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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Trail 

什么是 AWS CloudTrail？
AWS CloudTrail 是一项 AWS 服务，可帮助您对 AWS 账户进行操作和风险审核、监管和合规性检查。
用户、角色或 AWS 服务执行的操作将记录为 CloudTrail 中的事件。事件包括在 AWS Management 
Console、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和 AWS 开发工具包和 API 中执行的操作。

CloudTrail 在您创建AWS账户时，将在该账户上启用。当您的AWS账户中发生活动时，该活动将记录在 
CloudTrail 事件中。您可以通过转到 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轻松查看 CloudTrail 控制台中的近期
事件。要持续记录 AWS 账户中的活动和事件，请创建事件数据存储 (p. 151)或创建跟踪 (p. 76)。有关 
CloudTrail 定价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CloudTrail定价。

您的 AWS 账户活动的可见性是安全和运营最佳实践的重要方面。您可以使用 CloudTrail 来查看、搜索、搜
索、搜索、下载、归档、分析和响应您的AWS基础设施中的账户活动。您可以确定谁或哪个组件对哪些资源
执行了哪些操作、事件发生的时间以及其他细节，来帮助您分析和响应 AWS 账户中的活动。或者，您可以
对跟踪启用AWS CloudTrail 见解以帮助您识别和应对异常活动。

您可将 API CloudTrail 集成到应用程序、为您的组织自动创建跟踪、检查您创建的事件数据存储和跟踪的状
态，以及控制用户查看 CloudTrail 事件的方式。

主题
• CloudTrail  (p. 1)
• CloudTrail 工作流程 (p. 4)
• CloudTrail 概念 (p. 5)
• CloudTrail 支持的地区 (p. 14)
• CloudTrail 日志文件示例 (p. 16)
•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 AWS CloudTrail 中的配额 (p. 36)

CloudTrail
CloudTrail 在您创建AWS账户时已在您的账户上启用。当您的AWS账户中发生活动时，该活动将记录
在 CloudTrail 事件中。您可以通过转到 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查看过去 90 天AWS 区域内记录 
CloudTrail 的 API 活动（管理事件）。

要持续记录您中的事件AWS 账户，请创建事件数据存储或跟踪。Trails 可以记录 CloudTrail 管理、数据和 
Insights 事件的事件。事件数据存储可以记录 CloudTrail 管理和数据事件、AWS Config配置项目、AWS 
Audit Manager证据和集成的非AWS事件。

要开始使用 CloudTrail，请参阅AWS CloudTrail 入门教程 (p. 40)。

有关 CloudTrail 定价，请参阅AWS CloudTrail定价。有关 Amazon S3 和 Amazon SNS 定价的信息，请参阅
Amazon S3 定价和 Amazon SNS 定价。

主题
• 事件历史记录 (p. 2)
• CloudTrail 湖和事件数据存储 (p. 2)
• CloudTrail 小径 (p. 2)
• CloudTrail 频道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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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历史记录

事件历史记录
您可以通过转到 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轻松查看 CloudTrail 控制台中的管理事件。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提供中过去 90 天内记录的 API 活动（管理事件）的可查看、可搜索、可下载和
AWS 区域协 您可以针对单个属性筛选事件，来搜索 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中的事件。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使用事件历史记录查看 CloudTrail 事件。

CloudTrail 湖和事件数据存储
您可以创建 CloudTrail Lake 事件数据存储，以存档、分析和响应您的AWS资源中的更改。事件将被聚合
到事件数据存储中，它是基于您通过应用高级事件选择器 (p. 242)选择的条件的不可变的事件集合。您可以
将事件数据保存在事件数据存储中长达七年，即 2557 天。

您可以创建事件数据存储以收集 CloudTrail 管理和数据事件、AWS Config配置项目、AWS Audit Manager
证据或非AWS事件。您可以使用控制台、或 CloudTrail API 创建事件数据存储。AWS CLI有关使用控制台创
建事件数据存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事件数据存储 (p. 151)。有关使用创建事件数据存储的更多信息
AWS CLI，请参阅使用管理 CloudTrail LakeAWS CLI (p. 198)。

CloudTrail Lake 允许您记录来自外部应用程序的事件，包括来自混合环境中任何来源的事件，如本地或云中
托管的内部或 SaaS 应用程序、虚拟机或容器。AWS您可以与 12 个以上的合作伙伴创建集成，以记录事件
数据存储外部AWS发生的事件。要创建集成，首先要配置一个通道，通过它来传送事件。您无需维护多个日
志聚合器和报告工具，即可使用 L CloudTrail ake 对这些数据进行存储、访问、分析、故障排除和操作。

事件数据存储可以记录来自您的AWS账户AWS 区域中当前或全部AWS 区域中的事件。用于记录来自外部的 
Integration（集成）事件的事件数据存储，AWS必须仅适用于单个区域；它们不能是多区域事件数据存储。

要在创建事件数据存储后对其进行更改，可以运行update-event-data-store命令或使用 CloudTrail Lake 控制
台。

如果您已在 AWS Organizations 中创建组织，则可以创建组织事件数据存储，用于记录该组织中所有 AWS 
账户的所有事件。组织事件数据存储可以应用于所有 AWS 区域或当前区域。组织事件数据存储必须在管理
账户或委托管理员账户中创建，并且在指定为应用于某个组织时，事件数据存储将自动应用于该组织中的所
有成员账户。成员账户无法查看组织事件数据存储，也无法对其进行修改或删除。默认情况下，成员账户无
权访问组织事件数据存储的日志文件，也不能对组织事件数据存储进行查询。组织事件数据存储不能用于收
集来自 AWS 外部的事件。

有关使用 CloudTrail Lake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本指南使用 AWS CloudTrail Lake (p. 149)中的更多信息。

CloudTrail 小径
您还可以创建 CloudTrail 跟踪，以存档、分析和响应您的AWS资源中的更改。跟踪可以记录 CloudTrail 管理
事件、数据事件和 Insights 事件。

跟踪是一种配置，可用于将事件传送到您指定的 Amazon S3 存储桶。您还可以使用 Amazon Logs 和 
Amazon Logs 和 Amazon 传 CloudWatch 送和分析跟踪中的事件 EventBridge。您可以使用 CloudTrail 控制
台AWS CLI、或 CloudTrail API 创建跟踪。

您可为 AWS 账户创建两种类型的跟踪：

一条适用于所有区域的路线

当您创建一个应用于所有区域的跟踪时，将 CloudTrail 记录每个区域中的事件，并将 CloudTrail 事件
日志文件传输到您指定的 S3 存储桶。如果在创建适用于所有区域的跟踪之后添加了一个区域，则该
新区域将自动包括在内，并记录该区域中的事件。推荐的最佳实践是创建多区域跟踪，因为您记录账
户中的所有区域中的活动。您使用 CloudTrail 控制台创建的所有跟踪都是多区域的。您可以使用将单
区域跟踪更新为记录所有区域AWS CLI。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在控制台中创建跟踪（基本事件选择
器） (p. 76) 和 将应用到一个区域的跟踪转换为应用到所有区域 (p.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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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一个区域的路线

当您创建一个应用于一个区域的跟踪时，仅 CloudTrail 记录该区域中的事件。然后它将 CloudTrail 事
件日志文件传送到您指定的 Amazon S3 存储桶。您只能使用创建单区域跟踪AWS CLI。如果您创建其
他单个跟踪，可以让这些跟踪将 CloudTrail 事件日志文件传送到同一个 Amazon S3 存储桶或单独的存
储桶。这是使用AWS CLI或 CloudTrail API 创建跟踪时的默认选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创建、更新和管理跟踪记录 (p. 94)：

Note

对于这两种类型的跟踪，您可以在任何区域中指定 Amazon S3 存储桶。

从 2019 年 4 月 12 日开始，跟踪记录记录只能在其记录事件的AWS区域中查看。如果您创建记录所有 AWS 
区域中事件的跟踪，则它会显示在所有 AWS 区域的控制台中。如果您创建仅记录单个 AWS 区域中事件的
日志，则可以在该 AWS 区域中查看和管理它。

如果您已在 AWS Organizations 中创建组织，则可以创建组织跟踪，用于记录该组织中所有 AWS 账户的所
有事件。组织跟踪可以应用于所有AWS区域或当前区域。组织跟踪必须在管理账户或委托管理员账户中创
建，并且在指定为应用于某个组织时，组织跟踪将自动应用于该组织中的所有成员账户。成员账户可以查看
组织跟踪，但无法对其进行修改或删除。默认情况下，成员账户无权访问 Amazon S3 存储桶中组织跟踪的
日志文件。

创建跟踪后，您可以更改跟踪的配置，包括它是在一个区域还是所有区域中记录事件。要将单区域跟踪更改
为全区域跟踪，或者相反，必须运行AWS CLIupdate-trail (p. 97)命令。您还可以更改记录数据事件还是 
CloudTrail Insights 事件。更改跟踪是在一个区域还是在所有区域中记录事件会影响记录哪些事件。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阅 使用 AWS CLI 管理跟踪记录 (p. 99) (AWS CLI) 和 使用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p. 220)。

默认情况下，将使用 Amazon S3 服务器端加密 (SSE) 对来自跟踪中的 CloudTrail 事件日志文件进行加密。
您还可以选择使用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AWS KMS) 密钥加密您的日志文件。您可以将日志文件
在 存储桶中存储任意长的时间。您也可以定义 Amazon S3 生命周期规则以自动存档或删除日志文件。如果
您想接收有关日志文件传送和验证的通知，可以设置 Amazon SNS 通知。

CloudTrail 一小时内会多次发布日志文件，约每 5 分钟发布一次。这些日志文件包含账户中来自支持 
CloudTrail 的服务的 API 调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Note

CloudTrail 通常会在 API 调用后平均大约 5 分钟内传输日志。此时间并不能得到保证。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服务等级协议。
CloudTrail 捕获由用户直接执行或通过AWS服务代表用户执行的操作。例如，AWS 
CloudFormation CreateStack 调用会导致对 Amazon EC2、Amazon RDS、Amazon EBS 或其
他服务进行其他的 API 调用（根据 AWS CloudFormation 模板的要求）。这是正常的，也是预期的
行为。您可以使用 E CloudTrail vent 中的invokedby字段确定操作是否由AWS服务执行。

CloudTrail 频道
CloudTrail 支持两种类型的通道：

适用于 CloudTrail Lake 与外部事件源集成的通道AWS

CloudTrail La CloudTrail ke 使用通道将来自协协协AWS CloudTrail 在创建通道时，您可以选择一个或
多个事件数据存储，用于存储来自通道来源的事件。只要将目标事件数据存储设置为记录活动事件，
即可根据需要更改通道的目标事件数据存储。当您为来自外部合作伙伴的活动创建通道时，您需要向
合作伙伴或来源应用程序提供通道 ARN。附加到该通道的资源策略允许来源通过该通道传输事件。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CloudTrail API 参考》中的 创建与 AWS 外部事件源的集成 (p. 162) 和
CreateChannel。

服务相关通道

AWS服务可以创建服务相关通道以代表您接收 CloudTrail 事件。创建AWS服务相关通道的服务为该通
道配置高级事件选择器，并指定该通道是适用于所有区域还是适用于单个区域。

版本 1.0
3

http://aws.amazon.com/cloudtrail/sla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cloudtrail/latest/APIReference/API_CreateChannel.html


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
CloudTrail 工作流程

使用AWS CLI，您可以查看有关由AWS服务创建的任何 CloudTrail 服务相关通道的信息。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 使用 AWS CLI 查看 CloudTrail 的服务相关通道 (p. 146)。

CloudTrail 工作流程
查看 AWS 账户的事件历史记录

您可以通过 CloudTrail CloudTrail 控制台或使用查看和搜索过去 90 天记录的事件AWS CLI。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阅使用事件历史记录查看 CloudTrail 事件 (p. 50)：

下载事件

您可以下载 CSV 或 JSON 文件，其中包含您的 AWS 账户过去 90 天的 CloudTrail 事件。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 下载事件 (p. 54) 或 下载见解事件 (p. 67)。

支持 L CloudTrail ake

CloudTrail Lake 允许您对来自来源和外部AWS来源的事件运行基于 SQL 的精细查询AWS。事件被聚合
到事件数据存储，是基于您通过应用高级事件选择器 (p. 242)选择的条件的不可变的事件集合。您可以
在事件数据存储中保存事件数据长达七年。 CloudTrail Lake 是审计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可帮助您执行安
全调查和故障排除。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WS CloudTrail Lake (p. 149)：

将跟踪事件复制到 CloudTrail Lake

您可以将现有跟踪事件复制到 CloudTrail Lake 数据存储中，以创建记录到跟踪的事件 point-in-time 快
照。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将跟踪事件复制到 CloudTrail Lake (p. 133)：

将 CloudTrail 湖查询结果保存到 Amazon S3 存储桶

运行查询时，您可以将查询结果保存到 S3 存储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运行查询并保存查询结
果 (p. 185)：

下载已保存的查询结果

您可以下载包含已保存的 La CloudTrail ke 查询结果的 CSV 文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下载 
CloudTrail Lake 保存的查询结果 (p. 188)：

创建跟踪

通过跟踪记录，可 CloudTrail 将日志文件传送至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默认情况下，在
控制台中创建跟踪记录时，此跟踪记录应用于所有区域。此跟踪在 AWS 分区中记录所有区域中的
事件，并将日志文件传送至您指定的 S3 存储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为您的 AWS 账户 创建跟
踪 (p. 75)。

创建并订阅 Amazon SNS 主题

订阅主题以接收有关将日志文件传送至您的存储桶的通知。Amazon SNS 可通过多种方式通知您，
包括使用 Amazon Simple Queue Service 以编程方式通知您。有关信息，请参阅 为 CloudTrail 配置 
Amazon SNS 通知 (p. 140)。

Note

如果您要接收有关从所有区域传输日志文件的 SNS 通知，请为您的跟踪仅指定一个 SNS 主
题。如果要以编程方式处理所有事件，请参阅 使用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p. 319)。

查看您的日志文件

使用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检索日志文件。有关信息，请参阅 获取并查看您的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p. 138)。

管理用户权限

使用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管理哪些用户有权创建、配置或删除跟踪记
录、启动和停止日志记录，以及访问包含日志文件的存储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控制的用户权限 
CloudTrail (p.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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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loudWatch 日志监控事件

您可以将跟踪 CloudWatch 记录配置为将事件发送到 Logs。然后，您可以使用 CloudWatch Logs 监控
账户中的特定 API 调用和事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mazon Logs 监控 CloudTrail CloudWatch 
日志文件 (p. 263)：

Note

如果您将应用于所有区域的跟踪配置为将事件发送到 Lo CloudWatch gs 日志组，则会将所有区
域中的事件都 CloudTrail 发送到单个日志组。

记录管理和数据事件

将您的跟踪记录配置为记录只读、只写或所有管理和数据事件。默认情况下，跟踪记录会记录管理事
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p. 220)：

记录 CloudTrail 见解事件

将跟踪记录配置为记录见解事件，以帮助您识别和应对与 write 管理 API 调用相关的异常活动。如果
您的跟踪记录配置为记录只读管理事件或不记录管理事件，则无法启用 CloudTrail 见解事件日志记录。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记录跟踪记录的见解事件 (p. 254)：

启用日志加密

日志文件加密为您的日志文件提供额外的安全层。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通过AWS KMS密( SSE-KMS) 
加密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p. 374)：

启用 日志文件完整性

日志文件完整性验证可帮助您验证日志文件在 CloudTrail 传送后是否一直保持不变。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验证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完整性 (p. 302)：

与其他 AWS 账户共享日志文件

您可以在账户之间共享日志文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AWS账户之间共享 CloudTrail 日志文
件 (p. 293)：

聚合多个账户中的日志

您可以将多个账户中的日志文件聚合到单个存储桶中。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从 CloudTrail 多个账户中
接收 (p. 286)：

注册委托管理员来管理贵组织的 CloudTrail 资源

您可以注册委托管理员来管理贵组织的 CloudTrail跟踪和事件数据存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组织的
委托管理员 (p. 329)：

使用合作伙伴解决方案

使用集成的合作伙伴解决方案来分析您的 CloudTrail 输出 CloudTrail。合作伙伴解决方案提供了一组广
泛的功能，例如，更改跟踪、故障排除和安全分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合作伙伴
页面。

CloudTrail 概念
本部分汇总了与相关的基本概念 CloudTrail。

目录
• 什么是 CloudTrail 事件？ (p. 6)

• 什么是管理事件？ (p. 6)
• 什么是数据事件？ (p. 7)
• 什么是见解事件？ (p. 9)

• 什么是 CloudTrail 事件历史记录？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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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跟踪记录？ (p. 10)
• 什么是组织跟踪记录？ (p. 10)
• 如何管理 CloudTrail？ (p. 10)

• CloudTrail 控制台 (p. 10)
• CloudTrail CLI (p. 11)
• CloudTrail API (p. 11)
• AWS 软件开发工具包 (p. 11)
• 为什么要对跟踪记录使用标签？ (p. 11)

• 如何控制访问 CloudTrail？ (p. 11)
• 您如何记录管理和数据事件？ (p. 11)
• 如何记录 CloudTrail 见解事件？ (p. 11)
• 如何对记录的事件运行复杂的查询 CloudTrail？ (p. 11)
• 如何执行监控 CloudTrail？ (p. 12)

• CloudWatch 日志 EventBridge、和 CloudTrail (p. 12)
• 在区域 CloudTrail 和全球范围如何工作？ (p. 12)

• 将跟踪应用到所有区域有什么好处？ (p. 12)
• 将一个跟踪应用到所有区域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p. 12)
• 每区域多个跟踪记录 (p. 13)
• AWS Security Token Service和 CloudTrail (p. 13)

• 全球服务事件 (p. 13)
• 与其他AWS监控服务有何 CloudTrail 关系？ (p. 14)
• 合作伙伴解决方案 (p. 14)

什么是 CloudTrail 事件？
中的事件 CloudTrail 是AWS账户中的活动的记录。此活动可以是 IAM 身份所执行的操作，也可以是可监控
的服务 CloudTrail。 CloudTrail 事件提供通过、AWS开发工具包、命令行工具和其他AWS服务执行AWS 
Management Console的 API 和非 API 账户活动的历史记录。有三类事件可以记录 CloudTrail：管理事件、
数据事件和 CloudTrail 见解事件。默认情况下，跟踪记录将记录管理事件，但不记录数据事件或见解事件。

所有事件类型都使用 CloudTrail JSON 日志格式。
Note

CloudTrail 不记录所有AWS服务和所有事件。有关会为某项特定服务记录哪些 API 的更多信息，请
参阅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中有关该服务的文档。

什么是管理事件？
管理事件提供有关对在您 AWS 账户内的资源上执行的管理操作的信息。这些也称为控制层面操作。示例管
理事件包括：

• 配置安全性（例如，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AttachRolePolicy API 操作）。
• 注册设备（例如，Amazon EC2 CreateDefaultVpc API 操作）。
• 配置传送数据的规则（例如，Amazon EC2 CreateSubnet API 操作）。
• 设置日志记录（例如，AWS CloudTrail CreateTrail API 操作）。

管理事件还包括在您的账户中发生的非 API 事件。例如，当用户登录您的账户时，将ConsoleLogin事件 
CloudTrail 记录下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捕获的非 API 事件 CloudTrail (p. 417)：有关 CloudTrail 记录
AWS服务的管理事件列表，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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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数据事件？
数据事件提供有关对在资源上或资源内执行的资源操作的信息。这些也称为数据层面操作。数据事件通常是
高容量活动。

下表显示了可用于跟踪和事件数据存储的数据事件类型。数据事件类型（控制台）列显示控制台中
的相应选择。Resources. Type 列显示您为在跟踪或事件数据存储中包含该类型的数据事件而指定
的resources.Type值。

对于跟踪，您可以使用基本或高级事件选择器记录 Amazon S3 存储桶和存储桶对象、Lambda 函数和 
DynamoDB 表的数据事件（如表的前三行所示）。只能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来记录剩余行中显示的数据事件
类型。

对于事件数据存储，您只能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来包含数据事件。

AWS 服务 描述 数据事件类型
（控制台）

资源类型

Amazon 
DynamoDB

表上的 Amazon 
DynamoDB 对象
级 API 活动（例
如，PutItem、DeleteItem
和 UpdateItem API 操
作）。有关 DynamoDB 
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中的 DynamoDB 数据
面板事件 CloudTrail。

DynamoDB AWS::DynamoDB::Table

AWS Lambda AWS Lambda 函数执行
活动 (Invoke API)。

Lambda AWS::Lambda::Function

Amazon S3 存储桶和存储桶
@@ 中的对象上
的 Simple Storage 
ServGetObject
ice（Amazon S3）对象
级PutObject API 活
动（例如，、和 API 操
作）。DeleteObject

S3 AWS::S3::Object

AWS 
CloudTrail

CloudTrail
PutAuditEventsCloudTrail
湖泊频道 (p. 162)上的
活动，用于记录来自外
部的事件AWS。

CloudTrail AWS::CloudTrail::Channel

Amazon 
Cognito

Amazon Cognito 身份
池上的Amazon Cognito 
API 活动。

Cognito 身份池 AWS::Cognito::IdentityPool

Amazon 
DynamoDB

流上的 Amazon 
DynamoDB API 活动。

DynamoDB 
Streams

AWS::DynamoDB::Stream

Amazon Elastic 
Block Store

Amazon Elastic 
Block Store (EBS)
直接 API，例如 
Amazon EBS 快照上的
PutSnapshotBlock、GetSnapshotBlock

Amazon EBS 
直接 API

AWS::EC2::Snap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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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服务 描述 数据事件类型
（控制台）

资源类型

和
ListChangedBlocks。

Amazon 
FinSpace

Amazon FinSpace环境
上的 API 活动。

FinSpace AWS::FinSpace::Environment

AWS Glue AWS Glue针对 Lake 
Formation 创建的表的 
API 活动。

Note

目前，表的 
AWS Glue 数据
事件仅在以下区
域受支持：

• 美国东部（弗
吉尼亚州北
部）

• 美国东部（俄
亥俄州）

• 美国西部（俄
勒冈州）

• 欧洲（爱尔
兰）

• 亚太地区（东
京）区域

Lake Formation AWS::Glue::Table

亚马逊 
GuardDuty

探测器的亚马逊 
GuardDuty API 活动。

GuardDuty 探
测器

AWS::GuardDuty::Detector

Amazon 
Kendra 
Intelligent 
Ranking

Amazon Kendra 智能排
名 API 关于重新评分执
行计划的活动。

Kendra 排名 AWS::KendraRanking::ExecutionPlan

Amazon 
Managed 
Blockchain

Amazon Man
aged Blockchain 
h_RPC 调用，例
如eth_getBalance或eth_getBlockByNumber。

Managed 
Blockchain

AWS::ManagedBlockchain::Node

亚马逊 
SageMaker

针对功能存储 
SageMaker 的 Amazon 
API 活动。

SageMaker 
feature store

AWS::SageMaker::FeatureGroup

亚马逊 
SageMaker

关于实验试验组件的亚
马逊 SageMaker API 活
动。

SageMaker 指
标实验试验组件

AWS::SageMaker::ExperimentTrialComponent

Amazon S3 接入点上的 Amazon S3 
API 活动。

S3 访问点 AWS::S3::Access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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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CloudTrail 事件历史记录？

AWS 服务 描述 数据事件类型
（控制台）

资源类型

Amazon S3 Amazon S3 对象 
Lambda 接入点 
API 活动，例如调
用CompleteMultipartUpload和GetObject。

S3 Object 
Lambda

AWS::S3ObjectLambda::AccessPoint

Amazon S3 on 
Outposts

Si@@ mple S3 on Out
posts 对象级 API 活动。

S3 S3 Outposts AWS::S3Outposts::Object

默认情况下，在您创建跟踪或事件数据存储时，未记录数据事件。要记录 CloudTrail 数据事件，您必须明确
添加要为其收集活动的受支持的资源或资源类型。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创建跟踪 (p. 76) 和 为事件创建
事件数据存 CloudTrail储 (p. 151)。

记录数据事件将收取额外费用。有关 CloudTrail 定价，请参阅AWS CloudTrail定价。

什么是见解事件？
CloudTrail 通过分析 CloudTrail 管理活动，见解事件会捕获您AWS账户中异常的 API 调用率或错误率活动。
如果已启用见解事件并 CloudTrail 检测到异常活动，见解事件将记录到跟踪的目标 S3 存储桶中的不同文件
夹或前缀中。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上查看见解事件时，您还可以查看见解的类型和事件时间段。Insights 事
件提供相关信息，例如关联的 API、错误代码、事件时间和统计数据，以帮助您了解异常活动并对其采取措
施。与 CloudTrail 跟踪记录中捕获的其他类型的事件不同，仅在 CloudTrail 检测到账户的 API 使用情况或错
误率记录的变化与账户的典型使用模式有显著差异时，才会记录 Insights 事件。可能生成见解事件的活动的
示例包括：

• 您的账户通常每分钟记录不超过 20 次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deleteBucket API 调
用，但是您的账户一开始就平均每分钟记录 100 次 deleteBucket API 调用。在异常活动开始时记录一
个见解事件，并记录另一个见解事件以标记异常活动的结束。

• 您的账户通常每分钟记录 20 次对 Amazon EC2 AuthorizeSecurityGroupIngress API 的调用，但
是您的账户开始记录对 AuthorizeSecurityGroupIngress 的零次调用。在异常活动开始时记录一个
见解事件，10 分钟后，当异常活动结束时，将记录另一个见解事件以标记异常活动的结束。

• 您的账户七天内对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API、DeleteInstanceProfile 记录的
AccessDeniedException 错误通常不到一个。你的账户开始对 DeleteInstanceProfile API 调用
每分钟平均记录 12 个 AccessDeniedException 错误。在异常错误率活动开始时记录一个 Insights 事
件，并记录另一个 Insights 事件以标记异常活动的结束。

这些示例仅用于说明用途。根据您的使用案例，您的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

默认情况下，在您创建跟踪时，见解事件处于禁用状态。要记录 CloudTrail Insights 事件，必须在新的或现
有的跟踪上显式启用见解事件收集，并且跟踪必须记录 CloudTrail 管理事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创建跟
踪 (p. 76) 和 记录跟踪记录的见解事件 (p. 254)。

记录 CloudTrail 见解事件将收取额外费用。有关 CloudTrail 定价，请参阅AWS CloudTrail定价。

什么是 CloudTrail 事件历史记录？
CloudTrail 事件历史记录提供过去 90 天 CloudTrail 管理事件的可查看、可搜索、可下载和不可更改记录
AWS 区域。您可以使用此历史记录了解您的 AWS 账户在 AWS Management Console、AWS 开发工具包、
命令行工具和其他 AWS 服务中执行的操作。您可以通过选择要显示的列来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自定义事
件历史记录的视图。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事件历史记录查看 CloudTrail 事件 (p.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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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跟踪记录？

什么是跟踪记录？
跟踪是一种配置，可用于将 CloudTrail 事件传送到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 
CloudWatch 日志和 Amazon EventBridge。您可以使用跟踪来筛选您希望传送 CloudTrail 的事件，使用
AWS KMS密钥加密 CloudTrail 事件日志文件，并设置日志文件传送的 Amazon SNS 通知。有关如何创建和
管理跟踪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为您的 AWS 账户 创建跟踪 (p. 75)。

什么是组织跟踪记录？
组织跟踪是一种配置，可以将AWS Organizations组织内的管理账户、委托管理员账户和所有成员账户中的 
CloudTrail 事件传送到同一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 CloudWatch Logs 和 Amazon 
EventBridge。创建组织跟踪可帮助您为组织定义统一的事件记录策略。

当您创建组织跟踪时，将在属于您的组织的每个 AWS 账户中创建具有您所指定名称的跟踪。成员账户中拥
有 CloudTrail 权限的用户在从其 AWS 账户登录 AWS CloudTrail 控制台时，或者当他们运行 describe-
trails 等 AWS CLI 命令时，将能够看到此跟踪（包括跟踪 ARN）（不过成员账户在使用 AWS CLI 时必
须使用组织跟踪的 ARN，而不是名称）。但是，成员账户中的用户将没有足够的权限删除组织跟踪、启用和
关闭日志记录、更改要记录的事件类型，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更改组织跟踪。有关 AWS Organizations 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 Organizations 术语和概念。有关创建和使用组织跟踪记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为组织创建跟
踪 (p. 121)。

如何管理 CloudTrail？
CloudTrail 控制台
您可以通过AWS CloudTrail 控制台使用和管理该服务。此控制台提供了用于执行许多 CloudTrail 任务的用户
界面，这些任务包括：

• 查看您的 AWS 账户的近期事件和事件历史记录。
• 下载过去 90 天事件的已筛选或完整文件。
• 创建和编辑 CloudTrail 跟踪记录。
• 创建和编辑 CloudTrail Lake 事件数据存储。
• 对事件数据存储运行查询。
• 配置 CloudTrail 跟踪记录，包括：

• 选择用于跟踪的 Amazon S3 存储桶。
• 设置前缀。
• 配置至 CloudWatch Logs 的传输。
• 使用 AWS KMS 密钥对跟踪数据进行加密。
• 为跟踪上的日志文件传送启用 Amazon SNS 通知。
• 为跟踪记录添加和管理标签。

• 配置 CloudTrail Lake 事件数据存储，包括：
• 将事件数据存储与 CloudTrail 合作伙伴或您自己的应用程序集成，以记录来自外部来源的事件AWS。
• 使用 AWS KMS 密钥对事件数据存储数据进行加密。
• 为您的事件数据存储添加和管理标签。

从 2019 年 4 月 12 日开始，跟踪记录只能在其记录事件的 AWS 区域中查看。如果您创建记录所有 AWS 区
域中事件的跟踪，则它会显示在所有 AWS 区域的控制台中。如果您创建仅记录单个 AWS 区域中事件的日
志，则可以在该 AWS 区域中查看和管理它。

有关 AWS Management Console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Management Cons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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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控制访问 CloudTrail？

CloudTrail CLI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是一个可用于 CloudTrail 从命令行交互的统一工具。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用户指南。有关 CloudTrail CLI 命令的完整列表，请参阅可用命令。

CloudTrail API
除了控制台和 CLI 之外，您还可以使用 CloudTrail RESTful API 来 CloudTrail 直接进行编程。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API 参考。

AWS 软件开发工具包
作为使用 CloudTrail API 的替代方案，您可以使用某个AWS软件开发工具包。每个软件开发工具包均包含
适用于各种编程语言和平台的库和示例代码。这些开发工具包提供了一种简便方法，以使用编程方式访问 
CloudTrail。例如，您可以使用开发工具包以加密方式对请求进行签名，管理错误并自动重试请求。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阅用于 Amazon Web Services 的工具页面。

为什么要对跟踪记录使用标签？
标签是客户定义的键和可选值，它们可以分配给AWS资源，例如 CloudTrail 跟踪记录、用于存储 CloudTrail 
日志文件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AWS Organizations组织和组织单位等等。通过
将相同的标签添加到跟踪和您用于存储跟踪记录的日志文件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
桶，您可以更轻松地通过 AWS Resource Groups 管理、搜索和筛选这些资源。您可以实施标记策略以帮助
您持续、高效且轻松地查找和管理您的资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标记策略。

如何控制访问 CloudTrail？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是一项 Web 服务，Amazon Web Services (AWS) 客户可使用此服务
安全地控制对AWS资源的访问。使用 IAM，您可以集中管理控制用户可访问哪 CloudTrail 些资源的权限。有
关控制用户权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控制的用户权限 CloudTrail (p. 142)。

您如何记录管理和数据事件？
默认情况下，跟踪记录将记录 AWS 账户的管理事件，但不包含数据事件。您可以选择创建或更新跟踪记录
以记录数据事件。只有与您的跟踪设置匹配的事件才会传送到 Amazon S3 存储桶，也可以传送到 Amazon 
Lo CloudWatch gs 日志组。如果事件与跟踪设置不匹配，则跟踪不会记录事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p. 220)：

如何记录 CloudTrail 见解事件？
AWS CloudTrail 通过持续分析 CloudTrail 管理事件，见解帮助AWS用户识别和应对异常的 API 调用量或针
对 API 调用记录的错误。Insights 事件是异常级别的 write 管理 API 活动，或管理 API 活动返回的异常错
误级别。见解事件的详细信息页面将事件显示为异常活动的图表，并显示异常活动的开始和结束时间，以及
用于确定活动是否异常的基准。默认情况下，跟踪不记录 CloudTrail 见解事件。在控制台中，您可以选择在
创建或更新跟踪时记录见解事件。在使用 CloudTrail API 时，您可以通过使用PutInsightSelectors API 编辑
现有跟踪的设置来记录见解事件。记录 CloudTrail 见解事件将收取额外费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记录跟
踪记录的见解事件 (p. 254) 和 AWS CloudTrail 定价。

如何对记录的事件运行复杂的查询 CloudTrail？
CloudTrail Lake 允许您对事件运行基于 SQL 的精细查询，并记录来自外部AWS源的事件，包括来自您自己
的应用程序和与之集成的合作伙伴的事件 CloudTrail。您不需要在账户中配置跟踪记录即可使用 CloudTrail 
Lake。事件数据存储是基于您通过应用高级事件选择器 (p. 242)所选择的标准的不可改变的事件集合。您
可以在事件数据存储中保存事件数据长达七年。您可以保存 Lake 查询以供将来使用，并查看最多七天的查
询结果。您还可以将查询结果保存到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存储桶中。 CloudTrail Lake 还可以将

版本 1.0
11

https://docs.aws.amazon.com/cli/latest/userguide/
https://docs.aws.amazon.com/cli/latest/reference/cloudtrail/index.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cloudtrail/latest/APIReference/
http://aws.amazon.com/tools/
https://docs.aws.amazon.com/ARG/latest/userguide/
http://aws.amazon.com/answers/account-management/aws-tagging-strategies/
http://aws.amazon.com/cloudtrail/pricing/


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
如何执行监控 CloudTrail？

中企业的事件存储AWS Organizations在事件数据存储中，或者存储来自多个区域和账户的事件。 CloudTrail 
Lake 是审计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可以帮助您执行安全调查和故障排除。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WS 
CloudTrail Lake (p. 149)：

如何执行监控 CloudTrail？
CloudWatch 日志 EventBridge、和 CloudTrail
Amazon CloudWatch 是一种 Web 服务，可以收集和跟踪指标以监控您的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资
源和在上运行的应用程序AWS。Amazon CloudWatch Logs 是一 CloudWatch 项专门用来监控日志数据的功
能。与 CloudWatch Logs 集成 CloudTrail 允许将您AWS账户中包含 API 活动的事件发送到 Lo CloudWatch 
gs 日志组。 CloudTrail 发送到 CloudWatch Logs 的事件可以根据您定义的指标筛选条件触发警报。（可
选）您可以配置 CloudWatch 警报来发送通知或基于指标筛选条件提取的日志流事件来更改所监控的资源。
通过使用 CloudWatch 日志，您还可以跟踪 CloudTrail 事件以及从操作系统、应用程序或其他AWS服务发送
到 CloudWatch Logs 的事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mazon Logs 监控 CloudTrail CloudWatch 日志
文件 (p. 263)：

Amazon EventBridge 是一种AWS服务，可提供几乎实时的系统事件流，这些事件描述AWS资源的更改。在
中 EventBridge，您可以创建响应由记录的事件的规则 CloudTrail。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亚马逊中创建规
则 EventBridge。

您可以将跟踪上订阅的事件（包括见解事件）传输到 EventBridge 和 CloudWatch 日志。使用 EventBridge 
控制台创建规则时，选择AWS API Call via CloudTrail事件类型以交付 CloudTrail 管理或数据事件，
或者选择用于交付 Insights 事件。AWS Insight via CloudTrail

发送到 Lo CloudWatch gs 的数据或 EventBridge 要求您至少有一个跟踪。 CloudTrail 有关如何创建和管理
跟踪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跟踪 (p. 76)。

在区域 CloudTrail 和全球范围如何工作？
跟踪可适用于所有区域或单个区域。最佳实践是创建应用到您工作所在的 AWS 分区中所有区域的跟踪。当
您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创建跟踪时，这是默认设置。

Note

启用跟踪表示您创建一个跟踪并开始将 CloudTrail 事件日志文件传送到 Amazon S3 存储桶。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当您创建跟踪时会自动启用日志记录。

将跟踪应用到所有区域有什么好处？
应用到所有 AWS 区域的跟踪具有以下好处：

• 跟踪的配置设置一致地应用到所有 AWS 区域。
• 您可以在单个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中（或者，在 CloudWatch 日志组中）接收

来自所有AWS区域 CloudTrail 的事件。
• 从一个位置管理所有 AWS 区域的跟踪配置。
• 您将立即从新的 AWS 区域接收事件。当启动新的AWS区域时，会在新区域中使用与原始跟踪相同的设置 

CloudTrail 自动为您创建所有区域跟踪记录的副本。
• 您不需要在不常用来监控异常活动的 AWS 区域中创建跟踪记录。任何 AWS 区域中的任何活动都会记录

到应用于所有 AWS 区域的跟踪中。

将一个跟踪应用到所有区域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将一个跟踪记录应用到所有AWS区域时， CloudTrail 将根据您在特定区域创建的跟踪记录，在您账户中的所
有其他区域中创建配置完全相同的跟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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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服务事件

这有以下影响：

• CloudTrail 将所有AWS区域中的账户活动的日志文件都传送到您指定的单个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并且可选择传输到 Lo CloudWatch gs 日志组。

• 如果您为跟踪配置了 Amazon SNS 主题，则会将有关所有 AWS 区域中的日志文件传送的 SNS 通知发送
到此单个 SNS 主题。

• 如果启用了该项，则将在所有 AWS 区域为该跟踪启用日志文件完整性验证。有关信息，请参阅 验证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完整性 (p. 302)。

无论跟踪是多区域还是单区域，发送到 Amazon 的事件都是在每个区域 EventBridge 的事件总线中接收的，
而不是在单个事件总线中接收的。

每区域多个跟踪记录
如果您拥有不同但相关的用户组，例如开发人员、安全人员和 IT 审计人员，您可以为每个区域创建多个跟踪
记录。这可使每个组均接收各自的日志文件副本。

CloudTrail 对每个区域最多支持五条跟踪记录。应用到所有 AWS 区域的跟踪在每个区域都计一次跟踪计
数。

以下示例是具有五条跟踪记录的区域：

• 您在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北部）区域创建了两个仅适用于此区域的跟踪记录。
• 您在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北部）区域创建了另外两个适用于所有 AWS 区域的跟踪记录。
• 您在亚太地区（悉尼）区域创建了一个适用于所有 AWS 区域的跟踪。此跟踪也作为美国西部（加利福尼

亚北部）区域中的跟踪存在。

跟踪记录出现在各自所在的 AWS 区域中。记录所有 AWS 区域中的事件的跟踪记录出现在每个区域中。您
可以在 CloudTrail 控制台的 Trail（跟踪）页面中查看AWS区域中的跟踪列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更新跟
踪 (p. 86)：有关 CloudTrail 定价，请参阅AWS CloudTrail定价。

AWS Security Token Service和 CloudTrail
AWS Security Token Service(AWS STS) 是一项具有全球性终端节点并且也支持区域特定终端节
点的服务。终端节点是作为 Web 服务请求入口点的 URL。例如，https://cloudtrail.us-
west-2.amazonaws.com 是 AWS CloudTrail 服务在美国西部（俄勒冈）区域的入口点。区域性终端节点
可帮助减少应用程序中的延迟。

当您使用AWS STS特定区域的终端节点时，该区域中的跟踪仅传送在该区域发生AWS STS的事件。例如，
如果您使用终端节点 sts.us-west-2.amazonaws.com，则 us-west-2 中的跟踪仅传输源自 us-west-2 的 
AWS STS 事件。有关 AWS STS 区域终端节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在 AWS 区域中激活
和停用 AWS STS。

有关 AWS 区域性终端节点的完整列表，请参阅 AWS 中的 AWS 一般参考 区域和终端节点。有关来自全局 
AWS STS 终端节点的事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全球服务事件 (p. 13)。

全球服务事件
Important

自 2021 年 11 月 22 日起，AWS CloudTrail更改了跟踪全球服务事件的方法。现在， 
CloudFront、IAM 和AWS STS创建的事件记录在创建它们的区域中，即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
区域 us-east-1。 CloudTrail这使这些服务的处理与其他AWS全球服务的处理保持一致。
要继续接收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以外的全球服务事件，请务必将使用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
部）以外全球服务事件的单区域跟踪转换为多区域跟踪。还要更新查找事件 API 调用的区域以查
看全球服务事件。有关使用 CLI 来更新或创建全球服务事件的跟踪记录以及更新查找事件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使用查看 CloudTrail 事件AWS CLI (p. 55)和使用 update-trail (p.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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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AWS监控服务有何 CloudTrail 关系？

对于大多数服务，事件被记录在发生操作的区域。对于全球服务，例如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AWS STS、和 Amazon CloudFront，事件将传送到包含全球服务的任何跟踪。

对于大多数全球服务，事件记录为发生在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区域，但有些全球服务事件记录为发生
在其他区域，例如美国东部（俄亥俄）区域或美国西部（俄勒冈）区域。

要避免接收重复的全球服务事件，请注意：

• 默认情况下，全球服务事件传输到使用 CloudTrail 控制台创建的跟踪中。事件传输到跟踪的存储桶中。
• 如果您有多个单区域跟踪记录，可考虑将跟踪配置为只在其中一个跟踪记录中传输全球服务事件。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启用和禁用全球服务事件记录 (p. 98)：
• 如果您将跟踪的配置从记录所有区域更改为记录单个区域，则会自动关闭该跟踪的全局服务事件日志记

录。同样，如果您将跟踪的配置从记录单个区域更改为记录所有区域，则会自动为该跟踪开启全局服务事
件日志记录。

有关更改跟踪的全球服务事件日志记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启用和禁用全球服务事件记录 (p. 98)。

示例：

1. 您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创建了一个跟踪。默认情况下，此跟踪将记录全球服务事件。
2. 您有多个单区域跟踪记录。
3. 您不需要为单区域跟踪记录包含全球服务。全球服务事件会提交给第一个跟踪。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使用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创建、更新和管理跟踪记录 (p. 94)：

Note

在使用AWS CLI、AWS开发工具包或 CloudTrail API 创建或更新跟踪时，您可以指定是包括还是排
除跟踪记录的全球服务事件。您不能从 CloudTrail 控制台中配置全球性服务事件日志记录。

与其他AWS监控服务有何 CloudTrail 关系？
CloudTrail 将另一个维度添加到已由提供的监控功能AWS。它不会更改或替换您可能已在使用的日志记录
功能，例如用于 Amazon S3 或 Amazon CloudFront 订阅的功能。Amazon CloudWatch 侧重于性能监控
和系统运行状况。 CloudTrail 侧重于 API 活动。尽管 CloudTrail 不报告系统性能或运行状况，但您可以 
CloudTrail 与 CloudWatch 警报结合使用，从而获得您可能感兴趣的活动的通知。

合作伙伴解决方案
AWS与日志记录和分析方面的第三方专家协作以提供使用 CloudTrail 输出的解决方案。欲了解更多信息，请
访问 CloudTrail 详情页面，网址为AWS CloudTrail。

CloudTrail 支持的地区
区域名称 区域 端点 协议 AWS 账户 ID 支持日期

美国东部
（弗吉尼亚
州北部）

us-east-1 cloudtrail.us-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086441151436 11/13/2013

US East 
(Ohio)

us-east-2 cloudtrail.us-
east-2.amazonaws.com

HTTPS 475085895292 10/1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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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Trail 支持的地区

区域名称 区域 端点 协议 AWS 账户 ID 支持日期

美国西部
（北加利福
尼亚）

us-west-1 cloudtrail.us-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388731089494 05/13/2014

美国西部
（俄勒冈
州）

us-west-2 cloudtrail.us-
west-2.amazonaws.com

HTTPS 113285607260 11/13/2013

Canada 
(Central)

ca-
central-1

cloudtrail.ca-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819402241893 12/08/2016

非洲（开普
敦）

af-south-1 cloudtrail.af-
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525921808201 2020 年 4 
月 22 日

亚太地区
（香港）

ap-east-1 cloudtrail.ap-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119688915426 04/24/2019

亚太地区
（孟买）

ap-south-1 cloudtrail.ap-
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977081816279 06/27/2016

亚太地区
（海得拉
巴）

ap-south-2 cloudtrail.ap-
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582488909970 11/22/2022

亚太地区
（东京)

ap-
northeast-1

cloudtrail.ap-
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216624486486 06/30/2014

亚太地区
（首尔）

ap-
northeast-2

cloudtrail.ap-
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492519147666 01/06/2016

亚太地区
（大阪）

ap-
northeast-3

cloudtrail.ap-
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765225791966 2018 年 2 
月 12 日

亚太地区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cloudtrail.ap-
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903692715234 06/30/2014

Asia 
Pacific 
(Sydney)

ap-
southeast-2

cloudtrail.ap-
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284668455005 05/13/2014

亚太地区
（雅加达）

ap-
southeast-3

cloudtrail.ap-
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069019280451 2021 年 12 
月 13 日

亚太地区
（墨尔本）

ap-
southeast-4

cloudtrail.ap-
southeast-4.amazonaws.com

HTTPS 187074758985 01/23/2023

中国（北
京）

cn-north-1 cloudtrail.cn-
north-1.amazonaws.com.cn

HTTPS 193415116832 03/01/2014

中国（宁
夏）

cn-
northwest-1

cloudtrail.cn-
northwest-1.amazonaws.com.cn

HTTPS 681348832753 12/11/2017

欧洲（法兰
克福）

eu-
central-1

cloudtrail.eu-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035351147821 10/23/2014

欧洲（苏黎
世）

eu-
central-2

cloudtrail.eu-
central-2.amazonaws.com

HTTPS 453052556044 11/09/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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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Trail 日志文件示例

区域名称 区域 端点 协议 AWS 账户 ID 支持日期

欧洲（斯德
哥尔摩）

eu-north-1 cloudtrail.eu-
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829690693026 12/11/2018

Europe 
(Ireland)

eu-west-1 cloudtrail.eu-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859597730677 05/13/2014

欧洲（伦
敦）

eu-west-2 cloudtrail.eu-
west-2.amazonaws.com

HTTPS 282025262664 12/13/2016

欧洲（巴
黎）

eu-west-3 cloudtrail.eu-
west-3.amazonaws.com

HTTPS 262312530599 12/18/2017

欧洲（米
兰）

eu-south-1 cloudtrail.eu-
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669305197877 04/27/2020

欧洲（西班
牙）

eu-south-2 cloudtrail.eu-
south-2.amazonaws.com

HTTPS 757211635381 11/16/2022

中东（阿联
酋）

me-
central-1

cloudtrail.me-
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585772288577 08/30/2022

中东（巴
林）

me-
south-1

cloudtrail.me-
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034638983726 07/29/2019

AWS 
GovCloud 
（美国东
部）

us-gov-
east-1

cloudtrail.us-gov-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886388586500 11/12/2018

AWS 
GovCloud 
（美国西
部）

us-gov-
west-1

cloudtrail.us-gov-
west-1.amazonaws.com

HTTPS 608710470296 08/16/2011

South 
America 
(São 
Paulo)

sa-east-1 cloudtrail.sa-
east-1.amazonaws.com

HTTPS 814480443879 06/30/2014

有关 CloudTrail 在AWS GovCloud （美国东部）区域使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GovCloud (US)用户
指南》AWS GovCloud 中的（美国东部）终端节点。

有关 CloudTrail 在AWS GovCloud （美国西部）区域使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GovCloud (US)用户
指南》AWS GovCloud 中的（美国西部）终端节点。

有关在中国（北京）区域 CloudTrail 中使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中的中国（北京）区域终端节点Amazon 
Web Services 一般参考。

CloudTrail 日志文件示例
CloudTrail 监控您账户的事件。如果您创建跟踪，它会将这些事件作为日志文件传送到您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如果您在 L CloudTrail ake 中创建事件数据存储，则会将事件记录到您的事
件数据存储中。事件数据存储不使用 S3 存储桶。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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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Trail 日志文件名格式

•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名格式 (p. 17)
• 日志文件示例 (p. 17)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名格式
CloudTrail 对传输至 Amazon S3 存储桶的日志文件对象使用以下文件名格式：

AccountID_CloudTrail_RegionName_YYYYMMDDTHHmmZ_UniqueString.FileNameFormat 

• YYYY、MM、DD、HH 和 mm 为日志文件传输时间中表示年、月、日、小时和分钟的数字。小时为 24 小时
格式。Z 表示时间采用 UTC 格式。

Note

在特定时间传输的日志文件可包含在该时间前的任何时刻编写的记录。
• 日志文件名称的 16 字符 UniqueString 部分用于防止覆盖文件。它没有意义，日志处理软件应忽略它。
• FileNameFormat 为文件的编码。目前，这是 json.gz（一个采用压缩 gzip 格式的 JSON 文本文

件）。

示例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名

111122223333_CloudTrail_us-east-2_20150801T0210Z_Mu0KsOhtH1ar15ZZ.json.gz 

日志文件示例
一个日志文件包含一条或多条记录。以下是日志代码段的示例，其中显示开始日志文件创建的操作记录。

目录
• Amazon EC2 日志示例 (p. 17)
• IAM 日志示例 (p. 19)
• 示例错误代码及留言记录 (p. 21)
• CloudTrail 见解事件日志示例 (p. 21)

Amazon EC2 日志示例
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 在中提供大小可调的计算容量AWS Cloud。您可以启动虚拟
服务器，配置安全性和联网，并管理存储。Amazon EC2 还可快速扩展或缩减以处理需求变化或使用高峰，
从而减少对预测服务器流量的需求。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适用于 Linux 实例的 Amazon EC2 用户指南。

以下示例显示，一位名为 Alice 的 IAM 用户AWS CLI对实例 Amazon EC2ec2-start-instances 执行命
令，从而使用调用了 Amazon EC2 StancesStartInstances 操作i-ebeaf9e2。

{"Records": [{ 
    "eventVersion": "1.0", 
    "userIdentity": { 
        "type": "IAMUser", 
        "principalId": "EX_PRINCIPAL_ID", 
        "arn": "arn:aws:iam::123456789012:user/Alice", 
        "accessKeyId": "EXAMPLE_KEY_ID", 
        "accountId": "123456789012", 
        "userName": "Alice" 
    }, 
    "eventTime": "2014-03-06T21:22:5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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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文件示例

    "eventSource": "ec2.amazonaws.com", 
    "eventName": "StartInstances", 
    "awsRegion": "us-east-2", 
    "sourceIPAddress": "205.251.233.176", 
    "userAgent": "ec2-api-tools 1.6.12.2", 
    "requestParameters": {"instancesSet": {"items": [{"instanceId": "i-ebeaf9e2"}]}}, 
    "responseElements": {"instancesSet": {"items": [{ 
        "instanceId": "i-ebeaf9e2", 
        "currentState": { 
            "code": 0, 
            "name": "pending" 
        }, 
        "previousState": { 
            "code": 80, 
            "name": "stopped" 
        } 
    }]}}
}]}

以下示例显示，一位名为 Alice 的 IAM 用户使用了 ec2-stop-instances，从而使用 AWS CLI 调用了 
Amazon EC2 StopInstances 操作。

{"Records": [{ 
    "eventVersion": "1.0", 
    "userIdentity": { 
        "type": "IAMUser", 
        "principalId": "EX_PRINCIPAL_ID", 
        "arn": "arn:aws:iam::123456789012:user/Alice", 
        "accountId": "123456789012", 
        "accessKeyId": "EXAMPLE_KEY_ID", 
        "userName": "Alice" 
    }, 
    "eventTime": "2014-03-06T21:01:59Z", 
    "eventSource": "ec2.amazonaws.com", 
    "eventName": "StopInstances", 
    "awsRegion": "us-east-2", 
    "sourceIPAddress": "205.251.233.176", 
    "userAgent": "ec2-api-tools 1.6.12.2", 
    "requestParameters": { 
        "instancesSet": {"items": [{"instanceId": "i-ebeaf9e2"}]}, 
        "force": false 
    }, 
    "responseElements": {"instancesSet": {"items": [{ 
        "instanceId": "i-ebeaf9e2", 
        "currentState": { 
            "code": 64, 
            "name": "stopping" 
        }, 
        "previousState": { 
            "code": 16, 
            "name": "running" 
        } 
    }]}}
}]}

以下示例显示，Amazon EC2 控制台后端调用了 CreateKeyPair 操作以响应由名为 IAM 用户 Alice 发起的
请求。请注意，responseElements包含key pair 的哈希值，并且AWS删除了密钥材料。

{"Records": [{ 
    "eventVersion": "1.0", 
    "userIdentity": { 
        "type": "IAMUser", 
        "principalId": "EX_PRINCIPAL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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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n": "arn:aws:iam::123456789012:user/Alice", 
        "accountId": "123456789012", 
        "accessKeyId": "EXAMPLE_KEY_ID", 
        "userName": "Alice", 
        "sessionContext": {"attributes": { 
            "mfaAuthenticated": "false", 
            "creationDate": "2014-03-06T15:15:06Z" 
        }} 
    }, 
    "eventTime": "2014-03-06T17:10:34Z", 
    "eventSource": "ec2.amazonaws.com", 
    "eventName": "CreateKeyPair", 
    "awsRegion": "us-east-2", 
    "sourceIPAddress": "72.21.198.64", 
    "userAgent": "EC2ConsoleBackend, aws-sdk-java/Linux/x.xx.fleetxen Java_HotSpot(TM)_64-
Bit_Server_VM/xx", 
    "requestParameters": {"keyName": "mykeypair"}, 
    "responseElements": { 
        "keyName": "mykeypair", 
        "keyFingerprint": "30:1d:46:d0:5b:ad:7e:1b:b6:70:62:8b:ff:38:b5:e9:ab:5d:b8:21", 
        "keyMaterial": "\u003csensitiveDataRemoved\u003e" 
    }
}]}

IAM 日志示例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是一种 Web 服务，可以帮助您安全地控制对 AWS 资源的访
问。借助 IAM，您可以集中管理控制用户可访问哪些 AWS 资源的权限。可以使用 IAM 来控制谁通过了身份
验证（准许登录）并获得授权（拥有权限）来使用资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

以下示例显示，IAM 用户 Alice 使用 AWS CLI 调用了 CreateUser 操作，以创建名为 Bob 的新用户。

{"Records": [{ 
    "eventVersion": "1.0", 
    "userIdentity": { 
        "type": "IAMUser", 
        "principalId": "EX_PRINCIPAL_ID", 
        "arn": "arn:aws:iam::123456789012:user/Alice", 
        "accountId": "123456789012", 
        "accessKeyId": "EXAMPLE_KEY_ID", 
        "userName": "Alice" 
    }, 
    "eventTime": "2014-03-24T21:11:59Z", 
    "eventSource": "iam.amazonaws.com", 
    "eventName": "CreateUser", 
    "awsRegion": "us-east-2", 
    "sourceIPAddress": "127.0.0.1", 
    "userAgent": "aws-cli/1.3.2 Python/2.7.5 Windows/7", 
    "requestParameters": {"userName": "Bob"}, 
    "responseElements": {"user": { 
        "createDate": "Mar 24, 2014 9:11:59 PM", 
        "userName": "Bob", 
        "arn": "arn:aws:iam::123456789012:user/Bob", 
        "path": "/", 
        "userId": "EXAMPLEUSERID" 
    }}
}]}

以下示例显示，IAM 用户 Alice 使用 AWS Management Console 调用了 AddUserToGroup 操作，以将 
Bob 添加到管理员组。

{"Records": [{ 
    "eventVersio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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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Identity": { 
        "type": "IAMUser", 
        "principalId": "EX_PRINCIPAL_ID", 
        "arn": "arn:aws:iam::123456789012:user/Alice", 
        "accountId": "123456789012", 
        "accessKeyId": "EXAMPLE_KEY_ID", 
        "userName": "Alice", 
        "sessionContext": {"attributes": { 
            "mfaAuthenticated": "false", 
            "creationDate": "2014-03-25T18:45:11Z" 
        }} 
    }, 
    "eventTime": "2014-03-25T21:08:14Z", 
    "eventSource": "iam.amazonaws.com", 
    "eventName": "AddUserToGroup", 
    "awsRegion": "us-east-2", 
    "sourceIPAddress": "127.0.0.1", 
    "userAgent": "AWSConsole", 
    "requestParameters": { 
        "userName": "Bob", 
        "groupName": "admin" 
    }, 
    "responseElements": null
}]}

以下示例显示，IAM 用户 Alice 使用 AWS CLI 调用了 CreateRole 操作，以创建新的 IAM 角色。

{ 
    "Records": [{ 
        "eventVersion": "1.0", 
        "userIdentity": { 
            "type": "IAMUser", 
            "principalId": "EX_PRINCIPAL_ID", 
            "arn": "arn:aws:iam::123456789012:user/Alice", 
            "accountId": "123456789012", 
            "accessKeyId": "EXAMPLE_KEY_ID", 
            "userName": "Alice" 
        }, 
        "eventTime": "2014-03-25T20:17:37Z", 
        "eventSource": "iam.amazonaws.com", 
         "eventName": "CreateRole", 
        "awsRegion": "us-east-2", 
        "sourceIPAddress": "127.0.0.1", 
        "userAgent": "aws-cli/1.3.2 Python/2.7.5 Windows/7", 
        "requestParameters": { 
            "assumeRolePolicyDocument": "{\n  \"Version\": \"2012-10-17\",\n  \"Statement
\": [\n    {\n      \"Sid\": \"\", 
            \n\"Effect\": \"Allow\",\n      \"Principal\": {\n        \"AWS\": 
 \"arn:aws:iam::210987654321:root\"\n      },\n      \"Action\": \"sts:AssumeRole\"\n   
  }\n  ]\n}", 
            "roleName": "TestRole" 
        }, 
        "responseElements": { 
            "role": { 
                "assumeRolePolicyDocument": "%7B%0A%20%20%22Version%22%3A
%20%222012-10-17%22%2C%0A%20%20%22Statement%22%3A%20%5B%0A%20%20%20%20%7B%0A
%20%20%20%20%20%20%22Sid%22%3A%20%22%22%2C%0A%20%20%20%20%20%20%22Effect%22%3A%20%22Allow
%22%2C%0A%20%20%20%20%20%20%22Principal%22%3A%20%7B%0A%20%20%20%20%20%20%20%20%22AWS
%22%3A%20%22arn%3Aaws%3Aiam%3A%3A803981987763%3Aroot%22%0A%20%20%20%20%20%20%7D%2C%0A
%20%20%20%20%20%20%22Action%22%3A%20%22sts%3AAssumeRole%22%0A%20%20%20%20%7D%0A%20%20%5D%0A
%7D", 
                "roleName": "TestRole", 
                "roleId": "AROAIUU2EOWSWPGX2UJUO", 
                "arn": "arn:aws:iam::123456789012:role/TestRole", 
                "createDate": "Mar 25, 2014 8:17:3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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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h": "/" 
            } 
        } 
    }]
}

示例错误代码及留言记录
以下示例显示，IAM 用户 Alice 使用 AWS CLI 调用了 UpdateTrail 操作来更新名为 myTrail2 的跟踪，
但未找到跟踪名称。日志在 errorCode 和 errorMessage 中显示了此错误。

{"Records": [{ 
    "eventVersion": "1.04", 
    "userIdentity": { 
        "type": "IAMUser", 
        "principalId": "EX_PRINCIPAL_ID", 
        "arn": "arn:aws:iam::123456789012:user/Alice", 
        "accountId": "123456789012", 
        "accessKeyId": "EXAMPLE_KEY_ID", 
        "userName": "Alice" 
    }, 
    "eventTime": "2016-07-14T19:15:45Z", 
    "eventSource": "cloudtrail.amazonaws.com", 
    "eventName": "UpdateTrail", 
    "awsRegion": "us-east-2", 
    "sourceIPAddress": "205.251.233.182", 
    "userAgent": "aws-cli/1.10.32 Python/2.7.9 Windows/7 botocore/1.4.22", 
    "errorCode": "TrailNotFoundException", 
    "errorMessage": "Unknown trail: myTrail2 for the user: 123456789012", 
    "requestParameters": {"name": "myTrail2"}, 
    "responseElements": null, 
    "requestID": "5d40662a-49f7-11e6-97e4-d9cb6ff7d6a3", 
    "eventID": "b7d4398e-b2f0-4faa-9c76-e2d316a8d67f", 
    "eventType": "AwsApiCall", 
    "recipientAccountId": "123456789012"
}]}

CloudTrail 见解事件日志示例
以下示例显示的是 CloudTrail Insights 事件日志。实际上，Insights 事件是一对事件，它们标记异常的写管
理 API 活动或错误响应活动周期的开始和结束。state 字段显示是在异常活动期间的开始还是结束时记录
事件。事件名称UpdateInstanceInformation，与 API 的名称相同，该AWS Systems Manager API 
CloudTrail 分析了管理事件以确定发生了异常活动。尽管开始事件和结束事件具有唯一的 eventID 值，但
它们也有一个由该对使用的 sharedEventID 值。见解事件显示 baseline、正常活动模式、insight 或
触发开始见解事件的平均异常活动；在结束事件中，还显示见解事件持续时间内平均异常活动的 insight
值。有关 CloudTrail Insights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记录跟踪记录的见解事件 (p. 254)。

{ 
    "Records": [ 
        { 
            "eventVersion": "1.07", 
            "eventTime": "2019-11-14T00:51:00Z", 
            "awsRegion": "us-east-1", 
            "eventID": "EXAMPLE8-9621-4d00-b913-beca2EXAMPLE", 
            "eventType": "AwsCloudTrailInsight", 
            "recipientAccountId": "123456789012", 
            "sharedEventID": "EXAMPLE2-1729-42f1-b735-5d8c0EXAMPLE", 
            "insightDetails": { 
                "state": "Start", 
                "eventSource": "ssm.amazonaws.com", 
                "eventName": "UpdateInstance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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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ightType": "ApiCallRateInsight", 
                "insightContext": { 
                    "statistics": { 
                        "baseline": { 
                            "average": 85.4202380952 
                        }, 
                        "insight": { 
                            "average": 664 
                        } 
                    } 
                } 
            }, 
            "eventCategory": "Insight" 
        }, 
        { 
            "eventVersion": "1.07", 
            "eventTime": "2019-11-14T00:52:00Z", 
            "awsRegion": "us-east-1", 
            "eventID": "EXAMPLEc-28be-486c-8928-49ce6EXAMPLE", 
            "eventType": "AwsCloudTrailInsight", 
            "recipientAccountId": "123456789012", 
            "sharedEventID": "EXAMPLE2-1729-42f1-b735-5d8c0EXAMPLE", 
            "insightDetails": { 
                "state": "End", 
                "eventSource": "ssm.amazonaws.com", 
                "eventName": "UpdateInstanceInformation", 
                "insightType": "ApiCallRateInsight", 
                "insightContext": { 
                    "statistics": { 
                        "baseline": { 
                            "average": 85.4202380952 
                        }, 
                        "insight": { 
                            "average": 664 
                        }, 
                        "insightDuration": 1 
                    } 
                } 
            }, 
            "eventCategory": "Insight" 
        } 
    ]
}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CloudTrail 支持记录许多AWS服务的日志记录事件。您可以在每种受支持的服务的指南中找到该服务的具体
信息。下面提供了指向这些服务特定的主题的链接。此外，一些AWS服务可用于分析在 CloudTrail 日志中收
集的数据并采取操作。您可以在此处浏览这些服务集成的概述。

Note

要查看每个服务支持的区域列表，请参阅 https://docs.aws.amazon.com/general/latest/gr/ 
rande.html 中的Amazon Web Services 一般参考区域和终端节点。

主题
• AWS服务与 CloudTrail 日志集成 (p. 23)
• CloudTrail 与亚马逊整合 EventBridge (p. 24)
• CloudTrail 与... 集成AWS Organizations (p. 24)
• AWS的服务主题 CloudTrail (p. 24)

版本 1.0
22

https://docs.aws.amazon.com/general/latest/gr/rande.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general/latest/gr/rande.html


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
AWS服务与 CloudTrail 日志集成

• CloudTrail 不支持的服务 (p. 36)

AWS服务与 CloudTrail 日志集成
Note

您还可以使用 CloudTrail Lake 来查询和分析您的事件。 CloudTrail 相比事件历史记录中的简
单密钥和值查询或者运行，Lake 查询提供更深入、更可自定义的事件视图LookupEvents。 
CloudTrail Lake 用户可以在 CloudTrail 事件中跨多个字段运行复杂的标准查询语言（SI）查询。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 AWS CloudTrail Lake (p. 149) 和 将跟踪事件复制到 CloudTrail 
Lake (p. 133)。
CloudTrail Lake 事件数据存储和查询会产生 CloudTrail 费用。有关 CloudTrail Lake 定价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AWS CloudTrail定价。

您可以配置其他AWS服务，进一步分析在 CloudTrail 日志中收集的事件数据并采取操作。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以下主题。

AWS 服务 主题 描述

Amazon Athena 查询 AWS CloudTrail 日志 将 Athena 与 CloudTrail 日志结合
使用是加强对AWS服务活动进行
分析的强有力方法。例如，您可
以使用查询来确定趋势，并根据
属性（如源 IP 地址或用户）进一
步隔离活动。

您可以自动创建表，用于直接
从 CloudTrail 控制台查询日志，
并将这些表用于在 Athena 中运
行查询。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 Amazon Athena 用户指南中
的在 CloudTrail控制台中创建 
CloudTrail 日志表。

Note

在 Amazon Athena 中运
行查询会产生额外成本。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Athena 定价。

亚马逊 CloudWatch 日志 使用 Amazon Logs 监控 
CloudTrail CloudWatch 日志文
件 (p. 263)

您可以使用 CloudWatch L 
CloudTrail ogs，监控跟踪日志，
并在发生特定活动时通知您。
例如，您可以定义 CloudWatch 
Logs 指标筛选条件，这些筛选
条件将触发 CloudWatch 警报，
并在触发这些警报时向您发送通
知。

Note

亚马逊 CloudWatch 和亚
马逊 CloudWatch 日志的
标准定价适用。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CloudWatch 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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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Trail 与亚马逊整合 EventBridge
A EventBridge ppon 是一AWS种服务，可提供几乎实时的系统事件流，这些事件描述AWS资源的更改。在
中 EventBridge，您可以创建规则，这些规则来响应记录的事件 CloudTrail。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亚马逊
中创建规则 EventBridge。

您可以将跟踪上订阅的活动 EventBridge。使用 EventBridge 控制台创建规则时，选择AWS API Call 
via CloudTrail事件类型以交付 CloudTrail 数据和管理事件，或选择事件类型以交付 Insights 事件。AWS 
Insight via CloudTrail

将记录的数据 CloudTrail EventBridge 要求您至少有一个跟踪。有关如何创建和管理跟踪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创建跟踪 (p. 76)。

Note

来自以关键字开头的ListGet、或未由其处理Describe的 API 操作的事件 EventBridge，但来自
以下 STS 操作的事件除外：GetFederationToken和GetSessionToken。

CloudTrail 与... 集成AWS Organizations
AWS Organizations组织的管理账户可以配置委I，来管理组织的 CloudTrail 资源。您可以在管理账户或委
托管理员账户中为组织创建跟踪，以收集 AWS Organizations 的组织中所有 AWS 账户的所有事件数据。这
称为组织跟踪。创建组织跟踪可帮助您为组织定义统一的事件记录策略。组织跟踪自动应用于组织中的每个 
AWS 账户。成员账户中的用户可以看到这些跟踪记录但无法修改它们，并且默认情况下看不到为组织跟踪记
录创建的日志文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为组织创建跟踪 (p. 121)：

AWS的服务主题 CloudTrail
您可以详细了解在 CloudTrail 日志中如何记录各个 AWS 服务的事件，包括日志文件中该服务的示例事件。
有关AWS服务如何集成的更多信息 CloudTrail，请参阅该服务的指南中的有关集成的主题。

AWS 服务 CloudTrail 话题 支持开始时间

Alexa for Business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lexa 
for Business 管理调用

11/29/2017

Amazon API Gateway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API Gateway 的 API 管
理调用

07/09/2015

亚马逊 AppFlow 使用以下命令记录亚马逊 
AppFlow API 调用AWS 
CloudTrail

2020 年 4 月 22 日

Appon AppStream 2.0 使用以下命令记录亚马逊 
AppStream 2.0 API 调用AWS 
CloudTrail

04/25/2019

Amazon Athena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Athena API 调用

05/19/2017

Amazon Aurora 监视Amazon Aurora API 调用
AWS CloudTrail

08/31/2018

Amazon Braket 使用Amazon Braket API 登录 
CloudTrail

08/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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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服务 CloudTrail 话题 支持开始时间

Amazon Chime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Chime 管理调用

09/27/2017

Amazon Cloud Directory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Cloud Directory API 调
用

01/26/2017

亚马逊 CloudFront 使用记录AWS CloudTrail 
CloudFront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的请
求

05/28/2014

亚马逊 CloudSearch 使用 Amazon CloudSearch 配置
服务调用记录AWS CloudTrail

10/16/2014

亚马逊 CloudWatch 记录亚马逊 CloudWatch API 调用
AWS CloudTrail

04/30/2014

亚马逊 CloudWatch 活动 记录亚马逊 CloudWatch 活动 API 
调用AWS CloudTrail

01/16/2016

亚马逊 CloudWatch 日志 记录亚马逊 CloudWatch 日志 API 
调用AWS CloudTrail

03/10/2016

亚马逊 CodeGuru Reviewer 使用记录 AI I I I I CodeGuru I I I I 
I I IAWS CloudTrail

12/02/2019

Amazon Cognito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Cognito API 调用

02/18/2016

Amazon Comprehend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Comprehend API 调用

01/17/2018

Amazon Comprehend Medical 透过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Comprehend Medical 
API 调用

11/27/2018

Amazon Connect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Connect API 调用

12/11/2019

Amazon Data Lifecycle Manager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Data Lifecycle Manager 
API 调用

07/24/2018

Amazon Detective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Detective API 调用

03/31/2020

Amazon DocumentDB (with 
MongoDB compatibility)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DocumentDB API 调用

01/09/2019

Amazon DynamoDB 透过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DynamoDB 操作

05/28/2015

Amazon EC2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PI 调
用

11/13/2013

Amazon EC2 Auto Scaling 使用记录 AI I I I I I I I I I I I 
CloudTrail

07/1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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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服务 CloudTrail 话题 支持开始时间

Amazon EC2 Image Builder 使用记录 I I I I I I EC2 Image 
Builder I I I I I I CloudTrail

12/02/2019

Amazon Elastic Block Store 
(Amazon EBS)

EBS 直接 API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PI 调
用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EBS 
Direct API 的 API 调用

Amazon EBS：11/13/2013

EBS 直接 API：2020 年 6 月 30 
日

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Registry (Amazon ECR)

透过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ECR API 调用

12/21/2015

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Service (Amazon ECS)

透过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ECS API 调用

04/09/2015

Amazon Elastic File System 
(Amazon EFS)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EFS API 调用

06/28/2016

Amazon Elastic Kubernetes 
Service (Amazon EKS)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EKS API 调用

06/05/2018

Amazon Elastic Transcoder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Elastic Transcoder API 
调用

10/27/2014

亚马逊 ElastiCache 使用记录亚马逊 ElastiCache API 
调用AWS CloudTrail

09/15/2014

Amazon EMR 在 AWS CloudTrail 中记录 
Amazon EMR API 调用

04/04/2014

Amazon EMR on EKS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EMR on EKS API 调用

12/09/2020

亚马逊 EventBridge EventBridge 中的信息AWS 
CloudTrail

07/11/2019

Amazon FinSpace 查询 AWS CloudTrail 日志 2022 年 10 月 18 日

Amazon Forecast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Forecast API 调用

11/28/2018

Amazon Fraud Detector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Fraud Detector API 调用

01/09/2020

Amazon FSx for Lustre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FSx for Lustre API 调用

01/11/2019

Amazon FSx for Windows File 
Server

使用 AWS CloudTrail 进行监控 11/28/2018

亚马逊 GameLift 使用以下命令记录亚马逊 
GameLift API 调用AWS 
CloudTrail

01/27/2016

亚马逊 GameSparks 使用记录 GameSparks API 调用
AWS CloudTrail

03/2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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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
AWS的服务主题 CloudTrail

AWS 服务 CloudTrail 话题 支持开始时间

亚马逊 GuardDuty 使用以下命令记录亚马逊 
GuardDuty API 调用AWS 
CloudTrail

2018 年 2 月 12 日

亚马逊 HealthLake 使用以下命令记录亚马逊 
HealthLake API 调用AWS 
CloudTrail

12/07/2020

Amazon Honeycode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Honeycode API 调用

06/24/2020

Amazon Inspector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Inspector API 调用

04/20/2016

Amazon Interactive Video 
Service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IVS API 调用

07/15/2020

Amazon Kendra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Kendra API 调用以
及使用 AWS CloudTrail 日志记
录 Amazon Kendra Intelligent 
Ranking API 调用

05/11/2020

Amazon Keyspaces (for Apache 
Cassandra)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Keyspaces API 调用

01/13/2020

Amazon Kinesis Data Analytics 使用 AWS CloudTrail（SQL 应
用程序）监控 Amazon Kinesis 
Data Analytics 和使用 AWS 
CloudTrail（Apache Flink 应用程
序）监控 Amazon Kinesis Data 
Analytics

03/22/2019

Amazon Kinesis Data Firehose 使用 AWS CloudTrail 监控 
Amazon Kinesis Data Firehose 
API 调用

03/17/2016

Amazon Kinesis Data Streams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Kinesis Data Streams 
API 调用

04/25/2014

Amazon Kinesis Video Streams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Kinesis Video Streams API 调用

05/24/2018

Amazon Lex 使用记录 AI I I I I I I I I I 
CloudTrail

08/15/2017

Amazon Lightsail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Lightsail API 调用

12/23/2016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使用 AWS CloudTrail 进行日志记
录和监控

2020 年 12 月 15 日

Amazon Lookout for Equipment 使用 AWS CloudTrail 监控 
Amazon Lookout for Equipment 
调用

2020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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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
AWS的服务主题 CloudTrail

AWS 服务 CloudTrail 话题 支持开始时间

Amazon Lookout for Metrics 查看 AWS CloudTrail 中的 
Amazon Lookout for Metrics API 
活动

12/08/2020

Amazon Lookout for Vision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Lookout for Vision 调用

2020 年 1 月 12 日

Amazon Machine Learning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ML API 调用

12/10/2015

Amazon Macie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Macie API 调用

05/13/2020

Amazon Managed Blockchain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Managed Blockchain 
API 调用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用
于 Managed Blockchain 的 
Ethereum API 调用（预览版）

04/01/2019

Amazon Managed Grafana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Managed Grafana API 
调用

2020 年 12 月 15 日

Amazon Managed Service for 
Prometheus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Managed Service for 
Prometheus API 调用

2020 年 12 月 15 日

Amazon Managed Streaming for 
Apache Kafka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MSK API 调用

12/11/2018

Amazon Managed Workflows for 
Apache Airflow

使用 AWS CloudTrail 监控 
Amazon MWAA API 活动

11/24/2020

Amazon MQ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MQ API 调用

07/19/2018

Amazon Neptune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Neptune API 调用

05/30/2018

亚马逊 OpenSearch 服务 使用以下方法审核亚马逊 
OpenSearch 服务域AWS 
CloudTrail

10/01/2015

Amazon Omics 使用记录亚马逊 Omics API 调用
AWS CloudTrail

11/29/2022

Amazon Personalize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Personalize API 调用

11/28/2018

Amazon Pinpoint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Pinpoint API 调用

02/06/2018

Amazon Pinpoint SMS 和 Voice 
API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Pinpoint API 调用

11/1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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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
AWS的服务主题 CloudTrail

AWS 服务 CloudTrail 话题 支持开始时间

Amazon Polly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Polly API 调用

11/30/2016

Amazon Quantum Ledger 
Database (Amazon QLDB)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QLDB API 调用

09/10/2019

亚马逊 QuickSight 使用以下命令记录操作 CloudTrail 04/28/2017

Amazon 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 (Amazon RDS)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RDS API 调用

11/13/2013

Amazon RDS Performance 
Insights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RDS API 调用

Amazon RDS Performance 
Insights API 是 Amazon RDS API 
的子集。

06/21/2018

Amazon Redshift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Redshift API 调用

06/10/2014

Amazon Rekognition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Rekognition API 调用

04/6/2018

Amazon Route 53 使用 AWS CloudTrail 捕获已发送
到 Route 53 API 的请求

02/11/2015

Amazon Route 53 应用程序恢复
控制器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Route 53 应用程序恢复
控制器 API 调用

07/27/2021

Amazon S3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API 调用

管理事件：09/01/2015

数据事件：11/21/2016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Glacier

透过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S3 Glacier API 调用

12/11/2014

亚马逊 SageMaker 使用以下命令记录亚马逊 
SageMaker API 调用AWS 
CloudTrail

01/11/2018

Amazon Simple Email Service 
(Amazon SES)

透过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SES API 调用

05/07/2015

Amazon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Amazon SNS)

透过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
录 Amazon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API 调用

10/09/2014

Amazon Simple Queue Service 
(Amazon SQS)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SQS API 操作

07/16/2014

Amazon Simple Workflow 
Service (Amazon SWF)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Simple Workflow 
Service API 调用

05/13/2014

Amazon Textract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Textract API 调用

05/2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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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aws.amazon.com/AWSSimpleQueueService/latest/SQSDevelop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swf/latest/developerguide/ct-logg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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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aws.amazon.com/textract/latest/d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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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
AWS的服务主题 CloudTrail

AWS 服务 CloudTrail 话题 支持开始时间

Amazon Timestream 使用以下命令记录时间流 API 调
用AWS CloudTrail

09/30/2020

Amazon Transcribe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Transcribe API 调用

06/28/2018

Amazon Translate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azon Translate API 调用

04/04/2018

Amazon Virtual Private Cloud 
(Amazon VPC)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PI 调
用

Amazon VPC API 是 Amazon 
EC2 API 的子集。

11/13/2013

Amazon VPC Lattice CloudTrail 原木 03/31/2023

亚马逊 WorkDocs 使用记录亚马逊 WorkDocs API 
调用AWS CloudTrail

08/27/2014

亚马逊 WorkMail 使用记录亚马逊 WorkMail API 调
用AWS CloudTrail

12/12/2017

亚马逊 WorkSpaces 使用记录亚马逊 WorkSpaces API 
调用 CloudTrail

04/09/2015

亚马逊 WorkSpaces 网页 使用记录 AI I WorkSpaces I I I I I 
I I IAWS CloudTrail

11/30/2021

Application Auto Scaling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pplication Auto Scaling API 调用

10/31/2016

AWS Amplify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mplify API 调用

11/30/2020

AWS App Mesh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pp 
Mesh API 调用

AWS App Mesh10/30/2019

App Mesh Envoy 管理服务 
03/18/2022

AWS App Runner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pp 
Runner API 调用

05/18/2021

AWS Application Discovery 
Service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pplication Discovery Service 
API 调用

05/12/2016

AWS AppSync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AppSync API 调用

02/13/2018

AWS Artifact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Artifact API 调用

01/27/2023

AWS Audit Manager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Audit Manager API 调用

12/07/2020

AWS Auto Scaling 使用记录AWS Auto Scaling I I I I I 
I I I I CloudTrail

08/1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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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aws.amazon.com/timestream/latest/develop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timestream/latest/develop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transcribe/latest/dg/monitoring-transcribe-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transcribe/latest/dg/monitoring-transcribe-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translate/latest/d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translate/latest/d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EC2/latest/APIReference/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EC2/latest/APIReference/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vpc-lattice/latest/ug/monitor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workdocs/latest/adminguide/cloudtrail_logging.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workdocs/latest/adminguide/cloudtrail_logging.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workmail/latest/admin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workmail/latest/admin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workspaces/latest/devguide/cloudtrail_logging.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workspaces/latest/devguide/cloudtrail_logging.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workspaces-web/latest/admin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workspaces-web/latest/admin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utoscaling/application/APIReferenc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utoscaling/application/APIReferenc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mplify/latest/us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mplify/latest/us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pp-mesh/latest/us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pp-mesh/latest/us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pprunner/latest/dg/monitor-ct.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pprunner/latest/dg/monitor-ct.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pplication-discovery/latest/us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pplication-discovery/latest/us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pplication-discovery/latest/us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ppsync/latest/devguide/cloudtrail-logging.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ppsync/latest/devguide/cloudtrail-logging.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rtifact/latest/ug/cloudtrail-logging.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rtifact/latest/ug/cloudtrail-logging.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udit-manager/latest/us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udit-manager/latest/us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utoscaling/plans/APIReferenc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utoscaling/plans/APIReferenc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
AWS的服务主题 CloudTrail

AWS 服务 CloudTrail 话题 支持开始时间

AWS Backup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Backup API 调用

02/04/2019

AWS Batch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Batch API 调用

1/10/2018

AWS 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 API 
调用

06/07/2018

AWS BugBust 使用记录 BugBust API 调用 
CloudTrail

06/24/2021

AWS Certificate Manager 使用 AWS CloudTrail 03/25/2016

AWS Certificate Manager Private 
Certificate Authority

使用 CloudTrail 06/06/2019

AWS Cloud Map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Cloud Map API 调用

11/28/2018

AWS Cloud9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Cloud9 API 调用

01/21/2019

AWS CloudFormation 在 AWS CloudTrail 中记录 AWS 
CloudFormation API 调用

04/02/2014

AWS CloudHSM 透过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CloudHSM API 调用

01/08/2015

AWS CloudShell 中的日志记录和监控AWS 
CloudShell

2020 年 12 月 15 日

AWS CloudTrail AWS CloudTrailAPI 参考（所
有 CloudTrail API 调用均由记录 
CloudTrail。）

11/13/2013

AWS CodeBuild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CodeBuild API 调用

12/01/2016

AWS CodeCommit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CodeCommit API 调用

01/11/2017

AWS CodeDeploy 使用 AWS CloudTrail 监视部署 2014/12/16

AWS CodePipeline 使用记录 CodePipeline I I I I I I I I 
IAWS CloudTrail

07/09/2015

AWS CodeStar 使用记录 AWS CodeStar API 调
用AWS CloudTrail

06/14/2017

AWS CodeStar 通知 使用记录 AWS I CodeStar I I I I I I 
I I IAWS CloudTrail

11/05/2019

AWS Config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Config API 调用

02/10/2015

AWS Control Tower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Control Tower 操作

08/1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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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aws.amazon.com/aws-backup/latest/dev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backup/latest/dev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batch/latest/us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batch/latest/us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accountbilling/latest/aboutv2/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accountbilling/latest/aboutv2/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accountbilling/latest/aboutv2/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odeguru/latest/bugbust-u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odeguru/latest/bugbust-u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cm/latest/userguide/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cm-pca/latest/userguide/PcaCtIntro.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loud-map/latest/d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loud-map/latest/d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loud9/latest/user-guide/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loud9/latest/user-guide/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CloudFormation/latest/UserGuide/cfn-api-logg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CloudFormation/latest/UserGuide/cfn-api-logg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loudhsm/latest/userguide/get-api-logs-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loudhsm/latest/userguide/get-api-logs-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loudshell/latest/userguide/logging-and-monitoring.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loudshell/latest/userguide/logging-and-monitoring.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cloudtrail/latest/APIReference/
https://docs.aws.amazon.com/codebuild/latest/userguide/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odebuild/latest/userguide/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odecommit/latest/userguide/inte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odecommit/latest/userguide/inte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odedeploy/latest/userguide/cloudtrail-integ.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odepipeline/latest/userguide/inte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odepipeline/latest/userguide/inte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odestar/latest/us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odestar/latest/us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odestar-notifications/latest/us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odestar-notifications/latest/us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onfig/latest/developerguide/log-api-call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onfig/latest/developerguide/log-api-call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ontroltower/latest/us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ontroltower/latest/us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
AWS的服务主题 CloudTrail

AWS 服务 CloudTrail 话题 支持开始时间

AWS Data Pipeline 透过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Data Pipeline API 调用

12/02/2014

AWS Database Migration Service 
(AWS DMS)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Database Migration Service API 
调用

02/04/2016

AWS DataSync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DataSync API 调用

11/26/2018

AWS Device Farm 透过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Device Farm API 调用

07/13/2015

AWS Direct Connect 在 AWS CloudTrail 中记录 AWS 
Direct Connect API 调用

03/08/2014

AWS Directory Service 使用记录AWS Directory Service 
API 调用 CloudTrail

05/14/2015

AWS Elastic Beanstalk (Elastic 
Beanstalk)

结合使用 Elastic Beanstalk API 
调用与 AWS CloudTrail

03/31/2014

AWS Elastic Disaster Recovery 使用记录AWS Elastic Disaster 
Recovery API 调用AWS 
CloudTrail

11/17/2021

AWS Elemental MediaConnect AWS Element MediaConnect al 
API 调用记录AWS CloudTrail

11/27/2018

AWS Elemental MediaConvert AWS Element MediaConvert al 
API 调用记录 CloudTrail

11/27/2017

AWS Elemental MediaLive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MediaLive API 调用

01/19/2019

AWS Elemental MediaPackage AWS Element MediaPackage al 
API 调用记录AWS CloudTrail

12/21/2018

AWS Elemental MediaStore AWS Element MediaStore al API 
调用记录 CloudTrail

11/27/2017

AWS Elemental MediaTailor AWS Element MediaTailor al API 
调用记录AWS CloudTrail

02/11/2019

AWS Fault Injection Simulator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PI 调
用

2021 年 3 月 15 日

AWS Firewall Manager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Firewall Manager API 调用

04/05/2018

AWS Global Accelerator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Global Accelerator API 调用

11/26/2018

AWS Glue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Glue 操作

11/07/2017

AWS Ground Station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Ground Station API 调用

05/3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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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aws.amazon.com/datapipeline/latest/DeveloperGuide/dp-cloudtrail-logging.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datapipeline/latest/DeveloperGuide/dp-cloudtrail-logging.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dms/latest/userguide/CHAP_Monitoring.html#logging-using-cloudtrail
https://docs.aws.amazon.com/dms/latest/userguide/CHAP_Monitoring.html#logging-using-cloudtrail
https://docs.aws.amazon.com/dms/latest/userguide/CHAP_Monitoring.html#logging-using-cloudtrail
https://docs.aws.amazon.com/datasync/latest/userguide/security.html#logging-using-cloudtrail
https://docs.aws.amazon.com/datasync/latest/userguide/security.html#logging-using-cloudtrail
https://docs.aws.amazon.com/devicefarm/latest/develop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devicefarm/latest/develop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directconnect/latest/UserGuide/logging_dc_api_call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directconnect/latest/UserGuide/logging_dc_api_call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directoryservice/latest/devguide/cloudtrail_logging.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directoryservice/latest/devguide/cloudtrail_logging.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elasticbeanstalk/latest/dg/AWSHowTo.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elasticbeanstalk/latest/dg/AWSHowTo.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drs/latest/us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drs/latest/us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drs/latest/us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ediaconnect/latest/u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ediaconnect/latest/u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ediaconvert/latest/u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ediaconvert/latest/u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edialive/latest/u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edialive/latest/u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ediapackage/latest/u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ediapackage/latest/u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ediastore/latest/u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ediastore/latest/u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ediatailor/latest/u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ediatailor/latest/u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fis/latest/us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fis/latest/us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waf/latest/develop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cloudtrail-fms
https://docs.aws.amazon.com/waf/latest/develop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cloudtrail-fms
https://docs.aws.amazon.com/global-accelerator/latest/d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global-accelerator/latest/d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glue/latest/dg/monitor-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glue/latest/dg/monitor-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ground-station/latest/u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ground-station/latest/u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
AWS的服务主题 CloudTrail

AWS 服务 CloudTrail 话题 支持开始时间

AWS Health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Health API 调用

11/21/2016

AWS Health Dashboard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Health API 调用

12/01/2016

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
On)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IAM 
Identity Center API 调用

12/07/2017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IAM 
事件

11/13/2013

AWS IoT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IoT API 调用

04/11/2016

AWS IoT 1-Click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IoT 1-Click API 调用

05/14/2018

AWS IoT Analytics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IoT Analytics API 调用

04/23/2018

AWS IoT Events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IoT Events API 调用

06/11/2019

AWS IoT Greengrass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IoT Greengrass API 调用

10/29/2018

AWS IoT Greengrass V2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IoT Greengrass V2 API 调用

2020 年 12 月 14 日

AWS IoT SiteWise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IoT SiteWise API 调用

04/29/2020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AWS KMS)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KMS API 调用

11/12/2014

AWS Lake Formation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Lake Formation API 调用

08/09/2019

AWS Lambda 透过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Lambda API 调用

结合使用 Lambda 与 AWS 
CloudTrail

管理事件：04/09/2015

数据事件：11/30/2017

AWS License Manager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License Manager API 调用

03/01/2019

AWS Managed Services AMS 加速中的日志管理 12/21/2016

AWS Marketplace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Marketplace API 调用

05/02/2017

AWS Marketplace 发现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Marketplace Discovery API 调用

2022 年 12 月 15 日

AWS Marketplace Metering 
Service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Marketplace API 调用

08/2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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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aws.amazon.com/health/latest/u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health/latest/u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health/latest/u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health/latest/u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singlesignon/latest/us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singlesignon/latest/us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cloudtrail-integration.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cloudtrail-integration.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ot/latest/developerguide/monitoring_overview.html#iot-using-cloudtrail
https://docs.aws.amazon.com/iot/latest/developerguide/monitoring_overview.html#iot-using-cloudtrail
https://docs.aws.amazon.com/iot-1-click/latest/develop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ot-1-click/latest/develop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otanalytics/latest/userguide/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otanalytics/latest/userguide/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otevents/latest/developerguide/iotevents-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otevents/latest/developerguide/iotevents-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greengrass/latest/develop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greengrass/latest/develop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greengrass/v2/develop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greengrass/v2/develop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ot-sitewise/latest/us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ot-sitewise/latest/us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kms/latest/develop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kms/latest/develop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lake-formation/latest/d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lake-formation/latest/d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lambda/latest/d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lambda/latest/d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lambda/latest/dg/wt-cloudtrail-events-adminuser.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lambda/latest/dg/wt-cloudtrail-events-adminuser.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license-manager/latest/us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license-manager/latest/us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nagedservices/latest/accelerate-guide/acc-log-mgmt.html#acc-lm-cloudtrai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userguide/logging-aws-marketplace-api-calls-with-aws-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userguide/logging-aws-marketplace-api-calls-with-aws-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catalog/latest/api-referenc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catalog/latest/api-referenc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userguide/logging-aws-marketplace-api-calls-with-aws-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userguide/logging-aws-marketplace-api-calls-with-aws-cloudtrail.html


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
AWS的服务主题 CloudTrail

AWS 服务 CloudTrail 话题 支持开始时间

AWS Migration Hub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Migration Hub API 调用

08/14/2017

AWS Mobile Hub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Mobile CLI API 调用

06/29/2018

AWS Network Firewall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对 
AWS Network Firewall API 的调
用

11/17/2020

AWS OpsWorks for Chef 
Automate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OpsWorks for Chef Automate API 
调用

07/16/2018

AWS OpsWorks for Puppet 
Enterprise

使用记录 OpsWorks PI I I I I I I I I 
I I IAWS CloudTrail

07/16/2018

AWS OpsWorks Stacks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OpsWorks Stacks API 调用

06/04/2014

AWS Organizations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Organizations API 调用

02/27/2017

AWS Outposts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Outposts API 调用

02/04/2020

AWS Private Certificate Authority 使用 CloudTrail 04/04/2018

AWS Resilience Hubb AWS CloudTrail 11/10/2021

AWS Resource Access Manager 
(AWS RAM)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RAM API 调用

11/20/2018

AWS Resource Groups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Resource Groups API 调用

06/29/2018

AWS RoboMaker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RoboMaker API 调用

01/16/2019

AWS Secrets Manager 监控您的 AWS Secrets Manager 
密钥的使用

04/05/2018

AWS Security Hub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Security Hub API 调用

11/27/2018

AWS Security Token Service 
(AWS STS)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IAM 
事件

IAM 主题包括 AWS STS 的信
息。

11/13/2013

AWS Serverless Application 
Repository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Serverless Application Repository 
API 调用

02/20/2018

AWS Service Catalog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Service Catalog API 调用

07/0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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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aws.amazon.com/migrationhub/latest/u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igrationhub/latest/u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mobile/latest/developerguide/aws-mobile-cli-cloudtrail-logging.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mobile/latest/developerguide/aws-mobile-cli-cloudtrail-logging.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network-firewall/latest/develop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network-firewall/latest/develop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network-firewall/latest/develop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opsworks/latest/userguide/logging-opsca-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opsworks/latest/userguide/logging-opsca-using-cloudtr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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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aws.amazon.com/acm-pca/latest/userguide/PcaCtIntro.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resilience-hub/latest/userguide/integrate-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ram/latest/us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ram/latest/us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RG/latest/us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RG/latest/user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robomaker/latest/d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robomaker/latest/d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secretsmanager/latest/userguide/monitoring.html#monitoring_cloudtrail
https://docs.aws.amazon.com/secretsmanager/latest/userguide/monitoring.html#monitoring_cloudtrail
https://docs.aws.amazon.com/securityhub/latest/userguide/securityhub-ct.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securityhub/latest/userguide/securityhub-ct.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cloudtrail-integration.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cloudtrail-integration.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serverlessrepo/latest/dev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serverlessrepo/latest/dev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serverlessrepo/latest/devguide/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servicecatalog/latest/dg/logging-using-cloudtr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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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服务 CloudTrail 话题 支持开始时间

AWS Shield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Shield 
Advanced API 调用

02/08/2018

AWS Snowball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Snowball API 调用

01/25/2019

AWS Snowball Edge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Snowball Edge API 调用

01/25/2019

AWS Step Functions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Step Functions API 调用

12/01/2016

Storage Gateway 透过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Storage Gateway API 调用

2014/12/16

AWS Support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Support API 调用

04/21/2016

AWS Systems Manager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Systems Manager API 调用

11/29/2017

AWS Systems Manager Incident 
Manager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Systems Manager Incident 
Manager API 调用

05/10/2021

AWS电信网络生成器 (AWSTNB) 使用记录AWS电信网络生成器 
API 调用AWS CloudTrail

02/21/2023

AWS Transfer for SFTP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Transfer for SFTP API 调用

01/08/2019

AWS Transit Gateway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Transit Gateway 的 API 调用

11/26/2018

AWS Trusted Advisor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Trusted Advisor 控制台操作

2020 年 10 月 22 日

AWS WAF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WAF API 调用

04/28/2016

AWS Well-Architected Tool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Well-Architected Tool API 调用

2020 年 12 月 15 日

AWS X-Ray 使用记录AWS X-Ray API 调用 
CloudTrail

04/25/2018

弹性负载均衡 经典负载均衡器的 AWS 
CloudTrail 日志记录和
Application Load Balancer 的 
AWS CloudTrail 日志记录

04/04/2014

FreeRTOS 无线更新 (OTA)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IoT OTA API 调用

05/22/2019

服务限额 使用记录Service Quotas API 调
用AWS CloudTrail

06/2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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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Trail 不支持的服务
以下 AWS 服务不支持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事件。服务不支持 CloudTrail 日志的原因可能有所不同。例
如，仍处于预览状态或尚未发布正式发布 (GA) 的服务不支持 CloudTrail 日志记录。

有关受支持的 AWS 服务的列表，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AWS 服务 推出日期

AWS Import/Export 2020 年 6 月 17 日

AWS Price List 服务 2018 年 12 月 17 日

以下 AWS 服务没有公共 API 操作。

AWS 服务 推出日期

Amazon Sumerian 2018 年 5 月 15 日

亚马逊 WorkSpaces 应用程序管理器 2015 年 4 月 9 日

AWS Deep Learning AMI 2017 年 11 月 15 日

AWS DeepComposer 2019 年 12 月 2 日

AWS DeepLens 2017 年 11 月 29 日

AWS DeepRacer 2019 年 4 月 29 日

AWS Snowmobile 2016 年 11 月 30 日

AWS CloudTrail 中的配额
下表介绍了内部配额，或称限制 CloudTrail。 CloudTrail 没有可调整配额。有关 AWS 中的其他配额的信
息，请参阅 AWS 服务配额。

资源 默认限制 注释

每区域的跟踪数 5 不能提高此限制。

获取、描述并列出 API 每秒 10 个事务 (TPS) 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每
秒可发出的操作请求的最大
数目。LookupEvents 和
PutAuditEvents API 未包括在
此类别中。

不能提高此限制。

LookupEvents API 每秒 2 个事务 (TPS)。 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每秒可发
出的操作请求的最大数目。

不能提高此限制。

PutAuditEvents API 每秒 100 个事务 (TPS) 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每秒可发
出的操作请求的最大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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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默认限制 注释
不能提高此限制。

所有其他 API 每秒 1 个事务 (TPS) 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每秒可发
出的操作请求的最大数目。

