动角色、启动角色限制和
示例启动角色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Service Catalog 启动限制。

Note

如果您向用户授予 Amazon Service Catalog 管理员的 IAM 权限，则会改为显示管理员控制台视
图。除非您希望最终用户具有管理员控制台视图的访问权限，否则不要授予他们这些权限。

最终用户的产品访问权限
在最终用户可以使用您授予访问权限的产品之前，您必须向他们提供额外的 IAM 权限，以允许他们使用
产品的亚马逊 CloudFormation模板中的每种底层 Amazon Web Services 资源。例如，如果产品模板包含
Amazon 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 (Amazon RDS)，则必须向用户授予 Amazon RDS 启动产品的权限。

如果应用 ServiceCatalogEndUserAccess 策略，则您的用户将具有最终用户控制台视图的访问权限，但他们
没有启动产品和管理预配置产品所需的权限。您可以在 IAM 中直接向最终用户授予这些权限，但如果您想限
制最终用户对 Amazon Web Services 资源的访问权限，则应将该策略附加到启动角色。然后，您可以使用
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将启动角色应用于产品的启动限制。有关应用启动角色、启动角色限制和示例启动角
色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Service Catalog 启动限制。

管理预配置产品的策略示例
您可以创建自定义策略来帮助满足组织的安全要求。以下示例介绍如何自定义每个操作的访问级别，以提供
用户、角色和账户级支持。您可以向用户授予查看、更新、终止和管理以下预配置产品的访问权限：1) 由该
用户创建的预配置产品；2) 由其他用户使用该用户的角色创建的预配置产品；或 3) 由该用户登录的账户创
建的预配置产品。这种访问权限是分层的 — 授予账户级别访问权限还会授予角色级别访问权限和用户级别访
问权限，而添加角色级别访问权限也会授予用户级别访问权限，但不授予账户级别访问权限。您可以在策略 
JSON 中使用 Condition 块作为 accountLevel、roleLevel 或 userLevel 来指定上述权限。

这些示例还适用于 Amazon Service Catalog API 写入操作的
访问级别：UpdateProvisionedProduct和，以及读取操
作：DescribeRecordScanProvisionedProducts、
和ListRecordHistory。TerminateProvisionedProductScanProvisionedProducts 和
ListRecordHistory API 操作使用 AccessLevelFilterKey 作为输入，该键的值对应于此处讨论
的 Condition 块级别 (accountLevel 等同于“Account”的 AccessLevelFilterKey 值、“Role”的
roleLevel 值和“User”的 userLevel 值)。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Service Catalog 开发人员指
南。

示例
• 示例：对预配置产品的完全管理员访问权限 (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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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最终用户对预配置产品的访问权限 (p. 21)
• 示例：管理员对预配置产品的部分访问权限 (p. 22)

示例：对预配置产品的完全管理员访问权限
下面的策略允许自由读写账户级目录中的预配置产品和记录。

{   
   "Version":"2012-10-17", 
   "Statement":[   
      {   
         "Effect":"Allow", 
         "Action":[   
            "servicecatalog:*" 
         ], 
         "Resource":"*",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servicecatalog:accountLevel": "self" 
            } 
         } 
      } 
   ]
}

该策略的功能等同于下面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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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句话说，不在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的任何政策中指定Condition封禁被视为指
定"servicecatalog:accountLevel"访问权限。注意，accountLevel 访问权限包含 roleLevel 和
userLevel 访问权限。

示例：最终用户对预配置产品的访问权限
下面的策略将用户的访问权限限制为只能读写自己创建的预配置产品和关联记录。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ervicecatalog:DescribeProduct", 
                "servicecatalog:DescribeProductView", 
                "servicecatalog:DescribeProvisioningParameters", 
                "servicecatalog:DescribeRecord", 
                "servicecatalog:ListLaunchPaths", 
                "servicecatalog:ListRecord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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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catalog:ProvisionProduct", 
                "servicecatalog:ScanProvisionedProducts", 
                "servicecatalog:SearchProducts", 
                "servicecatalog:TerminateProvisionedProduct", 
                "servicecatalog:UpdateProvisionedProduct" 
            ], 
            "Resource":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servicecatalog:userLevel": "self" 
                } 
            } 
        } 
    ] 
 }

示例：管理员对预配置产品的部分访问权限

如果将下面的两个策略应用到同一个用户，可产生称作“管理员部分访问权限”的访问类型 - 即提供完全的只读
访问和有限的写入访问。这意味着用户能够查看账户级目录中的任何预配置产品或关联记录，但无法对不归
该用户所有的任何预配置产品或记录执行任何操作。

第一个策略允许用户对自己创建的预配置产品执行写入操作，但不允许对其他用户创建的预配置产品执行写
入操作。第二个策略允许用户对所有用户、角色或账户创建的预配置产品执行读取操作。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ervicecatalog:DescribeProduct", 
                "servicecatalog:DescribeProductView", 
                "servicecatalog:DescribeProvisioningParameters", 
                "servicecatalog:ListLaunchPaths", 
                "servicecatalog:ProvisionProduct", 
                "servicecatalog:SearchProducts", 
                "servicecatalog:TerminateProvisionedProduct", 
                "servicecatalog:UpdateProvisionedProduct" 
            ], 
            "Resource":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servicecatalog:userLevel": "self" 
                } 
            } 
        } 
    ] 
 }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ervicecatalog:DescribeRecord", 
                "servicecatalog:ListRecordHistory", 
                "servicecatalog:ScanProvisionedProducts" 
            ], 
            "Resource": "*", 
            "Condi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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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Equals": { 
                    "servicecatalog:accountLevel": "self" 
                } 
            } 
        } 
    ] 
 }

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身份和访问疑难解答
可以使用以下信息，帮助您诊断和修复在使用 Amazon Service Catalog 和亚马逊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时可能遇到的常见问题。

主题
• 我无权在 Amazon Service Catalog 中执行操作 (p. 23)
• 我无权执行 im：PassRole (p. 23)
• 我想要查看我的访问密钥 (p. 23)
• 我是管理员并希望允许其他人访问 Amazon Service Catalog (p. 24)
• 我希望允许我亚马逊账户以外的人访问我的 Amazon Service Catalog 资源 (p. 24)

我无权在 Amazon Service Catalog 中执行操作
如果 Amazon 管理控制台指示您无权执行某个操作，则必须联系您的管理员寻求帮助。您的管理员是指为您
提供用户名和密码的那个人。当 mateojackson IAM 用户尝试使用控制台查看有关虚构 my-example-widget 
资源的详细信息，但不具有 AWes:GetWidget 权限时，会发生以下示例错误。

User: arn:aws:iam::123456789012:user/mateojackson is not authorized to perform: 
 awes:GetWidget on resource: my-example-widget

在这种情况下，Mateo 请求管理员更新其策略，以允许他使用 awes:GetWidget 操作访问 my-example-
widget 资源。

我无权执行 im：PassRole
如果您收到错误消息，提示您无权执行 iam:PassRole 操作，则必须联系您的管理员寻求帮助。您的管理员
是指为您提供用户名和密码的那个人。请求该人员更新您的策略，以允许您将角色传递给 Amazon Service 
Catalog。

某些 Amazon 服务允许您将现有角色传递到该服务，而不是创建新服务角色或服务相关角色。为此，您必须
具有将角色传递到服务的权限。

当名为 marymajor 的 IAM 用户尝试使用控制台在 Amazon Service Catalog 中执行操作时，会发生以下示例
错误。但是，服务必须具有服务角色所授予的权限才可执行操作。Mary 不具有将角色传递到服务的权限。

User: arn:aws:iam::123456789012:user/marymajor is not authorized to perform: iam:PassRole   
       

在这种情况下，Mary 请求她的管理员来更新其策略，以允许她执行 iam:PassRole 操作。

我想要查看我的访问密钥
在创建 IAM 用户访问密钥后，您可以随时查看您的访问密钥 ID。但是，您无法再查看您的秘密访问密钥。如
果您丢失了私有密钥，则必须创建一个新的访问密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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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密钥包含两部分：访问密钥 ID（例如 AKIAIOSFODNN7EXAMPLE）和秘密访问密钥（例如 
wJalrXUtnFEMI/K7MDENG/bPxRfi CYEXAMPLEKEY）。AKIAIOSFODNN7EXAMPLE

与用户名和密码一样，您必须同时使用访问密钥 ID 和秘密访问密钥对请求执行身份验证。像对用户名和密码
一样，安全地管理访问密钥。

请不要向第三方提供访问密钥，即便是为了帮助在亚马逊通用参考指南中找到您的规范用户 ID 也不行。如果
您这样做，可能会向某人提供对您的账户的永久访问权限。

当您创建访问密钥对时，系统会提示您将访问密钥 ID 和秘密访问密钥保存在一个安全位置。秘密访问密钥
仅在您创建它时可用。如果丢失了您的秘密访问密钥，您必须为 IAM 用户添加新的访问密钥。您最多可拥有
两个访问密钥。如果您已有两个密钥，则必须删除一个密钥对，然后再创建新的密钥。要查看说明，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管理访问密钥。

我是管理员并希望允许其他人访问 Amazon Service Catalog
要允许其他人访问 Amazon SService Catalog ealch，您必须为需要访问权限的人员或应用程序创建一个 
IAM 实体（用户或角色）。它们将使用该实体的凭证访问 Amazon。然后，您必须将策略附加到实体，以便
在 Amazon Service Catalog 中向其授予正确的权限。

要立即开始使用，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创建您的第一个 IAM 委派用户和组。

我希望允许我亚马逊账户以外的人访问我的 Amazon Service 
Catalog 资源
您可以创建一个角色，以便其它账户中的用户或您组织外的人员可以使用该角色来访问您的资源。您可以指
定谁值得信赖，可以担任角色。对于支持基于资源的策略或访问控制列表 (ACL) 的服务，您可以使用这些策
略向人员授予对您的资源的访问权。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内容：

• 要了解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是否支持这些功能，请参阅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管理员指南中的亚马逊
Service Catalog 中的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 ement。

• 要了解如何为您拥有的 Amazon 账户中的资源提供访问权限，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为您拥有的另一个 
Amazon 账户中的 IAM 用户提供访问权限。

• 要了解如何为第三方 Amazon 账户提供您的资源的访问权限，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为第三方拥有的 
Amazon 账户提供访问权限。

• 要了解如何通过联合身份验证提供访问权限，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为经过外部身份验证的用户（联合
身份验证）提供访问权限。

• 要了解使用角色和基于资源的策略进行跨账户访问之间的差别，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角色与基
于资源的策略有何不同。

控制访问
Amazon Service Catalog 产品组合为您的最终用户组提供一定级别的访问控制。将用户添加到某个产品组
合后，这些用户可以浏览并启动其中的任何产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管理产品组
合” (p. 27)：

约束
约束控制在从特定产品组合启动产品时应用于最终用户的规则。您使用约束对产品进行限制，以便进行管理
或控制成本。有关限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限制。

Amazon Service Catalog 的启动限制使您可以更好地控制最终用户所需的权限。当您的管理员为产品组合
中的产品创建启动约束时，启动约束将与最终用户从该产品组合中启动产品时使用的角色 ARN 关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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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模式，您可以控制对Amazon Web Services 科技资源创建的访问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Service Catalog 启动限制。

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中的日志记录和监控
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与亚马逊集成 CloudTrail。此服务捕获所有 Amazon Service Catalog API 调用，并将
日志文件传输到您指定的 Service Catearch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亚
马逊记录 Amazon Service Catalog API 调用 CloudTrail。

您还可以使用通知限制来设置有关堆栈事件的 Amazon SNS 通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Service 
Catalog 通知约束。

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的合规性验证
作为多个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合规性计划的一部分，第三方审计员将评估 Amazon Service Catearch 
SService Catalog e Catearch Service Cate

• 系统和组织控制 (SOC)
• 支付卡行业数据安全标准 (PCI DSS)
• 健康保险流通与责任法案 (HIPAA)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合规性计划。

您在使用 Amazon Service Catealch 时的合规性责任取决于您的数据的敏感性、您公司的合规性目标以及适
用的法律法规。Amazon Service Catalog 提供以下资源来帮助实现合规性：

• 《设计符合 HIPAA 安全性和合规性要求的架构》白皮书 — 此白皮书介绍公司如何使用 Amazon 创建符合 
HIPAA 标准的应用程序。

• Amazon Config — 此 Amazon 服务评估您的资源配置对内部实践、行业指南和法规的遵循情况。
• Amazon Security Hub — 此亚马逊服务提供了 Amazon Security Hub 的全面视图，可帮助您检查是否符合

安全行业标准和最佳实践。

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中的恢复能力
亚马逊云科技全球基础设施围绕 AAmazon Web Services e 区域和可用区构建。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
提供多个在物理上独立且隔离的可用区，这些可用区通过延迟低、吞吐量高且冗余性高的网络连接在一起。
利用可用区，您可以设计和操作在可用区之间无中断地自动实现故障转移的应用程序和数据库。与传统的单
个或多个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相比，可用区具有更高的可用性、容错性和可扩展性。

除了Amazon Web Services 全球基础设施外，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还提供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自助服
务。通过自助服务，客户可以减少管理维护和最终用户培训，同时遵守合规性和安全措施。通过自助操作，
作为管理员，您可以使最终用户能够在 Amazon Service Catalog 中执行备份和恢复、解决问题、运行批准的
命令以及请求权限等操作任务。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服务操作。

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中的基础设施安全性
作为一项托管服务，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由 Amazon Web Services：安全流程概述白皮书中所述的 
Amazon Web Services 全球网络安全流程提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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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亚马逊云科技科技发布的 API 调用通过网络访问 Amazon Service Catalog。客户端必须支持
传输层安全性 (TLS) 1.0 或更高版本。建议使用 TLS 1.2 或更高版本。客户端还必须支持具有完全向前保
密 (PFS) 的密码套件，例如 Ephemeral Diffie-Hellman (DHE) 或 Elliptic Curve Ephemeral Diffie-Hellman 
(ECDHE)。大多数现代系统（如 Java 7 及更高版本）都支持这些模式。

此外，必须使用访问密钥 ID 和与 IAM 主体关联的秘密访问密钥来对请求进行签名。或者，您可以使用
Amazon Security Token Service (Amazon STS) 生成临时安全凭证，对请求进行签名。