不能提高此限制。

CloudTrail Lake 中的事件数据存
储

10 不能提高此限制。

通道 25 此限制适用于用于 CloudTrail 
Lake 与外部事件源集成的通道
AWS，而不适用于服务相关通
道。

不能提高此限制。

每次 PutAuditEvents 请求的事件 100 每个 PutAuditEvents 请求最
多可以添加 100 个活动事件（或
最多 1MB）。

不能提高此限制。

事件选择器 每个跟踪 5 个 不能提高此限制。

高级事件选择器 跨所有高级事件选择器的 500 个
条件

如果跟踪或事件数据存储使用高
级事件选择器，则所有高级事件
选择器中允许的所有条件的总数
最多为 500。除非跟踪或事件数据
存储记录所有资源（如所有 S3 存
储桶或所有 Lambda 函数）上的
数据事件，否则您将被限制为 250 
个数据资源。数据资源可以在事
件选择器之间分配，但总数不能
超过 250 个。

不能提高此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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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默认限制 注释

事件选择器中的数据资源 一个跟踪中的所有事件选择器中
共 250 个

如果您选择使用事件选择器或高
级事件选择器限制数据事件，则
跟踪中所有事件选择器的数据资
源总数不能超过 250。单个事件选
择器上的资源的数量限制可配置
为最多 250 个。仅当所有事件选
择器中的数据资源的总数不超过 
250 个时才允许此上限。

示例：

• 允许一个跟踪包含 5 个事件选
择器，每个选择器配置为包含 
50 个数据资源。(5*50=250)

• 还允许一个跟踪包含 5 个事件
选择器，其中 3 个选择器配
置为包含 50 个数据资源，1 
个选择器配置为包含 99 个数
据资源，剩余的 1 个选择器
配置为包含 1 个数据资源。
((3*50)+1+99=250)

• 不允许一个跟踪配置为包含 5 
个事件选择器，所有选择器均
配置为包含 100 个数据资源。
(5*100=500)

事件选择器仅适用于跟踪。对于
事件数据存储，您必须使用高级
事件选择器。

不能提高此限制。

如果选择在所有资源（例如，所
有 S3 存储桶或所有 Lambda 函
数）上记录数据事件，则不适用
此限制。

事件大小 所有事件版本：超过 256 KB 的事
件无法发送到 CloudWatch Logs

事件版本 1.05 及更高版本：事件
总大小限制为 256 KB

Amaz CloudWatch on Logs 和 
Amazon 允许的最大事件大小 
EventBridge 各为 256 KB。 
CloudTrail 不会向 CloudWatch 
Logs 或发送超过 256 KB 的事件 
EventBridge。

从事件版本 1.05 开始，事件
的大小最大值为 256 KB。这
是为了帮助防止被恶意行为者
利用，而允许其他AWS服务使
用，例如 CloudWatch Logs 和 
Event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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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默认限制 注释

CloudTrail 发送到 Amazon S3 的
文件大小

50MB ZIP 文件，压缩后 对于管理事件和数据事件， 
CloudTrail 会以最大 50MB（压
缩）ZIP 文件的形式向 S3 发送事
件。

如果已对跟踪启用，则在 S3 发
送 ZIP 文件后 Amazon SNS 将会 
CloudTrail 发送日志传递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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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CloudTrail 入门教程
如果您刚开始使用 AWS CloudTrail，本教程可帮助您了解如何使用其功能。在本教程中，您将查看 
CloudTrail 控制台中近期的AWS账户活动并检查一个事件。然后，您创建跟踪，这是对存储在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中的管理事件活动的持续记录。与 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不
同，这种持续记录不限于 90 天，它记录所有 AWS 区域中的事件，并可帮助您随时间推移满足安全性和审计
需求。

主题
• 先决条件 (p. 40)
• 步骤 1：在事件历史记录中查看 AWS 账户活动 (p. 41)
• 步骤 2：创建您的第一个跟踪 (p. 43)
• 步骤 3：查看您的日志文件 (p. 46)
• 步骤 4：后续步骤计划 (p. 48)

先决条件
您必须先配置以下先配置并进行设置，然后才能开始使用。

主题
• 注册一个 AWS 账户 (p. 40)
• 创建管理用户 (p. 40)
• 授予使用 CloudTrail 控制台的权限 (p. 41)

注册一个 AWS 账户
如果您还没有 AWS 账户，请完成以下步骤来创建一个。

注册 AWS 账户

1. 打开 https://portal.aws.amazon.com/billing/sign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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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您注册 AWS 账户 时，系统将会创建一个 AWS 账户根用户。根用户有权访问该账户中的所有 AWS 
服务和资源。作为安全最佳实践，请 为管理用户分配管理访问权限，并且只使用根用户执行 需要根用户
访问权限的任务。

AWS注册过程完成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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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
aws.amazon.com/ 并选择 My Account (我的账户) 来查看当前的账户活动并管理您的账户。

创建管理用户
注册 AWS 账户 后，创建一个管理用户，以避免使用根用户执行日常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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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您的 AWS 账户根用户

1. 选择 Root user（根用户）并输入您的 AWS 账户 电子邮件地址，以账户拥有者身份登录 AWS 
Management Console。在下一页上，输入您的密码。

要获取使用根用户登录方面的帮助，请参阅《AWS 登录 用户指南》中的以根用户身份登录。
2. 对您的根用户启用多重身份验证 (MFA)。

有关说明，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为 AWS 账户根用户启用虚拟 MFA 设备（控制台）。

创建管理用户

• 对于您的日常管理任务，请在 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 中为管理
用户授予管理访问权限。

有关说明，请参阅《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 用户指南》中的入
门。

作为管理用户登录

• 要使用您的 IAM Identity Center 用户身份登录，请使用您在创建 IAM Identity Center 用户时发送到您的
电子邮件地址的登录 URL。

要获取使用 IAM Identity Center 用户登录方面的帮助，请参阅《AWS 登录 用户指南》中的 登录 AWS 
访问门户。

授予使用 CloudTrail 控制台的权限
授予使用 CloudTrail 控制台的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授予CloudTrail 管理权限 (p. 347)：

步骤 1：在事件历史记录中查看 AWS 账户活动
CloudTrail 在您创建AWS账户时，即针对该账户启用了。当任何支持 CloudTrail的AWS服务中发生活动时，
该活动将记录在事件中，并与其他AWS服务 CloudTrail 事件一起保存在 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中。
换言之，您可以在创建跟踪之前查看、搜索和下载您 AWS 账户中的最新事件，但创建跟踪对于长期记录和
审计您的 AWS 账户活动而言非常重要。与跟踪不同，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仅显示在过去 90 天内
发生的事件。

1. 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CloudTrail 主机，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cloudtrail/。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Dashboard (控制面板)。在控制面板中查看您的 AWS 账户中发生的最近事件的信
息。最近的事件应为 ConsoleLogin 事件，显示您刚刚登录到 AWS Management Console。

3. 要在控制面板中查看有关活动的更多信息，请将其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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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事件历史记录。您会看到一个筛选的事件列表，最新的事件显示在最前面。事件的
默认筛选条件是只读的，设置为 false。您可以选择筛选条件右上角的 X 以清除该筛选条件。

5. 不使用默认筛选条件时，会显示多得多的事件。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筛选事件。例如，要查看所有控制
台登录事件，可以选择事件名称过滤器并指定ConsoleLogin。筛选条件的选择取决于您。

6. 您可以采用 CSV 或 JSON 格式的文件进行下载来保存事件历史记录。下载事件历史记录可能需要几分
钟。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事件历史记录查看 CloudTrail 事件 (p. 50)：

版本 1.0
42



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
步骤 2：创建您的第一个跟踪

步骤 2：创建您的第一个跟踪
虽然 CloudTrail 控制台的 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中提供的事件可用于查看近期活动，但它们限于
近期活动，而并不包括可记录的所有可能事件 CloudTrail。此外，您在控制台中查看的事件限制为您登录的 
AWS 区域。要创建您 AWS 账户中活动的持续记录以捕获所有 AWS 区域的信息，请创建跟踪。默认情况
下，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创建跟踪时，此跟踪会记录所有区域中的事件。推荐的最佳实践是记录您账户中
的所有区域的事件。

对于第一个跟踪，我们建议您创建一个跟踪记录所有 AWS 区域中的所有管理事件 (p. 6)，而不记录任何数据
事件 (p. 7)。管理事件的示例包含安全事件（如 IAM CreateUser 和 AttachRolePolicy 事件）、资源事
件（如 RunInstances 和 CreateBucket），等等。作为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创建跟踪的一部分，您将
创建一个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将在其中存储跟踪的日志文件）。

Note

本教程假定您创建您的第一个跟踪。根据您的AWS账户中已有的记录数量以及如何配置这些跟踪，
以下步骤可能会或也可能不会产生费用。 CloudTrail 将日志文件存储在 Service（Amazon S3）
存储桶中，这会产生费用。有关定价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定价和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定价。

1. 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CloudTrail 主机，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cloudtrail/。

2. 在 Region (区域) 选择器中，选择要在其中创建跟踪的 AWS 区域。这是跟踪的主区域。

Note

主区域是一个唯一的 AWS 区域，在此区域中，您可以在创建跟踪之后查看和更新跟踪，即使
此跟踪记录所有 AWS 区域中的事件也不例外。

3. 在 CloudTrail 服务主页、跟踪页面或仪表板页面的跟踪部分上，选择创建跟踪。
4. 在 Trail name (跟踪名称) 中，为您的跟踪提供一个名称，如 My-Management-Events-Trail。作为

最佳实践，请使用可快速识别跟踪用途的名称。在这种情况下，您正在创建的跟踪将记录管理事件。
5. 保留 AWS Organizations 组织跟踪记录的默认设置。除非您在 Organizations 中配置了账户，否则此选

项将不能进行更改。
6. 对于 Storage location（存储位置，选择 Create new S3 bucket（创建 S3 存储桶）以创建存储桶。在创

建存储桶时， CloudTrail 会创建并应用所需的存储桶策略。为您的存储桶提供名称，例如 my-bucket-
for-storing-cloudtrail-logs。

为了更轻松地查找日志，在现有存储桶中创建新文件夹（又称为前缀）来存储 CloudTrail 日志。在
Prefix（前缀）字段中输入前缀。

Note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的名称必须是全局唯一的。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命名要求 (p. 144)：

版本 1.0
43

http://aws.amazon.com/cloudtrail/pricing/
http://aws.amazon.com/s3/pricing/
http://aws.amazon.com/s3/pricing/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cloudtrail/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cloudtrail/


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
步骤 2：创建您的第一个跟踪

7. 清除此复选框可禁用 Log file SSE-KMS encryption（日志文件 SSE-KMS 加密）。默认情况下，您
将使用 SSE-S3 加密法加密日志文件。有关此设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具有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托管加密密钥的服务器端加密 (SSE-S3) 保护数据。

8. 在 Additional settings（其他设置）中保留默认设置。
9. 此时，请勿将日志发送到 Amazon CloudWatch Logs。
10. 在 Tags (标签) 中，将一个或多个自定义标签（键值对）添加到跟踪中。标签可帮助您识别 CloudTrail 

跟踪记录和其他资源，如包含 CloudTrail 日志文件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
例如，您可以附加名称为 Compliance、值为 Auditing 的标签。

Note

尽管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创建跟踪时向其添加标签，并且可以创建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以将日志文件存储在控制台中，但您无法从 CloudTrail 控制台
将标签添加到 Simple Storage Servic CloudTrail e（Amazon S3）存储桶。有关查看和更改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属性（包括向存储桶添加标签）的更多信息，请
参阅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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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标签创建后，选择 Next（下一步）。
11. 在 Choose log events（选择日志事件）页面中，选择要记录的事件类型。对于此跟踪，请保留默认值

Management events（管理事件）。在 Management events（管理事件）区域中，如果尚未选择，则
选择以记录 Read（读取）和 Write（写入）两类事件。将 Exclude AWS KMS events（排除 Amazon 
KMS 事件）和 Exclude Amazon RDS Data API events（排除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的复选框
留空，以记录所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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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保留 Data events（数据事件）和见解事件的默认设置。此跟踪不会记录任何数据或 CloudTrail Insights 
事件。选择下一步。

13. 在 Review and create（审核和创建）页面上，审核您为跟踪选择的设置。对相关部分选择 Edit（编辑）
以返回并进行更改。在准备好创建跟踪时，选择 Create trail（创建跟踪）。

14. Trails（跟踪）页面会在表中显示您的新跟踪记录。请注意，跟踪设置为 Multi-region trail（多区域跟
踪），并且默认情况下为跟踪打开了日志记录。

步骤 3：查看您的日志文件
创建第一个跟踪后平均大约 5 分钟内，将第一组日志文件 CloudTrail 传送到跟踪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您可以查看这些文件并了解它们包含的信息。

Note

CloudTrail 通常会在 API 调用后平均大约 5 分钟内传输日志。此时间并不能得到保证。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服务等级协议。

1. 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CloudTrail 主机，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cloudtrail/。

版本 1.0
46

http://aws.amazon.com/cloudtrail/sla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cloudtrail/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cloudtrail/


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
步骤 3：查看您的日志文件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Trails（跟踪记录）。在 Trails（跟踪记录）页面上，查找您刚创建的跟踪记录的名
称（在本例中为 My-Management-Events-Trail）。

3. 在跟踪对应的行中，选择 S3 存储桶的值（在此示例中为 -0 aws-cloudtrail-logs81390-
mytrail）。

4.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控制台在日志文件的顶层打开并显示该存储桶。由于您已创建的
跟踪会记录所有 AWS 区域中的事件，因此显示屏将打开至显示每个区域文件夹的级别。Amazon S3 存
储桶在此级别的导航层次结构为 bucket-name/AWSLogs/ ac count-id/CloudTrail。选择要在其中查
看日志文件的 AWS 区域的文件夹。例如，如果您希望查看美国东部（俄亥俄）区域的日志文件，请选
择 us-east-2。

5. 将存储桶文件夹结构导航至您要查看该地区的活动日志的年、月和日。在这一天会有多个文件。文件名
称以您的 AWS 账户 ID 开头，而以扩展名 .gz 结尾。例如，如果您的账户 ID 是 123456789012，您
将看到文件名称类似于：123456789012 _ us-e ast-2CloudTrail _ 20190610T1255abcde E
XAMPLE .json.gz。

要查看这些文件，您可以下载它们，解压缩，然后在纯文本编辑器或 JSON 文件查看器中查看它们。有
些浏览器还支持直接查看 .gz 和 JSON 文件。我们建议您使用 JSON 查看器，因为它可以更轻松地分析 
CloudTrail 日志文件中的信息。

当您开始浏览文件内容时，您可能开始想要了解您看到的内容。 CloudTrail 记录事件发生时每个AWS
服务的在该AWS区域中经历了活动的事件。换句话说，不同 AWS 服务的事件仅根据时间混合在一起。
要详细了解特定AWS服务的记录 CloudTrail，包括该服务的 API 调用的日志文件条目的示例，请参阅支
持的服务的列表 CloudTrail (p. 24)，并阅读该服务的 CloudTrail 集成主题。您还可以通过查看详细了解 
CloudTrail 日志文件的内容和结构CloudTrail CCC (p. 390)。

您还可能注意到在美国东部（俄亥俄）区域的日志文件中未看到的内容。具体来说，您将不会看到
任何控制台登录事件，即使您知道您已登录控制台。这是因为控制台登录和 IAM 事件是全局服务事
件 (p. 13)，它们通常记录到特定的 AWS 区域中。在这种情况下，它们记录在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
部），并可在文件夹 us-east-1 中找到。打开该文件夹，并打开您感兴趣的年、月和日。浏览日志文件
并查找如下所示的 ConsoleLogin 事件：

{ 
    "eventVersion": "1.05", 
    "userIdentity": { 
        "type": "IAMUser", 
        "principalId": "AKIAIOSFODNN7EXAMPLE", 
        "arn": "arn:aws:iam::123456789012:user/Mary_Major", 
        "accountId": "123456789012", 
        "userName": "Mary_Major" 
    }, 
    "eventTime": "2019-06-10T17:14:09Z", 
    "eventSource": "signin.amazonaws.com", 
    "eventName": "ConsoleLogin", 
    "awsRegion": "us-east-1", 
    "sourceIPAddress": "203.0.1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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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Agent": "Mozilla/5.0 (Windows NT 10.0; Win64; x64; rv:60.0) Gecko/20100101 
 Firefox/60.0", 
    "requestParameters": null, 
    "responseElements": { 
        "ConsoleLogin": "Success" 
    }, 
    "additionalEventData": { 
        "LoginTo":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console/home?state=hashArgs
%23&isauthcode=true", 
        "MobileVersion": "No", 
        "MFAUsed": "No" 
    }, 
    "eventID": "2681fc29-EXAMPLE", 
    "eventType": "AwsConsoleSignIn", 
    "recipientAccountId": "123456789012"
}

此日志文件条目告诉您的内容不仅仅是已登录的 IAM 用户的身份 (Mary_Major)、她登录的日期和时间
以及登录已成功。您还可以了解她从中登录的 IP 地址、她使用的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和浏览器软件，以及
她未使用多重身份验证。

步骤 4：后续步骤计划
现在，您有一个跟踪，您有权访问您 AWS 账户中的事件和活动的持续记录。这种持续记录有助于您满足 
AWS 账户的会计和审计需求。但是，您可以使用 and d CloudTrail ate 进行多得 CloudTrail 多的使用。

• 为跟踪数据添加额外的安全性。 CloudTrail在您创建跟踪时，会自动应用特定的安全级别。但是，您可以
使用其他一些步骤来帮助您确保数据安全。
• 默认情况下，您在创建跟踪过程中创建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应用了一个策

略， CloudTrail 允许将日志文件写入该存储桶。此存储桶不可公开访问，但如果您的 AWS 账户中的其
他用户有权读取和写入您 AWS 账户中的存储桶，则可能能够访问该存储桶。查看存储桶的策略，如果
必要，进行更改以限制访问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安全
文档和用于保护存储桶的示例演练。

• 提交 CloudTrail 到您存储桶的日志文件是用 Amazon S3 托管加密密钥 (SSE-S3) 通过 Amazon 服务
器端加密进行加密的。要提供可直接管理的安全层，您可以改为将服务器端加密与AWS KMS托管密
钥 (SSE-KMS) 结合起来保存 CloudTrail 日志文件。要对 SSE-KMS 使用 CloudTrail，您需要创建并
管理 KMS 密钥，又称为AWS KMS key。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通过AWS KMS密( SSE-KMS) 加密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p. 374)：

• 有关其他安全规划，请查看的安全最佳实践 CloudTrail (p. 371)。
• 创建跟踪以记录数据事件。如果在一个或多个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中添加、检

索和删除对象时，在 DynamoDB 表中添加、更改或删除项时，或者在调用一个或多个 AWS Lambda 函
数时，您有兴趣记录事件，则这些是数据事件。在本教程前面创建的管理事件跟踪不会记录这些类型的
事件。您可以专门创建一个单独的跟踪，以记录部分或全部受支持资源的数据事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数据事件 (p. 230)：

Note

记录数据事件将收取额外费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定价。
• 在您的跟踪中记录 CloudTrail Insights 事件。 CloudTrail 通过持续分析 CloudTrail 管理事件，见解可帮助

您识别和应对与write API 调用相关的异常或不寻常活动。 CloudTrail Insights 使用数学模型来确定账户
的 API 和服务事件活动的正常级别。它可识别正常模式之外的行为，生成见解事件，并将这些事件传送到
为跟踪记录选择的 S3 存储桶中的 /CloudTrail-Insight 文件夹。有关 CloudTrail Insights 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记录跟踪记录的见解事件 (p. 254)。

Note

记录见解事件将收取额外费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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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 CloudWatch 日志警报，以便在发生特定事件时提醒您。 CloudWatch 日志允许您监控和接收
由捕获的特定事件的警报 CloudTrail。例如，您可以监控关键的安全和网络相关管理事件，例如安
全组更改 (p. 279)、失败的 AWS Management Console 登录事件 (p. 280)或者对 IAM 策略的
更改 (p. 282)。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mazon Logs 监控 CloudTrail CloudWatch 日志文
件 (p. 263)：

• 使用分析工具确定 CloudTrail 日志中的趋势。尽管事件历史记录中的筛选条件可帮助您查找近期活动中的
特定事件或事件类型，但它不提供搜索更长时间段内的活动的功能。要进行更深入和更复杂的分析，您可
以使用 Amazon Athena。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Athena 用户指南》中的查询 AWS CloudTrail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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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合作 CloudTrail
CloudTrail 默认情况下，您的AWS账户处于启用状态。您可以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使用 Event history（事
件历史记录）来查看、搜索、下载、归档、分析和响应您的AWS基础设施中的账户活动。这包括通过 AWS 
Management Console、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以及 AWS 开发工具包和 API 执行的活动。

要持续记录 AWS 账户中的事件，您可以创建跟踪。通过跟踪 CloudTrail ，可将日志文件传送至 Amazon S3 
存储桶。预设情况下，在控制台中创建跟踪时，此跟踪应用于所有 AWS 区域。此跟踪记录在 AWS 分区中
记录所有区域中的事件，并将日志文件传送至您指定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桶。此外，
您可以配置其他AWS服务，进一步分析在 CloudTrail 日志中收集的事件数据并采取操作。

如果您已在 AWS Organizations 中创建组织，则可以创建跟踪，此跟踪将记录该组织中所有 AWS 账户的所
有事件。创建组织跟踪可帮助您为组织定义统一的事件记录策略。

主题
• 使用事件历史记录查看 CloudTrail 事件 (p. 50)
• 查看 CloudTrail 见解事件 (p. 61)
• 为您的 AWS 账户 创建跟踪 (p. 75)
• 为组织创建跟踪 (p. 121)
• 将跟踪事件复制到 CloudTrail Lake (p. 133)
• 获取并查看您的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p. 138)
• 为 CloudTrail 配置 Amazon SNS 通知 (p. 140)
• 控制的用户权限 CloudTrail (p. 142)
• 关于管理跟踪的提示 (p. 142)
• 将 AWS CloudTrail 和接口 VPC 终端节点一起使用 (p. 145)
• 使用 AWS CLI 查看 CloudTrail 的服务相关通道 (p. 146)

使用事件历史记录查看 CloudTrail 事件
您可以通过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查看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对操作和安全事件进行故障排
除。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提供中过去 90 天内记录的 API 活动（管理事件）的可查看、可可可可可
可可可可可搜索、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用、可可可可可可用、可可可可可AWS 区域用

您可以在您的AWS 账户区域中按区域查找与创建、修改或删除资源（例如，IAM 用户或 Amazon EC2 实
例）。您可以使用AWS CloudTrail控制台查看事件并下载事件。您可以通过选择要显示或要隐藏的列来在控
制台中自定义事件历史记录的视图。可以使用 AWS 开发工具包或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以编程方
式查找事件。您还可以在 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中比较事件的详细信息 side-by-side。

CloudTrail 日志记录因AWS服务而异。大多数AWS服务都支持 CloudTrail 记录所有事件，一些服务仅支持
记录一小部分 API 和事件，并且有几种服务不受支持。例如，一些 AWS 服务会在 API 请求受到限制时记录
ThrottlingException，而其他 AWS 服务则不会。您可以通过查阅该服务的文档来了解有关该服务的事
件的更多信息。 CloudTrail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Note

随着时间的推移，AWS 服务可能会添加其他事件。 CloudTrail 在 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
中记录这些事件，但包含已添加事件的完整 90 天活动记录将在添加事件 90 天后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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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描述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 CloudTrail 了了了了了AWS CLI了。其中还介
绍了如何下载事件文件。有关使用LookupEvents API 从 CloudTrail 事件中检索信息的信息，请参阅 AWS 
CloudTrailAPI 参考。

有关创建跟踪以便记录过去 90 天的事件的信息，请参阅创建跟踪 (p. 76)和获取并查看您的 CloudTrail 日
志文件 (p. 138)。

主题
• 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查看 CloudTrail 事件 (p. 51)
• 使用查看 CloudTrail 事件AWS CLI (p. 55)

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查看 CloudTrail 事件
您可以使用 CloudTrail 控制台查看AWS区域中过去 90 天内记录的 API 活动（管理事件）中过去 90 天内记
录的 API 活动（管理事件）。您也可以下载一个包含该信息的文件，或者根据您选择的筛选条件和时间范围
下载一小部分信息。您可以通过选择在控制台中显示哪些列来自定义 Event history (事件历史记录) 的视图。
您也可以查找适用于特定服务的事件并按资源类型筛选这些事件。您还可以在 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
录）中选择最多五个事件的详细信息 side-by-side。

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不显示数据事件。要查看数据事件，请创建跟踪 (p. 75)。

90 天后，事件将不再显示在 Event history (事件历史记录) 中。您不能从 Event history (事件历史记录) 中手
动删除事件。创建跟踪 (p. 76)时，只要将事件存储在跟踪设置中配置的 S3 存储桶中，就可以查看记录到
该跟踪的事件。

CloudTrail 日志记录因AWS服务而异。大选所有事件 CloudTrail ，一些AWS服务仅支持对一小部分 API 和
事件进行 API 和事件，并且有几种服务不受支持。您可以参阅特定服务文档，以了解有关如何 CloudTrail 记
录该服务的事件的详细信息。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Note

要持续记录活动和事件，请创建跟踪 (p. 76)。创建跟踪还使您能够利用以下集成：

• 跟踪记录允许您记录，从而帮助您 CloudTrail 记录 API 调用相关的异常活动，从而帮助您识别
和应对与write管理 API 调用关联的异常活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记录跟踪记录的见解事
件 (p. 254)：

• 在 Amazon Athena 中通过查询分析您的 AWS 服务活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Athena 用户指南中的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为 CloudTrail Logs 创建表，或者在 Even 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创建表的 CloudTrail 选项。

• 使用 Amazon Logs 监选日志，并在发生特定活动时 CloudWatch 获取通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使用 Amazon Logs 监控 CloudTrail CloudWatch 日志文件 (p. 263)：

• 跟踪允许您排除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AWS KMS）或 Amazon 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 数据 API 事件。AWS KMS 操作，例如 Encrypt、Decrypt 和 GenerateDataKey，
通常会生成大量事件（超过 99%）。事件不能从 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中排除；只有在
创建或更新跟踪以记录管理事件时，才能排除事件。

查看 CloudTrail 活动

1. 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CloudTrail 主机，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cloudtrail/home/。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事件历史记录。

内容窗格中首先将出现一个筛选过的事件列表，其中包含最新事件。向下滚动可查看更多事件。
3. 比较事件时，可以通过填充 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表左侧边缘的复选框选择最多五个事件。在 

Comp选事件的详细信息表 side-by-side 中查看所选事件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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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 history (事件历史记录) 中的默认事件视图应用了筛选条件，以便它不会显示只读事件。要删除此筛选
条件，或应用其他筛选条件，请更改筛选设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选 CloudTrail 事件 (p. 52)：

目录
• 。选 CloudTrail 事件 (p. 52)
• 选 CloudTrail 事件 (p. 52)
• 查看事件的详细信息 (p. 53)
• 下载事件 (p. 54)
• 使用 AWS Config 查看引用的资源 (p. 54)

。选 CloudTrail 事件
您可以通过选择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显示哪些列来自定义 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的显示。默认情
况下，将显示以下列：

• 事件名称
• 事件时间
• 用户名
• 事件来源
• 资源类型
• 资源名称

Note

您不能更改列的顺序，也不能从 Event history (事件历史记录) 中手动删除事件。

自定义 Event history (事件历史记录) 中显示的列

1. 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CloudTrail 主机，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cloudtrail/home/。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事件历史记录。
3. 选择齿轮图标。
4. 在 Select visible columns（选择可见列）中，选择要显示的列。关闭您不想显示的列。完成后，请选择

Confirm（确认）。

选 CloudTrail 事件
Event history (事件历史记录) 中的事件的默认显示使用属性筛选条件排除已显示事件列表中的只读事件。此
属性筛选条件名为 Read only（只读），并且设置为 false。您可以删除此筛选条件以同时显示读取和写入事
件。要仅查看 Read（读取）事件，您可以将筛选条件值更改为 true。还可以按其他属性筛选事件。可以按
时间范围进一步进行筛选。

Note

您只能应用一个属性筛选条件和一个时间范围筛选条件。您无法应用多个属性筛选条件。

AWS 访问密钥

用于对请求签名的 AWS 访问密钥 ID。如果已使用临时安全证书发出请求，则为临时证书的访问密钥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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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ID

事件的 CloudTrail ID。每个事件都有唯一的 ID。
事件名称

事件名称。例如，您可以筛选 IAM 事件（例如 CreatePolicy）或 Amazon EC2 事件（例如
RunInstances）。

事件源

将请求发送到的 AWS 服务，例如 iam.amazonaws.com 或 s3.amazonaws.com。在选择 Event 
source 筛选条件后，您可以滚动浏览事件源的列表。

只读

读取类型的事件。事件分为读取事件或写入事件。如果设置为 false，则已显示事件的列表中不包含读取
事件。默认情况下，系统会应用此属性筛选条件并将值设置为 false。

资源名称

事件引用的资源的名称或 ID。例如，Auto-Scaling 组资源的名称可以为auto-scaling-test-group “aAuto 
Scaling 组资源的名称可以为 “auto-scaling 组资源的名称可以为 “i-scaling 组

资源类型

事件引用的资源的类型。例如，资源类型可以是 Instance (适用于 EC2) 或 DBInstance (适用于 
RDS)。每种 AWS 服务的资源类型各不相同。

时间范围

要筛选事件的时间范围。您可以筛选最近 90 天的事件。
用户名称

事件引用的身份。例如，这可以是用户、角色名称或服务角色。

如果对于所选属性或时间没有记录事件，结果列表将为空。除时间范围之外，您只能另外应用一个属性筛选
条件。如果您选择另一个属性筛选条件，则将保留指定的时间范围。

以下步骤介绍如何按属性筛选。

按属性筛选

1. 要按属性筛选结果，请从 Lookup attributes（查找属性）下拉列表中选择属性，然后在文本框中键入或
选择值。

2. 要删除属性筛选条件，请选择该属性筛选条件框右侧的 X。

以下步骤介绍如何按开始日期和时间与结束日期和时间筛选。

按开始日期和时间与结束日期和时间筛选

1. 要缩小您要查看的事件的时间范围，请在时间范围栏中选择时间范围。预设值为 30 分钟、1 小时、3 小
时或 12 小时。要指定自定义时间范围，请选择 Custom（自定义）。

2. 要删除时间范围筛选条件，在时间范围栏中选择 Clear（清除）。

查看事件的详细信息
1. 选择结果列表中的事件以显示其详细信息。
2. 事件中引用的资源显示在事件详细信息页面的 Resources referenced（引用的资源）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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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些引用的资源具有链接。选择该链接可打开此资源的控制台。
4. 滚动到详细信息页面上的 Event record（事件记录）以查看 JSON 事件记录，又称为事件负载。
5. 在页面导航中选择 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以关闭事件详细信息页面，然后返回 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

下载事件
您可以采用 CSV 或 JSON 格式的文件形式下载记录的事件历史记录。使用筛选条件和时间范围可减小您下
载的文件的大小。

Note

CloudTrail 事件历史记录文件为数据文件，其中包含了可以被单个用户配置的信息（如资源名
称）。有些数据在用来读取和分析该数据的程序中有可能被解释为命令 (CSV 注入)。例如，将 
CloudTrail 事件导出到 CSV 并导入到某个电子表格程序时，该程序可能警告您注意安全风险。应该
选择禁用此内容以保证系统安全。应始终禁用来自下载的事件历史记录文件中的链接或宏。

1. 添加事件的筛选条件和时间范围添加到您要下载的 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例如，您可以指定
事件名称 StartInstances，并指定时间范围为过去 3 天的活动。

2. 选择 Download events（下载事件），然后选择 Download as CSV（下载为 CSV）或 Download as 
JSON（下载为 JSON）。下载操作会立即开始。

Note

您的下载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完成。要想更快地获得结果，在开始下载过程前，可使用更加
具体的筛选条件或更短的时间范围来缩小结果范围。您可以取消下载。如果取消下载，则在本
地计算机上可能会有仅包含某些事件数据的部分下载。要下载完整的事件历史记录，请重新开
始下载。

3. 下载完成后，打开文件以查看您指定的事件。
4. 要取消下载，请选择 Cancel（取消），然后选择 Cancel download（取消下载）进行确认。如果您需要

重新开始下载，请等到先前的下载完成取消。

使用 AWS Config 查看引用的资源
AWS Config 记录您的 AWS 资源的配置详细信息、关系和更改。

在 Resources Referenced（引用的资源）窗格中，从 Config timeline（配置时间线）列选择  以在 AWS 
Config 控制台中查看资源。

如果图 标为灰色、AWS Config未开启或未记录资源类型。选择该图标转到 AWS Config 控制台以开
启该服务或开始记录该资源类型。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Config 开发人员指南 中的使用控制台设置 
AWS Config。

如果链接不可用显示在列中，则资源无法查看，原因可能是以下之一：

• AWS Config 不支持资源类型。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Config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支持的资源、配置
项和关系。

• AWS Config最近增加了资源类型的支持，但它从 CloudTrail 控制台不可选见解事件。您可以在 AWS 
Config 控制台中查找资源以查看资源时间线。

• 资源归其他 AWS 账户拥有。
• 资源归其他 AWS 服务拥有，如托管 IAM 策略。
• 资源创建后被立即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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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是最近创建的或在最近更新过。

Example

1. 您将 AWS Config 配置为记录 IAM 资源。
2. 您创建了 IAM 用户 Bob-user。在 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页面中，CreateUser 事件和 Bob-

user 显示为 IAM 资源。您可以选择 AWS Config 图标以便在 AWS Config 时间线中查看此 IAM 资源。
3. 您将用户名称更新为 Bob-admin。
4. 在 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页面中，UpdateUser 事件和 Bob-admin 显示为已更新的 IAM 资

源。
5. 您可以选择此图标以便在时间线中查看 Bob-admin IAM 资源。但是，由于资源名称发生了更改，因

此，您无法选择 Bob-user 的图标。AWS Config 此时正在记录更新后的资源。

要向用户授予在 AWS Config 控制台中查看资源的只读权限，请参阅授予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上查看AWS 
Config信息 (p. 351)。

有关 AWS Config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Config 开发人员指南。

使用查看 CloudTrail 事件AWS CLI
Important

自 2021 年 11 月 22 日起，AWS CloudTrail更改了跟踪来捕获全球服务事件的方法。现在， 
CloudFront、IAM 和AWS STS创建的事件将记录在创建它们的区域中，即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
部）区域 us-east-1。 CloudTrail这使得这些服务的处理与其他全球服务的处理与其他AWS全球服务
的处理一致。
要继续接收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以外的全球服务事件，请务必将使用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
部）以外全球服务事件的单区域跟踪转换为多区域跟踪。同时更新lookup-events API 调用的区
域。有关更新查找事件的更多信息（包括 CLI 命令示例），请参阅本章节后面部分的按属性查找事
件 (p. 58)。

您可以AWS 区域使用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命令查找当前 90 天的 CloudTrail 管理信息。

Lookup 支持管理事件的以下属性：

• AWS 访问密钥
• 事件 ID
• 事件名称
• 事件源
• 只读
• 资源名称
• 资源类型
• 用户名称

所有属性都是可选的。

lookup-events 命令包含以下选项：

• --max-items<integer>— 命令输出中要返回的项目总数。如果可用的总项目数超过指定的值，则命令的
输出中会提供 NextToken。要恢复分页，请在子序列命令的起始标记参数中提供NextToken值。不要直
接在外部使用NextToken响应元素AWS CLI。

• --start-time<timestamp>— 指定仅返回在指定时间或之后发生的事件。如果指定的开始时间晚于指定
的结束时间，则将返回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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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okup-attributes<integer>— 包含查找属性列表。目前，列表只能包含一个项目。
• --generate-cli-skeleton<string>— 将 JSON 框架打印到标准输出，无需发送 API 请求。如果未提

供任何值或值输入，则打印可用作参数的示例输入 JSON--cli-input-json。同样，如果提供了 yaml-
input，它将打印一个可以与之一起使用的示例输入 YAML--cli-input-yaml。如果提供值输出，它将
验证命令输入并返回该命令的示例输出 JSON。生成的 JSON 框架在的版本之间不稳定，AWS CLI并且生
成的 JSON 框架没有向后兼容性保证。

• --cli-input-json<string>— 从提供的 JSON 字符串中读取参数。JSON 字符串遵循--generate-
cli-skeleton参数提供的格式。如果命令行上提供了其他参数，则这些值将覆盖 JSON 提供的值。
不可能使用 JSON 提供的值传递任意二进制值，因为字符串将按字面意思。不能将其与--cli-input-
yaml参数一起指定。

有关使用AWS命令行界面的一般信息，请参阅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用户指南。

目录
• 先决条件 (p. 56)
• 获取命令行帮助 (p. 56)
• 查找事件 (p. 56)
• 指定要返回的事件数目 (p. 57)
• 按时间范围查找事件 (p. 57)

• 有效 <timestamp> 格式 (p. 58)
• 按属性查找事件 (p. 58)

• 属性查找示例 (p. 58)
• 指定下一页结果 (p. 59)
• 从文件中获取 JSON 输入 (p. 60)
• 查找输出字段 (p. 61)

先决条件
• 要运行 AWS CLI 命令，必须先安装 AWS CLI。有关信息，请参阅安装 AWS 命令行界面。
• 确保您的 AWS CLI 版本高于 1.6.6。要验证 CLI 版本，请在命令行上运行 aws --version。
• 要设置会AWS CLI话的帐户AWS 区域、和默认输出格式，请使用aws configure命令。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配置 AWS 命令行界面。

Note

这些 CloudTrail AWS CLI命令区分大小写。

获取命令行帮助
要查看 lookup-events 的命令行帮助，请键入以下命令：

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help

查找事件
Important

每个区域的查询请求速率限制为每个账户每秒两次。如果超过此限制，则会出现限制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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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查看最新的 10 个事件，请键入以下命令：

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max-items 10

返回的事件看起来类似于以下虚构示例（为便于阅读，该示例已经过格式编排）：

{ 
    "NextToken": "kbOt5LlZe+
+mErCebpy2TgaMgmDvF1kYGFcH64JSjIbZFjsuvrSqg66b5YGssKutDYIyII4lrP4IDbeQdiObkp9YAlju3oXd12juy3CIZW8=",  
    "Events": [ 
        { 
            "EventId": "0ebbaee4-6e67-431d-8225-ba0d81df5972",  
            "Username": "root",  
            "EventTime": 1424476529.0,  
            "CloudTrailEvent": "{ 
                  \"eventVersion\":\"1.02\", 
                  \"userIdentity\":{ 
                        \"type\":\"Root\", 
                        \"principalId\":\"111122223333\", 
                        \"arn\":\"arn:aws:iam::111122223333:root\", 
                        \"accountId\":\"111122223333\"}, 
                  \"eventTime\":\"2015-02-20T23:55:29Z\", 
                  \"eventSource\":\"signin.amazonaws.com\", 
                  \"eventName\":\"ConsoleLogin\", 
                  \"awsRegion\":\"us-east-2\", 
                  \"sourceIPAddress\":\"203.0.113.4\", 
                  \"userAgent\":\"Mozilla/5.0\", 
                  \"requestParameters\":null, 
                  \"responseElements\":{\"ConsoleLogin\":\"Success\"}, 
                  \"additionalEventData\":{ 
                         \"MobileVersion\":\"No\", 
                         \"LoginTo\":\"https://console.aws.amazon.com/console/home", 
                         \"MFAUsed\":\"No\"}, 
                  \"eventID\":\"0ebbaee4-6e67-431d-8225-ba0d81df5972\", 
                  \"eventType\":\"AwsApiCall\", 
                  \"recipientAccountId\":\"111122223333\"}",  
            "EventName": "ConsoleLogin",  
            "Resources": [] 
        } 
    ]
}         

有关输出中与查找相关的字段的说明，请参阅本文档后面的查找输出字段 (p. 61)部分。有关 CloudTrail 
事件中各字段的说明，请参阅CloudTrail 记录内容 (p. 392)。

指定要返回的事件数目
要指定要返回的事件数目，请键入以下命令：

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max-items <integer>

可能的值介于 1 和 50 之间。以下示例返回一个事件。

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max-items 1

按时间范围查找事件
可查找过去 90 天发生的事件。要指定时间范围，请键入以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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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start-time <timestamp> --end-time <timestamp>

--start-time <timestamp> 指定仅返回在指定时间或之后发生的事件。如果指定的开始时间晚于指定
的结束时间，则将返回错误。

--end-time <timestamp> 指定仅返回在指定时间或之前发生的事件。如果指定的结束时间早于指定的开
始时间，则将返回错误。

默认开始时间为过去 90 天内提供数据的最早日期。默认结束时间为在最接近当前时间发生事件的时间。

有效 <timestamp> 格式

--start-time 和 --end-time 属性接受 UNIX 时间值或有效的等效项。

以下是有效格式的示例。可用连字符或正斜杠将日期、月份和年份值分隔开来。如果有空格，则必须使用双
引号。

1422317782
1422317782.0
01-27-2015
01-27-2015,01:16PM
"01-27-2015, 01:16 PM"
"01/27/2015, 13:16"
2015-01-27
"2015-01-27, 01:16 PM"

按属性查找事件
要按属性进行筛选，请键入以下命令：

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lookup-attributes 
 AttributeKey=<attribute>,AttributeValue=<string>

您只能为每个 lookup-events 命令指定一个属性密钥/值对。以下是AttributeKey的值。值的名称区分大小
写。

• AccessKeyId
• EventId
• EventName
• EventSource
• ReadOnly
• ResourceName
• ResourceType
• Username

属性查找示例

以下示例命令返回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区域 us-east-1 中的事件。ConsoleLogin用您的配置的适当
值替换。

aws cloudtrail --region us-east-1  lookup-events --lookup-attributes 
 AttributeKey=EventName,AttributeValue=Console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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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示例命令返回 AccessKeyId 值为 AKIAIOSFODNN7EXAMPLE 的事件。

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lookup-attributes 
 AttributeKey=AccessKeyId,AttributeValue=AKIAIOSFODNN7EXAMPLE

以下示例命令返回指定的 CloudTrail EventId 的事件。

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lookup-attributes 
 AttributeKey=EventId,AttributeValue=b5cc8c40-12ba-4d08-a8d9-2bceb9a3e002

以下示例命令返回 EventName 值为 RunInstances 的事件。

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lookup-attributes 
 AttributeKey=EventName,AttributeValue=RunInstances

以下示例命令返回 EventSource 值为 iam.amazonaws.com 的事件。

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lookup-attributes 
 AttributeKey=EventSource,AttributeValue=iam.amazonaws.com

以下示例命令返回写入事件。它不包含读取事件（如 GetBucketLocation 和 DescribeStream）。

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lookup-attributes AttributeKey=ReadOnly,AttributeValue=false

以下示例命令返回 ResourceName 值为 CloudTrail_CloudWatchLogs_Role 的事件。

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lookup-attributes 
 AttributeKey=ResourceName,AttributeValue=CloudTrail_CloudWatchLogs_Role

以下示例命令返回 ResourceType 值为 AWS::S3::Bucket 的事件。

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lookup-attributes 
 AttributeKey=ResourceType,AttributeValue=AWS::S3::Bucket

以下示例命令返回 Username 值为 root 的事件。

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lookup-attributes AttributeKey=Username,AttributeValue=root

指定下一页结果
要从 lookup-events 命令获取下一页结果，请键入以下命令：

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same parameters as previous command> --next-token=<token>

其中，<token> 的值来自于上一个命令输出的第一个字段。

在命令中使用 --next-token 时，您必须使用与上一个命令中相同的参数。例如，假设您运行以下命令：

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lookup-attributes AttributeKey=Username,AttributeValue=root

要获取下一页结果，您的下一个命令将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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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lookup-attributes AttributeKey=Username,AttributeValue=root 
 --next-token=kbOt5LlZe+
+mErCebpy2TgaMgmDvF1kYGFcH64JSjIbZFjsuvrSqg66b5YGssKutDYIyII4lrP4IDbeQdiObkp9YAlju3oXd12juy3CIZW8=

从文件中获取 JSON 输入
一些 AWS 服务的 AWS CLI 具有两个参数（--generate-cli-skeleton 和 --cli-input-json），可
用于生成 JSON 模板，您可以修改模板并用作 --cli-input-json 参数的输入。本部分介绍如何将这些参
数和 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结合使用。有关更多一般信息，请参阅生成 CLI 框架和 CLI 输入 
JSON 参数。

通过从文件中获取 JSON 输入来查找 CloudTrail 事件

1. 通过将 lookup-events 输出重定向到文件来创建与 --generate-cli-skeleton 结合使用的输入
模板，如以下示例所示。

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generate-cli-skeleton > LookupEvents.txt

生成的模板文件（在本例中为 LookupEvents .txt）如下所示：

{ 
    "LookupAttributes": [ 
        { 
            "AttributeKey": "", 
            "AttributeValue": "" 
        } 
    ], 
    "StartTime": null, 
    "EndTime": null, 
    "MaxResults": 0, 
    "NextToken": ""
}             

2. 可使用文本编辑器根据需要修改 JSON。JSON 输入只能包含指定的值。
Important

必须先从模板中删除所有空值，然后才能使用该模板。

以下示例指定一个时间范围和要返回的结果的最大数目。

{ 
    "StartTime": "2015-01-01", 
    "EndTime": "2015-01-27", 
    "MaxResults": 2
}             
                 

3. 要将编辑后的文件用作输入，请使用语法 --cli-input-json file://<filename> ，如以下示例
所示：

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cli-input-json file://LookupEvents.txt

Note

您可在 --cli-input-json 所在的命令行中使用其他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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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输出字段
事件

基于查找属性和已指定的时间范围的查找事件的列表。该事件列表按时间进行排序，最新的事件排在第
一位。每个条目均包含有关查找请求的信息，还包括已检索 CloudTrail 事件的字符串表示形式。

以下条目描述每个查找事件中的字段。
CloudTrailEvent

一个包含已返回事件的对象表示形式的 JSON 字符串。有关已返回的每个元素的信息，请参阅记录正文
内容。

EventId

一个包含已返回事件的 GUID 的字符串。
EventName

一个包含已返回事件的名称的字符串。
EventSource

已将请求发出到的 AWS 服务。
EventTime

事件的日期和时间（采用 UNIX 时间格式）。
资源

由已返回的事件引用的资源列表。每个资源条目指定一个资源类型和一个资源名称。
ResourceName

一个包含由事件引用的资源名称的字符串。
ResourceType

一个包含由事件引用的资源类型的字符串。如果无法确定资源类型，则返回 null。
用户名

一个包含已返回事件的账户用户名称的字符串。
NextToken

用于从上一个 lookup-events 命令获取下一页结果的字符串。要使用该令牌，参数必须与原始命令中
的参数相同。如果输出中未显示任何 NextToken 条目，则不再返回结果。

查看 CloudTrail 见解事件
对跟踪记录启用 CloudTrail 见解后，您可以使用 CloudTrail控制台或查看最多 90 天的见解事件AWS CLI。
本节介绍如何查看、查找和下载见解事件的文件。有关使用LookupEvents API 从 CloudTrail 事件检索信息
的信息，请参阅 AWS CloudTrailAPI 参考。有关 CloudTrail 见解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记录跟踪记录的见解事
件 (p. 254)本指南中的。

有关如何创建跟踪记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跟踪 (p. 76)和获取并查看您的 CloudTrail 日志文
件 (p. 138)。

Note

要记录 API 调用量上的 Insights 事件，跟踪必须记录write管理事件。要按照 API 错误率记录 
Insights 事件，跟踪必须记录read或write管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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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查看 CloudTrail Insights 事件 (p. 62)
• 使用 “查看 CloudTrail Insights” 事件AWS CLI (p. 68)

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查看 CloudTrail Insights 事件
对跟踪记录启用 CloudTrail Insights 事件后，当 CloudTrail 检测到异常 API 或错误率活动时， CloudTrail 将
会生成 Insights 事件并将其显示在中的 D as hboard（见解）页面上AWS Management Console。您可以在
控制台中查看见解事件，并对异常活动进行故障排除。控制台中显示了最近 90 天的见解事件。您也可以使
用 AWS CloudTrail 控制台下载见解事件。可以使用 AWS 开发工具包或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以编
程方式查找事件。有关 CloudTrail Insights 事件记录跟踪记录的见解事件 (p. 254)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本指
南中的。

Note

要记录 API 调用量上的 Insights 事件，跟踪必须记录write管理事件。要按照 API 错误率记录 
Insights 事件，跟踪必须记录read或write管理事件。

记录见解事件后，事件将显示在 Insights（见解）页面上达 90 天。您不能从 Insights (见解) 页面上手动删除
事件。因为您必须先创建跟踪 (p. 76)然后才能启用 CloudTrail Insights，因此只要将见解事件存储在跟踪
记录设置中配置的 S3 存储桶中，就可以查看记录到该跟踪记录的见解事件。

使用 Amazon CloudWatch Logs 监视跟踪日志，并在发生特定见解事件活动时获取通知。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使用 Amazon Logs 监控 CloudTrail CloudWatch 日志文件 (p. 263)：

查看见解事件

CloudTrail 必须已在跟踪记录中启用 Insights 事件才能在控制台中看到见解事件。如果检测到异常活动，请
留出长达 36 小时 CloudTrail 才能传递第一个见解事件。

1. 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CloudTrail 主机，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cloudtrail/home/。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Dashboard（控制面板）以查看最近的五个见解事件，或选择 Insights（见解）以
查看过去 90 天内在您的账户中记录的所有见解事件。

在 Insights（见解）页面上，您可以按事件 API 源、事件名称和事件 ID 等条件筛选见解事件，并将
显示的事件限制为在特定时间范围内发生的事件。有关筛选见解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筛选见解事
件 (p. 62)。

目录
• 筛选见解事件 (p. 62)
• 查看见解事件详细信息 (p. 53)
• 缩放、平移和下载图表 (p. 66)
• 更改图表时间跨度设置 (p. 66)
• 下载见解事件 (p. 67)

筛选见解事件
Insights (见解) 中事件的默认显示按照相反的时间顺序显示事件。顶部是最新的见解事件，按事件开始时间
排序。下面的列表描述了可用的属性。您可以根据前三个属性进行筛选：Event name（事件名称）、Event 
source（事件源）和 Event ID（事件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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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名称

事件的名称，通常是记录异常活动级别的 AWS API。
洞察类型

CloudTrail Insights 事件的类型，要么是 API 调用率，要么是 API 错误率。API 调用率洞察类型根据基
准 API 调用量分析每分钟汇总的只写管理 API 调用。API 错误率洞察类型分析导致错误代码的管理 API 
调用。如果 API 调用不成功，则会显示错误。

事件源

将请求发送到的 AWS 服务，例如 iam.amazonaws.com 或 s3.amazonaws.com。在选择 Event 
source 筛选条件后，您可以滚动浏览事件源的列表。

事件 ID

见解事件的 ID。事件 ID 未显示在 Insights（见解）页表格中，但它们是您可用来筛选见解事件的属性。
为了生成见解事件而分析的管理事件的事件 ID 与见解事件的事件 ID 不同。

事件开始时间

Insights 事件的开始时间，测量方式为记录异常活动的第一分钟。此属性显示在 Insights（见解）表中，
但无法在控制台中通过事件开始时间筛选。

基线平均值

API 调用率或错误率活动的正常模式。计算 Insights 事件开始前七天的基线平均值。虽然基准持续时
间的值（ CloudTrail分析正常活动的时间段）大约为七天，但会将基准持续时间 CloudTrail舍入为整数
天，因此确切的基准持续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

Insight 平均值

触发 Insights 事件的 API 的平均调用次数，或调用 API 时返回的特定错误的平均数。开始事件的 
CloudTrail Insights 平均值是触发 Insights 事件的发生率。通常情况下，这是异常活动的第一分钟。结
束事件的 Insights 平均值是在开始 Insights 事件和结束 Insights 事件之间异常活动持续时间内发生的速
率。

速率变更

以百分比表示 Baseline average（基线平均值）和 Insight average（Insight 平均值）的区别。例如，如
果 AccessDenied 发生错误的基线平均值为 1.0，并且 Insight 平均值为 3.0，那么速率变更为 300％。
超过基线平均值的 Insight 平均值的速率变更在该值旁边显示向上箭头。如果因活动低于基线平均值而记
录了 Insights 事件，Rate change（速率变更）在百分比旁边显示向下箭头。

版本 1.0
63



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
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查看 CloudTrail Insights 事件

如果对于所选属性或时间没有记录事件，结果列表将为空。除时间范围之外，您只能另外应用一个属性筛选
条件。如果您选择另一个属性筛选条件，则将保留指定的时间范围。

以下步骤介绍如何按属性筛选。

按属性筛选

1. 要按属性筛选结果，请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查找属性，然后在 Enter a lookup value（输入查找值）框中键
入或选择值。

2. 要删除一个属性筛选条件，请选择该属性筛选条件框右侧的 X。

以下步骤介绍如何按开始日期和时间与结束日期和时间筛选。

按开始日期和时间与结束日期和时间筛选

1. 要缩小您要查看的事件的时间范围，请在表格顶部的时间跨度栏上选择时间范围。预设时间范围包括 30 
分钟、1 小时、3 小时或 12 小时。要指定自定义时间范围，请选择 Custom（自定义）。

2. 选择以下选项卡之一。

• Absolute（绝对）- 供您选择具体的时间。继续执行下一步。
• Relative to selected event（相对于所选事件）- 默认选中。让您选择相对于见解事件开始时间的时间

段。继续执行步骤 4。
3. 要设置 Absolute（绝对）时间范围，请执行以下操作。

a. 在 Absolute（绝对）选项卡上，选择希望时间范围开始的日期。输入所选日期的开始时间。要手动
输入日期，请使用 yyyy/mm/dd 格式键入日期。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使用 24 小时制，且值必须采
用 hh:mm:ss 格式。例如，要指示开始时间为下午 6:30，请输入 18:30:00。

b. 在日历上选择范围的结束日期，或在日历下方指定结束日期和时间。选择 Apply（应用）。
4. 要设置 Relative to selected event（相对于所选事件）时间范围，请执行以下操作。

a. 选择相对于见解事件开始时间的预设时间段。预设值单位可为分钟、小时、天或周。最长相对时间
周期为 12 周。

b. 如果需要，请在预设下方的框中自定义预设值。如果老板娘，选择 Clear（清除）以重置您的更
改。设置了所需的相对时间后，请选择 Apply（应用）。

5. 在 To (结束时间) 中，选择日期并指定要作为时间范围结束的时间。选择 Apply（应用）。
6. 要删除一个时间范围筛选条件，请选择该 Time range (时间范围) 框右侧的日历图标，然后选择 Remove

(删除)。

查看见解事件详细信息
1. 选择见解列表中的事件以显示其详细信息。见解事件的详细信息页面显示异常活动时间表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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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鼠标悬停在突出显示的带上，以显示图表中的每个见解事件的开始时间和持续时间。

Additional information（其他信息）图表区域显示以下信息：

• Insight type（见解类型）。该类型可以是 API 调用率或 API 错误率。
• 触发器。这是指向 Cloudtrail events（CloudTrail 事件）选项卡的链接，该选项卡列出了为确定发生了

异常活动而分析的管理事件。
• 分钟 API 用数

• Baseline average（基线平均值）– 在您账户中特定区域内，大约前七天内测量的每分钟对记录 
Insights 事件的 API 的典型调用速率。

• Insights average（Insights 平均值）– 触发 Insights 事件的此 API 的每分钟调用速率。开始事件的 
CloudTrail Insights 平均值是触发 Insights 事件的 API 的每分钟调用或错误率。通常情况下，这是
异常活动的第一分钟。结束事件的 Insights 平均值是在开始 Insights 事件和结束 Insights 事件之间
异常活动持续时间内，每分钟 API 调用的速率。

• Event source（事件源）。记录异常数量的 API 调用或错误的 AWS 服务终端节点。在前面的图像
中，源是 ec2.amazonaws.com，它是 Amazon EC2 的服务终端节点。

• Event IDs（事件 ID）。
• Start event ID（开始事件 ID）– 异常活动开始时记录的 Insights 事件 ID。
• End event ID（结束事件 ID）– 异常活动结束时记录的 Insights 事件 ID。
• Shared e@@ vent ID（共享事件）— 在 Insights 事件中，Shared event ID（共享事件）是由 

CloudTrail Insights 生成的 GUID，用于唯一标识开始和结束 Insights 事件对。Shared event ID（共
享事件 ID）在开始和结束 Insights 事件之间是通用的，并且有助于在这两个事件建立关联以唯一地
标识异常活动。

3. 选择 Attributions（归因）选项卡，可查看有关与异常活动和基准活动相关的用户身份、用户代理、API 
调用率 Insights 事件和错误代码的信息。在 Attributions（归因）选项卡上的表格中显示最多五个
用户身份、五个用户代理和五个错误代码，按活动计数的平均值，从最高到最低的降序排列。有关
Attributions（归因）选项卡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本指南中的 Attributions（属性）选项卡 (p. 258) 和
CloudTrail 见解insightDetails元素 (p.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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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CloudTrail 事件选项卡上，查看 CloudTrail分析以确定发生异常活动的相关事件。默认情况下，已对
见解事件名称应用了筛选条件，该名称也是相关 API 的名称。CloudTrail 事件选项卡显示与见解事件的
开始时间（减一分钟）和结束时间（加一分钟）之间发生的主题 API 相关的 CloudTrail 管理事件。

在图表中选择其他见解事件时，事件表中显示CloudTrail 的事件相应地更改。这些事件可帮助您执行更
深入的分析，以确定见解事件的可能原因以及异常 API 活动的原因。

要显示在见解 CloudTrail 事件持续时间内记录的所有事件，而不仅仅显示相关 API 的事件，请关闭筛选
条件。

5. 选择 Insights event record（见解事件记录）选项卡以查看 JSON 格式的见解开始和结束事件。
6. 选择链接的 Event source（事件源）将返回由该事件源筛选的 Insights（见解）页面。

缩放、平移和下载图表
您可以使用右上角的工具栏缩放、平移和重置见解事件详细信息页面上图表的轴。

从左到右，图表工具栏上的命令按钮执行以下操作：

• Download plot as a PNG (以 PNG 格式下载图表) - 下载详细信息页面上显示的图表图像，并将其保存为 
PNG 格式。

• Zoom (缩放) - 拖动以选择图表上要放大的区域并更详细地查看。
• Pan (平移) - 移动图表以查看相邻的日期或时间。
• Reset axes (重置轴) - 将图表轴更改回原始状态，同时清除缩放和平移设置。

更改图表时间跨度设置
您可以更改时间跨度 - 事件显示在 x 轴上的所选持续时间 - 通过选择图表右上角的设置显示在图表中。

图表中显示的默认时间跨度取决于所选见解事件的持续时间。

见解活动的持续时间 默认时间跨度

小于 4 小时 3h（三小时）

4 至 12 小时之间 12h（12 小时）

12 至 24 小时之间 1d（一天）

24 至 72 小时之间 3d（三天）

超过 72 小时 1w（一周）

您可以选择 5 分钟、30 分钟、1 小时、3 小时、12 小时或 Custom（自定义）。下图显示了 Relative to 
selected event（相对于所选事件）时间段，您可以在 Custom（自定义）设置中选择。相对时间段是在见解
事件详细信息页面上显示的所选见解事件的开始和结束前后的大致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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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自定义选定的预设，请在预设下方的框中指定数值和时间单位。

要指定确切的日期和时间范围，请选择 Absolute (绝对) 选项卡。如果设置绝对日期和时间范围，则需
要提供开始和结束时间。有关如何设置时间的信息，请参阅本主题中的 the section called “筛选见解事
件” (p. 62)。

下载见解事件
您可以采用 CSV 或 JSON 格式的文件形式下载记录的见解事件历史记录。使用筛选条件和时间范围可减小
您下载的文件的大小。

Note

CloudTrail 事件历史记录文件为数据文件，其中包含了可以被单个用户配置的信息（如资源名
称）。有些数据在用来读取和分析该数据的程序中有可能被解释为命令 (CSV 注入)。例如，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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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Trail 事件导出到 CSV 并导入到某个电子表格程序时，该程序可能警告您注意安全风险。作为
安全最佳实践，请禁用来自下载的事件历史记录文件中的链接或宏。

1. 指定要下载的事件的筛选条件和时间范围。例如，您可以指定事件名称 StartInstances，并指定时
间范围为过去 3 天的活动。

2. 选择 Download events（下载事件），然后选择 Download CSV（下载 CSV）或 Download JSON（下
载 JSON）。系统会提示您选择保存文件的位置。

Note

您的下载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完成。要想更快地获得结果，在开始下载过程前，可使用更加
具体的筛选条件或更短的时间范围来缩小结果范围。

3. 下载完成后，打开文件以查看您指定的事件。
4. 要取消下载，请选择 Cancel download (取消下载)。如果在下载完成之前取消下载，则本地计算机上的 

CSV 或 JSON 文件可能只包含部分事件。

使用 “查看 CloudTrail Insights” 事件AWS CLI
通过运行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命令查找过去 90 天的 Ins CloudTrail ights 事件。此 lookup-events
命令具有以下选项：

• --end-time
• --event-category
• --max-results
• --start-time
• --lookup-attributes
• --next-token
• --generate-cli-skeleton
• --cli-input-json

有关使用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的一般信息，请参阅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用户指南。

目录
• 先决条件 (p. 68)
• 获取命令行帮助 (p. 69)
• 查找见解事件 (p. 69)
• 指定要返回的见解事件数量 (p. 72)
• 按时间范围查找见解事件 (p. 72)

• 有效 <timestamp> 格式 (p. 72)
• 按属性查找见解事件 (p. 72)

• 属性查找示例 (p. 73)
• 指定下一页结果 (p. 73)
• 从文件中获取 JSON 输入 (p. 73)
• 查找输出字段 (p. 74)

先决条件
• 要运行 AWS CLI 命令，必须先安装 AWS CLI。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安装 AWS 命令行界面。
• 确保您的 AWS CLI 版本高于 1.6.6。要验证 CLI 版本，请在命令行上运行 aws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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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设置 AWS CLI 会话的账户、区域和默认输出格式，请使用 aws configure 命令。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配置 AWS 命令行界面。

• 要记录 API 调用量上的 Insights 事件，跟踪必须记录write管理事件。要按照 API 错误率记录 Insights 事
件，跟踪必须记录read或write管理事件。

Note

CloudTrail AWS CLI命令区分大小写。

获取命令行帮助
要查看 lookup-events 的命令行帮助，请键入以下命令。

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help

查找见解事件
要查看最新的 10 个见解事件，请键入以下命令。

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event-category insight

返回的事件看起来与下面的示例相似，

{ 
    "NextToken": "kbOt5LlZe+
+mErCebpy2TgaMgmDvF1kYGFcH64JSjIbZFjsuvrSqg66b5YGssKutDYIyII4lrP4IDbeQdiObkp9YAlju3oXd12juEXAMPLE=",  
    "Events": [ 
        { 
            "eventVersion": "1.07", 
            "eventTime": "2019-10-15T21:13:00Z", 
            "awsRegion": "us-east-1", 
            "eventID": "EXAMPLE-9b6f-45f8-bc6b-9b41c052ebc7", 
            "eventType": "AwsCloudTrailInsight", 
            "recipientAccountId": "123456789012", 
            "sharedEventID": "EXAMPLE8-02b2-4e93-9aab-08ed47ea5fd3", 
            "insightDetails": { 
            "state": "Start", 
            "eventSource": "autoscaling.amazonaws.com", 
            "eventName": "CompleteLifecycleAction", 
            "insightType": "ApiCallRateInsight", 
            "insightContext": { 
              "statistics": { 
                "baseline": { 
                  "average": 0.0000882145 
                }, 
                "insight": { 
                  "average": 0.6 
                }, 
                "insightDuration": 5, 
                "baselineDuration": 11336 
              }, 
              "attributions": [ 
                { 
                  "attribute": "userIdentityArn", 
                  "insight": [ 
                    { 
                      "value": "arn:aws:sts::012345678901:assumed-role/CodeDeployRole1", 
                      "average": 0.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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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ue": "arn:aws:sts::012345678901:assumed-role/CodeDeployRole2", 
                      "average": 0.2 
                    }, 
                    { 
                      "value": "arn:aws:sts::012345678901:assumed-role/CodeDeployRole3", 
                      "average": 0.2 
                    } 
                  ], 
                  "baseline": [ 
                    { 
                      "value": "arn:aws:sts::012345678901:assumed-role/CodeDeployRole1", 
                      "average": 0.0000882145 
                    } 
                  ] 
                }, 
                { 
                  "attribute": "userAgent", 
                  "insight": [ 
                    { 
                      "value": "codedeploy.amazonaws.com", 
                      "average": 0.6 
                    } 
                  ], 
                  "baseline": [ 
                    { 
                      "value": "codedeploy.amazonaws.com", 
                      "average": 0.0000882145 
                    } 
                  ] 
                }, 
                { 
                  "attribute": "errorCode", 
                  "insight": [ 
                    { 
                      "value": "null", 
                      "average": 0.6 
                    } 
                  ], 
                  "baseline": [ 
                    { 
                      "value": "null", 
                      "average": 0.0000882145 
                    } 
                  ] 
                } 
              ] 
            } 
          }, 
            "eventCategory": "Insight" 
        }, 
        { 
            "eventVersion": "1.07", 
            "eventTime": "2019-10-15T21:14:00Z", 
            "awsRegion": "us-east-1", 
            "eventID": "EXAMPLEc-9eac-4af6-8e07-26a5ae8786a5", 
            "eventType": "AwsCloudTrailInsight", 
            "recipientAccountId": "123456789012", 
            "sharedEventID": "EXAMPLE8-02b2-4e93-9aab-08ed47ea5fd3", 
            "insightDetails": { 
            "state": "End", 
            "eventSource": "autoscaling.amazonaws.com", 
            "eventName": "CompleteLifecycleAction", 
            "insightType": "ApiCallRateInsight", 
            "insightContext": { 
              "statistics": { 
                "baseli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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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erage": 0.0000882145 
                }, 
                "insight": { 
                  "average": 0.6 
                }, 
                "insightDuration": 5, 
                "baselineDuration": 11336 
              }, 
              "attributions": [ 
                { 
                  "attribute": "userIdentityArn", 
                  "insight": [ 
                    { 
                      "value": "arn:aws:sts::012345678901:assumed-role/CodeDeployRole1", 
                      "average": 0.2 
                    }, 
                    { 
                      "value": "arn:aws:sts::012345678901:assumed-role/CodeDeployRole2", 
                      "average": 0.2 
                    }, 
                    { 
                      "value": "arn:aws:sts::012345678901:assumed-role/CodeDeployRole3", 
                      "average": 0.2 
                    } 
                  ], 
                  "baseline": [ 
                    { 
                      "value": "arn:aws:sts::012345678901:assumed-role/CodeDeployRole1", 
                      "average": 0.0000882145 
                    } 
                  ] 
                }, 
                { 
                  "attribute": "userAgent", 
                  "insight": [ 
                    { 
                      "value": "codedeploy.amazonaws.com", 
                      "average": 0.6 
                    } 
                  ], 
                  "baseline": [ 
                    { 
                      "value": "codedeploy.amazonaws.com", 
                      "average": 0.0000882145 
                    } 
                  ] 
                }, 
                { 
                  "attribute": "errorCode", 
                  "insight": [ 
                    { 
                      "value": "null", 
                      "average": 0.6 
                    } 
                  ], 
                  "baseline": [ 
                    { 
                      "value": "null", 
                      "average": 0.0000882145 
                    } 
                  ] 
                } 
              ] 
            } 
          }, 
            "eventCategory": "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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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有关输出中与查找相关的字段的说明，请参阅这一主题中的查找输出字段 (p. 74)部分。有关 Insights 事件
中的字段的说明，请参阅 CloudTrail 记录内容 (p. 392)。

指定要返回的见解事件数量
要指定要返回的事件数目，请键入以下命令。

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event-category insight --max-results <integer>

如果未指定，则 <integer> 的默认值为 10。可能的值介于 1 和 50 之间。以下示例返回一个结果。

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event-category insight --max-results 1

按时间范围查找见解事件
可查找过去 90 天发生的见解事件。要指定时间范围，请键入以下命令。

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event-category insight --start-time <timestamp> --end-
time <timestamp>

--start-time <timestamp> 指定仅返回在指定时间或之后发生的见解事件。如果指定的开始时间晚于
指定的结束时间，则将返回错误。

--end-time <timestamp> 指定仅返回在指定时间或之前发生的见解事件。如果指定的结束时间早于指定
的开始时间，则将返回错误。

默认开始时间为过去 90 天内提供数据的最早日期。默认结束时间为最接近当前时间所发生事件的时间。

有效 <timestamp> 格式
--start-time 和 --end-time 属性接受 UNIX 时间值或有效的等效项。

以下是有效格式的示例。可用连字符或正斜杠将日期、月份和年份值分隔开来。如果有空格，则必须使用双
引号。

1422317782
1422317782.0
01-27-2015
01-27-2015,01:16PM
"01-27-2015, 01:16 PM"
"01/27/2015, 13:16"
2015-01-27
"2015-01-27, 01:16 PM"

按属性查找见解事件
要按属性进行筛选，请键入以下命令。

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event-category insight --lookup-attributes 
 AttributeKey=<attribute>,AttributeValue=<string>

您只能为每个 lookup-events 命令指定一个属性密钥-值对。以下是 AttributeKey 的有效见解事件值。值
的名称区分大小写。

版本 1.0
72



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
使用 “查看 CloudTrail Insights” 事件AWS CLI

• EventId
• EventName
• EventSource

属性查找示例

以下示例命令返回 EventName 值为 PutRule 的见解事件。

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event-category insight --lookup-attributes 
 AttributeKey=EventName, AttributeValue=PutRule

以下示例命令返回 EventId 值为 b5cc8c40-12ba-4d08-a8d9-2bceb9a3e002 的见解事件。

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event-category insight --lookup-attributes 
 AttributeKey=EventId, AttributeValue=b5cc8c40-12ba-4d08-a8d9-2bceb9a3e002

以下示例命令返回 EventSource 值为 iam.amazonaws.com 的见解事件。

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event-category insight --lookup-attributes 
 AttributeKey=EventSource, AttributeValue=iam.amazonaws.com

指定下一页结果
要从 lookup-events 命令获取下一页结果，请键入以下命令。

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event-category insight <same parameters as previous command>
 --next-token=<token>

在此命令中，<timestamp> 的值来自于上一个命令输出的第一个字段。

在命令中使用 --next-token 时，您必须使用与上一个命令中相同的参数。例如，假设您运行以下命令。

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event-category insight --lookup-attributes 
 AttributeKey=EventName, AttributeValue=PutRule

要获取下一页结果，您的下一个命令将如下所示。

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event-category insight --lookup-attributes 
 AttributeKey=EventName,AttributeValue=PutRule --next-token=EXAMPLEZe+
+mErCebpy2TgaMgmDvF1kYGFcH64JSjIbZFjsuvrSqg66b5YGssKutDYIyII4lrP4IDbeQdiObkp9YAlju3oXd12juEXAMPLE=

从文件中获取 JSON 输入
一些 AWS 服务的 AWS CLI 具有两个参数，即 --generate-cli-skeleton 和 --cli-input-json，
可用于生成 JSON 模板，您可以修改模板并用作 --cli-input-json 参数的输入。本部分介绍如何将这些
参数和 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结合使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生成 CLI 框架和 CLI 输入 
JSON 参数。

通过从文件中获取 JSON 输入来查找见解事件

1. 通过将 lookup-events 输出重定向到文件来创建与 --generate-cli-skeleton 结合使用的输入
模板，如以下示例所示。

版本 1.0
73

https://docs.aws.amazon.com/cli/latest/userguide/generate-cli-skeleton.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li/latest/userguide/generate-cli-skeleton.html


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
使用 “查看 CloudTrail Insights” 事件AWS CLI

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event-category insight --generate-cli-skeleton > 
 LookupEvents.txt

生成的模板文件（在本例中为 LookupEvents .txt）如下所示。

{ 
    "LookupAttributes": [ 
        { 
            "AttributeKey": "", 
            "AttributeValue": "" 
        } 
    ], 
    "StartTime": null, 
    "EndTime": null, 
    "MaxResults": 0, 
    "NextToken": ""
}             

2. 可使用文本编辑器根据需要修改 JSON。JSON 输入只能包含指定的值。

Important

必须先从模板中删除所有空值，然后才能使用该模板。

以下示例指定一个时间范围和要返回的结果的最大数目。

{ 
    "StartTime": "2015-01-01", 
    "EndTime": "2015-01-27", 
    "MaxResults": 2
}             
                 

3. 要将编辑后的文件用作输入，请使用语法 --cli-input-json file://<filename>，如以下示例
所示。

aws cloudtrail lookup-events --event-category insight --cli-input-json file://
LookupEvents.txt

Note

您可在 --cli-input-json 所在的命令行中使用其他参数。

查找输出字段
事件

基于查找属性和已指定的时间范围的查找事件的列表。该事件列表按时间进行排序，最新的事件排在第
一位。每个条目均包含有关查找请求的信息，还包括已检索的 CloudTrail 事件的字符串表示形式。

以下条目描述每个查找事件中的字段。
CloudTrailEvent

一个包含已返回事件的对象表示形式的 JSON 字符串。有关已返回的每个元素的信息，请参阅记录正文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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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Id

一个包含已返回事件的 GUID 的字符串。
EventName

一个包含已返回事件的名称的字符串。
EventSource

已将请求发出到的 AWS 服务。
EventTime

事件的日期和时间（采用 UNIX 时间格式）。
资源

由已返回的事件引用的资源列表。每个资源条目指定一个资源类型和一个资源名称。
ResourceName

一个包含由事件引用的资源名称的字符串。
ResourceType

一个包含由事件引用的资源类型的字符串。如果无法确定资源类型，则返回 null。
用户名

一个包含已返回事件的账户用户名称的字符串。
NextToken

用于从上一个 lookup-events 命令获取下一页结果的字符串。要使用该令牌，参数必须与原始命令中
的参数相同。如果输出中未显示任何 NextToken 条目，则不再返回结果。

有关 CloudTrail 见解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记录跟踪记录的见解事件 (p. 254)本指南中的。

为您的 AWS 账户 创建跟踪
创建跟踪时，可以将事件作为日志文件持续传送到指定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
创建跟踪可提供许多好处，其中包括：

• 超过 90 天的事件记录。
• 通过将日志事件发送到 Amazon CloudWatch Logs 来自动监视指定事件并发出警报的选项。
• 使用 Amazon Athena 查询日志和分析 AWS 服务活动的选项。

从 2019 年 4 月 12 日开始，您只能在其记录事件的 AWS 区域中查看跟踪记录。如果您创建记录所有 AWS 
区域中事件的跟踪，则它会显示在所有区域的控制台中。如果您创建仅记录单个区域中事件的日志，则可以
在该区域中查看和管理它。如果您使用 AWS CloudTrail 控制台创建跟踪，则创建多区域跟踪是默认选项，
也是推荐的最佳实践。要创建单区域跟踪，您必须使用 AWS CLI。

如果使用 AWS Organizations，则可以创建一条跟踪，以记录组织中所有 AWS 账户的事件。将在每个成
员账户中创建同名的跟踪，并且来自每个跟踪的事件将传递到您指定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

Note

只有组织的管理账户或委托管理员账户才能为组织创建跟踪。为组织创建跟踪会自动启用 
CloudTrail 和 Organizations 之间的集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为组织创建跟踪 (p. 121)。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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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控制台创建和更新跟踪 (p. 76)
• 使用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创建、更新和管理跟踪记录 (p. 94)

使用控制台创建和更新跟踪
您可以使用 CloudTrail 控制台创建、更新或删除跟踪记录。使用控制台创建的跟踪是多区域的。要创建仅记
录一个跟踪以记录事件的跟踪AWS 区域，请使用AWS CLI (p. 96)。

您最多可以为每个区域创建 5 个跟踪记录。在您创建跟踪后， CloudTrail自动开始将您的账户下的 API 调用
和相关事件记录到您指定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中。要停止记录，您可以对跟踪
禁用日志记录或将其删除。

使用 CloudTrail 控制台创建或更新跟踪具有以下优点。

• 如果这是您首次创建跟踪，使用 CloudTrail 控制台可以查看可用的功能和选项。
• 如果您要配置跟踪以记录数据事件，使用 CloudTrail 控制台可以查看可用的数据类型。有关记录数据事件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记录数据事件 (p. 230)。

有关为 AWS Organizations 中的组织创建跟踪的特定信息，请参阅为组织创建跟踪 (p. 121)。

主题
• 创建跟踪 (p. 76)
• 更新跟踪 (p. 86)
• 删除跟踪 (p. 93)
• 关闭跟踪的日志记录 (p. 93)

创建跟踪
按照以下过程创建应用于所有区域的跟踪。应用于所有区域的跟踪会将所有区域中的日志文件传送至 S3 存
储桶。在创建跟踪后，AWS CloudTrail 会自动开始记录您指定的事件。

Note

创建跟踪之后，您可以配置其他AWS服务，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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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主题
• 在控制台中创建跟踪（基本事件选择器） (p. 76)
• 在控制台中创建跟踪（高级事件选择器） (p. 80)
• 后续步骤 (p. 86)

在控制台中创建跟踪（基本事件选择器）
在控制台中，您创建的跟踪可记录您已启用的所有 AWS 区域中的事件。这是推荐的最佳实践。要记录单个
区域中的事件（不推荐），请使用 AWS CLI (p. 96)。

如果尚未启用高级事件选择器，请使用以下程序。如果您启用了高级事件选择器，请参阅 在控制台中创建跟
踪（高级事件选择器） (p. 80) 以对跟踪配置数据事件日志记录。

要使用创建 CloudTrail 路径，请执行以下操作AWS Management Console

1. 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CloudTrail 主机，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cloudt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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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CloudTrail 服务主页、跟踪页面或仪表板页面的跟踪部分上，选择创建跟踪。
3. 在 Create Trail 页面上，对于 Trail name，键入一个跟踪名。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CloudTrail 命名要

求 (p. 144)：
4. 如果这是AWS Organizations组织跟踪，您可以为组织中的所有账户启用跟踪。要查看此选项，您必须

使用管理或委托管理员账户中的用户或角色登录控制台。要成功创建组织跟踪，请确保相应用户或角色
具有足够的权限 (p. 123)。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为组织创建跟踪 (p. 121)：

5. 对于 Storage location（存储位置，选择 Create new S3 bucket（创建 S3 存储桶）以创建存储桶。在创
建存储桶时， CloudTrail 会创建并应用所需的存储桶策略。

Note

如果选择 Use existing S3 bucket（使用现有 S3 存储桶），则在 Trail log bucket name（跟踪
日志存储桶名称）中指定一个存储桶，或选择 Browse（浏览）以选择存储桶。存储桶策略必须
授予向其写入的 CloudTrail 权限。有关手动编辑存储桶策略的信息，请参阅针对 CloudTrail 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策略 (p. 354)。

为了更轻松地查找日志，在现有存储桶中创建新文件夹（又称为前缀）来存储 CloudTrail 日志。在
Prefix（前缀）字段中输入前缀。

6. 对于 Log file SSE-KMS encryption（日志文件 SSE-KMS 加密），如果您希望使用 SSE-KMS 加密而非 
SSE-S3 加密对您的日志文件进行加密，请选择 Enabled（已启用）。默认值为 Enabled（已启用）。
如果您未启用 SSE-KMS 加密，则将使用 SSE-S3 加密对您的日志进行加密。有关 SSE-KMS 加密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使用具有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的服务器端加密（SSE-KMS）。有关 SSE-
S3 加密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配合使用服务器端加密与 Amazon S3 托管加密密钥（SSE-S3）。

如果您启用了 SSE-KMS 加密，请选择 New（新建）或 Existing（现有）AWS KMS key。在 AWS 
KMSAlias（Amazon KMS 别名）中，使用alias/MyAliasName。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更新资源以
使用 KMS 密钥 (p. 385)： CloudTrail 还支持AWS KMS多区域密钥。有关多区域密钥的更多信息，请
参阅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使用多区域密钥。

Note

您也可以键入其他账户的密钥 ARN。密钥策略必须 CloudTrail 允许使用此密钥加密您的日志
文件，并允许您指定的用户读取未加密形式的日志文件。有关手动编辑密钥策略的信息，请参
阅为配置AWS KMS密钥策略 CloudTrail (p. 375)。

7. 在 Additional configuration（其他配置）中，请配置以下内容。

a. 对于 Log file validation（日志文件验证），选择 Enabled（已启用）以将日志摘要传输到您的 S3 
存储桶。您可以使用摘要文件验证日志文件在 CloudTrail 传送之后没有发生改变。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验证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完整性 (p. 302)：

b. 对于 SNS notific ation delivery（SNS 通知）, 选择 Enabled（已启用）以在每次日志传送 
CloudTrail 将多个事件存储在单个日志文件中。SNS 通知针对每个日志文件而不是每个事件发送。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为 CloudTrail 配置 Amazon SNS 通知 (p. 140)：

如果您启用了 SNS 通知，则对于 Create a new SNS topic（创建新 SNS 主题），选择 New（新
建）创建主题，或选择 Existing（现有）使用现有的主题。如果您创建的是应用到所有区域的跟
踪，则针对来自所有区域的日志文件传输的 SNS 通知将发送到您创建的单个 SNS 主题中。

如果选择 New（新建），您可以为您 CloudTrail 指定新主题的名称，您也可以键入名称。如果选择
Existing（现有），则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 SNS 主题。您还可以输入来自另一个区域或来自一个
具有适当权限的账户的主题的 ARN。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针对 CloudTrail 的 Amazon SNS 主题
策略 (p. 360)：

如果您创建一个主题，则必须订阅该主题以便获取日志文件传送的通知。您可通过 Amazon SNS 控
制台进行订阅。由于通知的频率，建议您将该订阅配置为使用 Amazon SQS 队列来以编程方式处理
通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入门指南。

8. （可选）通过选择 “在日志中启用” CloudTrail  来配置为将 CloudWatch 日志文件发送到CloudWatch 日
志。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将事件发送到 CloudWatch Logs (p. 264)：版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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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如果启用了与 CloudWatch 日志的集成，请选择 New（新建）创建新日志组，或选择 Exist in g（现
有）使用现有的日志组。如果选择 New（新建），您可以为您 CloudTrail 指定新日志组的名称，您
也可以键入名称。

b. 如果选择 Existing（现有），则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日志组。
c. 选择 New（新建）创建新 IAM 角色，以获得将日志发送到 CloudWatch 日志的权限。选择

Existing（现有）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现有 IAM 角色。展开 Policy document（策略文档）
时，将显示新角色或现有角色的策略语句。有关该角色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与 CloudTrail 使用 
CloudWatch Logs 进行监控对应的角色策略文档 (p. 284)。

Note

在您配置跟踪时，可以选择属于另一个账户的 S3 存储桶和 SNS 主题。但是，如果您要 
CloudTrail 将事件传送至 Log CloudWatch s 日志组，则必须选择当前账户中的日志组。

9. 对于 Tags（标签），将一个或多个自定义标签（键值对）添加到跟踪中。标签可帮助您识别 CloudTrail 
跟踪记录和包含 CloudTrail 日志文件的 Amazon S3 存储桶。然后，您可以为您的资源使用 CloudTrail 
资源组。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Resource Groups 和 为什么要对跟踪记录使用标签？ (p. 11)。

10. 在 Choose log events（选择日志事件）页面中，选择要记录的事件类型。对于 Management events (管
理事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a. 对于 API activity（API 活动），选择您希望跟踪记录 Read（读取）事件、Write（写入）事件，还
是记录两者。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管理事件 (p. 223)：

b. 选择 Exclude AWS KMS events（排除 Amazon KMS 事件）以从跟踪中筛选出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AWS KMS) 事件。默认设置是包含所有 AWS KMS 事件。

只有当您在跟踪上记录管理事件时，用于记录或排除 AWS KMS 事件的选项才可用。如果选择不记
录管理事件，则不会记录 AWS KMS 事件，并且您无法更改 AWS KMS 事件日志记录设置。

Encrypt、Decrypt 和 GenerateDataKey 等 AWS KMS 操作通常会生成大量事件（占比超过 
99%）。这些操作现在记录为读取事件。Disable、Delete 和 ScheduleKey（通常占不到 AWS 
KMS 事件量的 0.5%）等少量的相关 AWS KMS 操作记录为 Write（写入）事件。

如果要排除大批量事件（例如 Encrypt、Decrypt 和 GenerateDataKey），但仍然记录相关事
件（例如 Disable、Delete 和 ScheduleKey），选择记录 Write（写入）管理事件，然后清除
Exclude AWS KMS events（排除 Amazon KMS 事件）复选框。

c. 选择 Exclude Amazon RDS Data API events（排除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以从跟踪中筛选
出 Amazon 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 数据 API 事件。默认设置是包含所有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有关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RDS Aurora 用户指南中
的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数据 API 调用。

11. 对于 Data events（数据事件），您可以指定记录 Amazon S3 存储桶、AWS Lambda 函数、Amazon 
DynamoDB 表或很多其他资源类型的数据事件。默认情况下，跟踪记录不记录数据事件。记录数据事
件将收取额外费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数据事件 (p. 230)：有关 CloudTrail 定价，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定价。如果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则有更多数据事件类型可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本主
题中的 在控制台中创建跟踪（高级事件选择器） (p. 80)。

对于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

a. 对于 Data event source（数据事件源），选择 S3。
b. 您可以选择记录 All current and future S3 buckets（所有当前和未来 S3 存储桶），也可以指定单个

存储桶或函数。默认情况下，记录所有当前和未来 S3 存储桶的数据事件。

Note

保留默认 All current and future S3 buckets（所有当前和未来 S3 存储桶）选项会为您的 
AWS 账户中现有的所有存储桶和您完成跟踪创建后创建的任何存储桶启用数据事件日志记
录。它还会将为由中的任何 IAM 身份执行的数据事件活动启用日志记录，即使该活动是对
属于其他AWS账户的存储桶执行的。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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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正在为单个区域创建跟踪（通过使用 AWS CLI 完成），则选择 All current and 
future S3 buckets（所有当前和未来 S3 存储桶）可为跟踪所在的区域中的所有存储桶和您
后来在该区域中创建的任何存储桶启用数据事件日志记录。不会为您的 AWS 账户的其他
区域中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记录数据事件。

c. 如果保留默认值 All current and future S3 buckets（所有当前和未来 S3 存储桶），则选择记录
Read（读取）事件、Write（写入）事件，还是记录两者。

d. 要选择单个存储桶，请清空 All current and future S3 buckets（所有当前和未来 S3 存储桶）的
Read（读取）和Write（写入）复选框。在 Individual bucket selection（单个存储桶选择）中，浏
览要在其上记录数据事件的存储桶。通过键入所需存储桶的存储桶前缀来查找特定存储桶。您可以
在此窗口中选择多个存储桶。选择 Add bucket（添加存储桶）以记录更多存储桶的数据事件。选择
记录 Read（读取）事件（如 GetObject）、Write（写入）事件（如 PutObject）或同时记录两
种事件。

此设置优先于为各个存储桶配置的个别设置。例如，如果指定记录所有 S3 存储桶的 Read 事件，
然后选择为数据事件日志记录添加一个特定存储桶，则所添加存储桶的 Read 已经是选中状态。您
无法清除此选择。只能配置 Write 选项。

要从日志记录中删除存储桶，请选择 X。
12. 要添加需要记录数据事件的其他数据类型，请选择 Add data event type（添加数据事件类型）。
13. 对于 Lambda 函数：

a. 对于 Data event source（数据事件源），选择 Lambda。
b. 在 Lambda function（Lambda 函数）中，选择 All regions（所有区域）记录所有 Lambda 函数，

或选择 Input function as ARN（输入函数作为 ARN）以记录特定函数上的数据事件。

要记录 AWS 账户中的所有 Lambda 函数的数据事件，请选择 Log all current and future 
functions（记录所有当前和未来函数）。此设置优先于为各个函数配置的个别设置。将记录所有函
数，即便这些函数未显示。

Note

如果为所有区域创建了一个跟踪，则此选择将为您的 AWS 账户中当前包含的所有函数以
及您在创建跟踪后可能在任何区域中创建的任何 Lambda 函数启用数据事件日志记录。
如果您正在为单个区域创建跟踪（通过使用 AWS CLI 完成），则此选择将为您的 AWS 
账户中的该区域中当前包含的所有函数以及您在创建跟踪后可能在该区域中创建的任何 
Lambda 函数启用数据事件日志记录。它不会为在其他区域中创建的 Lambda 函数启用数
据事件日志记录。
为由 AMAWS 账户中的任何用户或角色执行的数据事件活动启用日志记录，即使该活动是
对属于其他AWS的存储桶执行的。

c. 如果选择 Input function as ARN（输入函数作为 ARN），则输入 Lambda 函数的 ARN。

Note

如果您的账户中有 15000 个以上的 Lambda 函数，则在创建跟踪时，您无法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查看或选择所有函数。您仍可以选择该选项来记录所有函数，即使未显示这些
函数也是如此。如果您要记录特定函数的数据事件，则可手动添加一个函数 (如果您知道
其 ARN)。您也可以在控制台中完成跟踪的创建操作，然后使用 AWS CLI 和 put-event-
selectors 命令为特定 Lambda 函数配置数据事件日志记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WS CLI 管理跟踪记录 (p. 99)：

14. 对于 DynamoDB 表：

a. 对于 Data event source（数据事件源），选择 DynamoDB。
b. 在 DynamoDB table selection（DynamoDB 表选择）中，选择 Browse（浏览）以选择一个表，或

粘贴到您有权访问的 DynamoDB 表的 ARN 中。DynamoDB 表 ARN 使用以下格式：

arn:partition:dynamodb:region:account_ID:table/table_name版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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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添加另一个表，请选择 Add row（添加行），然后浏览到某个表或粘贴到您有权访问的表的 ARN 
中。

15. 如果您希望跟踪记录 Insights events（ CloudTrail 见解事件）。

在 Event type（事件类型）中，选择 Insights events（见解事件）。在 Insights events（Insights 事件）
中，选择 API call rate（API 调用率）和/或 API error rate（API 错误率）。您必须记录 Wr ite（写入）
管理事件以记录见解事件。您必须记录读取或写入管理事件才能记录 Insights 事件，以了解 API 错误
率。

CloudTrail Insights 分析管理事件中的异常活动，并在检测到异常时记录事件。默认情况下，跟踪记录不
记录见解事件。有关见解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记录跟踪记录的见解事件 (p. 254)。记录见解事件将
收取额外费用。有关 CloudTrail 定价，请参阅AWS CloudTrail定价。

见解事件将传递到跟踪记录详细信息页面的 Storage location（存储位置）区域中指定的同一 S3 存储
桶中名为 /CloudTrail-Insight 的不同文件夹。 CloudTrail 为您创建新前缀。例如，如果当前目标 
S3 存储桶命名为 S3bucketName/AWSLogs/CloudTrail/，则带有新前缀的 S3 存储桶名称会命名
为 S3bucketName/AWSLogs/CloudTrail-Insight/。

16. 完成选择要记录的事件类型的操作后，选择 Next（下一步）。
17. 在 Review and create（审核和重建）页面上，审核您的选择。在相关部分中选择 Edit（编辑）以更改该

部分中显示的跟踪设置。在准备好创建跟踪时，选择 Create trail（创建跟踪）。
18. 新跟踪记录出现在 Trails（跟踪记录）页面上。Trails（跟踪记录）页面显示您的账户中来自所有区域的

跟踪记录。约 5 分钟内 CloudTrail 发布日志文件，其中显示在您的账户中发起AWS的 API 调用。您可
以在指定的 S3 存储桶中查看日志文件。如果您已启用见解事件日志记录并且检测 CloudTrail 到异常活
动，则最多可能需要 36 个小时才能传递第一个见解事件。

Note

CloudTrail 通常会在 API 调用后平均大约 5 分钟内传输日志。此时间并不能得到保证。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服务等级协议。

在控制台中创建跟踪（高级事件选择器）

在控制台中，您创建的跟踪可记录所有 AWS 区域中的事件。这是推荐的最佳实践。要记录单个区域中的事
件（不推荐），请使用 AWS CLI (p. 96)。

如果已启用高级事件选择器，请使用以下程序。如果您更喜欢使用基本事件选择器，请参阅 在控制台中创建
跟踪（基本事件选择器） (p. 76) 以对跟踪配置数据事件日志记录。

要使用创建 CloudTrail 路径，请执行以下操作AWS Management Console

1. 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CloudTrail 主机，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cloudtrail/。

2. 在 CloudTrail 服务主页、跟踪页面或仪表板页面的跟踪部分上，选择创建跟踪。
3. 在 Create Trail 页面上，对于 Trail name，键入一个跟踪名。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CloudTrail 命名要

求 (p. 144)：
4. 如果这是AWS Organizations组织跟踪，您可以为组织中的所有账户启用跟踪。要查看此选项，您必须

使用管理或委托管理员账户中的用户或角色登录控制台。要成功创建组织跟踪，请确保相应用户或角色
具有足够的权限 (p. 123)。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为组织创建跟踪 (p. 121)：

5. 对于 Storage location（存储位置，选择 Create new S3 bucket（创建 S3 存储桶）以创建存储桶。在创
建存储桶时， CloudTrail 会创建并应用所需的存储桶策略。

Note

如果选择 Use existing S3 bucket（使用现有 S3 存储桶），则在 Trail log bucket name（跟踪
日志存储桶名称）中指定一个存储桶，或选择 Browse（浏览）以选择存储桶。存储桶策略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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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向其写入的 CloudTrail 权限。有关手动编辑存储桶策略的信息，请参阅针对 CloudTrail 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策略 (p. 354)。

为了更轻松地查找日志，在现有存储桶中创建新文件夹（又称为前缀）来存储 CloudTrail 日志。在
Prefix（前缀）字段中输入前缀。

6. 对于 Log file SSE-KMS encryption（日志文件 SSE-KMS 加密），如果您希望使用 SSE-KMS 加密而非 
SSE-S3 加密对您的日志文件进行加密，请选择 Enabled（已启用）。默认值为 Enabled（已启用）。
如果您未启用 SSE-KMS 加密，则将使用 SSE-S3 加密对您的日志进行加密。有关 SSE-KMS 加密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使用具有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的服务器端加密（SSE-KMS）。有关 SSE-
S3 加密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配合使用服务器端加密与 Amazon S3 托管加密密钥（SSE-S3）。

如果您启用了 SSE-KMS 加密，请选择 New（新建）或 Existing（现有）AWS KMS key。在 AWS 
KMSAlias（Amazon KMS 别名）中，使用alias/MyAliasName。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更新资源以
使用 KMS 密钥 (p. 385)： CloudTrail 还支持AWS KMS多区域密钥。有关多区域密钥的更多信息，请
参阅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使用多区域密钥。

Note

您也可以键入其他账户的密钥 ARN。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更新资源以使用 KMS 密
钥 (p. 385)：密钥策略必须 CloudTrail 允许使用此密钥加密您的日志文件，并允许您指定的用
户读取未加密形式的日志文件。有关手动编辑密钥策略的信息，请参阅为配置AWS KMS密钥
策略 CloudTrail (p. 375)。

7. 在 Additional configuration（其他配置）中，请配置以下内容。

a. 对于 Log file validation（日志文件验证），选择 Enabled（已启用）以将日志摘要传输到您的 S3 
存储桶。您可以使用摘要文件验证日志文件在 CloudTrail 传送之后没有发生改变。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验证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完整性 (p. 302)：

b. 对于 SNS notific ation delivery（SNS 通知）, 选择 Enabled（已启用）以在每次日志传送 
CloudTrail 将多个事件存储在单个日志文件中。SNS 通知针对每个日志文件而不是每个事件发送。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为 CloudTrail 配置 Amazon SNS 通知 (p. 140)：

如果您启用了 SNS 通知，则对于 Create a new SNS topic（创建新 SNS 主题），选择 New（新
建）创建主题，或选择 Existing（现有）使用现有的主题。如果您创建的是应用到所有区域的跟
踪，则针对来自所有区域的日志文件传输的 SNS 通知将发送到您创建的单个 SNS 主题中。

如果选择 New（新建），您可以为您 CloudTrail 指定新主题的名称，您也可以键入名称。如果选择
Existing（现有），则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 SNS 主题。您还可以输入来自另一个区域或来自一个
具有适当权限的账户的主题的 ARN。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针对 CloudTrail 的 Amazon SNS 主题
策略 (p. 360)：

如果您创建一个主题，则必须订阅该主题以便获取日志文件传送的通知。您可通过 Amazon SNS 控
制台进行订阅。由于通知的频率，建议您将该订阅配置为使用 Amazon SQS 队列来以编程方式处理
通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入门指南。

8. （可选）通过选择 “在日志中启用” CloudTrail  来配置为将 CloudWatch 日志文件发送到CloudWatch 日
志。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将事件发送到 CloudWatch Logs (p. 264)：

a. 如果启用了与 CloudWatch 日志的集成，请选择 New（新建）创建新日志组，或选择 Exist in g（现
有）使用现有的日志组。如果选择 New（新建），您可以为您 CloudTrail 指定新日志组的名称，您
也可以键入名称。

b. 如果选择 Existing（现有），则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日志组。
c. 选择 New（新建）创建新 IAM 角色，以获得将日志发送到 CloudWatch 日志的权限。选择

Existing（现有）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现有 IAM 角色。展开 Policy document（策略文档）
时，将显示新角色或现有角色的策略语句。有关该角色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与 CloudTrail 使用 
CloudWatch Logs 进行监控对应的角色策略文档 (p.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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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在您配置跟踪时，可以选择属于另一个账户的 S3 存储桶和 SNS 主题。但是，如果您要 
CloudTrail 将事件传送至 Log CloudWatch s 日志组，则必须选择当前账户中的日志组。