Service Catalog 的安全最佳实践
Service Catalog 提供了在您开发和实施自己的安全策略时需要考虑的大量安全功能。以下最佳实践是一般指
导原则，并不代表完整安全解决方案。这些最佳实践可能不适合您的环境或不满足您的环境要求，请将其视
为有用的考虑因素而不是惯例。

您可以定义规则，限制用户在启动产品时输入的参数值。这些值称为模板约束，因为它们约束部署产品的 
Amazon CloudFormation 模板的方式。您可以使用简单的编辑器创建模板约束，然后将其应用到各个产品。

Service Catalog 在预置新产品或更新正在使用的产品时应用约束。在应用到组合和产品的所有约束中，它
始终应用限制性最强的约束。例如，假设产品允许启动所有 Amazon EC2 实例，而产品组合有两个限制：
一个允许启动所有非 GPU 类型 EC2 实例，另一个仅允许启动 t1.micro 和 m1.small EC2 实例。对于此情
况，Service Catalog 应用限制性更强的第二项约束（t1.micro 和 m1.small）。

当您将 IAM 策略附加到启动角色时，您可以限制最终用户对Amazon资源的访问权限。然后，使用 Service 
Catalog 创建启动约束，以便在启动产品时使用该角色。

要了解有关托管策略的更多信息Amazon Service Catalog，请参阅的Amazon托管策略Amazon Service 
Catalog。 (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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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目录
Amazon Service Catalog 提供了一个界面，用于通过管理员控制台管理产品组合、产品和限制。

Note

要执行本节中的任何任务，您必须已对 Amazromazon Service Catalogy 进行管理。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中的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p. 18)：

任务
• 管理产品组合 (p. 27)
• 管理产品 (p. 35)
• Service Catalog (p. 39)
• Amazon SService Catalog onSer (p. 45)
• 将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产品添加到您的投资组合 (p. 49)
• 使用亚马逊 CloudFormation StackSets (p. 51)
• 管理预算 (p. 52)

管理产品组合
您可以在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管理员控制台的投资组合页面上创建、查看和更新投资组合。

任务
• 创建、查看和删除产品组合 (p. 27)
• 查看产品组合详细信息 (p. 28)
• 创建和删除产品组合 (p. 28)
• 添加产品 (p. 28)
• 添加约束 (p. 30)
• 向用户授予访问权限 (p. 30)
• 共享产品组合 (p. 31)
• 共享和导入投资组合 (p. 34)

创建、查看和删除产品组合
投资组合页面显示您创建的电子档案夹列表。使用此页面可创建新的产品组合、查看产品组合的详细信息或
从您的账户中删除产品组合。

查看 “投资组合” 页面

1. 打开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控制台，网址为 https://console.amazonaws.cn/servicecatalog/。
2. 如果您是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的新手，则会看到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的起始页面。选择 Get 

started 以创建产品组合。按照说明创建您的第一个投资组合，然后进入投资组合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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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时，您可以随时返回投资组合页面；在导航栏中选择Serv ice Catalog，然后选
择投资组合。

查看产品组合详细信息
在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管理员控制台中，投资组合详细信息页面列出了投资组合的设置。使用此页面管理
产品组合中的产品、授予用户对产品的访问权限 TagOptions 以及应用限制。

查看 Portfolio details 页面

1. 打开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控制台，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2. 选择要管理的产品组合。

创建和删除产品组合
使用 “电子档案夹” 页面创建和删除电子档案夹。

创建新的产品组合

1. 在左侧导航菜单中，选择投资组合。
2. 选择 “创建投资组合”。
3. 在 “创建投资组合” 页面上，输入所需的信息。
4. 选择 Create (创建)。Service Catalog 创建产品组合并显示产品组合详细信息。

删除产品组合

在删除投资组合之前，必须先删除其所有产品、约束、群组、角色、用户、共享和 TagOptions。为此，请打
开投资组合以显示投资组合的详细信息。然后选择一个选项卡将其删除。

Note

为避免错误，请在删除任何产品之前从产品组合中删除限制。

1. 在左侧导航菜单中，选择投资组合。
2. 选择要删除的角色。
3. 选择 Actions。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删除。

此时会显示确认消息。
4. 选择 Delete (删除) 以确认。

添加产品
要将产品添加到产品组合，您可以将新产品直接上传到现有产品组合，或者将目录中的现有产品关联到产品
组合。

Note

您在创建 Amazon Service Catalog 产品时上传的亚马逊 CloudFormation 模板存储在 Amazon 
Simp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 存储桶cf-templates-中）存储桶中，则将创建一个
存储桶。请勿删除这些文件，除非您确信不再使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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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新产品
您可以直接从产品组合详细信息页面添加新产品。当您通过此页面创建产品时，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会将
其添加到当前选定的产品组合中。

添加新产品

1. 导航到 “产品组合” 页面，然后选择要向其中添加产品的产品组合的名称。
2. 在产品组合详细信息页面上，展开 “产品” 部分，然后选择 “上传新产品”。
3. 对于 Enter product details，输入以下内容：

• 产品名-产品的名称。
• 产品描述（可选）-产品描述。此描述显示在产品列表中，以帮助您选择正确的产品。
• 描述-完整描述。此描述显示在产品列表中，以帮助您选择正确的产品。
• 所有者或分销商-所有者的姓名或电子邮件地址。分销商的联系信息是可选的。
• 供应商（可选）-应用程序发布者的名称。此字段允许您对产品列表进行排序，以便更轻松地查找产

品。
4. 在 Version details 页面上，输入以下内容：

• 选择模板 — 来自本地驱动器的亚马逊 CloudFormation模板或指向存储在 Amazon S3 中的模板的 
URL。如果您指定 Amazon S3 网址，则该网址必须以开头https://。

• 版本名称（可选）-产品版本的名称（例如，“v1”、“v2beta”）。不允许使用空格。
• Description (可选) – 产品版本的说明，包括此版本与早期版本的区别。

5. 对于 Enter support details，输入以下内容：

• Email contact (可选) – 用于报告与产品有关的问题的电子邮件地址。
• S@@ upport 链接（可选）— 指向用户可以找到支持信息或文件票证的网站的 URL。URL 必须以
http:// 或 https:// 开头。

• Su@@ pport 描述（可选）— 描述应如何使用电子邮件联系和Su pp ort 链接。
6. 选择 “创建产品”。

添加现有产品
您可以从三个位置将现有产品添加到产品组合中：产品组合列表、产品组合详细信息页面或产品列表页面。

将现有产品添加到产品组合

1. 导航到 “投资组合” 页面。
2. 选择投资组合。然后选择操作-将产品添加到产品组合。
3. 选择产品，然后选择 “将产品添加到产品组合”。

从产品与产品组合中删除产品
当您不想再使用产品时，则将其从产品与产品组合中删除，则将将其从产品与产品组合中删除。该产品仍可
在产品页面的目录中找到，您仍然可以将其添加到其他产品组合中。可以一次性从产品组合中删除多个产
品。

从产品组合中删除产品

1. 导航到 “投资组合” 页面，然后选择包含该产品的投资组合。投资组合详细信息页面打开。
2. 展开 “产品”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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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一个或多个产品，然后选择删除）
4. 确认您的选择。

添加约束
您应该添加限制来控制用户与产品的互动方式。有关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支持的限制类型的更多信息，请
参阅使用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限制。

可在产品放置到产品组合后向其添加约束。

将约束添加到产品

1. 打开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控制台，网址为 https://console.amazonaws.cn/servicecatalog/。
2. 选择投资组合并选择投资组合。
3. 在投资组合详细信息页面中，展开 “创建约束” 部分，然后选择 “添加约束”。
4. 对于产品，选择要对其应用约束的产品。
5. 对于约束类型，请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Launch — 允许您为用于预置Amazon资源的产品分配 IAM 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Service Catalog 启动约束。

通知-允许您将产品通知流式传输到 Amazon SNS 主题。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Service 
Catalog 通知约束。

模板-允许您限制最终用户在启动产品时可用的选项。模板由一个 JSON 格式的文本文件组成，其中包含
一个或多个规则。规则将添加到产品使用的 Amazon CloudFormation 模板。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模板
约束规则。

堆栈集-允许您使用配置跨账户和区域的产品部署Amazon CloudFormation StackSets。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 Amazon Service Catalog 堆栈集约束。

标签更新-允许您在配置产品后更新标签。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标签更新限
制。

6. 选择继续并输入所需信息。

编辑约束

1. 通过以下网址登录亚马逊云科技管理控制台并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Service Catalog 管理控制台：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catalog/。

2. 选择投资组合并选择投资组合。
3. 在投资组合详细信息页面中，展开创建约束条件部分并选择要编辑的约束。
4. 选择编辑约束。
5. 根据需要编辑约束，然后选择 “保存”。

向用户授予访问权限
使用 IAM 用户、组和角色向用户提供产品组合的访问权限。为许多用户提供投资组合访问权限的最佳方法是
将用户放入 IAM 群组并向该群组授予访问权限。这样一来，您只需在组中添加或删除用户即可管理产品组合
访问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用户和群组。

除了访问产品组合外，IAM 用户还必须有权访问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最终用户控制台。您可以通过在 IAM 
中应用权限来授予对控制台的访问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中的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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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用户或组授予产品组合访问权限

1. 在投资组合详细信息页面中，展开群组、角色和用户，然后选择添加群组、角色和用户。
2. 选择群组、用户或角色选项卡，分别添加群组、用户或角色。
3. 选择一个或多个用户、组或角色，然后选择 Add approver (添加权限)，向他们授予对当前产品组合的访

问权限。

删除对产品组合的访问权限

1. 在投资组合详细信息页面上，选择群组、角色或用户。
2. 选择删除群组、角色或用户。

共享产品组合
要使另一个亚马逊账户的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管理员能够将您的商品分发给最终用户，请使用共享或亚马
逊Organizations 与他们 account-to-account 共享您的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产品组合。

当您使用共享或Organizations account-to-account 共享电子档案夹时，您共享的是该电子档案夹的参考资
料。导入的产品组合中产品和约束与您对共享的产品组合（共享的原始产品组合）进行的更改保持同步。

收件人无法更改产品或限制，但可以为最终用户添加亚马逊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访问权
限。

Note

您无法共享已共享的资源。这包括含有共享产品的产品组合。

Account-to-account 共享
要完成这些步骤，您必须获取目标亚马逊账户的账户 ID。您可以在目标账户的Amazon Web Services 科技
管理控制台的我的账户页面上找到该ID。

与亚马逊账户共享投资组合

1. 打开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控制台，网址为 https://console.amazonaws.cn/servicecatalog/。
2. 在左侧导航菜单中，选择投资组合，选择要共享的投资组合，然后选择操作和共享。
3. 选择要共享的投资组合。然后选择操作，然后选择共享。
4. 在输入亚马逊账户 ID 中，输入与您共享的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 ID。然后，选择 “共享”。
5. 将 URL 发送给目标账户的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管理员。该 URL 会打开 “导入投资组合” 页面，其中

会自动提供共享投资组合的 ARN。

导入产品组合

如果另一个亚马逊账户的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管理员与您共享产品组合，请将该产品组合导入您的账户，
这样您就可以将其产品分发给您的最终用户。

要导入投资组合，您必须从管理员那里获取导入投资组合的 URL。

打开 URL。在导入投资组合中，选择导入。将出现 “投资组合” 页面，投资组合显示在 “导入的投资组合” 表
中。

如果投资组合是通过亚马逊Organizations 共享的，则无需导入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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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亚马逊Organizations 共享
您可以使用亚马逊Organizations 共享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产品组合。

首先，你必须决定是从管理账户共享还是从委托管理员账户共享。如果您不想从管理账户共享，请注册一个
委托管理员帐户并将其用于共享。接下来，您必须决定与谁共享。您可以与以下实体共享：

• 组织账户。
• 组织部门 (OU)。
• 组织本身。（这将与组织中的每个账户共享。）

从管理账户共享

当您使用组织结构或输入组织节点的 ID 时，您可以与组织共享投资组合。

使用组织结构与组织共享投资组合

1. 打开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控制台，网址为 https://console.amazonaws.cn/servicecatalog/。
2. 在投资组合页面上，选择要共享的投资组合，然后选择操作，共享。
3. 选择亚马逊组织并深入了解您的组织结构。

您可以选择根节点与整个组织、上级组织单位 (OU)、子 OU 或组织内的Amazon账户共享投资组合。

共享给父 OU 将投资组合共享给该父 OU 中的所有账户和子 OU。

您可以选择 “仅查看亚马逊账户” 来查看您组织中所有亚马逊账户的列表。

通过输入组织节点的 ID 与组织共享投资组合

1. 在 https://console.amazonaws.cn/servicecatalog/ 打开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2. 在投资组合页面上，选择要共享的投资组合，然后选择操作，共享。
3. 选择组织节点。

选择是要与整个组织、OU 还是组织内的Amazon帐户共享。

输入您选择的Organizations 节点的 ID，您可以在 “Amazon组织” 控制台中找到，网址为 https://
console.amazonaws.cn/organizations/。

从委托管理员账户共享

组织的管理账户可以将其他账户注册为组织的委托管理员。

委托管理员可以在其组织中共享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资源，就像管理账户一样。他们有权创建、删除和共
享产品组合等。

要注册委托管理员，您必须使用 API 或CLI 从管理账户中取消注册委托管理员。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亚马
逊Organizations API 参考DeregisterDelegatedAdministrator中的RegisterDelegatedAdministrator和。

Note

在指定代理人之前，管理员必须致电 Enab leAWSOrganizationsAccess。

从委托管理员账户共享投资组合的过程与从管理账户共享投资组合的过程相同，如上所示the section called 
“从管理账户共享” (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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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成员被取消注册为委派管理员，则会出现以下情况：

• 从该账户创建的产品组合共享将被删除。
• 他们不能再创建新的产品组合共享。

Note

如果在注销委托管理员后，委托管理员创建的投资组合和股票没有被删除，请再次注册并注销该委
托管理员。此操作将删除该账户创建的投资组合和股票。

在组织内转移账户

如果您在亚马逊组织内转移账户，则与该账户共享的Service Catalog 组合可能会发生变化。

账户只能访问与其目标组织或组织单位共享的投资组合。

共享投资组合 TagOptions 时共享
作为管理员，您可以创建要包含的共享 TagOptions。 TagOptions 是键值对，使管理员能够：

• 定义和强制执行标签的分类。
• 定义标签选项并将其关联到产品和产品组合。
• 与其他账户共享与投资组合和产品相关的标签选项。

当您在主账户中添加或删除标签选项时，更改会自动显示在收件人账户中。在收件人账户中，当最终用户使
用预置产品时 TagOptions，他们必须为标签选择值，这些标签将成为预配置产品上的标签。

在收件人账户中，管理员可以将其他本地账户关联 TagOptions 到其导入的投资组合，以强制执行特定于该
账户的标记规则。

Note

要共享投资组合，您需要消费者的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 ID。在亚马逊云科技管理控制台的 
“我的账户” 中找到亚马逊账户 ID。

Note

如果 a TagOption 具有单个值，则在配置过程中Amazon自动强制执行该值。

在共享投资组合 TagOptions 时共享

1. 在左侧导航菜单中，选择投资组合。
2. 在本地投资组合中，选择并打开投资组合。
3. 从上面的列表中选择 “共享”，然后选择 “共享” 按钮。
4. 选择与其他亚马逊账户或亚马逊组织共享。
5. 输入 12 位数的账户 ID 号，选择 “启用”，然后选择 “共享”。

您共享的帐户显示在 “共享的帐户” 部分中。它表明是否 TagOptions 已启用。

您也可以更新投资组合份额以包括在内 TagOptions。现在 TagOptions ，属于投资组合和产品的所有内容都
共享到该账户。

更新投资组合份额以包括 TagOptions

1. 在左侧导航菜单中，选择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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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本地投资组合中，选择并打开投资组合。
3. 从上面的列表中选择 “共享”。
4. 在与之共享的帐户中，选择账户 ID，然后选择操作。
5. 选择 “更新取消共享” 或 “取消共享”。

选择 “更新取消共享” 时，选择 “启用” 以启动共享 TagOptions。您共享的帐户显示在 “共享的帐户” 部分
中。

当您选择 “取消共享” 时，确认您不想再共享该帐户。

共享和导入投资组合
要将您的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产品提供给不在您的亚马逊账户中的用户，例如属于其他组织或您组织
中其他亚马逊账户的用户，您需要与他们共享您的产品组合。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共享，包括 account-to-
account 共享、组织共享和使用堆栈集部署目录。

在将产品和产品组合与其他账户共享之前，您必须决定是要共享目录的引用，还是要将目录的副本部署到每
个收件人账户。请注意，如果部署副本，则当有要传播到收件人账户的更新时，必须重新部署。

您可以使用堆栈集同时将目录部署到多个账户。如果您想共享参考资料（与原始作品集保持同步的导入版
本），则可以使用共享，也可以使用亚马逊Organizations 进行 account-to-account 共享。

当您使用 account-to-account 共享或亚马逊Organizations 共享产品组合时，您允许另一个亚马逊账户的亚马
逊Service Catalog 管理员将您的产品组合导入他或她的账户，并将产品分发给该账户的最终用户。

此导入的产品组合 不是独立副本。导入的产品组合中产品和约束与您对共享的产品组合（共享的原始产品组
合）进行的更改保持同步。收件人管理员，即与您共享产品组合的管理员，无法更改产品或限制，但可以为
最终用户添加亚马逊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访问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向用户授予
访问权限 (p. 30)：

收件人管理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将产品分发给属于其亚马逊账户的最终用户：

• 将 IAM 用户、组或角色添加到导入的产品组合。
• 通过将导入产品组合中的产品添加到本地产品组合，即收件人管理员创建的属于其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的单独产品组合。然后，收件人管理员将 IAM 用户、组和角色添加到本地产品组合。您对共享的产
品组合中的产品应用的约束也存在于本地产品组合中。收件人管理员可将附加的约束添加到本地产品组合
中，但无法删除导入的约束。

当您在共享的产品组合中添加或删除产品或约束时，此更改会传播到该产品组合的所有导入实例。例如，如
果从共享的产品组合中删除产品，则也会从导入的产品组合中删除该产品。还会从导入的产品所添加到的所
有本地产品组合中删除该产品。如果最终用户在您删除产品之前已启动产品，则最终用户的预配置产品会继
续运行，但该产品在将来无法启动。

如果将启动约束应用于共享的产品组合中的产品，则该启动约束会传播到该产品的所有导入实例。要覆盖此
启动约束，收件人管理员需将产品添加到本地产品组合中，然后将不同的启动约束应用于该本地产品组合。
生效的启动约束将设置产品的启动角色。

启动角色是一个 IAM 角色，在最终用户启动产品时，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使用该角色预置Amazon Web 
Services 资源（例如 EC2 实例或 RDS 数据库）。作为管理员，您可以选择指定特定启动角色 ARN 或本地
角色名称。如果您使用角色 ARN，则即使最终用户属于与拥有启动角色的账户不同的亚马逊账户，也会使用
该角色。如果您使用本地角色名称，则将使用最终用户的账户中具有该名称的 IAM 角色。

有关启动限制和启动角色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启动限制。拥有启动角色的亚马逊账户
配置了亚马逊资源，该账户为这些资源收取使用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ServService Catalog p 
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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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您无法重新共享已导入或已共享的产品组合中的产品。

共享的产品组合和导入的产品组合之间的关系
此表汇总了导入的投资组合与共享投资组合之间的关系，以及导入投资组合的管理员可以和不能对该投资组
合及其中的产品采取的操作。

共享的产品组合的元素 与导入的产品组合的关
系

收件人管理员能够 收件人管理员不能

产品和产品版本 已继承。

如果产品组合创建者在
共享的产品组合中添加
或删除产品，则此更改
会传播到导入的产品组
合。

将导入的产品添加到本
地产品组合。产品与
共享的产品组合保持同
步。

将产品上传或添加到导
入的产品组合中，或从
导入的产品组合中删除
产品。

启动约束 已继承。

如果产品组合创建者在
共享的产品中添加或删
除启动约束，则更改会
传播到该产品的所有导
入实例。

如果收件人管理员将导
入的产品添加到本地产
品组合，则导入的启动
限制不会结转到本地产
品组合。

在本地产品组合中，管
理员可以应用影响产
品的本地发布的启动限
制。

在导入的产品组合中添
加或删除启动约束。

模板约束 已继承。

如果产品组合创建者在
共享的产品中添加或删
除模板约束，则更改会
传播到该产品的所有导
入实例。

如果收件人管理员将导
入的产品添加到本地产
品组合，则导入的模板
限制不会延续到本地产
品组合。

在本地产品组合中，管
理员可以添加限制本地
产品的模板约束。

删除导入的模板约束。

IAM 用户、组和角色 未继承。 添加管理员的 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中
的 IAM 用户、群组和角
色。

不适用。

管理产品
您可以创建产品，通过基于更新的模板创建新版本来更新产品，并将产品组合到产品组合中以分发给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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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新版本将传播到有权通过产品组合访问产品的所有用户。当您分发更新时，最终用户可以更新现有的
预配置产品。

任务
• 查看产品页面 (p. 36)
• 创建产品 (p. 36)
• 将产品添加到产品组合 (p. 37)
• 更新产品 (p. 37)
• 删除产品 (p. 38)
• 管理版本 (p. 38)

查看产品页面
您可以从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管理员控制台的产品列表页面管理产品。

查看产品列表页面

1. 打开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控制台，网址为 https://console.amazonaws.cn/servicecatalog/。
2. 选择产品列表。

创建产品
您可以从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管理员控制台的产品页面创建产品。

创建新的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产品

1. 导航到产品列表页面。
2. 选择 “创建产品”。
3. 产品详情包含您在列表或详情页面中搜索和查看产品时显示的元数据。输入以下信息:

• 产品的名称-产品的名称。
• 产品描述 — 描述显示在产品列表中，以帮助您选择正确的产品。
• 所有者-发布此产品的个人或组织。所有者可以是您的 IT 组织的名称，也可以是管理员。
• 分发商（可选）-应用程序发布者的名称。此字段允许您对产品列表进行排序，以便更轻松地查找产

品。
4. 版本详细信息使您能够添加模板文件并构建产品。输入以下信息:

• 选择方法-有三种添加模板文件的方法。
• 使用模板文件-从本地驱动器上传Amazon CloudFormation模板。
• 使用 CloudFormation 模板-指定指向存储在 Amazon S3 中的模板的 URL。如果您指定Amazon S3 

网址，则该网址必须以 https://开头。
• 使用现有 CloudFormation 堆栈-输入现有堆 CloudFormation 栈的 ARN。

• 版本名称（可选）-产品版本的名称（例如，“v1”、“v2beta”）。不允许使用空格。
• 描述（可选）-产品版本的描述，包括此版本与其他版本的区别。
• 指南-在产品详细信息页面的版本选项卡中管理。创建产品版本时（在创建产品工作流程中），该版本

的指导将设置为默认值。要了解有关指南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管理版本。
5. Support 详细信息可识别贵公司内部的组织，并提供支持的联系人。输入以下信息:

• Email contact (可选) – 用于报告与产品有关的问题的电子邮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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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upport 链接（可选）— 指向用户可以找到支持信息或文件票证的网站的 URL。网址必须以 
http://或 https://开头。

• Su@@ pport 描述（可选）— 描述应如何使用电子邮件联系和Su pp ort 链接。
6. 管理标签（可选）-除了使用标签对资源进行分类外，您还可以使用标签来验证您创建此资源的权限。
7. 创建产品-完成表单后，选择创建产品。几秒钟后，产品出现在产品列表页面上。您可能需要刷新浏览器

来查看产品。

您还可以使用 CodePipeline 创建和配置管道，将产品模板部署到源存储库Service Catalog并交付您在源存储
库中所做的更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教程：创建部署到 Service Catalog 的管道。

您可以在Amazon CloudFormation模板中定义参数属性并在配置期间强制执行这些规则。这些属性可以定义
最小和最大长度、最小和最大值、允许值以及该值的正则表达式。 Service Catalog如果提供的值不符合参
数属性，则在配置期间发出警告。要了解有关参数属性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CloudFormation用户指
南中的参数。

将产品添加到产品组合
您可以将产品添加到任意数量的产品组合。在产品更新时，所有包含产品的产品组合会自动接收新版本，包
括共享产品组合。

将产品从目录添加到产品组合

1. 导航到 Products (产品) 页面。
2. 选择产品，选择 “操作”，然后选择 “将产品添加到产品组合”。
3. 选择产品组合，然后选择 “将产品添加到产品组合”。

更新产品
当您需要更新产品的亚马逊 CloudFormation 模板时，您可以创建产品的新版本。新产品版本将自动对有权
访问包含产品的产品组合的所有用户可用。

当前正在运行该产品的先前版本的预配置产品的最终用户可以将其预配置产品更新到新版本。当产品有新版
本可用时，用户可以在预配置产品列表或预配置产品详细信息页面上使用更新预配置产品命令。

Note

在创建产品的新版本之前，请在亚马逊中测试您的产品更新 CloudFormation 以确保它们正常运行。

创建新产品版本

1. 导航到产品列表页面。
2. 选择您要更新的产品名称，以查看产品详情页面。
3. 在产品详细信息页面上，展开 “版本” 选项卡，然后选择 “创建新版本”。
4. 对于 Version Details，输入以下内容：

• 选择模板-来自本地驱动器的亚马逊 CloudFormation 模板或指向存储在 Amazon S3 中的模板的 
URL。如果您指定 Amazon S3 网址，则该网址必须以开头https://。模板文件的扩展名必须
是.template并且可以是 JSON 格式的文本文件，也可以是 YAML 格式的文本文件。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亚马逊 CloudFormation 用户指南中的模板格式。

• 版本标题 — 产品版本的名称（例如，“v1”、“v2beta”）。不允许使用空格。
• 描述（可选）-产品版本的描述，包括此版本与先前版本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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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创建产品版本。

删除产品
要从您的账户中完全删除产品，请从您的目录中将其删除。删除产品会从每个包含该产品的产品组合中删除
该产品的所有版本。删除的产品无法恢复。

如果您的产品有与之关联的预算，则需要取消关联预算，然后才能删除产品。有关取消关联预算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管理预算” (p. 52)。

要从您的目录中删除产品

1. 导航到 Products (产品) 页面。
2. 选择产品，选择 “操作”，然后选择 “删除产品”。
3. 确认选择要删除的产品，然后选择 Contine（继续）。

管理版本
您可以在创建产品时分配产品版本，并且您可以随时更新产品版本。

版本包含亚马逊 CloudFormation 模板、标题、描述、状态和指南。

版本状态
一个版本可以有三种状态之一：

• Active (活动) - 活动版本出现在版本列表中，并允许用户启动该版本。
• Inactive (非活动) - 非活动版本从版本列表中隐藏。从此版本启动的现有预配置产品不会受到影响。
• Deleted (已删除) - 如果某个版本被删除，则该版本将从版本列表中删除。删除版本的操作无法撤消。

版本指南
您可以设置版本指南，以便向最终用户提供有关产品版本的信息。版本指南仅影响活动的产品版本。

版本指南有两个选项：

• None (无) - 默认情况下，产品版本没有任何指导，因此最终用户可以使用该版本更新和启动预配置产品。
• Deprecated (弃用) - 使用弃用的版本，用户可以更新预配置产品，但无法使用弃用版本启动新的预配置产

品。

更新版本
您可以在创建产品时分配产品版本，也可以随时更新版本。有关创建产品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产
品 (p. 36)。

更新产品版本

1. 在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控制台中，选择产品。
2. 从产品列表中，选择要更新其版本的产品。
3. 在 Product details (产品详细信息) 页面上，选择 Versions (版本) 选项卡，然后选择要更新的版本。
4. 在 Version details (版本详细信息) 页面上，编辑产品版本，然后选择 Save changes (保存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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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Catalog
您可以应用约束，以控制当最终用户启动特定组合中的产品时所应用的规则。当最终用户启动产品时，他们
将看到您已使用约束应用的规则。您可以在产品放入产品组合后将约束应用于产品。约束一经创建便立即生
效，并且它们已应用于尚未启动的产品的所有当前版本。

约束
• Amazonzon Service Catalog ervice (p. 39)
• AmazService Catalog (p. 42)
• Amazon SService Catalog vice Catalo (p. 42)
• Amazon Service Categ (p. 43)
• Amazon Service Cat (p. 43)