9. 对于 Tags（标签），将一个或多个自定义标签（键值对）添加到跟踪中。标签可帮助您识别 CloudTrail 
跟踪记录和包含 CloudTrail 日志文件的 Amazon S3 存储桶。然后，您可以为您的资源使用 CloudTrail 
资源组。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Resource Groups 和 为什么要对跟踪记录使用标签？ (p. 11)。

10. 在 Choose log events（选择日志事件）页面中，选择要记录的事件类型。对于 Management events (管
理事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a. 对于 API activity（API 活动），选择您希望跟踪记录 Read（读取）事件、Write（写入）事件，还
是记录两者。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管理事件 (p. 223)：

b. 选择 Exclude AWS KMS events（排除 Amazon KMS 事件）以从跟踪中筛选出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AWS KMS) 事件。默认设置是包含所有 AWS KMS 事件。

只有当您在跟踪上记录管理事件时，用于记录或排除 AWS KMS 事件的选项才可用。如果选择不记
录管理事件，则不会记录 AWS KMS 事件，并且您无法更改 AWS KMS 事件日志记录设置。

Encrypt、Decrypt 和 GenerateDataKey 等 AWS KMS 操作通常会生成大量事件（占比超过 
99%）。这些操作现在记录为读取事件。Disable、Delete 和 ScheduleKey（通常占不到 AWS 
KMS 事件量的 0.5%）等少量的相关 AWS KMS 操作记录为 Write（写入）事件。

如果要排除大批量事件（例如 Encrypt、Decrypt 和 GenerateDataKey），但仍然记录相关事
件（例如 Disable、Delete 和 ScheduleKey），选择记录 Write（写入）管理事件，然后清除
Exclude AWS KMS events（排除 Amazon KMS 事件）复选框。

c. 选择 Exclude Amazon RDS Data API events（排除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以从跟踪中筛选
出 Amazon 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 数据 API 事件。默认设置是包含所有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有关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RDS Aurora 用户指南中
的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数据 API 调用。

11. 要记录数据事件，请选择 Data events（数据事件）。
12. 对于 Data event type（数据事件类型），选择要在其上记录数据事件的资源类型。

Note

要记录 Lake Formation 创建的 AWS Glue 表的数据事件，请选择 Lake Formation。
13. 选择日志选择器模板。 CloudTrail 包括用于记录资源类型的所有数据事件的预定义模板。要构建自定义

日志选择器模板，请选择 Custom（自定义）。

Note

选择 S3 存储桶的预定义模板可为您的 AWS 账户中现有的所有存储桶和您完成跟踪创建后创建
的任何存储桶启用数据事件日志记录。它也会将为由 AMAWS 账户中的任何用户或角色执行的
数据事件活动启用日志记录，即使该活动是对属于其他AWS的存储桶执行的。
如果跟踪仅应用于一个区域，则选择记录所有 S3 存储桶的预定义模板可为跟踪所在的区域中
的所有存储桶和您后来在该区域中创建的任何存储桶启用数据事件日志记录。不会为您的 AWS 
账户的其他区域中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记录数据事件。
如果您正在为所有区域创建跟踪，则选择 Lambda 函数的预定义模板将为您的 AWS 账户中当
前包含的所有函数以及您在创建跟踪后可能在任何区域中创建的任何 Lambda 函数启用数据事
件日志记录。如果您正在为单个区域创建跟踪（通过使用 AWS CLI 完成），则此选择将为您
的 AWS 账户中的该区域中当前包含的所有函数以及您在创建跟踪后可能在该区域中创建的任
何 Lambda 函数启用数据事件日志记录。它不会为在其他区域中创建的 Lambda 函数启用数据
事件日志记录。
为由 AMAWS 账户中的任何用户或角色执行的数据事件活动启用日志记录，即使该活动是对属
于其他AWS的存储桶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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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可选）在 S electer nam e（选择器）中，输入名称以标识您的选择器。选择器名称是高级事件选择器
的描述性名称，例如 “仅记录两个 S3 桶的数据事件”。选择器名称在高级事件选择器Name中列出，如果
您展开 JSON 视图，则可以查看。

15. 在 Advanced event selectors（高级事件选择器）中，为您要记录其数据事件的特定资源构建表达式。
如果您使用的是预定义的日志模板，您可以跳过该步骤。

a. 从下面的字段中选择。对于接受数组（多个值）的字段，在值之间 CloudTrail 添加 OR。

• readOnly - readOnly 可以设置为 Equals（等于）值 true 或 false。只读数据事件是不会更
改资源状态的事件，例如 Get* 或 Describe* 事件。写入事件可添加、更改或删除资源、属性
或构件，例如 Put*、Delete* 或 Write* 事件。要记录 read 和 write 两种事件，请不要添
加 readOnly 选择器。

• eventName - eventName 可以使用任何运算符。您可以使用它来包含或排除记录到的任何数据
事件 CloudTrail，例如PutBucketPutItem、或GetSnapshotBlock。您可以为此字段指定多
个值，以逗号分隔。

• resources.ARN-您可以使用任何运算符resources.ARN，但如果您使用 E quals
或 NotEquals，则该值必须与您在模板中指定为的值的有效资源的 ARN 完全匹
配resources.type。

下表显示的是各个版本的有效 ARN 格式resources.Type。

资
源.
类
型

资
源.arn

AWS::DynamoDB::Table
arn:partition:dynamodb:region:account_ID:table/
table_name

AWS::Lambda::Function
arn:partition:lambda:region:account_ID:function:function_name

AWS::S3::Object1
arn:partition:s3:::bucket_name/
arn:partition:s3:::bucket_name/
object_or_file_name/

AWS::CloudTrail::Channel
arn:partition:cloudtrail:region:account_ID:channel/
channel_UUID

AWS::Cognito::IdentityPool
arn:partition:cognito-
identity:region:account_ID:identitypool/
identity_pool_ID

AWS::DynamoDB::Stream
arn:partition:dynamodb:region:account_ID:table/
table_name/
stream/
date_time

AWS::EC2::Snapshot
arn:partition:ec2:region::snapshot/
snapshot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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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源.
类
型

资
源.arn

AWS::FinSpace::Environment
arn:partition:finspace:region:account_ID:environment/
environment_ID

AWS::Glue::Table
arn:partition:glue:region:account_ID:table/
database_name/
table_name

AWS::GuardDuty::Detector
arn:partition:guardduty:region:account_ID:detector/
detector_ID

AWS::KendraRanking::ExecutionPlan
arn:partition:kendra-
ranking:region:account_ID:rescore-
execution-
plan/
rescore_execution_plan_ID

AWS::ManagedBlockchain::Node
arn:partition:managedblockchain:region:account_ID:nodes/
node_ID

AWS::SageMaker::FeatureGroup
arn:partition:sagemaker:region:account_ID:feature-
group/
feature_group_name

AWS::SageMaker::ExperimentTrialComponent
arn:partition:sagemaker:region:account_ID:experiment-
trial-
component/
experiment_trial_component_name

AWS::S3::AccessPoint2
arn:partition:s3:region:account_ID:accesspoint/
access_point_name

AWS::S3ObjectLambda::AccessPoint
arn:partition:s3-
object-
lambda:region:account_ID:accesspoint/
access_point_name

AWS::S3Outposts::Object
arn:partition:s3-
outposts:region:account_ID:object_path

1 要记录特定 S3 桶中所有对象的所有数据事件，请使用StartsWith运算符，并且仅包含存储桶 
ARN 作为匹配值。刻意使用尾部斜杠；切勿排除它。

2 要记录 S3 接入点中的所有对象的事件，建议您仅使用接入点 ARN，而不要包含对象路径，并
且使用 OStartsWith RNotStartsWith 运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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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数据事件资源的 ARN 格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用户指
南中的操作、资源和条件键。

b. 对于每个字段，请选择 + Conditions（+ 条件）以根据需要添加任意数量的条件，所有条件总共可
有最多 500 个指定值。例如，要从记录到跟踪的数据事件中排除两个 S3 存储桶的数据事件，可以
将字段设置为 resources.ARN，设置运算符，然后粘贴在 S3 存储桶 ARN 中，或浏览到不想为其记
录事件的 S3 存储桶。NotStartsWith

要添加第二个 S3 存储桶，请选择 + Conditions（+ 条件），然后重复上述说明，在 ARN 中粘贴或
浏览到不同的存储桶。

Note

对于跟踪上的所有选择器，最多可以有 500 个值。这包括选择器的多个值的数组，例如
eventName。如果所有选择器均为单个值，则最多可以向选择器添加 500 个条件。
如果您的账户中有 15000 个以上的 Lambda 函数，则在创建跟踪时，您无法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查看或选择所有函数。您仍可使用预定义选择器模板记录所有函数，即使这些函
数未显示出来也是如此。如果您要记录特定函数的数据事件，则可手动添加一个函数 (如
果您知道其 ARN)。您也可以在控制台中完成跟踪的创建操作，然后使用 AWS CLI 和 put-
event-selectors 命令为特定 Lambda 函数配置数据事件日志记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使用 AWS CLI 管理跟踪记录 (p. 99)：

c. 根据需要，选择 + Field（+ 字段）以添加其他字段。为了避免错误，请不要为字段设置冲突或重复
的值。例如，不要在一个选择器中将 ARN 指定为等于某个值，然后在另一个选择器中指定 ARN 不
等于相同的值。

d. 选择 Next（下一步）以保存对自定义选择器模板的更改。不要选择其他日志选择器模板，或离开此
页面，否则您的自定义选择器将会丢失。

16. 要添加需要记录数据事件的其他数据类型，请选择 Add data event type（添加数据事件类型）。重复步
骤 12 至此步骤，为数据事件类型配置高级事件选择器。

17. 如果您希望跟踪记录 Insights events（ CloudTrail见解事件）。

在 Event type（事件类型）中，选择 Insights events（见解事件）。您必须记录 Wr ite（写入）管理事
件以记录见解事件。您必须记录读取或写入管理事件才能记录 Insights 事件，以了解 API 错误率。

CloudTrail Insights 分析管理事件中的异常活动，并在检测到异常时记录事件。默认情况下，跟踪记录不
记录见解事件。有关见解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记录跟踪记录的见解事件 (p. 254)。记录见解事件将
收取额外费用。有关 CloudTrail 定价，请参阅AWS CloudTrail定价。

见解事件将传递到跟踪记录详细信息页面的 Storage/CloudTrail-Insight location（存储位置）区
域中指定的同一 S3 存储桶中名为 S3 存储桶的不同文件夹。 CloudTrail为您创建新前缀。例如，如果当
前目标 S3 存储桶命名为 S3bucketName/AWSLogs/CloudTrail/，则带有新前缀的 S3 存储桶名称
会命名为 S3bucketName/AWSLogs/CloudTrail-Insight/。

18. 完成选择要记录的事件类型的操作后，选择 Next（下一步）。
19. 在 Review and create（审核和重建）页面上，审核您的选择。在相关部分中选择 Edit（编辑）以更改该

部分中显示的跟踪设置。在准备好创建跟踪时，选择 Create trail（创建跟踪）。
20. 新跟踪记录出现在 Trails（跟踪记录）页面上。Trails（跟踪记录）页面显示您的账户中来自所有区域的

跟踪记录。约 5 分钟内 CloudTrail 发布日志文件，其中显示在您的账户中发起AWS的 API 调用。您可
以在指定的 S3 存储桶中查看日志文件。如果您已启用见解事件日志记录并且检测 CloudTrail 到异常活
动，则最多可能需要 36 个小时才能传递第一个见解事件。

Note

CloudTrail 通常会在 API 调用后平均大约 5 分钟内传输日志。此时间并不能得到保证。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服务等级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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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

创建您的跟踪后，您可以返回到该跟踪以进行更改：

• 如果尚未配置，您可以配置为将日志文件发送 CloudTrail 到 Lo CloudWatch gs。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将
事件发送到 CloudWatch Logs (p. 264)：

• 创建表并将其用于在 Amazon Athena 中运行查询，以便分析 AWS 服务活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Athena 用户指南中的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创建 CloudTrail 日志表。

• 向跟踪添加自定义标签（键-值对）。
• 要创建另一个跟踪记录，打开 Trails（跟踪记录）页面，并选择 Add new trail（添加新跟踪记录）。

更新跟踪
要更改跟踪设置，请使用以下过程。

要更新单区域跟踪以记录所有区域中的事件，或更新全区域跟踪以仅记录单个区域中的事件，必须使用 AWS 
CLI。有关如何更新单区域跟踪以记录所有区域中的事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将应用到一个区域的跟踪转换
为应用到所有区域 (p. 97)。有关如何更新全区域跟踪以记录单个区域中的事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将多
区域跟踪转换为单区域跟踪 (p. 98)。

使用 AWS Management Console更新跟踪

1. 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CloudTrail 主机，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cloudtrail/。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Trails（跟踪记录），然后选择跟踪记录名称。
3. 在 General details（一般详细信息）中，选择 Edit（编辑）以更改以下设置。您不能更改跟踪的名称。

• Apply trail to my organization（将跟踪应用于我的组织）- 更改此跟踪是否为 AWS Organizations 组
织跟踪。

• Trail log location（跟踪日志位置）- 更改您要在其中存储此跟踪的日志的 S3 存储桶或前缀的名称。
• Log file SSE-KMS encryption（日志文件 SSE-KMS 加密）- 选择此选项可启用或禁用通过 SSE-KMS 

而非 SSE-S3 加密日志文件的功能。
• Log file validation（日志文件验证）- 选择此选项可启用或禁用日志文件完整性验证。
• SNS notification delivery(SNS 通知传输）- 选择此选项可启用或禁用关于日志文件已传输到为跟踪指

定的存储桶的 Amazon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Amazon SNS) 通知。

a. 要将跟踪更改为 AWS Organizations 组织跟踪，您可以选择为组织中的所有账户启用跟踪。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为组织创建跟踪 (p. 121)：

b. 要更改 Storage location（存储位置）中的指定存储桶，请选择Create new S3 bucket（创建新 S3 
存储桶）以创建存储桶。在创建存储桶时， CloudTrail 会创建并应用所需的存储桶策略。

Note

如果选择 Use existing S3 bucket（使用现有 S3 存储桶），则在 Trail log bucket 
name（跟踪日志存储桶名称）中指定一个存储桶，或选择 Browse（浏览）以选择存储
桶。存储桶策略必须授予向其写入的 CloudTrail 权限。有关手动编辑存储桶策略的信息，
请参阅针对 CloudTrail 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策略 (p. 354)。

为了更轻松地查找日志，在现有存储桶中创建新文件夹（又称为前缀）来存储 CloudTrail 日志。在
Prefix（前缀）字段中输入前缀。

c. 对于 Log file SSE-KMS encryption（日志文件 SSE-KMS 加密），如果您希望使用 SSE-KMS 加密
而非 SSE-S3 加密对您的日志文件进行加密，请选择 Enabled（已启用）。默认值为 Enabled（已
启用）。如果您未启用 SSE-KMS 加密，则将使用 SSE-S3 加密对您的日志进行加密。有关 SSE-
KMS 加密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具有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的服务器端加密（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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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S）。有关 SSE-S3 加密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配合使用服务器端加密与 Amazon S3 托管加密密
钥（SSE-S3）。

如果您启用了 SSE-KMS 加密，请选择 New（新建）或 Existing（现有）AWS KMS key。在 AWS 
KMSAlias（Amazon KMS 别名）中，使用以下alias/MyAliasName的格式指定 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更新资源以使用 KMS 密钥 (p. 385)： CloudTrail 还支持AWS KMS多区域密钥。有关多区
域密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使用多区域密钥。

Note

您也可以键入其他账户的密钥 ARN。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更新资源以使用 KMS 密
钥 (p. 385)：密钥策略必须 CloudTrail 允许使用此密钥加密您的日志文件，并允许您指
定的用户读取未加密形式的日志文件。有关手动编辑密钥策略的信息，请参阅为配置AWS 
KMS密钥策略 CloudTrail (p. 375)。

d. 对于 Log file validation（日志文件验证），选择 Enabled（已启用）以将日志摘要传输到您的 S3 
存储桶。您可以使用摘要文件验证日志文件在 CloudTrail 传送之后没有发生改变。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验证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完整性 (p. 302)：

e. 对于 SNS 通知传输，选择 Enabled（已启用）以在每次日志传送到您的存储桶时收到通知。 
CloudTrail 将多个事件存储在单个日志文件中。SNS 通知针对每个日志文件而不是每个事件发送。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为 CloudTrail 配置 Amazon SNS 通知 (p. 140)：

如果您启用了 SNS 通知，则对于 Create a new SNS topic（创建新 SNS 主题），选择 New（新
建）创建主题，或选择 Existing（现有）使用现有的主题。如果您创建的是应用到所有区域的跟
踪，则针对来自所有区域的日志文件传输的 SNS 通知将发送到您创建的单个 SNS 主题中。

如果选择 New（新建），则会为您 CloudTrail 指定新主题的名称，您也可以键入名称。如果选择
Existing（现有），则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 SNS 主题。您还可以输入来自另一个区域或来自一个
具有适当权限的账户的主题的 ARN。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针对 CloudTrail 的 Amazon SNS 主题
策略 (p. 360)：

如果您创建一个主题，则必须订阅该主题以便获取日志文件传送的通知。您可通过 Amazon SNS 控
制台进行订阅。由于通知的频率，建议您将该订阅配置为使用 Amazon SQS 队列来以编程方式处理
通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入门指南。

4. 在CloudWatch 日志中，选择编辑以更改将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发送到日志的 CloudWatch 设置。选择
CloudWatch Logs（已启用）以启用日志文件发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将事件发送到 CloudWatch 
Logs (p. 264)：

a. 如果启用了与 CloudWatch 日志的集成，请选择 New（新建）创建新日志组，或选择 Exist in g（现
有）使用现有的日志组。如果选择 New（新建），则会为您 CloudTrail 指定新日志组的名称，您也
可以键入名称。

b. 如果选择 Existing（现有），则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日志组。
c. 选择 New（新建）创建新 IAM 角色，以获得将日志发送到 CloudWatch 日志的权限。选择

Existing（现有）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现有 IAM 角色。展开 Policy document（策略文档）
时，将显示新角色或现有角色的策略语句。有关该角色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与 CloudTrail 使用 
CloudWatch Logs 进行监控对应的角色策略文档 (p. 284)。

Note

• 在您配置跟踪时，可以选择属于另一个账户的 S3 存储桶和 SNS 主题。但是，如果您要 
CloudTrail 将事件传送至 Log CloudWatch s 日志组，则必须选择当前账户中的日志组。

• 如果您的现有组织跟踪包含由管理账户拥有 CloudWatch 的日志日志组，则委托管
理员账户可以在控制台中查看 CloudWatch 日志组，但委托管理员账户无法更新 
CloudWatch 日志组，因为该日志组由管理账户拥有。由于不支持控制台操作，因此委
托管理员账户目前无法使用控制台来配置 Log CloudWatch s 日志组。委托管理员账户
必须使用AWS CLI或 CloudTrail API 通过 Lo CloudWatch gs 日志组更新组织跟踪。

5. 在 Tags（标记）中，选择 Edit（编辑）以更改、添加或删除跟踪上的标签。将一个或多个自定义标签
（键值对）添加到跟踪中。标签可帮助您识别 CloudTrail 跟踪记录和包含 CloudTrail 日志文件的 Simple 版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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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然后，您可以为您的资源使用 CloudTrail 资源组。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 AWS Resource Groups 和 为什么要对跟踪记录使用标签？ (p. 11)。

6. 在 Management events（管理事件）中，选择 Edit（编辑）以更改管理事件日志记录设置。

a. 对于 API activity（API 活动），选择您希望跟踪记录 Read（读取）事件、Write（写入）事件，还
是记录两者。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管理事件 (p. 223)：

b. 选择 Exclude AWS KMS events（排除 Amazon KMS 事件）以从跟踪中筛选出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AWS KMS) 事件。默认设置是包含所有 AWS KMS 事件。

只有当您在跟踪上记录管理事件时，用于记录或排除 AWS KMS 事件的选项才可用。如果选择不记
录管理事件，则不会记录 AWS KMS 事件，并且您无法更改 AWS KMS 事件日志记录设置。

Encrypt、Decrypt 和 GenerateDataKey 等 AWS KMS 操作通常会生成大量事件（占比超过 
99%）。这些操作现在记录为读取事件。Disable、Delete 和 ScheduleKey（通常占不到 AWS 
KMS 事件量的 0.5%）等少量的相关 AWS KMS 操作记录为 Write（写入）事件。

如果要排除大批量事件（例如 Encrypt、Decrypt 和 GenerateDataKey），但仍然记录相关事
件（例如 Disable、Delete 和 ScheduleKey），选择记录 Write（写入）管理事件，然后清除
Exclude AWS KMS events（排除 Amazon KMS 事件）复选框。

c. 选择 Exclude Amazon RDS Data API events（排除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以从跟踪中筛选
出 Amazon 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 数据 API 事件。默认设置是包含所有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有关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RDS Aurora 用户指南中
的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数据 API 调用。

7. Important

步骤 7-9 用于配置当您使用的是基本事件选择器时跟踪上的数据事件。如果您使用的是高级事
件选择器，请参阅 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更新数据事件设置 (p. 90)，然后返回步骤 10 并继
续。

在 Data events（数据事件）中，选择 Edit（编辑）以更改数据事件日志记录设置。使用基本的
事件选择器，您可以指定为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AWS Lambda 函
数、DynamoDBtable 或这些资源的组合记录数据事件。其他数据事件类型可通过高级事件选择
器 (p. 90)获得支持。默认情况下，跟踪记录不记录数据事件。记录数据事件将收取额外费用。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数据事件 (p. 230)：有关 CloudTrail 定价，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定价。

对于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

a. 对于 Data event source（数据事件源），选择 S3。
b. 您可以选择记录 All current and future S3 buckets（所有当前和未来 S3 存储桶），也可以指定单个

存储桶或函数。默认情况下，记录所有当前和未来 S3 存储桶的数据事件。

Note

保留默认 All current and future S3 buckets（所有当前和未来 S3 存储桶）选项会为您的 
AWS 账户中现有的所有存储桶和您完成跟踪创建后创建的任何存储桶启用数据事件日志记
录。它也将为由 AWS 账户中的任何用户或角色执行的数据事件活动启用日志记录，即使
该活动是对属于其他 AWS 账户的存储桶执行的。
如果跟踪仅应用于一个区域，则选择 All current and future S3 buckets（所有当前和未
来 S3 存储桶）可为跟踪所在的区域中的所有存储桶和您后来在该区域中创建的任何存
储桶启用数据事件日志记录。不会为您的 AWS 账户的其他区域中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记录数据事件。

c. 如果保留默认值 All current and future S3 buckets（所有当前和未来 S3 存储桶），则选择记录
Read（读取）事件、Write（写入）事件，还是记录两者。

d. 要选择单个存储桶，请清空 All current and future S3 buckets（所有当前和未来 S3 存储桶）的
Read（读取）和Write（写入）复选框。在 Individual bucket selection（单个存储桶选择）中，浏
览要在其上记录数据事件的存储桶。要查找特定存储桶，键入所需存储桶的存储桶前缀。您可以在
此窗口中选择多个存储桶。选择 Add bucket（添加存储桶）以记录更多存储桶的数据事件。选择记版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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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Read（读取）事件（如 GetObject）、Write（写入）事件（如 PutObject）或同时记录两种
事件。

此设置优先于为各个存储桶配置的个别设置。例如，如果指定记录所有 S3 存储桶的 Read 事件，
然后选择为数据事件日志记录添加一个特定存储桶，则所添加存储桶的 Read 已经是选中状态。您
无法清除此选择。只能配置 Write 选项。

要从日志记录中删除存储桶，请选择 X。
8. 要添加需要记录数据事件的其他数据类型，请选择 Add data event type（添加数据事件类型）。
9. 对于 Lambda 函数：

a. 对于 Data event source（数据事件源），选择 Lambda。
b. 在 Lambda function（Lambda 函数）中，选择 All regions（所有区域）记录所有 Lambda 函数，

或选择 Input function as ARN（输入函数作为 ARN）以记录特定函数上的数据事件。

要记录 AWS 账户中的所有 Lambda 函数的数据事件，请选择 Log all current and future 
functions（记录所有当前和未来函数）。此设置优先于为各个函数配置的个别设置。将记录所有函
数，即便这些函数未显示。

Note

如果为所有区域创建了一个跟踪，则此选择将为您的 AWS 账户中当前包含的所有函数以
及您在创建跟踪后可能在任何区域中创建的任何 Lambda 函数启用数据事件日志记录。
如果您正在为单个区域创建跟踪（通过使用 AWS CLI 完成），则此选择将为您的 AWS 
账户中的该区域中当前包含的所有函数以及您在创建跟踪后可能在该区域中创建的任何 
Lambda 函数启用数据事件日志记录。它不会为在其他区域中创建的 Lambda 函数启用数
据事件日志记录。
所有函数的日志记录数据事件也将为由 AWS 账户中的任何用户或角色执行的数据事件活
动启用日志记录，即使该活动是对属于其他 AWS 账户的函数执行的。

c. 如果选择 Input function as ARN（输入函数作为 ARN），则输入 Lambda 函数的 ARN。

Note

如果您的账户中有 15000 个以上的 Lambda 函数，则在创建跟踪时，您无法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查看或选择所有函数。您仍可以选择该选项来记录所有函数，即使未显示这些
函数也是如此。如果您要记录特定函数的数据事件，则可手动添加一个函数 (如果您知道
其 ARN)。您也可以在控制台中完成跟踪的创建操作，然后使用 AWS CLI 和 put-event-
selectors 命令为特定 Lambda 函数配置数据事件日志记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WS CLI 管理跟踪记录 (p. 99)：

10. 要添加需要记录数据事件的其他数据类型，请选择 Add data event type（添加数据事件类型）。
11. 对于 DynamoDB 表：

a. 对于 Data event source（数据事件源），选择 DynamoDB。
b. 在 DynamoDB table selection（DynamoDB 表选择）中，选择 Browse（浏览）以选择一个表，或

粘贴到您有权访问的 DynamoDB 表的 ARN 中。DynamoDB 表 ARN 采用以下格式：

arn:partition:dynamodb:region:account_ID:table/table_name

要添加另一个表，请选择 Add row（添加行），然后浏览到某个表或粘贴到您有权访问的表的 ARN 
中。

12. 如果您希望跟踪记录 Insights 事件，则在 Insights（ CloudTrail 见解事件）中选择 Edi t

在 Event type（事件类型）中，选择 Insights events（见解事件）。

在 Insights events（Insights 事件）中，选择 API call rate（API 调用率）和/或 API error rate（API 错
误率）。您必须记录 Wr ite（写入）管理事件以记录见解事件。您必须记录读取或写入管理事件才能记
录 Insights 事件，以了解 API 错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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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Trail 见解分析管理事件中的异常活动，并在检测到异常时记录事件。默认情况下，跟踪记录不记
录见解事件。有关见解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记录跟踪记录的见解事件 (p. 254)。记录见解事件将收
取额外费用。有关 CloudTrail 定价，请参阅AWS CloudTrail定价。

见解事件将传递到跟踪记录详细信息页面的 Storage/CloudTrail-Insight location（存储位置）
区域中指定的同一 S3 存储桶名不同的文件夹。 CloudTrail为您创建新前缀。例如，如果当前目标 S3 
存储桶命名为 S3bucketName/AWSLogs/CloudTrail/，则带有新前缀的 S3 存储桶名称会命名为
S3bucketName/AWSLogs/CloudTrail-Insight/。

13. 当您更改完跟踪上的设置后，选择 Update trail（更新跟踪）。

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更新数据事件设置

1. 在跟踪的详细信息页面上的 Data events（数据事件）中，选择 Edit（编辑）。
2. 如果您尚未记录数据事件，请选择 Data events（数据事件）。
3. 对于 Data event type（数据事件类型），选择要在其上记录数据事件的资源类型。

Note

要记录 Lake Formation 创建的 AWS Glue 表的数据事件，请选择 Lake Formation。
4. 选择日志选择器模板。 CloudTrail 包括用于记录资源类型的所有数据事件的预定义模板。要构建自定义

日志选择器模板，请选择 Custom（自定义）。

Note

选择 S3 存储桶的预定义模板可为您的 AWS 账户中现有的所有存储桶和您完成跟踪创建后创建
的任何存储桶启用数据事件日志记录。它也将为由 AWS 账户中的任何用户或角色执行的数据
事件活动启用日志记录，即使该活动是对属于其他 AWS 账户的存储桶执行的。
如果跟踪仅应用于一个区域，则选择记录所有 S3 存储桶的预定义模板可为跟踪所在的区域中
的所有存储桶和您后来在该区域中创建的任何存储桶启用数据事件日志记录。不会为您的 AWS 
账户的其他区域中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记录数据事件。
如果您正在为所有区域创建跟踪，则选择 Lambda 函数的预定义模板将为您的 AWS 账户中当
前包含的所有函数以及您在创建跟踪后可能在任何区域中创建的任何 Lambda 函数启用数据事
件日志记录。如果您正在为单个区域创建跟踪（通过使用 AWS CLI 完成），则此选择将为您
的 AWS 账户中的该区域中当前包含的所有函数以及您在创建跟踪后可能在该区域中创建的任
何 Lambda 函数启用数据事件日志记录。它不会为在其他区域中创建的 Lambda 函数启用数据
事件日志记录。
所有函数的日志记录数据事件也将为由 AWS 账户中的任何用户或角色执行的数据事件活动启
用日志记录，即使该活动是对属于其他 AWS 账户的函数执行的。

5. （可选）在 Selector（选择器名称）中，输入用于标识您的选择器的名称。选择器名称是高级事件选择
器的描述性名称，例如 “仅记录两个 S3 桶的数据事件”。选择器名称在高级事件选择器Name中列出，如
果您展开 JSON 视图，则可以查看。

6. 在 Advanced event selectors（高级事件选择器）中，为您要收集其数据事件的特定资源构建表达式。
如果使用的是预定义日志模板，则可以跳过此步骤。

a. 从下面的字段中选择。对于接受数组（多个值）的字段， CloudTrail 会在值之间添加 OR。

• readOnly - readOnly 可以设置为 Equals（等于）值 true 或 false。要记录 read 和 write
两种事件，请不要添加 readOnly 选择器。

• eventName - eventName 可以使用任何运算符。您可以使用它来包含或排除记录到的任何数据
事件 CloudTrail，如PutBucket或GetSnapshotBlock。您可以为此字段指定多个值，以逗号
分隔。

• resources.ARN-您可以使用任何运算符resources.ARN，但如果您使用 E quals
或 NotEquals，则该值必须与您在模板中指定为的值的有效资源的 ARN 完全匹
配resources.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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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显示的是各个的有效 ARN 格式resources.Type。

资
源.
类
型

资
源.arn

AWS::DynamoDB::Table
arn:partition:dynamodb:region:account_ID:table/
table_name

AWS::Lambda::Function
arn:partition:lambda:region:account_ID:function:function_name

AWS::S3::Object1
arn:partition:s3:::bucket_name/
arn:partition:s3:::bucket_name/
object_or_file_name/

AWS::CloudTrail::Channel
arn:partition:cloudtrail:region:account_ID:channel/
channel_UUID

AWS::Cognito::IdentityPool
arn:partition:cognito-
identity:region:account_ID:identitypool/
identity_pool_ID

AWS::DynamoDB::Stream
arn:partition:dynamodb:region:account_ID:table/
table_name/
stream/
date_time

AWS::EC2::Snapshot
arn:partition:ec2:region::snapshot/
snapshot_ID

AWS::FinSpace::Environment
arn:partition:finspace:region:account_ID:environment/
environment_ID

AWS::Glue::Table
arn:partition:glue:region:account_ID:table/
database_name/
table_name

AWS::GuardDuty::Detector
arn:partition:guardduty:region:account_ID:detector/
detector_ID

AWS::KendraRanking::ExecutionPlan
arn:partition:kendra-
ranking:region:account_ID:rescore-
execution-
plan/
rescore_execution_plan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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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源.
类
型

资
源.arn

AWS::ManagedBlockchain::Node
arn:partition:managedblockchain:region:account_ID:nodes/
node_ID

AWS::SageMaker::FeatureGroup
arn:partition:sagemaker:region:account_ID:feature-
group/
feature_group_name

AWS::SageMaker::ExperimentTrialComponent
arn:partition:sagemaker:region:account_ID:experiment-
trial-
component/
experiment_trial_component_name

AWS::S3::AccessPoint2
arn:partition:s3:region:account_ID:accesspoint/
access_point_name

AWS::S3ObjectLambda::AccessPoint
arn:partition:s3-
object-
lambda:region:account_ID:accesspoint/
access_point_name

AWS::S3Outposts::Object
arn:partition:s3-
outposts:region:account_ID:object_path

1 要记录特定 S3 桶中所有对象的所有数据事件，请使用StartsWith运算符，并且仅包含存储桶 
ARN 作为匹配值。刻意使用尾部斜杠；切勿排除它。

2 要记录 S3 接入点中的所有对象的事件，建议您仅使用接入点 ARN，而不要包含对象路径，并
且使用 OStartsWith RNotStartsWith 运算符。

有关数据事件资源的 ARN 格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用户指
南中的操作、资源和条件键。

b. 对于每个字段，请选择 + Conditions（+ 条件）以根据需要添加任意数量的条件，所有条件总共可
有最多 500 个指定值。例如，要从记录到跟踪的数据事件中排除两个 S3 存储桶的数据事件，可以
将字段设置为 resources.ARN，设置 resources.ARN，设置 S3 存储桶 ARN，或浏览到不想为其记
录事件的 S3 存储桶。NotStartsWith

要添加第二个 S3 存储桶，请选择 + Conditions（+ 条件），然后重复上述说明，在 ARN 中粘贴或
浏览到不同的存储桶。

Note

对于跟踪上的所有选择器，最多可以有 500 个值。这包括选择器的多个值的数组，例如
eventName。如果所有选择器均为单个值，则最多可以向选择器添加 500 个条件。
如果您的账户中有 15000 个以上的 Lambda 函数，则在创建跟踪时，您无法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查看或选择所有函数。您仍可使用预定义选择器模板记录所有函数，即使这些函
数未显示出来也是如此。如果您要记录特定函数的数据事件，则可手动添加一个函数 (如
果您知道其 ARN)。您也可以在控制台中完成跟踪的创建操作，然后使用 AWS CLI 和 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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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selectors 命令为特定 Lambda 函数配置数据事件日志记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使用 AWS CLI 管理跟踪记录 (p. 99)：

c. 根据需要，选择 + Field（+ 字段）以添加其他字段。为了避免错误，请不要为字段设置冲突或重复
的值。例如，不要在一个选择器中将 ARN 指定为等于某个值，然后在另一个选择器中指定 ARN 不
等于相同的值。

d. 选择 Next（下一步）以保存对自定义选择器模板的更改。不要选择其他日志选择器模板，或离开此
页面，否则您的自定义选择器将会丢失。

7. 要添加需要记录数据事件的其他数据类型，请选择 Add data event type（添加数据事件类型）。重复步
骤 3 至此步骤，为数据事件类型配置高级事件选择器。

8. 在您选择 Next（下一步）后,在 Step 2: Choose log events（步骤 2：选择日志事件）中，审核您选择的
日志选择器模板选项。选择 Edit（编辑）返回并进行更改。

9. 要为跟踪配置见解事件和其他设置，请返回本主题中前面的程序 更新跟踪 (p. 86)。

删除跟踪
您可以使用 CloudTrail 控制台删除跟踪记录。如果组织的管理账户或委托管理员账户删除了组织跟踪，则该
跟踪将从该组织的所有成员账户中移除。

使用 CloudTrail 控制台删除跟踪

1. 登录到 AWS Management Console，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CloudTrail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cloudtrail。

2. 打开 CloudTrail 控制台的 Trails（跟踪记录）页面。
3. 选择跟踪名称。
4. 在跟踪详细信息页面顶部，选择 Delete（删除）。
5. 在提示您确认时，选择 Delete（删除）以永久删除该跟踪。从跟踪记录列表中删除该跟踪记录。已经传

递至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的日志文件不会被删除。

Note

发送到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的内容可能包含客户内容。有关删除敏
感数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如何清空 S3 存储桶？或如何删除 S3 存储桶？。

关闭跟踪的日志记录
创建跟踪时，系统会自动启用日志记录。您可以关闭跟踪的日志记录。现有日志仍存储在跟踪的 Amazon S3 
存储桶中。

使用 CloudTrail 控制台关闭跟踪的日志记录

1. 登录到 AWS Management Console，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CloudTrail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cloudtrail。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Trails（跟踪），然后选择跟踪的名称。
3. 在跟踪详细信息页面顶部，选择 Stop logging（停止日志记录）以关闭该跟踪的日志记录。
4. 在提示您确认时，选择 Stop logging（停止日志记录）。CloudTrail 停止该跟踪的日志记录活动。
5. 要恢复该跟踪的日志记录，在跟踪配置页面上选择 Start logging（开始日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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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创建、更新和管理
跟踪记录
您可以使用 AWS CLI 创建、更新和管理跟踪记录。当使用 AWS CLI 时，请记住您的命令在为您的配置文件
配置的 AWS 区域中运行。如果您想要在不同的区域中运行命令，可以为配置文件更改默认区域，或者与命
令一起使用 --region 参数。

Note

您需要 AWS 命令行工具来运行本主题中的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AWS CLI) 命令。确
保您安装了 AWS CLI 的最新版本。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用户指
南。要获得 CloudTrail 命令行AWS CLI命令方面的帮助，请键入aws cloudtrail help。

常用的跟踪创建、管理和状态命令
中一些更常用的创建和更新跟踪记录的命令 CloudTrail 包括：

• create-trail (p. 95)：创建跟踪。
• update-trail (p. 97)：更改现有跟踪的配置。
• add-tags (p. 100)：向现有跟踪添加一个或多个标签（键值对）。
• remove-tags (p. 101)：从跟踪中删除一个或多个标签。
• list-tags (p. 100)：返回与跟踪关联的标签的列表。
• put-event-selectors (p. 103)：添加或修改跟踪的时间选择器。
• put-insight-selectors：为现有跟踪添加或修改见解事件选择器，并启用或禁用见解事件。
• start-logging (p. 95)：开始使用跟踪记录事件。
• stop-logging (p. 120)：停止使用跟踪记录事件。
• delete-trail (p. 121)：删除跟踪。该命令不会删除含有该跟踪的日志文件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如果有）。
• describe-trails (p. 101)：返回有关 AWS 区域中的跟踪记录的信息。
• get-trail (p. 101)：返回跟踪的设置信息。
• get-trail-status (p. 101)：返回有关跟踪的当前状态的信息。
• get-event-selectors (p. 103)：返回有关为跟踪配置的事件选择器的信息。
• get-insight-selectors：返回有关为跟踪配置的见解事件选择器的信息。

支持的创建和更新跟踪记录的命令：create-trail 和 update-trail

create-trail 和 update-trail 命令提供用于创建和管理跟踪记录的各种功能，包括：

• 创建跨区域接收日志的跟踪，或使用 --is-multi-region-trail 选项更新跟踪。在大多数情况下，您
应创建记录所有 AWS 区域中事件的跟踪记录。

• 使用 --is-organization-trail 选项创建接收组织中所有 AWS 账户的日志的跟踪。
• 使用 --no-is-multi-region-trail 选项将多区域跟踪转换为单区域跟踪。
• 使用 --kms-key-id 选项启用或禁用日志文件加密。此选项指定您已创建并附加了让 CloudTrail 能够加

密日志的策略的 AWS KMS 密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启用和禁用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加密AWS 
CLI (p. 387)：

• 使用 --enable-log-file-validation 和 --no-enable-log-file-validation 选项启用或禁用
日志文件验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验证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完整性 (p. 302)：

• 指定 CloudWatch 日志组和角色， CloudTrail 以便将事件传送到 CloudWatch 日志组。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使用 Amazon Logs 监控 CloudTrail CloudWatch 日志文件 (p.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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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弃用的命令：create-subscription 和 update-subscription
Important

create-subscription 和 update-subscription 命令曾用来创建和更新跟踪记录，但已弃
用。请勿使用这些命令。它们不提供用于创建和管理跟踪记录的完整功能。
如果您配置了使用其中一个命令或同时使用这两个命令的自动执行，我们建议您更新您的代码或脚
本以使用支持的命令，例如 create-trail。

使用 create-trail
您可以运行 create-trail 命令来创建专门配置为满足您的商业需求的跟踪记录。当使用 AWS CLI 时，请
记住您的命令在为您的配置文件配置的 AWS 区域中运行。如果您想要在不同的区域中运行命令，可以为配
置文件更改默认区域，或者与命令一起使用 --region 参数。

创建应用到所有区域的跟踪

要创建应用到所有区域的跟踪，请使用 --is-multi-region-trail 选项。默认情况下，create-trail
命令创建的跟踪仅记录在其中创建该跟踪的 AWS 区域中的事件。为确保您记录全局服务事件并捕获 AWS 
账户中的所有管理事件活动，您应该创建记录所有 AWS 区域中的事件的跟踪记录。

Note

当您创建跟踪时，如果您指定一个不是使用创建的 Simple Storage（Amazon S3）存储桶，则需要
附加适当的策略。 CloudTrail请参阅针对 CloudTrail 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
储桶策略 (p. 354)。

以下示例创建一个名为 my-trail 的跟踪和一个名为 Group 且值为 Marketing 的标签，此标签将来自所
有区域的日志传送到名为 my-bucket 的现有存储桶。

aws cloudtrail create-trail --name my-trail --s3-bucket-name my-bucket --is-multi-region-
trail --tags-list [key=Group,value=Marketing]

要确认您的跟踪存在于所有区域中，请验证输出中的 IsMultiRegionTrail 元素是否为 true。

{ 
    "IncludeGlobalServiceEvents": true,  
    "Name": "my-trail",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my-trail",  
    "LogFileValidationEnabled": false,  
     "IsMultiRegionTrail": true,  
    "IsOrganizationTrail": false, 
    "S3BucketName": "my-bucket"
}

Note

使用 start-logging 命令可以为您的跟踪启动日志记录操作。

为跟踪启动日志记录操作

在 create-trail 命令完成后，运行 start-logging 命令可以为跟踪启动日志记录。

Note

当您使用 CloudTrail 控制台创建跟踪时，系统会自动启用日志记录。

以下示例为跟踪启动日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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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cloudtrail start-logging --name my-trail

虽然此命令不返回输出，但您可以使用 get-trail-status 命令验证日志记录是否已启动。

aws cloudtrail get-trail-status --name my-trail

为了确认正在记录跟踪，输出中的 IsLogging 元素将显示 true。

{ 
    "LatestDeliveryTime": 1441139757.497,  
    "LatestDeliveryAttemptTime": "2015-09-01T20:35:57Z",  
    "LatestNotificationAttemptSucceeded": "2015-09-01T20:35:57Z",  
    "LatestDeliveryAttemptSucceeded": "2015-09-01T20:35:57Z",  
     "IsLogging": true,  
    "TimeLoggingStarted": "2015-09-01T00:54:02Z",  
    "StartLoggingTime": 1441068842.76,  
    "LatestDigestDeliveryTime": 1441140723.629,  
    "LatestNotificationAttemptTime": "2015-09-01T20:35:57Z",  
    "TimeLoggingStopped": ""
}

创建单区域跟踪
以下命令创建单区域跟踪。指定的 Simple Storage S3 存储桶必须已经存在并且已应用适当的 CloudTrail 
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针对 CloudTrail 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策
略 (p. 354)：

aws cloudtrail create-trail --name my-trail --s3-bucket-name my-bucket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CloudTrail 命名要求 (p. 144)：

下面是示例输出。

{ 
    "IncludeGlobalServiceEvents": true,  
    "Name": "my-trail",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my-trail",  
    "LogFileValidationEnabled": false, 
    "IsMultiRegionTrail": false, 
    "IsOrganizationTrail": false,  
    "S3BucketName": "my-bucket"
}

创建应用到所有区域且启用了日志文件验证功能的跟踪
要在使用 create-trail 时启用日志文件验证功能，请使用 --enable-log-file-validation 选项。

有关日志文件验证的信息，请参阅验证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完整性 (p. 302)。

以下示例创建将所有区域的日志传送到指定存储桶的跟踪。此命令使用 --enable-log-file-
validation 选项。

aws cloudtrail create-trail --name my-trail --s3-bucket-name my-bucket --is-multi-region-
trail --enable-log-file-validation

要确认系统已启用日志文件验证功能，请验证输出中的 LogFileValidationEnabled 元素是否为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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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deGlobalServiceEvents": true,  
    "Name": "my-trail",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my-trail",  
     "LogFileValidationEnabled": true,  
    "IsMultiRegionTrail": true,  
    "IsOrganizationTrail": false, 
    "S3BucketName": "my-bucket"
}

使用 update-trail
Important

自 2021 年 11 月 22 日起，AWS CloudTrail更改跟踪捕获全球服务事件的方法。现在，亚马
逊 CloudFront创建的事件记录在创建它们的区域中，即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区域 us-
east-1。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AWS STS CloudTrail这使得对这些服务的处理与其
他AWS全球服务的处理保持一致。
要继续接收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以外的全球服务事件，请务必将使用美国东部（弗吉尼亚
北部）以外全球服务事件的单区域跟踪记录转换为多区域跟踪记录。如需有关捕获全球服务事件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本章节后面部分的启用和禁用全球服务事件记录 (p. 98)。还可以更新您的
lookup-events API 调用区域。有关更新查找事件的更多信息（包括 CLI 命令示例），请参阅本
用户指南前面部分的按属性查找事件 (p. 58)。

您可以使用 update-trail 命令更改跟踪的配置设置。您还可以使用 add-tags 和 remove-tags 命令以添加
和删除跟踪的标签。您只能从创建跟踪记录的 AWS 区域（其主区域）更新跟踪记录。当使用 AWS CLI 时，
请记住您的命令在为您的配置文件配置的 AWS 区域中运行。如果您想要在不同的区域中运行命令，可以为
配置文件更改默认区域，或者与命令一起使用 --region 参数。

Note

如果使用AWS CLI或某个AWS开发工具包修改跟踪，请确保跟踪的存储桶策略为 up-to-
date。要使您的存储桶自动接收来自新的 AWS 区域的事件，策略必须包含完整服务名称
cloudtrail.amazonaws.com。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针对 CloudTrail 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策略 (p. 354)：

主题
• 将应用到一个区域的跟踪转换为应用到所有区域 (p. 97)
• 将多区域跟踪转换为单区域跟踪 (p. 98)
• 启用和禁用全球服务事件记录 (p. 98)
• 启用日志文件验证 (p. 99)
• 禁用日志文件验证 (p. 99)

将应用到一个区域的跟踪转换为应用到所有区域

要更改现有跟踪以使其应用到所有区域，请使用 --is-multi-region-trail 选项。

aws cloudtrail update-trail --name my-trail --is-multi-region-trail

要确认跟踪现已应用到所有区域，请验证输出中的 IsMultiRegionTrail 元素是否为 true。

{ 
    "IncludeGlobalServiceEvents": true,  
    "Name": "my-trail",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my-t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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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FileValidationEnabled": false,  
     "IsMultiRegionTrail": true,  
    "IsOrganizationTrail": false, 
    "S3BucketName": "my-bucket"
}

将多区域跟踪转换为单区域跟踪

要更改现有的多区域跟踪以使其只应用于创建该跟踪的区域，请使用 --no-is-multi-region-trail 选
项。

aws cloudtrail update-trail --name my-trail --no-is-multi-region-trail

要确认跟踪现在只应用到一个区域，请验证输出中的 IsMultiRegionTrail 元素是否为 false。

{ 
    "IncludeGlobalServiceEvents": true,  
    "Name": "my-trail",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my-trail",  
    "LogFileValidationEnabled": false,  
     "IsMultiRegionTrail": false,  
    "IsOrganizationTrail": false, 
    "S3BucketName": "my-bucket"
}

启用和禁用全球服务事件记录

要更改跟踪以使其不记录全球服务事件，请使用 --no-include-global-service-events 选项。

aws cloudtrail update-trail --name my-trail --no-include-global-service-events

要确认跟踪不再记录全局服务事件，输出中的 IncludeGlobalServiceEvents 元素应显示 false。

{ 
    "IncludeGlobalServiceEvents": false,  
    "Name": "my-trail",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my-trail",  
    "LogFileValidationEnabled": false,  
     "IsMultiRegionTrail": false,  
    "IsOrganizationTrail": false, 
    "S3BucketName": "my-bucket"
}

要更改跟踪以使其记录全球服务事件，请使用 --include-global-service-events 选项。

自 2021 年 11 月 22 日起，单区域跟踪记录将不再接收全球服务事件，除非该跟踪记录已出现在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区域 us-east-1。若要继续捕获全球服务事件，请将跟踪配置更新为多
区域跟踪。例如，此命令将美国东部（俄亥俄）us-east-2 中的单区域跟踪更新为多区域跟踪。将
myExistingSingleRegionTrailWithGSE 替换为您的配置的适当跟踪名称。

aws cloudtrail --region us-east-2 update-trail --name myExistingSingleRegionTrailWithGSE --
is-multi-region-trail

由于从 2021 年 11 月 22 日起，仅在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提供全球服务事件，因此您还可以创建单一
区域跟踪以订阅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区域 us-east-1 的全球服务事件。以下命令在 us-east-1 中创建单
区域跟踪，以接收 CloudFront、IAM 和AWS STS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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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cloudtrail --region us-east-1 create-trail --include-global-service-events --
name myTrail --s3-bucket-name DOC-EXAMPLE-BUCKET

启用日志文件验证

要启用对跟踪的日志文件验证，可使用 --enable-log-file-validation 选项。摘要文件将传送到该跟
踪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

aws cloudtrail update-trail --name my-trail --enable-log-file-validation

要确认系统已启用日志文件验证功能，请验证输出中的 LogFileValidationEnabled 元素是否为
true。

{ 
    "IncludeGlobalServiceEvents": true,  
    "Name": "my-trail",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my-trail",  
     "LogFileValidationEnabled": true,  
    "IsMultiRegionTrail": false,  
    "IsOrganizationTrail": false, 
    "S3BucketName": "my-bucket"
}

禁用日志文件验证

要禁用对跟踪的日志文件验证，请使用 --no-enable-log-file-validation 选项。

aws cloudtrail update-trail --name my-trail-name --no-enable-log-file-validation

要确认系统已禁用日志文件验证功能，请验证输出中的 LogFileValidationEnabled 元素是否为
false。

{ 
    "IncludeGlobalServiceEvents": true,  
    "Name": "my-trail",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my-trail",  
     "LogFileValidationEnabled": false,  
    "IsMultiRegionTrail": false,  
    "IsOrganizationTrail": false, 
    "S3BucketName": "my-bucket"
}

要使用 AWS CLI 验证日志文件，请参阅使用验证 C CloudTrail logs 完整性AWS CLI (p. 303)。

使用 AWS CLI 管理跟踪记录
AWS CLI 包括其他几个可帮助您管理跟踪记录的命令。这些命令将标签添加到跟踪记录、获取跟踪记录状
态、对跟踪记录启动和停止日志记录以及删除跟踪记录。您必须从创建跟踪的同一个 AWS 区域（其主区
域）运行这些命令。当使用 AWS CLI 时，请记住您的命令在为您的配置文件配置的 AWS 区域中运行。如果
您想要在不同的区域中运行命令，可以为配置文件更改默认区域，或者与命令一起使用 --region 参数。

主题
• 将一个或多个标签添加到跟踪 (p. 100)
• 列出一个或多个跟踪记录的标签 (p. 100)

版本 1.0
99



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
使用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创建、更新和管理跟踪记录

• 从跟踪中删除一个或多个标签 (p. 101)
• 检索跟踪设置和跟踪状态 (p. 101)
• 配置 CloudTrail 见解事件选择器 (p. 103)
• 配置事件选择器 (p. 103)
• 配置高级事件选择器 (p. 108)
• 停止和启动跟踪的日志记录 (p. 120)
• 删除跟踪 (p. 121)

将一个或多个标签添加到跟踪

要将一个或多个标签添加到现有跟踪，请运行 add-tags 命令。

以下示例向美国东部（俄亥俄）区域中 ARN 为 arn:aws:cloudtrail:us-
east-2:123456789012:trail/my-trail 的跟踪记录添加了一个名为 Owner、值为 Mary 的标签。

aws cloudtrail add-tags --resource-id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my-
trail --tags-list Key=Owner,Value=Mary --region us-east-2

如果成功，该命令不返回任何内容。

列出一个或多个跟踪记录的标签

要查看与一个或多个现有跟踪记录相关联的标签，请使用 list-tags 命令。

以下示例列出了 Trail1 和 Trail2 的标签。

aws cloudtrail list-tags --resource-id-list arn:aws:cloudtrail:us-
east-2:123456789012:trail/Trail1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Trail2

如果成功，该命令返回类似以下内容的输出。

{ 
 "ResourceTagList": [ 
     { 
         "ResourceId":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Trail1", 
         "TagsList": [ 
             { 
                 "Value": "Alice", 
                 "Key": "Name" 
             }, 
             { 
                 "Value": "Ohio", 
                 "Key": "Location" 
             } 
         ] 
     }, 
     { 
         "ResourceId":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Trail2", 
         "TagsList": [ 
             { 
                 "Value": "Bob", 
                 "Key": "Nam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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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从跟踪中删除一个或多个标签

要从现有跟踪中删除一个或多个标签，请运行 remove-tags 命令。

以下示例从美国东部（俄亥俄）区域中 ARN 为 arn:aws:cloudtrail:us-
east-2:123456789012:trail/Trail1 的跟踪记录删除了名为 Location 和 Name 的标签。

aws cloudtrail remove-tags --resource-id arn:aws:cloudtrail:us-
east-2:123456789012:trail/Trail1 --tags-list Key=Name Key=Location --region us-east-2

如果成功，该命令不返回任何内容。

检索跟踪设置和跟踪状态

运行 describe-trails 命令来检索有关 AWS 区域中跟踪记录的信息。以下示例返回美国东部（俄亥俄）
区域中配置的跟踪记录的信息。

aws cloudtrail describe-trails --region us-east-2

如果命令成功，则将显示类似于以下内容的输出。

{ 
  "trailList": [ 
    { 
      "Name": "my-trail", 
      "S3BucketName": "my-bucket", 
      "S3KeyPrefix": "my-prefix", 
      "IncludeGlobalServiceEvents": true, 
      "IsMultiRegionTrail": true, 
      "HomeRegion": "us-east-2"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my-trail", 
      "LogFileValidationEnabled": false, 
      "HasCustomEventSelectors": false,  
      "SnsTopicName": "my-topic", 
      "IsOrganizationTrail": false, 
    }, 
    { 
      "Name": "my-special-trail", 
      "S3BucketName": "another-bucket", 
      "S3KeyPrefix": "example-prefix", 
      "IncludeGlobalServiceEvents": false, 
      "IsMultiRegionTrail": false, 
      "HomeRegion": "us-east-2",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my-special-trail", 
      "LogFileValidationEnabled": false, 
      "HasCustomEventSelectors": true, 
      "IsOrganizationTrail": false 
    }, 
    { 
      "Name": "my-org-trail", 
      "S3BucketName": "my-bucket", 
      "S3KeyPrefix": "my-prefix", 
      "IncludeGlobalServiceEvents": true, 
      "IsMultiRegionTrail": true, 
      "HomeRegion": "us-east-1"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my-org-trail", 
      "LogFileValidationEnabled":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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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CustomEventSelectors": false,  
      "SnsTopicName": "my-topic", 
      "IsOrganizationTrail": true 
    } 
  ]
}

运行 get-trail 命令检索特定跟踪的设置信息。以下示例返回名为 my-trail 的跟踪的设置信息。

aws cloudtrail get-trail - -name my-trail

如果成功，该命令返回类似以下内容的输出。

{ 
   "Trail": { 
      "Name": "my-trail", 
      "S3BucketName": "my-bucket", 
      "S3KeyPrefix": "my-prefix", 
      "IncludeGlobalServiceEvents": true, 
      "IsMultiRegionTrail": true, 
      "HomeRegion": "us-east-2"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my-trail", 
      "LogFileValidationEnabled": false, 
      "HasCustomEventSelectors": false,  
      "SnsTopicName": "my-topic", 
      "IsOrganizationTrail": false, 
   }
}

运行 get-trail-status 命令检索跟踪的状态。您必须从创建该命令的 AWS 区域（主区域）中运行它，
或者您必须添加 --region 参数指定该区域。

Note

如果跟踪是组织跟踪，并且您是 AWS Organizations 组织中的成员账户，则必须提供该跟踪的完整 
ARN，而不仅仅是名称。

aws cloudtrail get-trail-status --name my-trail

如果命令成功，则将显示类似于以下内容的输出。

{ 
    "LatestDeliveryTime": 1441139757.497,  
    "LatestDeliveryAttemptTime": "2015-09-01T20:35:57Z",  
    "LatestNotificationAttemptSucceeded": "2015-09-01T20:35:57Z",  
    "LatestDeliveryAttemptSucceeded": "2015-09-01T20:35:57Z",  
    "IsLogging": true,  
    "TimeLoggingStarted": "2015-09-01T00:54:02Z",  
    "StartLoggingTime": 1441068842.76,  
    "LatestDigestDeliveryTime": 1441140723.629,  
    "LatestNotificationAttemptTime": "2015-09-01T20:35:57Z",  
    "TimeLoggingStopped": ""
}

除了前面的 JSON 代码中显示的字段外，在出现 Amazon SNS 或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
错误的情况下，状态还包含以下字段：

• LatestNotificationError. 在主题订阅失败的情况下，包含 Amazon SNS 发出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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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estDeliveryError。 包含 Amazon Service CloudTrail （Amazon S3）发出的错误。

配置 CloudTrail 见解事件选择器

通过运行 put-insight-selectors 并指定 ApiCallRateInsight 和/或 ApiErrorRateInsight 作为
InsightType 属性的值，对跟踪记录启用 Insights 事件。要查看跟踪的见解事件选择器设置，请运行 get-
insight-selectors 命令。您必须从创建该跟踪的 AWS 区域（主区域）中运行此命令，或者您必须对此
命令添加 --region 参数以指定该区域。

Note

要记录 Insights 事件ApiCallRateInsight，跟踪必须记录write管理事件。要记录 Insights 事
件ApiErrorRateInsight，跟踪必须记录read或write管理事件。

记录见解事件的示例跟踪

以下示例使用put-insight-selectors为名为 TrailName3 的跟踪创建 Insights 事件选择器。这将启用
TrailName3 个跟踪的 Insights 事件收集。Insights 事件选择器会同时记录 ApiErrorRateInsight 和
ApiCallRateInsight Insights 事件类型。

aws cloudtrail put-insight-selectors --trail-name TrailName3 --insight-selectors 
 '[{"InsightType": "ApiCallRateInsight"},{"InsightType": "ApiErrorRateInsight"}]'

该示例返回为跟踪配置的见解事件选择器。

{ 
   "InsightSelectors":  
      [ 
         { 
            "InsightType": "ApiErrorRateInsight" 
         }, 
         { 
            "InsightType": "ApiCallRateInsight" 
         } 
      ],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TrailName3"
}

示例：关闭见解事件集合

以下示例使用put-insight-selectors移除名为 TrailName3 的跟踪的 Insights 事件选择器。清除 Insights 选择
器的 JSON 字符串会禁用 TrailName3 #跟踪的 Insights 事件收集。

aws cloudtrail put-insight-selectors --trail-name TrailName3 --insight-selectors '[]'

该示例返回为跟踪配置的现在为空的见解事件选择器。

{ 
   "InsightSelectors": [ ],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TrailName3"
}

配置事件选择器

要查看跟踪的事件选择器设置，请运行 get-event-selectors 命令。您必须从创建该命令的 AWS 区域
（主区域）中运行它，或者您必须使用 --region 参数指定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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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cloudtrail get-event-selectors --trail-name TrailName

Note

如果跟踪是组织跟踪，并且您是 AWS Organizations 组织中的成员账户，则必须提供该跟踪的完整 
ARN，而不仅仅是名称。

以下示例返回跟踪的事件选择器的默认设置。

{ 
    "EventSelectors": [ 
        { 
            "ExcludeManagementEventSources": [], 
            "IncludeManagementEvents": true, 
            "DataResources": [], 
            "ReadWriteType": "All" 
        } 
    ],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TrailName"
}

要创建事件选择器，请运行 put-event-selectors 命令。如果您想在跟踪中记录 Insights 事件，请确
保事件选择器允许记录您想要配置跟踪的 Insights 类型。有关日志记录的更多信息记录跟踪记录的见解事
件 (p. 254)，

当事件在您的账户中发生时， CloudTrail 将评估您的跟踪配置。如果事件匹配跟踪的任何事件选择器，则跟
踪将处理并记录事件。您可以为一个跟踪配置最多 5 个事件选择器和最多 250 个数据资源。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记录数据事件 (p. 230)：

主题
• 带有特定事件选择器的示例跟踪 (p. 104)
• 记录所有管理和数据事件的示例跟踪 (p. 105)
• 不记录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事件的示例跟踪 (p. 106)
• 记录相关的低量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事件的示例跟踪 (p. 106)
• 不记录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的示例跟踪 (p. 107)

带有特定事件选择器的示例跟踪

以下示例为名为的跟踪创建事件选择器，TrailName以包括只读和只写管理事件、两个 Amazon S3 存储桶/
前缀组合的数据事件以及单个名为AWS Lambda函数的数据事件hello-world-python-function。

aws cloudtrail put-event-selectors --trail-name TrailName --event-selectors 
 '[{"ReadWriteType": "All","IncludeManagementEvents": true,"DataResources": 
 [{"Type":"AWS::S3::Object", "Values": ["arn:aws:s3:::mybucket/
prefix","arn:aws:s3:::mybucket2/prefix2"]},{"Type": "AWS::Lambda::Function","Values": 
 ["arn:aws:lambda:us-west-2:999999999999:function:hello-world-python-function"]}]}]'

以下示例返回为跟踪配置的事件选择器。

{ 
    "EventSelectors": [ 
        { 
            "ExcludeManagementEventSources": [], 
            "IncludeManagementEvents":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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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Resources": [ 
                { 
                    "Values": [ 
                        "arn:aws:s3:::mybucket/prefix", 
                        "arn:aws:s3:::mybucket2/prefix2" 
                    ], 
                    "Type": "AWS::S3::Object" 
                }, 
                { 
                    "Values": [ 
                        "arn:aws:lambda:us-west-2:123456789012:function:hello-world-python-
function" 
                    ], 
                    "Type": "AWS::Lambda::Function" 
                }, 
            ], 
            "ReadWriteType": "All" 
        } 
    ],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TrailName"
}

记录所有管理和数据事件的示例跟踪

以下示例为名为 TrailName2 的跟踪创建了一个包括所有事件的事件选择器，以包括只读和只写管理事件
以及AWS账户中所有 Amazon S3 存储桶、AWS Lambda函数和 Amazon DynamoDB 表的所有数据事件。
由于此示例使用基本事件选择器，因此无法配置 AWS Outposts 上的 S3 事件、Ethereum 节点上的 Amazon 
Managed Blockchain JSON-RPC 调用或者其他高级事件选择器资源类型的日志记录。您必须使用高级事件
选择器来记录这些资源的数据事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配置高级事件选择器 (p. 108)：

Note

如果跟踪仅应用于一个区域，则只记录该区域的事件，即使事件选择器参数指定所有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和 Lambda 函数。事件选择器仅应用于在其中创建跟踪的区
域。

aws cloudtrail put-event-selectors --trail-name TrailName2 --event-selectors 
 '[{"ReadWriteType": "All","IncludeManagementEvents": true,"DataResources": 
 [{"Type":"AWS::S3::Object", "Values": ["arn:aws:s3:::"]},{"Type": 
 "AWS::Lambda::Function","Values": ["arn:aws:lambda"]},{"Type": 
 "AWS::DynamoDB::Table","Values": ["arn:aws:dynamodb"]}]}]'

以下示例返回为跟踪配置的事件选择器。

{ 
    "EventSelectors": [ 
        { 
            "ExcludeManagementEventSources": [], 
            "IncludeManagementEvents": true, 
            "DataResources": [ 
                { 
                    "Values": [ 
                        "arn:aws:s3:::" 
                    ], 
                    "Type": "AWS::S3::Object" 
                }, 
                { 
                    "Values": [ 
                        "arn:aws:lambda" 
                    ], 
                    "Type": "AWS::Lambda::Fun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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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ues": [ 
                        "arn:aws:dynamodb" 
                    ], 
                    "Type": "AWS::DynamoDB::Table" 
                } 
            ], 
            "ReadWriteType": "All" 
        } 
    ],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TrailName2"
}

不记录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事件的示例跟踪

以下示例为名为的跟踪创建事件选择器，TrailName以包括只读和只写管理事件，但排除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AWS KMS) 事件。由于AWS KMS事件被视为管理事件，并且可能存在大量此
类事件，因此，如果您有多个跟踪捕获管理事件，它们可能会对您的 CloudTrail 账单产生重大影响。
在此示例中，用户已选择排除每个跟踪中的 AWS KMS 事件，但一个跟踪除外。要排除事件源，请将
ExcludeManagementEventSources 添加到事件选择器，然后在字符串值中指定事件源。

如果选择不记录管理事件，则不会记录 AWS KMS 事件，并且您无法更改 AWS KMS 事件日志记录设置。

要再次开始将 AWS KMS 事件记录到跟踪，请传递一个空数组作为 ExcludeManagementEventSources
的值。

aws cloudtrail put-event-selectors --trail-name TrailName --event-
selectors '[{"ReadWriteType": "All","ExcludeManagementEventSources": 
 ["kms.amazonaws.com"],"IncludeManagementEvents": true]}]'

以下示例返回为跟踪配置的事件选择器。

{ 
    "EventSelectors": [ 
        { 
            "ExcludeManagementEventSources": [ "kms.amazonaws.com" ], 
            "IncludeManagementEvents": true, 
            "DataResources": [], 
            "ReadWriteType": "All" 
        } 
    ],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TrailName"
}

要再次开始将 AWS KMS 事件记录到跟踪，请传递一个空数组作为 ExcludeManagementEventSources
的值，如以下命令中所示。

aws cloudtrail put-event-selectors --trail-name TrailName --event-selectors 
 '[{"ReadWriteType": "All","ExcludeManagementEventSources": [],"IncludeManagementEvents": 
 true]}]'

记录相关的低量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事件的示例跟踪

以下示例为名为的跟踪创建事件选择器 TrailName，以包括只写管理事件和AWS KMS事件。由于 AWS 
KMS 事件被视为管理事件，并且可能存在大量此类事件，因此，如果您有多个跟踪捕获管理事件，它们可能
会对您的 CloudTrail 账单产生重大影响。本示例中的用户选择了包含 AWS KMS Write（写入）事件，其中
将包含 Disable、Delete 和 ScheduleKey，但不再包含 Encrypt、Decrypt 和 GenerateDataKey
等高量操作 [这些操作现在被视为 Read（读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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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cloudtrail put-event-selectors --trail-name TrailName --event-
selectors '[{"ReadWriteType": "WriteOnly","ExcludeManagementEventSources": 
 [],"IncludeManagementEvents": true]}]'

以下示例返回为跟踪配置的事件选择器。这会记录只写管理事件，包括 AWS KMS 事件。

{ 
    "EventSelectors": [ 
        { 
            "ExcludeManagementEventSources": [], 
            "IncludeManagementEvents": true, 
            "DataResources": [], 
            "ReadWriteType": "WriteOnly" 
        } 
    ],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TrailName"
}

不记录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的示例跟踪

以下示例为名为的跟踪创建事件选择器，TrailName以包括只读和只写管理事件，但排除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由于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被视为管理事件，并且可能存在大量此类事件，因
此，如果您有多个跟踪捕获管理事件，它们可能会对您的 CloudTrail 账单产生重大影响。在此示例中，
用户已选择排除每个跟踪中的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但一个跟踪除外。要排除事件源，请将
ExcludeManagementEventSources 添加到事件选择器，然后在字符串值中指定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源：rdsdata.amazonaws.com。

如果选择不记录管理事件，则不会记录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并且您无法更改事件日志记录设置。

要再次开始将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记录到跟踪，请传递一个空数组作为
ExcludeManagementEventSources 的值。

aws cloudtrail put-event-selectors --trail-name TrailName --event-
selectors '[{"ReadWriteType": "All","ExcludeManagementEventSources": 
 ["rdsdata.amazonaws.com"],"IncludeManagementEvents": true]}]'

以下示例返回为跟踪配置的事件选择器。

{ 
    "EventSelectors": [ 
        { 
            "ExcludeManagementEventSources": [ "rdsdata.amazonaws.com" ], 
            "IncludeManagementEvents": true, 
            "DataResources": [], 
            "ReadWriteType": "All" 
        } 
    ],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TrailName"
}

要再次开始将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记录到跟踪，请传递一个空数组作为
ExcludeManagementEventSources 的值，如以下命令中所示。

aws cloudtrail put-event-selectors --trail-name TrailName --event-selectors 
 '[{"ReadWriteType": "All","ExcludeManagementEventSources": [],"IncludeManagementEvents":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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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高级事件选择器

要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而非基本事件选择器来包含或排除数据事件，请在跟踪记录的详细信息页面上使用高
级事件选择器。与基本事件选择器相比，高级事件选择器允许您记录更多资源类型的数据事件。基本选择器
记录 S3 对象活动，AWS Lambda 函数执行活动和 DynamoDB 表。

在高级事件选择器中，构建表达式以收集特定 S3 存储桶、AWS Lambda函数、PutAuditEvents Lambda 
a CloudTrail ke ChanDynamoDB el 调用的数据、Amazon S3、以太坊节点上的亚马逊管理区块链 JS3 调用
的数据、Amazon EDynamoDB S 快照上的Amazon EBS 直接 API、S3 接入点、重新 SageMaker 计分AWS 
GlueAmazon FinSpace SageMaker执行计划、Amazon Cognito 身份池和亚马逊 GuardDuty 探测器上的活
动。

有关高级事件选择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配置高级事件选择器 (p. 108)。

要查看某个跟踪的高级事件选择器设置，请运行下面的 get-event-selectors 命令。您必须从创建该跟
踪的 AWS 区域（主区域）中运行此命令，或者您必须添加 --region 参数以指定该区域。

aws cloudtrail get-event-selectors --trail-name TrailName

Note

如果跟踪是组织跟踪，并且您在 AWS Organizations 使用组织中的成员账户登录，则必须提供该跟
踪的完整 ARN，而不仅仅是名称。

以下示例返回跟踪的高级事件选择器的默认设置。默认情况下，不为跟踪配置高级事件选择器。

{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TrailName"
}

要创建事件选择器，请运行 put-event-selectors 命令。当数据事件发生在您的账户中时， CloudTrail 
将评估您的跟踪记录配置。如果事件匹配跟踪的任何高级事件选择器，则跟踪将处理并记录事件。您可以在
跟踪上配置多达 500 个条件，包括为跟踪上的所有高级事件选择器指定的所有值。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记
录数据事件 (p. 230)：

主题
• 带有特定高级事件选择器的示例跟踪 (p. 108)
• 使用自定义高级事件选择器记录所有管理事件和数据事件的示例跟踪 (p. 110)
• 使用自定义高级事件选择器记录 AWS Outposts 数据事件上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

的示例跟踪 (p. 117)
• 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排除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事件的示例跟踪 (p. 118)
• 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排除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的示例跟踪 (p. 119)

带有特定高级事件选择器的示例跟踪

以下示例为名为的跟踪创建自定义高级事件选择器，TrailName以包括
读PutObject和DeleteObject写管理事件，为所有 Amazon S3 存储桶/前缀组合的数据事
件MyLambdaFunction。readOnlysample_bucket_nameAWS Lambda由于这些都是自定义高级事件选
择器，因此每组选择器都有一个描述性名称。请注意，尾随斜杠是 S3 存储桶的 ARN 值的一部分。

aws cloudtrail put-event-selectors --trail-name TrailName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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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ame": "Log readOnly and writeOnly management even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Management"] } 
    ] 
  }, 
  { 
    "Name": "Log PutObject and DeleteObject events for all but one bucket",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S3::Object"] }, 
      { "Field": "eventName", "Equals": ["PutObject","DeleteObject"] }, 
      { "Field": "resources.ARN", "NotEquals": ["arn:aws:s3:::sample_bucket_name/"] } 
    ] 
  }, 
  { 
    "Name": "Log data plane actions on MyLambdaFunction",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Lambda::Function"] }, 
      { "Field": "resources.ARN", "Equals": ["arn:aws:lambda:us-
east-2:111122223333:function/MyLambdaFunction"] } 
    ] 
  }
]'

以下示例返回为跟踪配置的高级事件选择器。

{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Name": "Log readOnly and writeOnly management even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Management" ], 
          "StartsWith": [], 
          "EndsWith": [], 
          "NotEquals": [], 
          "NotStartsWith": [], 
          "NotEndsWith": [] 
        } 
      ] 
    }, 
    { 
      "Name": "Log PutObject and DeleteObject events for all but one bucket",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StartsWith": [], 
          "EndsWith": [], 
          "NotEquals": [], 
          "NotStartsWith": [], 
          "NotEndsWith":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S3::Object" ], 
          "StartsWith": [], 
          "EndsWith": [], 
          "NotEquals": [], 
          "NotStartsWith": [], 
          "NotEndsWit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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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ield": "resources.ARN",  
          "Equals": [], 
          "StartsWith": [], 
          "EndsWith": [], 
          "NotEquals": [ "arn:aws:s3:::sample_bucket_name/" ], 
          "NotStartsWith": [], 
          "NotEndsWith": [] 
        }, 
      ] 
    },
{ 
      "Name": "Log data plane actions on MyLambdaFunction",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StartsWith": [], 
          "EndsWith": [], 
          "NotEquals": [], 
          "NotStartsWith": [], 
          "NotEndsWith":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Lambda::Function" ], 
          "StartsWith": [], 
          "EndsWith": [], 
          "NotEquals": [], 
          "NotStartsWith": [], 
          "NotEndsWith": [] 
        }, 
        { 
          "Field": "eventName",  
          "Equals": [ "Invoke" ], 
          "StartsWith": [], 
          "EndsWith": [], 
          "NotEquals": [], 
          "NotStartsWith": [], 
          "NotEndsWith": [] 
        }, 
        { 
          "Field": "resources.ARN",  
          "Equals": [ "arn:aws:lambda:us-east-2:111122223333:function/MyLambdaFunction" ], 
          "StartsWith": [], 
          "EndsWith": [], 
          "NotEquals": [], 
          "NotStartsWith": [], 
          "NotEndsWith": [] 
        } 
      ] 
    } 
  ],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TrailName"
}

使用自定义高级事件选择器记录所有管理事件和数据事件的示例跟踪

以下示例为名为 TrailName2 的跟踪创建高级事件选择器，以包括只读和只写管理事件以及所有 S3 存储
桶的所有数据事件、Lambda 函数、LamoDB 表、La CloudTrail ke 通道 PutAuditEvents 调用、S3 对象级 
API 活动AWS Outposts、Amazon EBS 快照上的Amazon Managed Blockchain JS3 接入点、DynamoDB 
流，AWSAWS Glue由 Lake Formation 创建的表、Amazon FinSpace环境、亚马逊 SageMaker指标实验试
验组件、亚马逊 SageMaker 功能商店、Amazon Kendra rescore 执行计划、Amazon Cognito 身份池以及亚
马逊 GuardDuty探测器的 API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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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如果跟踪仅应用于一个区域，则只记录该区域的事件，即使事件选择器参数指定所有 Amazon S3 
存储桶和 Lambda 函数。在单区域跟踪中，事件选择器仅应用于在其中创建跟踪的区域。

aws cloudtrail put-event-selectors --trail-name TrailName2 \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 
    "Name": "Log readOnly and writeOnly management even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Management"]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all Amazon S3 bucke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S3::Object"]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Lambda function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Lambda::Function"]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DynamoDB table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DynamoDB::Table"] } 
    ] 
  }, 
  { 
    "Name": "Log all CloudTrail PutAuditEvents activity on a CloudTrail Lake channel,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CloudTrail::Channel"]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Amazon S3 on Outpos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S3Outposts::Object"] } 
    ] 
  }, 
  { 
    "Name": "Log all JSON-RPC calls for Ethereum nodes in Amazon Managed Blockchain",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ManagedBlockchain::Node"]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Amazon S3 Object Lambda access poin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S3ObjectLambda::AccessPoint"] } 
    ] 
  }, 
  { 
    "Name": "Log all Amazon EBS direct API calls on snapsh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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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EC2::Snapshot"]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Amazon S3 access poin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S3::AccessPoint"]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DynamoDB stream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DynamoDB::Stream"]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AWS Glue tables created by Lake Formation",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Glue::Table"]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FinSpace environmen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FinSpace::Environment"]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SageMaker metrics experiment trial componen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SageMaker::ExperimentTrialComponent"]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SageMaker feature store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SageMaker::FeatureGroup"]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Amazon Kendra Intelligent Ranking rescore execution plan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KendraRanking::ExecutionPlan"]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Amazon Cognito identity pool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Cognito::IdentityPool"] } 
    ] 
  }, 
  { 
    "Name": "Log events for an Amazon GuardDuty detector",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GuardDuty::Detect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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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以下示例返回为跟踪配置的高级事件选择器。

{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TrailName2",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Name": "Log readOnly and writeOnly management even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Management"  
                    ]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all Amazon S3 bucke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S3::Object" 
                    ]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Lambda function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Lambda::Function" 
                    ]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DynamoDB table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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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als": [ 
                        "AWS::DynamoDB::Table" 
                    ] 
                } 
            ] 
        }, 
        { 
            "Name": "Log all CloudTrail PutAuditEvents activity on a CloudTrail Lake 
 channel",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CloudTrail::Channel" 
                    ]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Amazon S3 on Outpos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S3Outposts::Object" 
                    ] 
                } 
            ] 
        }, 
        { 
            "Name": "Log all JSON-RPC calls for Ethereum nodes in Amazon Managed 
 Blockchain",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ManagedBlockchain::Node" 
                    ]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Amazon S3 Object Lambda access poin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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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S3ObjectLambda::AccessPoint" 
                    ] 
                } 
            ] 
        }, 
        { 
            "Name": "Log all Amazon EBS direct API calls on snapsho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EC2::Snapshot" 
                    ]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Amazon S3 access poin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S3::AccessPoint" 
                    ]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DynamoDB stream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DynamoDB::Stream" 
                    ]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AWS Glue tables created by Lake Formation",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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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Glue::Table" 
                    ]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FinSpace environmen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FinSpace::Environment" 
                    ]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SageMaker metrics experiment trial componen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SageMaker::ExperimentTrialComponent" 
                    ]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SageMaker feature store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SageMaker::FeatureGroup" 
                    ]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Amazon Kendra Intelligent Ranking rescore execution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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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KendraRanking::ExecutionPlan" 
                    ]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Amazon Cognito identity pool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Cognito::IdentityPool" 
                    ] 
                } 
            ] 
        }, 
        { 
            "Name": "Log events for an Amazon GuardDuty detector",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GuardDuty::Detector" 
                    ] 
                } 
            ] 
        } 
    ]
}

使用自定义高级事件选择器记录 AWS Outposts 数据事件上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的示例跟踪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配置您的跟踪以包含您的 Outpost 中的 AWS Outposts 对象上的所有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的所有数据事件。在此版本中，S3 在 AWS Outposts 事件上支持的
resources.type 字段的值为 AWS::S3Outposts::Object。

aws cloudtrail put-event-selectors --trail-name TrailName --region region \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 
            "Name": "OutpostsEventSel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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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S3Outposts::Object"] } 
            ] 
        }
]'

该命令将返回以下示例输出。

{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Name": "OutpostsEventSelector",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S3Outposts::Object" 
                    ] 
                } 
            ] 
        } 
    ],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region:123456789012:trail/TrailName"
}

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排除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事件的示例跟踪

以下示例为名为的跟踪创建高级事件选择器，TrailName以包括只读和只写管理事件（通过忽
略readOnly选择器），但排除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AWS KMS) 事件。由于AWS KMS事件被
视为管理事件，并且可能存在大量此类事件，因此，如果您有多个跟踪捕获管理事件，它们可能会对您的 
CloudTrail 账单产生重大影响。在此版本中，您可以从 kms.amazonaws.com 中排除事件。

如果选择不记录管理事件，则不会记录 AWS KMS 事件，并且您无法更改 AWS KMS 事件日志记录设置。

要再次开始将 AWS KMS 事件记录到跟踪，请删除 eventSource 选择器，然后再次运行命令。

aws cloudtrail put-event-selectors --trail-name TrailName \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 
    "Name": "Log all management events except KMS even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Management"] }, 
      { "Field": "eventSource", "NotEquals": ["kms.amazonaws.com"] } 
    ] 
  }
]'

以下示例返回为跟踪配置的高级事件选择器。

{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Name": "Log all management events except KMS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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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Management" ], 
          "StartsWith": [], 
          "EndsWith": [], 
          "NotEquals": [], 
          "NotStartsWith": [], 
          "NotEndsWith": [] 
        }, 
        { 
          "Field": "eventSource",  
          "Equals": [], 
          "StartsWith": [], 
          "EndsWith": [], 
          "NotEquals": [ "kms.amazonaws.com" ], 
          "NotStartsWith": [], 
          "NotEndsWith": [] 
        } 
      ] 
    } 
  ],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TrailName"
}

要再次开始将排除的事件记录到跟踪，请删除 eventSource 选择器，如以下命令中所示。

aws cloudtrail put-event-selectors --trail-name TrailName \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 
    "Name": "Log all management even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Management"] } 
    ] 
  }
]'

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排除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的示例跟踪

以下示例为名TrailName为包括只读和只写管理事件（通过忽略readOnly选择器），但排除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由于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被视为管理事件，并且可能存在大量此类事
件，因此，如果您有多个跟踪捕获管理事件，它们可能会对您的 CloudTrail 账单产生重大影响。要排除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请在 eventSource 字段的字符串值中指定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
源：rdsdata.amazonaws.com。

如果选择不记录管理事件，则不会记录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并且您无法更改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日志记录设置。

要再次开始将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记录到跟踪，请删除 eventSource 选择器，然后再次运行命
令。

aws cloudtrail put-event-selectors --trail-name TrailName \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 
    "Name": "Log all management events except Amazon RDS data even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Management"] }, 
      { "Field": "eventSource", "NotEquals": ["rdsdata.amazonaws.co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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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示例返回为跟踪配置的高级事件选择器。

{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Name": "Log all management events except Amazon RDS data even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Management" ], 
          "StartsWith": [], 
          "EndsWith": [], 
          "NotEquals": [], 
          "NotStartsWith": [], 
          "NotEndsWith": [] 
        }, 
        { 
          "Field": "eventSource",  
          "Equals": [], 
          "StartsWith": [], 
          "EndsWith": [], 
          "NotEquals": [ "rdsdata.amazonaws.com" ], 
          "NotStartsWith": [], 
          "NotEndsWith": [] 
        } 
      ] 
    } 
  ],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TrailName"
}

要再次开始将排除的事件记录到跟踪，请删除 eventSource 选择器，如以下命令中所示。

aws cloudtrail put-event-selectors --trail-name TrailName \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 
    "Name": "Log all management even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Management"] } 
    ] 
  }
]'

停止和启动跟踪的日志记录

以下命令启动和停止 CloudTrail 日志记录。

aws cloudtrail start-logging --name awscloudtrail-example

aws cloudtrail stop-logging --name awscloudtrail-example

Note

在删除存储桶之前，运行 stop-logging 命令以停止向存储桶传送事件。如果不停止日志记录，
将 CloudTrail 尝试将日志文件传送到具有相同名称的存储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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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停止日志记录或删除跟踪 CloudTrail ，将对该跟踪禁用。

删除跟踪

可使用以下命令删除跟踪。您只能从创建跟踪的区域（主区域）中删除跟踪。

aws cloudtrail delete-trail --name awscloudtrail-example

在删除跟踪时，请不要删除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或与该存储桶关联的 Amazon 
SNS 主题。可使用 AWS Management Console、AWS CLI 或服务 API 单独删除这些资源。

为组织创建跟踪
如果您已在 AWS Organizations 中创建企业，则可以创建跟踪记录，此跟踪将录入该企业中所有 AWS 账户
的所有事件。这有时称为企业跟踪记录。

组织的管理账户可以指定委托管理员来管理组织的跟踪。有关添加委托管理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添加 
CloudTrail 委托管理员 (p. 330)。

您可以选择在管理账户或委托管理员账户中编辑现有跟踪，并将其应用于组织，从而使其成为组织跟踪。组
织跟踪记录记录组织内的管理账户和所有成员账户的日志事件。有关 AWS Organizations 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 Organizations 术语和概念。

Note

您必须使用与组织关联的管理账户或委托管理员账户登录以创建组织跟踪。您还必须对管理账户或
委托管理员账户中的用户或角色具有足够的权限，才能创建跟踪。如果您没有足够的权限，则无法
选择将跟踪应用于组织。

当您创建企业跟踪记录时，将在属于您企业的每个 AWS 账户中创建具有您所指定名称的跟踪记录。拥有成
员账户 CloudTrail 权限的用户在从其AWS账户登录AWS CloudTrail控制台时，或者当他们运行AWS CLI命令
（如）时，将能够看到此跟踪记录describe-trail。但是，成员账户中的用户没有足够的权限删除企业跟
踪记录、启用和关闭日志记录、更改要录入的事件类型，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更改企业跟踪记录。

默认情况下，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创建企业跟踪记录时，该跟踪记录为多区域跟踪记录；也就是说，它会
录入企业里每个账户中所有区域的事件，但仅在创建跟踪记录所在的AWS分区中执行操作。要录入您企业中
所有 AWS 分区的所有区域的事件，请在每个分区中创建多区域企业跟踪记录。

当您在控制台中创建组织跟踪记录时，或当您在 Organizations 中启用 CloudTrail 组织跟踪
时，这样做会创建服务相关角色，以在您组织的成员账户中执行日志记录任务。此角色名为
AWSServiceRoleForCloudTrail，是记录组织事件所必 CloudTrail 需的。如果某个 AWS 账户已添加到企
业，则会将企业跟踪记录和服务相关角色添加到该 AWS 账户，并将在企业跟踪记录中自动开始针对该账
户的日志录入。如果从企业中删除了 AWS 账户，则将会从不再是该企业一部分的 AWS 账户中删除企业跟
踪记录和服务相关角色。但是，在删除账户之前创建的已删除账户的日志文件仍将保留在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其中存储了日志文件以用于跟踪）中。

如果 AWS Organizations 组织的管理账户创建了组织跟踪，但随后作为该组织的管理账户被移除，则使用其
账户创建的任何组织跟踪都将成为非组织跟踪。

在下面的示例中，组织的管理账户 1111111111 创建以组织 o-exampleorgid 命名
的MyOrganizationTrail跟踪。此跟踪将组织中所有账户的活动记录在同一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中。组织中的所有账户均可以在其跟踪记录列表MyOrganizationTrail中
看到，但成员账户无法删除或修改组织跟踪。只有管理账户或委托管理员账户才能更改或删除组织的
跟踪。只有管理账户才能从组织中移除成员账户。同样，默认情况下，只有管理账户可以访问跟踪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my-organization-bucket以及其中包含的日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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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文件的高级存储桶结构包含一个以企业 ID 命名的文件夹，其子文件夹以企业中每个账户的账户 ID 命
名。每个成员账户的事件均记录在与相应成员账户 ID 对应的文件夹中。如果从企业中删除了成员账户 
4444444444，MyOrganizationTrail并且服务相关角色不再显示在AWS账户 4444444444 中，并且企业
跟踪记录不会再进一步录入该账户的其他事件。但是，444444444444 文件夹将与从组织中删除该账户之前
创建的所有日志一起保留在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中。

在此示例中，管理账户中所创建跟踪的 ARN 为 aws:cloudtrail:us-
east-2:111111111111:trail/MyOrganizationTrail。此 ARN 也是所有成员账户中的跟踪的 
ARN。

组织跟踪记录在很多方面都类似于常规跟踪记录。可以为您的组织创建多个跟踪记录，并选择是在所有
区域还是在单个区域中创建组织跟踪记录，以及您希望在组织跟踪记录中记录哪些类型的事件，就像在任
何其他跟踪记录中一样。但存在一些区别。例如，在控制台中创建跟踪和选择是否记录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或AWS Lambda函数的数据事件时， CloudTrail 控制台中列出的仅有资源是
管理账户或委托管理员账户的资源，但您可以在成员账户中添加资源的 ARN。将记录指定成员账户资源的数
据事件，而无需手动配置对这些资源的跨账户访问。有关记录管理事件、见解事件和数据事件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使用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p. 220)。

Note

在控制台中，您创建可记录所有区域的跟踪。这是推荐的最佳实践；所有区域中的日志记录活动都
有助于保持 AWS 环境更加安全。要创建单区域跟踪，请使用 AWS CLI (p. 96)。

您还可以配置其他AWS服务，以便进一步分析在组织跟踪 CloudTrail 的日志中收集的事件数据并采取相应的
措施（所采用的方式与对其他任何跟踪的方式相同）。例如，您可以使用 Amazon Athena 分析组织跟踪中
的数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WS服务与 CloudTrail 日志集成 (p. 23)：

主题
• 事件历史记录和组织跟踪记录 (p. 123)
• 从成员账户跟踪转到组织跟踪记录的最佳实践 (p. 123)
• 准备为您的组织创建跟踪 (p.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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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控制台中为您的组织创建跟踪 (p. 125)
• 使用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为组织创建跟踪 (p. 130)

事件历史记录和组织跟踪记录
当您在中查看 AWS Organizations 中的组织在 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中的事件时，只能查看您登录
时使用的 AWS 账户 的事件。例如，如果您使用组织管理账户登录，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将显示
该管理账户的过去 90 天的管理事件。组织成员账户事件不会显示在管理账户的 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
录）中。要查看 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中的会员账户事件，请使用会员账户登录。

从成员账户跟踪转到组织跟踪记录的最佳实践
如果您已经为各个成员账户配置 CloudTrail 跟踪记录，但希望转到组织跟踪以记录所有账户中的事件，则在
创建组织跟踪记录之前，您不希望通过删除各个成员账户跟踪记录来丢失事件。但是，当您有两个跟踪记录
时，您会由于传递到组织跟踪记录的事件的额外副本而产生更高的成本。

为了帮助管理成本，但要避免在组织跟踪记录中开始日志传输之前丢失事件，请考虑同时保留单个成员账
户跟踪记录和组织跟踪记录最多一天。这可确保组织跟踪记录所有事件，但您只会在一天内产生重复事件成
本。第一天过后，您可以停止登录（或删除）任何单个会员账户跟踪记录。

准备为您的组织创建跟踪
在为贵组织创建跟踪之前，请确保正确设置贵组织的管理账户或委托管理员账户，以便创建跟踪。

• 您的组织必须先启用所有功能，然后才能为其创建跟踪。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启用组织中的所有功能。
• 管理账户或委托管理员账户必须具有 AWSServiceRoleForOrganizations 角色。此角色由 Organizations 在

您创建组织时自动创建，并且是记录组织事件所必需的。 CloudTrail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Organizations 
和服务相关角色。

• 在管理账户或委托管理员账户中创建组织跟踪的用户或角色必须拥有足够的权限才能创建组织跟踪。
您必须至少将AWSCloudTrail_FullAccess策略或等效策略应用于该角色或用户。您还必须在 IAM 和 
Organizations 中具有足够的权限，才能创建服务相关角色并启用可信访问。以下示例策略显示了所需的最
低权限。

Note

您不应该在您的所有人之间广泛共享该AWSCloudTrail_FullAccess政策AWS 账户. 相反，您应将
其限制为仅限AWS 账户管理员使用，因为收集的信息具有高度敏感性 CloudTrail。拥有此角色的
用户能够关闭或重新配置他们中最敏感且最重要的审计功能AWS 账户。因此，您必须严密控制和
监控对本政策的访问权限。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iam:GetRole", 
                "organizations:EnableAWSServiceAccess", 
                "organizations:ListAccounts", 
                "iam:CreateServiceLinkedRole", 
                "organizations:DisableAWSServiceAccess", 
                "organizations:Describe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s:ListAWSServiceAccessForOrganization" 
            ], 
            "Resourc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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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使用AWS CLI或 CloudTrail API 来创建组织跟踪，必须在 Organizations CloudTrail 中启用可信访问，
且必须使用允许对组织跟踪进行日志记录的策略手动创建一个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
储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为组织创建跟踪 (p. 130)：

• 要使用现有 IAM 角色将组织跟踪的监控功能添加到 Amazon CloudWatch Logs 中，您必须手动修改 IAM 
角色，以允许将成员账户的日ogs 传送到管理账户或委托管理员账户的 CloudWatch 日志组，如以下示例
所示。 CloudWatch

Note

您必须使用自己账户中存在的 IAM 角色和 Log CloudWatch s 日志组。您不能使用其他账户拥有
的 IAM 角色或 Log CloudWatch s 日志组。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AWSCloudTrailCreateLogStream20141101", 
            "Effect": "Allow", 
            "Action": [ 
                "logs:CreateLogStream" 
            ], 
            "Resource": [ 
                "arn:aws:logs:us-east-2:111111111111:log-group:CloudTrail/
DefaultLogGroupTest:log-stream:111111111111_CloudTrail_us-east-2*", 
                "arn:aws:logs:us-east-2:111111111111:log-group:CloudTrail/
DefaultLogGroupTest:log-stream:o-exampleorgid_*" 
            ] 
        }, 
        { 
            "Sid": "AWSCloudTrailPutLogEvents20141101", 
            "Effect": "Allow", 
            "Action": [ 
                "logs:PutLogEvents" 
            ], 
            "Resource": [ 
                "arn:aws:logs:us-east-2:111111111111:log-group:CloudTrail/
DefaultLogGroupTest:log-stream:111111111111_CloudTrail_us-east-2*",              
                "arn:aws:logs:us-east-2:111111111111:log-group:CloudTrail/
DefaultLogGroupTest:log-stream:o-exampleorgid_*" 
            ] 
        } 
    ]
}

您可以了解有关亚马逊的更多信息 CloudTrail 并 CloudWatch 登录使用 Amazon Logs 监控 CloudTrail 
CloudWatch 日志文件 (p. 263)。此外，在决定启用组织跟踪的体验之前，请考虑对 CloudWatch Logs 
的限制和服务的定价注意事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CloudWatch 日志限制和亚马逊 CloudWatch定价。

• 要在组织跟踪中记录成员账户中特定资源的数据事件，请为每项资源准备好 Amazon Resource 
Name（ARN）列表。创建跟踪时，成员账户资源不会显示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您可以在支持数据事
件收集的管理账户中浏览资源，例如 S3 存储桶。同样，如果要在命令行中创建或更新组织跟踪时添加特
定成员资源，则需要这些资源的 ARN。

Note

记录数据事件将收取额外费用。有关 CloudTrail 定价，请参阅AWS CloudTrail定价。

您还应该考虑在创建组织跟踪之前查看管理账户、委托管理员账户和成员账户中已经存在多少跟踪。 
CloudTrail 限制可在每个区域中创建的跟踪记录数量。您在管理账户或委托管理员账户中创建组织跟踪的区
域内不能超出此限制。但是，即使成员账户已达到区域中的跟踪记录限制，也会在成员账户中创建跟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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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虽然任何区域中的管理事件的第一个跟踪记录都是免费的，但其他跟踪记录需要付费。要降低组织跟踪
记录的潜在成本，请考虑删除管理账户和成员账户中任何不需要的跟踪记录。有关 CloudTrail 定价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AWS CloudTrail定价。

企业跟踪记录安全最佳实践
作为安全最佳实践，建议您将 aws:SourceArn 条件密钥添加到用于企业跟踪记录的资源策略（例如 S3 存
储桶、KMS 密钥或 SNS 主题的策略）。aws:SourceArn 的值是企业跟踪记录 ARN（或 ARN，如果您使
用同一资源进行多个跟踪，例如用同一个 S3 存储桶存储多个跟踪记录的日志）。这可确保资源（例如 S3 存
储桶）只接受与特定跟踪记录关联的数据。跟踪 ARN 必须使用管理账户的账户 ID。以下策略代码段显示有
多个跟踪记录正在使用该资源的示例。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AWS:SourceArn": ["Trail_ARN_1",..., "Trail_ARN_n"] 
    }
}

有关如何向资源策略添加条件密钥的信息，请参阅以下内容：

• 针对 CloudTrail 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策略 (p. 354)
• 为配置AWS KMS密钥策略 CloudTrail (p. 375)
• 针对 CloudTrail 的 Amazon SNS 主题策略 (p. 360)

在控制台中为您的组织创建跟踪
要从 CloudTrail 控制台创建组织跟踪，您必须以拥有足够权限 (p. 123)的管理或委托管理员账户中的用户
或角色身份登录控制台。如果您未使用管理或委托管理员账户登录，则在从 CloudTrail控制台创建或编辑跟
踪时，不会显示用于将跟踪应用到组织的选项。

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配置组织跟踪。例如，您可以为组织跟踪配置以下详细信息：

• 默认情况下，在控制台中创建跟踪时，此跟踪会记录所有跟踪AWS 区域。作为最佳实践，我们强烈建议在
您所在的所有区域中记录事件AWS 账户。要为单个区域创建路线，请使用AWS CLI (p. 96)。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阅 CloudTrail  (p. 1)：

• 指定是否要将跟踪应用于您的组织。默认情况下，跟踪不适用于组织。您必须选择此选项才能创建组织跟
踪。

• 指定哪个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您可以选择现有的 Amazon S3 桶，也可以专门
为组织跟踪创建一个桶。

• 对于管理事件和数据事件，指定您要记录 Read（读取）事件、Write（写入）事件还是同时记录两
者。CloudTrail见解 (p. 254)事件仅在管理事件中记录。您可以通过从控制台以及成员账户（如果您指定
要为其启用数据事件日志记录的每个资源的 ARN）的列表中选择资源，来指定为管理账户中这些资源记录
数据事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数据事件 (p. 230)：

使用 AWS Management Console创建组织跟踪

1. 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CloudTrail 主机，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cloudtrail/。

您必须使用拥有足够权限 (p. 123)的管理或委托管理员账户中的 IAM 身份登录，才能创建组织跟踪。
2. 选择 Trails（跟踪记录），然后选择 Create trail（创建跟踪记录）。
3. 在 Create Trail 页面上，对于 Trail name，键入一个跟踪名。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CloudTrail 命名要

求 (p.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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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 Enable for all accounts in my organization（为我的组织中的所有账户启用）。如果您使用管理或
委托管理员账户中的用户或角色登录控制台，则只会看到此选项。要成功创建组织跟踪，请确保相应用
户或角色具有足够的权限 (p. 123)。

5. 对于 Storage location（存储位置，选择 Create new S3 bucket（创建 S3 存储桶）以创建存储桶。在创
建存储桶时， CloudTrail 会创建并应用所需的存储桶策略。

Note

如果选择 Use existing S3 bucket（使用现有 S3 存储桶），则在 Trail log bucket name（跟踪
日志存储桶名称）中指定一个存储桶，或选择 Browse（浏览）以选择存储桶。您可以选择属于
任何账户的桶，但桶策略必须授予向其写入的 CloudTrail权限。有关手动编辑存储桶策略的信
息，请参阅针对 CloudTrail 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策略 (p. 354)。

为了更轻松地查找日志，在现有存储桶中创建新文件夹（又称为前缀）来存储 CloudTrail 日志。在
Prefix（前缀）字段中输入前缀。

6. 对于 Log file SSE-KMS encryption（日志文件 SSE-KMS 加密），如果您希望使用 SSE-KMS 加密而非 
SSE-S3 加密对您的日志文件进行加密，请选择 Enabled（已启用）。默认值为 Enabled（已启用）。
如果您未启用 SSE-KMS 加密，则将使用 SSE-S3 加密对您的日志进行加密。有关 SSE-KMS 加密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使用具有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的服务器端加密（SSE-KMS）。有关 SSE-
S3 加密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配合使用服务器端加密与 Amazon S3 托管加密密钥（SSE-S3）。

如果您启用了 SSE-KMS 加密，请选择 New（新建）或 Existing（现有）AWS KMS key。在 AWS 
KMSAlias（Alias）中，使用以下格式指定别名alias/MyAliasName。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更新资
源以使用 KMS 密钥 (p. 385)：

Note

您也可以键入其他账户的密钥 ARN。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更新资源以使用 KMS 密
钥 (p. 385)：密钥策略必须 CloudTrail 允许使用此密钥加密您的日志文件，并允许您指定的用
户读取未加密形式的日志文件。有关手动编辑密钥策略的信息，请参阅为配置AWS KMS密钥
策略 CloudTrail (p. 375)。

7. 在 Additional configuration（其他配置）中，请配置以下内容。

a. 对于 Log file validation（日志文件验证），选择 Enabled（已启用）以将日志摘要传输到您的 S3 
存储桶。您可以使用摘要文件验证日志文件在 CloudTrail 传送之后没有发生改变。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验证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完整性 (p. 302)：

b. 对于 SNS 通知传输，选择 Enabled（已启用）以在每次日志传送到您的存储桶时收到通知。 
CloudTrail 将多个事件存储在单个日志文件中。SNS 通知针对每个日志文件而不是每个事件发送。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为 CloudTrail 配置 Amazon SNS 通知 (p. 140)：

如果您启用了 SNS 通知，则对于 Create a new SNS topic（创建新 SNS 主题），选择 New（新
建）创建主题，或选择 Existing（现有）使用现有的主题。如果您创建的是应用到所有区域的跟
踪，则针对来自所有区域的日志文件传输的 SNS 通知将发送到您创建的单个 SNS 主题中。

如果选择 New（新建），则会为您 CloudTrail 指定新主题的名称，您也可以键入名称。如果选择
Existing（现有），则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 SNS 主题。您还可以输入来自另一个区域或来自一个
具有适当权限的账户的主题的 ARN。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针对 CloudTrail 的 Amazon SNS 主题
策略 (p. 360)：

如果您创建一个主题，则必须订阅该主题以便获取日志文件传送的通知。您可通过 Amazon SNS 控
制台进行订阅。由于通知的频率，建议您将该订阅配置为使用 Amazon SQS 队列来以编程方式处理
通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入门指南。

8. （可选）通过选择 “在日志中启用” CloudTrail  来配置为将 CloudWatch 日志文件发送到CloudWatch 日
志。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将事件发送到 CloudWatch Logs (p. 264)：

a. 如果启用了与 CloudWatch Logs 的集成，请选择 New（新建）创建新日志组，或选择 Exist in
g（现有）使用现有的日志组。如果选择 New（新建），则会为您 CloudTrail 指定新日志组的名
称，您也可以键入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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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果选择 Existing（现有），则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日志组。
c. 选择 New（新建）创建新 IAM 角色，以获得将日志发送到 CloudWatch 日志的权限。选择

Existing（现有）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现有 IAM 角色。展开 Policy document（策略文档）
时，将显示新角色或现有角色的策略语句。有关该角色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与 CloudTrail 使用 
CloudWatch Logs 进行监控对应的角色策略文档 (p. 284)。

Note

• 在您配置跟踪时，可以选择属于另一个账户的 S3 存储桶和 SNS 主题。但是，如果您希
望 CloudTrail 将事件传送至 Log CloudWatch s 日志组，则必须选择当前账户中的日志
组。

• 由于不支持控制台操作，因此委托管理员账户目前无法使用控制台来配置 Log 
CloudWatch s 日志组。委托管理员账户必须使用AWS CLI或 CloudTrail API 通过 Lo 
CloudWatch gs 日志组创建组织跟踪。

• 如果您的现有组织跟踪包含由管理账户拥有的 CloudWatch 日志组，委托管理员账户可
以在控制台中查看该 CloudWatch 日志组，但委托管理员账户无法更新该日志组，但委
托管理员账户无法更新该 CloudWatch 日志组，但该日志组由管理账户拥有。

9. 对于 Tags（标签），将一个或多个自定义标签（键值对）添加到跟踪中。标签可帮助您识别 CloudTrail 
跟踪记录和包含 CloudTrail 日志文件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然后，您可以
为您的 CloudTrail 资源使用资源组。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Resource Groups 和 为什么要对跟踪
记录使用标签？ (p. 11)。

10. 在 Choose log events（选择日志事件）页面中，选择要记录的事件类型。对于 Management events (管
理事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a. 对于 API activity（API 活动），选择您希望跟踪记录 Read（读取）事件、Write（写入）事件，还
是记录两者。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管理事件 (p. 223)：

b. 选择 Exclude AWS KMS events（排除 Amazon KMS 事件）以从跟踪中筛选出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AWS KMS) 事件。默认设置是包含所有 AWS KMS 事件。

只有当您在跟踪上记录管理事件时，用于记录或排除 AWS KMS 事件的选项才可用。如果选择不记
录管理事件，则不会记录 AWS KMS 事件，并且您无法更改 AWS KMS 事件日志记录设置。

Encrypt、Decrypt 和 GenerateDataKey 等 AWS KMS 操作通常会生成大量事件（占比超过 
99%）。这些操作现在记录为读取事件。Disable、Delete 和 ScheduleKey（通常占不到 AWS 
KMS 事件量的 0.5%）等少量的相关 AWS KMS 操作记录为 Write（写入）事件。

如果要排除大批量事件（例如 Encrypt、Decrypt 和 GenerateDataKey），但仍然记录相关事
件（例如 Disable、Delete 和 ScheduleKey），选择记录 Write（写入）管理事件，然后清除
Exclude AWS KMS events（排除 Amazon KMS 事件）复选框。

c. 选择 Exclude Amazon RDS Data API events（排除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以从跟踪中筛选
出 Amazon 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 数据 API 事件。默认设置是包含所有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有关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RDS Aurora 用户指南中
的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数据 API 调用。

11. 对于 Data events（数据事件），您可以指定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AWS 
Lambda 函数、Amazon DynamoDB 表或这些资源类型的多个其它资源类型。默认情况下，跟踪记录
不记录数据事件。记录数据事件将收取额外费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数据事件 (p. 230)：有关 
CloudTrail 定价，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定价。

Note

如果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则有更多数据事件类型可用。如果您已选择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
请按照 在控制台中创建跟踪（高级事件选择器） (p. 80) 中的步骤配置跟踪的数据事件日志
记录。

对于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

a. 对于 Data event source（数据事件源），选择 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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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您可以选择记录 All current and future S3 buckets（所有当前和未来 S3 存储桶），也可以指定单个
存储桶或函数。默认情况下，记录所有当前和未来 S3 存储桶的数据事件。

Note

保留默认 All current and future S3 buckets（所有当前和未来 S3 存储桶）选项会为您的 
AWS 账户中现有的所有存储桶和您完成跟踪创建后创建的任何存储桶启用数据事件日志记
录。它还可以记录您AWS账户中的任何 IAM 身份执行的数据事件活动，即使该活动是对属
于其他AWS账户的存储桶执行的。
如果跟踪仅应用于一个区域，则选择 Select all S3 buckets in your account (选择您账户中
的所有 S3 存储桶)  选项会为跟踪所在的区域中的所有存储桶和您后来在该区域中创建的任
何存储桶启用数据事件日志记录。不会为您的 AWS 账户的其他区域中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记录数据事件。

c. 如果保留默认值 All current and future S3 buckets（所有当前和未来 S3 存储桶），则选择记录
Read（读取）事件、Write（写入）事件，还是记录两者。

d. 要选择单个存储桶，请清空 All current and future S3 buckets（所有当前和未来 S3 存储桶）的
Read（读取）和Write（写入）复选框。在 Individual bucket selection（单个存储桶选择）中，浏
览要在其上记录数据事件的存储桶。要查找特定存储桶，键入所需存储桶的存储桶前缀。您可以在
此窗口中选择多个存储桶。选择 Add bucket（添加存储桶）以记录更多存储桶的数据事件。选择记
录 Read（读取）事件（如 GetObject）、Write（写入）事件（如 PutObject）或同时记录两种
事件。

此设置优先于为各个存储桶配置的个别设置。例如，如果指定记录所有 S3 存储桶的 Read 事件，
然后选择为数据事件日志记录添加一个特定存储桶，则所添加存储桶的 Read 已经是选中状态。您
无法清除此选择。只能配置 Write 选项。

要从日志记录中删除存储桶，请选择 X。
12. 要添加需要记录数据事件的其他数据类型，请选择 Add data event type（添加数据事件类型）。
13. 对于 Lambda 函数：

a. 对于 Data event source（数据事件源），选择 Lambda。
b. 在 Lambda function（Lambda 函数）中，选择 All regions（所有区域）记录所有 Lambda 函数，

或选择 Input function as ARN（输入函数作为 ARN）以记录特定函数上的数据事件。

要记录 AWS 账户中的所有 Lambda 函数的数据事件，请选择 Log all current and future 
functions（记录所有当前和未来函数）。此设置优先于为各个函数配置的个别设置。将记录所有函
数，即便这些函数未显示。

Note

如果为所有区域创建了一个跟踪，则此选择将为您的 AWS 账户中当前包含的所有函数以
及您在创建跟踪后可能在任何区域中创建的任何 Lambda 函数启用数据事件日志记录。
如果您正在为单个区域创建跟踪（通过使用 AWS CLI 完成），则此选择将为您的 AWS 
账户中的该区域中当前包含的所有函数以及您在创建跟踪后可能在该区域中创建的任何 
Lambda 函数启用数据事件日志记录。它不会为在其他区域中创建的 Lambda 函数启用数
据事件日志记录。
记录所有函数的数据事件还将为由中的任何 IAM 身份执行的数据事件活动启用日志记录，
即使该活动是对属于其他AWS账户的存储桶执行的。AWS

c. 如果选择 Input function as ARN（输入函数作为 ARN），则输入 Lambda 函数的 ARN。

Note

如果您的账户中有 15000 个以上的 Lambda 函数，则在创建跟踪时，您无法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查看或选择所有函数。您仍可以选择该选项来记录所有函数，即使未显示这些
函数也是如此。如果您要记录特定函数的数据事件，则可手动添加一个函数 (如果您知道
其 ARN)。您也可以在控制台中完成跟踪的创建操作，然后使用 AWS CLI 和 put-event-
selectors 命令为特定 Lambda 函数配置数据事件日志记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WS CLI 管理跟踪记录 (p.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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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对于 DynamoDB 表：

a. 对于 Data event source（数据事件源），选择 DynamoDB。
b. 在 DynamoDB table selection（DynamoDB 表选择）中，选择 Browse（浏览）以选择一个表，或

粘贴到您有权访问的 DynamoDB 表的 ARN 中。DynamoDB 表 ARN 采用以下格式：

arn:partition:dynamodb:region:account_ID:table/table_name

要添加另一个表，请选择 Add row（添加行），然后浏览到某个表或粘贴到您有权访问的表的 ARN 
中。

15. 如果您希望跟踪记录 Insights（见解事件），则选择 CloudTrail Insights（见解

在 Event type（事件类型）中，选择 Insights events（见解事件）。在 Insights events（Insights 事件）
中，选择 API call rate（API 调用率）和/或 API error rate（API 错误率）。您必须记录 Write（写入）管
理事件以记录见解事件，以了解 API 调用率。您必须记录读取或写入管理事件才能记录 Insights 事件，
以了解 API 错误率。

CloudTrail Insights 分析管理事件中的异常活动，并在检测到异常时记录事件。默认情况下，跟踪记录不
记录见解事件。有关见解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记录跟踪记录的见解事件 (p. 254)。记录见解事件将
收取额外费用。有关 CloudTrail 定价，请参阅AWS CloudTrail定价。

见解事件将传递到跟踪记录详细信息页面的 Storage location（存储位置）区域中指定的同一 S3 存储
桶中名为 /CloudTrail-Insight 的不同文件夹。 CloudTrail 为您创建新前缀。例如，如果当前目标 
S3 存储桶命名为 S3bucketName/AWSLogs/CloudTrail/，则带有新前缀的 S3 存储桶名称会命名
为 S3bucketName/AWSLogs/CloudTrail-Insight/。

16. 完成选择要记录的事件类型的操作后，选择 Next（下一步）。
17. 在 Review and create（审核和重建）页面上，审核您的选择。在相关部分中选择 Edit（编辑）以更改该

部分中显示的跟踪设置。在准备好创建跟踪时，选择 Create trail（创建跟踪）。
18. 新跟踪记录出现在 Trails（跟踪记录）页面上。一个组织跟踪最多可能需要 24 小时才能在所有成员账户

的所有区域中创建完成。Trails（跟踪记录）页面显示您的账户中来自所有区域的跟踪记录。在约 5 分
钟内 CloudTrail 发布日志文件，其中显示在您的组织中发起AWS的 API 调用。您可以在指定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中查看日志文件。

Note

创建跟踪后，不能对其重命名。不过，可以删除跟踪并创建新跟踪。

后续步骤
创建您的跟踪后，您可以返回到该跟踪以进行更改：

• 通过编辑跟踪来更改跟踪的配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更新跟踪 (p. 86)：
• 如果需要，请配置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以允许成员账户中的特定用户读取组

织的日志文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AWS账户之间共享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p. 293)：
• 配置 CloudTrail 为将日志文件发送到 CloudWatch 日志。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将事件发送到 

CloudWatch Logs (p. 264)和中的 “ CloudWatch 日志” 项目 (p. 124)准备为您的组织创建跟
踪 (p. 123)。

• 创建表并将其用于在 Amazon Athena 中运行查询，以便分析 AWS 服务活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Athena 用户指南中的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创建 CloudTrail 日志表。

• 向跟踪添加自定义标签（键-值对）。
• 要创建另一个组织跟踪记录，请返回到 Trail（跟踪记录）页面并选择 Create trail（创建跟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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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在您配置跟踪时，可以选择属于另一个账户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和 
SNS 主题。但是，如果您希望 CloudTrail 将事件传送至 Log CloudWatch s 日志组，则必须选择当
前账户中的日志组。

使用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为组织创建跟踪
可通过使用 AWS CLI 创建组织跟踪。会用其他功能和命令定期更新 AWS CLI。为了帮助确保成功，确保您
已安装或更新至最新的 AWS CLI 版本，然后再开始。

Note

本节中的示例特定于创建和更新组织跟踪记录。有关使用管理路径AWS CLI的示例，请参阅使用 
AWS CLI 管理跟踪记录 (p. 99)和使用配置 CloudWatch 日志监控AWS CLI (p. 266)。在使用 
AWS CLI 创建或更新组织跟踪时，必须使用拥有足够权限的管理账户或委托管理员账户中的 AWS 
CLI 配置文件。
您必须具有足够的权限以配置用于组织跟踪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

创建或更新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以用于
存储组织跟踪的日志文件
您必须指定一个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以接收组织跟踪的日志文件。此存储桶必须
具有 CloudTrail 允许将组织的日志文件放入存储桶的策略。

下面是名为 Amazon S3 存储桶的示例策略myOrganizationBucket。此存储桶位于 ID 为
111111111111 的 AWS 的账户中，该账户是 ID 为 o-exampleorgid 的组织的管理账户，该组织允许记
录组织跟踪。如果跟踪仅从组织跟踪更改为该账户的跟踪，则它还允许 111111111111 账户的日志记录。#
###########myOrganizationBucket#111111111111#region # TrailName#

示例策略包括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策略的 aws:SourceArn 条件密钥。IAM 全
局条件密钥aws:SourceArn有助于确保仅针对特定跟踪记录或多个跟踪记录向 S3 存储桶 CloudTrail 写
入数据。在企业跟踪记录中，aws:SourceArn 的值必须是由管理账户拥有并使用管理账户 ID 的跟踪记录 
ARN。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AWSCloudTrailAclCheck20150319",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 
                    "cloudtrail.amazonaws.com" 
                ] 
            }, 
            "Action": "s3:GetBucketAcl", 
            "Resource": "arn:aws:s3:::myOrganizationBucket",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aws:SourceArn": 
 "arn:aws:cloudtrail:region:111111111111:trail/trailName" 
                } 
            } 
        }, 
        { 
            "Sid": "AWSCloudTrailWrite20150319",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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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 
                    "cloudtrail.amazonaws.com" 
                ] 
            }, 
            "Action": "s3:PutObject", 
            "Resource": "arn:aws:s3:::myOrganizationBucket/AWSLogs/111111111111/*",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s3:x-amz-acl": "bucket-owner-full-control", 
                    "aws:SourceArn": 
 "arn:aws:cloudtrail:region:111111111111:trail/trailName" 
                } 
            } 
        }, 
        { 
            "Sid": "AWSCloudTrailOrganizationWrite20150319",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 
                    "cloudtrail.amazonaws.com" 
                ] 
            }, 
            "Action": "s3:PutObject", 
            "Resource": "arn:aws:s3:::myOrganizationBucket/AWSLogs/o-exampleorgid/*",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s3:x-amz-acl": "bucket-owner-full-control", 
                    "aws:SourceArn": 
 "arn:aws:cloudtrail:region:111111111111:trail/trailName" 
                } 
            } 
        } 
    ]
}

此示例策略不允许来自成员账户的任何用户访问为组织创建的日志文件。默认情况下，组织日志文件只能由
管理账户访问。有关如何允许成员账户中的 IAM 用户对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进行
读取访问的信息，请参阅 在AWS账户之间共享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p. 293)。

在中启用 “ CloudTrail 作为可信服务”AWS Organizations
在创建组织跟踪之前，必须先启用 Organizations 中的所有功能。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启用组织中的所有
功能，或使用管理账户中具有足够权限的配置文件运行以下命令：

aws organizations enable-all-features

在启用所有功能后，必须将 Organizations 配置 CloudTrail 为信任。

要在AWS Organizations和之间创建可信服务关系 CloudTrail，请打开终端或命令行并使用管理账户中的配置
文件。运行 aws organizations enable-aws-service-access 命令，如下例所示。

aws organizations enable-aws-service-access --service-principal cloudtrail.amazonaws.com

使用 create-trail
创建应用到所有区域的组织跟踪

要创建应用到所有区域的组织跟踪，请添加 --is-organization-trail 和 --is-multi-region-
trail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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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在您使用 AWS CLI 创建或更新组织跟踪时，必须使用拥有足够权限的管理账户或委托管理员账户中
的 AWS CLI 配置文件。

下面示例中创建的组织跟踪将所有区域的日志交付到名为 my-bucket 的现有存储桶中：

aws cloudtrail create-trail --name my-trail --s3-bucket-name my-bucket --is-organization-
trail --is-multi-region-trail

要确认您的跟踪是否存在于所有区域中，输出中的 IsOrganizationTrail 和 IsMultiRegionTrail 参
数均应设置为 true：

{ 
    "IncludeGlobalServiceEvents": true,  
    "Name": "my-trail",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my-trail",  
    "LogFileValidationEnabled": false,  
     "IsMultiRegionTrail": true,  
     "IsOrganizationTrail": true, 
    "S3BucketName": "my-bucket"
}

Note

运行 start-logging 命令可以为您的跟踪启动日志记录操作。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停止和启动
跟踪的日志记录 (p. 120)：

将组织跟踪创建为单区域跟踪

以下命令会创建仅在单个 AWS 区域中记录事件的组织跟踪，也称为单区域跟踪。将记录事件的 AWS 区域
是 AWS CLI 的配置文件中指定的区域。

aws cloudtrail create-trail --name my-trail --s3-bucket-name my-bucket --is-organization-
trail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CloudTrail 命名要求 (p. 144)：

示例输出：

{ 
    "IncludeGlobalServiceEvents": true,  
    "Name": "my-trail",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my-trail",  
    "LogFileValidationEnabled": false, 
    "IsMultiRegionTrail": false, 
    "IsOrganizationTrail": true, 
    "S3BucketName": "my-bucket"
}

默认情况下，create-trail 命令将创建一个不启用日志文件验证的单区域跟踪。

Note

运行 start-logging 命令可以为您的跟踪启动日志记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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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update-trail 以更新组织跟踪
您可以运行 update-trail 命令更改组织跟踪的配置设置，或将单个 AWS 账户的现有跟踪应用于整个组
织。请记住，您只能从在其中创建跟踪的区域中运行 update-trail 命令。

Note

如果您使用AWS CLI或某个AWS开发工具包更新跟踪，请确保跟踪的存储桶策略为 up-to-date。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为组织创建跟踪 (p. 130)：
在您使用 AWS CLI 创建或更新组织跟踪时，必须使用拥有足够权限的管理账户或委托管理员账户中
的 AWS CLI 配置文件。

将现有跟踪应用于组织
要更改现有跟踪以使其也应用于组织而非单个 AWS 账户，请添加 --is-organization-trail 选项，如
下例中所示。

aws cloudtrail update-trail --name my-trail --is-organization-trail

要确认跟踪现已应用于相应组织，输出中的 IsOrganizationTrail 参数的值应为 true。

{ 
    "IncludeGlobalServiceEvents": true,  
    "Name": "my-trail",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my-trail",  
    "LogFileValidationEnabled": false,  
    "IsMultiRegionTrail": true,  
     "IsOrganizationTrail": true,  
    "S3BucketName": "my-bucket"
}

在前面的示例中，已将跟踪配置为应用于所有区域 ("IsMultiRegionTrail": true)。仅应用于单个区域
的跟踪将在输出中显示 "IsMultiRegionTrail": false。

将应用到一个区域的组织跟踪转换为应用于所有区域
要更改现有组织跟踪以使其应用于所有区域，请添加 --is-multi-region-trail 选项，如下例中所示。

aws cloudtrail update-trail --name my-trail --is-multi-region-trail

要确认跟踪现已应用到所有区域，输出中的 IsMultiRegionTrail 参数的值应为 true。

{ 
    "IncludeGlobalServiceEvents": true,  
    "Name": "my-trail",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my-trail",  
    "LogFileValidationEnabled": false,  
     "IsMultiRegionTrail": true,  
    "IsOrganizationTrail": true, 
    "S3BucketName": "my-bucket"
}

将跟踪事件复制到 CloudTrail Lake
您可以将现有跟踪复制到 CloudTrail Lake 事件数据存储，以创建记录到跟踪的事件的 point-in-time快照。复
制跟踪事件不会干扰跟踪记录事件的功能，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修改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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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要将跟踪事件复制到组织事件数据存储，则必须使用该组织的管理账户。您不能使用组织的委托管理
员账户复制跟踪事件。

将跟踪事件复制到 CloudTrail Lake 事件数据存储，允许您对已复制的事件运行查询。 CloudTrail 
相比事件历史记录中的简单密钥和值查询或者运行，Lake 查询提供更深入、更可自定义的事件视
图LookupEvents。有关 CloudTrail Lake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WS CloudTrail Lake (p. 149)。

在将跟踪事件复制到 CloudTrail Lake 之前，请创建一个事件数据存储，或将其准备好。

Note

如果要将跟踪复制到事件数据存储，以避免产生额外费用，然后复制成功完成后，您可能需要关闭
跟踪的日志记录，以避免产生额外费用。有关定价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定价。

主题
• 注意事项 (p. 134)
• 复制跟踪事件所需的权限 (p. 134)
• 使用 CloudTrail 控制台将跟踪事件复制到 L CloudTrail ake (p. 137)

注意事项
复制跟踪事件时，请将以下因素考虑在内。

• 复制跟踪事件时， CloudTrail 使用 S3 GetObjectAPI 操作检索源 S3 存储桶中的跟踪事件。有些 S3 存
档类，例如 S3 Glacier Flexible Flexible、S3 Glacier Deep Archive Retrival、S3 OutpGetObject osts 
rigier 和 S3 Intible Retrival Retrival Retrival、S3 要复制存储在这些存档存储类中的跟踪事件，必须首先使
用 S3RestoreObject 操作还原副本。有关恢复存档对象的信息，请参阅 Amazon S3 用户指南中的恢复
存档对象。

当您将跟踪复制到事件数据存储， CloudTrail 无论目标事件数据存储、高级事件选择器或区域的配置如
何，均会复制所有跟踪事件。

• 在复制跟踪事件之前，请查看事件数据存储的保留期。 CloudTrail 仅复制处于事件数据存储保留期内的跟
踪事件。例如，如果事件数据存储的保留期为 90 天，则 CloudTrail 不会复制任何超过 90 天的跟踪事件。

• 在复制跟踪事件之前，请禁用任何附加到源 S3 存储桶的访问控制列表（ACL），并更新目标事件数据存
储的 S3 存储桶策略。有关更新 S3 存储桶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复制跟踪事件所用的 Amazon S3 存储
桶策略 (p. 136)。有关禁用 ACL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为您的存储桶控制对象所有权和禁用 ACL。

• CloudTrail 仅从 Gzip 压缩日志文件中复制跟踪事件。 CloudTrail 不会从未压缩的日志文件或使用除 Gzip 
以外的格式压缩的日志文件中复制跟踪事件。

• 为避免源跟踪和目标事件数据存储之间存在重复事件，请为复制的事件选择一个早于事件数据存储创建时
间的时间范围。

• 默认情况下， CloudTrail 仅复制 S3 存储桶CloudTrail前缀中包含 CloudTrail 的事件和CloudTrail前
缀中的前缀，而不会检查其他AWS服务的前缀。如果要复制另一个前缀中包含 CloudTrail 的事件，则必须
在复制跟踪事件时选择该前缀。

• 要将跟踪事件复制到组织事件数据存储，必须使用该组织的管理账户。您不能使用委托管理员账户将跟踪
事件复制到组织事件数据存储。

复制跟踪事件所需的权限
在复制跟踪之前，请确保您拥有 IAM 角色和事件数据存储 S3 桶所需的所有权限。如果您选择现有 IAM 角色
来复制跟踪事件，则只需要更新 IAM 角色权限。如果您选择创建新的 IAM 角色，将为此角色 CloudTrail 提
供所有必要权限。

版本 1.0
134

http://aws.amazon.com/cloudtrail/pricing/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S3/latest/API/API_GetObject.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S3/latest/userguide/restoring-object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S3/latest/userguide/restoring-object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S3/latest/userguide/about-object-ownership.html


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
复制跟踪事件所需的权限

如果源 S3 桶使用 KMS 密钥进行数据加密，请确保 KMS 密钥策略 CloudTrail 允许解密桶中的数据。如果源 
S3 桶使用多个 KMS 密钥，则必须更新每个密钥的策略， CloudTrail 以允许解密桶中的数据。

主题
• 复制跟踪事件所需的 IAM 权限 (p. 135)
• 复制跟踪事件所用的 Amazon S3 存储桶策略 (p. 136)
• 用于解密源 S3 存储桶中数据的 KMS 密钥策略 (p. 137)

复制跟踪事件所需的 IAM 权限
复制跟踪事件时，您可以选择创建新的 IAM 角色，也可以使用现有 IAM 角色。当您选择新的 IAM 角色时， 
CloudTrail 会创建一个具有所需权限的 IAM 角色，而您无需采取进一步操作。

如果您选择现有角色，请确保 IAM 角色的策略允许将跟踪复制 CloudTrail 到目标事件数据存储。此部分提供
所需 IAM 角色权限和信任策略的示例。

以下示例提供了权限策略，该策略允许将跟踪复制 CloudTrail 到事件数据存储 S3 存储桶。使用适合您的
配置的值替换 myBucketNamemyAccountID、##、##和 eventDataStoreA rn。myAccountID 是用于 
CloudTrail Lake 的AWS账户 ID，其可能与 S3 存储桶的AWS账户 ID 不同。

将#####key AccountID 和 keyID 替换为用于加密源 S3 存储桶的 KMS 密钥的值。如果源 S3 存储桶不
使用 KMS 密钥进行加密，则可以省略该AWSCloudTrailImportKeyAccess语句。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AWSCloudTrailImportBucketAccess", 
      "Effect": "Allow", 
      "Action": ["s3:ListBucket", "s3:GetBucketAcl"], 
      "Resource": [ 
        "arn:aws:s3:::myBucketName"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aws:SourceAccount": "myAccountID", 
          "aws:SourceArn": 
 "arn:aws:cloudtrail:region:myAccountID:eventdataStore/eventDataStoreArn" 
         } 
       } 
    }, 
    { 
      "Sid": "AWSCloudTrailImportObjectAccess", 
      "Effect": "Allow", 
      "Action": ["s3:GetObject"], 
      "Resource": [ 
        "arn:aws:s3:::myBucketName/prefix", 
        "arn:aws:s3:::myBucketName/prefix/*"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aws:SourceAccount": "myAccountID", 
          "aws:SourceArn": 
 "arn:aws:cloudtrail:region:myAccountID:eventdataStore/eventDataStoreArn" 
         } 
       } 
    }, 
    { 
      "Sid": "AWSCloudTrailImportKeyAccess", 
      "Effect": "A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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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 ["kms:GenerateDataKey","kms:Decrypt"], 
      "Resource": [ 
        "arn:aws:kms:key-region:keyAccountID:key/keyID" 
      ] 
    } 
  ]
}

以下示例提供了 IAM 信任策略，该策略 CloudTrail 允许代入 IAM 角色以将跟踪复制到事件数据存储的 S3 
存储桶。############ myAccountID#regi eventDataStoreon # A rn#myAccountID 是用于 
CloudTrail Lake 的AWS账户 ID，其可能与 S3 存储桶的AWS账户 ID 不同。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cloudtrail.amazonaws.com" 
      }, 
      "Action": "sts:AssumeRole",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aws:SourceAccount": "myAccountID", 
          "aws:SourceArn": 
 "arn:aws:cloudtrail:region:myAccountID:eventdataStore/eventDataStoreArn" 
        } 
      } 
    } 
  ]
} 
                 

复制跟踪事件所用的 Amazon S3 存储桶策略
默认情况下，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和对象都是私有的。仅资源所有者（创建存储桶
的 AWS 账户）能够访问存储桶及其包含的对象。资源所有者可以通过编写访问策略来向其他资源和用户授
予访问权。

在复制跟踪之前，必须更新目标事件数据存储的 S3 桶策略， CloudTrail 以允许将跟踪复制到存储桶。

您可以将以下语句添加到事件数据存储的 S3 存储桶策略，以授予这些权限。myBucketName使用您的配置
的相应值替换 roleA rn 和。

{ 
  "Sid": "AWSCloudTrailImportBucketAccess", 
  "Effect": "Allow", 
  "Action": [ 
    "s3:ListBucket", 
    "s3:GetBucketAcl", 
    "s3:GetObject" 
  ], 
  "Principal": { 
    "AWS": "roleArn" 
  }, 
  "Resource": [ 
    "arn:aws:s3:::myBucketName", 
    "arn:aws:s3:::myBucket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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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解密源 S3 存储桶中数据的 KMS 密钥策略
如果源 S3 桶使用 KMS 密钥进行数据加密，请确保 KMS 密钥策略 CloudTrail 提供从启用了 SSI-KMS 加密
的 S3 桶中复制跟踪事件所需的kms:Decrypt和kms:GenerateDataKey权限。如果您的源 S3 桶使用多个 
KMS 密钥，则必须更新每个密钥的策略。更新 KMS 密钥策略可 CloudTrail 允许您解密源 S3 桶中的数据、
运行验证检查，以确保事件符合 CloudTrail标准，并将事件复制到 CloudTrail Lake 事件数据存储。

以下示例提供了 KMS 密钥策略，该策略 CloudTrail 允许解密源 S3 桶中数据。将
roleArn、myBucketName、myAccountID # regieventDataStore on # A rn 替换为适合您的配置
的值。myAccountID 是用于 CloudTrail Lake 的AWS账户 ID，其可能与 S3 存储桶的AWS账户 ID 不同。

{ 
  "Sid": "AWSCloudTrailImportDecrypt", 
  "Effect": "Allow", 
  "Action": [ 
          "kms:Decrypt", 
          "kms:GenerateDataKey" 
  ], 
  "Principal": { 
    "AWS": "roleArn" 
  }, 
  "Resource": "*", 
  "Condition": { 
    "StringLike": { 
      "kms:EncryptionContext:aws:s3:arn": "arn:aws:s3:::myBucketName/*" 
    }, 
    "StringEquals": { 
      "aws:SourceAccount": "myAccountID", 
      "aws:SourceArn": 
 "arn:aws:cloudtrail:region:myAccountID:eventdataStore/eventDataStoreArn" 
    } 
  }
} 
                 

使用 CloudTrail 控制台将跟踪事件复制到 L CloudTrail 
ake
按照以下步骤将跟踪复制到 CloudTrail Lake。

1. 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CloudTrail 主机，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cloudtrail/。

2. 在 CloudTrail 控制台的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 T rails。
3. 在 Trails（跟踪）页面上，选择跟踪，然后选择 Copy events to Lake（将事件复制到 Lake）。如果跟踪

的源 S3 桶使用 KMS 密钥进行数据加密，请确保 KMS 密钥策略 CloudTrail 允许解密桶中的数据。如果
源 S3 桶使用多个 KMS 密钥，则必须更新每个密钥的策略 CloudTrail ，以允许解密桶中的数据。有关更
新 KMS 密钥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用于解密源 S3 存储桶中数据的 KMS 密钥策略 (p. 137)。

4. （可选）默认情况下， CloudTrail 仅复制 S3 存储桶CloudTrail前缀中包含 CloudTrail 的事件
和CloudTrail前缀中的前缀，而不会检查其他AWS服务的前缀。如果要复制另一个前缀中包含 
CloudTrail 的事件，请选择 Enter S3（输入 S3），然后选择 Browse S3（浏览 S3）以浏览到该前缀。

5. （可选）对于 Event source（事件源），请选择复制事件的时间范围。如果选择时间范围，请在尝试复
制跟踪之前，先 CloudTrail 检查前缀和日志文件名，以验证名称是否包含所选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之间
的日期。您可以选择 Relative range（相对范围）或者 Absolute range（绝对范围）。为避免源跟踪和
目标事件数据存储之间存在重复事件，请选择一个早于事件数据存储创建时间的时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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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选择 Restible range（相对范围），您可以选择复制过去 5 分钟、30 分钟、1 小时、6 小时或自
定义范围内记录的事件。 CloudTrail 复制此所选时间段内记录的事件。

• 如果选择 Absolutible（绝对范围），您可以选择特定的开始和结束日期。 CloudTrail 复制在选定的开
始日期和结束日期之间发生的事件。

6. 对于 Delivery location（送达位置），请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目标事件数据存储。事件数据存储的 S3 桶策
略必须授予将跟踪复制到存储桶的 CloudTrail 权限。有关更新 S3 存储桶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复制
跟踪事件所用的 Amazon S3 存储桶策略 (p. 136)。

7. 对于 Permissions（权限），请从以下 IAM 角色选项中进行选择。如果您选择现有的 IAM 角色，请验证 
IAM 角色策略是否提供了必要的权限。有关更新 IAM 角色权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复制跟踪事件所需
的 IAM 权限 (p. 135)。

• 选择 Create a new role (recommended)（创建新角色（推荐））以创建新的 IAM 角色。对于 Enter 
IAM role name（输入 IAM 角色名称），输入角色的名称。 CloudTrail 自动为此新角色创建必要的权
限。

• 选择 Use a custom IAM role（使用自定义 IAM 角色）可使用未列出的自定义 IAM 角色。对于 Enter 
IAM role ARN（输入 IAM 角色 ARN），输入 IAM ARN。

• 选择 Use an existing role（使用现有角色）可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现有 IAM 角色。
8. 选择 Copy events（复制事件）。
9. 系统将提示您确认复制。如果您已准备好确认，请选择 Copy trail events to Lake（将跟踪事件复制到 

Lake），然后选择 Copy events（复制事件）。
10. 在 Copy details（复制详情）页面中，您可以查看复制状态并检查是否复制失败。跟踪事件复制完成

后，如果复制未出错，则 Copy status（复制状态）将设置为 Completed（已完成），否则如果出错
了，则设置为 Failed（失败）。

Note

事件复制详细信息页面上显示的详细信息不是实时的。Prefixes copied（已复制的前缀）等详
细信息的实际值可能高于页面上显示的值。 CloudTrail 会在事件复制过程中逐步更新详细信
息。

11. 如果 Copy status（复制状态）为 Failed（失败），则要先修复 Copy failures（复制失败）中显示的所
有错误，然后选择 Retry copy（重试复制）。当您重试复制时， CloudTrail 会在出错的位置恢复复制。

有关查看跟踪事件复制详细信息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事件复制详细信息 (p. 177)。

获取并查看您的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创建跟踪并将其配置为捕获所需的日志文件后，您需要能够找到日志文件并解读其中包含的信息。

CloudTrail 将您的日志文件传输到在创建跟踪时指定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 
CloudTrail 通常会在 API 调用后平均大约 5 分钟内传输日志。此时间并不能得到保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 AWS CloudTrail 服务等级协议。见解事件通常会在异常活动后 30 分钟内传递到您的存储桶。首次启用见
解事件后，如果检测到异常活动，请留出长达 36 小时来查看第一个见解事件。

主题
• 查找您的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p. 138)
• 下载您的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p. 140)

查找您的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CloudTrail 以 gzip 存档格式将日志文件发布到您的 S3 存储桶。在 S3 存储桶中，日志文件的名称较为格式
化，一般包含以下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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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跟踪记录时指定的存储桶名称（可在 CloudTrail 控制台的 Trails（跟踪记录）页上找到）
• （可选）创建跟踪时指定的前缀
• 字符串“AWSLogs”
• 账号
• 字符串“CloudTrail”
• 区域标识符（如 us-west-1）
• 日志文件的发布年份（采用 YYYY 格式）
• 日志文件的发布月份（采用 MM 格式）
• 日志文件的发布日（采用 DD 格式）
• 一个字母数字字符串，用于区别该文件与覆盖相同时段的其他文件

以下示例显示完整的日志文件对象名称：

bucket_name/prefix_name/AWSLogs/Account ID/CloudTrail/region/YYYY/MM/DD/file_name.json.gz

Note

对于组织跟踪记录，日志文件对象名称在路径中包括组织单位 ID，如下所示：

bucket_name/prefix_name/AWSLogs/O-ID/Account ID/
CloudTrail/region/YYYY/MM/DD/file_name.json.gz

要检索日志文件，可以使用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控制台、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命令行界面（CLI）或 API。

使用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控制台查找您的日志文件

1. 打开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控制台。
2. 选择您指定的存储桶。
3. 在对象层次结构中导航，直到找到需要的日志文件。

所有日志文件的扩展名都是 .gz。

您将看到一个与下面示例类似的对象层次结构，但具体存储桶名称、账户 ID、区域和日期有所不同。

All Buckets 
    Bucket_Name 
        AWSLogs 
            123456789012 
                CloudTrail 
                    us-west-1 
                        2014 
                            06 
                                20

上述对象层次结构的日志文件将与以下内容类似：

123456789012_CloudTrail_us-west-1_20140620T1255ZHdkvFTXOA3Vnhbc.json.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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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您可能会收到包含一个或多个重复事件的日志文件，但这种情况不常见。重复事件将具有相同的
eventID。有关 eventID 字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CloudTrail 记录内容 (p. 392)。

下载您的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日志文件采用 JSON 格式。如果您安装了 JSON 查看器加载项，则可以直接在浏览器中查看这些文件。在存
储桶中双击日志文件名可打开一个新的浏览器窗口或选项卡。JSON 以可读格式显示。

例如，如果您使用 Mozilla Firefox，也可下载 JSONView 加载项。利用 JSONView，可双击您的存储桶中的
已压缩 .gz 文件来打开采用 JSON 格式的日志文件。

CloudTrail 日志文件是 Amazon S3 对象。您可以使用 Amazon S3 控制台、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CLI) 或 Amazon S3 API 来检索日志文件。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用户指南中的使用 Amazon S3 对象。

下面的过程介绍如何使用 AWS Management Console下载日志文件。

下载和读取日志文件

1. 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S3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3/。
2. 选择存储桶并选择要下载的日志文件。
3. 选择 Download 或 Download as，然后按照提示保存文件。这将以压缩格式保存文件。

Note

某些浏览器 (如 Chrome) 会自动为您提取日志文件。如果您的浏览器有这种功能，请跳到步骤 
5。

4. 使用某种产品 (如 7-Zip) 来提取日志文件。
5. 在文本编辑器 (如 Notepad++) 中打开日志文件。

有关可显示在日志文件条目中的事件字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loudTrail CCC (p. 390)。

AWS 与日志记录和分析方面的第三方专家协作以提供利用 CloudTrail 输出的解决方案。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 AWS 合作伙伴网络 – AWS CloudTrail 合作伙伴。

Note

您也可以使用 Event history 功能来查找过去 90 天内的创建、更新和删除 API 活动的事件。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事件历史记录查看 CloudTrail 事件 (p. 50)。

为 CloudTrail 配置 Amazon SNS 通知
在 CloudTrail 将新的日志文件发布到您的 Amazon S3 存储桶时，您将收到通知。您可以使用 Amazon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Amazon SNS) 管理通知。

通知是可选的。若要收到通知，可将 CloudTrail 配置为在发送新的日志文件后将更新信息发送到 Amazon 
SNS 主题。要接收这些通知，可使用 Amazon SNS 订阅该主题。作为订阅者，您可将更新发送到 Amazon 
Simple Queue Service (Amazon SQS) 队列，这使您能够以编程方式处理这些通知。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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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CloudTrail 配置为发送通知 (p. 141)

将 CloudTrail 配置为发送通知
您可以配置跟踪以使用 Amazon SNS 主题。您可以使用 CloudTrail 控制台或 aws cloudtrail create-trail CLI 
命令创建主题。CloudTrail 可为您创建 Amazon SNS 主题并附加适当的策略，因此 CloudTrail 有权发布到该
主题。

您在创建 SNS 主题名称时，该名称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 介于 1 到 256 个字符之间
• 包含大写和小写 ASCII 字母、数字、下划线或连字符

当您为适用于所有区域的跟踪配置通知时，来自所有区域的通知都将发送到您指定的 Amazon SNS 主题。如
果您有一个或多个区域特定的跟踪，须为每个区域分别创建一个主题，并单独订阅每个主题。

要接收通知，请订阅 Amazon SNS 主题或 CloudTrail 使用的主题。您可以使用 Amazon SNS 控制台或 
Amazon SNS CLI 命令执行此操作。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开发人员指
南中的订阅主题。

Note

CloudTrail 会在日志文件写入 Amazon S3 存储桶时发送通知。有效账户可以生成大量通知。如
果您使用电子邮件或 SMS 进行订阅，可能会收到大量消息。建议您使用 Amazon Simple Queue 
Service (Amazon SQS) 进行订阅，以便能以编程方式处理通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Simple Queue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为队列订阅 Amazon SNS 主题。

Amazon SNS 通知包含一个 JSON 对象，该对象包括一个 Message 字段。此 Message 字段列出了日志文
件的完整路径，如以下示例所示：

{ 
    "s3Bucket": "your-bucket-name","s3ObjectKey": ["AWSLogs/123456789012/
CloudTrail/us-east-2/2013/12/13/123456789012_CloudTrail_us-
west-2_20131213T1920Z_LnPgDQnpkSKEsppV.json.gz"]
}

如果多个日志文件都传输到了 Amazon S3 存储桶，则一条通知中可能包括多个日志，如以下示例所示：

{ 
    "s3Bucket": "your-bucket-name", 
    "s3ObjectKey": [ 
        "AWSLogs/123456789012/CloudTrail/us-east-2/2016/08/11/123456789012_CloudTrail_us-
east-2_20160811T2215Z_kpaMYavMQA9Ahp7L.json.gz", 
        "AWSLogs/123456789012/CloudTrail/us-east-2/2016/08/11/123456789012_CloudTrail_us-
east-2_20160811T2210Z_zqDkyQv3TK8ZdLr0.json.gz", 
        "AWSLogs/123456789012/CloudTrail/us-east-2/2016/08/11/123456789012_CloudTrail_us-
east-2_20160811T2205Z_jaMVRa6JfdLCJYHP.json.gz" 
    ]
}

如果您选择通过电子邮件接收通知，则电子邮件的正文将包含 Message 字段的内容。有关 JSON 结构
的完整说明，请参阅 Amazon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将 Amazon SNS 消息发送至 
Amazon SQS 队列。仅 Message 字段显示 CloudTrail 信息。其他字段包含来自 Amazon SNS 服务的信
息。

如果您使用 CloudTrail API 创建跟踪，则可通过 CreateTrail 或 UpdateTrail 操作指定您希望 
CloudTrail 向其发送通知的现有 Amazon SNS 主题。您必须确保该主题已存在并且有权让 CloudTrail 向其发
送通知。请参阅 针对 CloudTrail 的 Amazon SNS 主题策略 (p.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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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源
有关 Amazon SNS 主题和订阅这些主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开发人员
指南。

控制的用户权限 CloudTrail
AWS CloudTrail与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集成，可帮助您控制对AWS所需资
源 CloudTrail 和其他资源的 CloudTrail 访问权限。这些资源的示例包括 Amazon S3 imple Noti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Amazon SNS) 主题。您可使用控制哪些AWS用户可创建、配置或删除 CloudTrail 跟
踪，存储或删除跟踪，启动和停止日志记录以及访问包含日志信息的存储桶。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适用
于 AWS CloudTrail 的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p. 333)。

以下主题可帮助您了解许可、策略和 CloudTrail 安全性：

• 授予CloudTrail 管理权限 (p. 347)
•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命名要求 (p. 144)
• 针对 CloudTrail 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策略 (p. 354)
• 用于 CloudTrail Lake 查询结果的 Amazon S3 存储桶策略 (p. 359)
• 使用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为组织创建跟踪 (p. 130)中适用于组织跟踪的存储桶策略示例。
• 针对 CloudTrail 的 Amazon SNS 主题策略 (p. 360)
• 通过AWS KMS密( SSE-KMS) 加密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p. 374)
• 复制跟踪事件所需的权限 (p. 134)
• 指定委托管理员所需的权限 (p. 329)
• 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创建的默认 KMS 密钥策略 (p. 382)
• 授予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上查看AWS Config信息 (p. 351)
• 在AWS账户之间共享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p. 293)
• 创建组织跟踪所需的权限 (p. 123)
• 使用以前存在的 IAM 角色，向 Amazon CloudWatch Logs (p. 124)

关于管理跟踪的提示
• 从 2019 年 4 月 12 日开始，跟踪只能在其记录事件的 AWS 区域中查看。如果您创建记录所有 AWS 区域

中事件的跟踪，则它会显示在所有 AWS 区域的控制台中。如果您创建仅记录单个 AWS 区域中事件的日
志，则可以在该 AWS 区域中查看和管理它。

• 要编辑列表中的跟踪，请选择跟踪名称。
• 至少配置一个应用于所有区域的跟踪，以便于您能够在自己的账户中接收所有区域的日志文件。
• 要记录特定区域中的事件，并将日志文件传送至同一区域中的 S3 存储桶，您可以更新要应用于单个区域

的跟踪。如果您要分开保留日志文件，这是很有用的。例如，您可能希望用户在特定区域中管理他们自己
的日志，或者可能需要按区域分隔 CloudWatch Logs 警报。

• 要在一个跟踪中记录多个 AWS 账户的事件，请考虑在 AWS Organizations 中创建一个组织，然后创建组
织跟踪。

• 创建多个跟踪将会产生额外成本。有关价格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定价。

主题
• 管理 CloudTrail 成本 (p. 143)
• CloudTrail 命名要求 (p. 144)
•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命名要求 (p.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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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KMS 别名命名要求 (p. 145)

管理 CloudTrail 成本
作为最佳实践，建议您使用可帮助您管理 CloudTrail 成本的 AWS 服务和工具。您还可以采用捕获所需数据
的方式配置和管理 CloudTrail 跟踪和事件数据存储，同时保持经济高效。有关 CloudTrail 定价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AWS CloudTrail定价。

可帮助管理成本的工具
AWS 预算是 AWS 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 的一项功能，利用此功能，您可以设置自定义预算，让系
统在您的成本或使用量超过（或预测会超过）预算金额时提醒您。

在创建多个跟踪记录或事件数据存储时，推荐的最佳实践 CloudTrail 是通过使用 Budgets 创建AWS预算，这
样还可帮助您跟踪 CloudTrail支出。基于成本的预算有助于提高您对 Ganizations 费 CloudTrail 用的认识。
当您的账单达到您定义的阈值时，预算提醒会通知您。在收到预算提醒时，可以在账单周期结束之前进行更
改以管理成本。

在创建预算后，您可以使用AWS Cost Explorer来查看 CloudTrail 成本将如何影响总体AWS账单。在AWS 
Cost Explorer 中，在 CloudTrail 将 Service month-to-date （服务）筛选条件后，您可以按区域和账户将历
史 CloudTrail支出与当月支出进行比较。此功能可帮助您监控和检测月度 CloudTrail 支出中的意外成本。利
用 Cost Explorer 中的其他功能，您可以将特定资源级别的月度 CloudTrail 支出进行比较，从而提供有关可
能导致账单成本增加或减少的因素的信息。

Note

尽管您可以将标签应用到 CloudTrail 跟踪记录，但目前AWS Billing无法使用应用到跟踪的标签来
进行成本分配。Cost Explorer 可以显示 CloudTrail Lake 事件数据存储和整个 CloudTrail 服务的成
本。

要开始使用 AWS 预算，请打开 AWS 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然后选择左导航栏中的 Budgets (预
算)。我们建议在创建预算以跟踪 CloudTrail 支出时配置预算提醒。有关如何使用 AWS Budgets 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利用预算管理成本和 AWS Budgets 的最佳实践。

为 CloudTrail Lake 事件数据存储创建用户定义的成本分配标签
您可以创建用户定义的成本分配标签来跟踪 La CloudTrail ke 事件数据存储的查询和摄取成本。用户定义的
成本分配标签是可与事件数据存储相关联的键-值对。在激活成本分配标签后，AWS 将使用这些标签在成本
分配报告上整理您的资源成本。

• 要在控制台中创建标签，请参阅为事件创建事件数据存 CloudTrail 储 (p. 152)过程的步骤 7。
• 要使用 CloudTrail API 创建标签，请参阅 AWS CloudTrailAPI 参考AddTags中

的CreateEventDataStore和。您还可以定义
• 要使用创建标签AWS CLI，请参阅AWS CLI命令参考中的create-event-data-store和添加标签。

有关激活标签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激活用户定义的成本分配标签。

跟踪配置
CloudTrail 为在您的账户中配置跟踪记录带来了灵活性。您在设置过程中做出的一些决定要求您了解对 
CloudTrail 账单的影响。以下是跟踪配置如何影响您的 CloudTrail 账单的示例。

多跟踪创建

账户的每个管理事件的第一次交付都是免费的。如果您创建更多将相同管理事件传递到其他目标的跟踪
记录，则后续交付会产生 CloudTrail 成本。您可以这样做，以允许不同的用户组（例如开发人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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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和 IT 审计员）接收其日志文件副本。对于数据事件，所有交付都会产生 CloudTrail 成本，包括第一
次交付。

在创建更多跟踪记录时，熟悉日志并了解账户中的资源所生成的事件的类型和数量尤为重要。这可以帮
助您预测与账户关联的事件的数量，并计划跟踪成本。例如，对 S3 存储桶使用 AWS KMS 托管的服务
器端加密 (SSE-KMS) 可能会在 CloudTrail 中生成大量 AWS KMS 管理事件。跨多个跟踪记录的大量事
件也会影响成本。

为了帮助限制记录到跟踪的事件数量，您可以通过在 Create trail（创建跟踪）或 Update trail（更新跟
踪）页面上选择 Exclude AWS KMS events（排除 Amazon KMS 事件）或 Exclude Amazon RDS Data 
API events（排除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过滤掉 AWS KMS 或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
只有当您的跟踪正在记录管理事件时，用于筛选出事件的选项才可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本指南中
的 创建跟踪 (p. 76) 或 更新跟踪 (p. 86)。

AWS Organizations

在使用设置 Organizati CloudTrail ons 跟踪时， CloudTrail 会将跟踪复制到组织中的每个成员账户。除
了成员账户中的任何现有跟踪记录之外，还会创建新的跟踪记录。确保组织跟踪的配置与您希望为组织
中的所有账户配置跟踪的方式匹配，因为组织跟踪配置会传播到所有账户。

由于 Organizations 在每个成员账户中创建一个跟踪，因此，创建额外跟踪以收集与 Organizations 跟
踪相同的管理事件的单个成员账户将收集第二个事件副本。将针对第二个副本向该账户收费。类似地，
如果一个账户有一个多区域跟踪，并且在一个区域中创建第二个跟踪来收集与多区域跟踪相同的管理事
件，则单个区域中的跟踪将交付事件的第二个副本。第二个副本会产生费用。

另请参阅
• AWS CloudTrail 定价
• 利用预算管理成本
• 开始使用 Cost Explorer
• 准备为您的组织创建跟踪 (p. 123)

CloudTrail 命名要求
CloudTrail 资源名称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 仅包含 ASCII 字母（a-z，A-Z）、数字 (0-9)、句点 (.)、下划线 (_) 或短划线 (-)。
• 以字母或数字开头并以字母或数字结尾。
• 介于 3 到 128 个字符之间。
• 不具有相邻的句点、下划线或短划线。my-_namespace、my-\-namespace 之类的名称是无效的。
• 不能使用 IP 地址格式（例如，192.168.5.4）。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命名要
求
您用于存储 CloudTrail 日志文件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的名称必须符合非美国标
准区域的命名要求。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将存储桶名称定义为符合以下规则的一个或多个
标签 (用句点分隔开)：

• 存储桶名称的长度介于 3 和 63 个字符之间，并且只能包含小写字母、数字、句点和短划线。
• 存储桶名称中的每个标签必须以小写字母或数字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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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储桶名称不能包含下划线、以短划线结束、包含连续句点或在句点旁边使用短划线。
• 存储桶名称不能采用 IP 地址格式 (198.51.100.24)。

有关 Amazon S3 存储桶命名要求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Si mple Storage Service 用户指南中的存
储桶命名规则

Warning

由于 S3 允许您的存储桶用作可公开访问的 URL，因此您选择的存储桶名称必须具有全局唯一性。
如果您选择的名称已被其他一些账户用于创建存储桶，则必须使用其他名称。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用户指南》中的存储桶限制。

AWS KMS 别名命名要求
在创建 AWS KMS key 时，您可以选择别名来识别它。例如，您可以选择别名“KMS-CloudTrail-us-west-2”来
对某一特定跟踪的日志加密。

别名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 介于 1 到 256 个（含）字符之间
• 包含字母数字字符（A-Z、a-z、0-9）、连字符 (-)、正斜杠 (/) 和下划线 (_)
• 不能以 aws 开头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创建密钥。

将 AWS CloudTrail 和接口 VPC 终端节点一起使用
如果您使用 Amazon Virtual Private Cloud（Amazon VPC）托管 AWS 资源，则可以在您的 VPC 和 AWS 
CloudTrail 之间建立私有连接。您可以使用此连接实现 CloudTrail 与您的 VPC 上的资源的通信而不用访问公
共 Internet。

Amazon VPC 是一项 AWS 服务，可用来启动在虚拟网络中定义的 AWS 资源。借助 VPC，您可以控制您的
网络设置，如 IP 地址范围、子网、路由表和网络网关。在使用 VPC 终端节点时，VPC 和 AWS 服务之间的
路由是由 AWS 网络处理的，并且可以使用 IAM 策略控制对服务资源的访问。

要将 VPC 连接到 CloudTrail，请为定义一个接口 VPC 终端节点 CloudTrail。接口终端节点是具有私有 IP 
地址的弹性网络接口，用作发送到受支持的 AWS 服务的通信的入口点。该终端节点提供了到的可靠、可扩
展的连接， CloudTrail 无需 Internet 网关、网络地址转换 (NAT) 实例或 VPN 连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VPC 用户指南中的什么是 Amazon VPC。

接口 VPC 终端节点由提供支持AWS PrivateLink，后者是一种AWS技术，可将elastic network interface 与私
有 IP 地址结合使用来支持AWS服务之间的私有通信。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PrivateLink。

以下步骤适用于 Amazon VPC 的用户。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VPC 用户指南中的开始使用。

可用性
CloudTrail 当前在以下AWS区域中支持 VPC 终端节点：

• 美国东部（俄亥俄州）
•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州北部）
• 美国西部（北加利福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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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西部（俄勒冈州）
• Africa (Cape Town)
• Asia Pacific (Hong Kong)
• 亚太地区（海得拉巴）
• 亚太地区（雅加达）
• 亚太地区（墨尔本）
• 亚太地区（孟买）
• 亚太地区（大阪）
• 亚太地区（首尔）
• 亚太地区（新加坡）
• 亚太地区（悉尼）
• 亚太地区（东京）
• 加拿大（中部）
• 欧洲（法兰克福）
• 欧洲（爱尔兰）
• 欧洲（伦敦）
• 欧洲（米兰）
• 欧洲（巴黎）
• 欧洲（西班牙）
• 欧洲（斯德哥尔摩）
• 欧洲（苏黎世）
• 中东（巴林）
• 中东（阿联酋）
• 南美洲（圣保罗）
• AWS GovCloud （美国东部）
• AWS GovCloud （美国西部）

为创建 VPC 终端节点 CloudTrail
要开始将您的 CloudTrail 与 VPC 一起使用，请为创建一个接口 VPC 终端节点 CloudTrail。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 Amazon VPC 用户指南中的创建接口端点。

您不需要更改您的设置 CloudTrail。 CloudTrail 使用公有终端节点或私有接口 VPC 终端节点调用其他AWS
服务。

使用 AWS CLI 查看 CloudTrail 的服务相关通道
AWS 服务可以创建服务相关通道以代表您接收 CloudTrail 事件。创建服务相关通道的 AWS 服务为该通道配
置高级事件选择器，并指定该通道是适用于所有区域还是适用于当前区域。

使用 AWS CLI，您可以查看有关由 AWS 服务创建的任何 CloudTrail 服务相关通道的信息。

主题
• 获取 CloudTrail 服务相关通道 (p. 147)
• 列出所有 CloudTrail 服务相关通道 (p. 147)
• 针对服务相关通道的 AWS 服务事件 (p.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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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 CloudTrail 服务相关通道
以下示例 AWS CLI 命令返回特定 CloudTrail 服务相关通道的相关信息，包括目标 AWS 服务的名称、为该通
道配置的任何高级选择器，以及该通道是适用于所有区域还是单个区域。

您必须指定 ARN 或 --channel ARN 的 ID 后缀。

aws cloudtrail get-channel --channel EXAMPLE-ee54-4813-92d5-999aeEXAMPLE  
     

以下为响应示例。在此示例中，AWS_service_name 代表创建通道的 AWS 服务的名称。

{ 
    "Channe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1:111122223333:channel/EXAMPLE-
ee54-4813-92d5-999aeEXAMPLE", 
    "Name": "aws-service-channel/AWS_service_name/slc", 
    "Source": "CloudTrail", 
    "SourceConfig": { 
        "ApplyToAllRegions": false,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Name": "Management Events Only",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Management" 
                        ] 
                    } 
                ] 
            } 
        ] 
    }, 
    "Destinations": [ 
        { 
            "Type": "AWS_SERVICE", 
            "Location": "AWS_service_name" 
        } 
    ]
} 
     

列出所有 CloudTrail 服务相关通道
以下示例 AWS CLI 命令返回有关代表您创建的所有 CloudTrail 服务相关通道的信息。可选参数包括 --
max-results，以指定希望在单个页面上通过命令返回的最大结果数。如果结果数超过指定的 --max-
results 值，请再次运行命令，添加返回的 NextToken 值来获取下一页的结果。

aws cloudtrail list-channels 
     

以下为响应示例。在此示例中，AWS_service_name 代表创建通道的 AWS 服务的名称。

{ 
    "Channels": [ 
        { 
            "Channe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1:111122223333:channel/EXAMPLE-
ee54-4813-92d5-999ae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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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aws-service-channel/AWS_service_name/slc" 
        } 
    ]
} 
     

针对服务相关通道的 AWS 服务事件
管理服务相关通道的 AWS 服务可以启动针对服务相关通道的操作（例如，创建或更新服务相关通
道）。CloudTrail 会将这些操作记录为 AWS 服务事件，并将这些事件传送到 Event history（事件历
史记录），以及为管理事件配置的任何活跃跟踪和事件数据存储。对于这些事件，eventType 字段为
AwsServiceEvent。

以下是用于创建服务相关通道的 AWS 服务事件的示例日志文件条目。

{ 
   "eventVersion":"1.08", 
   "userIdentity":{ 
      "accountId":"111122223333", 
      "invokedBy":"AWS Internal" 
   }, 
   "eventTime":"2022-08-18T17:11:22Z", 
   "eventSource":"cloudtrail.amazonaws.com", 
   "eventName":"CreateServiceLinkedChannel", 
   "awsRegion":"us-east-1", 
   "sourceIPAddress":"AWS Internal", 
   "userAgent":"AWS Internal", 
   "requestParameters":null, 
   "responseElements":null, 
   "requestID":"564f004c-EXAMPLE", 
   "eventID":"234f004b-EXAMPLE", 
   "readOnly":false, 
   "resources":[ 
      { 
         "accountId":"184434908391", 
         "type":"AWS::CloudTrail::Channel", 
         "ARN":"arn:aws:cloudtrail:us-east-1:111122223333:channel/7944f0ec-EXAMPLE" 
      } 
   ], 
   "eventType":"AwsServiceEvent", 
   "managementEvent":true, 
   "recipientAccountId":"111122223333", 
   "eventCategory":"Manag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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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WS CloudTrail Lake
AWS CloudTrailLake 允许您对事件运行基于 SQL 的查询。 CloudTrail Lake 可将基于行的 JSON 格式的现
有事件转换为 Apache ORC 格式。ORC 是一种针对快速检索数据进行优化的列式存储格式。事件被聚合到
事件数据存储，是基于您通过应用高级事件选择器 (p. 242)选择的条件的不可变的事件集合。您可以将事件
数据保存在事件数据存储中长达七年，即 2557 天。默认情况下，事件数据将保留最长期限，即 2557 天。
应用于事件数据存储的选择器用于控制哪些事件持续存在并可供您查询。 CloudTrail Lake 是一种审计解决方
案，可以补充您的合规性堆栈，并帮助您进行近乎实时的故障排除。

您可以使用 La CloudTrail ke 集成来记录和存储来自外部AWS以及来自您的混合环境中任何来源的用户活
动数据，如本地或云中托管的内部或 SaaS aS 应用程序、虚拟机或容器。在 L CloudTrail ake 中创建事件
数据存储并创建通道以记录活动事件后，您可以调用PutAuditEvents API 将您的应用程序活动摄取到 
CloudTrail。然后，您可以使用 CloudTrail Lake 搜索、查询和分析您的应用程序中记录的数据。

集成还可以将来自十几家 CloudTrail合作伙伴的事件记录到您的事件数据存储中。在合作伙伴集成中，您可
以创建目标事件数据存储、通道和资源策略。在您创建集成后，即可向合作伙伴提供通道 ARN。有两种类型
的集成：直接集成和解决方案集成。通过直接集成，合作伙伴将调用 PutAuditEvents API 以将事件传送
到您的 AWS 账户的事件数据存储中。通过解决方案集成，应用程序将在您的 AWS 账户中运行，并且它将
调用 PutAuditEvents API 将事件传送到您的 AWS 账户的事件数据存储中。

在创建事件数据存储时，您可以选择要包括在事件数据存储中的事件的类型。您可以创建事件数据存储，以
包括外部 CloudTrail 的事件、AWS Config配置项目、Audit Manager 证据或来自外部的事件AWS。每个事件
数据存储只能包含一个特定事件类别（例如，AWS Config 配置项目），因为事件架构对于事件类别是唯一
的。您可以使用受支持的 SQL JOIN 关键字跨多个事件数据存储运行 SQL 查询。有关跨多个事件数据存储
运行查询的信息，请参阅 高级多表查询支持 (p. 218)。

CloudTrail 相比事件历史记录中的简单密钥和值查询或者运行中，Lake 查询提供更深入、更可自定义的事
件视图LookupEvents。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搜索限于单个 AWS 账户 账户，仅返回来自单个 
AWS 区域 的事件，无法查询多个属性。相比之下，L CloudTrail ake 用户可以跨多个事件字段运行复杂的标
准查询语言（SQL）查询。有关支持的 SQL 运算符的完整列表，请参阅 CloudTrail Lake 限制 (p. 210)。

您可以保存 CloudTrail Lake 查询以供future 使用，并查看最多七天的查询结果。运行查询时，您可以将查询
结果保存到 Amazon S3 存储桶。 CloudTrail Lake 还可以将中组织的事件存储AWS Organizations在事件数
据存储中，包括存储来自多个区域和账户的事件。

CloudTrail 不支持基于Trail 标签的授权。但您可以通过使用基于标签的授权来控制对事件数据存储的操作
的访问。有关更多信息和示例，请参阅本指南中的示例：拒绝基于标签创建或删除事件数据存储的访问权
限 (p. 346)。

默认情况下，事件数据存储中的所有事件都由加密 CloudTrail。在配置事件数据存储时，您可以选择使用自
己的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密钥。使用您自己的 KMS 密钥将产生用于加密和解密的 AWS KMS 费
用。在将事件数据存储与 KMS 密钥关联后，将无法移除或更改 KMS 密钥。

CloudTrail Lake 数据存储和查询会产生 CloudTrail 费用。有关 CloudTrail Lake 定价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AWS CloudTrail定价。

CloudTrail Lake 支持 Amazon CloudWatch 指标，您可以使用这些指标查看过去一小时内及在其保留
期内摄取到事件数据存储中的数据量的信息。有关支持的 CloudWatch 指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支持的 
CloudWatch 指标 (p. 219)。

Note

CloudTrail 通常会在 API 调用后平均大约 5 分钟内传输日志。此时间并不能得到保证。

主题
• CloudTrail Lake 支持的区域 (p.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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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事件数据存储 (p. 151)
• 创建与 AWS 外部事件源的集成 (p. 162)
• 管理事件数据存储生命周期 (p. 172)
• 将跟踪事件复制到事件数据存储 (p. 173)
• 创建或编辑查询 (p. 178)
• 学习资源 (p. 197)
• 使用管理 CloudTrail LakeAWS CLI (p. 198)
• CloudTrail Lake 限制 (p. 210)
• 支持的 CloudWatch 指标 (p. 219)

CloudTrail Lake 支持的区域
目前，以下支持 L CloudTrail akeAWS 区域：

区域名称 区域 端点 协议

美国东部 (弗吉尼
亚北部)

us-east-1 cloudtrail.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US East (Ohio) us-east-2 cloudtrail.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国西部（北加
利福尼亚）

us-west-1 cloudtrail.us-we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国西部（俄勒
冈州）

us-west-2 cloudtrail.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Canada (Central) ca-central-1 cloudtrail.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非洲（开普敦） af-south-1 cloudtrail.af-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亚太地区（香
港）

ap-east-1 cloudtrail.ap-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亚太地区（孟
买）

ap-south-1 cloudtrail.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亚太地区（东京) ap-northeast-1 cloudtrail.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亚太地区（首
尔）

ap-northeast-2 cloudtrail.ap-nor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亚太地区（大
阪）

ap-northeast-3 cloudtrail.ap-nor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亚太地区（新加
坡）

ap-southeast-1 cloudtrail.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sia Pacific 
(Sydney)

ap-southeast-2 cloudtrail.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亚太地区（雅加
达）

ap-southeast-3 cloudtrail.ap-southeast-3.amazonaws.com HTTPS

欧洲（法兰克
福）

eu-central-1 cloudtrail.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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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名称 区域 端点 协议

欧洲（斯德哥尔
摩）

eu-north-1 cloudtrail.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Europe (Ireland) eu-west-1 cloudtrail.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欧洲（伦敦） eu-west-2 cloudtrail.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欧洲（巴黎） eu-west-3 cloudtrail.eu-west-3.amazonaws.com HTTPS

欧洲（米兰） eu-south-1 cloudtrail.eu-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中东（阿联酋） me-central-1 cloudtrail.me-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中东（巴林） me-south-1 cloudtrail.me-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国东部）

us-gov-east-1 cloudtrail.us-gov-east-1.amazonaws.com HTTPS

AWS GovCloud 
（美国西部）

us-gov-west-1 cloudtrail.us-gov-west-1.amazonaws.com HTTPS

South America 
(São Paulo)

sa-east-1 cloudtrail.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有关 CloudTrail 在AWS GovCloud （美国东部）区域使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GovCloud (US)用户
指南》AWS GovCloud 中的（美国东部）终端节点。

有关 CloudTrail 在AWS GovCloud （美国西部）区域使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GovCloud (US)用户
指南》AWS GovCloud 中的（美国西部）终端节点。

创建事件数据存储
在 CloudTrail Lake 中创建事件数据存储时，您可以选择要包括在事件数据存储中的事件的类型。您可以创建
事件数据存储，以包括来自外部 CloudTrail的事件、AWS Config配置项目或事件AWS。每个事件数据存储只
能包含一个特定事件类别（例如，AWS Config 配置项目），因为事件架构对于事件类别是唯一的。您可以
使用受支持的 SQL JOIN 关键字跨多个事件数据存储运行 SQL 查询。有关跨多个事件数据存储运行查询的
信息，请参阅 高级多表查询支持 (p. 218)。

您也可以使用 Audit Manager 控制台为 AWS Audit Manager 证据创建事件数据存储。有关使用 Audit 
Manager 在 CloudTrail Lake 中聚合证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Audit Manager用户指南》中的了解证
据查找器如何与 CloudTrail Lake 配合使用。

接下来的章节将介绍如何使用 CloudTrail 控制台创建事件数据存储。

主题
• 为事件创建事件数据存 CloudTrail储 (p. 151)
• 为 AWS Config 配置项目创建事件数据存储 (p. 154)
• 为 AWS 外部的事件创建事件数据存储 (p. 160)

为事件创建事件数据存 CloudTrail储
用于 CloudTrail 事件的事件数据存储可以记录 CloudTrail 管理和数据事件。您可以将事件数据保存在事件数
据存储中长达七年，即 2557 天。默认情况下，事件数据将保留 2557 天，并为事件数据存储启用终止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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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事件创建事件数据存 CloudTrail 储
1. 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CloudTrail 主机，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cloudtrail/。
2. 在导航窗格中，打开 Lake（湖）子菜单，然后选择 Event data stores（事件数据存储）。
3. 选择 Create event data store（创建事件数据存储）。
4. 在 Configure event data store（配置事件数据存储）页面上的 General details（一般细节）中，输入事

件数据存储的名称。名称为必填项。
5. 指定事件数据存储的保留期（以天为单位）。有效值为 7 到 2557（七年）之间的整数。事件数据存储

将保留指定天数内的事件数据。默认情况下，事件数据将保留 2557 天。
6. （可选）要启用使用的加密，请选择 Use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my own（使用我自己

的）AWS KMS key。选择 New（新建）将为您创建 AWS KMS key，选择 Existing（现有）将使用现
有 KMS 密钥。在 Enter KMS al ias（输入 KMS 别名）中alias/ MyAliasName，使用 使用您自己的 
KMS 密钥需要编辑您的 KMS 密钥策略，以允许加密和解密 CloudTrail日志。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为
配置AWS KMS密钥策略 CloudTrail (p. 375)。 CloudTrail 还支持AWS KMS多区域密钥。有关多区域
密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使用多区域密钥。

使用您自己的 KMS 密钥将产生用于加密和解密的 AWS KMS 费用。在将事件数据存储与 KMS 密钥关
联后，将无法移除或更改 KMS 密钥。

Note

要为组织事件数据存储启用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加密，必须使用管理账户的现有 
KMS 密钥。

7. （可选）在 Tags（标签）部分中，您最多可以添加 50 个标签键对，以帮助您对事件数据存储的访问进
行识别、排序和控制。要详细了解如何使用 IAM 策略以根据标签授权对事件数据存储的访问，请参阅示
例：拒绝基于标签创建或删除事件数据存储的访问权限 (p. 346)。有关如何在中使用标签的更多信息
AWS，请参阅中的标记AWS资源AWS 一般参考。

8. 选择 Next（下一步）以配置事件数据存储。
9. 在 “选择事件” 页面上，选择AWS事件，然后选择CloudTrail事件。
10. 对于CloudTrail 事件，选择至少一种事件类型。默认情况下，已选中 Management events（管理事

件）。您可以将管理事件和数据事件添加到事件数据存储中。有关管理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记录事
件 (p. 222)。有关数据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记录数据事件 (p. 230)。

11. （可选）如果要从现有跟踪中复制事件以对过往事件运行查询，请选择 Copy trail events（复制跟
踪事件）。要将跟踪事件复制到组织事件数据存储，必须使用该组织的管理账户。委托管理员账户
无法将跟踪事件复制到组织事件数据存储。有关复制跟踪事件注意事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注意事
项 (p. 173)。

12. CloudTrail 将事件数据存储资源存储在您创建该资源的AWS 区域中，但默认情况下，数据存储中收集
的事件来自您账户中的所有区域。（可选）您可以选择 Include only the current region in my event data 
store（在我的事件数据存储中仅包含当前区域），以便仅包含在当前区域中记录的事件。如果不选择此
选项，则您的事件数据存储将包含来自所有区域的事件。

13. 要让您的事件数据存储收集 AWS Organizations 企业中所有账户的事件，请选择 Enable for all 
accounts in my organization（为我的企业中的所有账户启用）。您必须登录到组织的管理账户或委托管
理员账户，才能创建为组织收集事件的事件数据存储。

14. 如果您的事件数据存储包括管理事件，请选择 Read（读取）、Write（写入），或二者皆选。至少需要
选择一个选项。有关读取和写入管理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记录事件 (p. 222)。

15. 您可以选择排除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或您的事件数据存储的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
有关这些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记录事件 (p. 222)。

16. 要在事件数据存储中包含数据事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a. 选择数据事件类型。这是在其上记录数据事件的 AWS 服务 和资源。要记录由 Lake Formation 创建
的 AWS Glue 表的数据事件，请为数据类型选择 Lake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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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 Log selector template（日志选择器模板）中，选择一个模板。您可以选择记录所有数据事
件、readOnly 事件、writeOnly 事件，或者通过 Custom（自定义）来构建自定义日志选择器。

c. （可选）在 S electer name and name and name and name ande 选择器名称是高级事件选择器的
描述性名称，例如 “仅记录两个 S3 桶的数据事件”。选择器名称在高级事件选择器Name中列出，如
果您展开 JSON 视图，则可以查看。

d. 在 Advanced event selectors（高级事件选择器）中，通过为 Field（字段）、Operator（运算符）
和 Value（值）选择值来构建表达式。事件数据存储的高级事件选择器的工作方式与应用于跟踪记
录的高级事件选择器相同。有关如何构建高级事件选择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
记录数据事件 (p. 242)。

以下示例使用 Custom（自定义）日志选择器模板，以从 S3 对象中选择仅以 Put 开头的事件名
称，例如 PutObject。由于高级事件选择器不包括或排除任何其它事件类型或资源 ARN，因此记
录到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区域且事件名称以 Put 开头的所有 S3 数据事件（包括读取和写
入），均存储在事件数据存储中。

Important

要使用 S3 存储桶 ARN 排除或包括高级事件选择器中的数据事件，请始终使用 Starts with
运算符。

e. 或者，展开 JSON 视图将您的高级事件选择器作为 JSON 数据块查看。
17. 要将现有跟踪事件复制到您的事件数据存储，请执行以下操作。

a. 选择要复制的跟踪。默认情况下， CloudTrail 仅复制 S3 存储桶CloudTrail前缀中包含 
CloudTrail 的事件和CloudTrail前缀中的前缀，不检查其他AWS服务的前缀。如果要复制另
一个前缀中包含 CloudTrail 的事件，请选择 Enter S3 URI（输入 S3 URI），然后选择 Browse 
S3（浏览 S3）以浏览到该前缀。如果跟踪的源 S3 桶使用 KMS 密钥进行数据加密，请确保 KMS 
密钥策略 CloudTrail 允许解密数据。如果您的源 S3 桶使用多个 KMS 密钥，则必须更新每个密钥的
策略， CloudTrail 以允许解密桶中的数据。有关更新 KMS 密钥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用于解密
源 S3 存储桶中数据的 KMS 密钥策略 (p. 176)。

b. （可选）选择复制事件的时间范围。如果您选择时间范围，请在尝试复制跟踪事件之前 CloudTrail 
检查前缀和日志文件名，以验证名称是否包含所选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之间的日期，然后再尝试
复制跟踪事件。您可以选择 Relative range（相对范围）或者 Absolute range（绝对范围）。为避
免源跟踪和目标事件数据存储之间存在重复事件，请选择一个早于事件数据存储创建时间的时间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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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选择 Re lative range（相对范围），您可以选择复制过去 5 分钟、1 小时、6 小时或自定
义范围内记录的事件。 CloudTrail 复制所选时间段内记录的事件。

• 如果您选择 Absolute range（绝对范围），您可以选择特定的开始和结束日期。 CloudTrail 复制
在选定的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之间发生的事件。

c. 对于 Permissions（权限），请从以下 IAM 角色选项中进行选择。如果您选择现有的 IAM 角色，请
验证 IAM 角色策略是否提供了必要的权限。有关更新 IAM 角色权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复制跟踪
事件所需的 IAM 权限 (p. 174)。

• 选择 Create a new role (recommended)（创建新角色（推荐））以创建新的 IAM 角色。对于
Enter IAM 角色名称，输入角色的名称。 CloudTrail 会自动为此新角色创建必要的权限。

• 选择 Use a custom IAM role（使用自定义 IAM 角色）可使用未列出的自定义 IAM 角色。对于
Enter IAM role ARN（输入 IAM 角色 ARN），输入 IAM ARN。

• 选择 Use an existing role（使用现有角色）可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现有 IAM 角色。
18. 选择 Next（下一步）以查看您的选择。
19. 在 Review and create（审核和重建）页面上，审核您的选择。选择 Edit（编辑）以对这节进行更改。当

您准备好创建事件数据存储时，选择 Create event data store（创建事件数据存储）。
20. 新的事件数据存储在 Lake 页面的 Event data stores（事件数据存储）表上可见。

从现在开始，事件数据存储将捕获与其高级事件选择器匹配的事件。除非选择复制现有跟踪事件，否则
在创建事件数据存储之前发生的事件不会出现在该事件数据存储中。

现在，您可以对新的事件数据存储运行查询。Sample queries（示例查询）选项卡提供了示例查询，以帮助
您入门。有关创建和编辑查询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或编辑查询 (p. 178)。

为 AWS Config 配置项目创建事件数据存储
您可以创建事件数据存储以包含 AWS Config 配置项目，并使用事件数据存储来调查对生产环境的不合规更
改。通过事件数据存储，您可以将不合规的规则与跟更改相关的用户和资源关联起来。配置项目表示您的账
户中存在的支持AWS资源属性的 point-in-time 视图。 AWS Config每当它检测到正在记录的资源类型发生变
化时，都会创建一个配置项目。 AWS Config还会在捕获配置快照时创建配置项目。

您可以同时使用AWS Config和 CloudTrail Lake 针对您的配置项目运行查询。您可以使用 AWS Config 基于
单个 AWS 账户 和 AWS 区域 的配置属性或跨多个账户和区域的配置属性来查询 AWS 资源的当前配置状
态。相比之下，您可以使用 CloudTrail Lake 跨不同数据源进行查询，如 CloudTrail 事件、配置项目和规则
评估。 CloudTrail Lake 查询涵盖所有AWS Config配置项目，包括资源配置和合规性历史记录。

为配置项目创建事件数据存储不会影响现有的 AWS Config 高级查询，或任何已配置的 AWS Config 聚合
器。您可以使用 AWS Config 继续使用运行高级查询，以及使用 AWS Config 继续将历史记录文件传送到您
的 S3 桶。

限制
以下限制适用于配置项目的事件数据存储。

• 不支持自定义配置项目
• 不支持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筛选事件

先决条件
在创建事件数据存储之前，请为所有账户和区域设置 AWS Config 记录。您可以使用 AWS Systems 
Manager 的 Quick Setup（快速设置）功能，快速创建由 AWS Config 支持的配置记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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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当 AWS Config 开始记录配置时，我们就会向您收取服务使用费。有关定价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Config 定价。有关管理配置记录器的信息，请参阅《AWS Config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管理配
置记录器。

此外，建议执行以下操作，但这些操作不是创建事件数据存储所必需的。

• 设置 Amazon S3 桶以接收配置快照（按需）和配置历史记录。有关快照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Config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 Managing the Delivery Channel（管理传送通道）和 Delivering Configuration 
Snapshot to an Amazon S3 Bucket（将配置快照传送到 Amazon S3 桶）。

• 指定您希望 AWS Config 评估所记录资源类型的合规性信息使用的规则。有几个适用于的 CloudTrail Lake 
示例查询AWS ConfigAWS Config Rules需要评估您的AWS资源的合规性状态。有关 AWS Config Rules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Config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使用 AWS Config Rules 评估资源。

为配置项目创建事件数据存储
1. 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CloudTrail 主机，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cloudtrail/。
2. 在导航窗格中，打开 Lake（湖）子菜单，然后选择 Event data stores（事件数据存储）。
3. 选择 Create event data store（创建事件数据存储）。
4. 在 Configure event data store（配置事件数据存储）页面上的 General details（一般细节）中，输入事

件数据存储的名称。名称为必填项。
5. 指定事件数据存储的保留期（以天为单位）。有效值为 7 到 2557（七年）之间的整数。事件数据存储

会将配置项目保留指定天数。默认情况下，事件数据将保留 2557 天。
6. （可选）要启用使用的加密，请选择 Use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my own（使用我自己

的）AWS KMS key。选择 New（新建）将为您创建 AWS KMS key，选择 Existing（现有）将使用现
有 KMS 密钥。在 Enter KMS al ias（输入 KMS 别名）中alias/ MyAliasName，使用 使用您自己的 
KMS 密钥需要编辑您的 KMS 密钥策略，以允许加密和解密 CloudTrail日志。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为
配置AWS KMS密钥策略 CloudTrail (p. 375)。 CloudTrail 还支持AWS KMS多区域密钥。有关多区域
密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使用多区域密钥。

使用您自己的 KMS 密钥将产生用于加密和解密的 AWS KMS 费用。在将事件数据存储与 KMS 密钥关
联后，将无法移除或更改 KMS 密钥。

Note

要为组织事件数据存储启用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加密，必须使用管理账户的现有 
KMS 密钥。

7. （可选）在 Tags（标签）部分中，您最多可以添加 50 个标签键对，以帮助您对事件数据存储的访问进
行识别、排序和控制。要详细了解如何使用 IAM 策略以根据标签授权对事件数据存储的访问，请参阅示
例：拒绝基于标签创建或删除事件数据存储的访问权限 (p. 346)。有关如何在中使用标签的更多信息
AWS，请参阅中的标记AWS资源AWS 一般参考。

8. 选择下一步。
9. 在选择事件页面上，选择AWS事件，然后选择配置项目。
10. CloudTrail 将事件数据存储资源存储在您创建该资源的区域中，但默认情况下，数据存储中收集的配置

项目来自有已启用记录的您账户所在的所有区域。（可选）您可以选择 Include only the current region 
in my event data store（在我的事件数据存储中仅包含当前区域），以便仅包含在当前区域中捕获的配
置项目。如果不选择此选项，则您的事件数据存储将包含所有已启用记录的所在区域中的配置项目。

11. 要让您的事件数据存储收集 AWS Organizations 组织中所有账户中的配置项目，请选择 Enable for all 
accounts in my organization（为我的组织中的所有账户启用）。您必须登录到组织的管理账户或委托管
理员账户，才能创建为组织收集配置项目的事件数据存储。

12. 选择 Next（下一步）以查看您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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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 Review and create（审核和重建）页面上，审核您的选择。选择 Edit（编辑）以对这节进行更改。当
您准备好创建事件数据存储时，选择 Create event data store（创建事件数据存储）。

14. 新的事件数据存储在 Lake 页面的 Event data stores（事件数据存储）表上可见。

从此时开始，事件数据存储将捕获配置项目。在创建事件数据存储之前出现的配置项目不会在该事件数
据存储中。

示例查询

现在，您可以对新的事件数据存储运行查询。 CloudTrail 控制台上的 S ample queries（示例查询）选项卡提
供了示例查询，以帮助您入门。以下是一些可以针对配置项目事件数据存储运行的示例查询。

描述 查询

通过将配置项目事件数据存储与事件数据存储联
接起来，查找哪个用户执行了导致不合规状态的 
CloudTrail 操作。

SELECT 
    
 element_at(config1.eventData.configuration, 
 'targetResourceId') as targetResourceId, 
    
 element_at(config1.eventData.configuration, 
 'complianceType') as complianceType, 
    config2.eventData.resourceType, 
 cloudtrail.userIdentity
FROM 
     config_event_data_store_ID  as config1
JOIN 
     config_event_data_store_ID
  as config2 on 
 element_at(config1.eventData.configuration, 
 'targetResourceId') = 
 config2.eventData.resourceId
JOIN 
     cloudtrail_event_data_store_ID  as 
 cloudtrail on config2.eventData.arn = 
 element_at(cloudtrail.resources, 1).arn
WHERE 
    
 element_at(config1.eventData.configuration, 
 'configRuleList') is not null
AND  
    
 element_at(config1.eventData.configuration, 
 'complianceType') = 'NON_COMPLIANT'
AND  
    cloudtrail.eventTime > '2022-11-14 
 00:00:00'
AND  
    config2.eventData.resourceType = 
 'AWS::DynamoDB::Table' 
                                 

查找所有 AWS Config 规则，并返回过去一天内生
成的配置项目中的合规性状态。 SELECT  

    eventData.configuration, 
 eventData.accountId, eventData.awsRegion,  
    eventData.resourceName, 
 eventData.resourceCreationTime,  
    
 element_at(eventData.configuration,'complianceType') 
 AS compliance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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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查询
    element_at(eventData.configuration, 
 'configRuleList') AS configRuleList,  
    element_at(eventData.configuration, 
 'resourceId') AS resourceId,  
    element_at(eventData.configuration, 
 'resourceType') AS resourceType  
FROM  
     config_event_data_store_ID 
WHERE  
    eventData.resourceType = 
 'AWS::Config::ResourceCompliance'  
AND  
    eventTime > '2022-11-22 00:00:00'  
ORDER BY  
    eventData.resourceCreationTime  
DESC  
    limit 10 
                                 

查找按资源类型、账户 ID 和区域分组的 AWS 
Config 资源总数。 SELECT  

    eventData.resourceType, 
 eventData.awsRegion, eventData.accountId,  
COUNT (*) AS resourceCount  
FROM  
     config_event_data_store_ID 
WHERE  
    eventTime > '2022-11-22 00:00:00'  
GROUP BY  
    eventData.resourceType, 
 eventData.awsRegion, eventData.accountId 
                                 

查找在特定日期生成的所有 AWS Config 配置项目
的资源创建时间。 SELECT 

    eventData.configuration, 
 eventData.accountId,  
    eventData.awsRegion, 
 eventData.resourceId,  
    eventData.resourceName, 
 eventData.resourceType,  
    eventData.availabilityZone, 
 eventData.resourceCreationTime
FROM  
     config_event_data_store_ID
WHERE  
    eventTime > '2022-11-16 00:00:00'  
AND  
    eventTime < '2022-11-17 00:00:00'   
ORDER BY  
    eventData.resourceCreationTime
DESC  
    limit 10;                              

有关创建和编辑查询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或编辑查询 (p. 178)。

配置项目架构
下表描述了与配置项目记录中的架构元素相匹配的必需和可选架构元素。的eventData内容由您的配置项目
提供；其他字段在摄取 CloudTrail 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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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Trail 中更详细地描述了事件记录内容CloudTrail 记录内容 (p. 392)。

• 摄取 CloudTrail 后提供的字段 (p. 158)
• 由您的事件提供的字段 (p. 158)

摄取 CloudTrail 后提供的字段

字段名称 输入类型 要求 描述

eventVersion 字符串 必填 AWS 事件格式的版本。

eventCategory 字符串 必填 事件类别。对于配
置项目，有效值为
ConfigurationItem。

eventType 字符串 必填 事件类型。对于配
置项目，有效值为
AwsConfigurationItem。

eventID 字符串 必填 事件的唯一 ID。

eventTime 字符串 必填 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的事件时间
戳，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

awsRegion 字符串 必填 要为其分配事件的 AWS 
区域。

recipientAccountId 字符串 必填 表示已收到此事件的 
AWS 账户 ID。

附录 附录 可选 显示有关事件延迟原因
的信息。如果现有事件
中缺少信息，则附录块
将包含缺失的信息，以
及缺失信息的原因。

eventData 中的字段由您的配置项目提供

字段名称 输入类型 要求 描述

eventData - 必填 eventData 中的字段由您
的配置项目提供。

• configurationItemVersion字符串 可选 来自其来源的配置项目
的版本。

• configurationItemCapture
时间

字符串 可选 开始配置记录的时间。

• configurationItemStatus 字符串 可选 配置项目状
态。有效值为
OK、ResourceDiscovered、ResourceNotRecorded、
ResourceDeleted 和
ResourceDeletedNotRecor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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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输入类型 要求 描述

• accountId 字符串 可选 与资源关联的 12 位数字 
AWS 账户 ID。

• resourceType 字符串 可选 AWS 资源的类型。
有关有效资源类型
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ConfigurationItem《AWS 
ConfigAPI 参考》。

• resourceId 字符串 可选 资源的 ID（例
如，sg-xxxxxx）。

• resourceName 字符串 可选 资源的自定义名称（如
果可用）。

• arn 字符串 可选 与资源关联的 Amazon 
资源名称（ARN）。

• awsRegion 字符串 可选 资源所在的 AWS 区域。

• availabilityZone 字符串 可选 与资源关联的可用区。

• resourceCreationTime 字符串 可选 创建资源时的时间戳。

• configuration JSON 可选 资源配置的描述。

• supplementaryConfigurationJSON 可选 AWS Config 针对某些
资源类型返回的配置属
性，用于补充针对配置
参数返回的信息。

• relatedEvents 字符串 可选 CloudTrail 事件 ID 的列
表。

• relationships - 可选 相关 AWS 资源的列表。

• • name 字符串 可选 与相关资源的关系的类
型。

• • resourceType 字符串 可选 相关资源的资源类型。

• • resourceId 字符串 可选 相关资源的 ID（例
如，sg-xxxxxx）。

• • resourceName 字符串 可选 相关资源的自定义名称
（如果可用）。

• 标签 JSON 可选 与资源关联的键值标签
的映射。

以下示例显示了与配置项目记录中的架构元素匹配的架构元素的层次结构。

{ 
  "eventVersion": String, 
  "eventCategory: String, 
  "eventType": String, 
  "eventID": String, 
  "eventTime":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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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Region": String, 
  "recipientAccountId": String, 
  "addendum": Addendum, 
  "eventData": { 
      "configurationItemVersion": String, 
      "configurationItemCaptureTime": String, 
      "configurationItemStatus": String, 
      "configurationStateId": String, 
      "accountId": String, 
      "resourceType": String, 
      "resourceId": String, 
      "resourceName": String, 
      "arn": String, 
      "awsRegion": String,  
      "availabilityZone": String, 
      "resourceCreationTime": String, 
      "configuration": { 
        JSON, 
      }, 
      "supplementaryConfiguration": { 
        JSON, 
      }, 
      "relatedEvents": [ 
        String 
      ], 
      "relationships": [ 
        struct{ 
          "name" : String, 
          "resourceType": String, 
          "resourceId": String, 
          "resourceName": String 
        } 
      ], 
     "tags": { 
       JSON 
     } 
    } 
  }
}

为 AWS 外部的事件创建事件数据存储
Note

目前，La CloudTrail ke 支持的所有商业都AWS 区域支持集成，但 me-central-1 除外。有关 
CloudTrail Lake 支持的区域的信息，请参阅CloudTrail Lake 支持的区域 (p. 150)。

您可以创建事件数据存储以包括外部的事件AWS，然后使用 CloudTrail Lake 搜索、查询和分析您的应用程
序中记录的数据。

您可以使用 La CloudTrail ke 集成来记录和存储来自外部AWS以及来自您的混合环境中任何来源的用户活动
数据，如本地或云中托管的内部或 SaaS aS 应用程序、虚拟机或容器。

在为集成创建事件数据存储时，您还会创建一个通道，并将资源策略附加到该通道。

为 AWS 外部的事件创建事件数据存储
1. 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CloudTrail 主机，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cloudtrail/。
2. 在导航窗格中，打开 Lake（湖）子菜单，然后选择 Event data stores（事件数据存储）。
3. 选择 Create event data store（创建事件数据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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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Configure event data store（配置事件数据存储）页面上的 General details（一般细节）中，输入事
件数据存储的名称。名称为必填项。

5. 指定事件数据存储的保留期（以天为单位）。有效值为 7 到 2557（七年）之间的整数。事件数据存储
将保留指定天数内的事件数据。默认情况下，事件数据将保留 2557 天。

6. （可选）要启用使用的加密，请选择 Use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my own（使用我自己
的）AWS KMS key。选择 New（新建）将为您创建 AWS KMS key，选择 Existing（现有）将使用现
有 KMS 密钥。在 Enter KMS al ias（输入 KMS 别名）中alias/ MyAliasName，使用 使用您自己的 
KMS 密钥需要编辑您的 KMS 密钥策略，以允许加密和解密 CloudTrail日志。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为
配置AWS KMS密钥策略 CloudTrail (p. 375)。 CloudTrail 还支持AWS KMS多区域密钥。有关多区域
密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使用多区域密钥。

使用您自己的 KMS 密钥将产生用于加密和解密的 AWS KMS 费用。在将事件数据存储与 KMS 密钥关
联后，将无法移除或更改 KMS 密钥。

Note

要为组织事件数据存储启用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加密，必须使用管理账户的现有 
KMS 密钥。

7. （可选）在 Tags（标签）部分中，您最多可以添加 50 个标签键对，以帮助您对事件数据存储的访问进
行识别、排序和控制。要详细了解如何使用 IAM 策略以根据标签授权对事件数据存储的访问，请参阅示
例：拒绝基于标签创建或删除事件数据存储的访问权限 (p. 346)。有关如何在中使用标签的更多信息
AWS，请参阅中的标记AWS资源AWS 一般参考。

8. 选择 Next（下一步）以配置事件数据存储。
9. 在 Choose events（选择事件）页面上，选择 Events from integrations（来自集成的事件）。
10. 在 Events from integration（来自集成的事件）中，选择来源以将事件传送到事件数据存储。
11. 提供一个名称，用于标识集成的通道。该名称可以包含 3-128 个字符。只允许使用字母、数字、句点、

下划线和短划线。
12. 在 Resource policy（资源策略）中，为集成的通道配置资源策略。资源策略是 JSON 策略文档，它

们指定了指定主体可在资源上执行的操作，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执行操作。在资源策略中定义为主体的
账户可以调用 PutAuditEvents API，以向您的通道传送事件。如果资源所有者的 IAM policy 允许
cloudtrail-data:PutAuditEvents 操作，则资源所有者将拥有对资源的隐式访问权限。