Amazonzon Service Catalog ervice
启动约束指定 Amazon Service Catalog Acess Management (IAM) 角色。IAM 角色是一组权限，IAM 用户或
亚马逊服务可以临时使用这些权限来使用亚马逊服务。有关介绍性示例，请参阅步骤 6：添加启动约束以分
配 IAM 角色 (p. 13)。

发布限制适用于产品组合中的产品（产品组合关联）。发布限制不适用于产品组合层面，也不适用于所有产
品组合中的产品。要将启动约束与产品组合中的所有产品相关联，您必须将启动约束分别应用于每个产品。

如果没有启动限制，最终用户必须使用自己的 IAM 证书启动和管理产品。为此，他们必须拥有亚马逊 
CloudFormation、产品使用的亚马逊服务和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的权限。通过使用启动角色，您可以改
为将最终用户的权限限制为他们使用该产品所需的最低权限。有关最终用户权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亚马逊
Service Catalog 中的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p. 18)。

要创建和分配 IAM 角色，您必须拥有以下 IAM 管理权限：

• iam:CreateRole
• iam:PutRolePolicy
• iam:PassRole
• iam:Get*
• iam:List*

配置启动角色
您向产品分配的作为启动约束的 IAM 角色必须具有使用以下项的权限：

• Amazon CloudFormation
• 产品Amazon CloudFormation模板中的服务
• 对 Amazon CloudFormation 中的 Amazon S3 模板的读访问权限

IAM 角色的信任策略必须允许Service Catalog 代入该角色。在以下步骤中，当您选择Amazon Service 
Catalog作为角色类型时，将自动设置信任策略。如果您不使用控制台，请参阅如何对 IAM 角色使用信任策
略中的 “为代入角色的Amazon服务创建信任策略” 部分。

创建启动角色

1. 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IAM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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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 Roles（角色）。
3. 选择 Create New Role。
4. 输入角色名称并选择 Next Step。
5. 在旁边的Amazon服务角色下 Amazon Service Catalog，选择选择。
6. 在 Attach Policy 页面上，选择 Next Step。
7. 要创建角色，请选择 Create Role。

将策略附加到新角色

1. 选择您创建的角色以查看角色详细信息页面。
2. 选择 Permissions 选项卡，展开 Inline Policies 部分。然后选择 click here。
3. 选择 Custom Policy，然后选择 Select。
4. 输入策略的名称，然后将以下内容粘贴到 Policy Document 编辑器中：

  "Statement":[ 
      { 
         "Effect":"Allow", 
         "Action":[ 
            "s3:GetObject" 
         ], 
         "Resource":"*", 
         "Condition":{ 
            "StringEquals":{ 
               "s3:ExistingObjectTag/servicecatalog:provisioning":"true" 
            } 
         } 
      } 
   ]
}

Note

为启动约束配置启动角色时，必须使用以下字符串："s3:ExistingObjectTag/
servicecatalog:provisioning":"true"。

5. 为产品使用的每项附加服务在政策中添加一行。例如，要添加对 Amazon 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 
(Amazon RDS) 的权限，请在Action列表最后一行的末尾输入逗号，然后添加以下行：

"rds:*"

6. 选择 Apply Policy。

应用启动约束
配置启动角色后，将该角色作为启动约束分配给产品。此操作指示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在最终用户启动产
品时担任该角色。

将角色分配给产品

1. 打开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控制台，网址为 https://console.amazonaws.cn/servicecatalog/。
2. 选择包含产品的产品组合。
3. 选择 Constraints (约束) 选项卡并选择 Create constraint (创建约束)。
4. 从 “产品” 中选择产品，然后在 “限制类型” 下选择 “启动”。选择 Continue（继续）。
5. 在启动限制部分中，您可以从账户中选择 IAM 角色并输入 IAM 角色 ARN 或输入角色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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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指定角色名称，并且账户使用启动约束的 Amazon Service Catalog 此方法允许启动约束与账户无
关，因此您可以为每个共享账户创建更少的资源。

Note

在创建启动约束的账户中，以及使用此启动约束启动产品的用户的账户中，都必须存在给定的
角色名称。

6. 指定 IAM 角色后，选择 Create (创建)。

将困惑的副手添加到启动约束中
Amazon Service Catalog支持为使用代入角色请求运行的 API 提供Confused Depoction保护。添加启动限制
时，您可以使用启动角色信任策略中的sourceAccount和sourceArn条件来限制启动角色的访问权限。它
确保启动角色由可信来源调用。

在以下示例中，Amazon Service Catalog最终用户属于账户 111111111111。当Amazon Service Catalog管
理员LaunchConstraint为产品创建时，最终用户可以在启动角色信任策略中指定以下条件，将代入角色限
制为账户 1111111111。

"Condition":{ 
   "ArnLike":{ 
      "aws:SourceArn":"arn:aws:servicecatalog:us-east-1:111111111111:*" 
   }, 
   "StringEquals":{ 
      "aws:SourceAccount":"111111111111" 
   } 
   
}

使用提供产品的用户LaunchConstraint必须具有相同的条件AccountId (111111111111)。否则，操作
将失败并AccessDenied出现错误，从而防止滥用启动角色。

以下Service Catalog API 是安全的，可以保护 Confued deport

• LaunchConstraint
• ProvisionProduct
• UpdateProvisionedProduct
• TerminateProvisionedProduct
• ExecuteProvisionedProductServiceAction
• CreateProvisionedProductPlan
• ExecuteProvisionedProductPlan

的sourceArn 保护Amazon Service Catalog仅支持模板化 ARN，例如 “arn:<aws-
partition>:servicecatalog:<region>:<accountId>:”。它不支持特定的资源 ARN。

验证启动约束
要验证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使用角色启动产品并成功配置产品，请从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控制台启动
该产品。要在将约束发布给用户前对其进行测试，请创建包含相同产品的测试产品组合，并使用该产品组合
测试约束。

启动产品

1. 在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控制台的菜单中，选择Serv ice Catalog，最终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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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产品以打开产品详情页面。在启动约束中，验证角色的 Amazon 资源名称（ARN）。
3. 选择 “启动产品”。
4. 继续执行启动步骤，填入任何所需信息。
5. 确认产品已成功启动。

AmazService Catalog
通知约束指定一个 Amazon SNS 主题来接收有关堆栈事件的通知。

使用以下过程创建 SNS 主题并订阅它。

创建 SNS 主题和订阅

1. 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SNS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ns/v3/home。
2. 选择 Create topic（创建主题）。
3. 键入主题名称，然后选择 Create topic。
4. 选择 Create subscription（创建订阅）。
5. 对于 Protocol，请选择 Email。对于 Endpoint，请键入您用于接收通知的电子邮件地址。选择 Create 

subscription。
6. 您将收到一封包含主题行 AWS Notification - Subscription Confirmation 的确认电子邮

件。打开电子邮件，然后按照说明操作以完成订阅。

通过以下过程使用您在上一过程中创建的 SNS 主题应用通知约束。

向产品应用通知约束

1. 打开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控制台，网址为 https://console.amazonaws.cn/servicecatalog/。
2. 选择包含产品的产品组合。
3. 展开约束并选择添加约束。
4. 从 “产品” 中选择产品，然后将 “约束类型” 设置为 “通知”。选择 Continue（继续）。
5. 选择 Choose a topic from your account，然后选择您根据 Topic Name 创建的 SNS 主题。
6. 选择 Submit（提交）。

Amazon SService Catalog vice Catalo
通过标签更新限制，Amazon Service Catalog 管理员可以允许或禁止最终用户更新与 Amazon Service 
Catalog 预配置产品相关的资源上的标签。如果允许更新标签，则在预配置产品更新期间，与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产品或产品组合关联的新标签将应用于预配置的资源。

启用产品的标签更新

1. 打开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控制台，网址为 https://console.amazonaws.cn/servicecatalog/。
2. 选择包含要更新的产品的产品组合。
3. 选择 “约束” 选项卡，然后选择 “添加约束”。
4. 在 Constraint type (约束类型) 下，选择 Tag Update (标签更新)。
5. 从 Product (产品) 中选择产品，然后选择 Continue (继续)。
6. 在 Tag Updates (标签更新) 页面上，选择 Enable Tag Updates (启用标签更新)。
7. 选择 Submit（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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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Service Categ
Note

AutoTags 亚马逊目前不支持 CloudFormation StackSets。

堆栈集限制允许您使用 Amazon 配置产品部署选项 CloudFormation StackSets。您可以为产品启动指定多个
账户和区域。最终用户可以管理这些帐户并确定产品的部署位置和部署顺序。

向产品应用堆栈集约束

1. 打开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控制台，网址为 https://console.amazonaws.cn/servicecatalog/。
2. 选择包含所需产品的产品组合。
3. 选择 “约束” 选项卡，然后选择 “创建约束”。
4. 在产品中，选择产品。在约束类型中，选择堆栈集。
5. 为您的堆栈集限制配置账户、区域和权限。

• 在 “账户设置” 中，确定要在其中创建产品的账户。
• 在区域设置中，选择要部署产品的地理区域以及您希望在这些区域部署这些产品的顺序。
• 在权限中，选择 IAM StackSet 管理员角色来管理您的目标账户。如果未选择角色，则将 StackSets使

用默认 ARN。了解有关设置堆栈集权限的更多信息。
6. 选择 Create（创建）。

Amazon Service Cat
要限制最终用户在启动产品时可用的选项，请应用模板约束。应用模板约束可确保最终用户可在不违反组织
的合规性要求的情况下使用产品。您对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产品组合中的产品应用模板限制。产品组合必
须先包含一个或多个产品，然后才能定义模板约束。

模板限制由一条或多条规则组成，这些规则缩小了商品基础亚马逊 CloudFormation 模板中定义的参数的允
许值。Amazon CloudFormation 模板中的参数定义了一组值，用户可以在创建堆栈时指定这些值。例如，参
数可定义用户在启动包含 EC2 实例的堆栈时可从中选择的多种实例类型。

如果模板中的参数值集对于产品组合的目标受众来说太广泛，则可定义模板约束来限制用户在启动产品
时可选择的值。例如，如果模板参数包含的 EC2 实例类型对于只应使用小型实例类型 (例如，t2.micro
或 t2.small) 的用户来说过大，则可添加模板约束以限制最终用户可选择的实例类型。有关亚马逊 
CloudFormation 模板参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亚马逊 CloudFormation 用户指南中的参数。

模板约束绑定于产品组合内。如果将模板约束应用于一个产品组合的某个产品，然后您将此产品包含在另一
个产品组合中，则这些约束将不会应用于第二个产品组合的此产品。

如果将模板约束应用于已与用户共享的产品，则约束会立即应用到随后启动的所有产品和产品组合中所有版
本的产品。

您可以使用规则编辑器或在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管理员控制台中将规则写成 JSON 文本来定义模板约束规
则。有关规则的更多信息（包括语法和示例），请参阅模板约束规则 (p. 44)。

要在将约束发布给用户前对其进行测试，请创建包含相同产品的测试产品组合，并使用该产品组合测试约
束。

将模板约束应用于产品

1. 打开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控制台，网址为 https://console.amazonaws.cn/servicecatalog/。
2. 在 P or tfolio 页面上，选择包含要对其应用模板约束的产品的产品组合。
3. 展开 “约束” 部分并选择 “添加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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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选择产品和类型” 窗口中，为 “产品” 选择要为其定义模板约束条件的产品。然后，对于约束类型，选
择模板。选择 Continue（继续）。

5. 在模板约束生成器页面上，使用 JSON 编辑器或规则生成器界面编辑约束规则。

• 要编辑规则的 JSON 代码，请选择约束文本编辑器选项卡。此选项卡上提供了多个示例来帮助您开始
操作。

要使用规则生成器界面构建规则，请选择规则生成器选项卡。在此选项卡上，您可以选择产品的模板
中指定的任何参数，并可以为该参数指定允许值。根据参数的类型，可通过选择清单中的项目、指定
数量或指定逗号分隔列表中的一组值来指定允许值。

构建完规则后，选择添加规则。该规则显示在 “规则生成器” 选项卡的表格中。要查看和编辑 JSON 输
出，请选择约束文本编辑器选项卡。

6. 编辑完约束规则后，选择提交。要查看约束条件，请转到投资组合详细信息页面并展开约束。

模板约束规则
在 Amazon Service Catalog 产品组合中定义模板限制的规则描述了最终用户何时可以使用模板以及他们可以
为用于创建他们尝试使用的产品的亚马逊 CloudFormation 模板中声明的参数指定哪些值。规则可用于防止
最终用户无意中指定错误的值。例如，您可以添加规则来验证最终用户是否在给定 VPC 中指定了有效的子网
或为测试环境使用了m1.small实例类型。亚马逊在为产品创建资源之前 CloudFormation 使用规则来验证参
数值。

每个规则包含两个属性：规则条件（可选）和断言（必需）。规则条件确定规则的生效时间。断言描述用
户可为特定参数指定的值。如果您未定义规则条件，则规则的断言始终生效。要定义规则条件和断言，可使
用特定于规则的内部函数，只能在模板的 Rules 部分中使用这些函数。您可以嵌套函数，但规则条件或断言
的最终结果必须为 true 或 false。

例如，假设您在 Parameters 部分中声明了 VPC 和子网参数。您可以创建一个规则来验证给定子网是否位
于特定的 VPC 中。因此，当用户指定 VPC 时，Amazon 会在创建或更新堆栈之前 CloudFormation 评估断
言以检查子网参数值是否在该 VPC 中。如果参数值无效，则 Amazon 会 CloudFormation 立即无法创建或更
新堆栈。如果用户未指定 VPC，Amazon CloudFormation 不会检查子网参数值。

语法

模板的Rules 部分由后跟冒号的密钥名称 Rules 组成。所有规则声明都被括在括号里。如果您声明多个规
则，则可用逗号将它们分隔开。对于每个规则，您必须声明一个用引号引起来的逻辑名称，后跟冒号以及将
规则条件和断言括起来的括号。

规则可以包含 RuleCondition 属性，且必须包含 Assertions 属性。对于每个规则，您可以仅定义一个
规则条件；您可以在 Assertions 属性内定义一个或多个断言。可以通过使用特定于规则的内部函数定义规
则条件和断言，如以下伪模板所示：