该策略所需的信息由集成类型决定。对于直接集成， CloudTrail 会自动添加合作伙伴的AWS账户 ID，
并要求您输入合作伙伴提供的唯一外部 ID。对于解决方案集成，您必须指定至少一个 AWS 账户 ID 作
为主体，并且可以选择输入外部 ID，以防范混淆代理。

Note

如果您没有为通道创建资源策略，则只有通道所有者可以针对该通道调用 PutAuditEvents
API。

a. 对于直接集成，请输入您的合作伙伴提供的外部 ID。集成合作伙伴将提供唯一的外部 ID（如账户 
ID 或随机生成的字符串）用于集成，以防范混淆代理。合作伙伴负责创建和提供唯一的外部 ID。

您可以选择 How to find this?（如何查找？），以查看描述如何查找外部 ID 的合作伙伴文档。

Note

如果资源策略包括外部 ID，则针对 PutAuditEvents API 的所有调用都必须包括该外部 
ID。但是，如果策略未定义外部 ID，合作伙伴仍然可以调用 PutAuditEvents API，并
指定 externalId 参数。

b. 对于解决方案集成，选择 Add account（添加AWSAWS账户），以指定要在策略中添加为主体的每
个账户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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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选择 Next（下一步）以查看您的选择。
14. 在 Review and create（审核和重建）页面上，审核您的选择。选择 Edit（编辑）以对这节进行更改。当

您准备好创建事件数据存储时，选择 Create event data store（创建事件数据存储）。
15. 新的事件数据存储在 Lake 页面的 Event data stores（事件数据存储）表上可见。
16. 向合作伙伴应用程序提供通道 Amazon 资源名称（ARN）。有关向合作伙伴应用程序提供通道 ARN 

的说明，可在合作伙伴文档网站上找到。有关更多信息，请在 Integrations（集成）页面的 Available 
sources（可用来源）选项卡上，选择与合作伙伴相对应的 Learn more（了解更多）链接，以便在 AWS 
Marketplace 中打开合作伙伴的页面。

当您、合作伙伴或合作伙伴应用程序在通道上调用PutAuditEvents API 时，事件数据存储将开始 
CloudTrail 通过该通道将合作伙伴事件摄取到。

创建与 AWS 外部事件源的集成
Note

目前，La CloudTrail ke 支持的所有商业都AWS 区域支持集成，但 me-central-1 除外。有关 
CloudTrail Lake 支持的区域的信息，请参阅CloudTrail Lake 支持的区域 (p. 150)。

您可以 CloudTrail 记录和存储来自您的混合环境中任何来源的用户活动数据，如本地或云中托管的内部或 
SaaS 应用程序、虚拟机或容器。您无需维护多个日志聚合器和报告工具，即可对这些数据进行存储、访
问、分析、故障排除和操作。

来自非AWS来源的活动事件通过使用通道，将来自与您配 CloudTrail合使用的外部合作伙伴或您自己的来源
的事件引入 CloudTrail Lake。在创建通道时，您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事件数据存储，用于存储来自通道来源
的事件。只要将目标事件数据存储设置为记录 eventCategory="ActivityAuditLog" 事件，即可根据
需要更改通道的目标事件数据存储。当您为来自外部合作伙伴的活动创建通道时，您需要向合作伙伴或来源
应用程序提供通道 ARN。附加到该通道的资源策略允许来源通过该通道传输事件。如果通道没有资源策略，
则只有通道所有者可以针对该通道调用 PutAuditEvents API。

CloudTrail 已与很多事件源提供商结成合作伙伴，例如 Okta 和 LaunchDarkly. 当您创建与外部AWS事件源
的集成时，您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合作伙伴作为事件源，也可以选择 My custom integration（我的自定义集
成），将来自您自己的来源的事件集成到 CloudTrail。每个来源最多允许一个通道。

有两种类型的集成：直接集成和解决方案集成。通过直接集成，合作伙伴将调用 PutAuditEvents API 以
将事件传送到您的 AWS 账户的事件数据存储中。通过解决方案集成，应用程序将在您的 AWS 账户中运
行，并且它将调用 PutAuditEvents API 将事件传送到您的 AWS 账户的事件数据存储中。

在 Integrations（集成）页面上，您可以选择 Available sources（可用来源）选项卡，以查看合作伙伴的
Integration type（集成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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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使用 CloudTrail 控制台创建集成，以记录来自合作伙伴或其他应用程序来源的事件。

主题
• 创建与 CloudTrail 合作伙伴的集成 (p. 163)
• 创建自定义集成 (p. 164)
• 有关集成合作伙伴的其他信息 (p. 167)
• CloudTrail Lake 集成事件架构 (p. 168)

创建与 CloudTrail 合作伙伴的集成
Note

目前，La CloudTrail ke 支持的所有商业都AWS 区域支持集成，但 me-central-1 除外。有关 
CloudTrail Lake 支持的区域的信息，请参阅CloudTrail Lake 支持的区域 (p. 150)。

当您创建与 AWS 外部事件源的集成时，您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合作伙伴作为事件源。当您创建 CloudTrail 与
合作伙伴应用程序的集成时，合作伙伴需要您在此工作流中创建的通道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才能将
事件发送到 CloudTrail。在创建集成后，您可以按照合作伙伴的说明向合作伙伴提供所需的通道 ARN，以完
成集成的配置。在合作伙伴调PutAuditEvents用集成的通道 CloudTrail 后，集成会开始将合作伙伴事件摄
取到

1. 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CloudTrail 主机，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cloudtrail/。

2. 在导航窗格中，打开 Lake（湖）子菜单，然后选择 Integrations（集成）。
3. 在 Add integration（添加集成）页面上，为您的通道输入名称。该名称可以包含 3-128 个字符。只允许

使用字母、数字、句点、下划线和短划线。
4. 选择要从中获取事件的合作伙伴应用程序来源。如果您要与来自您自己的应用程序（在本地或云中托

管）的事件集成，请选择 My custom integration（我的自定义集成）。
5. 在 Event delivery location（事件传送位置）中，选择将相同活动事件记录到现有事件数据存储中，或创

建新的事件数据存储。

如果您选择创建新的事件数据存储，请输入事件数据存储的名称，并以天为单位指定保留期。保留期的
有效值为 7 到 2557（七年）之间的整数。事件数据存储将保留指定天数内的事件数据。默认情况下，
事件数据将保留 255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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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选择将活动事件记录到一个或多个现有事件数据存储中，请从列表中选择事件数据存储。事件数
据存储只能包含活动事件。控制台中的事件类型必须是 Events from integrations（来自集成的事件）。
在 API 中，eventCategory 值必须为 ActivityAuditLog。

6. 在 Resource policy（资源策略）中，为集成的通道配置资源策略。资源策略是 JSON 策略文档，它
们指定了指定主体可在资源上执行的操作，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执行操作。在资源策略中定义为主体的
账户可以调用 PutAuditEvents API，以向您的通道传送事件。如果资源所有者的 IAM policy 允许
cloudtrail-data:PutAuditEvents 操作，则资源所有者将拥有对资源的隐式访问权限。

该策略所需的信息由集成类型决定。对于直接集成， CloudTrail 会自动添加合作伙伴的AWS账户 ID，
并要求您输入合作伙伴提供的唯一外部 ID。对于解决方案集成，您必须指定至少一个 AWS 账户 ID 作
为主体，并且可以选择输入外部 ID，以防范混淆代理。

Note

如果您没有为通道创建资源策略，则只有通道所有者可以针对该通道调用 PutAuditEvents
API。

a. 对于直接集成，请输入您的合作伙伴提供的外部 ID。集成合作伙伴将提供唯一的外部 ID（如账户 
ID 或随机生成的字符串）用于集成，以防范混淆代理。合作伙伴负责创建和提供唯一的外部 ID。

您可以选择 How to find this?（如何查找？），以查看描述如何查找外部 ID 的合作伙伴文档。

Note

如果资源策略包括外部 ID，则针对 PutAuditEvents API 的所有调用都必须包括该外部 
ID。但是，如果策略未定义外部 ID，合作伙伴仍然可以调用 PutAuditEvents API，并
指定 externalId 参数。

b. 对于解决方案集成，选择 Add account（添加AWSAWS账户），以指定要在策略中添加为主体的账
户 ID。

7. （可选）在 Tags（标签）区域中，您最多可以添加 50 个标签键和值对，以帮助您对事件数据存储和通
道的访问进行识别、排序和控制。要详细了解如何使用 IAM 策略以根据标签授权对事件数据存储的访
问，请参阅示例：拒绝基于标签创建或删除事件数据存储的访问权限 (p. 346)。有关如何在中使用标签
的更多信息AWS，请参阅中的标记AWS资源AWS 一般参考。

8. 在准备好创建新的集成后，请选择 Add integration（添加集成）。没有审阅页。 CloudTrail 创建集成，
但您必须向合作伙伴应用程序提供通道 Amazon 资源名称（ARN）。有关向合作伙伴应用程序提供
通道 ARN 的说明，可在合作伙伴文档网站上找到。有关更多信息，请在 Integrations（集成）页面的
Available sources（可用来源）选项卡上，选择与合作伙伴相对应的 Learn more（了解更多）链接，以
便在 AWS Marketplace 中打开合作伙伴的页面。

要完成集成的设置，请向合作伙伴或来源应用程序提供通道 ARN。根据集成类型，您、合作伙伴或应用程序
将运行 PutAuditEvents API，以将活动事件传送到您的 AWS 账户的事件数据存储。在传送活动事件后，
您可以使用 CloudTrail Lake 搜索、查询和分析您的应用程序中记录的数据。您的事件数据包括与 CloudTrail
事件负载匹配的字段eventVersion，例如eventSource、和userIdentity。

创建自定义集成
Note

目前，La CloudTrail ke 支持的所有商业都AWS 区域支持集成，但 me-central-1 除外。有关 
CloudTrail Lake 支持的区域的信息，请参阅CloudTrail Lake 支持的区域 (p.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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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 CloudTrail 记录和存储来自您的混合环境中任何来源的用户活动数据，如本地或云中托管的内
部或 SaaS 应用程序、虚拟机或容器。在 CloudTrail Lake 控制台中执行此过程的前半部分，然后调用
PutAuditEventsAPI 摄取事件，提供您的通道 ARN 和事件有效负载。使用PutAuditEvents API 将您的
应用程序活动摄取到中后 CloudTrail，您可以使用 CloudTrail Lake 搜索、查询和分析您的应用程序中记录的
数据。

1. 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CloudTrail 主机，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cloudtrail/。

2. 在导航窗格中，打开 Lake（湖）子菜单，然后选择 Integrations（集成）。
3. 在 Add integration（添加集成）页面上，为您的通道输入名称。该名称可以包含 3-128 个字符。只允许

使用字母、数字、句点、下划线和短划线。
4. 选择 My custom integration（我的自定义集成）。
5. 在 Event delivery location（事件传送位置）中，选择将相同活动事件记录到现有事件数据存储中，或创

建新的事件数据存储。

如果您选择创建新的事件数据存储，请输入事件数据存储的名称，并以天为单位指定保留期。保留期的
有效值为 7 到 2557（七年）之间的整数。事件数据存储将保留指定天数内的事件数据。默认情况下，
事件数据将保留 2557 天。

如果您选择将活动事件记录到一个或多个现有事件数据存储中，请从列表中选择事件数据存储。事件数
据存储只能包含活动事件。控制台中的事件类型必须是 Events from integrations（来自集成的事件）。
在 API 中，eventCategory 值必须为 ActivityAuditLog。

6. 在 Resource policy（资源策略）中，为集成的通道配置资源策略。资源策略是 JSON 策略文档，它们指
定了指定主体可在资源上执行的操作，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执行操作。在资源策略中定义为主体的账户可
以调用 PutAuditEvents API，以向您的通道传送事件。

Note

如果您没有为通道创建资源策略，则只有通道所有者可以针对该通道调用 PutAuditEvents
API。

a. （可选）输入唯一的外部 ID，以提供额外一层保护。该外部 ID 是一个唯一的字符串，如账户 ID 或
随机生成的字符串，以防范混淆代理。

Note

如果资源策略包括外部 ID，则针对 PutAuditEvents API 的所有调用都必须包括该外
部 ID。但是，如果策略未定义外部 ID，您仍然可以调用 PutAuditEvents API，并指定
externalId 参数。

b. 选择 A ddAWS ac count（添加AWS账户），以指定要在通道的资源策略中添加为主体的每个账户 
ID。

7. （可选）在 Tags（标签）区域中，您最多可以添加 50 个标签键和值对，以帮助您对事件数据存储和通
道的访问进行识别、排序和控制。要详细了解如何使用 IAM 策略以根据标签授权对事件数据存储的访
问，请参阅示例：拒绝基于标签创建或删除事件数据存储的访问权限 (p. 346)。有关如何在中使用标签
的更多信息AWS，请参阅中的标记AWS资源AWS 一般参考。

8. 在准备好创建新的集成后，请选择 Add integration（添加集成）。没有审阅页。 CloudTrail 创建集成，
但要集成您的自定义事件，您必须在PutAuditEvents请求中指定通道 ARN。

9. 调用PutAuditEvents API，以将您的活动事件摄取到 CloudTrail。每个 PutAuditEvents 请求最
多可以添加 100 个活动事件（或最多 1MB）。您将需要在前面的步骤中创建的通道 ARN、 CloudTrail 
要添加的事件有效负载，以及外部 ID（如果已为您的资源策略指定）。在将事件有效负载摄取到事
件有效负载中之前，请确保事件有效负载中没有敏感或个人身份识别信息 CloudTrail。您摄取的事件 
CloudTrail 必须遵循CloudTrail Lake 集成事件架构 (p. 168)。

Tip

使用 AWS CloudShell 确保您正在运行最新的 AWS API。版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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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示例演示了如何使用 put-audit-events CLI 命令。--audit-events 和 --channel-arn 参数是必需的。您
需要在前面的步骤中创建的通道的 ARN，可以从集成详细信息页面复制该 ARN。的值--audit-events是 
JSON 事件对象数组。 --audit-events包括来自事件的所需 ID、事件所需的有效负载（作为）以
及可选校验和 (p. 167)，以帮助在摄取到事件后验证事件的完整性 CloudTrail。EventData

aws cloudtrail-data put-audit-events \
--region region \
--channel-arn $ChannelArn \
--audit-events \
id="event_ID",eventData='"{event_payload}"' \
id="event_ID",eventData='"{event_payload}"',eventDataChecksum="optional_checksum"

以下是包含两个事件示例的示例命令。

aws cloudtrail-data put-audit-events \
--region us-east-1 \
--channe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1:01234567890:channel/EXAMPLE8-0558-4f7e-
a06a-43969EXAMPLE \
--audit-events \
id="EXAMPLE3-0f1f-4a85-9664-d50a3EXAMPLE",eventData='"{\"eventVersion\":\0.01\",
\"eventSource\":\"custom1.domain.com\", ...
\}"' \
id="EXAMPLE7-a999-486d-b241-b33a1EXAMPLE",eventData='"{\"eventVersion\":\0.02\",
\"eventSource\":\"custom2.domain.com\", ...
\}"',eventDataChecksum="EXAMPLE6e7dd61f3ead...93a691d8EXAMPLE"

以下示例命令添加了 --cli-input-json 参数，以指定事件有效负载的 JSON 文件（custom-
events.json）。

aws cloudtrail-data put-audit-events \
--channel-arn $channelArn \
--cli-input-json file://custom-events.json \
--region us-east-1

以下是示例 JSON 文件 custom-events.json 的示例内容。

{ 
    "auditEvents": [ 
      { 
        "eventData": "{\"version\":\"eventData.version\",\"UID\":\"UID\", 
        \"userIdentity\":{\"type\":\"CustomUserIdentity\",\"principalId\":\"principalId
\", 
        \"details\":{\"key\":\"value\"}},\"eventTime\":\"2021-10-27T12:13:14Z\",
\"eventName\":\"eventName\", 
        \"userAgent\":\"userAgent\",\"eventSource\":\"eventSource\", 
        \"requestParameters\":{\"key\":\"value\"},\"responseElements\":{\"key\":\"value
\"}, 
        \"additionalEventData\":{\"key\":\"value\"}, 
        \"sourceIPAddress\":\"source_IP_address\",\"recipientAccountId\":
\"recipient_account_ID\"}", 
        "id":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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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计算校验和值
您在PutAuditEvents请求EventDataChecksum中作为的值指定的校验和可以帮助您验证是否 CloudTrail 
收到与该校验和相匹配的事件；它可以帮助验证事件的完整性。校验和值采用一种 base64-SHA256 算法，
您可以通过运行以下命令来计算该值。

printf %s "{"eventData": "{\"version\":\"eventData.version\",\"UID\":\"UID\", 
        \"userIdentity\":{\"type\":\"CustomUserIdentity\",\"principalId\":\"principalId\", 
        \"details\":{\"key\":\"value\"}},\"eventTime\":\"2021-10-27T12:13:14Z\",\"eventName
\":\"eventName\", 
        \"userAgent\":\"userAgent\",\"eventSource\":\"eventSource\", 
        \"requestParameters\":{\"key\":\"value\"},\"responseElements\":{\"key\":\"value\"}, 
        \"additionalEventData\":{\"key\":\"value\"}, 
        \"sourceIPAddress\":\"source_IP_address\", 
        \"recipientAccountId\":\"recipient_account_ID\"}", 
        "id": "1"}" \ 
 | openssl dgst -binary -sha256 | base64

该命令将返回校验和。以下是示例。

EXAMPLEHjkI8iehvCUCWTIAbNYkOgO/t0YNw+7rrQE=

校验和值将成为您的 PutAuditEvents 请求中 EventDataChecksum 的值。如果该校验和与所提供事件
的校验和不匹配，将通过InvalidChecksum错误 CloudTrail 拒绝该事件。

有关集成合作伙伴的其他信息
本节中的表格提供了每个集成合作伙伴的来源名称，并标识了集成类型（直接集成或解决方案集成）。

在调用 CreateChannel API 时，需要提供 Source name（源名称）列中的信息。您可以将源名称指定为
Source 参数的值。

合作伙伴名称（控制台） 源名称（API） 集成类型

我的自定义集成 Custom solution

Cloud Storage Security CloudStorageSecurityConsolesolution

Clumio Clumio 直接

CrowdStrike CrowdStrike solution

CyberArk CyberArk solution

GitHub GitHub solution

Kong Inc KongGatewayEnterprise solution

LaunchDarkly LaunchDarkly 直接

Netskope NetskopeCloudExchange solution

Nordcloud，IBM 旗下的一家公司 IBMMulticloud 直接

MontyCloud MontyCloud 直接

Okta OktaSystemLogEvents solution

One Identity OneLogin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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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名称（控制台） 源名称（API） 集成类型

Shoreline.io Shoreline solution

Snyk.io Snyk 直接

Wiz WizAuditLogs solution

查看合作伙伴文档
您可以通过查看合作伙伴的文档，了解有关合作伙伴与 CloudTrail Lake 的集成的更多信息。

查看合作伙伴文档

1. 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CloudTrail 主机，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cloudtrail/。

2. 在导航窗格中，打开 Lake（湖）子菜单，然后选择 Integrations（集成）。
3. 在 Integrations（集成）页面上，选择 Available sources（可用资源），然后选择与您要查看其文档的

合作伙伴相对应的 Learn more（了解更多）。

CloudTrail Lake 集成事件架构
下表描述了与 CloudTrail 事件记录中的架构元素相匹配的必需和可选架构元素。的eventData内容由您的事
件提供；其他字段在摄取 CloudTrail 后提供。

CloudTrail 中更详细地描述了事件记录内容CloudTrail 记录内容 (p. 392)。

• 摄取 CloudTrail 后提供的字段 (p. 168)
• 由您的事件提供的字段 (p. 169)

摄取 CloudTrail 后提供的字段

字段名称 输入类型 要求 描述

eventVersion 字符串 必填 事件版本。

eventCategory 字符串 必填 事件类别。对于非 
AWS 事件，值为
ActivityAuditLog。

eventType 字符串 必填 事件类型。对于非 
AWS 事件，有效值为
ActivityLog。

eventID 字符串 必填 事件的唯一 ID。

eventTime 字符串 必填 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的事件时间
戳，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

awsRegion 字符串 必填 进行 PutAuditEvents
调用的 AWS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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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输入类型 要求 描述

recipientAccountId   必填 表示已收到此事件的账
户 ID。 CloudTrail 通过
事件有效负载来计算该
字段的值，进而填充该
字段。

附录 - 可选 显示有关事件处理延迟
原因的信息。如果现
有事件中缺少信息，则
附录块将包含缺失的信
息，以及缺失信息的原
因。

• reason 字符串 可选 事件或其部分内容丢失
的原因。

• updatedFields 字符串 可选 由附录更新的事件记录
字段。只有在原因为
UPDATED_DATA 时才提
供此信息。

• originalUID 字符串 可选 来自源的原始事件 
UID。只有在原因为
UPDATED_DATA 时才提
供此信息。

• originalEventID 字符串 可选 原始事件 ID。只有在原
因为 UPDATED_DATA 时
才提供此信息。

元数据 - 必填 有关活动使用的通道的
信息。

• ingestionTime 字符串 必填 处理事件时的时间戳，
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采用通
用协调时间（UTC）。

• channelARN 字符串 必填 活动使用的通道的 
ARN。

由客户事件提供的字段

字段名称 输入类型 要求 描述

eventData - 必填 PutAuditEvents调用
中发送到 CloudTrail 的
审计数据。

• version 字符串 必填 来自事件源的事件版
本。

长度限制：最大长度为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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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输入类型 要求 描述

• userIdentity - 必填 有关发出请求的用户的
信息。

• • type 字符串 必填 用户身份的类型。

长度限制：最大长度为 
128。

• • principalId 字符串 必填 事件的角色的唯一标识
符。

长度限制：最大长度为 
1024。

• • details JSON 对象 可选 有关身份的其他信息。

• userAgent 字符串 可选 通过其发出请求的代
理。

长度限制：最大长度为 
1024。

• eventSource 字符串 必填 这是合作伙伴事件源，
或有关记录哪些事件的
自定义应用程序。

长度限制：最大长度为 
1024。

• eventName 字符串 必填 请求的操作，是源服务
或应用程序的 API 中的
操作之一。

长度限制：最大长度为 
1024。

• eventTime 字符串 必填 采用通用协调时间
（UTC）的事件时间
戳，格式为 yyyy-MM-
DDTHH:mm:ss。

• UID 字符串 必填 用于标识请求的 UID 
值。被调用的服务或应
用程序将生成此值。

长度限制：最大长度为 
1024。

• requestParameters JSON 对象 可选 与请求一起发送的参数
（如果有）。此字段的
最大大小为 100kB，超
过该限制的内容将被拒
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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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输入类型 要求 描述

• responseElements JSON 对象 可选 可做出更改的操作（创
建、更新或删除操作）
的响应元素。此字段的
最大大小为 100kB，超
过该限制的内容将被拒
绝。

• errorCode 字符串 可选 表示事件错误的字符
串。

长度限制：最大长度为 
256。

• errorMessage 字符串 可选 错误的描述。

长度限制：最大长度为 
256。

• sourceIPAddress 字符串 可选 已从中发出请求的 IP 地
址。IPv4 和 IPv6 地址均
可接受。

• recipientAccountId 字符串 必填 表示已收到此事件的账
户 ID。账户 ID 必须与拥
有该通道的 AWS 账户 
ID 相同。

• additionalEventData JSON 对象 可选 不是请求或响应一部分
的关于事件的其他数
据。此字段的最大大小
为 28kB，超过该限制的
内容将被拒绝。

以下示例显示了与 CloudTrail 事件记录中的架构元素匹配的架构元素的层次结构。

{ 
    "eventVersion": String, 
    "eventCategory": String, 
    "eventType": String, 
    "eventID": String, 
    "eventTime": String, 
    "awsRegion": String, 
    "recipientAccountId": String, 
    "addendum": { 
       "reason": String, 
       "updatedFields": String, 
       "originalUID": String,  
       "originalEventID": String 
    }, 
    "metadata" : {  
       "ingestionTime": String, 
       "channelARN": String 
    }, 
    "eventData": { 
        "version": String, 
        "userIdentity": { 
          "type": String, 
          "principalId":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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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tails": { 
             JSON 
          } 
        },  
        "userAgent": String, 
        "eventSource": String, 
        "eventName": String, 
        "eventTime": String, 
        "UID": String, 
        "requestParameters": { 
           JSON 
        }, 
        "responseElements": { 
           JSON 
        }, 
        "errorCode": String, 
        "errorMessage": String, 
        "sourceIPAddress": String, 
        "recipientAccountId": String, 
        "additionalEventData": { 
           JSON 
        } 
    }
}

管理事件数据存储生命周期
以下是事件数据存储的生命周期阶段。

• CREATED – 短期状态，表示已创建事件数据存储。
• ENABLED – 事件数据存储处于活跃状态，正在收集事件，您可以对其运行查询。
• PENDING_DELETION – 事件数据存储已被删除，但尚处于永久删除之前的七天等待期内。您无法对事件

数据存储运行查询，除了恢复之外，不能对数据存储执行任何操作。

您仅可以在终止保护被禁用时删除 ENABLED 事件数据存储。终止保护可防止状态从 ENABLED 更改为
PENDING_DELETION，以防止意外删除。默认情况下，事件数据存储上已启用终止保护。在您删除事件
数据存储后，它将保留 PENDING_DELETION 状态七天，然后才被永久删除。在这七天的等待期内，您
可以将处于 PENDING_DELETION 状态的事件数据存储恢复到 ENABLED 状态。在 PENDING_DELETION
状态下，事件数据存储不可用于查询，除恢复操作之外，无法对事件数据存储执行其它操作。处于
PENDING_DELETION 状态的事件数据存储不会产生成本。

处于 PENDING_DELETION 状态的事件数据存储不会继续收集录入事件。除非已恢复，否则它也不计入最多
十个事件数据存储的限额中。

要删除或恢复事件数据存储，或者启用或关闭其终止保护，请使用事件数据存储详细信息页面的 Actions（操
作）菜单上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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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跟踪事件复制到事件数据存储
您可以将跟踪事件复制到 CloudTrail Lake 事件数据存储中，以创建记录到跟踪的事件 point-in-time 快照。复
制跟踪的事件不会干扰跟踪记录事件的功能，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修改跟踪。

如果您要将跟踪事件复制到组织事件数据存储，则必须使用该组织的管理账户。您不能使用组织的委托管理
员账户复制跟踪事件。

在将跟踪事件复制到 CloudTrail Lake 之前，请创建一个事件数据存储或将其准备好。
Note

如果要将跟踪事件复制到事件数据存储以替换跟踪，则在复制成功完成后，您可能需要关闭跟踪的
日志记录，以避免产生额外费用。有关定价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定价。

主题
• 注意事项 (p. 173)
• 复制跟踪事件所需的权限 (p. 173)
• 将跟踪事件复制到事件数据存储 (p. 176)
• 事件复制详细信息 (p. 177)

注意事项
复制跟踪事件时，请将以下因素考虑在内。

• 复制跟踪事件时， CloudTrail 使用 S3 GetObjectAPI 操作检索源 S3 存储桶中的跟踪事件。有些 
S3 存档存储类，例如 S3 Glacier Flexier Retrieval、S3 Glacier DeeArchier Flexier Retrieval 和 S3 
Intelligent-Tiering DGetObject ep Archier 要复制存储在这些存档存储类中的跟踪事件，必须首先使用 
S3RestoreObject 操作还原副本。有关恢复存档对象的信息，请参阅 Amazon S3 用户指南中的恢复存
档对象。

• 当您将跟踪事件复制到事件数据存储时， CloudTrail 无论目标事件数据存储的事件类型、高级事件选择器
或区域的配置如何，都会复制所有跟踪事件。

• 在复制跟踪事件之前，请查看事件数据存储的保留期。 CloudTrail 仅复制处于事件数据存储保留期内的跟
踪事件。例如，如果事件数据存储的保留期为 90 天，则 CloudTrail 不会复制任何超过 90 天的跟踪事件。

• 在复制跟踪事件之前，请禁用任何附加到源 S3 存储桶的访问控制列表（ACL），并更新目标事件数据存
储的 S3 存储桶策略。有关更新 S3 存储桶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复制跟踪事件所用的 Amazon S3 存储
桶策略 (p. 136)。有关禁用 ACL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 mazon S3 用户指南》中的控制存储桶的对象所
有权和禁用 ACL。

• CloudTrail 仅从 Gzip 压缩日志文件中复制跟踪事件。 CloudTrail 不会从未压缩的日志文件或使用除 Gzip 
以外的格式压缩的日志文件中复制跟踪事件。

• 为避免源跟踪和目标事件数据存储之间存在重复事件，请为复制的事件选择一个早于事件数据存储创建时
间的时间范围。

• 默认情况下， CloudTrail 仅复制 S3 存储桶CloudTrail前缀中包含 CloudTrail 的事件和CloudTrail前
缀，不检查其他AWS服务的前缀。如果要复制另一个前缀中包含 CloudTrail 的事件，则必须在复制跟踪事
件时选择该前缀。

• 要将跟踪事件复制到组织事件数据存储，必须使用该组织的管理账户。委托管理员账户无法将跟踪事件复
制到组织事件数据存储。

复制跟踪事件所需的权限
在复制跟踪事件之前，请确保您拥有 IAM 角色和事件数据存储的 S3 存储桶所需的所有权限。如果您选择
现有 IAM 角色来复制跟踪事件，则只需要更新 IAM 角色权限。如果您选择创建新的 IAM 角色，将为此角色 
CloudTrail 提供所有必要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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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源 S3 桶使用 KMS 密钥进行数据加密，请确保 KMS 密钥策略 CloudTrail 允许解密桶中的数据。如果源 
S3 桶使用多个 KMS 密钥，则必须更新每个密钥的策略 CloudTrail ，以允许解密桶中的数据。

主题
• 复制跟踪事件所需的 IAM 权限 (p. 174)
• 复制跟踪事件所用的 Amazon S3 存储桶策略 (p. 175)
• 用于解密源 S3 存储桶中数据的 KMS 密钥策略 (p. 176)

复制跟踪事件所需的 IAM 权限
复制跟踪事件时，您可以选择创建新的 IAM 角色，也可以使用现有 IAM 角色。当您选择新的 IAM 角色时，
将 CloudTrail 创建一个具有所需权限的 IAM 角色，而您无需采取进一步操作。

如果您选择现有角色，请确保 IAM 角色的策略允许将跟踪事件复制 CloudTrail 到目标事件数据存储中。此部
分提供所需 IAM 角色权限和信任策略的示例。

以下示例提供了权限策略，该策略允许将跟踪事件复制 CloudTrail 到事件数据存储的 S3 存储桶。使用适合
您的配置的值替换 myBucketNamemyAccountID、##、##和 eventDataStoreA rn。myAccountID 是
用于 CloudTrail Lake 的AWS账户 ID，其可能与 S3 存储桶的AWS账户 ID 不同。

将#####key AccountID 和 keyID 替换为用于加密源 S3 存储桶的 KMS 密钥的值。如果源 S3 存储桶不
使用 KMS 密钥进行加密，则可以省略该AWSCloudTrailImportKeyAccess语句。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AWSCloudTrailImportBucketAccess", 
      "Effect": "Allow", 
      "Action": ["s3:ListBucket", "s3:GetBucketAcl"], 
      "Resource": [ 
        "arn:aws:s3:::myBucketName"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aws:SourceAccount": "myAccountID", 
          "aws:SourceArn": 
 "arn:aws:cloudtrail:region:myAccountID:eventdataStore/eventDataStoreArn" 
         } 
       } 
    }, 
    { 
      "Sid": "AWSCloudTrailImportObjectAccess", 
      "Effect": "Allow", 
      "Action": ["s3:GetObject"], 
      "Resource": [ 
        "arn:aws:s3:::myBucketName/prefix", 
        "arn:aws:s3:::myBucketName/prefix/*"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aws:SourceAccount": "myAccountID", 
          "aws:SourceArn": 
 "arn:aws:cloudtrail:region:myAccountID:eventdataStore/eventDataStoreArn" 
         } 
       } 
    }, 
    { 
      "Sid": "AWSCloudTrailImportKeyAccess", 
      "Effect": "Allow", 
      "Action": ["kms:GenerateDataKey","kms:Decry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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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 [ 
        "arn:aws:kms:key-region:keyAccountID:key/keyID" 
      ] 
    } 
  ]
}

以下示例提供了 IAM 信任策略，该策略允许 CloudTrail 代入 IAM 角色以将跟踪事件复制到事件数据存储的 
S3 存储桶。############ myAccountID#regi eventDataStoreon # A rn#myAccountID 是用
于 CloudTrail Lake 的AWS账户 ID，其可能与 S3 存储桶的AWS账户 ID 不同。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cloudtrail.amazonaws.com" 
      }, 
      "Action": "sts:AssumeRole",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aws:SourceAccount": "myAccountID", 
          "aws:SourceArn": 
 "arn:aws:cloudtrail:region:myAccountID:eventdataStore/eventDataStoreArn" 
        } 
      } 
    } 
  ]
} 
                 

复制跟踪事件所用的 Amazon S3 存储桶策略
默认情况下，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和对象都是私有的。仅资源所有者（创建存储桶
的 AWS 账户）能够访问存储桶及其包含的对象。资源所有者可以通过编写访问策略来向其他资源和用户授
予访问权。

在复制跟踪事件之前，必须更新目标事件数据存储的 S3 存储桶策略， CloudTrail 以允许将跟踪事件复制到
存储桶。

您可以将以下语句添加到事件数据存储的 S3 存储桶策略，以授予这些权限。myBucketName使用您的配置
的相应值替换 roleA rn 和。

{ 
  "Sid": "AWSCloudTrailImportBucketAccess", 
  "Effect": "Allow", 
  "Action": [ 
    "s3:ListBucket", 
    "s3:GetBucketAcl", 
    "s3:GetObject" 
  ], 
  "Principal": { 
    "AWS": "roleArn" 
  }, 
  "Resource": [ 
    "arn:aws:s3:::myBucketName", 
    "arn:aws:s3:::myBucketNam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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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解密源 S3 存储桶中数据的 KMS 密钥策略
如果源 S3 桶使用 KMS 密钥进行数据加密，请确保 KMS 密钥策略 CloudTrail 提供从启用 SSE-KMS 加密的 
S3 存储桶复制跟踪事件所需的kms:Decrypt和kms:GenerateDataKey权限。如果您的源 S3 桶使用多个 
KMS 密钥，则必须更新每个密钥的策略。更新 KMS 密钥策略 CloudTrail 允许解密源 S3 存储桶中的数据，
运行验证检查，以确保事件符合 CloudTrail标准，并将事件复制到 CloudTrail Lake 事件数据存储中。

以下示例提供了 KMS 密钥策略，该策略 CloudTrail 允许解密源 S3 存储桶中的数据。将
roleArn、myBucketName、myAccountID # regieventDataStore on # A rn 替换为适合您的配置
的值。myAccountID 是用于 CloudTrail Lake 的AWS账户 ID，其可能与 S3 存储桶的AWS账户 ID 不同。

{ 
  "Sid": "AWSCloudTrailImportDecrypt", 
  "Effect": "Allow", 
  "Action": [ 
          "kms:Decrypt", 
          "kms:GenerateDataKey" 
  ], 
  "Principal": { 
    "AWS": "roleArn" 
  }, 
  "Resource": "*", 
  "Condition": { 
    "StringLike": { 
      "kms:EncryptionContext:aws:s3:arn": "arn:aws:s3:::myBucketName/*" 
    }, 
    "StringEquals": { 
      "aws:SourceAccount": "myAccountID", 
      "aws:SourceArn": 
 "arn:aws:cloudtrail:region:myAccountID:eventdataStore/eventDataStoreArn" 
    } 
  }
} 
                 

将跟踪事件复制到事件数据存储
按照以下步骤将跟踪事件复制到事件数据存储库。

1. 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CloudTrail 主机，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cloudtrail/。

2. 在导航窗格中，打开 Lake（湖）子菜单，然后选择 Event data stores（事件数据存储）。
3. 选择 Copy trail events（复制跟踪事件）。
4. 在 Copy trail events（复制跟踪事件）页面，在 Event source（事件源）下选择您想复制的跟踪。默认

情况下， CloudTrail 仅复制 S3 存储桶CloudTrail前缀中包含 CloudTrail 的事件和CloudTrail前
缀，不检查其他AWS服务的前缀。如果要复制另一个前缀中包含 CloudTrail 的事件，请选择 Enter S3 
URI（输入 S3 URI），然后选择 Browse S3（浏览 S3）以浏览到该前缀。如果跟踪的源 S3 桶使用 
KMS 密钥进行数据加密，请确保 KMS 密钥策略 CloudTrail 允许解密数据。如果您的源 S3 桶使用多个 
KMS 密钥，则必须更新每个密钥的策略， CloudTrail 以允许解密桶中的数据。有关更新 KMS 密钥策略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用于解密源 S3 存储桶中数据的 KMS 密钥策略 (p. 176)。

5. （可选）对于 Event source（事件源），请选择复制事件的时间范围。如果选择时间范围，请在尝试复
制跟踪事件之前 CloudTrail 检查前缀和日志文件名，以验证名称是否包含所选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之间
的日期。您可以选择 Relative range（相对范围）或者 Absolute range（绝对范围）。为避免源跟踪和
目标事件数据存储之间存在重复事件，请选择一个早于事件数据存储创建时间的时间范围。

• 如果选择 Rela cier range range（相对范围），您可以选择复制过去 5 分钟、30 分钟、1 小时、6 小
时或自定义范围内记录的事件。 CloudTrail 复制此所选时间段内记录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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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选择 Absolute range（绝对范围），您可以选择特定的开始和结束日期。 CloudTrail 复制在选定
的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之间发生的事件。

6. 对于 Delivery location（送达位置），请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目标事件数据存储。事件数据存储的 S3 存储
桶策略必须授予将跟踪事件复制到存储桶的 CloudTrail 权限。有关更新 S3 存储桶策略的更多信息，请
参阅 复制跟踪事件所用的 Amazon S3 存储桶策略 (p. 175)。

7. 对于 Permissions（权限），请从以下 IAM 角色选项中进行选择。如果您选择现有的 IAM 角色，请验证 
IAM 角色策略是否提供了必要的权限。有关更新 IAM 角色权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复制跟踪事件所需
的 IAM 权限 (p. 174)。

• 选择 Create a new role (recommended)（创建新角色（推荐））以创建新的 IAM 角色。对于 Enter 
IAM role name（输入 IAM 角色名称），输入角色的名称。 CloudTrail 自动为此新角色创建必要的权
限。

• 选择 Use a custom IAM role（使用自定义 IAM 角色）可使用未列出的自定义 IAM 角色。对于 Enter 
IAM role ARN（输入 IAM 角色 ARN），输入 IAM ARN。

• 选择 Use an existing role（使用现有角色）可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现有 IAM 角色。
8. 选择 Copy events（复制事件）。
9. 系统将提示您进行确认。如果您已准备好确认，请选择 Copy trail events to Lake（将跟踪事件复制到 

Lake），然后选择 Copy events（复制事件）。
10. 在 Copy details（复制详情）页面中，您可以查看复制状态并检查是否复制失败。跟踪事件复制完成

后，如果复制未出错，则 Copy status（复制状态）将设置为 Completed（已完成），否则如果出错
了，则设置为 Failed（失败）。

Note

事件复制详细信息页面上显示的详细信息不是实时的。Prefixes copied（已复制的前缀）等详
细信息的实际值可能高于页面上显示的值。 CloudTrail 会在事件复制过程中逐步更新详细信
息。

11. 如果 Copy status（复制状态）为 Failed（失败），则要先修复 Copy failures（复制失败）中显示的所
有错误，然后选择 Retry copy（重试复制）。当您重试复制时， CloudTrail 会在出错的位置恢复复制。

有关查看跟踪事件复制详细信息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事件复制详细信息 (p. 177)。

事件复制详细信息
跟踪事件复制开始后，您可以查看事件复制详细信息，包括复制的状态以及有关任何复制失败的信息。

Note

事件复制详细信息页面上显示的详细信息不是实时的。Prefixes copied（已复制的前缀）等详细信
息的实际值可能高于页面上显示的值。CloudTrail 会在事件复制过程中逐步更新详细信息。

访问事件复制详细信息页面

1. 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CloudTrail 主机，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cloudtrail/。

2. 从左导航窗格中的 L oad Balancing（负载均可）下，选择 Event
3. 选择事件数据存储。
4. 在 Event copy status（事件复制状态）部分中选择事件复制。

复制详细信息
在 Copy details（复制详细信息）中，您可以查看有关跟踪事件复制的以下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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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 log S3 location（事件日志 S3 位置）– 包含跟踪事件日志文件的源 S3 存储桶的位置。
• Copy ID（复制 ID）– 复制的 ID。
• Prefixes copied（已复制的前缀）– 表示已复制的 S3 前缀的数量。在跟踪事件复制期间， CloudTrail 复制

存储在前缀中的跟踪日志文件中的事件。
• Copy status（复制状态）– 复制的状态。

• Initializing（正在初始化）– 跟踪事件复制开始时显示的初始状态。
• In progress（正在进行中）– 表示跟踪事件复制正在进行中。

Note

当另一个跟踪事件复制 In progress（正在进行中）时，无法复制跟踪事件。要停止跟踪事件复
制，请选择 Stop copy（停止复制）。

• Stopped（已停止）– 表示发生了 Stop copy（停止复制）操作。要重试跟踪事件复制，请选择 Retry 
copy（重试复制）。

• Failed（失败）– 复制已完成，但有些跟踪事件复制失败。查看 Copy failures（复制失败）中的错误消
息。要重试跟踪事件复制，请选择 Retry copy（重试复制）。当您重试复制时， CloudTrail 会在出错的
位置恢复复制。

• Completed（已完成）– 复制已完成，没有错误。您可以在事件数据存储中查询已复制的跟踪事件。
• Created time（创建时间）– 表示跟踪事件复制的开始时间。
• Finish time（完成时间）– 表示跟踪事件复制的完成或停止时间。

复制失败
在 Copy failures（复制失败）中，您可以查看每次复制失败的错误发生位置、错误消息和错误类型。常见的
失败原因包括 S3 前缀是否包含未压缩的文件，或者是否包含由以外的服务传送的文件CloudTrail。另一个可
能的失败原因与访问问题有关。例如，如果事件数据存储的 S3 存储桶未授予导入事件的 CloudTrail 权限，
则您将得出AccessDenied错。

在每次复制失败时，查看以下错误信息。

• Error location（错误位置）– 表示 S3 存储桶中发生错误的位置。如果错误是由源 S3 存储桶包含未压缩的
文件而导致的，则 Error location（错误位置）将包括您可以在其中找到该文件的前缀。

• Error message（错误消息）– 解释错误发生原因。
• Error type（错误类型）– 提供错误类型。例如，Error type（错误类型）AccessDenied显示错误原因为

权限问题。有关复制跟踪事件所需权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复制跟踪事件所需的权限 (p. 173)。

解决所有失败问题后，选择 Retry copy（重试复制）。当您重试复制时， CloudTrail 会在出错的位置恢复复
制。

创建或编辑查询
中的查询采 CloudTrail 用 SQL 编写。您可以在 La CloudTrail ke Editor（编辑器）选项卡上构建查询，方法
是从头开始用 SQL 编写查询，或者打开已保存的查询或示例查询并对其进行编辑。您无法用更改覆盖已包含
的示例查询，但可以将其另存为新查询。有关允许的 SQL 查询语言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CloudTrail Lake 限制” (p. 210)。

无界查询（例如 SELECT * FROM edsID）会扫描事件数据存储中的所有数据。为了帮助控制成本，我们
建议您通过为查询添加开始和结束 eventTime 时间戳，来限制查询。以下示例搜索指定事件数据存储中的
所有事件，其中事件时间介于（>）2022 年 1 月 5 日下午 1:51 和（<）2022 年 1 月 19 日下午 1:51 之间。
由于事件数据存储的保留期至少为七天，因此开始和结束 eventTime 值之间的最短时间跨度值也是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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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
FROM eds-ID
WHERE 
     eventtime >='2022-01-05 13:51:00' and eventtime < ='2022-01-19 13:51:00'

在本演练中，我们打开其中一个示例查询，对其进行编辑，以选择值为
userIdentity.principalId（如 Alice）以及事件名称为 ConsoleLogin 的事件，然后将其另存为新
查询。如果您已保存查询，您也可以在 Saved queries（保存的查询）选项卡上编辑已保存的查询。

1. 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CloudTrail 主机，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cloudtrail/。

2. 在导航窗格中，打开 Lake（湖）子菜单，然后选择 Query（查询）。
3. 在 Query（查询）页面上，选择 Sample queries（示例查询）选项卡。
4. 通过为查询选择 Query SQL（查询 SQL）字符串，打开示例查询 1。这将在 Editor（编辑器）选项卡中

打开此查询。
5. 在 Editor（编辑器）选项卡中，为 FROM、WHERE 和 GROUP BY 添加行，如以下示例所示。FROM 的值

是事件数据存储 ARN 的 ID 部分。当您在下拉列表中选择了要选择的事件数据存储时，ARN 中的事件数
据存储 ID 将显示在左侧的 Event data store（事件数据存储）窗格中。选择 Copy（复制）将 ID 复制到
剪贴板，以便您可以将其粘贴到查询 SQL 中。

SELECT 
     userIdentity.principalId, count(*)
FROM 
     5e2676f8-9fce-46ef-8142-3e36a94e6691
WHERE 
     userIdentity.principalId LIKE '%Alice%' 
     AND eventName = 'ConsoleLogin'
GROUP BY 
     userIdentity.principalId

6. 您可以运行查询，然后再保存，以验证查询是否有效。要运行查询，请从 Event data store（事件数据存
储）下拉列表中选择事件数据存储，然后选择 Run（运行）。查看 Command output（命令输出）选项
卡的 Status（状态）列中的活跃查询，以验证查询是否成功运行。

7. 在您将行添加到示例查询后，请选择 Save（保存）。
8. 在 Save query（保存查询）中，输入查询的名称和描述。选择 Save query（保存查询），将您的更改

保存为新查询。要放弃对查询的更改，请选择 Cancel（取消），或者关闭 Save query（保存查询）窗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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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保存的查询已绑定至您的浏览器；如果您使用其他浏览器或设备访问 CloudTrail 控制台，则保
存的查询将不可用。

9. 打开 Saved queries（已保存查询）选项卡，以查看表中的新查询。

查询编辑器工具
查询编辑器右上角的工具栏提供多个命令，以帮助编写 SQL 查询和对其进行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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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介绍了工具栏上的命令。

• Undo（撤消）– 恢复在查询编辑器中所做的上次内容更改。
• Redo（重做）– 重复在查询编辑器中所做的上次内容更改。
• Format selected（已选格式）- 根据 SQL 格式和间距惯例，排列查询编辑器内容。

示例查询
本节介绍如何访问 CloudTrail 控制台中的示例查询，并包括一些示例 CloudTrail Lake 查询以帮助您入门。

Note

您还可以查看 GitHub 社区创建的查询。有关更多信息并查看这些示例查询，请参阅网站上的 L
CloudTrailake 示例查询，请参阅 GitHub 网站上的 Lake 示例查询。 AWS CloudTrail尚未评估中的
查询 GitHub。

主题
• 查看 CloudTrail 控制台中的示例查询 (p. 181)
• 示例：查找于 2023 年 1 月 22 日调用 CreateBucket 的所有主体的用户身份 (p. 181)
• 示例：查找用户于 2023 年 1 月 22 日调用的所有 API (p. 182)
• 示例：查找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进行的 API 调用数量，按 eventName 和 eventSource 分组 (p. 183)
• 示例：查找在一组区域中登录过控制台的所有用户 (p. 184)
• 示例：查找 2023 年 1 月运行的所有 CloudTrail Lake 查询 (p. 185)

查看 CloudTrail 控制台中的示例查询
CloudTrail 控制台提供了很多示例查询，可以帮助您开始编写您自己的查询。

访问 CloudTrail 控制台中的示例查询

1. 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CloudTrail 主机，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cloudtrail/。

2. 在导航窗格中，打开 Lake（湖）子菜单，然后选择 Query（查询）。
3. 选择 Sample queries（示例查询）选项卡。
4. 要编辑示例查询，请在 Query SQL（查询 SQL）列中选择查询字符串。有关运行查询的信息，请参阅

运行查询并保存查询结果 (p. 185)。

示例：查找于 2023 年 1 月 22 日调用 CreateBucket 的所有主
体的用户身份

SELECT  
    userIdentity.principalid,  
    eventName  
FROM  
     event_data_store_ID
WHERE  
    userIdentity.principalid IS NOT NULL  
AND  
    eventTime > '2023-01-22 00:00:00'  
AND  
    eventTime < '2023-01-23 00:00:00'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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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Name='CreateBucket'

结果

{ 
    "QueryStatus": "FINISHED", 
    "QueryStatistics": { 
        "ResultsCount": 1, 
        "TotalResultsCount": 1, 
        "BytesScanned": 25077 
    }, 
    "QueryResultRows": [ 
        [ 
            { 
                "principalid": "principal_ID" 
            }, 
            { 
                "eventName": "CreateBucket" 
            } 
        ] 
    ]
}

示例：查找用户于 2023 年 1 月 22 日调用的所有 API

SELECT  
    eventID,  
    eventName,  
    eventSource,  
    eventTime
FROM  
     event_data_store_ID
WHERE  
    userIdentity.username = 'bob'  
AND  
    eventTime > '2023-01-22 00:00:00'  
AND  
    eventTime < '2023-01-23 00:00:00'

结果

{ 
    "QueryStatus": "FINISHED", 
    "QueryStatistics": { 
        "ResultsCount": 2, 
        "TotalResultsCount": 2, 
        "BytesScanned": 13287 
    }, 
    "QueryResultRows": [ 
        [ 
            { 
                "eventID": "EXAMPLE-c3b6-43e4-aa35-b2490EXAMPLE" 
            }, 
            { 
                "eventName": "DescribeQuery" 
            }, 
            { 
                "eventSource": "cloudtrail.amazonaws.com" 
            }, 
            { 
                "eventTime": "2023-01-22 16:53:53.000" 

版本 1.0
182



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
示例查询

            } 
        ], 
        [ 
            { 
                "eventID": "EXAMPLE6-ac95-4b37-b587-76a80EXAMPLE" 
            }, 
            { 
                "eventName": "ListBuckets" 
            }, 
            { 
                "eventSource": "s3.amazonaws.com" 
            }, 
            { 
                "eventTime": "2023-01-22 20:25:01.000" 
            } 
        ] 
    ]
}

示例：查找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进行的 API 调用数量，按
eventName 和 eventSource 分组
SELECT  
    eventSource,  
    eventName,  
    COUNT(*) AS apiCount
FROM  
     event_data_store_ID
WHERE  
    eventTime > '2023-01-01 00:00:00'  
GROUP BY  
    eventSource, eventName  
ORDER BY  
    apiCount DESC

结果

{ 
    "QueryStatus": "FINISHED", 
    "QueryStatistics": { 
        "ResultsCount": 3, 
        "TotalResultsCount": 3, 
        "BytesScanned": 10442 
    }, 
    "QueryResultRows": [ 
        [ 
            { 
                "eventSource": "s3.amazonaws.com" 
            }, 
            { 
                "eventName": "PutObject" 
            }, 
            { 
                "apiCount": "96059" 
            } 
        ], 
        [ 
            { 
                "eventSource": "dynamodb.amazonaws.com" 
            }, 
            { 
                "eventName": "Describe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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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piCount": "49426" 
            } 
        ], 
        [ 
            { 
                "eventSource": "sts.amazonaws.com" 
            }, 
            { 
                "eventName": "AssumeRole" 
            }, 
            { 
                "apiCount": "45617" 
            } 
        ] 
    ]
}

示例：查找在一组区域中登录过控制台的所有用户
SELECT  
    eventTime,  
    useridentity.arn,  
    awsRegion
FROM  
     event_data_store_ID
WHERE  
    awsRegion in ('us-east-1', 'us-west-2')  
AND 
    eventName = 'ConsoleLogin'

结果

{ 
    "QueryStatus": "FINISHED", 
    "QueryStatistics": { 
        "ResultsCount": 2, 
        "TotalResultsCount": 2, 
        "BytesScanned": 15580 
    }, 
    "QueryResultRows": [ 
        [ 
            { 
                "eventTime": "2022-02-08 19:54:44.000" 
            }, 
            { 
                "arn": "arn:aws:sts::123456789012:assumed-role/example-identity" 
            }, 
            { 
                "awsRegion": "us-east-1" 
            } 
        ], 
        [ 
            { 
                "eventTime": "2022-01-21 16:38:27.000" 
            }, 
            { 
                "arn": "arn:aws:sts::123456789012:assumed-role/example-identity" 
            }, 
            { 
                "awsRegion": "us-west-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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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示例：查找 2023 年 1 月运行的所有 CloudTrail Lake 查询

SELECT  
    element_at(responseElements, 'queryId'),  
    element_at(requestParameters, 'queryStatement')
FROM  
     event_data_store_ID
WHERE  
    eventName='StartQuery'  
AND  
    eventSource = 'cloudtrail.amazonaws.com'  
AND  
    responseElements IS NOT NULL
AND  
    eventTime > '2023-01-01 00:00:00'  
AND  
    eventTime < '2023-02-01 00:00:00'

结果

{ 
    "QueryStatus": "FINISHED", 
    "QueryStatistics": { 
        "ResultsCount": 1, 
        "TotalResultsCount": 1, 
        "BytesScanned": 13002 
    }, 
    "QueryResultRows": [ 
        [ 
            { 
                "_col0": "arn:aws:cloudtrail:us-east-1:123456789012:eventdatastore/EXAMPLE-
f852-4e8f-8bd1-bcf6cEXAMPLE" 
            }, 
            { 
                "_col1": "select * from event_data_store_ID limit 1;" 
            } 
        ] 
    ]
}

运行查询并保存查询结果
选择或保存查询后，您可以在事件数据存储中运行查询。

运行查询时，您可以选择将查询结果保存到 Amazon S3 存储桶。在 CloudTrail Lake 中运行查询时，您需要
按查询所扫描的数据量付费。将查询结果保存到 S3 存储桶不会产生额外的 L CloudTrail ake 费用，但会产生 
S3 存储费用。有关 S3 定价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S3 定价。

保存查询结果时，查询结果可能会先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显示，然后才能在 S3 存储桶中进行查看，这
是因为查询扫描完成后才会 CloudTrail 传送查询结果。虽然大多数查询会在几分钟内完成，但 S3 存储桶
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将查询结果传送 CloudTrail 到 S3 存储桶，具体取决于事件数据存储的大小。 
CloudTrail 会采用 gzip 压缩格式将查询结果传送到 S3 存储桶。 平均而言，查询扫描完成后，传送到 S3 存
储桶的每 GB 数据预计将出现 6 分钟的延迟。

使用 La CloudTrail ke 运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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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CloudTrail 主机，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cloudtrail/。

2. 在导航窗格中，打开 Lake（湖）子菜单，然后选择 Query（查询）。
3. 在 Saved queries（已保存查询）或 Sample queries（示例查询）选项卡中，通过在 Query SQL（查询 

SQL）列中选择该值，选择要运行的查询。
4. 在 Editor（编辑器）选项卡的 Event data store（事件数据存储）中，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事件数据存储。
5. （可选）在 Editor（编辑器）选项卡上，选择 Save results to S3（将结果保存到 S3）以将查询结果保

存到 S3 存储桶。选择默认 S3 存储桶时， CloudTrail 会创建并应用所需的存储桶策略。有关保存查询
结果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有关已保存查询结果的其他信息 (p. 186)。

Note

要使用其他存储桶，请指定存储桶名称，或选择 Browse S3（浏览 S3）以选择存储桶。存储桶
策略必须授予向存储桶传送查询结果的 CloudTrail 权限。有关手动编辑存储桶策略的信息，请
参阅用于 CloudTrail Lake 查询结果的 Amazon S3 存储桶策略 (p. 359)。

6. 在 Editor（编辑器）选项卡上，选择 Run（运行）。

根据事件数据存储的大小及其包含的数据天数，运行查询可能需要几分钟时间。Command output（命
令输出）选项卡用于显示查询的状态以及查询是否已完成运行。在完成运行查询后，打开 Query 
results（查询结果）选项卡，以查看活跃查询（编辑器中当前显示的查询）的结果表。

Note

运行时间超过一小时的查询可能会超时。您仍可获得在查询超时之前处理的部分结果。 CloudTrail 
不会将部分查询结果传送到 S3 存储桶。要避免超时，您可以通过指定较短的时间范围来优化查
询，从而限制扫描的数据量。

有关已保存查询结果的其他信息
保存查询结果后，可从 S3 存储桶下载已保存的查询结果。有关寻找和下载已保存查询结果的更多信息，请
参阅 获取和下载已保存的查询结果 (p. 187)。

您还可以验证已保存的查询结果，以确定查询结果在 CloudTrail 传送后是否已修改、删除或未更改。有关验
证已保存查询结果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验证已保存的查询结果 (p. 188)。

查看查询结果
查询完成后，您可以查看其结果。查询结果在查询完成后的七天内可用。您可以在 Query results（查询结
果）选项卡上查看活跃查询的结果，也可以在 Lake 主页的 Results history（结果历史记录）选项卡上访问所
有最近查询的结果。

查询结果可以从较早的查询运行更改为较新的查询，因为可以在查询之间记录查询期间较新的事件。

保存查询结果时，查询结果可能会先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显示，然后才能在 S3 存储桶中进行查看，这
是因为查询扫描完成后才会 CloudTrail 传送查询结果。虽然大多数查询会在几分钟内完成，但 S3 存储桶
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将查询结果传送 CloudTrail 到 S3 存储桶，具体取决于事件数据存储的大小。 
CloudTrail 会采用 gzip 压缩格式将查询结果传送到 S3 存储桶。 平均而言，查询扫描完成后，传送到 S3 存
储桶的每 GB 数据预计将出现 6 分钟的延迟。有关寻找和下载已保存查询结果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获取和下
载已保存的查询结果 (p. 187)。

Note

运行时间超过一小时的查询可能会超时。您仍可获得在查询超时之前处理的部分结果。 CloudTrail 
不会将部分查询结果传送到 S3 存储桶。要避免超时，您可以通过指定较短的时间范围来优化查
询，从而限制扫描的数据量。

1. 在活跃查询的 Query results（查询结果）选项卡中，每行表示与查询匹配的事件结果。通过在搜索栏中
输入全部或部分事件字段值来筛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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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Command output（命令输出）选项卡中，查看有关已运行查询的元数据，例如事件数据存储 ID、运
行时间、扫描的结果数以及查询是否成功。如果您将查询结果保存到 Amazon S3 存储桶，则元数据还
将包括指向包含已保存查询结果的 S3 存储桶的链接。

获取和下载已保存的查询结果
保存查询结果后，需要查找包含查询结果的文件。CloudTrail 会将查询结果传送到您在保存查询结果时指定
的 Amazon S3 存储桶。

Note

保存查询结果时，查询结果可能会先在控制台中显示，然后才能在 S3 存储桶中进行查看，这是
因为 CloudTrail 在查询扫描完成后才会传送查询结果。虽然大多数查询会在几分钟内完成，但 
CloudTrail 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将查询结果传送到 S3 存储桶，具体取决于事件数据存储的大
小。CloudTrail 会采用 gzip 压缩格式将查询结果传送到 S3 存储桶。平均而言，查询扫描完成后，
传送到 S3 存储桶的每 GB 数据预计将出现 6 分钟的延迟。

主题
• 查找 CloudTrail Lake 保存的查询结果 (p. 187)
• 下载 CloudTrail Lake 保存的查询结果 (p. 188)

查找 CloudTrail Lake 保存的查询结果
CloudTrail 会将查询结果和签名文件发布到 S3 存储桶。查询结果文件包含已保存查询的输出，并且签名文件
会提供查询结果的签名和哈希值。您可以使用签名文件验证查询结果。有关验证查询结果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 验证已保存的查询结果 (p. 188)。

要检索查询结果或签名文件，您可以使用 Amazon S3 控制台、Amazon S3 命令行界面（CLI）或 API。

使用 Amazon S3 控制台查找查询结果和签名文件

1. 打开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控制台。
2. 选择您指定的存储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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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对象层次结构中导航，直至找到查询结果和签名文件。查询结果文件的扩展名为 .csv.gz，签名文件的
扩展名为 .json。

您将看到一个与下面示例类似的对象层次结构，但具体存储桶名称、账户 ID、日期和查询 ID 有所不同。

All Buckets 
    Bucket_Name 
        AWSLogs 
            Account_ID; 
                CloudTrail-Lake 
                    Query 
                        2022 
                            06 
                              20 
                                Query_ID

下载 CloudTrail Lake 保存的查询结果
保存查询结果后，CloudTrail 会将两种类型的文件传送到 Amazon S3 存储桶。

• JSON 格式的签名文件，可用于验证查询结果文件。该签名文件名为 result_sign.json。有关签名文件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 CloudTrail 签名文件结构 (p. 190)。

• 一个或多个 CSV 格式的查询结果文件，其中包含查询结果。传送的查询结果文件数量取决于查询结果的总
大小。查询结果文件的最大文件大小为 1 TB。每个查询结果文件均以 result_number.csv.gz 命名。例如，
如果查询结果的总大小为 2 TB，则您将有两个查询结果文件，result_1.csv.gz 和 result_2.csv.gz。

CloudTrail 查询结果和签名文件是 Amazon S3 对象。您可以使用 S3 控制台、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CLI）或 S3 API 来检索查询结果和签名文件。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使用 Amazon S3 控制台下载查询结果和签名文件。

使用 Amazon S3 控制台下载查询结果或签名文件

1. 打开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控制台。
2. 选择存储桶并选择要下载的文件。

3. 选择 Download（下载），然后按照提示保存文件。
Note

某些浏览器（例如 Chrome）会自动为您提取查询结果文件。如果您的浏览器有这种功能，请
跳到步骤 5。

4. 使用 7-Zip 等产品提取查询结果文件。
5. 打开查询结果或签名文件。

验证已保存的查询结果
要确定查询结果经 CloudTrail 传送后是否已修改、删除或未更改，您可以使用 CloudTrail 查询结果完整性验
证。该功能是使用业界标准算法构建的：哈希采用 SHA-256，数字签名采用带 RSA 的 SHA-256。这样，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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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删除或伪造 CloudTrail 查询结果文件而不被检测到在计算上是不可行的。您可以使用命令行验证查询
结果文件。

为什么使用它？
在安全和事故调查中，经验证的查询结果文件非常重要。例如，经验证的查询结果文件可帮助您明确地断言
查询结果文件未经更改。CloudTrail 查询结果文件完整性验证过程还可让您了解查询结果文件是否已删除或
更改。

主题
• 使用命令行验证查询结果 (p. 189)
• CloudTrail 签名文件结构 (p. 190)
• CloudTrail 查询结果文件完整性验证的自定义实现 (p. 192)

使用命令行验证查询结果
您可以使用命令行验证查询结果和签名文件的完整性。

先决条件
要使用命令行验证查询结果的完整性，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您必须在线连接到 AWS。
• 您必须拥有包含签名和查询结果文件的 Amazon S3 存储桶的读取访问权限。
• 您必须已安装 OpenSSL。

验证查询结果
请按照以下步骤使用命令行验证查询结果。

1. 使用 aws S3 sync 命令从 S3 存储桶下载查询结果和签名文件。您必须指定传送查询结果和签名文件
的 S3 URI，以及 S3 存储桶区域。

aws s3 sync s3://s3-bucket-name/optional-prefix/AWSLogs/aws-account-ID/CloudTrail-Lake/
Query/year/month/date/query-ID/ ./ --region region-name
            

2. 使用 openssl dgst 命令计算每个查询结果文件的 sha256 哈希值，然后将该值与签名文件中的哈希值
进行比较。有关签名文件中所包含字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loudTrail 签名文件结构 (p. 190)。

openssl dgst -sha256 result_number.csv.gz 
             

3. 使用 printf 命令生成用于验证签名的公钥 PEM 文件。

printf -- "-----BEGIN RSA PUBLIC KEY-----\n%s\n-----END RSA PUBLIC KEY-----" 
 "public_key_content" | fold -w64 >> public_key_pkcs1.pem 
             

4. 使用 openssl rsa 命令将公钥 PEM 文件转换为 OpenSSL 可加载格式。

openssl rsa -RSAPublicKey_in -in public_key_pkcs1.pem -pubout -out public_key_x509.pem  
             

5. 使用 printf 和 xxd 命令生成新的二进制签名文件。将 hash_signature 替换为签名文件中的
hashSignature 值，并将##替换为您正在创建的新签名文件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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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f "hash_signature" >> signature
xxd -r -p signature signature.bin 
             

6. 创建 hash_list 并使用 printf 命令将其输出到文件。hash_list 是一个字符串，其中包含以空
格分隔的每个查询结果文件的 files.fileHashValue 值。签名文件中提供了每个查询结果文件的
files.fileHashValue。

printf "hash_list" >> hash_list_file
            

例如，如果签名文件的 files 数组包含以下三个查询结果文件，则 hash_list 值为“aaa bbb ccc”。

“files": [ 

   { 

        "fileHashValue" : “aaa”, 

        "fileName" : "result_1.csv.gz" 

   }, 
   { 
       
        "fileHashValue" : “bbb”, 
       
        "fileName" : "result_2.csv.gz" 
      
   }, 
   { 

        "fileHashValue" : “ccc”, 
       
        "fileName" : "result_3.csv.gz" 

   }
],

7. 使用 openssl dgst 命令验证签名。

openssl dgst -sha256 -verify public_key_x509.pem -
signature signature.bin hash_list_file
            

如果签名正确，该命令将返回以下输出。

Verified OK

如果签名无效，该命令将返回以下输出。

Verification Failure

CloudTrail 签名文件结构
签名文件包含保存查询结果时传送到 Amazon S3 存储桶的每个查询结果文件的名称、每个查询结果文件的
哈希值以及文件的数字签名。数字签名和哈希值用于验证查询结果文件和签名文件本身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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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文件位置

签名文件将传送到遵循以下语法的 Amazon S3 存储桶位置。

s3://s3-bucket-name/optional-prefix/AWSLogs/aws-account-ID/CloudTrail-Lake/
Query/year/month/date/query-ID/result_sign.json

示例签名文件内容

以下示例签名文件包含 CloudTrail Lake 查询结果的信息。

{ 
  "version": "1.0", 
  "region": "us-east-1", 
  "files": [ 
    { 
      "fileHashValue" : "de85a48b8a363033c891abd723181243620a3af3b6505f0a44db77e147e9c188", 
      "fileName" : "result_1.csv.gz" 
    } 
  ], 
  "hashAlgorithm" : "SHA-256", 
  "signatureAlgorithm" : "SHA256withRSA", 
  "queryCompleteTime": "2022-05-10T22:06:30Z", 
  "hashSignature" : 
 "7664652aaf1d5a17a12ba50abe6aca77c0ec76264bdf7dce71ac6d1c7781117c2a412e5820bccf473b1361306dff648feae20083ad3a27c6118172a81635829bdc7f7b795ebfabeb5259423b2fb2daa7d1d02f55791efa403dac553171e7ce5f9307d13e92eeec505da41685b4102c71ec5f1089168dacde702c8d39fed2f25e9216be5c49769b9db51037cb70a84b5712e1dffb005a74580c7fdcbb89a16b9b7674e327de4f5414701a772773a4c98eb008cca34228e294169901c735221e34cc643ead34628aabf1ba2c32e0cdf28ef403e8fe3772499ac61e21b70802dfddded9bea0ddfc3a021bf2a0b209f312ccee5a43f2b06aa35cac34638f7611e5d7", 
  "publicKeyFingerprint" : "67b9fa73676d86966b449dd677850753"
}

签名文件字段描述

以下是对签名文件中每个字段的描述：

version

签名文件的版本。

region

用于保存查询结果的 AWS 账户所在区域。

files.fileHashValue

已压缩的查询结果文件内容的十六进制编码哈希值。

files.fileName

查询结果文件的名称。

hashAlgorithm

用于对查询结果文件进行哈希处理的哈希算法。

signatureAlgorithm

用于对文件进行签名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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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CompleteTime

指示 CloudTrail 何时将查询结果传送到 S3 存储桶。您可以使用此值来查找公钥。

hashSignature

文件的哈希签名。

publicKeyFingerprint

用于对文件进行签名的公钥的十六进制编码指纹。

CloudTrail 查询结果文件完整性验证的自定义实现
CloudTrail 采用了行业标准、可公开使用的加密算法和哈希函数，因此，您可以自行创建您自己的工具，以
验证 CloudTrail 查询结果文件完整性。当您将查询结果保存到 Amazon S3 存储桶后，CloudTrail 会将签名
文件传送到您的 S3 存储桶。您可以实施自己的验证解决方案以验证签名和查询结果文件。有关签名文件的
更多信息，请参阅 CloudTrail 签名文件结构 (p. 190)。

本主题介绍了签名文件的签名方式，并详述了实施验证签名文件及签名文件所引用查询结果文件的解决方案
所需采取的步骤。

了解 CloudTrail 签名文件的签名方式
CloudTrail 签名文件使用 RSA 数字签名。对于每个签名文件，CloudTrail 将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一个哈希列表，其中包含每个查询结果文件的哈希值。
2. 获取区域唯一的私钥。
3. 将此字符串的 SHA-256 哈希值和私钥传递给 RSA 签名算法（生成数字签名）。
4. 将签名的字节代码编码成十六进制格式。
5. 将数字签名放入签名文件中。

数据签名字符串的内容

数据签名字符串包含以空格分隔的每个查询结果文件的哈希值。签名文件列出了每个查询结果文件的
fileHashValue。

自定义验证实现步骤
实施自定义验证解决方案时，需要验证签名文件及其引用的查询结果文件。

验证签名文件

要验证签名文件，您需要其签名、与用于对其进行签名的私钥对应的公钥以及您计算的数据签名字符串。

1. 获取签名文件。
2. 验证是否已从签名文件的原始位置检索到签名文件。
3. 获取签名文件的十六进制编码签名。
4. 获取与用于对签名文件进行签名的私钥对应的公钥的十六进制编码指纹。
5. 检索与签名文件中的 queryCompleteTime 对应的时间范围的公钥。对于时间范围，请选择早于

queryCompleteTime 的 StartTime 和晚于 queryCompleteTime 的 EndTime。
6. 从检索到的公钥中，选择指纹与签名文件中的 publicKeyFingerprint 值匹配的公钥。
7. 使用包含以空格分隔的每个查询结果文件哈希值的哈希列表，重新创建用于验证签名文件签名的数据签名

字符串。签名文件列出了每个查询结果文件的 fileHash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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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签名文件的 files 数组包含以下三个查询结果文件，则哈希列表为“aaa bbb ccc”。

“files": [ 

   { 

        "fileHashValue" : “aaa”, 

        "fileName" : "result_1.csv.gz" 

   }, 
   { 
       
        "fileHashValue" : “bbb”, 
       
        "fileName" : "result_2.csv.gz" 
      
   }, 
   { 

        "fileHashValue" : “ccc”, 
       
        "fileName" : "result_3.csv.gz" 

   }
],

8. 将此字符串的 SHA-256 哈希值、公钥及签名作为参数传递给 RSA 签名验证算法，以验证签名。如果结果
为 true，则签名文件有效。

验证查询结果文件

如果签名文件有效，请验证签名文件引用的查询结果文件。要验证查询结果文件的完整性，请计算其压缩内
容的 SHA-256 哈希值，并将结果与签名文件中记录的查询结果文件中的 fileHashValue 进行比较。如果
哈希值匹配，则查询结果文件有效。

以下部分详细介绍了验证过程。

A. 获取签名文件

第一步是获取签名文件并获取公钥的指纹。

1. 从 Amazon S3 存储桶中获取要验证的查询结果的签名文件。
2. 接下来，从签名文件中获取 hashSignature 值。
3. 在签名文件中，从 publicKeyFingerprint 字段中获取与用于对文件进行签名的私钥对应的公钥的指

纹。

B. 检索用于验证签名文件的公钥

要获取用于验证签名文件的公钥，您可以使用 AWS CLI 或 CloudTrail API。在这两种情况下，您都需要指定
要验证的签名文件的时间范围（即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使用与签名文件中的 queryCompleteTime 对
应的时间范围。对于您指定的时间范围，可能会返回一个或多个公钥。返回的密钥的有效时间范围可能会发
生重叠。

Note

由于 CloudTrail 按区域使用不同的私钥/公钥对，因此系统会使用对其区域唯一的私钥对签名文件进
行签名。因此，当您验证来自特定区域的签名文件时，必须从同一区域检索其公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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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WS CLI 检索公钥

要使用 AWS CLI 检索签名文件的公钥，请使用 cloudtrail list-public-keys 命令。此命令采用以下
格式：

aws cloudtrail list-public-keys [--start-time <start-time>] [--end-time <end-
time>]

start-time 和 end-time 参数为 UTC 时间戳且是可选的。如果未指定，则使用当前时间，且返回当前有效的一
个或多个公钥。

示例响应

响应是代表所返回的一个或多个密钥的 JSON 对象的列表：

使用 CloudTrail API 检索公钥

要使用 CloudTrail API 检索签名文件的公钥，请向 ListPublicKeys API 传入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值。ListPublicKeys API 会返回与用于在指定时间范围对文件进行签名的私钥对应的公钥。对于每个公
钥，此 API 还返回相应的指纹。

ListPublicKeys

本部分介绍 ListPublicKeys API 的请求参数和响应元素。

Note

ListPublicKeys 的二进制字段的编码可能随时发生变化。

请求参数

名称 描述

StartTime （可选）以 UTC 格式指定要查找 CloudTrail 签名文件公钥的起始时间范围。如
果未指定 StartTime，则使用当前时间，且返回当前公钥。

类型：DateTime

EndTime （可选）以 UTC 格式指定要查找 CloudTrail 签名文件公钥的结束时间范围。如
果未指定 EndTime，则使用当前时间。

类型：DateTime

响应元素

PublicKeyList - PublicKey 对象数组，包含：

名称 描述

Value DER 编码的公钥值（采用 PKCS #1 格式）。

类型：Blob

ValidityStartTime 公钥有效的起始时间。

类型：Dat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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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dityEndTime 公钥有效的结束时间。

类型：DateTime

Fingerprint 公钥的指纹。指纹可用于识别验证签名文件所必需的公钥。

类型：字符串

C. 选择要用于验证的公钥

从 list-public-keys 或 ListPublicKeys 检索到的公钥中，选择指纹与签名文件的
publicKeyFingerprint 字段中记录的指纹匹配的公钥。此即为用于验证签名文件的公钥。

D. 重新创建数据签名字符串

现在，您已拥有签名文件的签名及关联公钥，接下来，您需要计算数据签名字符串。算出数据签名字符串
后，您就有了验证签名所需的输入。

数据签名字符串包含以空格分隔的每个查询结果文件的哈希值。重新创建此字符串后，您可以验证签名文
件。

E. 验证签名文件

将重新创建的数据签名字符串、数字签名和公钥传递给 RSA 签名验证算法。如果输出为 true，则已验证签名
文件的签名，且签名文件有效。

F. 验证查询结果文件

验证签名文件后，您可以验证其引用的查询结果文件。签名文件包含查询结果文件的 SHA-256 哈希值。如果
某个查询结果文件在 CloudTrail 将其传送后发生修改，则 SHA-256 哈希值会发生变化，且签名文件的签名
将不匹配。

使用以下步骤验证签名文件的 files 数组中列出的查询结果文件。

1. 从签名文件中的 files.fileHashValue 字段检索文件的原始哈希值。
2. 使用 hashAlgorithm 中指定的哈希算法计算压缩的查询结果文件内容的哈希值。
3. 将您为每个查询结果文件生成的哈希值与签名文件中的 files.fileHashValue 进行比较。如果哈希

值匹配，则查询结果文件有效。

离线验证签名和查询结果文件

离线验证签名和查询结果文件时，您通常可以按照前述部分中介绍的流程进行。但是，您必须考虑以下有关
公钥的信息。

公钥

要进行离线验证，首先必须在线获取验证给定时间范围内的查询结果文件所需的公钥（例如，通过调用
ListPublicKeys 实现），然后将其离线存储。每当您需要验证超出指定的初始时间范围的其他文件时，
都必须重复执行这一步。

示例验证代码段

以下示例代码段提供验证 CloudTrail 签名和查询结果文件的框架代码。此框架代码未指定在线/离线条件；
也就是说，由您决定是否实现在线连接到 AWS 的代码。建议在实现中使用 Java Cryptography Extension 
(JCE) 和 Bouncy Castle 作为安全提供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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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代码段：

• 如何创建用于验证签名文件签名的数据签名字符串。
• 如何验证签名文件的签名。
• 如何计算查询结果文件的哈希值，并将其与签名文件中列出的 fileHashValue 进行比较，以验证查询结

果文件的真实性。

import org.apache.commons.codec.binary.Hex;
import org.bouncycastle.asn1.pkcs.PKCSObjectIdentifiers;
import org.bouncycastle.asn1.pkcs.RSAPublicKey;
import org.bouncycastle.asn1.x509.AlgorithmIdentifier;
import org.bouncycastle.asn1.x509.SubjectPublicKeyInfo;
import org.bouncycastle.jce.provider.BouncyCastleProvider;
import org.json.JSONArray;
import org.json.JSONObject; 
  
import java.security.KeyFactory;
import java.security.MessageDigest;
import java.security.PublicKey;
import java.security.Security;
import java.security.Signature;
import java.security.spec.X509EncodedKeySpec;
import java.util.ArrayList;
import java.util.Arrays;
import java.util.List;
import java.util.stream.Collectors; 
  
  
public class SignFileValidationSampleCode { 
  
    public void validateSignFile(String s3Bucket, String s3PrefixPath) throws Exception { 
        MessageDigest messageDigest = MessageDigest.getInstance("SHA-256"); 
  
        // Load the sign file from S3 (using Amazon S3 Client) or from your local copy 
        JSONObject signFile = loadSignFileToMemory(s3Bucket, String.format("%s/%s", 
 s3PrefixPath, "result_sign.json")); 
  
        // Using the Bouncy Castle provider as a JCE security provider - http://
www.bouncycastle.org/ 
        Security.addProvider(new BouncyCastleProvider()); 
  
        List<String> hashList = new ArrayList<>(); 
  
        JSONArray jsonArray = signFile.getJSONArray("files"); 
  
        for (int i = 0; i < jsonArray.length(); i++) { 
            JSONObject file = jsonArray.getJSONObject(i); 
            String fileS3ObjectKey = String.format("%s/%s", s3PrefixPath, 
 file.getString("fileName")); 
  
            // Load the export file from S3 (using Amazon S3 Client) or from your local 
 copy 
            byte[] exportFileContent = loadCompressedExportFileInMemory(s3Bucket, 
 fileS3ObjectKey); 
            messageDigest.update(exportFileContent); 
            byte[] exportFileHash = messageDigest.digest(); 
            messageDigest.reset(); 
            byte[] expectedHash = Hex.decodeHex(file.getString("fileHashValue")); 
  
            boolean signaturesMatch = Arrays.equals(expectedHash, exportFileHash); 
            if (!signaturesMatch) { 
                System.err.println(String.format("Export file: %s/%s hash doesn't match.
\tExpected: %s Actual: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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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3Bucket, fileS3ObjectKey, 
                        Hex.encodeHexString(expectedHash), 
 Hex.encodeHexString(exportFileHash))); 
            } else { 
                System.out.println(String.format("Export file: %s/%s hash match", 
                        s3Bucket, fileS3ObjectKey)); 
            } 
  
            hashList.add(file.getString("fileHashValue")); 
        } 
        String hashListString = hashList.stream().collect(Collectors.joining(" ")); 
  
        /* 
            NOTE: 
            To find the right public key to verify the signature, call CloudTrail 
 ListPublicKey API to get a list 
            of public keys, then match by the publicKeyFingerprint in the sign file. Also, 
 the public key bytes 
            returned from ListPublicKey API are DER encoded in PKCS#1 format: 
  
            PublicKeyInfo ::= SEQUENCE { 
                algorithm       AlgorithmIdentifier, 
                PublicKey       BIT STRING 
            } 
  
            AlgorithmIdentifier ::= SEQUENCE { 
                algorithm       OBJECT IDENTIFIER, 
                parameters      ANY DEFINED BY algorithm OPTIONAL 
            } 
        */ 
        byte[] pkcs1PublicKeyBytes = getPublicKey(signFile.getString("queryCompleteTime"), 
                signFile.getString("publicKeyFingerprint")); 
        byte[] signatureContent = Hex.decodeHex(signFile.getString("hashSignature")); 
  
        // Transform the PKCS#1 formatted public key to x.509 format. 
        RSAPublicKey rsaPublicKey = RSAPublicKey.getInstance(pkcs1PublicKeyBytes); 
        AlgorithmIdentifier rsaEncryption = new 
 AlgorithmIdentifier(PKCSObjectIdentifiers.rsaEncryption, null); 
        SubjectPublicKeyInfo publicKeyInfo = new SubjectPublicKeyInfo(rsaEncryption, 
 rsaPublicKey); 
  
        // Create the PublicKey object needed for the signature validation 
        PublicKey publicKey = KeyFactory.getInstance("RSA", "BC") 
                .generatePublic(new X509EncodedKeySpec(publicKeyInfo.getEncoded())); 
  
        // Verify signature 
        Signature signature = Signature.getInstance("SHA256withRSA", "BC"); 
        signature.initVerify(publicKey); 
        signature.update(hashListString.getBytes("UTF-8")); 
  
        if (signature.verify(signatureContent)) { 
            System.out.println("Sign file signature is valid."); 
        } else { 
            System.err.println("Sign file signature failed validation."); 
        } 
  
        System.out.println("Sign file validation completed."); 
    }
}

学习资源
以下资源可以帮助您更好地了解什么是 CloudTrail Lake，以及如何使用。

版本 1.0
197



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
使用管理 CloudTrail LakeAWS CLI

• 使用 L CloudTrail ake 实现审计日志管理现代化（YouTube 视频）
• 了解员工和客户身份的活动日志（AWS 博客）
• 使用 AWS CloudTrail Lake 识别与 AWS 服务端点的较旧 TLS 连接（AWS 博客）
• Arctic Wolf 如何使用 AWS CloudTrail Lake 简化安全和运营（AWS 博客）
• CloudTrail 湖泊常见问题
• AWS CloudTrail API 参考
• AWS CloudTrail 数据 API 参考
• AWS CloudTrail 合作伙伴入门指南

使用管理 CloudTrail LakeAWS CLI
以下为示例AWS CLI命令，用于在 L CloudTrail ake 中创建和管理事件数据存储和查询。

主题
• 为数据事件创建事件 CloudTrail 数据存储 (p. 198)
• 为 AWS Config 配置项目创建事件数据存储 (p. 199)
• 创建集成以记录来自 AWS 外部的事件 (p. 200)
• 获取事件数据存储 (p. 205)
• 列出账户中的所有事件数据存储 (p. 205)
• 更新事件数据存储 (p. 206)
• 删除事件数据存储 (p. 207)
• 恢复事件数据存储 (p. 207)
• 列出所有通道 (p. 207)
• 更新通道 (p. 207)
• 删除通道以删除集成 (p. 208)
• 开始查询 (p. 208)
• 获取有关查询的元数据 (p. 208)
• 获取查询结果 (p. 209)
• 列出事件数据存储中的所有查询 (p. 209)
• 取消正在运行的查询 (p. 210)

为数据事件创建事件 CloudTrail 数据存储
以下示例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AWS CLI）命令创建一个名为 my-event-data-store 的事
件数据存储，它将选择所有 Amazon S3 数据事件。本示例中的事件数据存储保留期为 90 天。--name
为必填项；其它参数为可选项。--retention-period 的有效值是 7 到 2557 之间的整数，表示天数。
如果您未指定--retention-period，将 CloudTrail 使用默认保留期 2557 天。默认情况下，即使未
添加参数，也会设置 --multi-region-enabled，并且事件数据存储包含来自所有区域的事件。默
认情况下，不会为 AWS Organizations 组织中的所有账户启用事件数据存储。要使事件数据存储能够收
集组织中所有账户的事件，请添加 --organization-enabled 参数。分别为参数 --termination-
protection-enabled（默认），以及 --no-termination-protection-enabled 设置和删除终止
保护。或者，您可以选择启用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加密，然后通过向命令添加 --kms-key-
id 并将 KMS 密钥 ARN 指定为值，来指定 AWS KMS key。--advanced-event-selectors 参数可以
包括或排除您的事件数据存储中的数据事件。有关的更多信息--advanced-event-selectors，请参阅
AdvancedEventSelectors CloudTrail API 参考中的。

aws cloudtrail create-event-data-store \
--name my-event-data-store \
--retention-period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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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s-key-id "arn:aws:kms:us-east-1:0123456789:alias/KMS_key_alias" \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Name": "Select all S3 data even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S3::Object"] }, 
                { "Field": "resources.ARN", "StartsWith": ["arn:aws:s3"] } 
            ] 
        } 
    ]'

以下为响应示例。

{ 
    "EventDataStore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1:123456789012:eventdatastore/EXAMPLE-
ee54-4813-92d5-999aeEXAMPLE", 
    "Name": "my-event-data-store", 
    "Status": "CREATED",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Name": "Select all S3 data even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S3::Object" 
                    ] 
                }, 
                { 
                    "Field": "resources.ARN", 
                    "StartsWith": [ 
                        "arn:aws:s3" 
                    ] 
                } 
            ] 
        } 
    ], 
    "MultiRegionEnabled": true, 
    "OrganizationEnabled": false, 
    "RetentionPeriod": 90, 
    "KmsKeyId": "arn:aws:kms:us-east-1:0123456789:alias/KMS_key_alias", 
    "TerminationProtectionEnabled": true, 
    "CreatedTimestamp": "2021-12-09T22:19:39.417000-05:00", 
    "UpdatedTimestamp": "2021-12-09T22:19:39.603000-05:00"
}

为 AWS Config 配置项目创建事件数据存储
以下示例 AWS CLI create-event-data-store 命令创建一个名为 my-event-data-store 的事件数据存
储，它将选择 AWS Config 配置项目。此示例中的事件数据存储保留期限为 90 天。--name 参数为必需
的；其他参数是可选的。--retention-period 的有效值是 7 到 2557 之间的整数，表示天数。如果您
未指定--retention-period，将 CloudTrail 使用默认保留期 2557 天。默认情况下，即使未添加参数，
也会设置 --multi-region-enabled，并且事件数据存储包含来自所有 AWS 区域 的配置项目。默认
情况下，不会为 AWS Organizations 组织中的所有账户启用事件数据存储；要使事件数据存储能够收集组
织中所有账户的配置项目，请添加 --organization-enabled 参数。分别为参数 --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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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enabled（默认），以及 --no-termination-protection-enabled 设置和删除终止
保护。或者，您可以选择启用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加密，然后通过向命令添加 --kms-key-id
并将 KMS 密钥 ARN 指定为值，来指定 AWS KMS key。--advanced-event-selectors 参数通过指定
eventCategory 字段等于 ConfigurationItem，以包含您的事件数据存储中的配置项目。

aws cloudtrail create-event-data-store
--name my-event-data-store
--retention-period 90
--kms-key-id "arn:aws:kms:us-east-1:0123456789:alias/KMS_key_alias" \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Name": "Select AWS Config configuration item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ConfigurationItem"] } 
            ] 
        } 
    ]'

以下为响应示例。

{ 
    "EventDataStore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1:123456789012:eventdatastore/EXAMPLE-
ee54-4813-92d5-999aeEXAMPLE", 
    "Name": "my-event-data-store", 
    "Status": "CREATED",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Name": "Select AWS Config configuration item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ConfigurationItem" 
                    ] 
                } 
            ] 
        } 
    ], 
    "MultiRegionEnabled": true, 
    "OrganizationEnabled": false, 
    "RetentionPeriod": 90, 
    "KmsKeyId": "arn:aws:kms:us-east-1:0123456789:alias/KMS_key_alias", 
    "TerminationProtectionEnabled": true, 
    "CreatedTimestamp": "2022-10-07T19:03:24.277000+00:00", 
    "UpdatedTimestamp": "2022-10-07T19:03:24.468000+00:00"
}

创建集成以记录来自 AWS 外部的事件
Note

目前，La CloudTrail ke 支持的所有商业都AWS 区域支持集成，但 me-central-1 除外。有关 
CloudTrail Lake 支持的区域的信息，请参阅CloudTrail Lake 支持的区域 (p. 150)。

在 AWS CLI 中，您可以通过四个命令（如果您已拥有符合条件的事件数据存储，则为三个命令）创建集
成，用于记录来自 AWS 外部的事件。用作集成目标的事件数据存储必须适用于单个区域和单个账户；它
们不能是多区域的，它们不能记录 AWS Organizations 中组织的事件，而只能包括活动事件。控制台中的
事件类型必须是 Events from integrations（来自集成的事件）。在 API 中，eventCategory 值必须为
ActivityAuditLog。有关集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创建与 AWS 外部事件源的集成 (p.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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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您还没有一个或多个可用于集成的事件数据存储，请运行 create-event-data-store 以创建事件数据
存储。

以下示例 AWS CLI 将创建一个事件数据存储，用于记录来自 AWS 外部的事件。对于活动事
件，eventCategory 字段选择器值为 ActivityAuditLog。事件数据存储的保留期设置为 90 天。
默认情况下，事件数据存储将从所有区域收集事件，但由于此示例是收集非 AWS 事件，因此请通过添
加 --no-multi-region-enabled 选项将其设置为单个区域。默认情况下将启用终止保护，并且事件
数据存储不会为组织中的账户收集事件。

aws cloudtrail create-event-data-store \
--name my-event-data-store \
--no-multi-region-enabled \
--retention-period 90 \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Name": "Select all external even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ActivityAuditLog"] } 
        ] 
    } 
  ]'

以下为响应示例。

{ 
    "Name": "my-event-data-store", 
    "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1:12345678910:eventdatastore/
EXAMPLEf852-4e8f-8bd1-bcf6cEXAMPLE", 
    "RetentionPeriod": "90", 
    "MultiRegionEnabled": false, 
    "OrganizationEnabled": false, 
    "TerminationProtectionEnabled": true,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Name": "Select all external even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ActivityAuditLog" 
                    ] 
                } 
            ] 
        } 
    ]
}

您需要事件数据存储 ID（ARN 的后缀，或前面的响应示例中的 EXAMPLEf852-4e8f-8bd1-
bcf6cEXAMPLE）才能继续进行下一步，并创建您的通道。

2. 运行create-channel命令创建一个通道，允许合作伙伴或来源应用程序将事件发送到存储在中的事件数
据 CloudTrail。

通道包含下列组件：

源

CloudTrail 使用这些信息来确定代表您将事件数据发送给 CloudTrail 的合作伙伴。来源是必填项，
可以是所有有效非 AWS 事件的 Custom，也可以是伙伴事件源的名称。每个来源最多允许一个通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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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可用合作伙伴 Source 值的信息，请参阅 有关集成合作伙伴的其他信息 (p. 167)。
摄取状态

该通道状态显示从通道来源接收到最后一次事件的时间。
目标

目标是用于接收来自通道的事件的 CloudTrail Lake 事件数据存储。您可以更改通道的目标事件数据
存储。

要停止接收来自某个来源的事件，请删除该通道。

您需要至少一个目标事件数据存储的 ID 才能运行此命令。目标的有效类型为 EVENT_DATA_STORE。
您可以将摄取的事件发送到多个事件数据存储。以下示例命令将创建一个通道，用于将事件发送到两
个事件数据存储，这两个存储库在 --destinations 参数的 Location 属性中由其 ID 表示。--
destinations、--name 和 --source 参数是必需的。要从 CloudTrail 合作伙伴摄取事件，请将合作
伙伴的名称指定为的值--source。要从 AWS 外部您自己的应用程序摄取事件，请将 Custom 指定为
--source 的值。

aws cloudtrail create-channel \ 
    --region us-east-1 \ 
    --destinations '[{"Type": "EVENT_DATA_STORE", "Location": "EXAMPLEf852-4e8f-8bd1-
bcf6cEXAMPLE"}, {"Type": "EVENT_DATA_STORE", "Location": "EXAMPLEg922-5n2l-3vz1- 
 apqw8EXAMPLE"}]' 
    --name my-partner-channel \ 
    --source $partnerSourceName \

在对您的 create-channel 命令的响应中，复制新通道的 ARN。在后续步骤中，您将需要该 ARN 来运行
put-resource-policy 和 put-audit-events 命令。

3. 运行put-resource-policy命令，将资源策略附加到通道。资源策略是 JSON 策略文档，它们指定了指定
主体可在资源上执行的操作，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执行操作。在通道的资源策略中定义为主体的账户可以
调用 PutAuditEvents API 来传送事件。

Note

如果您没有为通道创建资源策略，则只有通道所有者可以针对该通道调用 PutAuditEvents
API。

该策略所需的信息由集成类型决定。

• 对于直接集成， CloudTrail 要求策略包含合作伙伴的AWS账户 ID，并要求您输入合作伙伴提供的唯
一外部 ID。 CloudTrail 当您使用 CloudTrail 控制台创建集成时，会自动将合作伙伴的AWS账户 ID 添
加到资源策略中。请参阅合作伙伴的文档，以了解如何获取策略所需的 AWS 账号。

• 对于解决方案集成，您必须指定至少一个 AWS 账户 ID 作为主体，并且可以选择输入外部 ID，以防
范混淆代理。

以下是对资源策略的要求：

• 该策略中定义的资源 ARN 必须与该策略附加到的通道 ARN 相匹配。
• 该策略仅包含一项操作：cloudTrail data：PutAuditEvents
• 该策略至少包含一个语句。该策略最多可以包含 20 个语句。
• 每个语句至少包含一个主体。一个语句最多可以包含 50 个主体。

aws cloudtrail put-resource-policy \ 
    --resource-arn "channelA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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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cy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ChannelPolicy",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AWS": 
                [ 
                    "arn:aws:iam::111122223333:root", 
                    "arn:aws:iam::444455556666:root", 
                    "arn:aws:iam::123456789012:root" 
                ] 
            }, 
            "Action": "cloudtrail-data:PutAuditEvents", 
            "Resource": "arn:aws:cloudtrail:us-east-1:777788889999:channel/
EXAMPLE-80b5-40a7-ae65-6e099392355b",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cloudtrail:ExternalId": "UniqueExternalIDFromPartner" 
                } 
            } 
        } 
    ]
}" 
                     

有关资源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CloudTrail 基于资源的策略示例 (p. 352)。
4. 运行 PutAuditEventsAPI，以将您的活动事件摄取到其中 CloudTrail。您需要要 CloudTrail 添加的事

件的有效负载。在将事件有效负载摄取到事件有效负载中之前，请确保事件有效负载中没有敏感或个人
身份识别信息 CloudTrail。请注意，PutAuditEvents API 使用 cloudtrail-data CLI 端点，而不
是 cloudtrail 端点。

以下示例演示了如何使用 put-audit-events CLI 命令。--audit-events 和 --channel-arn 参数是必需
的。如果在资源策略中定义了外部 ID，则需要 --external-id 参数。您需要在前面步骤中创建的通道
的 ARN。的值--audit-events是 JSON 事件对象数组。 --audit-events包括来自事件的所需 ID、
事件所需的有效负载（作为）以及可选校验和 (p. )，以帮助在摄取到事件后验证事件的完整性 
CloudTrail。EventData

aws cloudtrail-data put-audit-events \
--channel-arn $ChannelArn \
--external-id $UniqueExternalIDFromPartner \
--audit-events \
id="event_ID",eventData='"{event_payload}"' \
id="event_ID",eventData='"{event_payload}"',eventDataChecksum="optional_checksum"

以下是包含两个事件示例的示例命令。

aws cloudtrail-data put-audit-events \
--channe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1:01234567890:channel/EXAMPLE8-0558-4f7e-
a06a-43969EXAMPLE \
--external-id UniqueExternalIDFromPartner \
--audit-events \
id="EXAMPLE3-0f1f-4a85-9664-d50a3EXAMPLE",eventData='"{\"eventVersion\":\0.01\",
\"eventSource\":\"custom1.domain.co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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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XAMPLE7-a999-486d-b241-b33a1EXAMPLE",eventData='"{\"eventVersion\":\0.02\",
\"eventSource\":\"custom2.domain.com\", ...
\}"',eventDataChecksum="EXAMPLE6e7dd61f3ead...93a691d8EXAMPLE"

以下示例命令添加了 --cli-input-json 参数，以指定事件有效负载的 JSON 文件（custom-
events.json）。

aws cloudtrail-data put-audit-events --channel-arn $channelArn --external-id 
 $UniqueExternalIDFromPartner --cli-input-json file://custom-events.json --region us-
east-1

以下是示例 JSON 文件 custom-events.json 的示例内容。

{ 
    "auditEvents": [ 
      { 
        "eventData": "{\"version\":\"eventData.version\",\"UID\":\"UID\", 
        \"userIdentity\":{\"type\":\"CustomUserIdentity\",\"principalId\":\"principalId
\", 
        \"details\":{\"key\":\"value\"}},\"eventTime\":\"2021-10-27T12:13:14Z\",
\"eventName\":\"eventName\", 
        \"userAgent\":\"userAgent\",\"eventSource\":\"eventSource\", 
        \"requestParameters\":{\"key\":\"value\"},\"responseElements\":{\"key\":\"value
\"}, 
        \"additionalEventData\":{\"key\":\"value\"}, 
        \"sourceIPAddress\":\"12.34.56.78\",\"recipientAccountId\":\"152089810396\"}", 
        "id": "1" 
      } 
   ]
}