"Rules":{ 
   "Rule01":{ 
      "RuleCondition":{ 
         "Rule-specific intrinsic function" 
      }, 
      "Assertions":[ 
         { 
            "Assert":{ 
               "Rule-specific intrinsic function" 
            }, 
            "AssertDescription":"Information about this assert" 
         }, 
         { 
            "Assert":{ 
               "Rule-specific intrinsic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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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ssertDescription":"Information about this assert" 
         } 
      ] 
   }, 
   "Rule02":{ 
      "Assertions":[ 
         { 
            "Assert":{ 
               "Rule-specific intrinsic function" 
            }, 
            "AssertDescription":"Information about this assert" 
         } 
      ] 
   }
}

此伪模板显示包含两个分别名为 Rules 和 Rule01 的规则的 Rule02 部分。Rule01 包含一个规则条件和
两个断言。如果规则条件中的函数的计算结果为 true，则将计算和应用每个断言中的函数。如果规则条件为 
false，则此规则不会生效。由于 Rule02 没有规则条件（这意味着始终计算和应用断言），因此它始终生
效。

有关定义规则条件和断言的特定于规则的内部函数的信息，请参阅亚马逊 CloudFormation 用户指南中的亚
马逊规则函数。

示例：按条件验证参数值

以下两个规则检查 InstanceType 参数的值。根据环境参数（test 或 prod）的值，用户必须为
m1.small 参数指定 m1.large 或 InstanceType。必须在同一模板的 InstanceType 部分中声明
Environment 和 Parameters 参数。

"Rules" : { 
  "testInstanceType" : { 
    "RuleCondition" : {"Fn::Equals":[{"Ref":"Environment"}, "test"]}, 
    "Assertions" : [ 
      { 
        "Assert" :  { "Fn::Contains" : [ ["m1.small"], {"Ref" : "InstanceType"} ] }, 
        "AssertDescription" : "For the test environment, the instance type must be 
 m1.small" 
      } 
    ] 
  }, 
  "prodInstanceType" : { 
    "RuleCondition" : {"Fn::Equals":[{"Ref":"Environment"}, "prod"]}, 
    "Assertions" : [ 
      { 
        "Assert" :  { "Fn::Contains" : [ ["m1.large"], {"Ref" : "InstanceType"} ] }, 
        "AssertDescription" : "For the prod environment, the instance type must be 
 m1.large" 
      } 
    ] 
  }
}

Amazon SService Catalog onSer
Amazon Service Catalog 使您能够减少管理维护和最终用户培训，同时遵守合规和安全措施。通过服务操
作，作为管理员，您可以让最终用户在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中执行操作任务、解决问题、运行已批准的命
令或请求权限。您可以使用亚马逊Systems Manager 文档来定义服务操作。Amazon Systems Manager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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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对实现 Amazon 最佳实践的预定义操作的访问权限，例如 Amazon EC2 停止和重启，您也可以定义自
定义操作。

在本教程中，您将创建一个在 Amazon EC2 实例中重新启动 Amazon EC2 实例重启 Amazon EC2 实例。添
加必要的权限，定义服务操作，将服务操作与产品关联，将操作用于预配置产品来测试最终用户体验。

先决条件
本教程假设您拥有完整的 Amazon Web Services 管理员权限，您已经熟悉亚马逊Service Catalog，并且您
已经拥有一组基本的产品、产品组合和用户。如果您不熟悉亚马逊Service Catalog，请在使用本教程之前完
成设置 (p. 5)和入门 (p. 8)任务。

主题
• 步骤 1：配置最终用户权限 (p. 46)
• 步骤 2：创建服务操作 (p. 47)
• 步骤 3：将服务操作与产品版本关联 (p. 47)
• 步骤 4：测试最终用户体验 (p. 47)
• 步骤 5：问题排查 (p. 48)

步骤 1：配置最终用户权限
最终用户账户必须拥有必需的权限才能查看和执行特定服务操作。在此示例中，最终用户需要权限才能访问
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服务操作功能并执行 Amazon EC2 重启。

更新权限

1. 打开亚马逊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控制台，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iam/。

2. 从菜单中找到用户组。
3. 在群组页面上，选择最终用户用来访问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资源的群组。在本示例中，我们选择最终

用户组。在您自己的实现中，选择相关最终用户使用的组。
4. 在组的详细信息页面的权限选项卡上，创建新策略或编辑现有策略。在此示例中，我们通过选择为群组

的 Amazon Service Catalog Provisionming 和 “终止” 权限创建的自定义策略，为现有策略添加权限。
5. 在策略页面上，选择编辑策略以添加必要的权限。您可以使用可视化编辑器或 JSON 编辑器来编辑策

略。在本示例中，我们使用 JSON 编辑器添加权限。在本教程中，向策略添加以下权限：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Stmt1536341175150", 
   "Action": [ 
    "servicecatalog:ListServiceActionsForProvisioningArtifact", 
    "servicecatalog:ExecuteprovisionedProductServiceAction", 
    "ssm:DescribeDocument", 
    "ssm:GetAutomationExecution", 
    "ssm:StartAutomationExecution", 
    "ssm:StopAutomationExecution", 
    "cloudformation:ListStackResources", 
    "ec2:DescribeInstanceStatus", 
    "ec2:StartInstances", 
    "ec2:StopInstances" 
   ], 
   "Effect": "Allow", 
   "Resour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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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6. 编辑策略之后，审查并批准对策略的更改。现在，最终用户组中的用户拥有在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中
执行 Amazon EC2 重启操作所需的权限。

步骤 2：创建服务操作
接下来，您创建服务操作来重启 Amazon EC2 实例。

1. 打开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控制台，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c/。
2. 从菜单中，选择 Service actions (服务操作)。
3. 在服务操作页面上，选择创建操作。
4. 在创建操作页面上，选择亚马逊Systems Manager 文档来定义服务操作。Amazon EC2 实例重启操作由

亚马逊Systems Manager 文档定义，因此我们保留了下拉菜单中的默认选项，即 Amazon 文档。
5. 搜索并选择 Amazon-restartec2Instance 操作。
6. 请为操作提供一个对您的环境和团队有意义的名称和描述。最终用户将看到此描述，从而选择帮助他们

了解操作作用的内容。
7. 在 “参数和目标配置” 下，选择将成为操作目标的 SSM 文档参数（例如，实例 ID），然后选择参数的目

标。选择 Add parameter (添加参数) 以添加其他参数。
8. 在 Permissions (权限) 下，选择一个角色。我们在此示例中使用默认权限。还可以在此页面上执行和定

义其他权限配置。
9. 审查配置之后，选择 Create action (创建操作)。
10. 在下一页上，操作创建完成后且可用时，将出现确认。

步骤 3：将服务操作与产品版本关联
定义操作后，您必须将产品与定义的操作关联。

1. 在服务操作页面上，选择 Amazon-restartec2Instance，然后选择关联操作。
2. 在 Associate action (关联操作) 页面上，选择您希望您的最终用户在其上执行服务操作的产品。在本示

例中，我们选择 Linux Desktop (Linux 桌面)。
3. 选择产品版本。请注意，您可以使用顶部的复选框选择所有版本。
4. 选择 Associate action (关联操作)。
5. 在下一页上，将显示一条确认消息。

您现在已经在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中创建了服务操作。本教程的下一步是，以最终用户身份使用服务操
作。

步骤 4：测试最终用户体验
最终用户可以在预配置产品上执行服务操作。在本教程中，最终用户至少必须具有一个预配置产品。预配置
产品应从您在上一步中与服务操作关联的产品版本启动。

以最终用户身份访问服务操作

1. 以最终用户身份登录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控制台。
2. 在Amazon SerService Catalog onServiconServiconServiconS erviciconServic icor 此列表将显示为最终

用户账户预配置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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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Provisioned products list (预配置产品列表) 页面上，选择已预配置的实例。
4. 在预配置产品详细信息页面上，选择右上角的操作，然后选择 Amazon-restartec2Instance 操作。
5. 确认您要执行自定义操作。您收到操作已发送的确认。

步骤 5：问题排查
如果您的服务操作执行失败，则可以在预配置产品页面的服务操作执行事件的输出部分中找到错误消息。您
可以在下面看到常见错误消息的说明。

Note

错误消息的确切文本可能会发生更改，因此您应避免在任何类型的自动执行的过程中使用这些文
本。

Internal failure (内部故障)

Amazon ServiconServicorCatal 请稍后重试。如果错误仍存在，请与客户支持联系。

调用 StartAutomationExecution 操作时ThrottlingException遇到了错误 ()

服务操作的执行受到后端服务（例如 SSM）的限制。

Access denied while assuming the role (代入角色时拒绝访问)

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无法代入服务操作定义中指定的角色。确保 s ervicecatalog.amazonaws.com 负责人
或 s ervicecatalog.us-east-1.amazonaws.com 等区域负责人被列入该角色的信任政策的允许名单。

调用 StartAutomationExecution 操作时出现错误 (AccessDeniedException)：用户无权在资源
StartAutomationExecution 上执行:ssm:。

在服务操作定义中指定的角色无权调用 ss 操作定义中指定的角色无权调用 sm:StartAutomationExecution. 确
保该角色具有相应的 SSM 权限。

TargetType在预配置产品中找不到任何类型为的资源

预置产品不包含任何与 SSM 文档中指定的目标类型相匹配的资源，例如:: EC2Amazon:: Instance。检查您
的预配置产品是否有这些资源，或确认文档是否正确。

Document with that name does not exist (具有该名称的文档不存在)

在服务操作定义中指定的文档不存在。

Failed to describe SSM Automation document (无法描述 SSM Automation 文档)

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在尝试描述指定文档时遇到了来自 SSM 的未知异常。

Failed to retrieve credentials for role (无法检索角色的凭证)

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在担任指定角色时遇到了未知错误。

在 {ValidValue1}#{ValidValue2} 中找不到参数的值 InvalidValue“”

传递给 SSM 的参数值不在文档的允许值列表中。确认提供的参数有效，然后重试。

参数类型错误。为提供的值ParameterName不是有效的字符串。

传递给 SSM 的参数值对文档上的类型无效。

Parameter is not defined in service action definition (未在服务操作定义中定义参数)

向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传递了一个未在服务操作定义中定义的参数。您只能使用在服务操作定义中定义的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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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place 产品添加到您的投资组合

步骤在执行/取消操作时失败。#####有关更多诊断详细信息，请参阅自动化服务故障排除指南。

SSM 自动化文档中的一个步骤失败。请参阅消息中的错误以进一步排除问题。

不允许使用以下参数值，因为它们不在预配置产品中：InvalidResourceId

用户已请求对不在预配置产品中的资源执行操作。

TargetType 未为 SSM 自动化文档定义

服务操作需要 TargetType 定义 SSM 自动化文档。查看您的 SSM 自动化文档。

将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产品添加到您
的投资组合

您可以将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产品添加到您的产品组合中，使这些产品可供您的亚马逊
Service Catalog 最终用户使用。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是一家在线商店，您可以在其中查找、订阅并立即开始使用大量的软
件和服务。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中的产品类型包括数据库、应用程序服务器、测试工具、
监控工具、内容管理工具和商业智能软件。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可在以下网址找到http:// 
www.amazonaws.cn/marketplace。请注意，您无法将软件即服务 (SaaS) 产品从Marketplace 添加到亚马逊
Service Catalog。

您可以通过将带有Amazon CloudFormation模板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的产品复制到，然后将
产品添加到产品组合中Service Catalog，将产品分发给Amazon Service Catalog最终用户。

您可以通过将带有Marketplace 的产品复制到 S，然后将Amazon CloudFormation该产品添加到产品组合中
Service Catalog，将该产品分发给Amazon Service Catalog最终用户。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支持直接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或使用手动选项订阅和添加产品。我们
建议使用专为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设计的功能添加商品。

使用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管理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产品
您可以使用自定义界面将您订阅的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产品直接添加到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中。在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中，选择 Service Catalog。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帮助和常见问题中的将商品复制到亚马逊Servic e Catalog。

手动管理和添加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产
品
完成以下步骤以订阅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产品，在亚马逊 CloudFormation 模板中定义该产
品，并将该模板添加到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组合中。

订阅Amazon Web Services Amazon Web

1. 前往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网址http://www.amazonaws.cn/marketplace为。
2. 浏览产品或搜索以找到您想要添加到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组合的产品。选择产品以查看产品详细信息

页面。
3. 选择 “继续” 查看发货页面，然后选择 “手动启动” 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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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页面上的信息包含支持的 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 实例类型和Amazon 系
统映像（AMI）ID。注意，有些选择可能会影响到成本。您将在后续步骤中使用此信息自定义亚马逊 
CloudFormation 模板。

4. 选择 Accept Terms 订阅产品。

订阅产品后，您可以通过选择 “您的软件”，然后选择产品，随时访问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商品配送页面上的信息。

在亚马逊 CloudFormation 模板中定义您的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产品

要完成以下步骤，您将使用其中一个亚马逊 CloudFormation 示例模板作为起点，并对模板进行自定义，使
其代表您的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产品。要访问示例模板，请参阅亚马逊 CloudFormation 用
户指南中的示例模板。

1. 在亚马逊 CloudFormation 用户指南的示例模板页面上，为您的商品选择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
您的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产品必须支持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您可以在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城的商品配送页面上查看支持的Amazon Web Services 区域

2. 要查看适用于该地区的服务示例模板列表，请选择服务链接。
3. 您可以使用满足您需求的任一示例作为起始点。此过程中的步骤将使用 Amazon EC2 instance in a 

security group 模板。要查看示例模板，请选择 View，然后在本地保存模板的副本，以便您能对其进行
编辑。本地文件的扩展名必须为 .template。

4. 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模板文件。
5. 自定义模板顶部的描述。您的描述可能与以下示例类似：

"Description": "Launches a LAMP stack from 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6. 自定义 InstanceType 参数，使其仅包括产品支持的 EC2 实例类型。如果模板包含不受支持的 EC2 

实例类型，则最终用户无法启动产品。

a. 在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产品配送页面上，在 “定价详情” 部分查看支持的 EC2 实例
类型。

b. 在您的模板中，将默认实例类型更改为所选的受支持的 EC2 实例类型。
c. 编辑 AllowedValues 列表，使其仅包含产品所支持的 EC2 实例类型。
d. 删除您不希望最终用户在从 AllowedValues 列表启动产品时使用的 EC2 实例类型。

编辑完 InstanceType 参数后，此参数可能类似于以下示例：

    "InstanceType" : { 
      "Description" : "EC2 instance type", 
      "Type" : "String", 
      "Default" : "m1.small", 
      "AllowedValues" : [ "t1.micro", "m1.small", "m1.medium", "m1.large", "m1.xlarge", 
 "m2.xlarge", "m2.2xlarge", "m2.4xlarge", "c1.medium", "c1.xlarge", "c3.large", 
 "c3.large", "c3.xlarge", "c3.xlarge", "c3.4xlarge", "c3.8xlarge" ], 
      "ConstraintDescription" : "Must be a valid EC2 instance type." 
    },

7. 在模板的 Mappings 部分中，编辑 AWSInstanceType2Arch 映射，使其仅包含受支持的 EC2 实例类
型和架构。

a. 通过删除 AllowedValues 参数的 InstanceType 列表中未包含的所有 EC2 实例类型来编辑映射
的列表。

b. 编辑将作为产品支持的架构类型的每个 EC2 实例类型的 Arch 值。有效值包括 PV64、HVM64 和
HVMG2。要了解您的产品支持哪种架构，请参阅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中的产品详情
页面。要了解 EC2 实例系列支持哪些架构，请参阅 Amazon Linux AMI 实例类型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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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完 AWSInstanceType2Arch 映射后，此映射可能类似于以下示例：

    "AWSInstanceType2Arch" : { 
      "t1.micro"    : { "Arch" : "PV64"  }, 
      "m1.small"    : { "Arch" : "PV64"  }, 
      "m1.medium"   : { "Arch" : "PV64"  }, 
      "m1.large"    : { "Arch" : "PV64"  }, 
      "m1.xlarge"   : { "Arch" : "PV64"  }, 
      "m2.xlarge"   : { "Arch" : "PV64"  }, 
      "m2.2xlarge"  : { "Arch" : "PV64"  }, 
      "m2.4xlarge"  : { "Arch" : "PV64"  }, 
      "c1.medium"   : { "Arch" : "PV64"  }, 
      "c1.xlarge"   : { "Arch" : "PV64"  }, 
      "c3.large"    : { "Arch" : "PV64"  }, 
      "c3.xlarge"   : { "Arch" : "PV64"  }, 
      "c3.2xlarge"  : { "Arch" : "PV64"  }, 
      "c3.4xlarge"  : { "Arch" : "PV64"  }, 
      "c3.8xlarge"  : { "Arch" : "PV64"  } 
    }
,

将您的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产品添加到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产品组合中

1. 登录亚马逊云科技管理控制台，然后通过Amazon Web Services 科技控制台，然后通过以下网址导航亚
马逊云科技控制台，网址打开 Amazon Web Ser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catalog/

2. 在 “产品组合” 页面上，选择要将Amazon Web Services Marketplace 产品添加到的投资组合。
3. 在产品组合详细信息页面上，选择上传新产品。
4. 键入请求的产品和支持详细信息。
5. 在 Version details 页面上，依次选择 Upload a template file、Browse 和模板文件。
6. 键入版本标题和描述。
7. 选择下一步。
8. 在 “查看” 页面上，验证摘要是否准确，然后选择 “确认并上传”。产品将添加到产品组合。产品现在对有

权访问产品组合的最终用户可用。

使用亚马逊 CloudFormation StackSets
Note

目前该功能处于测试模式。 AutoTags 亚马逊目前不支持 CloudFormation StackSets。

您可以使用Amazon CloudFormation StackSets 在多个Amazon地区和账户中推出Service Catalog产品。
您可以指定产品在Amazon区域内按顺序部署的顺序。在账户之间，产品是并行部署的。在启动时，用
户可以指定容错能力以及并行部署的最大账户数。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mazon CloudFormation 
StackSets。

堆栈集和堆栈实例
利用堆栈集，您可使用一个Amazon CloudFormation模板在Amazon账户中跨Amazon区域创建堆栈。

堆栈实例是对Amazon区域内的目标账户中的堆栈进行的，并且仅与一个堆栈集。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StackSets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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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栈集约束
在 Amazon Service Catalog 中，您可以使用堆栈集约束来配置产品部署选项。

Amazon Service Catalog支持对两个 GovCloud区域的产品进行堆栈集限制： GovCloud-西部区域 (PDT) 和 
GovCloud-东部区域 (OSU)。

管理预算
您可以使用 Amazon Budgets 在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中跟踪您的服务成本和使用情况。您可以将预算与亚
马逊Service Catalog 产品和产品组合相关联。

Amazon Budtits 使您能够设置自定义预算，以便在成本或用量超出（或预测超过）预算金额时向您发出提
醒。有关亚马逊预算的信息，请访问http://www.amazonaws.cn/aws-cost-management/aws-budgets。

任务
• 先决条件 (p. 52)
• 创建预算 (p. 53)
• 关联预算 (p. 53)
• 查看预算 (p. 54)
• 取消关联预算 (p. 54)

先决条件
在使用 Amazon Budgets 之前，您需要在亚马逊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 控制台中激活成本分配标签。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亚马逊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 用户指南》中的激活用户定义的成本分配标
签。

Note

标签最多需要 24 小时才能激活。

您还需要为任何将使用预算功能的用户或群组提供对亚马逊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 控制台的访问权
限。您可以通过为用户创建新策略来执行此操作。

要允许 IAM 用户创建预算，您还必须允许用户查看账单信息。如果您想使用 Amazon SNS 通知，可以允许
用户创建 Amazon SNS 通知，如以下策略示例所示。

创建预算策略

1. 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IAM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iam/。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Policies (策略)。
3. 在内容窗格中，选择创建策略。
4. 选择 JSON 选项卡，然后复制以下 JSON 策略文档中的文本。将该文本粘贴到 JSON 文本框中。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Stmt1435216493000", 
            "Effect": "Allow", 
            "Action": [ 
                "aws-portal:ViewB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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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portal:ModifyBilling", 
                "budgets:ViewBudget", 
                "budgets:ModifyBudget" 
            ], 
            "Resource": [ 
                "*" 
            ] 
        }, 
        { 
            "Sid": "Stmt1435216552000", 
            "Effect": "Allow", 
            "Action": [ 
                "sns:*" 
            ], 
            "Resource": [ 
                "arn:aws:sns:us-east-1" 
            ] 
        } 
    ]
} 
     

5. 完成后，选择 Review policy（查看策略）。策略验证程序将报告任何语法错误。
6. 在 Review (审核) 页面上，为您的策略命名。查看策略摘要以查看您的策略授予的权限，然后选择创建

策略以保存您的工作。

新策略将显示在托管策略列表中，并且已准备好附加到您的用户和组。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亚马逊
Identity den tity dentity tity tI 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ty tity t ity

创建预算
在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管理员控制台中，产品和产品组合页面列出了有关现有产品和产品组合的信息，并
允许您对它们采取行动。要创建预算，请先确定要将预算与哪个产品或产品组合相关联。

创建预算

1. 打开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控制台，网址为 https://console.amazonaws.cn/servicecatalog/。
2. 选择 Products (产品) 或 Portfolios (产品组合)。
3. 选择要添加预算的产品或产品组合。
4. 打开 Actions (操作) 菜单，然后选择 Create budget (创建预算)。
5. 在 Budget creation (预算创建) 页面上，将一种标签类型与您的预算相关联。

标签有两种类型： AutoTags 和 TagOptions。 AutoTags 是用于识别产品组合、产品和发布产品的用户
的标签，并由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自动应用于预配置的资源。A TagOption 是管理员定义的键值对，
在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中管理。

为了使产品组合或产品上的支出能够反映相关预算，它们必须具有相同的标签。请注意，首次使用的标
签键可能需要 24 小时才能激活。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先决条件” (p. 52)：

6. 选择 Continue (继续)。
7. 您将转至 Set up your budget (设置您的预算) 页面。按照创建预算中的步骤继续进行预算设置。

创建预算后，您需要将其与产品或产品组合相关联。

关联预算
每个产品组合或产品可以有一个与之相关的预算，但每个预算可以与多个产品和产品组合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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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将预算与产品或产品组合相关联时，您将能够从该产品或产品组合的详细信息页面查看有关预算的信
息。为了使产品或产品组合上的支出能够反映在预算中，您必须在预算和产品或产品组合上关联相同的标
签。

Note

如果您从亚马逊预算中删除预算，则与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产品和产品组合的现有关联将仍然存
在，但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将无法显示有关已删除预算的任何信息。

关联预算

1. 打开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控制台，网址为 https://console.amazonaws.cn/servicecatalog/。
2. 选择 Products (产品) 或 Portfolios (产品组合)。
3. 选择要与预算关联的产品或产品组合。
4. 打开 Actions (操作) 菜单，然后选择 Associate budget (关联预算)。
5. 在 Budget association (预算关联) 页面上，选择现有预算。然后选择 Continue (继续)。
6. Portfolios (产品组合) 或 Products (产品) 表现在将包含您刚刚添加的预算的数据。

查看预算
如果预算与产品相关联，您可以在 Products (产品) 和 Product details (产品详细信息) 页面上查看有关预算
的信息。如果某个预算关联到产品组合，您可以在 Portfolios (产品组合) 和 Portfolio details (产品组合详细信
息) 页面上查看有关预算的信息。

Portfolios (产品组合) 和 Products (产品) 页面显示现有资源的预算信息。您可以看到显示 Current vs. budget 
(当前与预算) 和 Forecast vs. budget (预测与预算) 的列。

单击产品或产品组合时，您将进入详细信息页面。这些 Portfolio detail (产品组合详细信息) 和 Product detail 
(产品详细信息) 页面有一个部分，其中包含了有关相关预算的详细信息。您可以查看预算金额、当前支出和
预测支出。您还可以选择查看预算详细信息并编辑预算。

取消关联预算
您可以将预算与产品组合或产品取消关联。

Note

如果您从亚马逊预算中删除预算，则与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产品和产品组合的现有关联将仍然存
在，但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将无法显示有关已删除预算的任何信息。

要取消关联预算

1. 打开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控制台，网址为 https://console.amazonaws.cn/servicecatalog/。
2. 选择 Products (产品) 或 Portfolios (产品组合)。
3. 选择要取消预算关联的产品或产品组合。
4. 打开 Actions (操作) 菜单，然后选择 Disassociate budget (取消关联预算)。
5. 系统会显示一条警告，要求您确认是否要取消关联预算。选择 Confirm（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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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预配置产品
Service Catalog 提供了一个用于管理预配置产品的界面。您可以基于访问级别查看、更新和终止您的目录中
的所有预配置产品。有关示例流程，请参阅下面几节。

主题
• 以管理员的身份管理所有预配置产品 (p. 55)
• 更改预配置产品的所有者 (p. 55)
• 更新预配置产品的模板 (p. 56)
• 教程：确定用户资源分配 (p. 56)

以管理员的身份管理所有预配置产品
要管理账户的所有预配置产品，您需要具备 AWSServiceCatalogAdminFullAccess 或对预配置
产品的同等写入访问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中的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p. 18)：

查看和管理所有预配置产品

1. 打开 Amazon Service Catalog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

如果您已经登录到Amazon Service Catalog控制台，请选择Serv ice Catalog，然后选择最终用户。
2. 如有必要，向下滚动到预置产品”（预置产品）部分。
3. 在预配置产品部分中，选择查看：列表，然后选择要查看的访问级别：用户、角色或账户。此操作显示

目录中的所有预置产品。
4. 选择一个预配置产品进行查看、更新或终止。有关此方面信息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查看预配置产品信

息。

更改预配置产品的所有者
您可以随时更改预配置产品的所有者。您需要知道要设置为新所有者的用户或角色的 ARN。

默认情况下，使用AWSServiceCatalogAdminFullAccess托管策略的管理员可以使用
此功能。您可以通过在Amazon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中向最终用户授予
权servicecatalog:UpdateProvisionedProductProperties限来为他们启用它。

更改预配置产品的所有者

1. 在 Service Catalog 控制台中，选择预配置产品列表。
2. 找到要更新的预配置产品，然后选择其旁边的三个点并选择更改预配置产品所有者。您还可以在预配置

产品的详情页面的 “操作” 菜单中找到 “更改所有者” 选项。
3. 在对话框中，输入要设置为新所有者的用户或角色的 ARN。ARN 以 arn: 开头并包含其他信息，这些

信息之间用冒号或斜杠分隔，例如 arn:aws:iam::123456789012:user/NewOwner。
4. 选择 Submit（提交）。更新所有者后，您将看到一条成功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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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请参阅
• UpdateProvisionedProductProperties

更新预配置产品的模板
您可以将预配置产品的当前模板更改为其他模板。例如，如果您在Service Catalog 中有一个 EC2 产品，则
可以更新该 EC2 产品以保留相同的预配置产品 ID，但将模板更改为 S3 存储桶。

更新预配置产品的模板

1. 在左侧导航菜单中，选择预配置的产品。
2. 在预配置产品中，选择预配置产品并选择操作、更新。

请注意，您还可以在预配置产品详情页面中选择操作、更新。
3. （可选）在产品详细信息中，选择更改产品。

在 “更改产品” 中，请注意以下警告：

更改产品会将此预配置产品更新为不同的产品模板。这可能会终止资源并创建新资源。

您可以在同一产品中将预配置产品更新到其他版本。
4. （可选）在产品中，选择要使用其他模板更新的产品。然后选择 “更改”。

在产品详情中，请注意以下警告：

[产品名称] 将从 [当前模板名称] 更新为 [新模板名称]。但是，您的预配置产品的名称 [预配置产品名称] 
不会更改。

您可以在同一产品中将预配置产品更新到其他版本。
5. 在产品版本中，选择所需的产品版本。
6. 在参数中，选择相应的参数。
7. 选择更新。

在预配置产品详细信息中，您可以看到更新的详细信息。预配置产品名称未更改，但预配置产品现在具
有不同的模板。

教程：确定用户资源分配
您可以借助 Service Catalog 控制台确定预配置产品的用户及与产品关联的资源。本教程将帮助您将该示例转
换为您自己的特定预配置产品。

要管理账户的所有预配置产品，您需要具备 AWSServiceCatalogAdminFullAccess 或对预配置产品
的同等写入访问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Service Catalog管理员指南》中的Id entity and 
Access Manag ement。

确定预配置产品的用户和关联的资源

1. 打开 https://console.amazonaws.cn/servicecatalog。
2. 在左侧导航菜单中，选择预配置的产品。
3. 在 “访问筛选器” 下拉菜单中，选择 “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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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账户视图中，选择并打开预配置产品以显示其详细信息。