您可以通过运行get-channel命令验证集成是否正常运行，以及 CloudTrail 是否正确地从来源摄取事件。的输
出get-channel显示了 CloudTrail接收事件的最新时间戳。

aws cloudtrail get-channel --channel arn:aws:cloudtrail:us-east-1:01234567890:channel/
EXAMPLE8-0558-4f7e-a06a-43969EXAMPLE

（可选）计算校验和值
您在PutAuditEvents请求EventDataChecksum中作为的值指定的校验和可以帮助您验证是否 CloudTrail 
收到与该校验和相匹配的事件；它可以帮助验证事件的完整性。校验和值采用一种 base64-SHA256 算法，
您可以通过运行以下命令来计算该值。

printf %s "{"eventData": "{\"version\":\"eventData.version\",\"UID\":\"UID\", 
        \"userIdentity\":{\"type\":\"CustomUserIdentity\",\"principalId\":\"principalId\", 
        \"details\":{\"key\":\"value\"}},\"eventTime\":\"2021-10-27T12:13:14Z\",\"eventName
\":\"eventName\", 
        \"userAgent\":\"userAgent\",\"eventSource\":\"eventSource\", 
        \"requestParameters\":{\"key\":\"value\"},\"responseElements\":{\"key\":\"value\"}, 
        \"additionalEventData\":{\"key\":\"value\"}, 
        \"sourceIPAddress\":\"source_IP_address\", 
        \"recipientAccountId\":\"recipient_account_ID\"}", 
        "id": "1"}" \ 
 | openssl dgst -binary -sha256 | base64

该命令将返回校验和。以下是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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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DHjkI8iehvCUCWTIAbNYkOgO/t0YNw+7rrQE=

校验和值将成为您的 PutAuditEvents 请求中 EventDataChecksum 的值。如果该校验和与所提供事件
的校验和不匹配，将通过InvalidChecksum错误 CloudTrail 拒绝该事件。

获取事件数据存储
以下示例 AWS CLI get-event-data-store 命令返回有关由必需的 --event-data-store 参数指定的事件数
据存储的信息，该参数接受 ARN 或 ARN 的 ID 后缀。

aws cloudtrail get-event-data-store
--event-data-store arn:aws:cloudtrail:us-east-1:12345678910:eventdatastore/EXAMPLE-
f852-4e8f-8bd1-bcf6cEXAMPLE

以下为响应示例。创建时间和上次更新时间采用 timestamp 格式。

{ 
    "EventDataStore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1:12345678910:eventdatastore/EXAMPLE-
f852-4e8f-8bd1-bcf6cEXAMPLE", 
    "Name": "my-event-data-store", 
    "Status": "Enabled", 
    "KmsKeyId": "kms_key_ID",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Name": "Select All S3 Data Even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S3::Object"] }, 
                { "Field": "resources.ARN", "StartsWith": ["arn:aws:s3"] } 
            ] 
        } 
    ] 
    "CreatedTimestamp": 1248496624, 
    "UpdatedTimestamp": 1598296624, 
    "MultiRegionEnabled": true, 
    "RetentionPeriod": 90, 
    "TerminationProtectionEnabled": true,
}

列出账户中的所有事件数据存储
以下示例 AWS CLI list-event-data-stores 命令返回有关当前区域内某个账户中的所有事件数据存储的信息。
可选参数包括 --max-results，以指定希望在单个页面上通过命令返回的最大结果数。如果结果数超过指
定的 --max-results 值，请再次运行命令，添加返回的 NextToken 值来获取下一页的结果。

aws cloudtrail list-event-data-stores

以下为响应示例。

{ 
    "EventDataStores": [ 
        { 
            "EventDataStore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1:123456789012:eventdatastore/
EXAMPLE-ee54-4813-92d5-999aeEXAMPLE", 
            "Name": "my-event-data-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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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更新事件数据存储
以下示例 AWS CLI update-event-data-store 命令更新事件数据存储，以将其保留期限更改为 100 天，并启
用终止保护。必要的 --event-data-store 参数值是 ARN（或 ARN 的 ID 后缀），且是必填项；其它参
数是可选项。在此示例中，添加了 --retention-period 参数，以将保留期限更改为 100 天。或者，您
可以选择启用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加密，然后通过向命令添加 --kms-key-id 并将 KMS 密钥 
ARN 指定为值，来指定 AWS KMS key。添加 --termination-protection-enabled 以在未启用终止
保护的事件数据存储上启用终止保护。

记录来自 AWS 外部事件的事件数据存储无法更新为记录 AWS 事件。同样，记录 AWS 事件的事件数据存储
也无法更新为记录来自 AWS 外部的事件。AWS

aws cloudtrail update-event-data-store
--event-data-store arn:aws:cloudtrail:us-east-1:12345678910:eventdatastore/EXAMPLE-
f852-4e8f-8bd1-bcf6cEXAMPLE
--retention-period 100
--kms-key-id "arn:aws:kms:us-east-1:0123456789:alias/KMS_key_alias" \
--termination-protection-enabled

以下为响应示例。

{ 
    "EventDataStore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1:123456789012:eventdatastore/EXAMPLE-
ee54-4813-92d5-999aeEXAMPLE", 
    "Name": "my-event-data-store", 
    "Status": "ENABLED", 
    "KmsKeyId": "kms_key_ID",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Name": "Select all S3 data even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S3::Object" 
                    ] 
                }, 
                { 
                    "Field": "resources.ARN", 
                    "StartsWith": [ 
                        "arn:aws:s3" 
                    ] 
                } 
            ] 
        } 
    ], 
    "MultiRegionEnabled": true, 
    "OrganizationEnabled": false, 
    "RetentionPeriod": 100, 
    "KmsKeyId": "arn:aws:kms:us-east-1:0123456789:alias/KMS_key_alias" 
    "TerminationProtectionEnabled":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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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dTimestamp": "2021-12-09T22:19:39.417000-05:00", 
    "UpdatedTimestamp": "2021-12-09T22:19:39.603000-05:00"
}

删除事件数据存储
以下示例 AWS CLI delete-event-data-store 命令禁用由 --event-data-store 指定的事件数据存储，它
接受事件数据存储 ARN 或 ARN 的 ID 后缀。运行 delete-event-data-store 之后，事件数据存储的最终状态
为 PENDING_DELETION，事件数据存储将在七天等待期后自动删除。必须在事件数据存储中设置 --no-
termination-protection-enabled；如果已设置 --termination-protection-enabled，则此操
作将无法正常工作。

在事件数据存储上运行 delete-event-data-store 之后，您无法在使用已禁用的数据存储的查询上运行 list-
queries、describe-query 或 get-query-results。处于等待删除状态时，事件数据存储不计入您的账户最多十
个事件数据存储的限额内。

aws cloudtrail delete-event-data-store
--event-data-store arn:aws:cloudtrail:us-east-1:12345678910:eventdatastore/EXAMPLE-
f852-4e8f-8bd1-bcf6cEXAMPLE

如果成功执行操作，则没有响应。

恢复事件数据存储
以下示例 AWS CLI restore-event-data-store 命令恢复待删除的事件数据存储。事件数据存储由 --event-
data-store 指定，它接受事件数据存储 ARN 或 ARN 的 ID 后缀。您只能在删除后的七天等待期内恢复被
删除的事件数据存储。

aws cloudtrail restore-event-data-store
--event-data-store EXAMPLE-f852-4e8f-8bd1-bcf6cEXAMPLE

响应包括有关事件数据存储的信息，包括其 ARN、高级事件选择器以及还原状态。

列出所有通道
要列出您账户中的所有通道，请运行 list-channels 命令。以下是示例。

aws cloudtrail list-channels

更新通道
要更新通道的名称或目标事件数据存储，请运行 update-channel 命令。--channel 参数是必需的。您无法
更新通道的来源。以下是示例。

aws cloudtrail update-channel \
--channel aws:cloudtrail:us-east-1:01234567890:channel/EXAMPLE8-0558-4f7e-a06a-43969EXAMPLE 
 \
--name "new-channel-name" \
--destinations '[{"Type": "EVENT_DATA_STORE", "Location": "EXAMPLEf852-4e8f-8bd1-
bcf6cEXAMPLE"}, {"Type": "EVENT_DATA_STORE", "Location": "EXAMPLEg922-5n2l-3vz1- 
 apqw8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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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通道以删除集成
要停止摄取 AWS 外部的合作伙伴或其他活动事件，请通过运行 delete-channel 命令删除该通道。需要您要
删除的通道的 ARN 或通道 ID（ARN 后缀）。以下是示例。

aws cloudtrail delete-channel \
--channel EXAMPLE8-0558-4f7e-a06a-43969EXAMPLE

开始查询
以下示例 AWS CLI start-query 命令针对在查询语句中指定为 ID 的事件数据存储运行查询，并将查询结果传
送到指定的 S3 桶。必需的 --query-statement 参数提供 SQL 查询，用单引号括起来。可选参数包括 --
delivery-s3uri，用于将查询结果传送到指定的 S3 存储桶。有关您可以在 L CloudTrail ake 中使用的查
询语言的更多信息，请参阅CloudTrail Lake 限制 (p. 210)。

aws cloudtrail start-query
--query-statement 'SELECT eventID, eventTime FROM EXAMPLE-f852-4e8f-8bd1-bcf6cEXAMPLE LIMIT 
 10'
--delivery-s3uri "s3://aws-cloudtrail-lake-query-results-12345678910-us-east-1"

响应是 QueryId 字符串。要获取查询的状态，请使用 start-query 返回的值 QueryId 运行 describe-
query。如果查询成功，您可以运行 get-query-results 以获取结果。

输出

{ 
    "QueryId": "EXAMPLE2-0add-4207-8135-2d8a4EXAMPLE"
}

Note

运行时间超过一小时的查询可能会超时。您仍可获得在查询超时之前处理的部分结果。
如果您使用可选--delivery-s3uri参数将查询结果传送到 S3 存储桶，则存储桶策略必须授予向
存储桶传送查询结果的 CloudTrail权限。有关手动编辑存储桶策略的信息，请参阅用于 CloudTrail 
Lake 查询结果的 Amazon S3 存储桶策略 (p. 359)。

获取有关查询的元数据
以下示例 AWS CLI describe-query 命令获取有关查询的元数据，包括以毫秒为单位的查询运行时间、扫描和
匹配的事件数、扫描的总字节数以及查询状态。BytesScanned 值与账户支付查询费用的总字节数匹配，除
非查询仍在运行。

您必须为 --query-id 指定一个值。

aws cloudtrail describe-query
--query-id EXAMPLEd-17a7-47c3-a9a1-eccf7EXAMPLE

以下为响应示例。

{ 
    "QueryId": "EXAMPLE2-0add-4207-8135-2d8a4EXAMPLE",  
    "QueryString": "SELECT eventID, eventTime FROM EXAMPLE-f852-4e8f-8bd1-bcf6cEXAMPLE 
 LIMI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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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ryStatus": "RUNNING", 
    "QueryStatistics": { 
        "EventsMatched": 10, 
        "EventsScanned": 1000, 
        "BytesScanned": 35059, 
        "ExecutionTimeInMillis": 3821, 
        "CreationTime": "1598911142" 
    }
}

获取查询结果
以下示例 AWS CLI get-query-results 命令获取查询的事件数据结果。您必须指定 ARN 或 --event-data-
store ARN 的 ID 后缀，以及 start-query 命令返回的 QueryID。BytesScanned 值与账户支付查询费用的
总字节数匹配，除非查询仍在运行。可选参数包括 --max-query-results，以指定希望在单个页面上通
过命令返回的最大结果数。如果结果数超过指定的 --max-query-results 值，请再次运行命令，添加返
回 NextToken 值来获取下一页的结果。

aws cloudtrail get-query-results
--query-id EXAMPLEd-17a7-47c3-a9a1-eccf7EXAMPLE

输出

{ 
    "QueryStatus": "RUNNING", 
    "QueryStatistics": { 
        "ResultsCount": 244, 
        "TotalResultsCount": 1582, 
        "BytesScanned":27044 
    }, 
    "QueryResults": [ 
      { 
        "key": "eventName", 
        "value": "StartQuery", 
      } 
   ], 
    "QueryId": "EXAMPLE2-0add-4207-8135-2d8a4EXAMPLE",  
    "QueryString": "SELECT eventID, eventTime FROM EXAMPLE-f852-4e8f-8bd1-bcf6cEXAMPLE 
 LIMIT 10", 
    "NextToken": "20add42078135EXAMPLE"
}

列出事件数据存储中的所有查询
以下示例 AWS CLI list-queries 命令返回过去七天内针对指定事件数据存储的查询和查询状态的列表。
您必须指定 ARN 或 --event-data-store ARN 值的 ID 后缀。或者，要缩短结果列表，您可以通过
添加 --start-time 和 --end-time 参数和 --query-status 值来指定时间范围、格式化为时间
戳。QueryStatus 的有效值包括 QUEUED、RUNNING、FINISHED、FAILED 或 CANCELLED。

list-queries 还有可选的分页参数。使用 --max-results 以指定希望在单个页面上通过命令返回的最大结果
数。如果结果数超过指定的 --max-results 值，请再次运行命令，添加返回 NextToken 值来获取下一页
的结果。

aws cloudtrail list-queries
--event-data-store EXAMPLE-f852-4e8f-8bd1-bcf6cEXAMPLE
--query-status CANCELLED
--start-time 1598384589
--end-time 1598384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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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results 10

输出

{ 
    "Queries": [ 
        { 
          "QueryId": "EXAMPLE2-0add-4207-8135-2d8a4EXAMPLE",  
          "QueryStatus": "CANCELLED", 
          "CreationTime": 1598911142 
        }, 
        { 
          "QueryId": "EXAMPLE2-4e89-9230-2127-5dr3aEXAMPLE",  
          "QueryStatus": "CANCELLED", 
          "CreationTime": 1598296624" 
        } 
     ], 
    "NextToken": "20add42078135EXAMPLE"
}

取消正在运行的查询
以下示例 AWS CLI cancel-query 命令取消状态为 RUNNING 的查询。您必须指定 ARN 或 --event-data-
store ARN 值的 ID 后缀，以及 --query-id 的值。当您运行 cancel-query 时，即使尚未完成 cancel-
query 操作，查询状态也可能会显示为 CANCELLED。

Note

取消的查询可能会产生费用。您的账户仍需为取消查询之前扫描的数据量支付费用。

以下是 CLI 示例。

aws cloudtrail cancel-query
--query-id EXAMPLEd-17a7-47c3-a9a1-eccf7EXAMPLE

输出

QueryId -> (string)
QueryStatus -> (string)

CloudTrail Lake 限制
CloudTrail Lake 查询是 SQL 字符串。本节介绍了用于创建查询而允许使用的 SQL 语言。

仅允许使用 SELECT 语句。没有查询字符串可以更改或变更数据。API 将 SELECT 语句的范围限制为以下模
板中显示的参数树。不允许使用本节中未描述的关键字、运算符或函数。事件数据存储 ID（事件数据存储的 
ARN 的 ID 部分）是表的有效值。

SELECT [ DISTINCT ] columns [ Aggregate ]
[ FROM Tables event_data_store_ID]
[ WHERE columns [ Conditions ] ]
[ GROUP BY columns [ DISTINCT | Aggregate ] ]
[ HAVING columns [ Aggregate | Conditions ] ]
[ ORDER BY columns [ Aggregate | ASC | DESC | NULLS | FIRST | LA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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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IT [ INT ] ]

主题
• CloudTrail 事件记录字段支持的架构 (p. 211)
• AWS Config 配置项目记录字段支持的架构 (p. 213)
• AWS Audit Manager 证据记录字段支持的架构 (p. 214)
• 非 AWS 事件字段支持的架构 (p. 215)
• 聚合函数、条件和联接运算符 (p. 216)
• 支持的函数 (p. 216)
• 高级多表查询支持 (p. 218)

CloudTrail 事件记录字段支持的架构
以下是 CloudTrail 事件记录字段的有效 SQL 架构。

[ 
    { 
        "Name": "eventversion", 
        "Type": "string" 
    }, 
    { 
        "Name": "useridentity", 
        "Type": 
 "struct<type:string,principalid:string,arn:string,accountid:string,accesskeyid:string, 
                 
 username:string,sessioncontext:struct<attributes:struct<creationdate:timestamp, 
                 
 mfaauthenticated:string>,sessionissuer:struct<type:string,principalid:string,arn:string, 
                 
 accountid:string,username:string>,webidfederationdata:struct<federatedprovider:string, 
                 
 attributes:map<string,string>>,sourceidentity:string,ec2roledelivery:string, 
                 ec2issuedinvpc:string>,invokedby:string,identityprovider:string>" 
    }, 
    { 
        "Name": "eventtime", 
        "Type": "timestamp" 
    }, 
    { 
        "Name": "eventsource", 
        "Type": "string" 
    }, 
    { 
        "Name": "eventname", 
        "Type": "string" 
    }, 
    { 
        "Name": "awsregion", 
        "Type": "string" 
    }, 
    { 
        "Name": "sourceipaddress", 
        "Type": "string" 
    }, 
    { 
        "Name": "useragent", 
        "Type": "strin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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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errorcode", 
        "Type": "string" 
    }, 
    { 
        "Name": "errormessage", 
        "Type": "string" 
    }, 
    { 
        "Name": "requestparameters", 
        "Type": "map<string,string>" 
    }, 
    { 
        "Name": "responseelements", 
        "Type": "map<string,string>" 
    }, 
    { 
        "Name": "additionaleventdata", 
        "Type": "map<string,string>" 
    }, 
    { 
        "Name": "requestid", 
        "Type": "string" 
    }, 
    { 
        "Name": "eventid", 
        "Type": "string" 
    }, 
    { 
        "Name": "readonly", 
        "Type": "boolean" 
    }, 
    { 
        "Name": "resources", 
        "Type": "array<struct<accountid:string,type:string,arn:string,arnprefix:string>>" 
    }, 
    { 
        "Name": "eventtype", 
        "Type": "string" 
    }, 
    { 
        "Name": "apiversion", 
        "Type": "string" 
    }, 
    { 
        "Name": "managementevent", 
        "Type": "boolean" 
    }, 
    { 
        "Name": "recipientaccountid", 
        "Type": "string" 
    }, 
    { 
        "Name": "sharedeventid", 
        "Type": "string" 
    }, 
    { 
        "Name": "annotation", 
        "Type": "string" 
    }, 
    { 
        "Name": "vpcendpointid", 
        "Type": "string" 
    }, 
    { 
        "Name": "serviceeventdetails", 
        "Type": "map<string,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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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ame": "addendum", 
        "Type": "map<string,string>" 
    }, 
    { 
        "Name": "edgedevicedetails", 
        "Type": "map<string,string>" 
    }, 
    { 
        "Name": "insightdetails", 
        "Type": "map<string,string>" 
    }, 
    { 
        "Name": "eventcategory", 
        "Type": "string" 
    }, 
    { 
        "Name": "tlsdetails", 
        "Type": 
 "struct<tlsversion:string,ciphersuite:string,clientprovidedhostheader:string>" 
    }, 
    { 
        "Name": "sessioncredentialfromconsole", 
        "Type": "string" 
    }, 
    { 
        "Name": "eventjson", 
        "Type": "string" 
    } 
    { 
        "Name": "eventjsonchecksum", 
        "Type": "string" 
    }
]

AWS Config 配置项目记录字段支持的架构
以下是配置项目记录字段的有效 SQL 架构。对于配置项目，eventcategory 的值为
ConfigurationItem，eventtype 的值为 AwsConfigurationItem。

[ 
    { 
        "Name": "eventversion", 
        "Type": "string" 
    }, 
    { 
        "Name": "eventcategory", 
        "Type": "string" 
    }, 
    { 
        "Name": "eventtype", 
        "Type": "string" 
    }, 
        "Name": "eventid", 
        "Type": "string" 
    }, 
    { 
        "Name": "eventtime", 
        "Type": "timestamp" 
    }, 
    { 
        "Name": "aws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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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 "string" 
    }, 
    { 
        "Name": "recipientaccountid", 
        "Type": "string" 
    }, 
    { 
        "Name": "addendum", 
        "Type": "map<string,string>" 
    }, 
    { 
        "Name": "eventdata", 
        "Type": "struct<configurationitemversion:string,configurationitemcapturetime: 
                 
 string,configurationitemstatus:string,configurationitemstateid:string,accountid:string, 
                 
 resourcetype:string,resourceid:string,resourcename:string,arn:string,awsregion:string, 
                 
 availabilityzone:string,resourcecreationtime:string,configuration:map<string,string>, 
                 supplementaryconfiguration:map<string,string>,relatedevents:string, 
                 relationships:struct<name:string,resourcetype:string,resourceid:string, 
                 resourcename:string>,tags:map<string,string>>" 
    }
]

AWS Audit Manager 证据记录字段支持的架构
以下是 Audit Manager 证据记录字段的有效 SQL 架构。对于 Audit Manager 证据记录字
段，eventcategory 的值为 Evidence，eventtype 的值为 AwsAuditManagerEvidence。有关使用 
Audit Manager 在 CloudTrail Lake 中聚合证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Audit Manager用户指南》中的证
据查找器。

[ 
    { 
        "Name": "eventversion", 
        "Type": "string" 
    }, 
    { 
        "Name": "eventcategory", 
        "Type": "string" 
    }, 
    { 
        "Name": "eventtype", 
        "Type": "string" 
    }, 
        "Name": "eventid", 
        "Type": "string" 
    }, 
    { 
        "Name": "eventtime", 
        "Type": "timestamp" 
    }, 
    { 
        "Name": "awsregion", 
        "Type": "string" 
    }, 
    { 
        "Name": "recipientaccountid", 
        "Type": "string" 
    }, 
    { 
        "Name": "addendum", 
        "Type": "map<string,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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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ame": "eventdata", 
        "Type": 
 "struct<attributes:map<string,string>,awsaccountid:string,awsorganization:string, 
                 
 compliancecheck:string,datasource:string,eventname:string,eventsource:string, 
                 
 evidenceawsaccountid:string,evidencebytype:string,iamid:string,evidenceid:string, 
                 time:timestamp,assessmentid:string,controlsetid:string,controlid:string, 
                 
 controlname:string,controldomainname:string,frameworkname:string,frameworkid:string, 
                 
 service:string,servicecategory:string,resourcearn:string,resourcetype:string, 
                 
 evidencefolderid:string,description:string,manualevidences3resourcepath:string, 
                 evidencefoldername:string,resourcecompliancecheck:string>" 
    }
]

非 AWS 事件字段支持的架构
Note

目前，您可以记录来自 La CloudTrail keAWS 区域 支持的所有商业中非AWS事件的活动事件，但 
me-central-1 除外。有关 CloudTrail Lake 支持的区域的信息，请参阅CloudTrail Lake 支持的区
域 (p. 150)。

以下是非 AWS 事件的有效 SQL 架构。对于非 AWS 事件，eventcategory 的值为
ActivityAuditLog，eventtype 的值为 ActivityLog。

[ 
    { 
        "Name": "eventversion", 
        "Type": "string" 
    }, 
    { 
        "Name": "eventcategory", 
        "Type": "string" 
    }, 
    { 
        "Name": "eventtype", 
        "Type": "string" 
    }, 
        "Name": "eventid", 
        "Type": "string" 
    }, 
    { 
        "Name": "eventtime", 
        "Type": "timestamp" 
    }, 
    { 
        "Name": "awsregion", 
        "Type": "string" 
    }, 
    { 
        "Name": "recipientaccountid", 
        "Type": "string" 
    }, 
    { 
        "Name": "addendum", 
        "Type": 
 "struct<reason:string,updatedfields:string,originalUID:string,originaleventid: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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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ame": "metadata", 
        "Type": "struct<ingestiontime:string,channelarn:string>" 
    }, 
    { 
        "Name": "eventdata", 
        "Type": "struct<version:string,useridentity:struct<type:string, 
                 
 principalid:string,details:map<string,string>>,useragent:string,eventsource:string, 
                 
 eventname:string,eventtime:string,uid:string,requestparameters:map<string,string>>, 
                 
 responseelements":map<string,string>>,errorcode:string,errormssage:string,sourceipaddress:string, 
                 recipientaccountid:string,additionaleventdata":map<string,string>>" 
    }
]

聚合函数、条件和联接运算符
允许以下 Aggregate 函数。

SUM
MIN
MAX
AVG
COUNT

允许以下 Condition 运算符。

AND
OR
IN
NOT
IS (NOT) NULL
LIKE
<
>
<=
>=
<>
!=
( conditions ) #parenthesised conditions

允许以下 JOIN 运算符。有关运行多表查询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高级多表查询支持 (p. 218)。

UNION  
UNION ALL  
EXCEPT  
INTERSECT  
LEFT JOIN  
RIGHT JOIN  
INNER JOIN     

支持的函数
以下是 CloudTrail Lake 查询支持的函数。有关描述和示例，请参阅 Presto 0.266 文档网站上的 JSON 函数
和运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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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element_at（映射 | 数组、对象 | 数字）➝ 对象

cardinality（映射 | 数组）➝ BigInt

日期转换函数（见下表）

map_value（映射）➝ 数组（对象）

map_keys（映射）➝ 数组（对象）

contains（数组、对象）➝ 布尔值

array_distinct（数组）➝ 数组

array_max（数组）➝ 对象，array_min（数组）➝ 对象

slice（数组、开始、长度）➝ 数组

json_parse（字符串）➝ json

is_json_scalar (json) ➝ 布尔值

json_extract（json，字符串）➝ Json

json_extract_scalar（json，字符串）➝ 字符串

json_format (json) ➝ 字符串

json_array_contains（json_array，对象）➝ 布尔值

json_array_get（json_array，索引）➝ json

json_array_length (json_array) ➝ bigInt

支持的日期转换函数
如需详细了解支持的日期和时间函数，请参阅 Presto 0.266 文档网站中的日期与时间函数和运算符。

日期转换函数

current_timestamp

date

date_add

date_trunc

day

day_of_month

day_of_week

day_of_year

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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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转换函数

doy

hour

millisecond

minute

month

now

quarter

second

week

week_of_year

year

year_of_week

yow

高级多表查询支持
CloudTrail Lake 支持跨多个事件数据存储的高级查询语言。仅支持不包含子查询的查询。

• UNION|UNION ALL|EXCEPT|INTERSECT (p. 218)
• LEFT|RIGHT|INNER JOIN (p. 219)

要运行查询，请在 AWS CLI 中使用 start-query 命令。以下是一个示例，它使用本节中的一个示例查询。

aws cloudtrail start-query
--query-statement "Select eventId, eventName from EXAMPLEf852-4e8f-8bd1-bcf6cEXAMPLE 
 UNION Select eventId, eventName from EXAMPLEg741-6y1x-9p3v-bnh6iEXAMPLE UNION ALL Select 
 eventId, eventName from EXAMPLEb529-4e8f9l3d-6m2z-lkp5sEXAMPLE ORDER BY eventId LIMIT 10;"

响应是 QueryId 字符串。要获取查询的状态，请使用 start-query 返回的值 QueryId 运行 describe-
query。如果查询成功，您可以运行 get-query-results 以获取结果。

UNION|UNION ALL|EXCEPT|INTERSECT
此版本添加了多表查询，即您可以跨多个事件数据存储运行的查询。以下是一个示例查询，它使用 UNION 和
UNION ALL 在三个事件数据存储（EDS1、EDS2 和 EDS3）中按它们的事件 ID 和事件名称查找事件。首
先从每个事件数据存储中选择结果，然后将结果串联起来，按事件 ID 排序，并限制为十个事件。

Select eventId, eventName from EDS1
UNION
Select eventId, eventName from EDS2
UNION ALL
Select eventId, eventName from EDS3  
ORDER BY eventId LIMI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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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T|RIGHT|INNER JOIN
此版本添加了多表查询，即您可以跨多个事件数据存储运行的查询。以下是一个示例查询，它使用 LEFT 
JOIN 查找名为 eds2、映射到 edsB 的事件数据存储中的所有事件，这些事件与主（左侧）事件数据存储
edsA 中的事件匹配。返回的事件发生在 2020 年 1 月 1 日或之前，并且仅返回事件名称。

SELECT edsA.eventName, edsB.eventName, element_at(edsA.map, 'test')
FROM eds1 as edsA  
LEFT JOIN eds2 as edsB
ON edsA.eventId = edsB.eventId  
WHERE edsA.eventtime <= '2020-01-01'
ORDER BY edsB.eventName;

支持的 CloudWatch 指标
CloudTrail Lake 支持 Amazon CloudWatch 指标。CloudWatch 是一项针对 AWS 资源的监控服务。您可以
使用 CloudWatch 收集和跟踪指标，设置警报，并自动应对您的 AWS 资源的变化。

AWS/CloudTrail 命名空间包括以下 CloudTrail Lake 指标。

指标 描述 单位

HourlyDataIngested 过去一小时内摄取入事件数据存
储的数据量。此指标每小时更新
一次。

字节

TotalDataRetained 事件数据存储在整个保留期内保
留的数据量。此指标每晚更新一
次。

字节

有关 CloudWatch 指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主题。

• 使用 Amazon CloudWatch 指标
• 使用 Amazon CloudWatch 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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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您可为您 CloudTrail 文件执行更高级的任务。

• 创建每区域多个跟踪记录。
• 通过将 CloudTrail 日志文件执行到 Lo CloudWatch gs 对其进行监控。
• 在账户间共享日志文件。
• 使用ProAWS CloudTrail cessing 在 Java 中编写日志处理应用程序。
• 验证您的日志文件，以确认它们在 CloudTrail 交付后未发生更改。

当事件发生在您的账户中时， CloudTrail 会评估该事件是否与您的跟踪记录设置匹配。只有与您的跟踪设置
匹配的事件才会传送到 Amazon S3 存储桶和 Amazon S3 存储桶和 Amazon CloudWatch 日志组。

您可以对多个跟踪记录进行不同的配置，以便这些跟踪记录仅处理和记录您指定的事件。例如，一个跟踪可
记录只读数据事件和管理事件，以使所有只读事件传送到一个 S3 存储桶。另一个跟踪可仅记录只写数据事
件和管理事件，以使所有只写事件传送到一个单独的 S3 存储桶。

您也可以配置您的跟踪记录以拥有一个跟踪记录日志并将所有管理事件传送到一个 S3 存储桶，并配置另一
个跟踪记录以记录所有数据事件并将其传送到另一个 S3 存储桶。

您可以配置您的跟踪记录以记录以下内容：

• 数据事件 (p. 230)：通过这些事件，可以了解对资源执行的或在资源内执行的资源操作。这些也称为数据
层面操作。

• 管理事件 (p. 222)：通过管理事件，可以了解对在您 AWS 账户内的资源上执行的管理操作。这些也称
为控制层面操作。管理事件还包括在您的账户中发生的非 API 事件。例如，当用户登录您的账户时，将 
CloudTrail 记录该ConsoleLogin事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捕获的非 API 事件 CloudTrail (p. 417)：

Note

并非所有AWS服务都支持 CloudTrail 活动。有关支持的服务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loudTrail 支持
的服务和集成 (p. 22)。有关为特定服务记录的 API 的特定详细信息，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
务和集成 (p. 22)中的服务文档。

• 见解事件 (p. 254)：见解事件捕获在您的账户中检测到的异常活动。如果已启用见解事件并且 CloudTrail 
Insights 将记录到跟踪的目标 S3 存储桶，但在不同的文件夹中。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上查看见解事件时，
您还可以查看见解事件的类型和事件时间段。与 CloudTrail 跟踪记录中捕获的其他类型的事件不同，仅在 
Insights CloudTrail 检测到账户的 API 使用情况的变化与账户的典型使用模式有显著差异时，才会记录见
解事件。

仅针对 write（写入）管理 API 生成见解事件。

主题
• 创建多个跟踪 (p. 221)
• 记录事件 (p. 222)
• 记录数据事件 (p. 230)
• 记录跟踪记录的见解事件 (p. 254)
• 接收来自多个区域的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p.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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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中的数据一致性 CloudTrail (p. 263)
• 使用 Amazon Logs 监控 CloudTrail CloudWatch 日志文件 (p. 263)
• 从 CloudTrail 多个账户中接收 (p. 286)
• 在AWS账户之间共享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p. 293)
• 验证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完整性 (p. 302)
• 使用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p. 319)

创建多个跟踪
您可以使用 CloudTrail 日志文件解决您的 AWS 账户中的操作或安全问题。您可以为不同用户创建跟踪，以
便其创建和管理自己的跟踪。您可以将跟踪配置为将日志文件传送到单独的 S3 存储桶或共享的 S3 存储桶。

Note

创建多个跟踪将会产生额外成本。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CloudTrail定价。

例如，您可以具有以下用户：

• 安全管理员在欧洲（爱尔兰）区域创建跟踪并配置 KMS 日志文件的加密。此跟踪将日志文件传送到欧洲
（爱尔兰）区域中的 S3 存储桶。

• IT 审计员在欧洲（爱尔兰）区域中创建跟踪并配置日志文件完整性验证以确保日志文件自 CloudTrail 发送
以来未进行更改。此跟踪配置为将日志文件传送到欧洲（法兰克福）区域中的 S3 存储桶

• 开发人员在欧洲（法兰克福）区域创建跟踪，并配置 CloudWatch 警报以接收特定 API 活动的通知。此跟
踪与针对日志文件完整性配置的跟踪共享同一个 S3 存储桶。

• 另一开发人员在注（法兰克福）区域中创建跟踪并配置 SNS。日志文件传输到欧洲（法兰克福）区域中的
单独 S3 存储桶。

以下图像对示例进行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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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您最多可以为每个区域创建 5 个跟踪。记录所有区域活动的跟踪将按每个区域一种跟踪进行计算。

您可以使用资源级权限管理用户对 CloudTrail 执行特定操作的能力。

例如，您可以授予用户查看跟踪事件的许可，但限制其启动或者停止记录跟踪。您可以授予其他用户创建和
删除跟踪的完整许可。这让您能够对跟踪和用户访问进行粒度控制。

有关 资源级别权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示例：对针对特定跟踪记录的操作创建和应用策略 (p. 344)。

有关多条跟踪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资源：

• 在区域 CloudTrail 和全球范围如何工作？ (p. 12)
• CloudTrail 常见问题

记录事件
默认情况下，跟踪记录将记录管理事件，但不包含数据事件或见解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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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事件数据存储事件，但不包含数据事件。事件数据存储目前不支持 Insights 事件。

数据事件或见解事件需额外支付费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定价。

目录
• 管理事件 (p. 223)

• 使用 AWS Management Console 记录管理事件 (p. 223)
• 读取和写入事件 (p. 224)
• 使用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记录事件 (p. 224)

• 记录事件 (p. 225)
• 示例：记录事件数据存储的管理事件 (p. 227)

• 使用 AWS 开发工具包记录事件 (p. 229)
• 将事件发送到 Amaz CloudWatch on (p. 229)

管理事件
通过管理事件，可以了解对在您 AWS 账户内的资源上执行的管理操作。这些也称为控制层面操作。示例管
理事件包括：

• 配置安全性（例如，IAM AttachRolePolicy API 操作）
• 注册设备（例如，Amazon EC2 CreateDefaultVpc API 操作）。
• 配置传送数据的规则（例如，Amazon EC2 CreateSubnet API 操作）
• 设置日志记录（例如，AWS CloudTrail CreateTrail API 操作）

管理事件还包括在您的账户中发生的非 API 事件。例如，当用户登录您的账户时， CloudTrail 记
录ConsoleLogin事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捕获的非 API 事件 CloudTrail (p. 417)：有关 CloudTrail 
记录AWS服务的支持管理事件的列表，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默认情况下，将配置为记录事件。有关 CloudTrail 记录AWS服务的支持管理事件的列表，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Note

CloudTrail 事件历史记录）功能仅支持管理事件。Event history 功能并不支持所有管理事件。您不
能从 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排除AWS KMS或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应用于跟踪
的设置不适用于 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事件历史记录查看 
CloudTrail 事件 (p. 50)：

使用 AWS Management Console 记录管理事件
1. 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CloudTrail 主机，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cloudtrail/。
2. 要更新记录事件，请打开 CloudTrail 控制记录页面并选择记录事件。

要更新事件数据存储，请打开 CloudTrail 控制台的事件数据存储页面，然后选择事件数据存储名称。
3. 对于 Management events（管理事件），选择 Edit（编辑）。

• 选择是希望记录事件、Write（写入）事件，还是记录事件，还是记录事件。
• 选择 “排除AWS KMS事件” 可从跟踪或事件数据存储中筛选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AWS 

KMS) 事件。默认设置是包含所有 AWS KMS 事件。

仅当您在记录事件或AWS KMS事件数据存储中记录事件时，记录事件才可使用。如果选择不记录管
理事件，则不会记录 AWS KMS 事件，并且您无法更改 AWS KMS 事件日志记录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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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rypt、Decrypt 和 GenerateDataKey 等 AWS KMS 操作通常会生成大量事件（占比超过 
99%）。这些操作现在记录为读取事件。Disable、Delete 和 ScheduleKey（通常占不到 AWS 
KMS 事件量的 0.5%）等少量的相关 AWS KMS 操作记录为 Write（写入）事件。

如果要排除大批量事件（例如 Encrypt、Decrypt 和 GenerateDataKey），但仍然记录相关事
件（例如 Disable、Delete 和 ScheduleKey），选择记录 Write（写入）管理事件，然后清除
Exclude AWS KMS events（排除 Amazon KMS 事件）复选框。

• 选择 Exclude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以从跟踪中筛选出 Amazon Relational Databe 数据 API 事
件。默认设置是包含所有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有关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 Amazon RDS Aurora 用户指南中的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数据 API 调用。

完成后，选择 “保存更改”。

读取和写入事件
在将跟踪配置为记录事件时，您可以指定是需要只读事件还是记录事件，还是两者皆选。

• 读取

只读事件包括将读取您的资源但不进行更改的 API 操作。例如，只读事件包括 Amazon EC2
DescribeSecurityGroups 和 DescribeSubnets API 操作。这些操作仅返回有关 Amazon EC2 资源
的信息，但不更改您的配置。

• 写入

只写事件包括将修改（或可能修改）您的资源的 API 操作。例如，Amazon EC2 RunInstances 和
TerminateInstances API 操作将修改您的实例。

示例：为单独的跟踪记录记录读取事件和写入事件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将跟踪记录配置为将账户的日志活动拆分到单独的 S3 存储桶中：一个存储桶接收只读事
件，另一个存储桶接收只写事件。

1. 您创建一个跟踪并选择一个名为 read-only-bucket 的 S3 存储桶来接收日志文件。然后，您更新跟
踪以指定您需要 Read（读取）管理事件。

2. 您创建另一个跟踪并选择一个名为 write-only-bucket 的 S3 存储桶来接收日志文件。然后，您更新
跟踪以指定您需要 Write（写入）管理事件。

3. Amazon EC2 DescribeInstances 和 TerminateInstances API 操作将在您的账户中执行。
4. DescribeInstances API 操作是只读事件，它匹配第一个跟踪的设置。跟踪将记录事件并将事件传送

到 read-only-bucket。
5. TerminateInstances API 操作是只写事件，它匹配第二个跟踪的设置。跟踪将记录事件并将事件传

送到 write-only-bucket。

使用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记录事件
您可以使用配置您的跟踪记录以记录事件AWS CLI。

主题
• 记录事件 (p. 225)
• 示例：记录事件数据存储的管理事件 (p.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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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事件
要查看您的跟踪是否正在记录管理事件，请运行 get-event-selectors 命令。

aws cloudtrail get-event-selectors --trail-name TrailName

以下示例返回跟踪的默认设置。默认情况下，跟踪记录所有管理事件，记录所有事件源的事件，但不记录数
据事件。

{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1:111122223333:trail/TrailName",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Name": "Management events selector",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Management" 
                    ] 
                } 
            ] 
        } 
    ]
}

要将跟踪配置为记录管理事件，请运行 put-event-selectors 命令。以下示例说明如何配置您的跟踪以
包含两个 S3 对象的所有管理事件。您可以为一个跟踪指定 1 至 5 个事件选择器。您可以为一个跟踪指定 1 
至 250 个数据资源。

Note

无论有多少个事件选择器，最多只能有 250 个 S3 数据资源。

aws cloudtrail put-event-selectors --trail-name TrailName --event-selectors 
 '[{ "ReadWriteType": "All", "IncludeManagementEvents":true, "DataResources": [{ "Type": 
 "AWS::S3::Object", "Values": ["arn:aws:s3:::mybucket/prefix", "arn:aws:s3:::mybucket2/
prefix2"] }] }]'

以下示例返回为跟踪配置的事件选择器。

{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1:111122223333:trail/TrailName", 
    "EventSelectors": [ 
        { 
            "ReadWriteType": "All", 
            "IncludeManagementEvents": true, 
            "DataResources": [ 
                { 
                    "Type": "AWS::S3::Object", 
                    "Values": [ 
                        "arn:aws:s3:::mybucket/prefix", 
                        "arn:aws:s3:::mybucket2/prefix2", 
                    ]   
                } 
            ], 
            "ExcludeManagementEventSources":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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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跟踪的日志中排除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AWS KMS) 事件，请运行 put-event-
selectors 命令并添加值为 kms.amazonaws.com 的 ExcludeManagementEventSources 属性。以下
示例为名TrailName为包括只读和只写管理事件，但排除AWS KMS事件。由于 AWS KMS 可以生成大量事
件，因此此示例中的用户可能希望限制事件以管理跟踪的成本。

aws cloudtrail put-event-selectors --trail-name TrailName --event-
selectors '[{"ReadWriteType": "All","ExcludeManagementEventSources": 
 ["kms.amazonaws.com"],"IncludeManagementEvents": true}]'

以下示例返回为跟踪配置的事件选择器。

{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1:111122223333:trail/TrailName", 
    "EventSelectors": [ 
        { 
            "ReadWriteType": "All", 
            "IncludeManagementEvents": true, 
            "DataResources": [], 
            "ExcludeManagementEventSources": [ 
                "kms.amazonaws.com" 
            ] 
        } 
    ]
}

要从跟踪的日志中排除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请运行 put-event-selectors 命令并添加值为
rdsdata.amazonaws.com 的 ExcludeManagementEventSources 属性。以下示例为名TrailName为
包含只读和只写管理事件，但排除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由于 Amazon RDS 数据 API 可以生成大量
事件，因此此示例中的用户可能希望限制事件以管理跟踪的成本。

{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1:111122223333:trail/TrailName", 
    "EventSelectors": [ 
        { 
            "ReadWriteType": "All", 
            "IncludeManagementEvents": true, 
            "DataResources": [], 
            "ExcludeManagementEventSources": [ 
                "rdsdata.amazonaws.com" 
            ] 
        } 
    ]
}

要再次开始将 AWS KMS 或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记录到跟踪，请传递一个空字符串作为
ExcludeManagementEventSources 的值，如以下命令中所示。

aws cloudtrail put-event-selectors --trail-name TrailName --event-selectors 
 '[{"ReadWriteType": "All","ExcludeManagementEventSources": [],"IncludeManagementEvents": 
 true}]'

要将相关 AWS KMS 事件记录到跟踪（如 Disable、Delete 和 ScheduleKey），并排除高量 AWS KMS 
事件（如 Encrypt、Decrypt 和 GenerateDataKey），请记录只写管理事件，并保留关于记录 AWS 
KMS 事件的默认设置，如以下示例所示。

aws cloudtrail put-event-selectors --trail-name TrailName --event-
selectors '[{"ReadWriteType": "WriteOnly","ExcludeManagementEventSources": 
 [],"IncludeManagementEvents":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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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记录事件数据存储的管理事件
要查看您的事件数据存储是否包含管理事件，请运行get-event-data-store命令。

aws cloudtrail get-event-data-store
--event-data-store arn:aws:cloudtrail:us-east-1:12345678910:eventdatastore/EXAMPLE-
f852-4e8f-8bd1-bcf6cEXAMPLE

以下为响应示例。创建时间和上次更新时间采用 timestamp 格式。

{ 
    "EventDataStore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1:12345678910:eventdatastore/EXAMPLE-
f852-4e8f-8bd1-bcf6cEXAMPLE", 
    "Name": "myManagementEvents", 
    "Status": "ENABLED",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Name": "Management events selector",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Management" 
                    ] 
                } 
            ] 
        } 
    ], 
    "MultiRegionEnabled": true, 
    "OrganizationEnabled": false, 
    "RetentionPeriod": 2557, 
    "TerminationProtectionEnabled": true, 
    "CreatedTimestamp": "2023-01-04T15:56:27.418000+00:00", 
    "UpdatedTimestamp": "2023-01-04T15:56:27.544000+00:00"
}

要创建包含所有管理事件的事件数据存储，请运行create-event-data-store命令。无需指定任何高级事件选择
器即可包含所有管理事件。

aws cloudtrail create-event-data-store
--name my-event-data-store
--retention-period 90\

以下为响应示例。

{ 
    "EventDataStore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1:12345678910:eventdatastore/EXAMPLE-
f852-4e8f-8bd1-bcf6cEXAMPLE", 
    "Name": "my-event-data-store", 
    "Status": "CREATED",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Name": "Default management even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Managemen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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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MultiRegionEnabled": true, 
    "OrganizationEnabled": false, 
    "RetentionPeriod": 90, 
    "TerminationProtectionEnabled": true, 
    "CreatedTimestamp": "2023-02-13T16:41:57.224000+00:00", 
    "UpdatedTimestamp": "2023-02-13T16:41:57.357000+00:00"
}

要创建排除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AWS KMS) 事件的事件数据存储，请运行create-event-
data-store命令并指定eventSource不等于kms.amazonaws.com。以下示例创建一个事件数据存储，
包括只读和只写管理事件，但排除AWS KMS事件。

aws cloudtrail create-event-data-store --name event-data-store-name --retention-period 90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Name": "Management events selector", 
        "FieldSelectors": [ 
            {"Field": "eventCategory","Equals": ["Management"]}, 
            {"Field": "eventSource","NotEquals": ["kms.amazonaws.com"]} 
        ] 
    }
]'

以下为响应示例。

{ 
    "EventDataStore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1:12345678910:eventdatastore/EXAMPLE-
f852-4e8f-8bd1-bcf6cEXAMPLE", 
    "Name": "event-data-store-name, 
    "Status": "CREATED",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Name": "Management events selector",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Management" 
                    ] 
                }, 
                { 
                    "Field": "eventSource", 
                    "NotEquals": [ 
                        "kms.amazonaws.com" 
                    ] 
                } 
            ] 
        } 
    ], 
    "MultiRegionEnabled": true, 
    "OrganizationEnabled": false, 
    "RetentionPeriod": 90, 
    "TerminationProtectionEnabled": true, 
    "CreatedTimestamp": "2023-02-13T17:02:02.067000+00:00", 
    "UpdatedTimestamp": "2023-02-13T17:02:02.241000+00:00"
}

要创建不包括 Amazon RDS Data API 事件的事件数据存储，请运行create-event-data-store命令并
指定eventSource不等于rdsdata.amazonaws.com。以下示例创建一个事件数据存储，包括只读和只写
管理事件，但排除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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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cloudtrail create-event-data-store --name event-data-store-name --retention-period 90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Name": "Management events selector", 
        "FieldSelectors": [ 
            {"Field": "eventCategory","Equals": ["Management"]}, 
            {"Field": "eventSource","NotEquals": ["rdsdata.amazonaws.com"]} 
        ] 
    }
]'

以下为响应示例。

{ 
    "EventDataStore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1:12345678910:eventdatastore/EXAMPLE-
f852-4e8f-8bd1-bcf6cEXAMPLE", 
    "Name": "event-data-store-name, 
    "Status": "CREATED",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Name": "Management events selector",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Management" 
                    ] 
                }, 
                { 
                    "Field": "eventSource", 
                    "NotEquals": [ 
                        "rdsdata.amazonaws.com" 
                    ] 
                } 
            ] 
        } 
    ], 
    "MultiRegionEnabled": true, 
    "OrganizationEnabled": false, 
    "RetentionPeriod": 90, 
    "TerminationProtectionEnabled": true, 
    "CreatedTimestamp": "2023-02-13T17:02:02.067000+00:00", 
    "UpdatedTimestamp": "2023-02-13T17:02:02.241000+00:00"
}

使用 AWS 开发工具包记录事件
使用GetEventSelectors操作查看您的跟踪记录事件。您可以使用配置您的跟踪记录以记
录PutEventSelectors事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API 参考。

运行该GetEventDataStore操作以查看您的事件数据存储是否包含管理事件。通过运
行CreateEventDataStore或UpdateEventDataStore操作并指定高级事件选择器，您可以将事件数据存储配置
为包含管理事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管理 CloudTrail LakeAWS CLI (p. 198)和 AWS CloudTrailAPI 
参考。

将事件发送到 Amaz CloudWatch on
CloudTrail 支持将数据事件发送到 CloudWatch Logs 在您将跟踪配置为将事件发送到 Log CloudWatch s 日
志组时，仅 CloudTrail 发送您在跟踪中指定的事件。例如，如果您将跟踪配置为仅记录事件，则您的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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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将管理事件传递至您的 CloudWatch 日志组。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 Amazon Logs 监控 CloudTrail 
CloudWatch 日志文件 (p. 263)。

记录数据事件
默认情况下，跟踪和事件数据存储不记录数据事件。记录数据事件将收取额外费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定价。

Note

Amazon 上提供由您的跟踪记录记录记录的事件 EventBridge。例如，如果您选择记录 S3 对象的数
据事件而不记录管理事件，则您的跟踪仅处理和记录指定 S3 对象的数据事件。Amazon 中提供这
些 S3 对象的数据事件 EventBridge。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亚马逊 EventBridge 用户指南》中的 
“来自AWS服务的事件”。

目录
• 数据事件 (p. 230)

• 示例：记录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对象的数据事件 (p. 238)
• 记录其他 AWS 账户中的 S3 对象的数据事件 (p. 239)

• 只读和只写事件 (p. 240)
• 使用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记录数据事件 (p. 240)

• 示例：记录数据事件 (p. 240)
• 使用基本事件选择器记录事件 (p. 241)
• 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记录事件 (p. 242)
• 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记录存储桶的所有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事

件 (p. 243)
• 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记录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on AWS Outposts 

事件 (p. 244)
• 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记录所有数据事件 (p. 244)

• 示例：记录数据事件 (p. 251)
• 包含存储桶的所有Amazon S3 事件 (p. 252)
• 在AWS Outposts活动中加入Amazon S3 (p. 253)

• 记录 AWS Config 合规性的数据事件 (p. 254)
• 使用 AWS 开发工具包记录事件 (p. 254)
• 将事件发送到亚马逊 CloudWatch Logs (p. 254)

数据事件
通过数据事件，可以了解对资源执行的或在资源内执行的资源操作。这些也称为数据层面操作。数据事件通
常是高容量活动。

下表显示了可用于跟踪和事件数据存储的数据事件类型。数据事件类型（控制台）列显示控制台中
的相应选择。Resources. Type 列显示您为在跟踪或事件数据存储中包含该类型的数据事件而指定
的resources.Type值。

对于跟踪，您可以使用基本或高级事件选择器记录 Amazon S3 存储桶和存储桶对象、Lambda 函数和 
DynamoDB 表的数据事件（如表的前三行所示）。只能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来记录剩余行中显示的数据事件
类型。

对于事件数据存储，您只能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来包含数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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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服务 描述 数据事件类型
（控制台）

资源.类型

Amazon 
DynamoDB

表上的 Amazon 
DynamoDB 对象
级 API 活动（例
如，PutItem、DeleteItem
和 UpdateItem API 操
作）。有关 DynamoDB 
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中的 DynamoDB 数据
面板事件 CloudTrail。

DynamoDB AWS::DynamoDB::Table

AWS Lambda AWS Lambda 函数执行
活动 (Invoke API)。

Lambda AWS::Lambda::Function

Amazon S3 存储桶和存储桶
@@ 中的对象上
的 Simple Storage 
ServGetObject
ice（Amazon S3）对象
级PutObject API 活
动（例如，、和 API 操
作）。DeleteObject

S3 AWS::S3::Object

AWS 
CloudTrail

CloudTrail
PutAuditEventsCloudTrail
湖泊频道 (p. 162)上的活
动，用于记录来自外部
的事件AWS。

CloudTrail AWS::CloudTrail::Channel

Amazon 
Cognito

Amazon Cognito 身份
池上的Amazon Cognito 
API 活动。

Cognito 身份池 AWS::Cognito::IdentityPool

Amazon 
DynamoDB

流上的 Amazon 
DynamoDB API 活动。

DynamoDB 
Streams

AWS::DynamoDB::Stream

Amazon Elastic 
Block Store

Amazon Elastic 
Block Store (EBS)
直接 API，例如 
Amazon EBS 快照上的
PutSnapshotBlock、GetSnapshotBlock
和
ListChangedBlocks。

Amazon EBS 
直接 API

AWS::EC2::Snapshot

Amazon 
FinSpace

Amazon FinSpace环境
上的 API 活动。

FinSpace AWS::FinSpace::Environment

AWS Glue AWS Glue针对 Lake 
Formation 创建的表的 
API 活动。

Note

目前，表的 
AWS Glue 数据
事件仅在以下区
域受支持：

Lake Formation AWS::Glue::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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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服务 描述 数据事件类型
（控制台）

资源.类型

• 美国东部（弗
吉尼亚州北
部）

• 美国东部（俄
亥俄州）

• 美国西部（俄
勒冈州）

• 欧洲（爱尔
兰）

• 亚太地区（东
京）区域

亚马逊 
GuardDuty

探测器的亚马逊 
GuardDuty API 活动。

GuardDuty 探
测器

AWS::GuardDuty::Detector

Amazon 
Kendra 
Intelligent 
Ranking

Amazon Kendra 智能排
名 API 关于重新评分执
行计划的活动。

Kendra 排名 AWS::KendraRanking::ExecutionPlan

Amazon 
Managed 
Blockchain

以太坊节点上的 Amazon
Managed Blockchain 
Blocketh_getBalance
chaieth_getBlockByNumber
n

Managed 
Blockchain

AWS::ManagedBlockchain::Node

亚马逊 
SageMaker

针对功能存储 
SageMaker 的 Amazon 
API 活动。

SageMaker 
feature store

AWS::SageMaker::FeatureGroup

亚马逊 
SageMaker

关于实验试验组件的亚
马逊 SageMaker API 活
动。

SageMaker 指
标实验试验组件

AWS::SageMaker::ExperimentTrialComponent

Amazon S3 接入点上的 Amazon 
S3、API 活动。

S3 访问点 AWS::S3::AccessPoint

Amazon S3 Amazon S3 对象 
Lambda 接入点 
API 活动，例如
对CompleteMultipartUpload和
的调用GetObject。

S3 Object 
Lambda

AWS::S3ObjectLambda::AccessPoint

Amazon S3 on 
Outposts

Amazon S3 utpost s 对
象级 API 活动。

S3 Outposts AWS::S3Outposts::Object

默认情况下，在您创建跟踪或事件数据存储时，未记录数据事件。要记录 CloudTrail 数据事件，您必须明确
添加要为其收集活动的受支持的资源或资源类型。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创建跟踪 (p. 76) 和 创建事件数据
存储 (p. 151)。

在单区域跟踪或事件数据存储上，您只能为在该区域中可访问的资源记录数据事件。尽管 S3 存储桶是全球
性的，但 AWS Lambda 函数和 DynamoDB 表是区域性的。

记录数据事件将收取额外费用。有关 CloudTrail 定价，请参阅AWS CloudTrail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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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数据事件的步骤取决于您是否启用了高级事件选择器。只能将高级事件选择器用于事件数据存储。对于
路线，您可以使用基本或高级事件选择器，但不能同时使用两者。使用本节中与您已启用的事件选择器类型
相匹配的程序。

在 AWS Management Console 中使用基本事件选择器记录数据事件

按照以下步骤使用基本事件选择器记录数据事件。

1. 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CloudTrail 主机，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cloudtrail/。

2. 打开 CloudTrail 控制台的 T rails（跟踪）页面，然后选择跟踪名称。

Note

虽然您可以编辑现有跟踪记录来记录数据事件，但作为最佳实践，可以考虑创建专门用于记录
数据事件的单独跟踪。

3. 对于 Data event（数据事件），选择 Edit（编辑）。
4. 对于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

a. 对于 Data event source（数据事件源），选择 S3。
b. 您可以选择记录 All current and future S3 buckets（所有当前和未来 S3 存储桶），也可以指定单个

存储桶或函数。默认情况下，记录所有当前和未来 S3 存储桶的数据事件。

Note

保留默认 All current and future S3 buckets（所有当前和未来 S3 存储桶）选项会为您的 
AWS 账户中现有的所有存储桶和您完成跟踪创建后创建的任何存储桶启用数据事件日志记
录。它也将为由 AWS 账户中的任何用户或角色执行的数据事件活动启用日志记录，即使
该活动是对属于其他 AWS 账户的存储桶执行的。
如果您正在为单个区域创建跟踪（通过使用 AWS CLI 完成），则选择 Select all S3 
buckets in your account（选择您账户中的所有 S3 存储桶）选项会为跟踪所在的区域中
的所有存储桶和您后来在该区域中创建的任何存储桶启用数据事件日志记录。不会为您的 
AWS 账户的其他区域中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记录数据事件。

c. 如果保留默认值 All current and future S3 buckets（所有当前和未来 S3 存储桶），则选择记录
Read（读取）事件、Write（写入）事件，还是记录两者。

d. 要选择单个存储桶，请清空 All current and future S3 buckets（所有当前和未来 S3 存储桶）的
Read（读取）和Write（写入）复选框。在 Individual bucket selection（单个存储桶选择）中，浏
览要在其上记录数据事件的存储桶。要查找特定存储桶，键入所需存储桶的存储桶前缀。您可以在
此窗口中选择多个存储桶。选择 Add bucket（添加存储桶）以记录更多存储桶的数据事件。选择记
录 Read（读取）事件（如 GetObject）、Write（写入）事件（如 PutObject）或同时记录两种
事件。

此设置优先于为各个存储桶配置的个别设置。例如，如果指定记录所有 S3 存储桶的 Read 事件，
然后选择为数据事件日志记录添加一个特定存储桶，则所添加存储桶的 Read 已经是选中状态。您
无法清除此选择。只能配置 Write 选项。

要从日志记录中删除存储桶，请选择 X。
5. 要添加需要记录数据事件的其他数据类型，请选择 Add data event type（添加数据事件类型）。
6. 对于 Lambda 函数：

a. 对于 Data event source（数据事件源），选择 Lambda。
b. 在 Lambda function（Lambda 函数）中，选择 All regions（所有区域）记录所有 Lambda 函数，

或选择 Input function as ARN（输入函数作为 ARN）以记录特定函数上的数据事件。

要记录 AWS 账户中的所有 Lambda 函数的数据事件，请选择 Log all current and future 
functions（记录所有当前和未来函数）。此设置优先于为各个函数配置的个别设置。将记录所有函
数，即便这些函数未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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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如果为所有区域创建了一个跟踪，则此选择将为您的 AWS 账户中当前包含的所有函数以
及您在创建跟踪后可能在任何区域中创建的任何 Lambda 函数启用数据事件日志记录。
如果您正在为单个区域创建跟踪（通过使用 AWS CLI 完成），则此选择将为您的 AWS 
账户中的该区域中当前包含的所有函数以及您在创建跟踪后可能在该区域中创建的任何 
Lambda 函数启用数据事件日志记录。它不会为在其他区域中创建的 Lambda 函数启用数
据事件日志记录。
所有函数的日志记录数据事件也将为由 AWS 账户中的任何用户或角色执行的数据事件活
动启用日志记录，即使该活动是对属于其他 AWS 账户的函数执行的。

c. 如果选择 Input function as ARN（输入函数作为 ARN），则输入 Lambda 函数的 ARN。

Note

如果您的账户中有 15000 个以上的 Lambda 函数，则在创建跟踪时，您无法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查看或选择所有函数。您仍可以选择该选项来记录所有函数，即使未显示这些
函数也是如此。如果您要记录特定函数的数据事件，则可手动添加一个函数 (如果您知道
其 ARN)。您也可以在控制台中完成跟踪的创建操作，然后使用 AWS CLI 和 put-event-
selectors 命令为特定 Lambda 函数配置数据事件日志记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WS CLI 管理跟踪记录 (p. 99)：

7. 要添加需要记录数据事件的其他数据类型，请选择 Add data event type（添加数据事件类型）。
8. 对于 DynamoDB 表：

a. 对于 Data event source（数据事件源），选择 DynamoDB。
b. 在 DynamoDB table selection（DynamoDB 表选择）中，选择 Browse（浏览）以选择一个表，或

粘贴到您有权访问的 DynamoDB 表的 ARN 中。DynamoDB 表 ARN 使用以下格式：

arn:partition:dynamodb:region:account_ID:table/table_name

要添加另一个表，请选择 Add row（添加行），然后浏览到某个表或粘贴到您有权访问的表的 ARN 
中。

9. 选择保存更改。

在 AWS Management Console 中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记录数据事件

在 AWS Management Console 中，如果启用了高级事件选择器，则可以从记录选定资源（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或接入点、Lambda 函数、AWS Outposts 上的 S3 对象、用于 Managed 
Blockchain 节点的 Ethereum 或 S3 对象 Lambda 接入点）上的所有数据事件的预定义模板中进行选择。选
择了日志选择器模板后，您可以自定义模板，以仅包含最希望查看的数据事件。有关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的
更多信息和提示，请参阅本主题中的 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记录事件 (p. 242)。

1. 在控制台的 CloudTrail 控制面板、跟踪或事件数据存储页面上，选择要更新的跟踪或事件数据存储。

Note

您只能在包含事件的事件数据存储上启用数据 CloudTrail 事件。您无法在 CloudTrail 事件数据
存储上为AWS Config配置项目或非AWS事件启用数据事件。

2. 在详细信息页面的数据事件中，选择编辑。
3. 如果您尚未记录数据事件，请选择 Data events（数据事件）复选框。
4. 对于 Data event type（数据事件类型），选择要在其上记录数据事件的资源类型。
5. 选择日志选择器模板。 CloudTrail 包括用于记录资源类型的所有数据事件的预定义模板。要构建自定义

日志选择器模板，请选择 Custom（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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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选择 S3 存储桶的预定义模板可为您的AWS账户中现有的所有存储桶和您完成跟踪或事件存储
桶创建后创建的任何存储桶启用数据事件日志记录。它也将为由 AWS 账户中的任何用户或角
色执行的数据事件活动启用日志记录，即使该活动是对属于其他 AWS 账户的存储桶执行的。
如果跟踪或事件数据存储仅应用于一个区域，则选择记录所有 S3 存储桶的预定义模板可为跟
踪或事件存储桶所在的区域中的所有存储桶和您后来在该区域中创建的任何存储桶启用数据事
件日志记录。不会为您的 AWS 账户的其他区域中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
存储桶记录数据事件。
如果为所有区域创建跟踪或事件数据存储库，则选择 Lambda 函数的预定义模板将为您的AWS
账户中当前包含的所有函数以及您在创建跟踪或事件数据存储后可能在任何区域中创建的任何 
Lambda 函数启用数据事件日志记录。如果为单个区域创建跟踪或事件数据存储库（跟踪AWS 
CLI），则此选择将为您的AWS账户中的该区域中当前包含的所有函数以及您在创建跟踪或事
件数据存储后可能在该区域中创建的任何 Lambda 函数启用数据事件日志记录。它不会为在其
他区域中创建的 Lambda 函数启用数据事件日志记录。
所有函数的日志记录数据事件也将为由 AWS 账户中的任何用户或角色执行的数据事件活动启
用日志记录，即使该活动是对属于其他 AWS 账户的函数执行的。

6. （可选）在选择器名称中，输入名称以标识您的选择器。选择器名称是高级事件选择器的描述性名称，
例如 “仅记录两个 S3 桶的数据事件”。选择器名称在高级事件选择器Name中列出，如果您展开 JSON 视
图，则可以查看。

7. 在 Advanced event selectors（高级事件选择器）中，为您要记录其数据事件的特定资源构建表达式。
如果您使用的是预定义日志模板，则可以跳过此步骤。

a. 从下面的字段中选择。对于接受数组（多个值）的字段，在值之间 CloudTrail 添加 OR。

• readOnly - readOnly 可以设置为 Equals（等于）值 true 或 false。只读数据事件是不会更
改资源状态的事件，例如 Get* 或 Describe* 事件。写入事件可添加、更改或删除资源、属性
或构件，例如 Put*、Delete* 或 Write* 事件。要记录 read 和 write 两种事件，请不要添
加 readOnly 选择器。

• eventName - eventName 可以使用任何运算符。您可以使用它来包含或排除记录到的任何数据
事件 CloudTrail，例如PutBucketGetItem、或GetSnapshotBlock。您可以为此字段指定多
个值，以逗号分隔。

• resources.ARN-您可以使用任何运算符resources.ARN，但如果您使用 E quals
或 NotEquals，则该值必须与您在模板中指定为的值的有效资源的 ARN 完全匹
配resources.type。

下表显示的是各个的有效 ARN 格式resources.Type。

资
源.
类
型

资
源.arn

AWS::DynamoDB::Table
arn:partition:dynamodb:region:account_ID:table/
table_name

AWS::Lambda::Function
arn:partition:lambda:region:account_ID:function:function_name

AWS::S3::Object1
arn:partition:s3:::bucket_name/
arn:partition:s3:::bucket_name/
object_or_file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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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源.
类
型

资
源.arn

AWS::CloudTrail::Channel
arn:partition:cloudtrail:region:account_ID:channel/
channel_UUID

AWS::Cognito::IdentityPool
arn:partition:cognito-
identity:region:account_ID:identitypool/
identity_pool_ID

AWS::DynamoDB::Stream
arn:partition:dynamodb:region:account_ID:table/
table_name/
stream/
date_time

AWS::EC2::Snapshot
arn:partition:ec2:region::snapshot/
snapshot_ID

AWS::FinSpace::Environment
arn:partition:finspace:region:account_ID:environment/
environment_ID

AWS::Glue::Table
arn:partition:glue:region:account_ID:table/
database_name/
table_name

AWS::GuardDuty::Detector
arn:partition:guardduty:region:account_ID:detector/
detector_ID

AWS::KendraRanking::ExecutionPlan
arn:partition:kendra-
ranking:region:account_ID:rescore-
execution-
plan/
rescore_execution_plan_ID

AWS::ManagedBlockchain::Node
arn:partition:managedblockchain:region:account_ID:nodes/
node_ID

AWS::SageMaker::FeatureGroup
arn:partition:sagemaker:region:account_ID:feature-
group/
feature_group_name

AWS::SageMaker::ExperimentTrialComponent
arn:partition:sagemaker:region:account_ID:experiment-
trial-
component/
experiment_trial_component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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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源.
类
型

资
源.arn

AWS::S3::AccessPoint2
arn:partition:s3:region:account_ID:accesspoint/
access_point_name

AWS::S3ObjectLambda::AccessPoint
arn:partition:s3-
object-
lambda:region:account_ID:accesspoint/
access_point_name

AWS::S3Outposts::Object
arn:partition:s3-
outposts:region:account_ID:object_path

1 要记录特定 S3 桶中所有对象的所有数据事件，请使用StartsWith运算符，并且仅包含存储桶 
ARN 作为匹配值。刻意使用尾部斜杠；切勿排除它。

2 要记录 S3 接入点中的所有对象的事件，建议您仅使用接入点 ARN，而不要包含对象路径，并
且使用 OStartsWith RNotStartsWith 运算符。

有关数据事件资源的 ARN 格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用户指
南中的操作、资源和条件键。

b. 对于每个字段，请选择 + Conditions（+ 条件）以根据需要添加任意数量的条件，所有条件总共可
有最多 500 个指定值。例如，要从记录到跟踪或事件数据存储桶的数据事件中排除两个 S3 存储桶
的数据事件，可以将字段设置为 resources.ARN，设置运算符，然后粘贴在 S3 存储桶 ARN 中，或
浏览到不想为其记录事件的 S3 存储桶。NotStartsWith

要添加第二个 S3 存储桶，请选择 + Conditions（+ 条件），然后重复上述说明，在 ARN 中粘贴或
浏览到不同的存储桶。

Note

对于跟踪或事件数据存储上的所有选择器，最多可以有 500 个值。这包括选择器的多个值
的数组，例如 eventName。如果所有选择器均为单个值，则最多可以向选择器添加 500 
个条件。
如果您的账户中有 15000 个以上的 Lambda 函数，则在创建跟踪或事件数据存储时，您无
法在 CloudTrail控制台中查看或选择所有函数。您仍可使用预定义选择器模板记录所有函
数，即使这些函数未显示出来也是如此。如果您要记录特定函数的数据事件，则可手动添
加一个函数 (如果您知道其 ARN)。您也可以在控制台中完成跟踪或事件数据存储的创建操
作，然后使用为特定 Lambda 函数配置数据事件日志记录。AWS CLI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使用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记录数据事件 (p. 240)：

c. 根据需要，选择 + Field（+ 字段）以添加其他字段。为了避免错误，请不要为字段设置冲突或重复
的值。例如，不要在一个选择器中将 ARN 指定为等于某个值，然后在另一个选择器中指定 ARN 不
等于相同的值。

d. 选择 Next（下一步）以保存对自定义选择器模板的更改。不要选择其他日志选择器模板，或离开此
页面，否则您的自定义选择器将会丢失。

8. 要添加需要记录数据事件的其他数据类型，请选择 Add data event type（添加数据事件类型）。重复步
骤 4 至此步骤，为数据事件类型配置高级事件选择器。

9. 在您选择 Next（下一步）后,在 Step 2: Choose log events（步骤 2：选择日志事件）中，审核您选择的
日志选择器模板选项。选择 Edit（编辑）返回并进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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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您查看并验证您的选择后，如果这是现有的跟踪或事件数据存储库，如果您正在创建新的跟踪或事件
数据存储库。

示例：记录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对象的数据事
件
记录一个 S3 存储桶中的所有 S3 对象的数据事件

下面的示例演示在为一个名为 bucket-1 的 S3 存储桶中的所有数据事件配置日志记录时日志记录是如何工
作的。在此示例中， CloudTrail 用户指定了一个空前缀，以及用于记录 Read（读取）和 Write（写入）数据
事件的选项。

1. 用户将对象上传到 bucket-1。
2. PutObject API 操作是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对象级别的 API。它在中记录为数据事

件 CloudTrail。因为 CloudTrail 用户指定带空前缀的 S3 桶，因此将记录该存储桶中的任何对象上发生
的事件。跟踪将处理和记录事件。

3. 另一个用户将对象上传到 bucket-2。
4. PutObject API 操作发生在您未指定跟踪的 S3 存储桶中的某个对象上。跟踪不会记录此事件。

记录特定 S3 对象的数据事件

下面的示例演示在您为特定 S3 对象配置事件日志记录跟踪时日志记录是如何工作的。在此示例中， 
CloudTrail 用户指定了一个名为 bucket-3 # S3 存储桶，前缀为 my-images，并且可以选择仅记录写
入数据事件。

1. 一个用户在存储桶中检测到一个以 my-images 前缀开头的对象，例如 arn:aws:s3:::bucket-3/
my-images/example.jpg。

2. DeleteObject API 操作是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对象级别的 API。它在中记录为 
Write（写入）数据事件 CloudTrail。该事件发生在与您在跟踪中指定的 S3 存储桶和前缀匹配的对象
上。跟踪将处理和记录事件。

3. 另一个用户删除了 S3 存储桶中一个带不同前缀的对象，例如 arn:aws:s3:::bucket-3/my-
videos/example.avi。

4. 该事件发生在与您在跟踪中指定的前缀不匹配的对象上。跟踪不会记录此事件。
5. 一个用户对对象 arn:aws:s3:::bucket-3/my-images/example.jpg 调用 GetObject API 操

作。
6. 虽然事件发生在跟踪中指定的存储桶和前缀上，但 GetObject 是读取类型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对象级 API。它在中记录为 Read（读取）数据事件 CloudTrail，而跟踪未配置
为记录 Read（读取）事件。跟踪不会记录此事件。

Note

如果您记录特定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的数据事件，建议您不要使用将记
录其数据事件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来接收您在数据事件部分中指定的
日志文件。使用相同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会导致您的跟踪或事件数据
存储在每次将日志文件传输到 Simple Storage ServAmazon S3 ervice 日志文件是按时间间隔传输
的聚合事件，因此，事件与日志文件的比率不是 1:1；事件将记录到下一个日志文件中。例如，当 
CloudTrail 传送日志时，PutObject事件发生在 S3 存储桶上。如果还在数据事件部分中指定了 
S3 存储桶，跟踪将处理 PutObject 事件并将其记录为数据事件。该操作是另一个 PutObject 事
件，并且跟踪将重新处理和记录此事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CloudTrail  (p. 1)：
为避免记录您用于接收日志文件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的数据事件（如
果您将跟踪配置为记录 AWS 账户中的所有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数据事件)，请
考虑将日志文件传输到属于其他 AWS 账户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从 CloudTrail 多个账户中接收 (p.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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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其他 AWS 账户中的 S3 对象的数据事件
在将跟踪配置为记录数据事件时，您还可以指定属于其他 AWS 账户的 S3 对象。当事件在指定对象上发生
时， CloudTrail 将评估事件是否与每个账户中的任何跟踪匹配。如果事件与某个跟踪设置匹配，则跟踪将处
理并记录该账户的事件。通常，API 调用者和资源所有者都可以接收事件。

如果您拥有一个 S3 对象并且在跟踪中指定此对象，则您的跟踪将记录在您的账户中的对象上发生的事件。
由于您拥有该对象，因此您的跟踪还将在其他账户调用该对象时记录事件。

如果您在跟踪中指定一个 S3 对象，并且其他账户拥有此对象，则您的跟踪仅记录在您的账户中的此对象上
发生的事件。您的跟踪不会记录其他账户中发生的事件。

示例：记录两个 AWS 账户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对象的数据事件

以下示例说明两个AWS账户如何配置 CloudTrail 为记录同一 S3 对象的事件。

1. 在您的账户中，您希望您的跟踪记录名为 owner-bucket 的 S3 存储桶中所有对象的数据事件。通过指
定带空对象前缀的 S3 存储桶来配置跟踪。

2. Bob 拥有一个单独的账户，该账户已获得对 S3 存储桶的访问权限。Bob 还希望记录同一 S3 存储桶中
所有对象的数据事件。对于其跟踪，他配置了跟踪并指定带空对象前缀的同一 S3 存储桶。

3. Bob 使用 PutObject API 操作将对象上传到 S3 存储桶。
4. 此事件在他的账户中发生，并且与他的跟踪设置匹配。Bob 的跟踪将处理和记录该事件。
5. 由于您拥有 S3 存储桶并且事件与您的跟踪设置匹配，因此您的跟踪也将处理和记录同一事件。因为现

在有两个事件副本（一个记录在 Bob 的跟踪中，一个记录在您的跟踪中），因此对数据事件的两个副本 
CloudTrail 收取费用。

6. 您将一个对象上传到 S3 存储桶。
7. 此事件在您的账户中发生并且与您的跟踪设置匹配。您的跟踪将处理和记录此事件。
8. 由于该事件不是在 Bob 的账户中发生的，而且他不是 S3 存储桶的所有者，因此 Bob 的跟踪不会记录该

事件。 CloudTrail 仅针对此数据事件的一个副本收费。

示例：记录所有存储桶的数据事件，包括两个 AWS 账户使用的 S3 存储桶

以下示例显示对收集 AWS 账户中的数据事件的跟踪记录启用了 Select all S3 buckets in your account（选择
您账户中的所有 S3 存储桶）时的日志记录行为。

1. 在您的账户中，您希望您的跟踪记录所有 S3 存储桶的数据事件。在 Data events（数据事件）中的 All 
current and future S3 buckets（所有当前和未来 S3 存储桶）下，您可以通过选择 Read（读取）事
件、Write（写入）事件或同时选择两者，来配置跟踪。

2. Bob 拥有一个单独的账户，该账户已被授予对您账户中 S3 存储桶的访问权限。他想记录他有权访问的
存储桶的数据事件。他配置他的跟踪以获取所有 S3 存储桶的数据事件。

3. Bob 使用 PutObject API 操作将对象上传到 S3 存储桶。
4. 此事件在他的账户中发生，并且与他的跟踪设置匹配。Bob 的跟踪将处理和记录该事件。
5. 由于您拥有 S3 存储桶并且事件与您跟踪的设置匹配，因此您的跟踪也将处理和记录此事件。因为现在

有两个事件副本（一个记录在 Bob 的跟踪中，一个记录在您的跟踪中），因此针对数据事件的一个副本
对每个账户 CloudTrail 收取费用。

6. 您将一个对象上传到 S3 存储桶。
7. 此事件在您的账户中发生并且与您的跟踪设置匹配。您的跟踪将处理和记录此事件。
8. 由于该事件不是在 Bob 的账户中发生的，而且他不是 S3 存储桶的所有者，因此 Bob 的跟踪不会记录该

事件。 CloudTrail 仅针对您账户中此数据事件的一个副本收费。
9. 第三个用户 Mary 可以访问 S3 存储桶，并在存储桶上运行 GetObject 操作。她有一个跟踪配置为记录

其账户中所有 S3 存储桶上的数据事件。因为她是 API 调用者，所以在她的跟踪中 CloudTrail 记录数据
事件。虽然 Bob 有权访问该存储桶，但他不是资源所有者，因此这次未在他的跟踪中记录任何事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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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资源所有者，您会在跟踪中收到一个关于 Mary 调用的 GetObject 操作的事件。 CloudTrail 针对数
据事件的每个副本对您的账户和 Mary 的账户收取费用：一个在 Mary 的跟踪中，一个在您的跟踪中。

只读和只写事件
在您将跟踪或事件数据存储配置为记录数据事件和管理事件时，您可以指定是需要只读事件和/或只写事件还
是两者都需要。

• 读取

Read（读取）事件包括将读取您的资源但不进行更改的 API 操作。例如，只读事件包括 Amazon EC2
DescribeSecurityGroups 和 DescribeSubnets API 操作。这些操作仅返回有关 Amazon EC2 资源
的信息，但不更改您的配置。

• 写入

Write（写入）事件包括将修改（或可能修改）您的资源的 API 操作。例如，Amazon EC2
RunInstances 和 TerminateInstances API 操作将修改您的实例。

示例：为单独的跟踪记录记录读取事件和写入事件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将跟踪记录配置为将账户的日志活动拆分到单独的 S3 存储桶中：一个存储桶接收只读事
件，另一个存储桶接收只写事件。

1. 您创建一个跟踪并选择一个名为 read-only-bucket 的 S3 存储桶来接收日志文件。然后，您更新跟
踪以指定您需要 Read（读取）管理事件和数据事件。

2. 您创建另一个跟踪并选择一个名为 write-only-bucket 的 S3 存储桶来接收日志文件。然后，您更新
跟踪以指定您需要 Write（写入）管理事件和数据事件。

3. Amazon EC2 DescribeInstances 和 TerminateInstances API 操作将在您的账户中执行。
4. DescribeInstances API 操作是只读事件，它匹配第一个跟踪的设置。跟踪将记录事件并将事件传送

到 read-only-bucket。
5. TerminateInstances API 操作是只写事件，它匹配第二个跟踪的设置。跟踪将记录事件并将事件传

送到 write-only-bucket。

使用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记录数据事件
您可以使用配置您的跟踪记录或事件数据存储以记录数据事件AWS CLI。

主题
• 示例：记录数据事件 (p. 240)
• 示例：记录数据事件 (p. 251)

示例：记录数据事件
您可以使用 AWS CLI 配置您的跟踪记录以记录管理事件和数据事件。要查看您的跟踪是否正在记录管理事
件和数据事件，请运行 get-event-selectors 命令。

Note

请注意，如果您的账户正在记录管理事件的多个副本，将会产生费用。记录数据事件始终需要收取
费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定价。

aws cloudtrail get-event-selectors --trail-name Trail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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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命令将返回跟踪的默认设置。

主题
• 使用基本事件选择器记录事件 (p. 241)
• 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记录事件 (p. 242)
• 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记录存储桶的所有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事件 (p. 243)
• 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记录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on AWS Outposts 事件 (p. 244)
• 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记录所有数据事件 (p. 244)

使用基本事件选择器记录事件

下面是显示基本事件选择器的 get-event-selectors 命令结果示例。默认情况下，当您使用 AWS CLI 创建跟
踪时，跟踪会记录所有管理事件。默认情况下，跟踪记录不记录数据事件。

{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TrailName", 
    "EventSelectors": [ 
        { 
            "IncludeManagementEvents": true, 
            "DataResources": [], 
            "ReadWriteType": "All" 
        } 
    ]
}

要将跟踪配置为记录管理事件和数据事件，请运行 put-event-selectors 命令。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使用基本事件选择器配置您的跟踪，以包含两个 S3 对象的所有管理事件和数据事件。您
可以为一个跟踪指定 1 至 5 个事件选择器。您可以为一个跟踪指定 1 至 250 个数据资源。

Note

如果您选择使用基本事件选择器限制数据事件，则最多只能有 250 个 S3 数据资源。

aws cloudtrail put-event-selectors --trail-name TrailName --event-selectors 
 '[{ "ReadWriteType": "All", "IncludeManagementEvents":true, "DataResources": [{ "Type": 
 "AWS::S3::Object", "Values": ["arn:aws:s3:::mybucket/prefix", "arn:aws:s3:::mybucket2/
prefix2"] }] }]'

该命令将返回为跟踪配置的事件选择器。

{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TrailName", 
    "EventSelectors": [ 
        { 
            "IncludeManagementEvents": true, 
            "DataResources": [ 
                { 
                    "Values": [ 
                        "arn:aws:s3:::mybucket/prefix", 
                        "arn:aws:s3:::mybucket2/prefix2", 
                    ], 
                    "Type": "AWS::S3::Object" 
                } 
            ], 
            "ReadWriteType": "A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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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记录事件

如果您已选择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则 get-event-selectors 命令返回的结果类似于下方内容。默认情况下，
不为跟踪配置高级事件选择器。

{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TrailName",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记录所有管理事件（readOnly 和 writeOnly），并包括相同的两
个 S3 存储桶前缀中的 S3 对象的 PutObject 和 DeleteObject 事件。如此处所示，使用高级事件选择
器，您不仅能按 ARN 选择 S3 前缀名称，还能按您要记录的特定事件的名称进行选择。对于每个跟踪，最多
可将 500 个条件添加到高级事件选择器，包括所有选择器值。您可以为一个跟踪指定 1 至 250 个数据资源。

aws cloudtrail put-event-selectors --trail-name TrailName \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Name": "Log readOnly and writeOnly management even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Management"] } 
    ] 
  }, 
  { 
    "Name": "Log PutObject and DeleteObject events for two S3 prefixe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S3::Object"] }, 
      { "Field": "eventName", "Equals": ["PutObject","DeleteObject"] }, 
      { "Field": "resources.ARN", "StartsWith": ["arn:aws:s3:::mybucket/
prefix","arn:aws:s3:::mybucket2/prefix2"] } 
    ] 
  }
]'

结果显示为跟踪配置的高级事件选择器。

{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TrailName",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Name": "Log readOnly and writeOnly management even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Management"  
           ] 
        } 
      ] 
    }, 
    { 
      "Name": "Log PutObject and DeleteObject events for two S3 prefixes", 
      "FieldSelector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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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S3::Object"  
           ] 
        }, 
        { 
          "Field": "resources.ARN",  
          "StartsWith": [  
                "arn:aws:s3:::mybucket/prefix","arn:aws:s3:::mybucket2/prefix2"  
           ] 
        } 
      ] 
    } 
  ]
}

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记录存储桶的所有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事
件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配置您的跟踪以包含特定 S3 存储桶中的所有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对
象的所有数据事件。S3 事件在 resources.type 字段中的值为 AWS::S3::Object。由于 S3 对象和 S3 
存储桶的 ARN 值略有不同，因此必须为 resources.ARN 添加 StartsWith 运算符以捕获所有事件。

aws cloudtrail put-event-selectors --trail-name TrailName --region region \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 
            "Name": "S3EventSelector",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S3::Object"] }, 
                { "Field": "resources.ARN", "StartsWith": 
 ["arn:partition:s3:::bucket_name/"] } 
            ] 
        }
]'

该命令将返回以下示例输出。

{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region:account_ID:trail/TrailName",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Name": "S3EventSelector",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S3::Obj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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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Field": "resources.ARN", 
                    "StartsWith": [ 
                        "arn:partition:s3:::bucket_name/" 
                    ] 
                } 
            ] 
        } 
    ]
}

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记录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on AWS 
Outposts 事件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配置您的跟踪以包含您的 Outpost 中的 Outposts 对象上的所有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的所有数据事件。

aws cloudtrail put-event-selectors --trail-name TrailName --region region \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 
            "Name": "OutpostsEventSelector",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S3Outposts::Object"] } 
            ] 
    }
]'

该命令将返回以下示例输出。

{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region:account_ID:trail/TrailName",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Name": "OutpostsEventSelector",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S3Outposts::Object" 
                    ] 
                } 
            ] 
        } 
    ]
}

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记录所有数据事件

以下示例显示如何配置跟踪以包含所有 S3 存储桶、Lambda 函数、DynamoDB 表、S3 对象级 API 活
动、Amazon Mand blckets（管理存储桶）数据事件、Amazon EBSAWS 账户中的Amazon EBS快照中
的数据事件、S3 接入点、DynLambda DynamoDB 流、LaLake Formation Formats 创建的AWS G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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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mazon FinSpace环境、亚马逊 SageMaker 指标实验试用组件，亚马逊 SageMaker特色商店，AWS 
OutpostsAmazon Cognito 身份池、Amazon Kendra 智能排名重新评分执行计划以及亚马逊 GuardDuty 探测
器上的 API 活动。

Note

如果跟踪仅应用于一个区域，则只记录该区域的事件，即使事件选择器参数指定所有 Amazon S3 
存储桶和 Lambda 函数。在单区域跟踪中，事件选择器仅应用于在其中创建跟踪的区域。

aws cloudtrail put-event-selectors --trail-name TrailName \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all Amazon S3 bucke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S3::Object"]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Lambda function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Lambda::Function"]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DynamoDB table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DynamoDB::Table"] } 
    ] 
  }, 
  { 
    "Name": "Log all CloudTrail PutAuditEvents activity on a CloudTrail Lake channel,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CloudTrail::Channel"]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Amazon S3 on Outpos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S3Outposts::Object"] } 
    ] 
  }, 
  { 
    "Name": "Log all JSON-RPC calls for Ethereum nodes in Amazon Managed Blockchain",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ManagedBlockchain::Node"]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Amazon S3 Object Lambda access poin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S3ObjectLambda::AccessPoint"] } 
    ] 
  }, 
  { 
    "Name": "Log all Amazon EBS direct API calls on snapsho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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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EC2::Snapshot"]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Amazon S3 access poin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S3::AccessPoint"]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DynamoDB stream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DynamoDB::Stream"]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AWS Glue tables created by Lake Formation",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Glue::Table"]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FinSpace environmen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FinSpace::Environment"]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SageMaker metrics experiment trial componen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SageMaker::ExperimentTrialComponent"]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SageMaker feature store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SageMaker::FeatureGroup"]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Amazon Kendra Intelligent Ranking rescore execution plan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KendraRanking::ExecutionPlan"]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Amazon Cognito identity pool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Cognito::IdentityPool"] } 
    ] 
  }, 
  { 
    "Name": "Log events for an Amazon GuardDuty detector",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GuardDuty::Detector"] } 
    ] 
  }

版本 1.0
246



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
使用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记录数据事件

]'

该命令将返回以下示例输出。

{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1:111122223333:trail/TrailName",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all Amazon S3 bucke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S3::Object" 
                    ]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Lambda function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Lambda::Function" 
                    ]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DynamoDB table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DynamoDB::Table" 
                    ] 
                } 
            ] 
        }, 
        { 
            "Name": "Log all CloudTrail PutAuditEvents activity on a CloudTrail Lake 
 channel",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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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CloudTrail::Channel" 
                    ]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Amazon S3 on Outpos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S3Outposts::Object" 
                    ] 
                } 
            ] 
        }, 
        { 
            "Name": "Log all JSON-RPC calls for Ethereum nodes in Amazon Managed 
 Blockchain",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ManagedBlockchain::Node" 
                    ]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Amazon S3 Object Lambda access poin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S3ObjectLambda::AccessPoint" 
                    ] 
                } 
            ] 
        }, 
        { 
            "Name": "Log all Amazon EBS direct API calls on snapshots", 
            "FieldSelecto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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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EC2::Snapshot" 
                    ]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Amazon S3 access poin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S3::AccessPoint" 
                    ]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DynamoDB stream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DynamoDB::Stream" 
                    ]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AWS Glue tables created by Lake Formation",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Glue::Table"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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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FinSpace environmen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FinSpace::Environment" 
                    ]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SageMaker metrics experiment trial componen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SageMaker::ExperimentTrialComponent" 
                    ]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SageMaker feature store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SageMaker::FeatureGroup" 
                    ] 
                }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Amazon Kendra Intelligent Ranking rescore execution 
 plan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KendraRanking::ExecutionPla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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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Name": "Log all events for Amazon Cognito identity pool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Cognito::IdentityPool" 
                    ] 
                } 
            ] 
        }, 
        { 
            "Name": "Log events for an Amazon GuardDuty detector",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GuardDuty::Detector" 
                    ] 
                } 
            ] 
        } 
    ]
}   

示例：记录数据事件
您可以使用配置您的事件数据存储以包含数据事件AWS CLI。使用create-event-data-store命令创建
新的事件数据存储以记录数据事件。使用update-event-data-store命令更新现有事件数据存储的高级
事件选择器。

要查看您的事件数据存储是否包含数据事件，请运行get-event-data-store命令。

aws cloudtrail get-event-data-store --event-data-store EventDataStoreARN

该命令返回事件数据存储的设置。

{ 
    "EventDataStore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1:111122223333:eventdatastore/
EXAMPLE492-301f-4053-ac5e-EXAMPLE6441aa", 
    "Name": "ebs-data-events", 
    "Status": "ENABLED",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Name": "Log all EBS direct APIs on EBS snapshots",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版本 1.0
251

https://awscli.amazonaws.com/v2/documentation/api/latest/reference/cloudtrail/create-event-data-store.html
https://awscli.amazonaws.com/v2/documentation/api/latest/reference/cloudtrail/update-event-data-store.html
https://awscli.amazonaws.com/v2/documentation/api/latest/reference/cloudtrail/get-event-data-store.html


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
使用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记录数据事件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EC2::Snapshot" 
                    ] 
                } 
            ] 
        } 
    ], 
    "MultiRegionEnabled": true, 
    "OrganizationEnabled": false, 
    "RetentionPeriod": 2557, 
    "TerminationProtectionEnabled": true, 
    "CreatedTimestamp": "2023-01-04T15:57:33.701000+00:00", 
    "UpdatedTimestamp": "2023-02-20T20:37:34.228000+00:00"
}    

主题
• 包含存储桶的所有Amazon S3 事件 (p. 252)
• 在AWS Outposts活动中加入Amazon S3 (p. 253)

包含存储桶的所有Amazon S3 事件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创建事件数据存储以包含特定 S3 存储桶中的所有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对象的所有数据事件。S3 事件在 resources.type 字段中的值为 AWS::S3::Object。由于 S3 对
象和 S3 存储桶的 ARN 值略有不同，因此必须为 resources.ARN 添加 StartsWith 运算符以捕获所有事
件。

aws cloudtrail create-event-data-store --name "EventDataStoreName" --multi-region-enabled \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 
            "Name": "S3EventSelector",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S3::Object"] }, 
                { "Field": "resources.ARN", "StartsWith": 
 ["arn:partition:s3:::bucket_name/"] } 
            ] 
        }
]'

该命令将返回以下示例输出。

{ 
    "EventDataStore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1:111122223333:eventdatastore/
EXAMPLE492-301f-4053-ac5e-EXAMPLE441aa", 
    "Name": "EventDataStoreName", 
    "Status": "ENABLED",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Name": "S3EventSelector",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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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Field": "resources.ARN", 
                    "StartsWith": [ 
                        "arn:partition:s3:::bucket_name/"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S3::Object" 
                    ] 
                } 
            ] 
        } 
    ], 
    "MultiRegionEnabled": true, 
    "OrganizationEnabled": false, 
    "RetentionPeriod": 2557, 
    "TerminationProtectionEnabled": true, 
    "CreatedTimestamp": "2023-01-04T15:57:33.701000+00:00", 
    "UpdatedTimestamp": "2023-02-20T20:49:21.766000+00:00"
}

在AWS Outposts活动中加入Amazon S3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创建事件数据存储，其中包含您的 Outpost 中的 Outposts 对象上的所有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的所有数据事件。

aws cloudtrail create-event-data-store --name EventDataStoreName \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 
            "Name": "OutpostsEventSelector",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Data"]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AWS::S3Outposts::Object"] } 
            ] 
        }
]'

该命令将返回以下示例输出。

{ 
    "EventDataStore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1:111122223333:eventdatastore/
EXAMPLEb4a8-99b1-4ec2-9258-EXAMPLEc890", 
    "Name": "EventDataStoreName", 
    "Status": "CREATED",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 
            "Name": "OutpostsEventSelector", 
            "FieldSelectors": [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Data" 
                    ] 
                }, 
                { 
                    "Field": "resources.type", 
                    "Equals": [ 
                        "AWS::S3Outposts::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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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MultiRegionEnabled": true, 
    "OrganizationEnabled": false, 
    "RetentionPeriod": 2557, 
    "TerminationProtectionEnabled": true, 
    "CreatedTimestamp": "2023-02-20T21:00:17.673000+00:00", 
    "UpdatedTimestamp": "2023-02-20T21:00:17.820000+00:00"
}

记录 AWS Config 合规性的数据事件
如果您使用 AWS Config 一致性包帮助您的企业保持对正式标准的合规性，例如联邦风险和授权管理计划
（FedRAMP）或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所（NIST）要求的标准，则合规性框架的一致性包通常要求您
至少记录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的数据事件。合规性框架的一致性包中包括名为
cloudtrail-s3-dataevents-enabled 的托管规则，它检查您账户中的 S3 数据事件日志记录。许多未
与合规性框架关联的一致性包也需要 S3 数据事件日志记录。下面是包含此规则的一致性包示例。

• AWS Well-Architected Framework 安全支柱的运营最佳实践
• 适用于 FDA 联邦法规第 21 篇第 11 部分的运营最佳实践
• 适用于 FFIEC 的运营最佳实践
• 适用于 FedRAMP（中等）的运营最佳实践
• 适用于 HIPAA 安全的运营最佳实践
• 适用于 K-ISMS 的运营最佳实践
• 适用于日志记录的运营最佳实践

有关 AWS Config 中可用的示例一致性包的完整列表，请参阅 AWS Config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一致性包示例
模板。

使用 AWS 开发工具包记录事件
运行GetEventSelectors操作以查看您的跟踪是否正在记录数据事件。您可以配置您的跟踪记录以通过运
行PutEventSelectors操作来记录数据事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API 参考。

运行GetEventDataStore操作以查看您的事件数据存储是否正在记录数据事件。通过运
行CreateEventDataStore或UpdateEventDataStore操作并指定高级事件选择器，您可以将事件数据存储配置
为包含数据事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管理 CloudTrail LakeAWS CLI (p. 198)和 AWS CloudTrailAPI 
参考。

将事件发送到亚马逊 CloudWatch Logs
CloudTrail 支持将数据事件发送到 CloudWatch 日志。在您将跟踪配置为将事件发送到 Log CloudWatch 
s 日志组时，仅 CloudTrail 发送您在跟踪中指定的事件。例如，如果您将跟踪配置为仅记录数据事件，则
您的跟踪仅将数据事件传递至您的 CloudWatch 日志组。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 Amazon Logs 监控 
CloudTrail CloudWatch 日志文件 (p. 263)。

记录跟踪记录的见解事件
AWS CloudTrail 见解通过持续分析 CloudTrail 管理事件，帮助AWS用户识别和应对与 API 调用和 API 错误
率关联的异常活动。 CloudTrail 见解分析您的 API 调用量和 API 错误率的正常模式，又称为基准，当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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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或错误率超出正常模式范围时生成 Insights 事件。针对 write 管理 API 生成的 API 调用量的 Insights 事
件，以及针对 read 和 write 管理 API 生成的 API 错误率的 Insights 事件。

Note

要记录 API 调用量上的 Insights 事件，跟踪必须记录write管理事件。要按照 API 错误率记录 
Insights 事件，跟踪必须记录read或write管理事件。

如果已启用 CloudTrail Insights 并 CloudTrail 检测到异常活动，见解事件将被传递到跟踪的目标 S3 存储
桶。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上查看见解事件时，您还可以查看见解的类型和事件时间段。与 CloudTrail 跟踪中
捕获的其它类型的事件不同，仅在 CloudTrail 检测到账户的 API 使用情况的变化与账户的典型使用模式有显
著差异时，才会记录 Insights 事件。

CloudTrail 见解持续地监控 CloudTrail 管理事件，并使用数学模型来确定账户的 API 事件和错误率活动的正
常级别。 CloudTrail 见解可识别正常模式之外的行为，生成见解事件，并将这些事件传送到为跟踪记录选择
的 S3 存储桶中的/CloudTrail-Insight文件夹。您还可以访问和查看表中的见解事件 CloudTrail。AWS 
Management Console有关如何在控制台中以及使用 AWS CLI 访问和查看见解事件的信息，请参阅本指南中
的 查看 CloudTrail 见解事件 (p. 61)。