您可以查看预置产品。

5. 向下滚动以展开 “事件” 部分。记下Provisioned product ID和CloudformationStackARN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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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预配置的产品 ID 来识别与本次发布相对应的Amazon CloudTrail记录并识别请求用户（通常，您在
联合期间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在本示例中，请求用户为“steve”。

{ 
  "eventVersion":"1.03","userIdentity": 
  { 
    "type":"AssumedRole", 
    "principalId":"[id]:steve", 
    "arn":"arn:aws:sts::[account number]:assumed-role/SC-usertest/steve", 
    "accountId":[account number], 
    "accessKeyId":[access key], 
    "sessionContext": 
    { 
      "attributes": 
      { 
        "mfaAuthenticated":[boolean], 
        "creationDate":[timestamp] 
      }, 
      "sessionIssuer": 
      { 
        "type":"Role", 
        "principalId":"AROAJEXAMPLELH3QXY", 
        "arn":"arn:aws:iam::[account number]:role/[name]", 
        "accountId":[account number], 
        "userName":[username] 
      } 
    } 
  }, 
  "eventTime":"2016-08-17T19:20:58Z","eventSource":"servicecatalog.amazonaws.com", 
  "eventName":"ProvisionProduct", 
  "awsRegion":"us-west-2", 
  "sourceIPAddress":[ip address], 
  "userAgent":"Coral/Netty", 
  "requestParameters": 
  { 
    "provisioningArtifactId":[id], 
    "productId":[id], 
    "provisioningParameters":[Shows all the parameters that the end user entered], 
    "provisionToken":[token], 
    "pathId":[id], 
    "provisionedProductName":[name], 
    "tags":[], 
    "notificationArns":[] 
  }, 
  "responseElements": 
  { 
    "recordDetail": 
    { 
      "provisioningArtifactId":[id], 
      "status":"IN_PROGRESS", 
      "recordId":[id], 
      "createdTime":"Aug 17, 2016 7:20:58 PM", 
      "recordTags":[], 
      "recordType":"PROVISION_PRODUCT", 
      "provisionedProductType":"CFN_STACK", 
      "pathId":[id], 
      "productId":[id], 
      "provisionedProductName":"testSCproduct", 
      "recordErrors":[], 
      "provisionedProductId":[id] 
    } 
  }, 
  "requestID":[id], 
  "eventID":[id], 
  "eventType":"AwsApi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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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ipientAccountId":[account number]
}

7. 使用该CloudformationStackARN值来标识Amazon CloudFormation事件以查找有关已创建资源
的信息。您也可以使用 Amazon CloudFormation API 获取此信息。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CloudFormation API 参考。

您可以使用Amazon Service Catalog API 执行步骤 1 到步骤 4。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Service 
Catalog开发人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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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Catalog
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提供标签，因此您可以对资源进行分类。标签有两种类型： AutoTags 和 
TagOptions。

AutoTags 是标识有关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中预配置资源来源信息的标签，由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自动
应用于预配置的资源。

TagOptions 是在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中管理的键值对，用作创建Amazon Web Services 标签的模板。

主题
• Amazon SService Catalog AutoTags (p. 60)
• Amazon SService Catalog TagOption e (p. 60)

Amazon SService Catalog AutoTags
AutoTags 是用于识别有关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中预配置资源来源信息的标签，并由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自动应用于预配置的资源。

AutoTags 包括产品组合、产品、用户、产品版本和预配置产品的唯一标识符的标签。这提供了一组标签，
这些标签反映了客户在目录中配置的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结构。 AutoTags 不要计入客户的 50 个标签上
限。

Amazon Service Catalog AutoTags 可以帮助为您的资源提供一致的标签，这在为产品组合、产品或用户设
置预算时很有用。您还可以使用 AutoTags 来识别用于启动后操作的资源，例如设置 Amazon Config 规则。 
AutoTags 可以在用于配置的下游服务（例如 Amazon、Amazon EC2 和 Amazon CloudFormation S3）的 
“标签” 部分查看您的预配置资源。

AutoTag 细节

• aws:servicecatalog:portfolioArn - 从中启动预配置产品的产品组合的 ARN。
• aws:servicecatalog:productArn - 从中启动预配置产品的产品的 ARN。
• aws: serviceCatalog：provisioningPrincipalArn-创建预配置产品的配置负责人（用户）的 ARN。
• aws: serviceCatalog:provisionedProductArn-预配置的产品 ARN。
• aws: serviceCatalog:provisioningArtifactIdentifier-原始配置工件的 ID（产品版本）。

Note

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最近添加了两个新 AutoTags的 aws: serviceCatalog:provisionedProductArn
和 aws: serviceCatalog:provisioningArtifactIdentifier。这些新增内容 AutoTags 将在预配置产品更新
期间自动回填。

Amazon SService Catalog TagOption e
为了让管理员能够轻松管理预配置产品上的标签，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提供了一个 TagOption 库。A 
TagOption 是键-值Service Catalog。它不是Amazon Web Services 标签，而是用作基于创建Amazon Web 
Services 标签的模板 TagOption。

该 TagOption 库使强制执行以下内容变得更加容易：

• 一致的分类
• 正确标记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资源

60



Amazon Service Catalog 管理员指南
通过以下方式发布产品 TagOptions

• 为允许的标签定义用户可选的选项

管理员可以 TagOptions 与投资组合和产品关联。在产品发布（配置）期间，Amazon Service Catalog 汇总
相关的产品 TagOptions组合和产品，并将它们应用于预配置的产品，如下图所示。

使用该 TagOption 库，您可以停用 TagOptions 和保留它们与产品组合或产品的关联，并在需要时将其重新
激活。这种方法不仅有助于维护库的完整性，还允许您管理 TagOptions 可能间歇性使用或仅在特殊情况下
使用的内容。

您可以 TagOptions 使用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控制台或 TagOption 库 API 进行管理。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 Amazon Service Catalog API 参考。

目录
• 通过以下方式发布产品 TagOptions (p. 61)
• 正在管理 TagOptions (p. 63)
• TagOptions 与Amazon Organizations标签策略一起使用 (p. 65)

通过以下方式发布产品 TagOptions
当用户启动包含以下内容的产品时，亚马逊S TagOptions ervice Catalog 会代表您执行以下操作：

• 收集产品 TagOptions 和发布产品组合的所有信息。
• 确保在预配置产品的标签中仅 TagOptions 使用唯一密钥。用户获取一个键的多选值列表。在用户选择一

个值后，它将成为预配置产品上的一个标签。
• 允许用户在预配置期间向产品添加不冲突的标签。

以下使用案例演示了 TagOptions 在启动过程中的元数据键。

示例 1：唯一密 TagOption 钥
管理员创建 TagOption[Group=Finance] 并将其与 Portfolio1 关联，后者的产品1 不是 TagOptions。当用户
启动预配置产品时，单个产品 TagOption 会变成 Tag [Group=Finance]，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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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投资组合中 TagOptions 具有相同密钥的集合
管理员在产品组合中放置了两个 TagOptions 具有相同密钥的密钥，并且在该产品组合中的任何产品上都没
有 TagOptions 相同的密钥。在启动期间，用户必须选择与该键相关联的两个值之一。然后，预配置产品将
使用该键和用户选择的值进行标记。

示例 3：在产品组合和该产品组合中 TagOptions 具有相同密钥的
集合
管理员在产品组合中放置了多个 TagOptions 具有相同密钥的产品，并且在该产品组合中还 TagOptions 
使用了多个具有相同密钥的产品。Amazon Service Catalog 根据的聚合（逻辑 AND 操作）创建了一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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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Options。当用户启动产品时，他或她会看到这组值并从中选择。预配置产品将使用该键和用户选择的值
进行标记。

示例 4： TagOptions 具有相同键和冲突值的多个
管理员在产品组合中放置了多个 TagOptions 具有相同密钥的产品，并且在该产品组合中还 TagOptions 
使用了多个具有相同密钥的产品。Amazon Service Catalog 根据的聚合（逻辑 AND 操作）创建了一
组值 TagOptions。如果聚合未找到该密钥的值，则 Amazon Service Catalog 会创建一个具有相同密
钥portfolioid和值的sc-tagconflict-portfolioid-productid标签，其中和productid是产品组
合和产品的 ARN。这可确保预配置产品使用正确的键以及管理员可以找到和更正的值进行标记。

正在管理 TagOptions
作为管理员，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在 TagOptions 库 TagOptions 中进行管理：

• 创建-值对。
• 激元数据
• 关联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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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在控制台 TagOptions 中创建

1. 打开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控制台，网址为 https://console.amazonaws.cn/servicecatalog/。
2. 在左侧导航菜单中，选择TagOptions库。
3. 在 “新建” 中 TagOption，输入密钥和值，然后选择 “添加”。

新建 TagOption 完成后，按键值对分组，并在TagOptions列表中按字母顺序排序。

要 TagOption 使用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API 创建，请参阅 CreateTagOption 。

在控制台 TagOptions 中删除

1. 打开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控制台，网址为 https://console.amazonaws.cn/servicecatalog/。
2. 在左侧导航菜单中，选择TagOptions 库，然后选择操作。
3. 选择删除并确认删除。

在控制台 TagOptions 中激活或停用一个或多个

1. 打开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控制台，网址为 https://console.amazonaws.cn/servicecatalog/。
2. 在左侧导航菜单中，选择TagOptions库。
3. 要激活，请选择 TagOption 您想要的非活动状态。然后选择 “操作”，然后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激活”，然

后确认您的选择。

要停用，请选择 TagOption 您想要的激活状态。然后选择 “操作”，然后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停用”，然后
确认您的选择。

在控制台中将一个或多个 TagOptions 与投资组合关联或取消关联

1. 打开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控制台，网址为 https://console.amazonaws.cn/servicecatalog/。
2. 在左侧导航菜单中，选择投资组合，然后打开要关联或取消关联的投资组合。
3. 选择TagOptions选项卡，然后选择一个或多个 TagOptions 以关联或取消与投资组合的关联。
4. 选择 Actions。然后选择 “关联” 或 “取消关联” 并确认您的选择。

在控制台中将一个或多个 TagOptions 产品关联或取消关联

1. 打开Amazon Service Catalog控制台，网址为：https://console.amazonaws.cn/servicecatalog/。
2. 在左侧导航菜单的 “管理” 下，选择 “产品”。然后打开要关联或取消关联的产品。
3. 选择TagOptions选项卡，然后选择一个或多个 TagOptions 以关联或取消与投资组合的关联。
4. 选择 Actions。然后选择 “关联” 或 “取消关联” 并确认您的选择。

Note

要使用Service Catalog API TagOptions 与产品组合或产品关联，请参
阅AssociateTagOptionWithResource。
要 TagOptions 使用Service Catalog API 移除（取消关联），请参
阅DisassociateTagOptionFromResource。

64

https://console.amazonaws.cn/servicecatalog/
https://docs.amazonaws.cn/servicecatalog/latest/dg/API_CreateTagOption.html
https://console.amazonaws.cn/servicecatalog/
https://console.amazonaws.cn/servicecatalog/
https://console.amazonaws.cn/servicecatalog/
https://console.amazonaws.cn/servicecatalog/
https://docs.amazonaws.cn/servicecatalog/latest/dg/API_AssociateTagOptionWithResource.html
https://docs.amazonaws.cn/servicecatalog/latest/dg/API_DisassociateTagOptionFromResource.html


Amazon Service Catalog 管理员指南
TagOptions 与Amazon Organizations标签策略一起使用

在控制台 TagOptions 中编辑的值

1. 打开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控制台，网址为 https://console.amazonaws.cn/servicecatalog/。
2. 在左侧导航菜单中，选择TagOptions库。
3. 选择 a TagOption 并打开该值。（该值为超链接。） 然后选择 Edit。
4. 在 “值” 字段中，编辑值并选择 “保存更改”。

TagOptions 与Amazon Organizations标签策略一起使
用
本主题简要概述了 TagOptions 针对Amazon Organizations和的标签策略Amazon Service Catalog。它还建
议在同时使用这两个功能时如何防止标记冲突。

TagOptions Amazon Service Catalog适用于预配置产品（CloudFormation堆栈），标签策略Amazon 
Organizations适用于Amazon账户和组织单位 (OU) 或组织根目录。例如，如果您将标签策略附加到 OU，则
相同的标签策略适用于该 OU 中的所有账户。如果您同时使用这两种标记功能，则应对其进行配置，以免它
们发生冲突。

标签策略
标签策略允许您定义有关如何在账户中的Amazon资源上使用标签的规则Amazon Organizations。您可以使
用标签策略创建和维护在账户级别标记Amazon资源的一致方法。

标签策略提供了一种简便的方法来确保用户应用一致的标签、审核带标签的资源并保持正确的资源分类。您
还可以定义标签键应如何大写，以及要允许的值。例如，您可以要求账户中的所有 EC2 实例的标签密钥必须
设置为CostCenter，该标签的值必须设置为Data Insights或Marketing。

标签策略使您能够选择选项来强制执行标记规则，防止对标签进行不合规操作，并指定强制执行所适用
的资源类型。如果您不选择强制执行选项，标签策略允许您创建或更改不合规的标签，但会在Amazon 
Organizations控制台中将其报告为不合规。

有关如何设置账户级标签强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中的标签政策Amazon Organizations。

TagOptions
TagOptions 是一项标记功能，如果将预配置产品应用于关联产品，则Amazon Service Catalog适用于 
CloudFormation 堆栈级别的预配置产品。 Amazon Service Catalog提供了一个 TagOptions 库，您可以在其
中定义与您的Amazon Service Catalog产品关联的键值对。启动Amazon Service Catalog产品时，必须为与
该产品组合或产品关联的现有 TagOption 密钥选择 TagOption 值才能启动该产品。由于您在产品组合或产
品级别 TagOptions 上进行设置，因此您可以强制使用一致的分类法对跨账户和区域共享的投资组合进行标
记。

有关如何在中进行设置的更多信息 TagOptions Amazon Service Catalog，请参阅Amazon Service Catalog 
TagOption 资源库。

避免标签政策与标签政策之间的冲突 TagOptions
如果您为自己的账户配置标签策略Amazon Organizations，我们建议您将合规标签要求共享给管理产品
Amazon Service Catalog组合和 TagOptions产品的管理员，以及可能在中启动产品Amazon Service Catalog
并在产品发布时附加可选的最终用户标签的最终用户。