默认情况下，跟踪记录将记录管理事件，但不包含数据事件或见解事件。数据事件和见解事件需额外支付费
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定价。

当事件发生在您的账户中时， CloudTrail 评估该事件是否与您的跟踪记录设置匹配。只有与您的跟踪设置匹
配的事件才会传送到 Simple Storage（Amazon S3）存储桶和 A CloudWatch mazon Logs

目录
• 了解 CloudTrail 见解 (p. 255)

• 筛选条件列 (p. 256)
• Insights graph（见解图表）选项卡 (p. 256)
• Attributions（属性）选项卡 (p. 258)

• 基线平均值和 Insights 平均值 (p. 259)
• CloudTrail “事件” 选项卡 (p. 260)
• Insights event record（见解事件记录）选项卡 (p. 260)

• 使用 AWS Management Console 记录见解事件 (p. 260)
• 使用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记录见解事件 (p. 260)
• 使用 AWS 开发工具包记录事件 (p. 261)
• 将事件发送到亚马逊 CloudWatch Logs (p. 261)

了解 CloudTrail 见解
CloudTrail 见解可以通过发出 Insights 事件，帮助您检测AWS账户中的异常 API 量或错误率活动。 
CloudTrail 见解分析您的 API 调用量和 API 错误率的正常模式，又称为基准，当调用量或错误率超出正常模
式范围时生成 Insights 事件。针对 write 管理 API 生成的 API 调用量的 Insights 事件，以及针对 read 和
write 管理 API 生成的 API 错误率的 Insights 事件。

首次对跟踪启用 CloudTrail Insights（见解）后，如果检测到异常活动，则可能需要 36 小时才能传递第一个
见解事件。 CloudTrail CloudTrail 见解分析在单个区域（而非全局）发生的管理事件。在其支持性管理事件
的相同区域中生成 CloudTrail Insights 事件。

下图显示了一个见解事件的示例。通过从 Dashboard (控制面板) 或 Insights (见解) 页面中选择见解事件名
称，可以打开见解事件的详细信息页面。

如果对跟踪禁用 CloudTrail Insights 或对跟踪停止日志记录（禁用 CloudTrail 见解），则可能已将见解事件
存储在目标 S3 存储桶中或显示在控制台的 Insights（见解）页面上，该日期来自您启用见解的较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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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条件列
左列列出了与主题 API 相关的见解事件，并且具有相同的见解事件类型。通过该列，您可以选择希望了解其
详细信息的见解事件。在此列中选择事件时，该事件将在 Insights graph（见解图表）选项卡上的图形中突出
显示。默认情况下， CloudTrail 应用一个筛选条件将 events（CloudTrail事件）选项卡限制为关于在触发见
解事件的异常活动期间调用的特定 API 的事件。要显示在异常活动期间调用的所有 CloudTrail事件，包括与
见解事件无关的事件，请关闭筛选条件。

Insights graph（见解图表）选项卡
在 Insights graph（Insights 图）选项卡上，Insights 事件的详细信息页面显示在记录一个或多个 Insights 事
件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发生的 API 调用量或错误率的图表。在图表中，见解事件以垂直条突出显示，条
的宽度显示见解事件的开始和结束时间。

在此示例中，突出显示的垂直带显示了账户中异常数量的 AWS Systems Manager SendCommand API 调
用。在突出显示的区域中，由于SendCommand调用数量上升到该账户每分钟 0.0442 次调用的基准平均值
之上，因此在检测到异常活动时 CloudTrail 记录了一个见解事件。已记录在上午 5:50 至 5:55 之间的 5 分
钟内多达 15 次 SendCommand 调用的 Insights 事件。每分钟对该 API 的调用大约比该账户预期的次数多
两次。在此示例中，图表的时间跨度为三小时：上午 4:30。太平洋时间 2021 年 7 月 15 日 上午 4:30 至
上午 7:30。此事件的开始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15 日 上午 6:00，结束时间为两分钟后。未突出显示的结束 
Insights 事件显示，该异常活动在上午 6:16 左右结束。

按照见解事件开始前七天的时间计算基准。虽然基准持续时间的值（ CloudTrail 分析 API 上的正常活动的时
间段）大约为七天，但会将基准持续时间 CloudTrail 舍入为整数天，因此确切的基准持续时间可能会有所不
同。

您可以使用工具栏上的 Zoom（缩放）命令放大结束 Insights 事件，显示开始和结束时间。在此示例中，选
择 Zoom（缩放），然后在突出显示的 Insights 事件的一边短距离拖动Zoom（缩放）光标,展开 Insights 事
件并显示更多时间线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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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查看用来分析以确定发生异常活动 CloudTrail 的事件，请打开 events（CloudTrail 事件）选项卡。在此示
例中， CloudTrail 分析了 12 个事件，其中四个事件触发了 Insights 事件。

以下屏幕截图显示 API 错误率 Insights 事件的 Insights graph（Insights 图）选项卡。突出显示的区域显
示，由于 GetRolePolicy IAM API 调用上发生的 NoSuchEntityException 错误数量超出此 API 调用
每分钟 0.0017 次 NoSuchEntityException 错误的基线平均值，在洞察期间记录了一个平均每分钟出
现 18 次错误的 Insights 事件。在此示例中，触发 Insights 事件 CloudTrail 的事件数量与一分钟内出现 18 
个NoSuchEntityException错误的 Insights 平均值相匹配。与 API 调用率图不同的是，API 错误率图显
示为两条不同颜色的线：一条线衡量导致异常错误数量的 IAM API 调用（GetRolePolicy），另一条线衡
量记录异常活动的错误（NoSuchEntityEx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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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ibutions（属性）选项卡
Attributions（归因）选项卡显示有关见解事件的以下信息。Attributions（归因）选项卡上的信息可以帮助您
识别 Insights 活动的原因和来源。展开排名较高的基准区域，将正常时段内的用户身份、用户代理和错误代
码活动与 Insights 活动期间归因的活动进行比较。Top baseline user identity ARNs（排名靠前的基准用户身
份 ARN）、Top baseline user agents（排名靠前的基准用户代理）和 Top baseline error codes（排名靠前
的基准错误代码）中仅显示基线平均值 – 在 Insights 事件开始时间前大约七天内按用户身份、用户代理记录
的或导致错误代码的 API 事件的历史平均值。

Attributions（归因）选项卡仅显示错误率 Insights 事件中排名靠前的用户身份 ARN 和用户代理，如下图所
示。错误率 Insights 事件不需要顶级错误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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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user identity ARNs（最高的用户身份 ARN）- 此表格显示了在异常活动期间和基准期对 API 调用作出
贡献的最多前五名的 AWS 用户或 IAM 角色（用户身份），按所贡献的 API 调用平均数量的降序排列。引
起异常活动的活动总数的平均数百分比显示在括号中。如果超过五个用户身份 ARN 涉及了异常活动，则
其活动将汇总在 Other（其他）行中。

• Top user agents（最高的用户代理）- 此表格显示了用户身份在异常活动期间和基准期对 API 调用作
出贡献的最多前五名的 AWS 工具，按所贡献的 API 调用平均数量的降序排列。这些工具包括 AWS 
Management Console、AWS CLI 或 AWS 软件开发工具包。例如，名为 ec2.amazonaws.com 的用户
代理表示 Amazon EC2 控制台是用于调用 API 的工具之一。引起异常活动的活动总数的平均数百分比显示
在括号中。如果超过五个用户代理涉及了异常活动，则其活动将汇总在 Other（其他）行中。

• 排名靠前的错误代码 – 仅针对 API call rate（API 调用率）Insights 事件显示。此表最多显示在异常活动期
间和基准期的 API 调用中发生的前五个的错误代码，按 API 调用数量从最大到最小降序排列。引起异常活
动的活动总数的平均数百分比显示在括号中。如果在异常活动或基准活动期间发生了超过五个错误代码，
那么它们的活动将汇总在 Other（其他）行中。

值 None 作为排名前五的错误代码值之一，意味着很大一部分对见解事件有贡献的调用不会导致错误。
如果错误代码值为 None，并且表中没有其他错误代码，则 Insight average（见解平均值）和 Baseline 
average（基准平均值）列中的值与表示见解事件总体的值相同。您还可以查看显示在 Insights graph（见
解图表）选项卡的 API calls per minute（每分钟 API 调用数）下的 Insight average（见解平均值）和
Baseline average（基准平均值）图例中的那些值。

基线平均值和 Insights 平均值

Baseline average（基线平均值）和 Insights average（Insights 平均值）显示排名靠前的用户身份、排名靠
前的用户代理和排名靠前的错误代码。

• Baseline average（基线平均值）– 在您账户中特定区域内，大约前七天内测量的每分钟对记录 Insights 事
件的 API 的典型调用速率。

• Insights average（Insights 平均值）- 触发 Insights 事件的 API 的调用或错误率。开始事件的 CloudTrail 
Insights 平均值是触发 Insights 事件的 API 的每分钟调用或错误率。通常情况下，这是异常活动的第一分
钟。结束事件的 Insights 平均值是在开始 Insights 事件和结束 Insights 事件之间异常活动持续时间内，每
分钟 API 调用的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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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Trail “事件” 选项卡
在 events（CloudTrail 事件）选项卡上，查看 CloudTrail用来分析以确定发生异常活动的相关事件。默认情
况下，已对见解事件名称应用了筛选条件，该名称也是相关 API 的名称。要显示在异常活动期间记录的所有 
CloudTrail 事件，请关闭 Only sh ow events for selected Insights 事件的事件。CloudTrail 事件选项卡显示在 
Insights 事件的开始和结束时间之间发生的主题 API 关联的 CloudTrail 管理事件。这些事件可帮助您执行更
深入的分析，以确定 Insights 事件的可能原因以及异常 API 活动和错误率的原因。

Insights event record（见解事件记录）选项卡
与任何 CloudTrail 事件相似， CloudTrail 见解事件是 JSON 格式的记录。Insights event record（见
解事件记录）选项卡显示见解开始和结束事件的 JSON 结构和内容，有时称为事件负载。有关见解事
件记录的字段和内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本指南中的 见解事件的记录字段 (p. 398) 和 CloudTrail 见
解insightDetails元素 (p. 412)。

使用 AWS Management Console 记录见解事件
在现有跟踪记录上启用 CloudTrail Insights 事件。默认情况下，不启用见解事件。

1. 在 CloudTrail 控制台的左侧导航窗格中，打开 Tra il s（跟踪）页面，然后选择跟踪名称。
2. 在 Insights events（见解事件）中，选择 Edit（编辑）。

Note

记录见解事件将收取额外费用。有关 CloudTrail 定价，请参阅AWS CloudTrail定价。
3. 在 Event type（事件类型）中，选择 Insights events（Insights 事件）。
4. 在 Insights events（Insights 事件）中的 Choose Insights types（选择 Insights 类型）下，选择 API 

call rate（API 调用率）和/或 API error rate（API 错误率）。您的跟踪必须记录写入管理事件以记录 
Insights 事件以获取 API 调用率。您的跟踪必须记录读取或写入管理事件才能记录 Insights 事件，以了
解 API 错误率。

5. 选择保存更改以保存您的更改。

如果检测到异常活动，传递第一个见解事件可能需要长达 36 个小时。 CloudTrail

使用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记录见解事件
您可以使用 AWS CLI 配置您的跟踪记录以记录见解事件。

Note

要记录 API 调用量上的 Insights 事件，跟踪必须记录write管理事件。要按照 API 错误率记录 
Insights 事件，跟踪必须记录read或write管理事件。

要查看您的跟踪是否正在记录见解事件，请运行 get-insight-selectors 命令。

aws cloudtrail get-insight-selectors --trail-name TrailName

以下结果显示跟踪的默认设置。默认情况下，跟踪记录不记录见解事件。InsightType 属性值为空，并且
未指定见解事件选择器，因为未启用见解事件收集。

如果未添加 Insights 选择器，该get-insight-selectors命令会返回以下错误消息：“调用 GetInsightSelectors 操
作时发生错误 (InsightNotEnabledException)：跟踪##未启用 Insights 见解选择器。Edit the trail settings to 
enable Insights, and then try the operation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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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ightSelectors": [ ],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1:123456789012:trail/TrailName"
}

要将跟踪配置为记录见解事件，请运行 put-insight-selectors 命令。以下示例说明如何配置跟踪以包
含见解事件。Insights 选择器值可以是 ApiCallRateInsight 和/或 ApiErrorRateInsight。

aws cloudtrail put-insight-selectors --trail-name TrailName --insight-selectors 
 '[{"InsightType": "ApiCallRateInsight"},{"InsightType": "ApiErrorRateInsight"}]'

以下结果显示为跟踪配置的见解事件选择器。

{ 
  "InsightSelectors": 
      [ 
         { 
            "InsightType": "ApiErrorRateInsight" 
         }, 
         { 
            "InsightType": "ApiCallRateInsight" 
         } 
      ],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1:123456789012:trail/TrailName"
}

使用 AWS 开发工具包记录事件
运行GetInsightSelectors操作以查看您的跟踪是否正在记录跟踪的见解事件。您可以配置您的跟踪记录以记
录见解PutInsightSelectors事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API 参考。

将事件发送到亚马逊 CloudWatch Logs
CloudTrail 支持将见解事件发送到 CloudWatch Logs。在配置您的跟踪以将见解事件发送到 Logs 
CloudWatch 日志组时， CloudTrail 见解只发送您在跟踪中指定的事件。例如，如果您将跟踪配置为记录管
理和见解事件，则您的跟踪会将管理事件和见解事件传递至您的Logs CloudWatch 日志组。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使用 Amazon Logs 监控 CloudTrail CloudWatch 日志文件 (p. 263)：

您可以使用 Amazon EventBridge 控制台或 API 来创建用于传递见解事件的规则。使用 EventBridge 控制台
创建规则时，选择AWS Insight via CloudTrail事件类型。

下图显示了在中创建的示例规则 Insights-test-rule EventBridge。 CloudTrail 记录 Insights 事件时，该
规则将针对 Amazon SNS 主题向 SNS 主题中指定的收件人发送通知。有关在中创建规则的更多信息 
EventBridge，请参阅《亚马逊 EventBridge 用户指南》 EventBridge中的 “在亚马逊创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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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Trail 记录 Insights 事件时，SNS 主题的收件人应该会收到 SNS 通知。

接收来自多个区域的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您可以将 CloudTrail 配置为将日志文件从多个区域传送到单个账户的单个 S3 存储桶。例如，您在美国西部
（俄勒冈）区域的跟踪配置为将日志文件传送到 S3 存储桶的跟踪，以及 CloudWatch Logs 日志组。当您
更改现有单区域跟踪记录以录入所有区域时，CloudTrail 会记录来自您账户中单一 AWS 分区的所有区域的
事件。CloudTrail 将日志文件传送到同一 S3 存储桶和 CloudWatch Logs 日志组。只要 CloudTrail 具有写入 
S3 存储桶的权限，多区域跟踪的存储桶就不必位于跟踪的主区域中。

要录入您账户中所有 AWS 分区的所有区域的事件，请在每个分区中创建多区域跟踪记录。

在控制台中，默认情况下您创建的跟踪可记录所有 AWS 区域中的事件。这是推荐的最佳实践。要记录单
个区域中的事件（不推荐），请使用 AWS CLI (p. 96)。要配置现有单区域跟踪以登录所有区域，必须使用 
AWS CLI。

要更改现有跟踪以使其应用于所有区域，请向 update-trail (p. 97) 添加 --is-multi-region-trail 选
项。

aws cloudtrail update-trail --name my-trail --is-multi-region-trail

要确认跟踪现已应用到所有区域，请验证输出中的 IsMultiRegionTrail 元素是否为 true。

{ 
    "IncludeGlobalServiceEvents": true,  
    "Name": "my-trail",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my-trail",  
    "LogFileValidationEnabled": false,  
     "IsMultiRegionTrail": true,  
    "IsOrganizationTrail": false, 
    "S3BucketName": "my-bucket"
}

Note

当在 aws 分区中启动新区域时，CloudTrail 会在新区域中自动为您创建一个设置与原始跟踪相同的
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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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资源：

• 在区域 CloudTrail 和全球范围如何工作？ (p. 12)
• CloudTrail 常见问题

管理中的数据一致性 CloudTrail
CloudTrail 使用名为最终一致性的分布式计算模型。您对 CloudTrail 配置（或其他AWS服务）所做的任何更
改，包括在基于属性的访问权限控制（ABAC）中使用的标记，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在所有可能的端点中可
见。它在服务器与服务器之间、复制区域与复制区域之间，以及全球的区域与区域之间发送数据需要时间，
这会造成一定的延迟。 CloudTrail 还使用缓存来提高性能，但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会增加时间。在之前缓
存的数据超时之前，更改可能不可见。

您在设计应用程序时，必须考虑到这些可能的延迟。确保应用程序可以按预期工作，即使在一个位置进行的
更改不能立即在其他位置可见。此类更改包括创建或更新跟踪或事件数据存储、更新事件选择器，以及启动
或停止日志记录。当您创建或更新跟踪或事件数据存储时，根据最新的已知配置将日志传 CloudTrail 送到 S3 
存储桶或事件数据存储，直到更改传播到所有位置为止。

有关这如何影响他人的更多信息AWS 服务，请参阅以下资源：

• Amazon DynamoDB：DynamoDB 常见问题中的什么是 DynamoDB 的一致性模型？，以及《Amazon 
DynamoDB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读取一致性。

• Amazon EC2：《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API 参考》中的最终一致性。
• Amazon Ensi c Amazon E nsic Amazon S3 on Ensic Amazon E MapReduce n s AWSic Amazon En sic
•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IA M 用户指南》中的我做的更改并不总是立即可见。
• Amazon Redshift：《Amazon Redshift 数据库开发人员指南》中的管理数据一致性。
• Amazon S3：《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用户指南》中的 Amazon S3 数据一致性模型。

使用 Amazon Logs 监控 CloudTrail CloudWatch 日
志文件

您可以使用 CloudWatch Logs 配置 CloudTrail 为监控您自己的跟踪，并在发生特定活动时通知您。

1. 将跟踪配置为将事件日志发送到 Lo CloudWatch gs。
2. 定义 Lo CloudWatch gs 指标筛选条件，用于评估日志事件，以找到词、短语或值的匹配项。例如，您

可以监控 ConsoleLogin 事件。
3. 将 CloudWatch 指标分配给指标筛选条件。
4. 创建根据您指定的阈值和时段触发的 CloudWatch 警报。您可以配置警报，以在触发警报时发送通知，

使您可以执行操作。
5. 您也可以配置 CloudWatch 为自动执行操作以响应警报。

亚马逊 CloudWatch 和亚马逊 CloudWatch 日志的标准定价适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CloudWatch 定价。

有关可在其中配置跟踪记录以将日志发送到 Logs 的区域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一般参考中的 Amazon 
CloudWatch Logs 区域和配额。 CloudWatch

AWS GovCloud （美国西部）区域需要单独的账户。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GovCloud （美国西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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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将事件发送到 CloudWatch Logs (p. 264)
• 使用 AWS CloudFormation 模板创建 CloudWatch 警报 (p. 268)
• 为 CloudTrail 事件创建 CloudWatch 警报：示例 (p. 278)
• 停止 CloudTrail 向 CloudWatch Logs 发送事件 (p. 283)
• CloudTrail 的 CloudWatch 日志组和日志流命名 (p. 284)
• 与 CloudTrail 使用 CloudWatch Logs 进行监控对应的角色策略文档 (p. 284)

将事件发送到 CloudWatch Logs
在配置您的跟踪以将事件发送到 CloudWatch 日志时，只 CloudTrail 发送符合您跟踪记录设置的事件。
例如，如果您将跟踪配置为仅记录数据事件，则您的跟踪仅将数据事件发送到 CloudWatch 日志日志组。 
CloudTrail 支持将数据、见解和管理事件发送到 CloudWatch Logs。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p. 220)：

将事件发送到 Lo CloudWatch gs 日志组：

• 请确保您有足够的权限来创建或指定 IAM 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授予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上查看和
配置 Amazon CloudWatch Logs Logs Logs (p. 352)：

• 创建新的跟踪或指定现有的跟踪。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控制台创建和更新跟踪 (p. 76)：
• 创建一个日志组或指定一个现有日志组。
• 指定 IAM 角色。如果您要修改用于组织跟踪的现有 IAM 角色，则必须手动更新策略，以允许组织跟踪的

日志记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此策略示例 (p. 267)和为组织创建跟踪 (p. 121)。
• 附加一个角色策略或者使用默认角色策略。

目录
• 通过控制台配置 CloudWatch 日志监控 (p. 264)

• 创建一个日志组或指定一个现有日志组 (p. 264)
• 指定 IAM 角色 (p. 265)
• 在 CloudWatch 控制台中查看事件 (p. 265)

• 使用配置 CloudWatch 日志监控AWS CLI (p. 266)
• 创建日志组 (p. 266)
• 创建角色 (p. 266)
• 创建策略文档 (p. 266)
• 更新跟踪 (p. 268)

• 限制 (p. 268)

通过控制台配置 CloudWatch 日志监控
您可以使用配置跟踪AWS Management Console以将事件发送到 CloudWatch Logs 进行监控。

创建一个日志组或指定一个现有日志组
CloudTrail 使用 Lo CloudWatch gs 日志组作为日志事件的传输终端节点。可创建一个日志组或者指定一个现
有日志组。

创建或指定日志组

1. 确保您以具有足够权限的管理用户或角色登录以配置 CloudWatch Logs 集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授
予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上查看和配置 Amazon CloudWatch Logs Logs Logs (p.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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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cloudtrail/ 打开 CloudTrail 主机。
3. 选择跟踪名称。如果您选择一个应用于所有区域的跟踪，则您将重定向到创建此跟踪的区域。可以在跟

踪所在的区域创建一个日志组或者选择一个现有日志组。

Note

应用于所有区域的跟踪会将所有区域中的日志文件发送到您指定的 CloudWatch 日志日志组。
4. 对于CloudWatch 日志，选择配置。
5. 对于 New or existing log group，键入日志组名称，然后选择 Continue。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CloudTrail 的 CloudWatch 日志组和日志流命名 (p. 284)：
6. 对于 IAM 角色，请选择现有角色或创建一个角色。如果您要创建 IAM 角色，请键入角色名称。
7. 选择 Allow（允许）以授予创建 CloudWatch 日志流并传送事件的 CloudTrail 权限。

指定 IAM 角色

您可以指定要代入的角色 CloudTrail 以将事件传输到日志流。

指定角色

1. 默认情况下，系统将为您指定 CloudTrail_CloudWatchLogs_Role。默认角色策略包含在指定的日
志组中创建 CloudWatch 日志日志流以及将 CloudTrail 事件传输到该日志流所需的权限。

Note

如果要将此角色用于组织跟踪的日志组，则必须在创建角色后手动修改策略。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此策略示例 (p. 267)和为组织创建跟踪 (p. 121)。

a. 要验证角色，请通过以下网址转到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iam。

b. 选择角色，然后选择 CloudTrail_CloudWatchLogs _Role。
c. 要查看该角色策略的内容，请选择 View Policy Document。

2. 您可指定另一个角色，但如果需要使用现有角色将事件发送到 Logs，则必须将所需的角色策略附加到现
有 CloudWatch 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与 CloudTrail 使用 CloudWatch Logs 进行监控对应的角色
策略文档 (p. 284)：

在 CloudWatch 控制台中查看事件

在配置您的跟踪以将事件发送到 CloudWatch 日志日志组后，您就可以在 CloudWatch 控制台中查看事件。 
CloudTrail 通常会在 API 调用后平均大约 5 分钟内将事件传输到日志组。此时间并不能得到保证。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服务等级协议。

在 CloudWatch 控制台中查看事件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cloudwatch/ 打开 CloudWatch 主机。
2. 选择 Logs (日志)。
3. 选择为您的跟踪指定的日志组。
4. 选择日志流名称。
5. 要查看您的跟踪记录的事件的详细信息，请选择一个事件。

Note

CloudWatch 控制台中的 Time (UTC)（时间 (UTC)）（时间 (UTC)））列会显示将事件传送到您的
日志组的时间。要查看记录的事件的实际时间 CloudTrail，请查看字eventTime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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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配置 CloudWatch 日志监控AWS CLI
您可以使用配置，AWS CLI将事件发送 CloudTrail 到 CloudWatch Logs 进行监控。

创建日志组

1. 如果您没有日志组，请使用 Logscreate-log-group 命令创建 CloudWatch 日志日志组作为日志事件
的传输终端节点。 CloudWatch

aws logs create-log-group --log-group-name name

下面的示例创建一个名为 CloudTrail/logs 的日志组：

aws logs create-log-group --log-group-name CloudTrail/logs

2. 检索日志组 Amazon Resource Name（ARN）。

aws logs describe-log-groups

创建角色

为创建一个角色 CloudTrail ，以使其能够将事件发送到 Lo CloudWatch gs 日志组。IAM create-
role 命令接受两个参数：角色名称和代入角色策略文档 (JSON 格式) 的文件路径。您使用的策略文
档AssumeRole授予权限 CloudTrail。create-role 命令可创建具有所需权限的角色。

要创建包含此策略文档的 JSON 文件，请打开文本编辑器并将以下策略内容保存到名为
assume_role_policy_document.json 的文件中。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cloudtrail.amazonaws.com" 
      }, 
      "Action": "sts:AssumeRole" 
    } 
  ]
}

运行以下命令以创建具有AssumeRole权限的角色 CloudTrail。

aws iam create-role --role-name role_name --assume-role-policy-document file://<path to 
 assume_role_policy_document>.json

待命令完成后，记下输出中的角色 ARN。

创建策略文档

为创建下面的角色策略文档 CloudTrail。此文档 CloudTrail 将授予必要的权限，以在指定的 CloudWatch 日
志组中创建日志流并将 CloudTrail 事件传输到该日志流。

{ 

版本 1.0
266



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
将事件发送到 CloudWatch Logs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AWSCloudTrailCreateLogStream2014110", 
      "Effect": "Allow", 
      "Action": [ 
        "logs:CreateLogStream" 
      ], 
      "Resource": [ 
        "arn:aws:logs:region:accountID:log-group:log_group_name:log-
stream:accountID_CloudTrail_region*" 
      ] 

    }, 
    { 
      "Sid": "AWSCloudTrailPutLogEvents20141101", 
      "Effect": "Allow", 
      "Action": [ 
        "logs:PutLogEvents" 
      ], 
      "Resource": [ 
        "arn:aws:logs:region:accountID:log-group:log_group_name:log-
stream:accountID_CloudTrail_region*" 
      ] 
    } 
  ]
}

将此策略文档保存到名为 role-policy-document.json 的文件中。

如果您要创建可能用于组织跟踪记录的策略，则需要对其进行稍微不同的配置。例如，以下策略会授予 
CloudTrail 必要的权限，以在指定的 CloudWatch 日志组中创建日志日志流并将 ID 为 o-exampleorgid 
的组织跟踪中的两个跟踪以及在 111111111111 账户中创建的应用于AWS Organizations组织 ID 为 o-
exampleorgid ##### CloudTrail ###：AWS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AWSCloudTrailCreateLogStream20141101", 
            "Effect": "Allow", 
            "Action": [ 
                "logs:CreateLogStream" 
            ], 
            "Resource": [ 
                "arn:aws:logs:us-east-2:111111111111:log-group:CloudTrail/
DefaultLogGroupTest:log-stream:111111111111_CloudTrail_us-east-2*", 
                "arn:aws:logs:us-east-2:111111111111:log-group:CloudTrail/
DefaultLogGroupTest:log-stream:o-exampleorgid_*" 
            ] 
        }, 
        { 
            "Sid": "AWSCloudTrailPutLogEvents20141101", 
            "Effect": "Allow", 
            "Action": [ 
                "logs:PutLogEvents" 
            ], 
            "Resource": [ 
                "arn:aws:logs:us-east-2:111111111111:log-group:CloudTrail/
DefaultLogGroupTest:log-stream:111111111111_CloudTrail_us-east-2*",              
                "arn:aws:logs:us-east-2:111111111111:log-group:CloudTrail/
DefaultLogGroupTest:log-stream:o-exampleorgid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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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有关组织跟踪记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为组织创建跟踪 (p. 121)。

运行以下命令以将策略应用于角色。

aws iam put-role-policy --role-name role_name --policy-name cloudtrail-policy --policy-
document file://<path to role-policy-document>.json

更新跟踪

通过 CloudTrailupdate-trail命令用日志组和角色信息更新跟踪。

aws cloudtrail update-trail --name trail_name --cloud-watch-logs-log-group-
arn log_group_arn --cloud-watch-logs-role-arn role_arn

有关 AWS CLI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命令行参考。

限制
CloudWatch 日志和 EventBridge 每个日志允许的最大事件大小为 256 KB。尽管大多数服务事件的大小
不超过 256 KB，但某些服务仍会有较大的事件。 CloudTrail 不会将这些事件发送到 CloudWatch 日志或 
EventBridge。

从 CloudTrail 事件版本 1.05 开始，事件的大小最大值为 256 KB。这是为了帮助防止被恶意行为者利用，而
允许其他AWS服务使用，例如 CloudWatch Logs 和 EventBridge。

使用 AWS CloudFormation 模板创建 CloudWatch 警报
在将跟踪配置为将日志文件传送到 CloudWatch 日志组之后，您可以创建 CloudWatch 指标筛选条件和
警报来监视日志文件中的事件。例如，您可以指定一个事件，如 Amazon EC2 RunInstances 操作，让 
CloudWatch 在您的账户中发生该事件时向您发送通知。您可以分别创建筛选条件和警报，或使用 AWS 
CloudFormation 模板同时定义它们。

您可以原封不动地使用示例 CloudFormation 模板，或者将其作为创建您自己的模板的参考。

主题
• 示例 CloudFormation 模板 (p. 268)
• 使用模板创建 CloudFormation 堆栈 (p. 269)
• CloudFormation 模板内容 (p. 276)

示例 CloudFormation 模板
CloudFormation 模板具有预定义的 CloudWatch 指标筛选条件和警报，这样，当您的 AWS 账户中发生与安
全相关的特定 API 调用时，您将会收到电子邮件通知。

该模板在位于以下位置的 zip 文件中提供：CloudWatch_Alarms_for_CloudTrail_API_Activity.zip。

该模板定义了用于监控以下资源类型的创建、删除和更新操作的指标筛选条件：

• Amazon EC2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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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M policy
• Internet 网关
• 网络 ACL
• 安全组

当您的账户中发生 API 调用时，指标筛选条件会监控该 API 调用。如果该 API 调用超出了您指定的阈值，则
会触发警报，CloudWatch 会向您发送电子邮件通知。

默认情况下，模板中的大多数筛选条件将在五分钟内发生某个监控的事件时触发警报。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要
求修改这些警报阈值。例如，您可以在 10 分钟内监控 3 个事件。要进行更改，则编辑模板，如果是在上传
模板后，则在 CloudWatch 控制台中指定阈值。

Note

由于 CloudTrail 通常每五分钟传送一次日志文件，因此应将警报时间段指定为五分钟或更长。

要查看模板中的指标筛选条件和警报以及触发电子邮件通知的 API 调用，请参阅 CloudFormation 模板内
容 (p. 276)。

使用模板创建 CloudFormation 堆栈
CloudFormation 堆栈是您作为单个单元配置和更新的相关资源的集合。下面的过程描述如何创建堆栈并验证
接收通知的电子邮件地址。

使用模板创建 CloudFormation 堆栈

1. 配置您的跟踪以将日志文件传送到 CloudWatch Logs 日志组。请参阅将事件发送到 CloudWatch 
Logs (p. 264)。

2. 下载 CloudFormation 模板：CloudWatch_Alarms_for_CloudTrail_API_Activity.zip。
3. 打开 AWS CloudFormation 控制台，地址：https://console.aws.amazon.com/cloudformation。
4. 选择创建堆栈。

5. 在 Select Template 页面上，对于 Name，键入一个堆栈名。例
如，CloudWatchAlarmsForCloudT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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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于 Source（源），选择 Upload a template to Amazon S3（将模板上传到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

7. 选择 Choose File（选择文件)，然后选择您下载的 AWS CloudFormation 模板。
8. 选择 Next（下一步）。
9. 在 Specify Parameters 页面上，对于 Email，键入接收通知的电子邮件地址。

10. 对于 LogGroupName，键入您在配置跟踪以将日志文件传送给 CloudWatch Logs 时指定的日志组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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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选择 Next（下一步）。
12. 对于 Options，您可以创建标签或配置其他高级选项。这些操作不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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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选择 Next（下一步）。
14. 在 Review 页面上，验证您的设置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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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选择 Create（创建）。将在几分钟内创建堆栈。

16. 创建堆栈后，您将通过指定的地址收到一封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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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电子邮件中，选择 Confirm subscription（确认订阅)。当模板指定的警报被触发时，您将收到电子邮
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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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Formation 模板内容
下表显示了该模板中的指标筛选条件和警报、它们的用途以及触发电子邮件通知的 API 调用。当您的账户中
出现一个或多个针对所列筛选条件的 API 调用时，将触发通知。

您可以在 CloudWatch 控制台中检查指标筛选条件或警报定义。

网络事件

指标筛选条件和警报 监控和发送以下对
象的通知:

由以下一个或多个 API 操作所触发的通
知：

SecurityGroupChangesMetricFilter

SecurityGroupChangesAlarm

用于创建、更新和
删除安全组的 API 
调用。

CreateSecurityGroup

DeleteSecurityGroup

AuthorizeSecurityGroupEgress

RevokeSecurityGroupEgress

AuthorizeSecurityGroupIngress

RevokeSecurityGroupIngress

NetworkAclChangesMetricFilter

NetworkAclChangesAlarm

用于创建、更新和
删除网络 ACL 的 
API 调用。

CreateNetworkAcl

DeleteNetworkAcl

CreateNetworkAclEntry

DeleteNetworkAclEntry

ReplaceNetworkAclAssociation

ReplaceNetworkAclEntry

GatewayChangesMetricFilter

GatewayChangesAlarm

用于创建、更新
和删除客户和 
Internet 网关的 API 
调用。

CreateCustomerGateway

DeleteCustomerGateway

AttachInternetGateway

CreateInternetGateway

DeleteInternetGateway

DetachInternetGateway

VpcChangesMetricFilter

VpcChangesAlarm

用于创建、更新和
删除虚拟私有云 
(VPC)、VPC 对
等连接以及到使用
ClassicLink 的
经典 EC2 实例的 
VPC 连接的 API 调
用。

CreateVpc

DeleteVpc

ModifyVpcAttribute

AcceptVpcPeeringConnection

CreateVpcPeeringConnection

DeleteVpcPeeringConnection

RejectVpcPeering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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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筛选条件和警报 监控和发送以下对
象的通知:

由以下一个或多个 API 操作所触发的通
知：
AttachClassicLinkVpc

DetachClassicLinkVpc

DisableVpcClassicLink

EnableVpcClassicLink

Amazon EC2 事件

指标筛选条件和警报 监控和发送以下对
象的通知:

由以下一个或多个 API 操作所触发的通
知：

EC2InstanceChangesMetricFilter

EC2InstanceChangesAlarm

EC2 实例的创建、
终止、启动、停止
和重启.

RebootInstances

RunInstances

StartInstances

StopInstances

TerminateInstances

EC2LargeInstanceChangesMetricFilter

EC2LargeInstanceChangesAlarm

4 倍和 8 倍大型 
EC2 实例的创建、
终止、启动、停止
和重启.

至少以下 API 操作之一：

RebootInstances

RunInstances

StartInstances

StopInstances

TerminateInstances

及至少以下实例类型之一：

instancetype=*.4xlarge

instancetype=*.8xlarge

CloudTrail 和 IAM 事件

指标筛选条件和警报 监控和发送以下对
象的通知:

由以下一个或多个 API 操作所触发的通
知：

CloudTrailChangesMetricFilter

CloudTrailChangesAlarm

创建、删除和更新
跟踪记录。发生跟
踪日志记录开始和
停止事件。

CreateTrail

DeleteTrail

StartLogging

StopLogging

UpdateT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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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筛选条件和警报 监控和发送以下对
象的通知:

由以下一个或多个 API 操作所触发的通
知：

ConsoleSignInFailuresMetricFilter

ConsoleSignInFailuresAlarm

控制台登录失败 eventName 是 ConsoleLogin

和

errorMessage 为“Failed 
authentication”

AuthorizationFailuresMetricFilter

AuthorizationFailuresAlarm

授权失败 导致此错误代码的任何 API 调
用：AccessDenied

或

*UnauthorizedOperation.

IAMPolicyChangesMetricFilter

IAMPolicyChangesAlarm

对 IAM 策略的更改 AttachGroupPolicy

DeleteGroupPolicy

DetachGroupPolicy

PutGroupPolicy

CreatePolicy

DeletePolicy

CreatePolicyVersion

DeletePolicyVersion

AttachRolePolicy

DeleteRolePolicy

DetachRolePolicy

PutRolePolicy

AttachUserPolicy

DeleteUserPolicy

DetachUserPolicy

PutUserPolicy

为 CloudTrail 事件创建 CloudWatch 警报：示例
本主题介绍如何为 CloudTrail 事件配置警报的方法并包括示例。

Note

您可以使用 AWS CloudFormation 模板一次性创建以下所有指标筛选条件和警报示例，而不
是手动创建它们。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WS CloudFormation 模板创建 CloudWatch 警
报 (p. 268)：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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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决条件 (p. 279)
• 创建指标筛选条件，并创建警报 (p. 279)
• 示例安全组配置更改 (p. 279)
• 示例 AWS Management Console 登录失败 (p. 280)
• 示例：IAM policy 更改 (p. 282)
• 配置 CloudWatch 日志警报的通知 (p. 283)

先决条件
在使用本主题中的示例前，您必须：

• 使用 控制台或 CLI 创建一个跟踪。
• 创建日志组，您可以在创建跟踪时执行此操作。有关创建跟踪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跟踪 (p. 76)。
• 指定或创建一个 IAM 角色， CloudTrail 该角色授予在您指定的CloudWatch 日志组中创建日志日志流并向

该日志流传送 CloudTrail 事件传送事件传送事件的权限。默认的 CloudTrail_CloudWatchLogs_Role
将为您执行此操作。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将事件发送到 CloudWatch Logs (p. 264)：本节中的示例在 Amazon CloudWatch 
Logs 控制台中执行。有关如何创建指标筛选条件和警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CloudWatch 用户指
南中的使用筛选条件从日志事件创建指标和使用 Amazon CloudWatch  警报中。

创建指标筛选条件，并创建警报
要创建警报，您必须首先创建指标筛选条件，然后根据该筛选条件配置警报。会针对所有示例显示这些过
程。有关指标筛选条件和 CloudTrail 日志事件的模式的语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Log CloudWatch s 
用户指南中的筛选条件和模式语法中与 JSON 相关的部分。

示例安全组配置更改
按照此步骤操作可创建 Amazon CloudWatch 警报中，当发生关于安全组的配置更改时会触发此警报中。

创建指标筛选条件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cloudwatch/ 打开 CloudWatch 主机。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日志。
3. 在日志组列表中，选择为 CloudTrail 日志事件创建的日志组。
4. 选择 Actions（操作），然后选择 Create metric filter（创建指标筛选条件）。
5. 在 Define pattern（定义模式）页面上的 Create filter pattern（创建筛选条件模式）中，为 Filter 

pattern（筛选条件模式）输入以下内容。

{ ($.eventName = AuthorizeSecurityGroupIngress) || ($.eventName = 
 AuthorizeSecurityGroupEgress) || ($.eventName = RevokeSecurityGroupIngress) || 
 ($.eventName = RevokeSecurityGroupEgress) || ($.eventName = CreateSecurityGroup) || 
 ($.eventName = DeleteSecurityGroup) }

6. 在 Test pattern（测试模式）中，保留默认值。选择下一步。
7. 在 “分配指标” 页面上，在 “筛选器名称” 中输入SecurityGroupEvents。
8. 在指标详细信息中，开启新建，然后输入CloudTrailMetrics指标命名空间。
9. 对于指标名称，键入SecurityGroupEvent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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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对于 Metric Value（指标值），请键入 1。
11. 将 Default value（默认值）留空。
12. 选择下一步。
13. 在 Review and create（审核和重建）页面上，审核您的选择。选择 Create metric filter（创建指标筛选

条件）以创建筛选条件，或选择 Edit（编辑）返回并更改值。

创建警报

创建指标筛选器后，将打开 CloudWatch 记录日志组的 Amazon CloudTrail 日志组详细信息页面。按照此程
序创建警报。

1. 在 Metric filters（指标筛选条件）选项卡上，找到您在 the section called “创建指标筛选条件” (p. 279)
中创建的指标筛选条件。填充指标筛选条件的复选框。在 Metric filters（指标筛选条件）栏中，选择
Create alarm（创建警报）。

2. 在 Create Alarm（创建警报）页面上的 Specify metric and conditions（指定指标和条件）中，输入以下
内容：

a. 对于 Graph（图表），根据您在创建警报时所做的其他设置，该行设置为 1。
b. 对于 Metric name（指标名称），请保留当前指标名称 SecurityGroupEventCount。
c. 对于 Statistic（统计数据），请保留默认值 Sum。
d. 对于 Period（期限），请保留默认值 5 minutes。
e. 在 Conditions（条件）中，对于 Threshold type（阈值类型），选择 Static（静态）。
f. 对于 Whenever metric_name is（每当 metric_name 为），选择 Greater/Equal（大于/等于）。
g. 对于 Threshold（阈值），输入 1。
h. 在 Additional configuration（其他配置）中，保留默认值。选择下一步。
i.

3. 在 Configure actions（配置操作）页面上，选择 In alarm（警报中），这表示当超过 5 分钟内 1 个更改
事件的阈值时采取操作，并SecurityGroupEventCount处于警报状态。

a. 对于 Select an SNS topic（选择 SNS 主题），选择 Create new（新建）。
b. 输入 SecurityGroupChangesCloudWatch_ Amazon SNS 主题的名称，并且 Amazon SNS 主题的

名称。
c. 在 Email endpoints that will receive the notification（将接收通知的电子邮件终端节点）中，输入您

希望在触发此警报时接收通知的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用逗号分隔电子邮件地址。

此处指定的电子邮件收件人会收到电子邮件，要求他们确认他们想要订阅 Amazon SNS 主题。
d. 选择 Create topic（创建主题）。

4. 对于此示例，跳过其他操作类型。选择下一步。
5. 在 Add name and description（添加名称和描述）页面上，输入警报的易识别名称以及描述。在此

示例中，请输入 Security group configuration changes 作为名称，Raises alarms if 
security group configuration changes occur 作为说明。选择下一步。

6. 在 Preview and create（预览和重建）页面上，审核您的选择。选择 Edit（编辑）以进行更改，或选择
Create alarm（创建警报）以创建警报。

创建警报后， CloudWatch 打开 Amazon（警报中）页。在有关 SNS 主题的所有电子邮件收件人都确认
他们想要订阅 SNS 通知之前，警报的 Actions（操作）列一直显示 Pending confirmation（待确认）。

示例 AWS Management Console 登录失败
按照此步骤操作可创建 Amazon CloudWatch 警报中，当发生 3 次或更多AWS Management Console登录失
败时会触发此警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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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指标筛选条件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cloudwatch/ 打开 CloudWatch 主机。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日志。
3. 在日志组列表中，选择为 CloudTrail 日志事件创建的日志组。
4. 选择 Actions（操作），然后选择 Create metric filter（创建指标筛选条件）。
5. 在 Define pattern（定义模式）页面上的 Create filter pattern（创建筛选条件模式）中，为 Filter 

pattern（筛选条件模式）输入以下内容。

{ ($.eventName = ConsoleLogin) && ($.errorMessage = "Failed authentication") }

6. 在 Test pattern（测试模式）中，保留默认值。选择下一步。
7. 在 “分配指标” 页面上，在 “筛选器名称” 中输入ConsoleSignInFailures。
8. 在指标详细信息中，开启新建，然后输入CloudTrailMetrics指标命名空间。
9. 对于指标名称，键入ConsoleSigninFailureCount。
10. 对于 Metric Value（指标值），请键入 1。
11. 将 Default value（默认值）留空。
12. 选择下一步。
13. 在 Review and create（审核和重建）页面上，审核您的选择。选择 Create metric filter（创建指标筛选

条件）以创建筛选条件，或选择 Edit（编辑）返回并更改值。

创建警报

创建指标筛选器后，将打开 CloudWatch 记录日志组的 Amazon CloudTrail 日志组详细信息页面。按照此程
序创建警报。

1. 在 Metric filters（指标筛选条件）选项卡上，找到您在 the section called “创建指标筛选条件” (p. 281)
中创建的指标筛选条件。填充指标筛选条件的复选框。在 Metric filters（指标筛选条件）栏中，选择
Create alarm（创建警报）。

2. 在 Create Alarm（创建警报）页面上的 Specify metric and conditions（指定指标和条件）中，输入以下
内容：

a. 对于 Graph（图表），根据您在创建警报时所做的其他设置，该行设置为 3。
b. 对于 Metric name（指标名称），请保留当前指标名称 ConsoleSigninFailureCount。
c. 对于 Statistic（统计数据），请保留默认值 Sum。
d. 对于 Period（期限），请保留默认值 5 minutes。
e. 在 Conditions（条件）中，对于 Threshold type（阈值类型），选择 Static（静态）。
f. 对于 Whenever metric_name is（每当 metric_name 为），选择 Greater/Equal（大于/等于）。
g. 对于 Threshold（阈值），输入 3。
h. 在 Additional configuration（其他配置）中，保留默认值。选择下一步。
i.

3. 在 Configure actions（配置操作）页面上，选择 In alarm（警报中），这表示当超过 5 分钟内 3 个更改
事件的阈值时采取操作，并ConsoleSigninFailureCount处于警报状态。

a. 对于 Select an SNS topic（选择 SNS 主题），选择 Create new（新建）。
b. 输入 ConsoleSignInFailuresCloudWatch_ Amazon SNS 主题的名称，并且 Amazon SNS 主题的名

称。
c. 在 Email endpoints that will receive the notification（将接收通知的电子邮件终端节点）中，输入您

希望在触发此警报时接收通知的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用逗号分隔电子邮件地址。

此处指定的电子邮件收件人会收到电子邮件，要求他们确认他们想要订阅 Amazon SNS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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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选择 Create topic（创建主题）。
4. 对于此示例，跳过其他操作类型。选择下一步。
5. 在 Add name and description（添加名称和描述）页面上，输入警报的易识别名称以及描述。在此

示例中，请输入 Console sign-in failures 作为名称，Raises alarms if more than 3 
console sign-in failures occur in 5 minutes 作为说明。选择下一步。

6. 在 Preview and create（预览和重建）页面上，审核您的选择。选择 Edit（编辑）以进行更改，或选择
Create alarm（创建警报）以创建警报。

创建警报后， CloudWatch 打开 Amazon（警报中）页。在有关 SNS 主题的所有电子邮件收件人都确认
他们想要订阅 SNS 通知之前，警报的 Actions（操作）列一直显示 Pending confirmation（待确认）。

示例：IAM policy 更改
按照此步骤操作可创建 Amazon CloudWatch 警报中，当执行 API 调用以更改 IAM 策略时会触发此警报中。

创建指标筛选条件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cloudwatch/ 打开 CloudWatch 主机。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日志。
3. 在日志组列表中，选择为 CloudTrail 日志事件创建的日志组。
4. 选择 Actions（操作），然后选择 Create metric filter（创建指标筛选条件）。
5. 在 Define pattern（定义模式）页面上的 Create filter pattern（创建筛选条件模式）中，为 Filter 

pattern（筛选条件模式）输入以下内容。

{($.eventName=DeleteGroupPolicy)||($.eventName=DeleteRolePolicy)||
($.eventName=DeleteUserPolicy)||($.eventName=PutGroupPolicy)||
($.eventName=PutRolePolicy)||($.eventName=PutUserPolicy)||($.eventName=CreatePolicy)||
($.eventName=DeletePolicy)||($.eventName=CreatePolicyVersion)||
($.eventName=DeletePolicyVersion)||($.eventName=AttachRolePolicy)||
($.eventName=DetachRolePolicy)||($.eventName=AttachUserPolicy)||
($.eventName=DetachUserPolicy)||($.eventName=AttachGroupPolicy)||
($.eventName=DetachGroupPolicy)}

6. 在 Test pattern（测试模式）中，保留默认值。选择下一步。
7. 在分配指标页面上，在筛选器名称中输入 IAMPolicyChanges。
8. 在指标详细信息中，开启新建，然后输入CloudTrailMetrics指标命名空间。
9. 对于指标名称，键入 IAMPolicyEventCount。
10. 对于 Metric Value（指标值），请键入 1。
11. 将 Default value（默认值）留空。
12. 选择下一步。
13. 在 Review and create（审核和重建）页面上，审核您的选择。选择 Create metric filter（创建指标筛选

条件）以创建筛选条件，或选择 Edit（编辑）返回并更改值。

创建警报

创建指标筛选器后，将打开 CloudWatch 记录日志组的 Amazon CloudTrail 日志组详细信息页面。按照此程
序创建警报。

1. 在 Metric filters（指标筛选条件）选项卡上，找到您在 the section called “创建指标筛选条件” (p. 282)
中创建的指标筛选条件。填充指标筛选条件的复选框。在 Metric filters（指标筛选条件）栏中，选择
Create alarm（创建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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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Create Alarm（创建警报）页面上的 Specify metric and conditions（指定指标和条件）中，输入以下
内容：

a. 对于 Graph（图表），根据您在创建警报时所做的其他设置，该行设置为 1。
b. 对于 Metric name（指标名称），请保留当前指标名称 IAMPolicyEventCount。
c. 对于 Statistic（统计数据），请保留默认值 Sum。
d. 对于 Period（期限），请保留默认值 5 minutes。
e. 在 Conditions（条件）中，对于 Threshold type（阈值类型），选择 Static（静态）。
f. 对于 Whenever metric_name is（每当 metric_name 为），选择 Greater/Equal（大于/等于）。
g. 对于 Threshold（阈值），输入 1。
h. 在 Additional configuration（其他配置）中，保留默认值。选择下一步。
i.

3. 在 Configure actions（配置操作）页面上，选择 In alarm（警报中），这表示当超过 5 分钟内 1 个更改
事件的阈值时采取操作，并且 IAMPolicyEventCount 处于警报状态。

a. 对于 Select an SNS topic（选择 SNS 主题），选择 Create new（新建）。
b. 输入 IAMAmazon SNSCloudWatch 主题的名称 Amazon Sop ic 作为新 Amazon SNS 主题的名称。
c. 在 Email endpoints that will receive the notification（将接收通知的电子邮件终端节点）中，输入您

希望在触发此警报时接收通知的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用逗号分隔电子邮件地址。

此处指定的电子邮件收件人会收到电子邮件，要求他们确认他们想要订阅 Amazon SNS 主题。
d. 选择 Create topic（创建主题）。

4. 对于此示例，跳过其他操作类型。选择下一步。
5. 在 Add name and description（添加名称和描述）页面上，输入警报的易识别名称以及描述。在此示

例中，请输入 IAM Policy Changes 作为名称，Raises alarms if IAM policy changes 
occur 作为说明。选择下一步。

6. 在 Preview and create（预览和重建）页面上，审核您的选择。选择 Edit（编辑）以进行更改，或选择
Create alarm（创建警报）以创建警报。

创建警报后， CloudWatch 打开 Amazon（警报中）页。在有关 SNS 主题的所有电子邮件收件人都确认
他们想要订阅 SNS 通知之前，警报的 Actions（操作）列一直显示 Pending confirmation（待确认）。

配置 CloudWatch 日志警报的通知
您可以将 CloudWatch Logs 配置为在触发警报时发送通知 CloudTrail。通过执行此操作，您能够快速响应事
件中捕获的并由 CloudWatch Logs 检测到的重要操作 CloudTrail事件。 CloudWatch 使用 Amazon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SNS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CloudWatch 开发者指南中的设置 Amazon SNS。

停止 CloudTrail 向 CloudWatch Logs 发送事件
您可以通过更新跟踪禁用 CloudWatch Logs 设置，以停止向 Amazon CloudWatch Logs 发送 AWS 
CloudTrail 事件。

停止向 CloudWatch Logs 发送事件（控制台）

停止向 CloudWatch Logs 发送 CloudTrail 事件

1. 登录到 AWS Management Console，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CloudTrail 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cloudtrail。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Tr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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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要禁用 CloudWatch Logs 集成的跟踪的名称。
4. 在 CloudWatch Logs 中，选择Edit（编辑）。
5. 在 Update trail（更新跟踪）页面上的 CloudWatch Logs 中，清除 Enabled（已启用）复选框。
6. 选择 Update trail（更新跟踪）以保存您的更改。

停止向 CloudWatch Logs 发送事件 (CLI)
您可以通过运行 update-trail (p. 97) 命令将 CloudWatch Logs 日志组作为传输终端节点删除。以下命令通过
将日志组 ARN 和 CloudWatch Logs 角色 ARN 的值替换为空值，从跟踪配置中清除日志组和角色。

aws cloudtrail update-trail --name trail_name --cloud-watch-logs-log-group-arn="" --cloud-
watch-logs-role-arn=""

CloudTrail 的 CloudWatch 日志组和日志流命名
Amazon CloudWatch 会将您为 CloudTrail 事件创建的日志组与您在区域中拥有的任何其他日志组一起
显示。建议您使用可帮助您轻松地将该日志组与其他日志组区分开的日志组名称。例如，CloudTrail/
logs。

命名日志组时请遵循以下准则：

• 日志组名称在 AWS 账户的某个区域内必须是唯一的。
• 日志组名称的长度可介于 1 和 512 个字符之间。
• 日志组名称包含以下字符：a-z、A-Z、0-9、“_”（下划线）、“-”（连字符）、“/”（正斜杠）、“.”（句点）

和“#”（井号）。

在 CloudTrail 创建日志组的日志流时，它将按以下格式命名日志
流：account_ID_CloudTrail_trail_region。

Note

如果 CloudTrail 日志量太大，可创建多个日志流，将日志数据提交到您
的日志组。如果有多个日志流，CloudTrail 将按以下格式命名每个日志
流：account_ID_CloudTrail_trail_region_number。

有关 CloudWatch 日志组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CloudWatch Logs 用户指南中的使用日志组和日志
流和 Amazon CloudWatch Logs API 参考中的 CreateLogGroup。

与 CloudTrail 使用 CloudWatch Logs 进行监控对应的
角色策略文档
此部分介绍 CloudTrail 角色将日志事件发送到 CloudWatch Logs 所需的权限策略。您可以在将 CloudTrail 
配置为发送事件时将策略文档附加到角色，如 将事件发送到 CloudWatch Logs (p. 264) 中所述。您也可以
使用 IAM 创建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为 AWS 服务 (AWS Management Console) 创建角色或创建角
色（CLI 和 API）。

以下示例策略文档包含在在美国东部（俄亥俄）区域的指定的日志组中创建 CloudWatch 
日志流并将 CloudTrail 事件传输到该日志流所需的权限。（这是适用于默认 IAM 角色
CloudTrail_CloudWatchLogs_Role 的默认策略。）

{ 

版本 1.0
284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CloudWatch/latest/logs/Working-with-log-groups-and-stream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CloudWatch/latest/logs/Working-with-log-groups-and-stream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CloudWatchLogs/latest/APIReference/API_CreateLogGroup.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create-role-xacct.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Using_CreateRole_CLIAPI.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Using_CreateRole_CLIAPI.html


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
与 CloudTrail 使用 CloudWatch 

Logs 进行监控对应的角色策略文档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AWSCloudTrailCreateLogStream2014110", 
      "Effect": "Allow", 
      "Action": [ 
        "logs:CreateLogStream" 
      ], 
      "Resource": [ 
        "arn:aws:logs:us-east-2:accountID:log-group:log_group_name:log-
stream:CloudTrail_log_stream_name_prefix*" 
      ] 

    }, 
    { 
      "Sid": "AWSCloudTrailPutLogEvents20141101", 
      "Effect": "Allow", 
      "Action": [ 
        "logs:PutLogEvents" 
      ], 
      "Resource": [ 
        "arn:aws:logs:us-east-2:accountID:log-group:log_group_name:log-
stream:CloudTrail_log_stream_name_prefix*" 
      ] 
    } 
  ]
}

如果您要创建可能用于组织跟踪记录的策略，则需要根据为该角色创建的默认策略对其进行修改。例如，以
下策略授予 CloudTrail 必需的权限，以在您指定为 log_group_name 值的日志组中创建 CloudWatch Logs 
日志流，并将 CloudTrail 事件传输到 AWS 账户 111111111111 的跟踪记录的以及在 111111111111 账户中
创建且应用于 ID 为 o-exampleorgid 的 AWS Organizations 组织的组织跟踪记录的该日志流：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AWSCloudTrailCreateLogStream20141101", 
            "Effect": "Allow", 
            "Action": [ 
                "logs:CreateLogStream" 
            ], 
            "Resource": [ 
                "arn:aws:logs:us-east-2:111111111111:log-group:log_group_name:log-
stream:111111111111_CloudTrail_us-east-2*", 
                "arn:aws:logs:us-east-2:111111111111:log-group:log_group_name:log-stream:o-
exampleorgid_*" 
            ] 
        }, 
        { 
            "Sid": "AWSCloudTrailPutLogEvents20141101", 
            "Effect": "Allow", 
            "Action": [ 
                "logs:PutLogEvents" 
            ], 
            "Resource": [ 
                "arn:aws:logs:us-east-2:111111111111:log-group:log_group_name:log-
stream:111111111111_CloudTrail_us-east-2*", 
                "arn:aws:logs:us-east-2:111111111111:log-group:log_group_name:log-stream:o-
exampleorgid_*"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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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组织跟踪记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为组织创建跟踪 (p. 121)。

从 CloudTrail 多个账户中接收
您可以将多个AWS账户 CloudTrail 传输到单个 Simple Storage 
Service Service（Amazon S3 例如，您拥有AWS账户 ID 分别为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的
四个账户，并且您需要配置 CloudTrail 以将文件从这四个账户传输 CloudTrail 到属于账户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要完成此操作，请依次完成以下步骤：

1. CloudTrail 在目标存储桶所属的账户（此示例中为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不要 CloudTrail 
在任何其他账户中接收

有关说明，请参阅 创建跟踪 (p. 76)。
2. 更新目标存储桶的存储桶策略，以便向 CloudTrail 授予跨账户权限。

有关说明，请参阅 设置适用于多个账户的存储桶策略 (p. 287)。
3. 启动Cloud CloudTrail Trail、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和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CloudTrail在这些账户中为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中接收

有关说明，请参阅  CloudTrail 在附加账户中启用 (p. 288)。

为其他账户调用的数据事件修订存储桶拥有者账户 ID
历史上，如果已在 Amazon S3 CloudTrail 数据事件 API 调用程序的中启用 CloudTrazon S3 数据事件，则 
S3 存储桶拥有者的账户事件（如PutObject）中 CloudTrail 显示 S3 存储桶拥有者的账户 ID：AWS即使存
储桶拥有者账户没有启用 S3 数据事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现在，如果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则 CloudCrresources ces 块中 CloudTrail 删除 S3 存储桶拥有者的账户 
ID：

• 数据事件 API 调用来自 Amazon S3 存储桶拥有者之外的其他 AWS 账户。
• API 调用程序收到了一个仅适用于该调用程序账户的 AccessDenied 错误。

在其上面进行 API 调用的资源的拥有者仍收到完整的事件。

以下事件记录片段是一个预期行为的示例。在 Historic 片段中，将向不同账户中的 API 调用程序显示 S3 
存储桶拥有者的账户 ID 123456789012。在当前行为示例中，不会显示存储桶拥有者的账户 ID。

# Historic

"resources": [ 
    { 
        "type": "AWS::S3::Object", 
        "ARNPrefix": "arn:aws:s3:::test-my-bucket-2/" 

版本 1.0
286



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
设置适用于多个账户的存储桶策略

    }, 
    { 
        "accountId": "123456789012", 
        "type": "AWS::S3::Bucket", 
        "ARN": "arn:aws:s3:::test-my-bucket-2" 
    }
]

以下是当前的行为。

# Current

"resources": [ 
    { 
        "type": "AWS::S3::Object", 
        "ARNPrefix": "arn:aws:s3:::test-my-bucket-2/" 
    }, 
    { 
        "accountId": "", 
        "type": "AWS::S3::Bucket", 
        "ARN": "arn:aws:s3:::test-my-bucket-2" 
    }
]

主题
• 设置适用于多个账户的存储桶策略 (p. 287)
• CloudTrail 在附加账户中启用 (p. 288)

设置适用于多个账户的存储桶策略
对于要从多个账户接收日志文件的存储桶，其存储桶策略必须向 CloudTrail 授予从您指定的所有账户写入
日志文件的权限。这意味着，您必须修改目标存储桶的存储桶策略以授予从每个指定账户写入日志文件的 
CloudTrail 权限。

Note

出于安全原因，未经授权的用户无法创建包含 AWSLogs/ 作为 S3KeyPrefix 参数的跟踪记录。

修改存储桶权限，以便可以从多个账户接收这些文件

1. 使用拥有存储桶的账户（此示例中为 111111111111）登录 AWS Management Console，然后打开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控制台。

2. 选择将日志文件 CloudTrail 传输到的存储桶，然后选择 Properties（属性）。
3. 在 Bucket policy（存储桶策略）下，选择 Edit（编辑）。
4. 修改现有策略以便为要将其日志文件传输到此存储桶的每个额外账户添加一个行。参阅以下示例策略并

记下指定另一个账户 ID 的带下划线的 Resource 行。作为安全最佳实践，请将 aws:SourceArn 条件
密钥添加到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策略。这有助于防止未经授权访问您的 S3 
存储桶。如果您有现有跟踪记录，请务必添加一个或多个条件密钥。

Note

AWS 账户 ID 为十二位数字，包括前导零。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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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id": "AWSCloudTrailAclCheck20131101",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cloudtrail.amazonaws.com" 
      }, 
      "Action": "s3:GetBucketAcl", 
      "Resource": "arn:aws:s3:::myBucketName",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aws:SourceArn": [  
              "arn:aws:cloudtrail:region:111111111111:trail/primaryTrailName", 
              "arn:aws:cloudtrail:region:222222222222:trail/secondaryTrailName" 
            ] 
          } 
       } 
    }, 
    { 
      "Sid": "AWSCloudTrailWrite20131101",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cloudtrail.amazonaws.com" 
      }, 
      "Action": "s3:PutObject", 
      "Resource": [ 
        "arn:aws:s3:::myBucketName/optionalLogFilePrefix/AWSLogs/111111111111/*", 
         "arn:aws:s3:::myBucketName/optionalLogFilePrefix/AWSLogs/222222222222/*"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aws:SourceArn": [  
            "arn:aws:cloudtrail:region:111111111111:trail/primaryTrailName", 
            "arn:aws:cloudtrail:region:222222222222:trail/secondaryTrailName" 
          ], 
          "s3:x-amz-acl": "bucket-owner-full-control" 
        } 
      } 
    } 
  ]
}

CloudTrail 在附加账户中启用
您可使用控制台或命令行界面在附加AWS账户 CloudTrail 中启用。

使用控制台在附加AWS账户 CloudTrail 中启用
您可使用 CloudTrail 控制台在附加账户 CloudTrail 中启用。

1. 使用账户 222222222222 凭证登录到 AWS 管理控制台，并打开 AWS CloudTrail 控制台。在导航栏
中，选择要启用 CloudTrail 的区域。

2. 在 CloudTrail 服务主页、跟踪页面或仪表板页面的跟踪部分上，选择创建跟踪。
3. 在 Create Trail 页面上，对于 Trail name，键入一个跟踪名。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CloudTrail 命名要

求 (p. 144)：
4. 如果这是 AWS Organizations 组织跟踪，您可以选择为组织中的所有账户启用跟踪。如果您使用管理账

户或委托管理员账户中的用户或角色登录控制台，则只会看到此选项。要创建组织跟踪，用户或角色必
须具有足够的权限 (p. 123)。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为组织创建跟踪 (p. 121)：

5. 对于 Storage location（存储位置），选择 Use existing S3 bucket（使用现有 S3 存储桶）。使用文本
框输入您之前在使用账户 111111111111 凭证登录时创建的用于存储日志文件的存储桶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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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存储桶策略必须授予向其写入的 CloudTrail 权限。有关手动编辑存储桶策略的信息，请参阅针
对 CloudTrail 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策略 (p. 354)。

为了更轻松地查找日志，在现有存储桶中创建新文件夹（又称为前缀）来存储 CloudTrail 日志。在
Prefix（前缀）字段中输入前缀。

6. 对于 P re fix（前缀），输入您在 CloudTrail 使用账户 11111111111111 凭证启用时输入的用于存储日
志文件的相同前缀。如果您选择使用的前缀不同于您在第一个账户 CloudTrail 中启用时输入的前缀，则
必须编辑目标存储桶的存储桶策略以允许将日志文件写入 CloudTrail 到使用此新前缀的存储桶。

7. 对于 Log file SSE-KMS encryption（日志文件 SSE-KMS 加密），如果您希望使用 SSE-KMS 加密而非 
SSE-S3 加密对您的日志文件进行加密，请选择 Enabled（已启用）。默认值为 Enabled（已启用）。
如果您未启用 SSE-KMS 加密，则将使用 SSE-S3 加密对您的日志进行加密。有关 SSE-KMS 加密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使用具有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的服务器端加密（SSE-KMS）。有关 SSE-
S3 加密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配合使用服务器端加密与 Amazon S3 托管加密密钥（SSE-S3）。

如果您启用了 SSE-KMS 加密，请选择 New（新建）或 Existing（现有）AWS KMS key。在 AWS 
KMSAlias（Amazon Amazon KMS 别名）中，alias/MyAliasName使用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更新
资源以使用 KMS 密钥 (p. 385)： CloudTrail 还支持AWS KMS多区域密钥。有关多区域密钥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使用多区域密钥。

Note

您也可以键入其他账户的密钥 ARN。密钥策略必须 CloudTrail 允许使用此密钥加密您的日志
文件，并允许您指定的用户读取未加密形式的日志文件。有关手动编辑密钥策略的信息，请参
阅为配置AWS KMS密钥策略 CloudTrail (p. 375)。

8. 在 Additional configuration（其他配置）中，请配置以下内容。

a. 对于 Log file validation（日志文件验证），选择 Enabled（已启用）以将日志摘要传输到您的 S3 
存储桶。您可以使用摘要文件验证日志文件在 CloudTrail 传送之后没有发生改变。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验证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完整性 (p. 302)：

b. 对于 SNS 通知传输，选择 Enabled（已启用）以在每次日志传送到您的存储桶时收到通知。 
CloudTrail 将多个事件存储在单个日志文件中。SNS 通知针对每个日志文件而不是每个事件发送。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为 CloudTrail 配置 Amazon SNS 通知 (p. 140)：

如果您启用了 SNS 通知，则对于 Create a new SNS topic（创建新 SNS 主题），选择 New（新
建）创建主题，或选择 Existing（现有）使用现有的主题。如果您创建的是应用到所有区域的跟
踪，则针对来自所有区域的日志文件传输的 SNS 通知将发送到您创建的单个 SNS 主题中。

如果选择 New（新建），则会为您 CloudTrail 指定新主题的名称，您也可以键入名称。如果选择
Existing（现有），则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 SNS 主题。您还可以输入来自另一个区域或来自一个
具有适当权限的账户的主题的 ARN。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针对 CloudTrail 的 Amazon SNS 主题
策略 (p. 360)：

如果您创建一个主题，则必须订阅该主题以便获取日志文件传送的通知。您可通过 Amazon SNS 控
制台进行订阅。由于通知的频率，建议您将该订阅配置为使用 Amazon SQS 队列来以编程方式处理
通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入门指南。

9. （可选）通过选择 “在日志中启用” CloudTrail  来配置为将 CloudWatch 日志文件发送到CloudWatch 日
志。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将事件发送到 CloudWatch Logs (p. 264)：

a. 如果启用了 CloudWatch 日志集成，请选择 New（新建）创建新日志组，或选择 Existing（现有）
使用现有的日志组。如果选择 New（新建），则会为您 CloudTrail 指定新日志组的名称，您也可以
键入名称。

b. 如果选择 Existing（现有），则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日志组。
c. 选择 New（新建）创建新 IAM 角色，以获得将日志发送到 CloudWatch 日志的权限。选择

Existing（现有）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现有 IAM 角色。展开 Policy document（策略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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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将显示新角色或现有角色的策略语句。有关该角色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与 CloudTrail 使用 
CloudWatch Logs 进行监控对应的角色策略文档 (p. 284)。

Note

在您配置跟踪时，可以选择属于另一个账户的 S3 存储桶和 SNS 主题。但是，如果您希望 
CloudTrail 将事件传送至 Log CloudWatch s 日志组，则必须选择当前账户中的日志组。

10. 对于 Tags（标签），将一个或多个自定义标签（键值对）添加到跟踪中。标签可帮助您识别 CloudTrail 
跟踪记录和包含 CloudTrail 日志文件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然后，您可以
为您的资源使用 CloudTrail 资源组。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Resource Groups 和 为什么要对跟踪
记录使用标签？ (p. 11)。

11. 在 Choose log events（选择日志事件）页面中，选择要记录的事件类型。对于 Management events (管
理事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a. 对于 API activity（API 活动），选择您希望跟踪记录 Read（读取）事件、Write（写入）事件，还
是记录两者。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管理事件 (p. 223)：

b. 选择 Exclude AWS KMS events（排除 Amazon KMS 事件）以从跟踪中筛选出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AWS KMS) 事件。默认设置是包含所有 AWS KMS 事件。

只有当您在跟踪上记录管理事件时，用于记录或排除 AWS KMS 事件的选项才可用。如果选择不记
录管理事件，则不会记录 AWS KMS 事件，并且您无法更改 AWS KMS 事件日志记录设置。

Encrypt、Decrypt 和 GenerateDataKey 等 AWS KMS 操作通常会生成大量事件（占比超过 
99%）。这些操作现在记录为读取事件。Disable、Delete 和 ScheduleKey（通常占不到 AWS 
KMS 事件量的 0.5%）等少量的相关 AWS KMS 操作记录为 Write（写入）事件。

如果要排除大批量事件（例如 Encrypt、Decrypt 和 GenerateDataKey），但仍然记录相关事
件（例如 Disable、Delete 和 ScheduleKey），选择记录 Write（写入）管理事件，然后清除
Exclude AWS KMS events（排除 Amazon KMS 事件）复选框。

c. 选择 Exclude Amazon RDS Data API events（排除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以从跟踪中筛选
出 Amazon 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 数据 API 事件。默认设置是包含所有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有关 Amazon RDS 数据 API 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RDS Aurora 用户指南中
的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数据 API 调用。

12. 对于 Data events（数据事件），您可以指定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AWS 
Lambda 函数、Amazon DynamoDB 表或这些资源类型的组合的日志记录数据事件。默认情况下，跟踪
记录不记录数据事件。记录数据事件将收取额外费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数据事件 (p. 230)：有
关 CloudTrail 定价，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定价。如果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则有更多数据事件类型
可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本主题中的 在控制台中创建跟踪（高级事件选择器） (p. 80)。

对于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

a. 对于 Data event source（数据事件源），选择 S3。
b. 您可以选择记录 All current and future S3 buckets（所有当前和未来 S3 存储桶），也可以指定单个

存储桶或函数。默认情况下，记录所有当前和未来 S3 存储桶的数据事件。

Note

保留默认 All current and future S3 buckets（所有当前和未来 S3 存储桶）选项会为您的 
AWS 账户中现有的所有存储桶和您完成跟踪创建后创建的任何存储桶启用数据事件日志记
录。它还为由 AM 身份执行的数据事件活动启用日志记录，即使该活动是对属于其他AWS
账户的存储桶执行的。AWS
如果您正在为单个区域创建跟踪（通过使用 AWS CLI 完成），则选择 All current and 
future S3 buckets（所有当前和未来 S3 存储桶）可为跟踪所在的区域中的所有存储桶和您
后来在该区域中创建的任何存储桶启用数据事件日志记录。不会为您的 AWS 账户的其他
区域中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记录数据事件。

c. 如果保留默认值 All current and future S3 buckets（所有当前和未来 S3 存储桶），则选择记录
Read（读取）事件、Write（写入）事件，还是记录两者。版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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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要选择单个存储桶，请清空 All current and future S3 buckets（所有当前和未来 S3 存储桶）的
Read（读取）和Write（写入）复选框。在 Individual bucket selection（单个存储桶选择）中，浏
览要在其上记录数据事件的存储桶。通过键入所需存储桶的存储桶前缀来查找特定存储桶。您可以
在此窗口中选择多个存储桶。选择 Add bucket（添加存储桶）以记录更多存储桶的数据事件。选择
记录 Read（读取）事件（如 GetObject）、Write（写入）事件（如 PutObject）或同时记录两
种事件。

此设置优先于为各个存储桶配置的个别设置。例如，如果指定记录所有 S3 存储桶的 Read 事件，
然后选择为数据事件日志记录添加一个特定存储桶，则所添加存储桶的 Read 已经是选中状态。您
无法清除此选择。只能配置 Write 选项。

要从日志记录中删除存储桶，请选择 X。
13. 要添加需要记录数据事件的其他数据类型，请选择 Add data event type（添加数据事件类型）。
14. 对于 Lambda 函数：

a. 对于 Data event source（数据事件源），选择 Lambda。
b. 在 Lambda function（Lambda 函数）中，选择 All regions（所有区域）记录所有 Lambda 函数，

或选择 Input function as ARN（输入函数作为 ARN）以记录特定函数上的数据事件。

要记录 AWS 账户中的所有 Lambda 函数的数据事件，请选择 Log all current and future 
functions（记录所有当前和未来函数）。此设置优先于为各个函数配置的个别设置。将记录所有函
数，即便这些函数未显示。

Note

如果为所有区域创建了一个跟踪，则此选择将为您的 AWS 账户中当前包含的所有函数以
及您在创建跟踪后可能在任何区域中创建的任何 Lambda 函数启用数据事件日志记录。
如果您正在为单个区域创建跟踪（通过使用 AWS CLI 完成），则此选择将为您的 AWS 
账户中的该区域中当前包含的所有函数以及您在创建跟踪后可能在该区域中创建的任何 
Lambda 函数启用数据事件日志记录。它不会为在其他区域中创建的 Lambda 函数启用数
据事件日志记录。
记录所有函数的数据事件还会将为由 AM 身份执行的数据事件活动启用日志记录，即使该
活动是对属于其他AWS账户的存储桶执行的。AWS

c. 如果选择 Input function as ARN（输入函数作为 ARN），则输入 Lambda 函数的 ARN。

Note

如果您的账户中有 15000 个以上的 Lambda 函数，则在创建跟踪时，您无法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查看或选择所有函数。您仍可以选择该选项来记录所有函数，即使未显示这些
函数也是如此。如果您要记录特定函数的数据事件，则可手动添加一个函数 (如果您知道
其 ARN)。您也可以在控制台中完成跟踪的创建操作，然后使用 AWS CLI 和 put-event-
selectors 命令为特定 Lambda 函数配置数据事件日志记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WS CLI 管理跟踪记录 (p. 99)：

15. 对于 DynamoDB 表：

a. 对于 Data event source（数据事件源），选择 DynamoDB。
b. 在 DynamoDB table selection（DynamoDB 表选择）中，选择 Browse（浏览）以选择一个表，或

粘贴到您有权访问的 DynamoDB 表的 ARN 中。DynamoDB 表 ARN 使用以下格式：

arn:partition:dynamodb:region:account_ID:table/table_name

要添加另一个表，请选择 Add row（添加行），然后浏览到某个表或粘贴到您有权访问的表的 ARN 
中。

16. 如果您希望跟踪记录 Insights（见解事件），则选择 CloudTrail Insights 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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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vent type（事件类型）中，选择 Insights events（见解事件）。在 Insights events（Insights 事件）
中，选择 API call rate（API 调用率）和/或 API error rate（API 错误率）。您必须记录 Write（写入）管
理事件以记录见解事件，以记录见解事件。您必须记录读取或写入管理事件才能记录 Insights 事件，以
了解 API 错误率。

CloudTrail 见解分析管理事件中的异常活动，并在检测到异常时记录事件。默认情况下，跟踪记录不记
录见解事件。有关见解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记录跟踪记录的见解事件 (p. 254)。记录见解事件将收
取额外费用。有关 CloudTrail 定价，请参阅AWS CloudTrail定价。

见解事件将传递到跟踪记录详细信息页面的 Storage location（存储位置）区域中指定的同一 S3 存储
桶中名为 /CloudTrail-Insight 的不同文件夹。 CloudTrail 为您创建新前缀。例如，如果当前目标 
S3 存储桶命名为 S3bucketName/AWSLogs/CloudTrail/，则带有新前缀的 S3 存储桶名称会命名
为 S3bucketName/AWSLogs/CloudTrail-Insight/。

17. 完成选择要记录的事件类型的操作后，选择 Next（下一步）。
18. 在 Review and create（审核和重建）页面上，审核您的选择。在相关部分中选择 Edit（编辑）以更改该

部分中显示的跟踪设置。在准备好创建跟踪时，选择 Create trail（创建跟踪）。
19. 新跟踪记录出现在 Trails（跟踪记录）页面上。Trails（跟踪记录）页面显示您的账户中来自所有区域的

跟踪记录。在约 5 分钟内 CloudTrail 发布日志文件，其中显示在您的账户中发起AWS的 API 调用。您
可以在指定的 S3 存储桶中查看日志文件。如果您已启用见解事件日志记录并且检测 CloudTrail 到异常
活动，则最多可能需要 36 个小时才能传递第一个见解事件。

CloudTrail 开始发布日志文件，这些文件显示您在此区域中的账户发出的AWS调用。 CloudTrail 通常会在 
API 调用后平均大约 5 分钟内传输日志。此时间并不能得到保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服务等级协议。

使用 CLI 在附加AWS账户 CloudTrail 中启用 CLI
您可使用AWS命令行工具 CloudTrail 在附加账户中启用，并将其日志文件聚合到一个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有关这些工具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用户指
南。

使用create-trail命令 CloudTrail 在您的附加账户中启用，同时指定以下内容：

• --name 指定跟踪的名称。
• --s3-bucket-name指定您在第一个账户（此示例中为 111111111111） CloudTrail 中启用 Amazon S3 

时创建的现有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
• --s3-prefix 指定日志文件传输路径的前缀（可选）。
• --is-multi-region-trail 指定此跟踪将记录所有 AWS 区域中的事件。

与使用控制台创建的跟踪记录相反，您必须为使用 AWS CLI 创建的每个跟踪记录提供一个名称。您可以为
运行 AWS 资源的账户所在的每个区域创建一个跟踪。

以下示例命令说明如何使用 AWS CLI 为您的附加账户创建跟踪。要将这些账户的日志文件传送到您在第一
个账户（此示例中为 111111111111）中创建的存储桶，请在 --s3-bucket-name 选项中指定存储桶名
称。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名称具有全局唯一性。

aws cloudtrail create-trail --name my-trail --s3-bucket-name my-bucket --is-multi-region-
trail

当您运行该命令时，将显示与以下内容类似的输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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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deGlobalServiceEvents": true,  
    "Name": "AWSCloudTrailExample",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222222222222:trail/my-trail",  
    "LogFileValidationEnabled": false,  
     "IsMultiRegionTrail": true,  
    "IsOrganizationTrail": false, 
    "S3BucketName": "MyBucketBelongingToAccount111111111111"
}

有关 CloudTrail 从AWS命令行工具使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CloudTrail 命令行参考。

在AWS账户之间共享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此部分说明如何在多个AWS账户之间共享 CloudTrail 日志文件。我们假设收到的所有日志文件都在一个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中，这也是在 S3）存储桶中创建的跟踪的 CloudTrail 默认设
置。在第一个方案中，您将了解如何向生成了已放置到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中的
日志文件的账户授予只读访问权。在第二个方案中，您将了解如何向可为您分析文件的第三方账户授予对所
有日志文件的访问权。

要在多个 AWS 账户之间共享日志文件，您必须执行以下常规步骤。此部分的后面将详细说明这些步骤。

• 为您要与之共享日志文件的每个账户创建一个 IAM 角色。
• 为其中的每个 IAM 角色创建一个访问策略，该策略向要与之共享日志文件的账户授予只读访问权。
• 让每个账户中的用户以编程方式代入相应的角色并检索日志文件。

此部分将在两种不同的共享方案中演示上述步骤：向生成了日志文件的每个账户授予对日志文件的访问权；
与第三方共享日志文件。在这两种方案中使用的大多数步骤是相同的；重要区别在于 IAM 角色向每个账户授
予的权限的类别。即，您可以仅向账户授予对其自身日志文件的读访问权，也可以向账户授予对所有日志文
件的读访问权。有关 IAM 角色的权限管理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角色。

方案 1：向生成了日志文件的账户授予访问权
在此方案中，我们假定您的企业由两个业务部门构成并维护三个 AWS 账户。第一个账户是名为“账户 A”的顶
级账户。例如，该账户可能由您企业的 IT 部门管理，并负责将来自所有其他部门和业务部门的日志文件收集
到单个存储桶中。另外两个账户是账户 B 和账户 C，分别对应于您企业的两个业务部门。

此方案假定您已将这三个账户中的日志文件配置为传输到单个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
桶中，并且账户 A 对该存储桶拥有完全控制权，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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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包含由账户 A、账户 B 和账户 C 生成的日志文件，但账
户 B 和账户 C 最初并不具有对其生成的日志文件的访问权。您将向每个业务部门授予对其生成的日志文件的
只读访问权，如下图所示。

要授予对账户 B 和账户 C 生成的日志文件的只读访问权，您必须在账户 A 中执行以下操作。请记住，账户 
A 具有对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的完全控制权。

• 为账户 B 创建一个 IAM 角色，并为账户 C 创建另一个 IAM 角色。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角
色 (p.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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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针对账户 B 创建的 IAM 角色创建一个访问策略，该策略将授予对由账户 B 生成的日志文件的只读访问
权。为针对账户 C 创建的 IAM 角色创建一个访问策略，该策略将授予对由账户 C 生成的日志文件的只读
访问权。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用于向自己的账户授予访问权限的访问策略 (p. 297)

• 让账户 B 中的 IAM 用户以编程方式代入为账户 B 创建的角色。让账户 C 中的 IAM 用户以编程方式代入
为账户 C 创建的角色。每个 IAM 用户必须由各自账户所有者授予代入角色的权限。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为 IAM 用户创建权限策略 (p. 299)。

• 最后，授予权限的账户所有者必须是管理员，并且必须了解要代入的账户 A 中的角色的 ARN。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打电话 AssumeRole (p. 300)。

随后，账户 B 和账户 C 中的 用户可以通过编程方式检索自己的日志文件，但不能检索任何其他账户的日志
文件。

方案 2：授予对所有日志的访问权
在此方案中，我们假定您的企业架构与上一个方案中相同，即由两个业务部门构成并维护三个 AWS 账户。
第一个账户是名为“账户 A”的顶级账户。例如，账户 A 可能由企业的 IT 部门管理，并负责将所有其他日志文
件放置到单个存储桶中。另外两个账户是账户 B 和账户 C，分别对应于您企业的每个业务部门。

与上一个方案类似，此方案假定您已将这三个账户中的日志文件放置到单个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中，并且账户 A 对该存储桶拥有完全控制权。

最后，我们还假定您的企业需要与第三方共享所有三个账户（A、B 和 C）中的所有日志文件。假定第三方有
一个名为“账户 Z”的 AWS 账户，如下图所示。

要与账户 Z 共享您企业中的所有日志文件，您必须在具有对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
的完全控制权的账户 A 中执行以下操作。

• 为账户 Z 创建一个 IAM 角色。操作方法：创建角色 (p. 296)
• 为针对账户 Z 创建的 IAM 角色创建一个访问策略，该策略将授予对由账户 A、账户 B 和账户 C 生成的日

志文件的只读访问权。操作方法：创建用于向第三方授予访问权限的访问策略 (p. 298)
• 让账户 Z 中的用户以编程方式代入角色，然后检索相应的日志文件。用户必须由账户 Z 所有者授予代入

角色的权限。操作方法：为 IAM 用户创建权限策略 (p. 299)。此外，授予权限的账户所有者必须是管理
员，并且了解要代入的账户 A 中的角色的 ARN。操作方法：打电话 AssumeRole (p.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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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角色
当您将日志文件从多个账户聚合到单个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中时，仅对存储桶有
完全控制权的账户（我们的示例中为账户 A）对存储桶中的所有日志文件有完全读访问权。我们示例中的账
户 B、账户 C 和账户 Z 在被授予权限前没有任何权限。因此，要将您的AWS CloudTrail 日志文件从一个账
户共享到另一个账户（也就是说，要完成本部分前面描述的方案 1 或方案 2），您必须启用跨账户访问。您
可以通过创建 IAM 角色及其关联的访问策略来做到这一点。

角色
为您要向其授予访问权的每个账户创建一个 IAM 角色。在我们的示例中，您将具有三个角色，账户 B、账户 
C 和账户 Z 分别对应一个角色。每个 IAM 角色定义使该账户能够访问账户 A 拥有的资源（日志文件）的访
问或权限策略。这些权限仅在代入角色时附加到每个角色并与每个账户（B、C 或 Z）关联。有关 IAM 角色
的权限管理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角色。有关如何代入角色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代入
角色 (p. 299)。

策略
您创建的每个 IAM 角色具有两个策略。信任策略指定可信实体 或委托人。在我们的示例中，账户 B、账户 C 
和账户 Z 为可信实体，并且这些账户中的具有适当权限的用户可代入角色。

当您使用控制台创建角色时，您将自动创建信任策略。如果您使用 SDK 创建角色，则必须将信任策略作为
参数提供给 CreateRole API。如果您使用创建角色，则必须在create-roleAWS CLI命令中指定信任策
略。AWS CLI

您必须作为账户 A 的所有者创建的角色访问（或权限）策略将定义委托人或可信实体能够访问的操作和资源
（此示例中为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对于方案 1，这向生成了日志文件的账户授予日志文件的访问权，如
中所述创建用于向自己的账户授予访问权限的访问策略 (p. 297)。对于场景 2，这会将所有日志文件的读取
权限授予第三方，如中所述创建用于向第三方授予访问权限的访问策略 (p. 298)。

有关创建和使用 IAM 策略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访问管理。

创建角色
使用控制台创建角色

1. 以账户 A 的管理员身份登录 AWS 管理控制台。
2. 导航到 IAM 控制台。
3.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Roles（角色）。
4. 选择 Create role（创建角色）。
5. 对于 Trusted entity type（可信实体类型），选择 AWS 账户。
6. 选择其他AWS 账户。
7. 在方案 1 中，执行以下操作以在您拥有的账户之间提供访问权：

a. 输入要授予访问权的账户（B、C 或 Z）的 12 位数账户 ID。
b. 如果您希望用户在代入角色之前提供多重验证，请选中 Require MFA 框。

在方案 2 中，执行以下操作以向第三方账户提供访问权。在我们的示例中，您将对账户 Z（第三方日志分
析器）执行这些步骤：
a. 输入要授予访问权的账户（账户 Z）的 12 位数账户 ID。
b. 输入外部 ID 以便额外控制可代入角色的用户。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如何在向第三

方授予对 AWS 资源的访问权时使用外部 ID。
8. 选择 “下一步” 附加为该角色设置权限的策略。
9. 在 “权限政策” 下，选择 A mazonS3ReadOnlyAccess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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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默认情况下，AmazonS3ReadOnlyAccess 策略向您的账户中的所有 Amazon S3 存储桶授予检
索和列出权限。

• 要向一个账户仅授予对其日志文件的访问权（方案 1），请参阅创建用于向自己的账户授予访问权限的
访问策略 (p. 297)。

• 要向账户授予对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中所有日志文件的访问权（方案 2），
请参阅 创建用于向第三方授予访问权限的访问策略 (p. 298)。

10.选择 “下一步” 提供角色名称和描述。
11.输入新角色的名称和描述，然后然后选择，然后选择 Next（下一步）。
12.选择 Create role（创建角色）。角色创建过程完成后，您创建的角色将显示在角色列表中。

创建用于向自己的账户授予访问权限的访问策略
在方案 1 中，作为账户 A 中的管理用户，您具有对 B 和账户 C 的日志文件 CloudTrail 写入到其中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的完全控制权。您需要将每个业务部门的日志文件共享至创建这些文
件的业务部门。但您不希望部门能够读取任何其他部门的日志文件。

例如，要与账户 B 而非账户 C 共享账户 B 的日志文件，您必须在账户 A 中创建一个指定账户 B 为可信账户
的新 IAM 角色。此角色信任策略指定可信任账户 B 来代入由账户 A 创建的角色，与以下示例类似。如果使
用控制台创建角色，则将自动创建信任策略。如果您使用 SDK 创建角色，则必须将信任策略作为参数提供给
CreateRole API。如果您使用 CLI 创建角色，则必须在 create-role CLI 命令中指定信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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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还必须创建访问策略来指定账户 B 只能从账户 B 将其日志文件写入到的位置进行读取。访问策略将类似于
以下内容。请注意，Resource（资源）ARN 包含账户 B 的 12 位数账户 ID，以及在聚合过程中 CloudTrail 
为账户 B 启动 B 时指定的前缀（如果有）。有关指定前缀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loudTrail 在附加账户中启
用 (p. 288)。

Important

您必须确保访问策略中的前缀与您 CloudTrail 为账户 B 启动 B 时指定的前缀完全相同。如果二者
不同，则必须在账户 A 中编辑 IAM 角色访问策略来并入账户 B 的实际前缀。如果角色访问策略
中的前缀与您为账户 B 启动 B 时指定的前缀并不完全相同，则账户 B 将无法访问其日志文件。 
CloudTrail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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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3:Get*", 
        "s3:List*" 
      ], 
      "Resource": "arn:aws:s3:::bucket-name/prefix/AWSLogs/account-B-id/*"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3:Get*", 
        "s3:List*" 
      ], 
      "Resource": "arn:aws:s3:::bucket-name" 
    } 
  ]
} 
   

您为账户 C 创建的角色将与已为账户 B 创建的角色基本相同。每个角色的访问策略必须包括适当的账户 ID 
和前缀，以便每个账户只能从将该账户的日志文件 CloudTrail 写入到的位置进行读取。

在创建每个用户的角色并指定相应的信任和访问策略后，以及在每个账户的管理员向该账户中的 IAM 用户授
予访问权后，账户 B 或账户 C 中的 IAM 用户可以编程方式代入角色。

在创建每个用户的角色并指定相应的信任和访问策略后，新的可信账户（B 或 C）之一中的 IAM 用户必须以
编程方式代入角色才能读取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中的日志文件。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代入角色 (p. 299)。

创建用于向第三方授予访问权限的访问策略
账户 A 必须为账户 Z（场景 2 中的第三方分析器）创建单独的 IAM 角色。在创建角色时，AWS 会自动创建
信任关系，以指定将信任账户 Z 来代入角色。该角色的访问策略指定了账户 Z 可执行的操作。有关创建角色
和角色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角色 (p. 296)。

例如，由 AWS 创建的信任关系可以指定，信任账户 Z 来担任由账户 A 创建的角色。以下是信任策略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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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为账户 Z 创建角色时指定了外部 ID，则您的访问策略将包含一个添加的 Condition 元素，该元素将
测试由账户 Z 分配的唯一 ID。此测试在代入角色时执行。以下示例访问策略包含 Condition 元素。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如何在向第三方授予对 AWS 资源的访问权限时使用外部 ID。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Sid": "", 
        "Effect": "Allow", 
        "Principal": {"AWS": "arn:aws:iam::account-Z-id:root"}, 
        "Action": "sts:AssumeRole", 
         "Condition": {"StringEquals": {"sts:ExternalId": "external-ID-issued-by-account-
Z"}}
    }]

版本 1.0
298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_roles_create_for-user_externalid.html


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
代入角色

}

您还必须为账户 A 角色创建访问策略来指定账户 Z 可读取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中
的所有日志。访问策略应类似于以下示例。Resource 值结尾处的通配符 (*) 表示账户 Z 可访问已获得相应
访问权的 S3 存储桶中的任何日志文件。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3:Get*", 
                "s3:List*" 
            ], 
            "Resource": "arn:aws:s3:::bucket-name/*"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3:Get*", 
                "s3:List*" 
            ], 
            "Resource": "arn:aws:s3:::bucket-name" 
        } 
    ]
}

在为账户 Z 创建角色并指定相应的信任关系和访问策略后，账户 Z 中的 IAM 用户必须以编程方式代入角色
才能读取存储桶中的日志文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代入角色 (p. 299)。

代入角色
您必须指定一个单独的 IAM 用户来代入您在每个账户中创建的每个角色。然后，您必须确保每个 IAM 用户
都有相应的权限。

IAM 用户和角色
在账户 A 中为方案 1 和方案 2 创建必要的角色和策略后，您必须在每个账户 B、账户 C 和账户 Z 中指定一
个 IAM 用户。每个 IAM 用户以编程方式代入适当的角色以访问日志文件。也就是说，账户 B 中的用户代入
为账户 B 创建的角色，账户 C 中的用户代入为账户 C 创建的角色，账户 Z 中的用户代入为账户 Z 创建的角
色。当用户代入角色时，会向该用户AWS返回临时安全证书。然后，他们可以请求列出、检索、复制或删除
日志文件，具体取决于与角色相关的访问策略授予的权限。

有关使用 IAM 身份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身份（用户、用户组和角色）。

方案 1 和方案 2 的主要区别在于，您在每个方案中为每个 IAM 角色创建的访问策略。

• 在方案 1 中，账户 B 和账户 C 的访问策略只允许每个账户读取其自己的日志文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创建用于向自己的账户授予访问权限的访问策略 (p. 297)：

• 在方案 2 中，账户 Z 的访问策略允许该账户读取已聚合到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
中的所有日志文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用于向第三方授予访问权限的访问策略 (p. 298)：

为 IAM 用户创建权限策略
要执行角色允许的操作，IAM 用户必须有权调用AWS STS AssumeRoleAPI。您必须编辑每位用户的策略，
以授予他们相应的权限。为此，在附加到 IAM 用户的策略中设置 Resource（资源）元素。以下示例演示了
账户 B 中的 IAM 用户的策略，此策略允许该用户代入账户 A 之前Test创建的一个名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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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sts:AssumeRole"], 
      "Resource": "arn:aws:iam::account-A-id:role/Test" 
    } 
  ]
} 
         

编辑客户托管策略（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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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Policies (策略)。
3. 在策略列表中，选择要编辑的策略的名称。您可以使用 Filter（筛选条件）菜单和搜索框来筛选策略列

表。
4. 选择权限选项卡，然后选择编辑策略。
5. 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选择可视化编辑器选项卡以更改您的策略，而无需了解 JSON 语法。您可以更改策略中每个权限块
的服务、操作、资源或可选条件。也可以导入一个策略以在您的策略底部添加其他权限。在完成更改
后，选择查看策略以继续。

• 选择 JSON 选项卡，通过在 JSON 文本框中输入或粘贴文本来修改您的策略。也可以导入一个策略以
在您的策略底部添加其他权限。解决策略验证过程中生成的任何安全警告、错误或常规警告，然后选
择 Review policy（查看策略）。

Note

您可以随时在可视化编辑器和 JSON 选项卡之间切换。不过，如果您进行更改或在可视化编
辑器选项卡中选择 Review policy (查看策略)，IAM 可能会调整您的策略结构以针对可视化编
辑器进行优化。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调整策略结构。

6. 在审核页面上，检查策略摘要，然后选择保存更改进行保存。
7. 如果托管策略的最大版本已达到五个，则选择 “保存更改” 会显示一个对话框。要保存新版本，您必须删

除至少一个旧版本。无法删除默认版本。有关策略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设置
客户托管策略的默认版本。从以下选项中进行选择：

• Rem@@ ove oldest non-default policy（删除最早的非默认策略版本（版本 v#-# 天前创建））— 
使用此选项可以查看将被删除的版本及其创建时间。您可以通过选择第二个选项 Select versions to 
remove 来查看所有非默认版本的 JSON 策略文档。

• Select versions to remove（选择要删除的版本）- 使用此选项可以查看 JSON 策略文档，并选择一个
或多个要删除的版本。

选择要删除的版本后，选择 Delete version and save 来保存新策略版本。

打电话 AssumeRole
账户 B、账户 C 或账户 Z 中的用户通过创建一个应用程序来代入角色，该应用程序将调用 AWS STS
AssumeRole API 并传递角色会话名称、要代入的角色的 Amazon 资源编号 (ARN) 和可选外部 ID。账户 A 
在创建要代入的角色时将定义角色会话名称。外部 ID（如果有）由账户 Z 定义，并且将传递给账户 A 以便
在创建角色时将此 ID 包含在内。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如何在向第三方授予对 AWS 资
源的访问权时使用外部 ID。您可以通过打开 IAM 控制台从账户 A 检索 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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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AM 控制台在账户 A 中查找 ARN 值

1. 选择 Roles
2. 选择要检查的角色。
3. 在摘要部分中查找角色 ARN。

AssumeRole API 将返回临时证书，账户 B、账户 C 或账户 Z 中的用户可使用该证书访问账户 A 中的资源。
在此示例中，需要访问的资源是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以及该存储桶所包含的日志
文件。该临时证书拥有您在角色访问策略中定义的权限。

以下 Python 示例（使用 AWS SDK for Python (Boto)）将说明如何调用 AssumeRole 以及如何使用返回的
临时安全证书来列出由账户 A 控制的所有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

def list_buckets_from_assumed_role(user_key, assume_role_arn, session_name): 
    """ 
    Assumes a role that grants permission to list the Amazon S3 buckets in the account. 
    Uses the temporary credentials from the role to list the buckets that are owned 
    by the assumed role's account. 