例如，假设您想在中推出使用密 TagOption 钥city的产品Amazon Service Catalog，并且您的标签政
策要求带有 city 的标签密钥必须包含美国城市的标签值，例如AtlantaSan Francisco、，或者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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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为产品必需的 TagOption 密钥选择 TagOption 值，则Austin.Amazon Service Catalog不允许您
发布产品。因此，如果您拥有包括南美城市在内的 TagOption 关键城市的 TagOption 值，例如Rio de 
Janeiro或Buenos Aires，除非在发布期间选择了包括美国城市在内的 TagOption 值，否则Amazon 
Service Catalog不会推出产品。

此表提供的场景描述了如何解决您在使用标签策略时以及 TagOptions 同时可能遇到的标记冲突问题。

情况 Reason 解决方案

如果在标签政策中勾选了标签强
制执行，则产品将因标签不合规
而无法启动。

TagOptions 使用您尚未添加到标
签策略中允许的合规标签列表中
的密钥和值进行指定。

添加与您的标签政策不符的可选
自定义标签。

如果您在标签策略标签键大写强
制执行中配置了特定的大小写架
构，请确保您的 TagOptions 标签
密钥和可选的自定义标签键与您
在标签策略中指定的内容一致。

请注意，如果在标签策略中取消
选中标签键大写强制复选框，则
会导致所有小写标签键都符合要
求，并确保您的 TagOptions 标签
密钥和可选的自定义标签密钥与
标签策略中的要求一致（例如所
有小写）。

由于标签密钥大小写不一致，产
品无法启动。

在 TagOptions 密钥中指定大小写
与您的标签政策大写强制执行规
则不一致。

正确配置您的标签政策。如果您
未指定标签键大小写合规性，则
默认标签键大小写全部为小写。

此外，如果您未在标签政策中指
定标签键大小写合规性，请确保
您的 TagOptions 标签密钥全部
Amazon Service Catalog为小写
以遵守强制性规则。

如果您使用的标签策略未启用大
小写合规，则该标签策略仅将所
有小写标签密钥视为合规。

由于标签值不兼容，产品无法启
动。

为不在 TagOptions 标签政策标签
值合规性允许列表中的产品发布
选择标签值。

关联 TagOptions 您的产品和产品
组合，这些产品和产品组合必须
符合您在列表标签政策中要求的
标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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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工具

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您可以使用Amazon Service Catalog CloudWatch，此工具可从 Amazon Service Catalog 收集原始数
据，并将数据处理为易读指标。这些统计数据会保存两周，以便您访问历史信息并更好地了解服务的运
行情况。Amazon Service CloudWatch Catalog 有关Amazon 的更多信息 CloudWatch，请参阅 A mazon 
CloudWatch 用户指南。

有关可用指标和维度的列表，请参阅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CloudWatch 指标。

监控是保持 Amazon Service Catalog 和您的Amazon Service 解决方案的可靠性、可用性和性能的重要方
面。您的 Amazon Web Services e 解决方案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应收集监控数据，以便更轻松地调试出现的多
点故障。在开始监控 Amazon Service Catalog 之前，您应制定一个监控计划并在计划中回答下列问题：

• 监控目的是什么？
• 您将监控哪些资源？
• 监控这些资源的频率如何？
• 您将使用哪些监控工具？
• 谁负责执行监控任务？
• 出现错误时应通知谁？

监控工具
Amazon Web Services 为您提供了各种可以用来监控 Amazon Service Catalog。您可以配置其中的一些工
具来为您执行监控任务，但有些工具需要手动干预。建议您尽可能实现监控任务自动化。

自动监控工具
您可以使用亚马逊 CloudWatch 警报来监控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并报告中断情况。

Amazon CloudWatch 警报在您指定的时间段内监控单个指标，并根据指标值在一些时间段内与给定阈值的
对比情况执行一个或多个操作。操作是一个发送到 Amazon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Amazon SNS) 主
题或 Amazon EC2 Auto Scaling 策略的通知。 CloudWatch 警报将不会调用操作，因为这些操作均处于特
定状态，该状态必须改变并在指定数量的时间段内一直保持。要了解如何创建警报，请参阅创建 Amazon 
CloudWatch 警报。有关在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中使用亚马逊 CloudWatch指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亚马
逊Service Catalog CloudWatch 指标。

AmazServ CloudWatch ice Catalog
您可以使用 Amazon 监控您的 Amazon Catalog 资源 CloudWatch，此工具可从 Amazon Service Catalog 收
集原始数据，并将数据处理为易读的指标。这些统计数据会保存两周，以便您访问历史信息并更好地了解服
务的运行情况。Amazon Service Catalog 指标数据会以 1 分钟为间隔自动发送到 CloudWatch 。有关更多信
息 CloudWatch，请参阅亚马逊 CloudWatch 用户指南。

主题
• 启用 CloudWatch 指标 (p. 68)
• 可用指标和维度 (p. 68)
• 查看Amazon Service Catalog (p.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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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 CloudWatch 指标
默认情况下，亚马逊 CloudWatch 指标处于启用状态。

可用指标和维度
下面列出了 Amazon Service Catalog 发送到Amazon CloudWatch Catalog 的指标

AmazService Catalog
Amazon/ServiceCatalog 命名空间包括以下指标。

指标 描述

ProvisionedProductLaunch在指定的时间段内为给定的产品和预配置项目启动的预配置产品的数量。

单位：计数

有效统计数据：Minimum、Maximum、Sum、Average

Amazon CService Catalog 指标的维度
Amazon Service Catalog 向Amazon CloudWatch 发送以下

维度 描述

State 该维度筛选您为以这一指定状态启动的所有预配置产品请
求的数据。这样有助于您按启动状态给数据分类。

有效的状态：SUCCEEDED、FAILED

ProductId 此维度仅筛选您为已识别的产品 ID 请求的数据。这可帮
助您准确找出从中启动的确切产品。

ProvisioningArtifactId 此维度仅筛选您为已识别的预配置项目 ID 请求的数据。
这可帮助您准确找出从中启动的确切产品版本。

查看Amazon Service Catalog
您可以使用 Ama CloudWatch zon CloudWatch 控制台查看Amazon Catalog，此工具提供了资源的精细的可
自定义显示以及服务中正在运行的任务数。

主题
• 在亚马逊 CloudWatch 控制台中查看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指标 (p. 68)

在亚马逊 CloudWatch 控制台中查看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指标
您可以在亚马逊 CloudWatch控制台中查看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指标。Ama CloudWatch zon Service 
Catalog 指标的详细视图，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定制视图。有关Amazon 的更多信息 CloudWatch，请参阅 
Ama zon Syste CloudWatch m 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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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 Amazon CloudWatch 控制台查看指标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cloudwatch/ 打开亚马逊 CloudWatch 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窗格的 Metrics (指标) 部分，选择 Service Catalog (服务目录)。
3. 选择要查看的指标。

使用亚马逊记录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API 调用 
CloudTrail

Amazon Service CloudTrail Catalog 与集成，后者是在 Amazon Service Catalog 中提供用户、角色或亚
马逊服务所采取操作的记录的服务。亚马逊将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的所有 API 调用作为事件 CloudTrail 
捕获。捕获的调用包括来自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控制台的调用和对 Amazon Service Catalog API 操作
的代码调用。如果您创建跟踪，则可以使 Amazon CloudTrail 事件持续传送到 Amazon S3 存储桶（包括 
Amazon Service Catalog 的事件）。如果您不配置跟踪，则仍可在 Amazon CloudTrail 控制台中的 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中查看最新事件。使用亚马逊收集的信息 CloudTrail，您可以确定向 Amazon 
Service Catalog 发出了什么请求、发出请求的 IP 地址、何人发出的请求、请求的发出时间以及其他详细信
息。

要了解有关亚马逊的更多信息 CloudTrail，请参阅亚马逊 CloudTrail用户指南。

亚马逊中的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信息 CloudTrail
在您创建亚马逊 CloudTrail 云科技账户时，将在账户上启用 Amazon。当 Amazon Service Catalog 中发生活
动时，该活动将记录在亚马逊 CloudTrail 事件中，并与其他 Amazon Web Services 事件一同保存在事件历
史记录中。您可以在 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中查看、搜索和下载最新事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
用亚马逊事件历史记录查看 CloudTrail 事件。

要持续记录 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中的事件（包括 Amazon Service Catalog 的事件），请创建跟踪。
通过跟踪，亚马逊可将日志文件传送 CloudTrail 至 Amazon S3 存储桶。默认情况下，当您在控制台中创建
跟踪时，此跟踪将事件记录在 Amazon Web Services 分区中，并将日志文件传送至您指定的 Amazon S3 存
储桶。此外，您可以配置其他 Amazon Web Services 服务，进一步分析在 Amazon CloudTrail 日志中收集
的事件数据并采取操作。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下列内容：

• 创建跟踪概览
• 亚马逊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 为配置 Amazon SNS 通知 CloudTrail
• 从多个账户中接收亚马逊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CloudTrail 记录所有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操作。例如，调
用CreateProduct和UpdateProvisionedProduct操作会CreatePortfolio在 Amazon CloudTrail 日
志文件中生成条目。

每个事件或日志条目都包含有关生成请求的人员信息。身份信息可帮助您确定以下内容：

• 请求使用的是根凭证还是亚马逊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用户凭证。
• 请求是使用角色还是联合身份用户的临时安全凭证发出的。
• 请求是否由其他 Amazon Web Service 发出。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CloudTrail userIdentity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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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日志文件条目

了解亚马逊Service Catalog 日志文件条目
跟踪是一种配置，可用于将事件作为日志文件传送到您指定的 Amazon S3 桶。Amazon CloudTrail 日志
文件包含一个或多个日志条目。一个事件表示来自任何源的一个请求，包括有关所请求的操作、操作的
日期和时间、请求参数等方面的信息。Amazon CloudTrail 日志文件不是公有 API 调用的有序堆栈跟踪，
因此它们不会按任何特定顺序显示。下面的示例显示了一个 Amazon CloudTrail 日志条目，该条目说明
了CreateApplication API。

{ 
    "eventVersion": "1.05", 
    "userIdentity": { 
        "type": "IAMUser", 
        "principalId": "account", 
        "arn": "arn:aws:iam::12345789012:user/dev-haw", 
        "accountId": "12345789012", 
        "accessKeyId": "keyId", 
        "userName": "dev-haw" 
    }, 
    "eventTime": "2020-09-23T21:07:58Z", 
    "eventSource": "servicecatalog-appregistry.amazonaws.com", 
    "eventName": "CreateApplication", 
    "awsRegion": "us-east-1", 
    "sourceIPAddress": "205.251.233.48", 
    "userAgent": "aws-cli/1.18.140 Python/3.6.11 
 Linux/4.9.217-0.1.ac.205.84.332.metal1.x86_64 botocore/1.17.63", 
    "requestParameters": { 
        "name": "hawTestCT", 
        "clientToken": "6f36d650-a086-47cf-810a-fbfab2f8ad33" 
    }, 
    "responseElements": { 
        "application": { 
            "applicationArn": "arn:aws:servicecatalog:us-east-1:12345789012:application/
app-02ocuq2cie2328pv64ya78e22f", 
            "applicationId": "app-02ocuq2cie2328pv64ya78e22f", 
            "creationTime": 1600895277.775, 
            "lastUpdateTime": 1600895277.775, 
            "name": "hawTestCT", 
            "tags": {} 
        } 
    }, 
    "requestID": "1b6ad353-3b06-421b-bcb4-00075a782762", 
    "eventID": "0a2ca224-cdfd-4c4b-a4ed-163218ff5e2d", 
    "readOnly": false, 
    "eventType": "AwsApiCall", 
    "recipientAccountId": "12345789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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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历史记录
此表介绍《Amazon Service Catalog文档》的重要补充部分。

功能 描述 发行日期

AppRegistry 要了解如何 AppRegistry 帮助存
储您的Amazon应用程序、其关联
的资源集合和应用程序属性组，
请参阅AppRegistry。

2022 年 6 月 15 日

Amazon服务管理连接器 要了解用于 Jira 服务管理的连接
器 ServiceNow，请参阅Amazon
服务管理连接器。

2022 年 6 月 9 日

用于 Jira 服务管理的连接器 要了解适用于 Jira 服务管理的连
接器的更新，请参阅 JiraAmazon 
服务管理的服务管理连接器。

2021 年 5 月 25 日

Amazon 服务配额 要了解如何使用ServiceAmazon 
QuotaAmazon Service Catalog 
s，请参阅Amazon Service 
Catalog默认服务配额。

2020 年 3 月 24 日

入门库 要了解由提供的架构完善的
产品模板库Amazon Service 
Catalog，请参阅入门库

2020 年 3 月 10 日

版本指南 要了解产品版本指南，请参阅版
本指南。

2019 年 12 月 17 日

新增安全性章节 要了解中的安全性Amazon 
Service Catalog，请参阅中的 “安
全”Amazon Service Catalog。

2019 年 10 月 31 日

更改预配置产品所有者 要了解如何更改预配置产品的所
有者，请参阅更改预配置产品所
有者。

2019 年 10 月 31 日

新的资源更新约束 要了解如何使用 
RESOURCE_UPDATE 约束来
更新预配置产品中的Amazon 
Service Catalog标签，请参阅标
签更新约束。

2019 年 4 月 17 日

对 Amazon CloudFormation 
StackSets 的支持

要开始使用Amazon 
CloudFormation StackSets，
请参阅使用Amazon 
CloudFormation StackSets。

2018 年 11 月 14 日

自助服务操作 要开始使用自助操作，请参
阅Amazon Service Catalog服务
操作。

2018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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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描述 发行日期

亚马逊 CloudWatch 指标 要了解有关亚马逊 CloudWatch 
指标的信息，请参阅Amazon 
Service CatalogAmazon 
CloudWatch。

2018 年 9 月 26 日

Support TagOptions 要管理标签，请参阅Amazon 
Service Catalog TagOption库。

2017 年 6 月 28 日

导入产品组合 要导入与他人共享的投资组合
Amazon Web Services 账户，请
参阅导入投资组合。

2016 年 2 月 16 日

对权限信息的更新 要授予对最终用户控制台视图的
访问权限，请参阅最终用户的控
制台访问权限。

2016 年 2 月 16 日

首次发布 这是《Amazon Service Catalog
管理员指南》的初始版本。

2015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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