    :param user_key: The access key of a user that has permission to assume the role. 
    :param assume_role_arn: The Amazon Resource Name (ARN) of the role that 
                            grants access to list the other account's buckets. 
    :param session_name: The name of the STS session. 
    """ 
    sts_client = boto3.client( 
        'sts', aws_access_key_id=user_key.id, aws_secret_access_key=user_key.secret) 
    try: 
        response = sts_client.assume_role( 
            RoleArn=assume_role_arn, RoleSessionName=session_name) 
        temp_credentials = response['Credentials'] 
        print(f"Assumed role {assume_role_arn} and got temporary credentials.") 
    except ClientError as error: 
        print(f"Couldn't assume role {assume_role_arn}. Here's why: " 
              f"{error.response['Error']['Message']}") 
        raise 

    # Create an S3 resource that can access the account with the temporary credentials. 
    s3_resource = boto3.resource( 
        's3', 
        aws_access_key_id=temp_credentials['AccessKeyId'], 
        aws_secret_access_key=temp_credentials['SecretAccessKey'], 
        aws_session_token=temp_credentials['SessionToken']) 
    print(f"Listing buckets for the assumed role's account:") 
    try: 
        for bucket in s3_resource.buckets.all(): 
            print(bucket.name) 
    except ClientError as error: 
        print(f"Couldn't list buckets for the account. Here's why: " 
              f"{error.response['Error']['Message']}") 
        raise

停止在AWS账户之间共享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要停止将日志文件共享到另一个账户AWS 账户，请删除您在中为该账户创建的角色创建角色 (p. 296)。

1. 使用账户 AAWS Management Console 的管理权限登录
2. 导航到 IAM 控制台。
3.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Roles（角色）。
4. 选择要删除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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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 Delete（删除）。

验证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完整性
要确定日志文件经 CloudTrail 提交后是否已修改、删除或未更改，可以使用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完整性
验证。该功能是使用业界标准算法构建的：哈希采用 SHA-256，数字签名采用带 RSA 的 SHA-256。这
样，要修改、删除或伪造 CloudTrail 日志文件而不被检测到在计算上是不可行的。您可以使用 AWS CLI 在 
CloudTrail 将这些文件传送到的位置验证这些文件。

为什么使用它？
在安全和事故调查中，经验证的日志文件非常重要。例如，通过经验证的日志文件，您可以十分确定日志文
件本身未更改，或者特定用户凭证执行了特定 API 活动。通过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完整性验证过程，您还可
以知道日志文件是否已删除或更改，或者可以十分确定在给定时间段内未向您的账户提交任何日志文件。

工作原理
如果启用日志文件完整性验证，CloudTrail 会为其提交的每个日志文件创建一个哈希。CloudTrail 还每小
时创建和提交一个文件，该文件引用上一小时的日志文件，包含每一个文件的哈希。此文件称为摘要文
件。CloudTrail 使用公钥和私钥对的私钥对每个摘要文件进行签名。完成提交后，您可以使用公有密钥验证
摘要文件。CloudTrail 对每个 AWS 区域使用不同的密钥对。

将摘要文件提交到与您的跟踪所关联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这也是您的 
CloudTrail 日志文件所关联到的存储桶。如果日志文件是从所有区域或从多个账户提交到单个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则 CloudTrail 将摘要文件从这些区域和账户提交到同一存储桶中。

摘要文件放在与日志文件不同的文件夹中。摘要文件与日志文件分开放置，您就可以执行细粒度安全策略，
允许现有日志处理解决方案继续运行，无需进行修改。每个摘要文件还包含之前摘要文件（如果存在）的数
字签名。当前摘要文件的签名位于摘要文件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对象的元数据属性中。
有关摘要文件内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CloudTrail 摘要文件结构 (p. 308)。

存储日志文件和摘要文件
您可以将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和摘要文件安全、持久、低成本、无限期地存储在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或 S3 Glacier 中。为增强存储在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中的摘要文
件的安全性，您可以使用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MFA 删除。

启用验证并验证文件
要启用日志文件完整性验证，您可以使用 AWS Management Console、AWS CLI 或 CloudTrail API。启用
日志文件完整性验证允许 CloudTrail 将摘要日志文件传送到您的 Amazon S3 存储桶，但是不会验证文件的
完整性。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启用 CloudTrail 启用日志文件完整性验证 (p. 302)。

要验证 CloudTrail 日志文件的完整性，您可以使用 AWS CLI 或创建自己的解决方案。AWS CLI 
将在 CloudTrail 将文件提交到的位置验证文件。如果您要验证已移到其他位置（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或别处）的日志，您可以创建自己的验证工具。

有关通过 AWS CLI 验证日志的信息，请参阅使用验证 C CloudTrail logs 完整性AWS CLI (p. 303)。有
关开发 CloudTrail 日志文件验证自定义实现的信息，请参阅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完整性验证的自定义实
现 (p. 312)。

启用 CloudTrail 启用日志文件完整性验证
您可以使用 AWS Management Console、AWS 命令行界面 (AWS CLI) 或 CloudTrail API 来启用日志文件完
整性验证。CloudTrail 会在大约 1 小时后开始传送摘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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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Management Console
要通过 CloudTrail 控制台启用日志文件完整性验证，请在创建或更新跟踪时为 Enable log file validation（启
用日志文件验证）选项选择 Yes（是）。默认情况下会对新的跟踪记录启用此功能。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使用控制台创建和更新跟踪 (p. 76)。

AWS CLI
为了能够使用 AWS CLI 进行日志文件完整性验证，请结合使用 --enable-log-file-validation 选
项与 create-trail 或update-trail 命令。要禁用日志文件完整性验证，请使用 --no-enable-log-file-
validation 选项。

示例

下面的 update-trail 命令启用日志文件验证并开始将摘要文件传送到指定跟踪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中。

aws cloudtrail update-trail --name your-trail-name --enable-log-file-validation

CloudTrail API
要通过 CloudTrail API 启用日志文件完整性验证，请在调用 CreateTrail 或 UpdateTrail 时将
EnableLogFileValidation 请求参数设为 true。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CloudTrailAPI 参考中的 CreateTrail 和 UpdateTrail。

使用验证 C CloudTrail logs 完整性AWS CLI
要使用验证日志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请使用 CloudTrail validate-logs命令。此命令使用提
交到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的摘要文件执行验证。有关摘要文件的信息，请参阅
CloudTrail 摘要文件结构 (p. 308)。

AWS CLI 让您能够检测以下类型的更改：

• CloudTrail 日志文件的修改或删除
• CloudTrail 摘要文件的修改或删除
• 上述两者的修改或删除

Note

AWS CLI 只验证摘要文件引用的日志文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检查 Cloude 是否传送了特定的
文件 CloudTrail (p. 308)：

先决条件
要使用 AWS CLI 验证日志文件的完整性，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您必须在线连接到 AWS。
• 您必须拥有包含摘要文件和日志文件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的读取访问权限。
• 摘要文件和日志文件在由 Simple Storage S3（Amazon S3）位置后不能 CloudTrail 发生移动。

Note

AWS CLI 无法验证下载到本地磁盘的日志文件。有关自行创建验证工具的指南，请参阅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完整性验证的自定义实现 (p.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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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date-logs
语法
validate-logs 采用下面的语法形式。括号内为可选参数。

aws cloudtrail validate-logs --trail-arn <trailARN> --start-time <start-time> 
[--end-time <end-time>] [--s3-bucket <bucket-name>] [--s3-prefix <prefix>] [--
account-id <account-id>] [--verbose]

Note

该validate-logs命令是特定于区域的。必须指定--region全局选项才能验证特定日志AWS 区
域。

选项
validate-logs 提供以下命令行选项。--trail-arn 和 --start-time 为必需选项。此外，组织跟踪
还需要使用该--account-id选项。

--start-time

指定将验证在指定 UTC 时间戳值当时或之后提交的日志文件。示例：2015-01-08T05:21:42Z。

--end-time

（可选）指定将验证在指定 UTC 时间戳值当时或之前提交的日志文件。默认值为当前 UTC 时间 
(Date.now())。示例：2015-01-08T12:31:41Z。

Note

对于指定的时间范围，validate-logs 命令只检查其对应的摘要文件引用的日志文件。不检
查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中的任何其他日志文件。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检查 Cloude 是否传送了特定的文件 CloudTrail (p. 308)：

--s3-bucket

（可选）指定存储摘要文件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如果未指定存储桶名
称，则 AWS CLI 会调用 DescribeTrails() 来检索它。

--s3-prefix

（可选）指定表示摘要文件存储位置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前缀。如果未指定，则 
AWS CLI 将调用 DescribeTrails() 来检索它。

Note

仅在当前前缀不同于指定时间范围期间使用的前缀时，才应使用此选项。

--account-id

（可选）指定用于验证日志的账户。此参数是组织跟踪所必需的，用于验证组织内部特定账户的日志。

--trail-arn

指定要验证的跟踪的 Amazon Resource Name（ARN）。跟踪 ARN 遵循的格式。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11111111111:trail/MyTrail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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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要获取跟踪的 ARN，您可以先使用 describe-trails 命令，然后再运行 validate-
logs。
如果在您指定的时间范围内日志文件被提交到多个存储桶，而您需要将对日志文件的验证限制
在一个存储桶，则除了跟踪 ARN，您可能还需要指定存储桶的名称和前缀。

--verbose

（可选）输出指定时间范围内的每个日志文件或摘要文件的验证信息。输出指示文件保持不变还是发生
过修改或已删除。在非详细模式（默认）下，仅当验证失败时才返回信息。

示例
下面的示例验证从指定起始时间到当前时间的日志文件，使用为当前跟踪配置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并指定详细输出。

aws cloudtrail validate-logs --start-time 2015-08-27T00:00:00Z --end-time 
 2015-08-28T00:00:00Z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11111111111:trail/my-trail-
name --verbose

validate-logs 的工作原理
validate-logs 命令从验证指定时间范围内最新的摘要文件开始。首先，它验证摘要文件是否已从其声明
的所属位置下载。换句话说，如果 CLI 从 S3 位置 p1 下载摘要文件 df1，则 validate-logs 会验证 p1 == 
df1.digestS3Bucket + '/' + df1.digestS3Object。

如果摘要文件的签名有效，则它检查摘要文件中引用的每个日志的哈希值。之后，此命令按时间倒序连续验
证之前的摘要文件及其引用的日志文件。它继续进行这一操作，直到到达指定的 start-time 值或摘要链结
束为止。如果有摘要文件缺失或无效，则此命令在输出中指出无法验证的时间范围。

验证结果
验证结果从摘要头开始，采用以下格式：

Validating log files for trail trail_ARN  between time_stamp and time_stamp

主输出的每行包含单个摘要文件或日志文件的验证结果，格式如下：

<Digest file | Log file> <S3 path> <Validation Message>

下表描述了可能会出现的日志文件和摘要文件的验证消息。

文件类型 验证消息 描述

Digest file valid 摘要文件签名有效。可以检查所引用的日志文
件。仅详细模式包含此消息。

Digest file INVALID: has been moved 
from its original location

检索摘要文件的 S3 存储桶或 S3 对象与摘要文
件中记录的 S3 存储桶或 S3 对象位置不匹配。

Digest file INVALID: invalid format 摘要文件格式无效。无法验证与摘要文件表示的
时间范围对应的日志文件。

Digest file INVALID: not found 找不到摘要文件。无法验证与摘要文件表示的时
间范围对应的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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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类型 验证消息 描述

Digest file INVALID: public key not 
found for fingerprint ##

找不到与摘要文件中记录的指纹对应的公有密
钥。无法验证摘要文件。

Digest file INVALID: signature 
verification failed

摘要文件签名无效。摘要文件无效，无法验证其
引用的日志文件，也无法确定其中所列的 API 活
动。

Digest file INVALID: Unable to 
load PKCS #1 key with 
fingerprint ##

无法加载含有指定指纹的 DER 编码公有密钥
（PKCS #1 格式），无法验证摘要文件。

Log file valid 日志文件已验证且自提交以来未发生过修改。仅
详细模式包含此消息。

Log file INVALID: hash value 
doesn't match

日志文件的哈希值不匹配。日志文件自 
CloudTrail 提交后发生过修改。

Log file INVALID: invalid format 日志文件格式无效。无法验证日志文件。

Log file INVALID: not found 找不到日志文件，无法验证。

输出包含有关返回结果的摘要信息。

示例输出
详细
下面的示例 validate-logs 命令使用 --verbose 标志并生成后面的示例输出。[...] 表示示例输出已省
略。

aws cloudtrail validate-logs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11111111111:trail/
example-trail-name --start-time 2015-08-31T22:00:00Z --end-time 2015-09-01T19:17:29Z --
verbose

Validating log files for trail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11111111111:trail/example-
trail-name between 2015-08-31T22:00:00Z and 2015-09-01T19:17:29Z 
                                        
Digest file    s3://example-bucket/AWSLogs/111111111111/CloudTrail-Digest/us-
east-2/2015/09/01/111111111111_CloudTrail-Digest_us-east-2_example-trail-name_us-
east-2_20150901T201728Z.json.gz valid
Log file       s3://example-bucket/AWSLogs/111111111111/CloudTrail/us-
east-2/2015/09/01/111111111111_CloudTrail_us-east-2_20150901T1925Z_WZZw1RymnjCRjxXc.json.gz 
 valid
Log file       s3://example-bucket/AWSLogs/111111111111/CloudTrail/us-
east-2/2015/09/01/111111111111_CloudTrail_us-east-2_20150901T1915Z_POuvV87nu6pfAV2W.json.gz 
 valid
Log file       s3://example-bucket/AWSLogs/111111111111/CloudTrail/us-
east-2/2015/09/01/111111111111_CloudTrail_us-east-2_20150901T1930Z_l2QgXhAKVm1QXiIA.json.gz 
 valid
Log file       s3://example-bucket/AWSLogs/111111111111/CloudTrail/us-
east-2/2015/09/01/111111111111_CloudTrail_us-east-2_20150901T1920Z_eQJteBBrfpBCqOqw.json.gz 
 valid
Log file       s3://example-bucket/AWSLogs/111111111111/CloudTrail/us-
east-2/2015/09/01/111111111111_CloudTrail_us-east-2_20150901T1950Z_9g5A6qlR2B5KaRdq.json.gz 
 valid
Log file       s3://example-bucket/AWSLogs/111111111111/CloudTrail/us-
east-2/2015/09/01/111111111111_CloudTrail_us-east-2_20150901T1920Z_i4DNCC12BuXd6Ru7.json.gz 
 va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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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file       s3://example-bucket/AWSLogs/111111111111/CloudTrail/us-
east-2/2015/09/01/111111111111_CloudTrail_us-east-2_20150901T1915Z_Sg5caf2RH6Jdx0EJ.json.gz 
 valid
Digest file    s3://example-bucket/AWSLogs/111111111111/CloudTrail-Digest/us-
east-2/2015/09/01/111111111111_CloudTrail-Digest_us-east-2_example-trail-name_us-
east-2_20150901T191728Z.json.gz valid
Log file       s3://example-bucket/AWSLogs/111111111111/CloudTrail/us-
east-2/2015/09/01/111111111111_CloudTrail_us-east-2_20150901T1910Z_YYSFiuFQk4nrtnEW.json.gz 
 valid
[...]
Log file       s3://example-bucket/AWSLogs/144218288521/CloudTrail/us-
east-2/2015/09/01/144218288521_CloudTrail_us-east-2_20150901T1055Z_0Sfy6m9f6iBzmoPF.json.gz 
 valid
Log file       s3://example-bucket/AWSLogs/144218288521/CloudTrail/us-
east-2/2015/09/01/144218288521_CloudTrail_us-east-2_20150901T1040Z_lLa3QzVLpOed7igR.json.gz 
 valid

Digest file    s3://example-bucket/AWSLogs/144218288521/CloudTrail-Digest/us-
east-2/2015/09/01/144218288521_CloudTrail-Digest_us-east-2_example-trail-name_us-
east-2_20150901T101728Z.json.gz INVALID: signature verification failed

Digest file    s3://example-bucket/AWSLogs/144218288521/CloudTrail-Digest/us-
east-2/2015/09/01/144218288521_CloudTrail-Digest_us-east-2_example-trail-name_us-
east-2_20150901T091728Z.json.gz valid
Log file       s3://example-bucket/AWSLogs/144218288521/CloudTrail/us-
east-2/2015/09/01/144218288521_CloudTrail_us-east-2_20150901T0830Z_eaFvO3dwHo4NCqqc.json.gz 
 valid
Digest file    s3://example-bucket/AWSLogs/144218288521/CloudTrail-Digest/us-
east-2/2015/09/01/144218288521_CloudTrail-Digest_us-east-2_example-trail-name_us-
east-2_20150901T081728Z.json.gz valid
Digest file    s3://example-bucket/AWSLogs/144218288521/CloudTrail-Digest/us-
east-2/2015/09/01/144218288521_CloudTrail-Digest_us-east-2_example-trail-name_us-
east-2_20150901T071728Z.json.gz valid
[...]
Log file       s3://example-bucket/AWSLogs/111111111111/CloudTrail/us-
east-2/2015/08/31/111111111111_CloudTrail_us-east-2_20150831T2245Z_mbJkEO5kNcDnVhGh.json.gz 
 valid
Log file       s3://example-bucket/AWSLogs/111111111111/CloudTrail/us-
east-2/2015/08/31/111111111111_CloudTrail_us-east-2_20150831T2225Z_IQ6kXy8sKU03RSPr.json.gz 
 valid
Log file       s3://example-bucket/AWSLogs/111111111111/CloudTrail/us-
east-2/2015/08/31/111111111111_CloudTrail_us-east-2_20150831T2230Z_eRPVRTxHQ5498ROA.json.gz 
 valid
Log file       s3://example-bucket/AWSLogs/111111111111/CloudTrail/us-
east-2/2015/08/31/111111111111_CloudTrail_us-east-2_20150831T2255Z_IlWawYZGvTWB5vYN.json.gz 
 valid
Digest file    s3://example-bucket/AWSLogs/111111111111/CloudTrail-Digest/us-
east-2/2015/08/31/111111111111_CloudTrail-Digest_us-east-2_example-trail-name_us-
east-2_20150831T221728Z.json.gz valid

Results requested for 2015-08-31T22:00:00Z to 2015-09-01T19:17:29Z
Results found for 2015-08-31T22:17:28Z to 2015-09-01T20:17:28Z:

22/23 digest files valid, 1/23 digest files INVALID
63/63 log files valid

非详细

下面的示例 validate-logs 命令不使用 --verbose 标志。在后面的示例输出中，出现一个错误。只返回
了头、错误和摘要信息。

aws cloudtrail validate-logs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11111111111:trail/
example-trail-name --start-time 2015-08-31T22:00:00Z --end-time 2015-09-01T19:17:29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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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dating log files for trail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11111111111:trail/example-
trail-name between 2015-08-31T22:00:00Z and 2015-09-01T19:17:29Z

Digest file s3://example-bucket/AWSLogs/144218288521/CloudTrail-Digest/us-
east-2/2015/09/01/144218288521_CloudTrail-Digest_us-east-2_example-trail-name_us-
east-2_20150901T101728Z.json.gz INVALID: signature verification failed

Results requested for 2015-08-31T22:00:00Z to 2015-09-01T19:17:29Z
Results found for 2015-08-31T22:17:28Z to 2015-09-01T20:17:28Z:

22/23 digest files valid, 1/23 digest files INVALID
63/63 log files valid

检查 Cloude 是否传送了特定的文件 CloudTrail
要检查 Cloude S3（A3）位置后不能发生移动，请针对包含此文件的时间段validate-logs以详细模式运
行详细模式运行详细模式运行详细模式运行详细模式运行详细模式运行详细模式运行详细模式运行详细模式
运行详细模式 CloudTrail 如果 vice 输出中包含此文件validate-logs，则 S3 已提交此文件 CloudTrail。

CloudTrail 摘要文件结构
每个摘要文件均包含前一小时提交到您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的日志文件的名
称，这些日志文件的哈希值，以及前一日志文件的数字签名。最新摘要文件的签名存储在摘要文件对象的元
数据属性中。数字签名和哈希值用于验证日志文件和摘要文件本身的完整性。

摘要文件位置
摘要文件提交到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位置，语法如下。

s3://s3-bucket-name/optional-prefix/AWSLogs/aws-account-id/CloudTrail-Digest/ 
     region/digest-end-year/digest-end-month/digest-end-date/ 
     aws-account-id_CloudTrail-Digest_region_trail-name_region_digest_end_timestamp.json.gz

Note

对于组织跟踪记录，存储桶位置还包括组织单位 ID，如下所示：

s3://s3-bucket-name/optional-prefix/AWSLogs/O-ID/aws-account-id/CloudTrail-Digest/ 
     region/digest-end-year/digest-end-month/digest-end-date/ 
     aws-account-id_CloudTrail-Digest_region_trail-
name_region_digest_end_timestamp.json.gz

示例摘要文件内容
下面的示例摘要文件包含 CloudTrail 日志的信息。

{ 
  "awsAccountId": "111122223333", 
  "digestStartTime": "2015-08-17T14:01:31Z", 
  "digestEndTime": "2015-08-17T15:01:31Z", 
  "digestS3Bucket": "S3-bucket-name", 
  "digestS3Object": "AWSLogs/111122223333/CloudTrail-Digest/us-
east-2/2015/08/17/111122223333_CloudTrail-Digest_us-east-2_your-trail-name_us-
east-2_20150817T150131Z.json.gz", 
  "digestPublicKeyFingerprint": "31e8b5433410dfb61a9dc45cc65b22ff", 
  "digestSignatureAlgorithm": "SHA256withR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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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estEventTime": "2015-08-17T14:52:27Z", 
  "oldestEventTime": "2015-08-17T14:42:27Z", 
  "previousDigestS3Bucket": "S3-bucket-name", 
  "previousDigestS3Object": "AWSLogs/111122223333/CloudTrail-Digest/us-
east-2/2015/08/17/111122223333_CloudTrail-Digest_us-east-2_your-trail-name_us-
east-2_20150817T140131Z.json.gz", 
  "previousDigestHashValue": 
 "97fb791cf91ffc440d274f8190dbdd9aa09c34432aba82739df18b6d3c13df2d", 
  "previousDigestHashAlgorithm": "SHA-256", 
  "previousDigestSignature": 
 "50887ccffad4c002b97caa37cc9dc626e3c680207d41d27fa5835458e066e0d3652fc4dfc30937e4d5f4cc7f796e7a258fb50a43ac427f2237f6e505d4efaf373d156e15e3b68dea9f58111d395b62628d6bd367a9024d2183b5c5f6e19466d3a996b92df705bc997b8a0e13430f241d733cf95df4e41bb6c304c3f58363043572ea57a27085639ce187e679c0d81c7519b1184fa77fb7ab0b0e40a32dace6e1eefc3995c5ae182da49b62b26398cebb52a2201a6387b75b89c83e5570bcb9bba6c34a80f2f00a1c6ebe07d1ff149eccd812dc805bb3eeff6657db32a6cb48d2d096404eb76181877bc6ebb8cd0b23f823200155b2fd8848d428e46e8456328a", 
  "logFiles": [ 
    { 
      "s3Bucket": "S3-bucket-name", 
      "s3Object": "AWSLogs/111122223333/CloudTrail/us-
east-2/2015/08/17/111122223333_CloudTrail_us-
east-2_20150817T1445Z_9nYN7gp2eWAJHIfT.json.gz", 
      "hashValue": "9bb6196fc6b84d6f075a56548feca262bd99ba3c2de41b618e5b6e22c1fc71f6", 
      "hashAlgorithm": "SHA-256", 
      "newestEventTime": "2015-08-17T14:52:27Z", 
      "oldestEventTime": "2015-08-17T14:42:27Z" 
    } 
  ]
}

摘要文件字段描述
下面是摘要文件中每个字段的描述：

awsAccountId

已提交的摘要文件的 AWS 账户 ID。

digestStartTime

摘要文件涉及的日志文件的起始 UTC 时间范围，它作为参考，采用 CloudTrail 已提交日志文件的时
间。这意味着，如果时间范围是 [Ta, Tb]，则摘要包含在 Ta 与 Tb 之间提交给客户的所有日志文件。

digestEndTime

摘要文件包含的结束 UTC 时间范围，它作为 CloudTrail 传输日志文件的时间的日参考。这意味着，如
果时间范围是 [Ta, Tb]，则摘要包含在 Ta 与 Tb 之间提交给客户的所有日志文件。

digestS3Bucket

已将最新摘要文件传送到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的名称。

digestS3Object

最新摘要文件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对象密钥（即，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位置）。字符串中的前两个区域显示摘要文件是从哪个区域提交的。最后
的区域（your-trail-name 之后）是跟踪的主区域。主区域是创建跟踪的区域。在多区域跟踪的情况
下，它可能不是提交摘要文件的发出区域。

newestEventTime

摘要的日志文件中的所有事件中最近事件的 UTC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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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estEventTime

摘要的日志文件中的所有事件中最早事件的 UTC 时间。

Note

如果摘要文件延迟提交，则 oldestEventTime 的值将早于 digestStartTime 的值。

previousDigestS3Bucket

上一个摘要文件传送到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

previousDigestS3Object

上一个摘要文件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对象密钥（即，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位置）。

previousDigestHashValue

前一摘要文件的未压缩内容的十六进制编码哈希值。

previousDigestHashAlgorithm

用于对前一摘要文件进行哈希处理的哈希算法的名称。

publicKeyFingerprint

与用于对摘要文件进行签名的私有密钥相匹配的公有密钥的十六进制编码指纹。您可以使用 AWS CLI 
或 CloudTrail API 检索与摘要文件相对应的时间范围的公有密钥。对于返回的公有密钥，其指纹与
此值匹配的公有密钥可用于验证摘要文件。有关检索摘要文件公钥的信息，请参阅 AWS CLI list-
public-keys 命令或 CloudTrail ListPublicKeys API。

Note

CloudTrail 在每个区域中使用不同的私钥/公钥对。每个摘要文件都使用对其区域唯一的私有密
钥进行签名。因此，从特定区域验证摘要文件时，您必须在该区域中查找其相应的公有密钥。

digestSignatureAlgorithm

用于对摘要文件进行签名的算法。

logFiles.s3Bucket

日志文件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的名称。

logFiles.s3Object

最新日志文件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对象密钥。

logFiles.newestEventTime

日志文件中最近事件的 UTC 时间。此时间还与日志文件本身的时间戳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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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Files.oldestEventTime

日志文件中最早事件的 UTC 时间。

logFiles.hashValue

未压缩日志文件内容的十六进制编码哈希值。

logFiles.hashAlgorithm

用于对日志文件进行哈希处理的哈希算法。

启动摘要文件
启动日志文件完整性验证时，将生成一个启动摘要文件。重新启动日志文件完整性验证（通过禁用后重新启
用日志文件完整性验证，或者通过停止记录然后在启用验证时重新启动记录）时，也将生成一个启动摘要文
件。在启动摘要文件中，与前一摘要文件相关的以下字段将为空：

• previousDigestS3Bucket
• previousDigestS3Object
• previousDigestHashValue
• previousDigestHashAlgorithm
• previousDigestSignature

“空”摘要文件
即使在摘要文件表示的一小时时间段内您的账户中没有 API 活动，CloudTrail 也将提交摘要文件。如果需要
确定在摘要文件报告的小时内未提交日志文件，这非常有用。

下面的示例说明当未出现 API 活动时记录了 1 小时的摘要文件的内容。注意，摘要文件内容最后的
logFiles:[ ] 字段为空。

{ 
  "awsAccountId": "111122223333", 
  "digestStartTime": "2015-08-20T17:01:31Z", 
  "digestEndTime": "2015-08-20T18:01:31Z", 
  "digestS3Bucket": "example-bucket-name", 
  "digestS3Object": "AWSLogs/111122223333/CloudTrail-Digest/us-
east-2/2015/08/20/111122223333_CloudTrail-Digest_us-east-2_example-trail-name_us-
east-2_20150820T180131Z.json.gz", 
  "digestPublicKeyFingerprint": "31e8b5433410dfb61a9dc45cc65b22ff", 
  "digestSignatureAlgorithm": "SHA256withRSA", 
  "newestEventTime": null, 
  "oldestEventTime": null, 
  "previousDigestS3Bucket": "example-bucket-name", 
  "previousDigestS3Object": "AWSLogs/111122223333/CloudTrail-Digest/us-
east-2/2015/08/20/111122223333_CloudTrail-Digest_us-east-2_example-trail-name_us-
east-2_20150820T170131Z.json.gz", 
  "previousDigestHashValue": 
 "ed96c4bac9eaa8fe9716ca0e515da51938be651b1db31d781956416a9d05cdfa", 
  "previousDigestHashAlgorithm": "SHA-256", 
  "previousDigestSignature": 
 "82705525fb0fe7f919f9434e5b7138cb41793c776c7414f3520c0242902daa8cc8286b29263d2627f2f259471c745b1654af76e2073264b2510fd45236b3aea4d80c0e8e6455223d7bd54ff80af0edf22a5f14fa856626daec919f0591479aa4f213787ba1e1076328dcf8ff624e03a977fa5612dcf58594c590fd8c1c5b48bddf43fc84ecc00b41bedd0ff7f293c3e2de8dcdc78f98b03e17577f5822ba842399d69eb79921c0429773509520e08c8b518702d987dfbb3a4e5d8c5f17673ce1f989dfff82d4becf24e452f20d3bcac94ad50131f93e57f10155536acb54c60efbe9d57228c2b930bc6082b2318e3ccd36834a8e835b8d112dbf32145f445c11", 
  "logFile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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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件的签名
摘要文件的签名信息位于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摘要文件对象的两个对象元数据属性中。
每个摘要文件都有下面的元数据项：

• x-amz-meta-signature

摘要文件签名的十六进制编码值。下面是示例签名：

3be472336fa2989ef34de1b3c1bf851f59eb030eaff3e2fb6600a082a23f4c6a82966565b994f9de4a5989d053d9d15d20fc5c43e66358652d93326550a4acc5c5f541bb52e9b455897ab723bd7cbabfe963a406a41d600f3658f7a3135e5ed9fcae7b79bb5857d1e5eb78fcce8595ce0ade2f3ad1d9f2d62be7bc4660d83166ce24586489b7da9ee9883eaf0b9efabb5dd3cbba565cc4aab5c9c46c9fa7e9cda310afcc5e8adcd9e48d0597ec5f8174a52c3bebb3e845eeb1d18904fbf4cc14cd117080098e10022ddf55e017a9431446acad8560de0ba1e477af9f8a3048bc6196350adad0cc0cb4ab99b5e7c9944437a3c674a038009220684ced7be07b4f
28f1cc237f372264a51b611c01da429565def703539f4e71009051769469231bc22232fa260df02740047af532229885ea2b0e95ecd353326b7104941e0cbddb076a391f1fcf2923c19565f4841770a78723451aeb732ff1b6162dc40e601fc6720bc5325987942ebd817783b322f0ac77698523bf742fdea7aa44f4911b3101221b7e1233387f16a52077610498f4a1254211258e37da0fb4cb207aef593b4c1baa13674e85acc52046b3adb889e63331a66abac5de7e42ffdd6952987c31ae871650e130bd2e63bfe145b22bbd39ea192210f6df64d49b888a321e02d3fc4cf126accae30d2857ccd6b2286a7c9feba6c35c44161b24147d645e6ca26844ba
05d3ffcb5d2dd5dc28f8bb5b7993938e8a5f912a82b448a367eccb2ec0f198ba71e23eb0b97278cf65f3c8d1e652c6de33a22ca8428821ffc95bf8b726ba9f37cfbc20c54dc5bd6159bdea1c4d951b68cb8e0528852c55bb0c5e499ea60560f7c2bb3af7f694407da863a2594f7a2f2838cb09254afbaf8003587746e719a0437f85eeffae534f283f3837eb939a9bccc3c71573500661245891051231b580ac92d9e0e68c6f47ad38975f493e2c40e7f303353c4adc7d563ef1e875977afac2e085f0c824045d998c9543d8a3293ad3c063b7a109d0bfd84b0b1e3f72c4f057e744e6a2cf9cc97727b08584f44bfa47799c5072b60f0b619aea88a17de585e9 
             

• x-amz-meta-signature-algorithm

下面是用于生成摘要签名的算法示例值：

SHA256withRSA

摘要文件链
每个摘要文件都包含对其前一摘要文件的引用，这样可实现一个“链”，使 AWS CLI 等验证工具可以检测摘要
文件是否已删除。通过它，在指定时间范围内的摘要文件可以从最近开始往前连续检查。

Note

如果禁用日志文件完整性验证，一小时后摘要文件链会断开。CloudTrail 不会为在禁用日志文件完
整性验证的时间段内提交的日志文件创建摘要文件。例如，如果您在 1 月 1 日中午启用日志文件完
整性验证，在 1 月 2 日中午禁用它，在 1 月 10 日中午再次启用它，则不会为从 1 月 2 日中午到 1 
月 10 日中午之间提交的日志文件创建摘要文件。只要停止 CloudTrail 日志记录或删除跟踪，这同
样适用。

如果停止记录或删除跟踪，则 CloudTrail 将提交最终摘要文件。此摘要文件包含有关所有剩余日志文件的信
息，所涵盖的事件直至（包含）StopLogging 事件。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完整性验证的自定义实现
由于 CloudTrail 使用了行业标准、、、、可公开使用的加密算法和哈希函数，因此，您可以自行创建用于验
证日志文件完整性的工具，以验证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完整性。启用日志文件完整性验证后，将摘要文件 
CloudTrail 交付到您的 SimpAmazon S3 存储桶。您可以使用这些文件实现自己的验证解决方案。有关摘要
文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CloudTrail 摘要文件结构 (p. 308)。

本主题介绍如何为摘要文件签名，然后详述了要对摘要文件及其引用的日志文件实现验证解决方案所需采取
的步骤。

了解 CloudTrail 摘要文件的签名方式
CloudTrail 使用 RSA 数字签名。对于每个摘要文件， CloudTrail 执行以下操作：

1. 创建一个字符串，以基于指定的摘要文件字段进行数据签名（在下一章节中讲解）。
2. 获取区域唯一的私钥。
3. 将此字符串的 SHA-256 哈希值和私钥传递给 RSA 签名算法（生成数字签名）。
4. 将签名的字节代码编码成十六进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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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此数字签名放入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摘要文件对象的 x-amz-meta-signature
元数据属性中。

数据签名字符串的内容
数据签名字符串包含以下 CloudTrail 对象：

• UTC 扩展格式的摘要文件结束时间戳（如 2015-05-08T07:19:37Z）
• 当前摘要文件的 S3 路径
• 当前摘要文件的 SHA-256 哈希值（十六进制编码）
• 之前摘要文件的十六进制编码签名

本文档的稍后部分提供了计算此字符串的格式和作为示例的字符串。

自定义验证实现步骤
实现自定义验证解决方案时，您需要先验证摘要文件，然后再验证其引用的日志文件。

验证摘要文件
要验证摘要文件，您需要其签名、与用于对其进行签名的私钥对应的公钥以及您计算的数据签名字符串。

1. 获取摘要文件。
2. 验证已从摘要文件的原始位置检索了摘要文件。
3. 获取摘要文件的十六进制编码签名。
4. 获取与用于对摘要文件进行签名的私钥对应的公钥的十六进制编码指纹。
5. 检索与摘要文件对应的时间范围的公钥。
6. 从检索到的公钥中，选择指纹与摘要文件中的指纹匹配的公钥。
7. 使用摘要文件哈希值及其他摘要文件字段，重新创建用于验证摘要文件签名的数据签名字符串。
8. 将此字符串的 SHA-256 哈希值、公钥及签名作为参数传递给 RSA 签名验证算法，以验证签名。如果结果

为 true，则摘要文件有效。

验证日志文件
如果摘要文件有效，则验证摘要文件引用的每个日志文件。

1. 为验证日志文件的完整性，系统会计算未压缩内容的 SHA-256 哈希值并将结果与摘要中记录的十六进制
日志文件哈希值进行比较。如果哈希值匹配，则日志文件有效。

2. 通过使用当前摘要文件中包含的有关前一个摘要文件的信息，连续验证前一个摘要文件及其对应的日志文
件。

以下部分详细介绍了这些步骤。

A. 获取摘要文件
第一步是获取最新的摘要文件，验证您已从其来源位置检索到它，然后验证其数字签名并获取公钥的指纹。

1. S3 Get使用 AmazonS3Client 类（举例）从 Amazon S3 存储桶获取需要验证的时间范围的最新摘要文
件。

2. 检查用于检索此文件的 S3 存储桶和 S3 对象是否与摘要文件中记录的 S3 存储桶 S3 对象位置匹配。
3. 接下来，从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中摘要文件对象的 x-amz-meta-signature 元数

据属性获取摘要文件的数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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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n the digest file, get the fingerprint of the public key whose private key was used to sign the digest file 
from the digestPublicKeyFingerprint field。

B. 检索用于验证摘要文件的公钥

要获取用于验证摘要文件的AWS CLI CloudTrail 在这两种情况下，您都需要指定要验证的摘要文件的时间范
围（即，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对于您指定的时间范围，可能会返回一个或多个公钥。返回的密钥的有效
时间范围可能会发生重叠。

Note

由于按区域 CloudTrail 使用不同的私///////对摘要文件进行签名。因此，当您验证来自特定区域的摘
要文件时，必须从同一区域检索其公钥。

使用 AWS CLI 检索公钥

要使用 AWS CLI 检索摘要文件的公钥，请使用 cloudtrail list-public-keys 命令。此命令采用以下
格式：

aws cloudtrail list-public-keys [--start-time <start-time>] [--end-time <end-
time>]

start-time 和 end-time 参数为 UTC 时间戳且是可选的。如果未指定，则使用当前时间，且返回当前有效的一
个或多个公钥。

示例响应

响应是代表所返回的一个或多个密钥的 JSON 对象的列表：

{ 
    "publicKeyList": [ 
        { 
            "ValidityStartTime": "1436317441.0", 
            "ValidityEndTime": "1438909441.0", 
            "Value": "MIIBCgKCAQEAn11L2YZ9h7onug2ILi1MWyHiMRsTQjfWE
+pHVRLk1QjfWhirG+lpOa8NrwQ/r7Ah5bNL6HepznOU9XTDSfmmnP97mqyc7z/upfZdS/AHhYcGaz7n6Wc/
RRBU6VmiPCrAUojuSk6/GjvA8iOPFsYDuBtviXarvuLPlrT9kAd4Lb+rFfR5peEgBEkhlzc5HuWO7S0y
+KunqxX6jQBnXGMtxmPBPP0FylgWGNdFtks/4YSKcgqwH0YDcawP9GGGDAeCIqPWIXDLG1jOjRRzWfCmD0iJUkz8vTsn4hq/5ZxRFE7UBAUiVcGbdnDdvVfhF9C3dQiDq3k7adQIziLT0cShgQIDAQAB", 
            "Fingerprint": "8eba5db5bea9b640d1c96a77256fe7f2" 
        }, 
        { 
            "ValidityStartTime": "1434589460.0", 
            "ValidityEndTime": "1437181460.0", 
            "Value": "MIIBCgKCAQEApfYL2FiZhpN74LNWVUzhR
+VheYhwhYm8w0n5Gf6i95ylW5kBAWKVEmnAQG7BvS5g9SMqFDQx52fW7NWV44IvfJ2xGXT
+wT+DgR6ZQ+6yxskQNqV5YcXj4Aa5Zz4jJfsYjDuO2MDTZNIzNvBNzaBJ+r2WIWAJ/
Xq54kyF63B6WE38vKuDE7nSd1FqQuEoNBFLPInvgggYe2Ym1Refe2z71wNcJ2kY
+q0h1BSHrSM8RWuJIw7MXwF9iQncg9jYzUlNJomozQzAG5wSRfbplcCYNY40xvGd/aAmO0m+Y
+XFMrKwtLCwseHPvj843qVno6x4BJN9bpWnoPo9sdsbGoiK3QIDAQAB", 
            "Fingerprint": "8933b39ddc64d26d8e14ffbf6566fee4" 
        }, 
        { 
            "ValidityStartTime": "1434589370.0", 
            "ValidityEndTime": "1437181370.0", 
            "Value": 
 "MIIBIjANBgkqhkiG9w0BAQEFAAOCAQ8AMIIBCgKCAQEAqlzPJbvZJ42UdcmLfPUqXYNfOs6I8lCfao/
tOs8CmzPOEdtLWugB9xoIUz78qVHdKIqxbaG4jWHfJBiOSSFBM0lt8cdVo4TnRa7oG9io5pysS6DJhBBAeXsicufsiFJR
+wrUNh8RSLxL4k6G1+BhLX20tJkZ/erT97tDGBujAelqseGg3vPZbTx9SMfOLN65PdLFudLP7Gat0Z9p5jw/
rjpclKfo9Bfc3heeBxWGKwBBOKnFAaN9V57pOaosCvPKmHd9bg7jsQkI9Xp22IzGLsTFJZYVA3KiTAElDMu80iFXPHEq9hKNbt9e4URFam
+1utKVEiLkR2disdCmPTK0VQIDAQAB", 
            "Fingerprint": "31e8b5433410dfb61a9dc45cc65b22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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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CloudTrail 使用

CloudTrail 要使用ListPublicKeys ListPublicKeys API 返回与用于在指定时间范围对摘要文件进行签
名的私钥对应的公钥。对于每个公钥，此 API 还返回相应的指纹。

ListPublicKeys

本部分介绍 ListPublicKeys API 的请求参数和响应元素。

Note

ListPublicKeys 的二进制字段的编码可能随时发生变化。

请求参数

名称 描述

StartTime （可选）以 UTC 格式指定要查找 CTC 格式指定要查找 CTC 格式指定要查找 
CTC 的 CloudTrail 起始时间范围。如果 StartTime 未指定，则使用当前时间并返
回当前公钥。

类型： DateTime

EndTime （可选）以 UTC 格式指定要查找 CTC 格式指定要查找 CloudTrail 摘要文件公钥
的结束时间范围。如果 EndTime 未指定，则使用当前时间。

类型： DateTime

响应元素

PublicKeyList - PublicKey 对象数组，包含：

名称 描述

Value DER 编码的公钥值（采用 PKCS #1 格式）。

类型：Blob

ValidityStartTime 公钥有效的起始时间。

类型： DateTime

ValidityEndTime 公钥有效的结束时间。

类型： DateTime

Fingerprint 公钥的指纹。指纹可用于识别验证摘要文件所必需的公钥。

类型：字符串

C. 选择要用于验证的公钥

从 list-public-keys 或 ListPublicKeys 返回的公钥中，选择指纹与摘要文件的
digestPublicKeyFingerprint 字段中记录的指纹匹配的公钥。此即为用于验证摘要文件的公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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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重新创建数据签名字符串
现在，您有了摘要文件的签名及关联公钥，接下来，您需要计算数据签名字符串。算出数据签名字符串后，
您就有了验证签名所需的输入。

数据签名字符串采用以下格式：

Data_To_Sign_String =  
  Digest_End_Timestamp_in_UTC_Extended_format + '\n' + 
  Current_Digest_File_S3_Path + '\n' + 
  Hex(Sha256(current-digest-file-content)) + '\n' + 
  Previous_digest_signature_in_hex  
             

之后是示例 Data_To_Sign_String。

2015-08-12T04:01:31Z
S3-bucket-name/AWSLogs/111122223333/CloudTrail-Digest/us-east-2/2015/08/12/111122223333_us-
east-2_CloudTrail-Digest_us-east-2_20150812T040131Z.json.gz
4ff08d7c6ecd6eb313257e839645d20363ee3784a2328a7d76b99b53cc9bcacd
6e8540b83c3ac86a0312d971a225361d28ed0af20d70c211a2d405e32abf529a8145c2966e3bb47362383a52441545ed091fb81
d4c7c09dd152b84e79099ce7a9ec35d2b264eb92eb6e090f1e5ec5d40ec8a0729c02ff57f9e30d5343a8591638f8b794972ce15bb3063a01972
98b0aee2c1c8af74ec620261529265e83a9834ebef6054979d3e9a6767dfa6fdb4ae153436c567d6ae208f988047ccfc8e5e41f7d0121e54ed66b1b904f80fb2ce304458a2a6b91685b699434b946c52589e9438f8ebe5a0d80522b2f043b3710b87d2cda43e5c1e0db921d8d540b9ad5f6d4$31b1f4a8ef2d758424329583897339493a082bb36e782143ee5464b4e3eb4ef6

重新创建此字符串后，您即可验证摘要文件。

E. 验证摘要文件
将重新创建的数据签名字符串的 SHA-256 哈希值、数字签名和公钥传给 RSA 签名验证算法。如果输出为 
true，则已验证摘要文件签名，且摘要文件有效。

F. 验证日志文件
验证摘要文件后，您可以验证其引用的日志文件。摘要文件包含日志文件的 SHA-256 哈希值。如果某个日志
文件在 CloudTrail 传送后发生修改，则 SHA-256 哈希值会发生变化，且摘要文件的签名将不匹配。

下面的内容介绍如何验证日志文件：

1. 使用摘要文件的 logFiles.s3Bucket 和 logFiles.s3Object 字段中的 S3 位置信息对日志文件执行
S3 Get 操作。

2. 如果 S3 Get 操作成功，则按照以下步骤循环访问摘要文件的 logFiles 数组中列出的日志文件：
a. 从摘要文件中相应日志的 logFiles.hashValue 字段检索文件的原始哈希值。
b. 使用 logFiles.hashAlgorithm 中指定的哈希算法计算未压缩的日志文件内容的哈希值。
c. 比较您生成的哈希值和摘要文件中日志的哈希值。如果哈希值匹配，则日志文件有效。

G. 验证其他摘要和日志文件
在每个摘要文件中，以下字段提供前一个摘要文件的位置和签名：

• previousDigestS3Bucket
• previousDigestS3Object
• previousDigestSignature

使用此信息顺序访问之前的摘要文件，按照前述部分中的步骤验证每个摘要文件的签名及其引用的日志文
件。唯一的区别在于：对于之前的摘要文件，您不需要从摘要文件对象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元数据属性检索数字签名。previousDigestSignature 字段提供了前一个摘要文件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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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一直向前进行此操作，直到到达起始的摘要文件，或摘要文件链断开，以先到者为准。

离线验证摘要和日志文件
离线验证摘要和日志文件时，您通常可以按照前述部分中介绍的流程进行。但是，您必须考虑到以下方面：

处理最新的摘要文件
最新（即“当前”）摘要文件的数字签名位于摘要文件对象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元数据属
性中。在离线情况下，当前摘要文件的数字签名不可用。

对于这种情况，有两种处理方式：

• 由于先前摘要文件的数字签名，请从摘要文件开始验证。 next-to-last 使用这种方法时，不会验证最新的摘
要文件。

• 作为预备步骤，从摘要文件对象的元数据属性中获取当前摘要文件的签名，然后将其安全地离线存储。这
样，除了链中前面的文件，此最新的摘要文件也可得到验证。

路径解决方案
已下载的摘要文件中的字段（如 s3Object 和 previousDigestS3Object）仍将指向日志文件和摘要文
件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在线位置。离线解决方案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将它们重新路由
到已下载的日志和摘要文件的当前路径。

公钥
要进行离线验证，首先必须在线获取验证给定时间范围内的日志文件所需的所有公钥（例如，通过调用
ListPublicKeys 实现），然后将它们安全地离线存储。每当您需要验证超出指定的初始时间范围的其他
文件时，都必须重复执行这一步。

示例验证代码段
以下示例代码段提供用于验证 CloudTrail 摘要和日志文件的框架代码。此框架代码未指定在线/离线条件；
也就是说，由您决定是否实现在线连接到 AWS 的代码。建议在实现中使用 Java Cryptography Extension 
(JCE) 和 Bouncy Castle 作为安全提供程序。

示例代码段：

• 如何创建用于验证摘要文件签名的数据签名字符串。
• 如何验证摘要文件签名。
• 如何验证日志文件哈希值。
• 用于验证摘要文件链的代码结构。

import java.util.Arrays;
import java.security.MessageDigest;
import java.security.KeyFactory;
import java.security.PublicKey;
import java.security.Security;
import java.security.Signature;
import java.security.spec.X509EncodedKeySpec;
import org.json.JSONObject;
import org.bouncycastle.jce.provider.BouncyCastleProvider;
import org.apache.commons.codec.binary.Hex; 
  
public class DigestFileValidat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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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void validateDigestFile(String digestS3Bucket, String digestS3Object, String 
 digestSignature) { 
  
        // Using the Bouncy Castle provider as a JCE security provider - http://
www.bouncycastle.org/ 
        Security.addProvider(new BouncyCastleProvider()); 
  
        // Load the digest file from S3 (using Amazon S3 Client) or from your local copy 
        JSONObject digestFile = loadDigestFileInMemory(digestS3Bucket, digestS3Object); 
  
        // Check that the digest file has been retrieved from its original location 
        if (!digestFile.getString("digestS3Bucket").equals(digestS3Bucket) || 
                !digestFile.getString("digestS3Object").equals(digestS3Object)) { 
            System.err.println("Digest file has been moved from its original location."); 
        } else { 
            // Compute digest file hash 
            MessageDigest messageDigest = MessageDigest.getInstance("SHA-256"); 
            messageDigest.update(convertToByteArray(digestFile)); 
            byte[] digestFileHash = messageDigest.digest(); 
            messageDigest.reset(); 
  
            // Compute the data to sign 
            String dataToSign = String.format("%s%n%s/%s%n%s%n%s", 
                                digestFile.getString("digestEndTime"), 
                                digestFile.getString("digestS3Bucket"), 
 digestFile.getString("digestS3Object"), // Constructing the S3 path of the digest file as 
 part of the data to sign 
                                Hex.encodeHexString(digestFileHash), 
                                digestFile.getString("previousDigestSignature")); 
  
            byte[] signatureContent = Hex.decodeHex(digestSignature); 
  
            /* 
                NOTE:  
                To find the right public key to verify the signature, call CloudTrail 
 ListPublicKey API to get a list  
                of public keys, then match by the publicKeyFingerprint in the digest file. 
 Also, the public key bytes  
                returned from ListPublicKey API are DER encoded in PKCS#1 format: 
  
                PublicKeyInfo ::= SEQUENCE { 
                    algorithm       AlgorithmIdentifier, 
                    PublicKey       BIT STRING 
                } 
  
                AlgorithmIdentifier ::= SEQUENCE { 
                    algorithm       OBJECT IDENTIFIER, 
                    parameters      ANY DEFINED BY algorithm OPTIONAL 
                }                 
            */ 
            pkcs1PublicKeyBytes = 
 getPublicKey(digestFile.getString("digestPublicKeyFingerprint"))); 
  
            // Transform the PKCS#1 formatted public key to x.509 format. 
            RSAPublicKey rsaPublicKey = RSAPublicKey.getInstance(pkcs1PublicKeyBytes); 
            AlgorithmIdentifier rsaEncryption = new 
 AlgorithmIdentifier(PKCSObjectIdentifiers.rsaEncryption, null); 
            SubjectPublicKeyInfo publicKeyInfo = new SubjectPublicKeyInfo(rsaEncryption, 
 rsaPublicKey); 
  
            // Create the PublicKey object needed for the signature validation 
            PublicKey publicKey = KeyFactory.getInstance("RSA", "BC").generatePublic(new 
 X509EncodedKeySpec(publicKeyInfo.getEncoded())); 
  
            // Verify signature 
            Signature signature = Signature.getInstance("SHA256withRSA", "BC"); 

版本 1.0
318



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
使用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signature.initVerify(publicKey); 
            signature.update(dataToSign.getBytes("UTF-8")); 
  
            if (signature.verify(signatureContent)) { 
                System.out.println("Digest file signature is valid, validating log 
 files…"); 
                for (int i = 0; i < digestFile.getJSONArray("logFiles").length(); i++) { 
  
                    JSONObject logFileMetadata = 
 digestFile.getJSONArray("logFiles").getJSONObject(i); 
  
                    // Compute log file hash 
                    byte[] logFileContent = loadUncompressedLogFileInMemory( 
                                                logFileMetadata.getString("s3Bucket"), 
                                                logFileMetadata.getString("s3Object") 
                                            ); 
                    messageDigest.update(logFileContent); 
                     byte[] logFileHash = messageDigest.digest(); 
                    messageDigest.reset(); 
  
                    // Retrieve expected hash for the log file being processed 
                    byte[] expectedHash = 
 Hex.decodeHex(logFileMetadata.getString("hashValue")); 
  
                    boolean signaturesMatch = Arrays.equals(expectedHash, logFileHash); 
                    if (!signaturesMatch) { 
                        System.err.println(String.format("Log file: %s/%s hash doesn't 
 match.\tExpected: %s Actual: %s", 
                               logFileMetadata.getString("s3Bucket"), 
 logFileMetadata.getString("s3Object"), 
                               Hex.encodeHexString(expectedHash), 
 Hex.encodeHexString(logFileHash))); 
                    } else { 
                        System.out.println(String.format("Log file: %s/%s hash match", 
                               logFileMetadata.getString("s3Bucket"), 
 logFileMetadata.getString("s3Object"))); 
                    } 
                } 
  
            } else { 
                System.err.println("Digest signature failed validation."); 
            } 
  
            System.out.println("Digest file validation completed."); 
  
            if (chainValidationIsEnabled()) { 
                // This enables the digests' chain validation 
                validateDigestFile( 
                        digestFile.getString("previousDigestS3Bucket"), 
                        digestFile.getString("previousDigestS3Object"), 
                        digestFile.getString("previousDigestSignature")); 
            } 
        } 
    }
}

 

使用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是一个 Java 库，它提供了一种处理 AWS CloudTrail 日志的简单方法。您提
供与您的 CloudTrail SQS 队列有关的配置详细信息并编写代码来处理事件。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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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完成其余操作。它会轮询您的 Amazon SQS 队列，读取和分析队列消息，下载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分
析日志文件中的事件，并将事件作为 Java 对象传递至您的代码。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具有高度的可扩展性和容错性。它可以并行处理日志文件，以便您可以根据需
要处理任意数量的日志。它会处理与网络超时和无法访问的资源相关的网络故障。

以下主题介绍了如何使用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处理您的 Java 项目中的 CloudTrail 日志。

此库作为一个 Apache 许可的开源项目在 GitHub 上提供：https://github.com/aws/aws-cloudtrail-processing-
library。库源包括可用作您自己的项目基础的示例代码。

主题
• 最低要求 (p. 320)
• 处理 CloudTrail 日志 (p. 320)
• 高级主题 (p. 324)
• 其他资源 (p. 327)

最低要求
要使用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您必须拥有以下项：

• AWS SDK for Java 1.11.830
• Java 1.8 (Java SE 8)

处理 CloudTrail 日志
处理您的 Java 应用程序中的 CloudTrail 日志：

1. 将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添加到您的项目 (p. 320)
2. 配置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p. 322)
3. 实施事件处理器 (p. 323)
4. 实例化和运行处理执行程序 (p. 323)

将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添加到您的项目
要使用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请将其添加到您的 Java 项目的类路径中。

目录
• 将库添加到 Apache Ant 项目 (p. 320)
• 将库添加到 Apache Maven 项目 (p. 321)
• 将库添加到 Eclipse 项目 (p. 321)
• 将库添加到 IntelliJ 项目 (p. 321)

将库添加到 Apache Ant 项目

将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添加到 Apache Ant 项目

1. 从 GitHub 下载或克隆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源代码：

• https://github.com/aws/aws-cloudtrail-processing-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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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源构建 .jar 文件，如自述文件中所述：

mvn clean install -Dgpg.skip=true

3. 将生成的 .jar 文件复制到您的项目中，并将它添加到您项目的 build.xml 文件中。例如：

<classpath> 
  <pathelement path="${classpath}"/> 
  <pathelement location="lib/aws-cloudtrail-processing-library-1.5.0.jar"/>
</classpath>

将库添加到 Apache Maven 项目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可用于 Apache Maven。您可以将其添加到您的项目，方法是：在项目的
pom.xml 文件中编写单个依赖项。

将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添加到 Maven 项目

• 打开您的 Maven 项目的 pom.xml 文件，并添加如下依赖项：

<dependency> 
    <groupId>com.amazonaws</groupId> 
    <artifactId>aws-cloudtrail-processing-library</artifactId> 
    <version>1.5.0</version>
</dependency>

将库添加到 Eclipse 项目

将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添加到 Eclipse 项目

1. 从 GitHub 下载或克隆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源代码：

• https://github.com/aws/aws-cloudtrail-processing-library
2. 从源构建 .jar 文件，如自述文件中所述：

mvn clean install -Dgpg.skip=true

3. 将编译的 aws-cloudtrail-processing-library-1.5.0.jar 复制到您项目中的目录（通常是 lib）。
4. 在 Eclipse Project Explorer 中右键单击您的项目名称，选择 Build Path，然后选择 Configure。
5. 在 Java Build Path 窗口中，选择 Libraries 选项卡。
6. 选择 Add JARs...（添加 JAR...），然后导航到您复制 aws-cloudtrail-processing-library-1.5.0.jar 的路

径。
7. 选择 OK 以完成将 .jar 添加到您的项目的过程。

将库添加到 IntelliJ 项目

将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添加到 IntelliJ 项目

1. 从 GitHub 下载或克隆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源代码：

• https://github.com/aws/aws-cloudtrail-processing-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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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源构建 .jar 文件，如自述文件中所述：

mvn clean install -Dgpg.skip=true

3. 从 File 中，选择 Project Structure。
4. 选择 Modules，然后选择 Dependencies。
5. 选择 + JARS or Directories，然后转至您构建 aws-cloudtrail-processing-

library-1.5.0.jar 的路径。
6. 选择 Apply，然后选择 OK 以完成将 .jar 添加到您的项目的过程。

配置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您可以通过创建运行时加载的类路径属性文件，或通过创建 ClientConfiguration 对象并手动设置选项
来配置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提供属性文件

您可以编写向您的应用程序提供配置选项的类路径属性文件。以下示例文件显示了您可设置的选项：

# AWS access key. (Required)
accessKey = your_access_key

# AWS secret key. (Required)
secretKey = your_secret_key

# The SQS URL used to pull CloudTrail notification from. (Required)
sqsUrl = your_sqs_queue_url

# The SQS end point specific to a region.
sqsRegion = us-east-1

# A period of time during which Amazon SQS prevents other consuming components
# from receiving and processing that message.
visibilityTimeout = 60

# The S3 region to use.
s3Region = us-east-1

# Number of threads used to download S3 files in parallel. Callbacks can be
# invoked from any thread.
threadCount = 1

# The time allowed, in seconds, for threads to shut down after
# AWSCloudTrailEventProcessingExecutor.stop() is called. If they are still
# running beyond this time, they will be forcibly terminated.
threadTerminationDelaySeconds = 60

# The maximum number of AWSCloudTrailClientEvents sent to a single invocation
# of processEvents().
maxEventsPerEmit = 10

# Whether to include raw event information in CloudTrailDeliveryInfo.
enableRawEventInfo = false

# Whether to delete SQS message when the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is unable to process 
 the notification.
deleteMessageUponFailure = false

以下参数为必需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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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sUrl – 提供从中提取您的 CloudTrail 通知的 URL。如果不指定此值，则
AWSCloudTrailProcessingExecutor 会引发 IllegalStateException。

• accessKey – 您账户的唯一标识符，例如 AKIAIOSFODNN7EXAMPLE。
• secretKey – 您账户的唯一标识符，例如 wJalrXUtnFEMI/K7MDENG/bPxRfiCYEXAMPLEKEY。

accessKey 和 secretKey 参数会将您的 AWS 凭证提供给库，因此库可代表您访问 AWS。

其他参数的默认值由库设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参考。

创建 ClientConfiguration
您可以通过在 AWSCloudTrailProcessingExecutor 对象上设置选项来提供针对
ClientConfiguration 的选项，而不是在类路径属性中设置选项，如下面的示例所示：

ClientConfiguration basicConfig = new ClientConfiguration( 
    "http://sqs.us-east-1.amazonaws.com/123456789012/queue2", 
    new DefaultAWSCredentialsProviderChain());

basicConfig.setEnableRawEventInfo(true);
basicConfig.setThreadCount(4);
basicConfig.setnEventsPerEmit(20);

实施事件处理器
要处理 CloudTrail 日志，您必须实施接收 CloudTrail 日志数据的 EventsProcessor。以下是一个实施示
例：

public class SampleEventsProcessor implements EventsProcessor { 

    public void process(List<CloudTrailEvent> events) { 
        int i = 0; 
        for (CloudTrailEvent event : events) { 
            System.out.println(String.format("Process event %d : %s", i++, 
 event.getEventData())); 
        } 
    }
}

实施 EventsProcessor 时，您将实施 process() 回调，AWSCloudTrailProcessingExecutor 使用
该回调向您发送 CloudTrail 事件。事件在 CloudTrailClientEvent 对象的列表中提供。

CloudTrailClientEvent 对象提供您可用来读取 CloudTrail 事件和传输信息的 CloudTrailEvent 和
CloudTrailEventMetadata。

该简单示例会输出传递到 SampleEventsProcessor 的每个事件的事件信息。在您自己的实现中，您可以
按照所需方式处理日志。只要 AWSCloudTrailProcessingExecutor 有事件要发送并仍在运行，它就会
继续将事件发送至您的 EventsProcessor。

实例化和运行处理执行程序
在编写 EventsProcessor 并设置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的配置值（在属性文件中
设置或通过使用 ClientConfiguration 类设置) 后，您可以使用这些元素来初始化并使用
AWSCloudTrailProcessingExecutor。

使用 AWSCloudTrailProcessingExecutor 处理 CloudTrail 事件

1. 实例化 AWSCloudTrailProcessingExecutor.Builder 对象。 Builder 的构造函数采用一个
EventsProcessor 对象和一个类路径属性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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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用 Builder 的 build() 工厂方法，以配置并获取 AWSCloudTrailProcessingExecutor 对
象。

3. 使用 AWSCloudTrailProcessingExecutor 的 start() 和 stop() 方法开始和结束 CloudTrail 事
件处理。

public class SampleApp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InterruptedException { 
    AWSCloudTrailProcessingExecutor executor = new 
      AWSCloudTrailProcessingExecutor.Builder(new SampleEventsProcessor(), 
        "/myproject/cloudtrailprocessing.properties").build(); 

    executor.start(); 
    Thread.sleep(24 * 60 * 60 * 1000); // let it run for a while (optional) 
    executor.stop(); // optional 
  }
}

高级主题
主题

• 筛选要处理的事件 (p. 324)
• 处理数据事件 (p. 325)
• 报告进度 (p. 326)
• 处理错误 (p. 327)

筛选要处理的事件
默认情况下，您的 Amazon SQS 队列的 S3 存储桶中的所有日志及其包含的所有事件均会发送到您的
EventsProcessor。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提供了可选接口，您可实施这些接口来筛选用于获取 
CloudTrail 日志的源并筛选您想处理的事件。

SourceFilter

您可以实施 SourceFilter 接口，以选择是否要处理来自提供的源的日志。SourceFilter 声明单
个调用方法 filterSource()，该方法接收一个 CloudTrailSource 对象。要阻止源中的事件被处
理，请从 false () 返回 filterSource()。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会在对 Amazon SQS 队列上的日志执行库轮询后调用
filterSource() 方法。在库启动日志的事件筛选或处理之前会发生此事。

以下是一个实施示例：

public class SampleSourceFilter implements SourceFilter{ 
  private static final int MAX_RECEIVED_COUNT = 3; 

  private static List<String> accountIDs ; 
  static { 
    accountIDs = new ArrayList<>(); 
    accountIDs.add("123456789012"); 
    accountIDs.add("234567890123"); 
  } 

  @Override 
  public boolean filterSource(CloudTrailSource source) throws CallbackException { 
    source = (SQSBasedSource)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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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p<String, String> sourceAttributes = source.getSourceAttributes(); 

    String accountId = sourceAttributes.get( 
      SourceAttributeKeys.ACCOUNT_ID.getAttributeKey()); 

    String receivedCount = sourceAttributes.get( 
      SourceAttributeKeys.APPROXIMATE_RECEIVE_COUNT.getAttributeKey()); 

    int approximateReceivedCount = Integer.parseInt(receivedCount); 

    return approximateReceivedCount <= MAX_RECEIVED_COUNT && 
 accountIDs.contains(accountId); 
  }
}

如果您未提供自己的 SourceFilter，则会使用 DefaultSourceFilter，这样将允许处理所有源 
(它总是返回 true)。

EventFilter

您可以实施 EventFilter 接口，以选择是否要将 CloudTrail 事件发送到
EventsProcessor。EventFilter 声明单个调用方法 filterEvent()，该方法接收一个
CloudTrailEvent 对象。要阻止事件被处理，请从 false () 返回 filterEvent()。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会在对 Amazon SQS 队列上的日志执行库轮询后和执行源筛选后调用
filterEvent() 方法。这在库开始处理日志的事件之前发生。

请参阅下面的实施示例：

public class SampleEventFilter implements EventFilter{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EC2_EVENTS = "ec2.amazonaws.com"; 

  @Override 
  public boolean filterEvent(CloudTrailClientEvent clientEvent) throws 
 CallbackException { 
    CloudTrailEvent event = clientEvent.getEvent(); 

    String eventSource = event.getEventSource(); 
    String eventName = event.getEventName(); 

    return eventSource.equals(EC2_EVENTS) && eventName.startsWith("Delete"); 
  }
}

如果您未提供自己的 EventFilter，则会使用 DefaultEventFilter，这样将允许处理所有事件 (它
总是返回 true)。

处理数据事件
CloudTrail 处理数据事件时，无论是整数 (int) 还是 float（包含小数的数字），都会保留原始格式的数
字。在数据事件的字段中包含整数的事件中，CloudTrail 历史上将这些数字处理为浮点数。目前，CloudTrail 
通过保留原始格式来处理这些字段中的数字。

作为最佳实践，为了避免中断自动化，可以灵活地对待您用来处理或筛选 CloudTrail 数据事件的任何代码
或自动化，并允许 int 和 float 格式的数字。为了获得最佳结果，请使用 1.4.0 或更高版本的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以下示例代码段显示了 float 格式的数字 2.0，用于数据事件的 ResponseParameters数据块中的
desiredCount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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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Name": "CreateService", 
    "awsRegion": "us-east-1", 
    "sourceIPAddress": "000.00.00.00", 
    "userAgent": "console.amazonaws.com", 
    "requestParameters": { 
        "clientToken": "EXAMPLE", 
        "cluster": "default", 
        "desiredCount": 2.0
...

以下示例代码段显示了 int 格式的数字 2，用于数据事件的 ResponseParameters数据块中的
desiredCount 参数。

"eventName": "CreateService", 
    "awsRegion": "us-east-1", 
    "sourceIPAddress": "000.00.00.00", 
    "userAgent": "console.amazonaws.com", 
    "requestParameters": { 
        "clientToken": "EXAMPLE", 
        "cluster": "default", 
        "desiredCount": 2
...

报告进度
实施 ProgressReporter 接口以自定义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进度的报告。ProgressReporter
声明两种方法：reportStart() 和 reportEnd()，在以下操作的开头和结尾将调用这两种方法：

• 轮询来自 Amazon SQS 的消息
• 分析来自 Amazon SQS 的消息
• 处理 CloudTrail 日志的 Amazon SQS 源
• 删除来自 Amazon SQS 的消息
• 下载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 处理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这两种方法均会收到一个 ProgressStatus 对象，该对象包含有关已执行操作的信息。progressState
成员包含标识当前操作的 ProgressState 枚举的一个成员。此成员可以包含 progressInfo 成员中的其
他信息。此外，您从 reportStart() 返回的任何对象都会传递给 reportEnd()，以便您能够提供上下文
信息，例如事件开始处理时的时间。

下面是一个实施示例，该示例提供了有关完成操作所需时间的信息：

public class SampleProgressReporter implements ProgressReporter { 
  private static final Log logger = 
    LogFactory.getLog(DefaultProgressReporter.class); 

  @Override 
  public Object reportStart(ProgressStatus status) { 
    return new Date(); 
  } 

  @Override 
  public void reportEnd(ProgressStatus status, Object startDate) { 
    System.out.println(status.getProgressState().toString() + " is " + 
      status.getProgressInfo().isSuccess() + " , and latency is " + 
      Math.abs(((Date) startDate).getTime()-new Date().getTime()) + " 
      millisecon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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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未实施自己的 ProgressReporter，则将改用 DefaultExceptionHandler (它会输出正在运行的
状态的名称)。

处理错误
您可使用 ExceptionHandler 接口在日志处理期间发生异常时提供特殊处理。ExceptionHandler
声明单个调用方法 handleException()，该方法将接收一个带有关于已发生异常的上下文的
ProcessingLibraryException 对象。

您可以使用传入的 ProcessingLibraryException 的 getStatus() 方法来查明发生异常时所执行
的操作，并获取有关该操作的状态的附加信息。ProcessingLibraryException 派生自 Java 的标准
Exception 类，因此您也可以通过调用任一 Exception 方法来检索有关异常的信息。

请参阅下面的实施示例：

public class SampleExceptionHandler implements ExceptionHandler{ 
  private static final Log logger = 
    LogFactory.getLog(DefaultProgressReporter.class); 

  @Override 
  public void handleException(ProcessingLibraryException exception) { 
    ProgressStatus status = exception.getStatus(); 
    ProgressState state = status.getProgressState(); 
    ProgressInfo info = status.getProgressInfo(); 

    System.err.println(String.format( 
      "Exception. Progress State: %s. Progress Information: %s.", state, info)); 
  }
}

如果您未提供自己的 ExceptionHandler，则改用 DefaultExceptionHandler (它会输出标准错误消
息)。

Note

如果 deleteMessageUponFailure 参数为 true，则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不会区分一
般异常与处理错误，并可能会删除队列消息。

1. 例如，使用 SourceFilter 按时间戳筛选消息。
2. 但是，您没有访问可接收 CloudTrail 日志文件的 S3 存储桶所需的权限。由于您没有所需的权

限，因此会引发 AmazonServiceException。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将此信息包含
在 CallBackException 中。

3. DefaultExceptionHandler 会将其记录为错误，但不会确定根本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您没
有所需的权限。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会将其视为处理错误，并删除该消息，即使该消
息包含有效的 CloudTrail 日志文件也是如此。

如果您要用 SourceFilter 来筛选消息，请验证您的 ExceptionHandler 是否可将服务异常与
处理错误区分开。

其他资源
有关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内容：

•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GitHub 项目，包括演示如何实施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的示例代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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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Java 包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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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您可以使用 Settings（设置）页面查看已配置的 CloudTrail 设置。

访问设置

1. 在 CloudTrail 控制台的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 Settings（设置）。
2. 根据需要查看和更新您的设置。

可供使用的设置如下：

• 组织的委托管理员 (p. 329)

组织的委托管理员
当您 CloudTrail 配合使用时，可以指定组织内的任何账户担当 CloudTrail 委托管理员，代表组织管理组织的
跟踪和事件数据存储。AWS Organizations委托管理员是组织中的成员账户，可以执行与管理账户 CloudTrail 
相同的管理任务。只有组织管理账户才能指定 CloudTrail 委托管理员。

如果您选择委托管理员，则此成员账户将对组织中的所有跟踪和事件数据存储拥有管理权限。添加委托管理
员不会中断组织的跟踪或事件数据存储的管理或操作。

首次添加委托管理员时， CloudTrail 会检查组织的管理账户是否具有服务相关角色。如果管理账户没有服务
相关角色，则为管理账户 CloudTrail 创建服务相关角色。有关服务相关角色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将服务相关
角色用于 AWS CloudTrail (p. 366)。

请注意以下因素，它们定义了委托管理员如何操作 CloudTrail。

管理账户仍然是委托管理员创建的任何 CloudTrail 组织资源的所有者。

该组织的管理账户仍然是委托管理员创建的任何 CloudTrail 组织资源（例如跟踪和事件数据存储）的所
有者。这可以在委托管理员发生更改时为组织提供连续性。

移除委托管理员账户不会删除他们创建的任何 CloudTrail 组织资源。

在您移除委托管理员时，不会删除委托管理员创建的组织跟踪和事件数据存储，因为无论 CloudTrail 组
织资源是由委托管理员还是管理账户创建的，管理账户始终是这些资源的所有者。

一个组织最多可以拥有三个 CloudTrail 委托管理员。

每个组织最多可以拥有三个 CloudTrail 委托管理员。有关移除委托管理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移除 
CloudTrail 委托管理员 (p. 330)。

主题
• 指定委托管理员所需的权限 (p. 329)
• 添加 CloudTrail 委托管理员 (p. 330)
• 移除 CloudTrail 委托管理员 (p. 330)

指定委托管理员所需的权限
在指定 CloudTrail 委托管理员时，您必须拥有在中添加和移除委托管理员的权限 CloudTrail，以及以下策略
声明中列出的某些AWS Organizations API 操作和 IAM 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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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将以下声明添加到 IAM policy 的末尾以授予这些权限：

{ 
    "Sid": "Permissions", 
    "Effect": "Allow", 
    "Action": [ 
        "cloudtrail:RegisterOrganizationDelegatedAdmin", 
        "cloudtrail:DeregisterOrganizationDelegatedAdmin", 
        "organizations:RegisterDelegatedAdministrator", 
        "organizations:DeregisterDelegatedAdministrator", 
        "organizations:ListAWSServiceAccessForOrganization", 
        "iam:CreateServiceLinkedRole", 
        "iam:GetRole" 
    ], 
    "Resource": "*"
}

添加 CloudTrail 委托管理员
您可以添加委托管理员来管理组织的 CloudTrail 资源，如跟踪和事件数据存储。

您可以使用 CloudTrail 控制台或为AWS组织添加 CloudTrail 委派管理员AWS CLI。

在添加委托管理员之前，请确保他们在贵组织中拥有账户。有关如何为贵组织创建新 AWS 账户的信息，请
参阅在贵组织中创建 AWS 账户。有关如何邀请现有 AWS 账户加入贵组织的信息，请参阅邀请 AWS 账户加
入贵组织。

CloudTrail Console

以下过程为您演示了如何使用 CloudTrail 控制台添加 CloudTrail 委托管理员。

1. 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CloudTrail 主机，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cloudtrail/。

2. 在 CloudTrail 控制台的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 Settings（设置）。
3. 在 Organization delegated administrators（组织的委托管理员）部分中，选择 Register 

administrator（注册管理员）。
4. 为您要指定为组织跟踪和事件数据存储 CloudTrail 委托管理员的账户输入十二位数字AWS的账户 

ID。
5. 选择 Register administrator（注册管理员）。

在添加委托管理员后，您只需要使用组织的管理账户，即可更改或移除委托管理员账户。

AWS CLI

以下示例添加了 CloudTrail 委托管理员。

aws cloudtrail register-organization-delegated-admin 
  --member-account-id="memberAccountId"

如果成功，此命令不会产生任何输出。

移除 CloudTrail 委托管理员
您可以使用 CloudTrail 控制台或移除 CloudTrail 委托管理员AWS C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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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Trail Console

以下过程为您演示了如何使用 CloudTrail 控制台移除 CloudTrail 委托管理员。

1. 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CloudTrail 主机，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cloudtrail/。

2. 在 CloudTrail 控制台的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 Settings（设置）。
3. 在 Organization delegated administrators（组织的委托管理员）部分中，选择您要移除的委托管理

员。
4. 选择 Remove administrator（移除管理员）。
5. 确认您要移除委托管理员，然后选择 Remove administrator（移除管理员）。

AWS CLI

以下命令将移除 CloudTrail 委托管理员。

aws cloudtrail deregister-organization-delegated-admin 
  --delegated-admin-account-id="delegatedAdminAccountId"

如果成功，此命令不会产生任何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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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CloudTrail 中的安全性
AWS 十分重视云安全性。作为 AWS 客户，您将从专为满足大多数安全敏感型企业的要求而打造的数据中心
和网络架构中受益。

安全性是 AWS 和您的共同责任。责任共担模式将其描述为云的安全性和云中的安全性：

• 云的安全性 – AWS负责保护在AWS云中运行AWS服务的基础设施。AWS还向您提供可安全使用的服务。
作为 AWS 合规性计划的一部分，第三方审核人员将定期测试和验证安全性的有效性。要了解适用于 AWS 
CloudTrail 的合规性计划，请参阅合规性计划范围内的 AWS 服务。

• 云中的安全性 - 您的责任由您使用的 AWS 服务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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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档将帮助您了解如何在使用时应用责任共担模式 CloudTrail。以下主题说明如何配置 CloudTrail 以实现
您的安全性和合规性目标。您还将了解如何使用其他AWS服务来帮助您监控和保护 CloudTrail 资源。

主题
• AWS CloudTrail 中的数据保护 (p. 332)
• 适用于 AWS CloudTrail 的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p. 333)
• AWS CloudTrail 的合规性验证 (p. 369)
• AWS CloudTrail 中的故障恢复能力 (p. 369)
• AWS CloudTrail 中的基础设施安全性 (p. 370)
• 跨服务混淆代理问题防范 (p. 370)
• AWS CloudTrail 中的安全最佳实践 (p. 371)
• 通过AWS KMS密( SSE-KMS) 加密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p. 374)

AWS CloudTrail 中的数据保护
AWS责任共担模式适用于 AWS CloudTrail 中的数据保护。如该模式中所述，AWS 负责保护运行所有 AWS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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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服
务 的安全配置和管理任务。有关数据隐私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数据隐私常见问题。有关欧洲数据保护的信
息，请参阅 AWS 安全性博客 上的 AWS 责任共担模式和 GDPR 博客文章。

出于数据保护目的，我们建议您保护 AWS 账户 凭证并使用 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 或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设置单个用户。这样，每个用户只获得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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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资源进行通信。我们要求使用 TLS 1.2，建议使用 TLS 1.3。
•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设置 API 和用户活动日志记录。
• 使用 AWS 加密解决方案以及 AWS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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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S3 中的敏感数据。
• 如果在通过命令行界面或 API 访问 AWS 时需要经过 FIPS 140-2 验证的加密模块，请使用 FIPS 端点。有

关可用的 FIPS 端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美国联邦信息处理标准 (FIPS) 第 140-2 版》。

我们强烈建议您切勿将机密信息或敏感信息（如您客户的电子邮件地址）放入标签或自由格式文本字段（如
Name（名称）字段）。这包括当您使用 CloudTrail 或以其他AWS 服务方式使用控制台AWS CLI、API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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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SDK 时。您在用于名称的标签或自由格式文本字段中输入的任何数据都可能会用于计费或诊断日志。
如果您向外部服务器提供 URL，我们强烈建议您不要在 URL 中包含凭证信息来验证您对该服务器的请求。

默认情况下，将使用 Amazon S3 服务器端加密 (SSE) 对 CloudTrail 事件日志文件进行加密。您还可以选择
使用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AWS KMS) 密钥加密您的日志文件。您可以将日志文件在 存储桶中存
储任意长的时间。您也可以定义 Amazon S3 生命周期规则以自动存档或删除日志文件。如果您想接收有关
日志文件传送和验证的通知，可以设置 Amazon SNS 通知。

下面的安全最佳实践也探讨 CloudTrail 中的数据保护：

• 通过AWS KMS密( SSE-KMS) 加密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p. 374)
• 针对 CloudTrail 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策略 (p. 354)
• 验证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完整性 (p. 302)
• 在AWS账户之间共享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p. 293)

由于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存储在 Amazon S3 中的一个或多个存储桶中，因此您还应查看《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用户指南》中的数据保护信息。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保护 Amazon S3 中的数据。

适用于 AWS CloudTrail 的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是一项 AWS 服务，可以帮助管理员安全地控制对 AWS 资源
的访问。IAM 管理员控制可以通过身份验证（登录）和授权（具有权限）使用 CloudTrail 资源的人员。IAM 
是一项无需额外费用即可使用的 AWS 服务。

主题
• 受众 (p. 333)
• 使用身份进行身份验证 (p. 334)
• 使用策略管理访问 (p. 335)
• AWS CloudTrail 如何与 IAM 协同工作 (p. 337)
• 适用于 AWS CloudTrail 的基于身份的策略示例 (p. 342)
• AWS CloudTrail 基于资源的策略示例 (p. 352)
• 针对 CloudTrail 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策略 (p. 354)
• 用于 CloudTrail Lake 查询结果的 Amazon S3 存储桶策略 (p. 359)
• 针对 CloudTrail 的 Amazon SNS 主题策略 (p. 360)
• 对 AWS CloudTrail 身份和访问进行故障排除 (p. 365)
• 将服务相关角色用于 AWS CloudTrail (p. 366)
• AWS适用于 AWS CloudTrail 的托管策略 (p. 368)

受众
使用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的方式因您可以在 CloudTrail 中执行的操作而异。

服务用户-如果您使用 CloudTrail 服务来完成工作，则您的管理员会为您提供所需的凭证和权限。当您使
用更多 CloudTrail 功能来完成工作时，您可能需要额外权限。了解如何管理访问权限可帮助您向管理员请
求适合的权限。如果您无法访问 CloudTrail 中的功能，请参阅 对 AWS CloudTrail 身份和访问进行故障排
除 (p.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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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管理员 — 如果您在公司负责 CloudTrail 管理，您可能具有完全访问权限 CloudTrail。您有责任确定您的
服务用户应访问哪些 CloudTrail 功能和资源。然后，您必须向 IAM 管理员提交请求以更改服务用户的权限。
请查看该页面上的信息以了解 IAM 的基本概念。要了解有关您的公司如何将 IAM 与 IAM 搭配使用的更多信
息 CloudTrail，请参阅AWS CloudTrail 如何与 IAM 协同工作 (p.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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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udTrail 的访问权限的详细信
息。要查看您可在 IAM 中使用的 CloudTrail 基于身份的策略示例，请参阅适用于 AWS CloudTrail 的基于身
份的策略示例 (p. 342)。

使用身份进行身份验证
身份验证是您使用身份凭证登录 AWS 的方法。您必须作为 AWS 账户根用户、IAM 用户或通过代入 IAM 角
色进行身份验证（登录到 AWS）。

您可以使用通过身份源提供的凭证以联合身份登录到 AWS。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IAM Identity Center) 用户、您公司的单点登录身份验证以及您的 Google 或 Facebook 凭证
都是联合身份的示例。当您以联合身份登录时，您的管理员以前使用 IAM 角色设置了身份联合验证。当您使
用联合身份验证访问 AWS 时，您就是在间接代入角色。

根据您的用户类型，您可以登录 AWS Management Console 或 AWS 访问门户。有关登录到 AWS 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AWS 登录 用户指南》中的 如何登录到您的 AWS 账户。

如果您以编程方式访问 AWS，则 AWS 将提供软件开发工具包 (SDK) 和命令行界面（CLI），以便使用您的
凭证对您的请求进行加密签名。如果您不使用 AWS 工具，则必须自行对请求签名。有关使用推荐的方法自
行对请求签名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一般参考》中的 签名版本 4 签名流程。

无论使用何种身份验证方法，您可能需要提供其他安全信息。例如，AWS 建议您使用多重身份验证 (MFA) 
来提高账户的安全性。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
On) 用户指南》中的 多重身份验证 和《IAM 用户指南》中的 在 AWS 中使用多重身份验证（MFA）。

AWS 账户根用户
当您创建 AWS 账户时，最初使用的是一个对账户中所有 AWS 服务和资源拥有完全访问权限的登录身份。
此身份称为 AWS 账户根用户，使用您创建账户时所用的电子邮件地址和密码登录，即可获得该身份。强烈
建议您不要使用根用户执行日常任务。保护好根用户凭证，并使用这些凭证来执行仅根用户可以执行的任
务。有关要求您以根用户身份登录的任务的完整列表，请参阅 AWS Account Management 参考指南 中的需
要根用户凭证的任务。

联合身份
作为最佳实践，要求人类用户（包括需要管理员访问权限的用户）结合使用联合身份验证和身份提供程序，
以使用临时凭证来访问 AWS 服务。

联合身份是来自企业用户目录、Web 身份提供程序、AWS Directory Service、Identity Center 目录的用户，
或任何使用通过身份源提供的凭证来访问 AWS 服务 的用户。当联合身份访问 AWS 账户时，他们代入角
色，而角色提供临时凭证。

要集中管理访问权限，我们建议您使用 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
您可以在 IAM Identity Center 中创建用户和组，也可以连接并同步到您自己的身份源中的一组用户和组以
跨所有 AWS 账户和应用程序使用。有关 IAM Identity Center 的信息，请参阅《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 用户指南》中的什么是 IAM Identity Center？

IAM 用户和组
IAM 用户是AWS 账户内对某个人员或应用程序具有特定权限的一个身份。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建议使用临
时凭证，而不是创建具有长期凭证（如密码和访问密钥）的 IAM 用户。但是，如果您有一些特定的使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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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长期凭证以及 IAM 用户，我们建议您轮换访问密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对
于需要长期凭证的使用场景定期轮换访问密钥。

IAM 组是一个指定一组 IAM 用户的身份。您不能使用组的身份登录。您可以使用组来一次性为多个用户指
定权限。如果有大量用户，使用组可以更轻松地管理用户权限。例如，您可能具有一个名为 IAMAdmins 的
组，并为该组授予权限以管理 IAM 资源。

用户与角色不同。用户唯一地与某个人员或应用程序关联，而角色旨在让需要它的任何人代入。用户具有永
久的长期凭证，而角色提供临时凭证。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何时创建 IAM 用户（而
不是角色）。

IAM 角色
IAM 角色是AWS 账户中具有特定权限的身份。它类似于 IAM 用户，但与特定人员不关联。您可以通过切换
角色，在 AWS Management Console 中暂时代入 IAM 角色。您可以调用 AWS CLI 或 AWS API 操作或使用
自定义 URL 以担任角色。有关使用角色的方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使用 IAM 角色。

具有临时凭证的 IAM 角色在以下情况下很有用：

• Federated user access（联合用户访问）– 要向联合身份分配权限，请创建角色并为角色定义权限。当联
合身份进行身份验证时，该身份将与角色相关联并被授予由此角色定义的权限。有关联合身份验证的角色
的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为第三方身份提供商创建角色。如果您使用 IAM Identity Center，
则需要配置权限集。为控制您的身份在进行身份验证后可以访问的内容，IAM Identity Center 将权限集与 
IAM 中的角色相关联。有关权限集的信息，请参阅《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 用户指南》中的 权限集。

• 临时 IAM 用户权限 – IAM 用户可代入 IAM 用户或角色，以暂时获得针对特定任务的不同权限。
• 跨账户访问 – 您可以使用 IAM 角色以允许不同账户中的某个人（可信主体）访问您的账户中的资源。角色

是授予跨账户访问权限的主要方式。但是，对于某些 AWS 服务，您可以将策略直接附加到资源（而不是
使用角色作为代理）。要了解用于跨账户访问的角色和基于资源的策略之间的差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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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跨服务访问 – 某些 AWS 服务使用其它 AWS 服务中的功能。例如，当您在某个服务中进行调用时，该服
务通常会在 Amazon EC2 中运行应用程序或在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中存储对象。服务
可能会使用发出调用的主体的权限、使用服务角色或使用服务相关角色来执行此操作。
• 主体权限 – 当您使用 IAM 用户或角色在 AWS 中执行操作时，您将被视为主体。策略向主体授予权限。

使用某些服务时，您可能会执行一个操作，此操作然后在不同服务中触发另一个操作。在这种情况下，
您必须具有执行这两个操作的权限。要查看某个操作是否需要策略中的其它相关操作，请参阅服务授权
参考中的 AWS CloudTrail 的操作、资源和条件键。

• 服务角色 – 服务角色是服务代表您在您的账户中执行操作而担任的 IAM 角色。IAM 管理员可以在 IAM 
中创建、修改和删除服务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创建向 AWS 服务 委派权
限的角色。

• 服务相关角色 – 服务相关角色是与 AWS 服务关联的一种服务角色。服务可以代入代表您执行操作的角
色。服务相关角色显示在您的 AWS 账户 中，并由该服务拥有。IAM 管理员可以查看但不能编辑服务相
关角色的权限。

• 在 Amazon EC2 上运行的应用程序 – 您可以使用 IAM 角色管理在 EC2 实例上运行并发出 AWS CLI 或 
AWS API 请求的应用程序的临时凭证。这优先于在 EC2 实例中存储访问密钥。要将 AWS 角色分配给 
EC2 实例并使其对该实例的所有应用程序可用，您可以创建一个附加到实例的实例配置文件。实例配置文
件包含角色，并使 EC2 实例上运行的程序能够获得临时凭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
的 使用 IAM 角色为 Amazon EC2 实例上运行的应用程序授予权限。

要了解是使用 IAM 角色还是 IAM 用户，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何时创建 IAM 角色（而不是用户）。

使用策略管理访问
您将创建策略并将其附加到 AWS 身份或资源，以控制 AWS 中的访问。策略是 AWS 中的对象；在与身份或
资源相关联时，策略定义它们的权限。在主体（用户、根用户或角色会话）发出请求时，AWS 将评估这些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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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策略中的权限确定是允许还是拒绝请求。大多数策略在 AWS 中存储为 JSON 文档。有关 JSON 策略文
档的结构和内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 中的 JSON 策略概览。

管理员可以使用 AWS JSON 策略来指定谁有权访问什么内容。也就是说，哪个主体 可以对什么资源 执行操
作，以及在什么条件 下执行。

默认情况下，用户和角色没有权限。要授予用户对所需资源执行操作的权限，IAM 管理员可以创建 IAM 策
略。然后，管理员可以向角色添加 IAM 策略，并且用户可以代入角色。

IAM policy 定义操作的权限，无关乎您使用哪种方法执行操作。例如，假设您有一个允许 iam:GetRole 操
作的策略。具有该策略的用户可以从 AWS Management Console、AWS CLI 或 AWS API 获取角色信息。

基于身份的策略
基于身份的策略是可附加到身份（如 IAM 用户、用户组或角色）的 JSON 权限策略文档。这些策略控制用
户和角色可在何种条件下对哪些资源执行哪些操作。要了解如何创建基于身份的策略，请参阅《IAM 用户指
南》中的 创建 IAM policy。

基于身份的策略可以进一步归类为内联策略或托管式策略。内联策略直接嵌入单个用户、组或角色中。托管
式策略是可以附加到AWS 账户中的多个用户、组和角色的独立策略。托管式策略包括 AWS 托管式策略和客
户托管式策略。要了解如何在托管式策略和内联策略之间进行选择，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 中的在托管式策略
与内联策略之间进行选择。

基于资源的策略
基于资源的策略是附加到资源的 JSON 策略文档。基于资源的策略的示例包括 IAM 角色信任策略和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策略。在支持基于资源的策略的服务中，服务管理员可以使用它们来
控制对特定资源的访问。对于在其中附加策略的资源，策略定义指定主体可以对该资源执行哪些操作以及在
什么条件下执行。您必须在基于资源的策略中指定主体。主体可以包括账户、用户、角色、联合身份用户或 
AWS 服务。

基于资源的策略是位于该服务中的内联策略。您不能在基于资源的策略中使用来自 IAM 的 AWS 托管式策
略。

访问控制列表 (ACL)
访问控制列表 (ACL) 控制哪些主体（账户成员、用户或角色）有权访问资源。ACL 与基于资源的策略类似，
尽管它们不使用 JSON 策略文档格式。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AWS WAF 和 Amazon VPC 是支持 ACL 的服务示例。要了解有
关 ACL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 中的访问控制列表 (ACL) 概
览。

其它策略类型
AWS 支持额外的、不太常用的策略类型。这些策略类型可以设置更常用的策略类型向您授予的最大权限。

• 权限边界 – 权限边界是一个高级功能，用于设置基于身份的策略可以为 IAM 实体（IAM 用户或角色）授
予的最大权限。您可为实体设置权限边界。这些结果权限是实体基于身份的策略及其权限边界的交集。在
Principal 中指定用户或角色的基于资源的策略不受权限边界限制。任一项策略中的显式拒绝将覆盖允
许。有关权限边界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实体的权限边界。

• 服务控制策略 (SCP) – SCP 是 JSON 策略，指定了组织或组织单位 (OU) 在 AWS Organizations 中的最大
权限。AWS Organizations 服务可以分组和集中管理您的企业拥有的多个 AWS 账户 账户。如果在组织内
启用了所有功能，则可对任意或全部账户应用服务控制策略 (SCP)。SCP 限制成员账户中实体（包括每个 
AWS 账户根用户）的权限。有关 Organizations 和 SCP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Organizations 用户指
南中的 SCP 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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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话策略 – 会话策略是当您以编程方式为角色或联合身份用户创建临时会话时作为参数传递的高级策略。
结果会话的权限是用户或角色的基于身份的策略和会话策略的交集。权限也可以来自基于资源的策略。任
一项策略中的显式拒绝将覆盖允许。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会话策略。

多个策略类型
当多个类型的策略应用于一个请求时，生成的权限更加复杂和难以理解。要了解 AWS 如何确定在涉及多种
策略类型时是否允许请求，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策略评估逻辑。

AWS CloudTrail 如何与 IAM 协同工作
在使用 IAM 管理对的访问之前 CloudTrail，您应该了解哪些 IAM 功能可用于 CloudTrail。

您可以与 AWS CloudTrail 搭配使用的 IAM 功能

IAM 功能 CloudTrail 支持

基于身份的策略 (p. 337) 是

基于资源的策略 (p. 338) 部分

策略操作 (p. 338) 是

策略资源 (p. 339) 是

策略条件键（特定于服务） (p. 340) 否

ACL (p. 341) 否

ABAC（策略中的标签） (p. 341) 是

临时凭证 (p. 341) 是

委托人权限 (p. 341) 是

服务角色 (p. 342) 是

服务相关角色 (p. 342) 是

要大致了解 CloudTrail 和其他AWS服务如何与大多数 IAM 功能一起使用，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与 
IAM 一起使用的AWS服务。

的基于身份的策略 CloudTrail

支持基于身份的策略 是

基于身份的策略是可附加到身份（如 IAM 用户、用户组或角色）的 JSON 权限策略文档。这些策略控制用
户和角色可在何种条件下对哪些资源执行哪些操作。要了解如何创建基于身份的策略，请参阅《IAM 用户指
南》中的创建 IAM policy。

通过使用 IAM 基于身份的策略，您可以指定允许或拒绝的操作和资源以及允许或拒绝操作的条件。您无法
在基于身份的策略中指定主体，因为它适用于其附加的用户或角色。要了解可在 JSON 策略中使用的所有元
素，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JSON 策略元素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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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于身份的策略 CloudTrail

要查看 CloudTrail 基于身份的策略示例，请参阅适用于 AWS CloudTrail 的基于身份的策略示例 (p. 342)。

内基于资源的策略 CloudTrail

支持基于资源的策略。 部分

基于资源的策略是附加到资源的 JSON 策略文档。基于资源的策略的示例包括 IAM 角色信任策略和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策略。在支持基于资源的策略的服务中，服务管理员可以使用它们来
控制对特定资源的访问。对于在其中附加策略的资源，策略定义指定主体可以对该资源执行哪些操作以及在
什么条件下执行。您必须在基于资源的策略中指定主体。主体可以包括账户、用户、角色、联合身份用户或 
AWS 服务。

要启用跨账户存取，您可以将整个账户或其它账户中的 IAM 实体指定为基于资源的策略中的主体。将跨账户
主体添加到基于资源的策略只是建立信任关系工作的一半而已。当主体和资源处于不同的AWS 账户中时，则
信任账户中的 IAM 管理员还必须授予主体实体（用户或角色）对资源的访问权限。他们通过将基于身份的策
略附加到实体以授予权限。但是，如果基于资源的策略向同一个账户中的主体授予访问权限，则不需要额外
的基于身份的策略。有关更多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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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udTrail 在用于将 CloudTrail Lake 与外部的事件源集成的通道上支持基于资源的策略AWS。用于
该通道的基于资源的策略将定义哪些主体实体（账户、用户、角色和联合用户）可以针对该通道调用
PutAuditEvents，以将事件传送到目标事件数据存储。有关创建与 CloudTrail Lake 集成的更多信息，请
参阅创建与 AWS 外部事件源的集成 (p. 162)。

Note

目前， CloudTrail Lake 支持AWS 区域在除中东（阿联酋）以外的所有可用 CloudTrail Lake 的
商业中进行集成。有关 CloudTrail Lake 支持的区域的信息，请参阅CloudTrail Lake 支持的区
域 (p. 150)。

示例

要查看 CloudTrail 基于资源的策略的示例，请参阅AWS CloudTrail 基于资源的策略示例 (p. 352)。

的策略 CloudTrail

支持策略操作 是

管理员可以使用 AWS JSON 策略来指定谁有权访问什么内容。也就是说，哪个主体 可以对什么资源 执行操
作，以及在什么 条件 下执行。

JSON 策略的 Action 元素描述可用于在策略中允许或拒绝访问的操作。策略操作通常与关联的 AWS API 
操作同名。有一些例外情况，例如没有匹配 API 操作的仅限权限 操作。还有一些操作需要在策略中执行多个
操作。这些附加操作称为相关操作。

在策略中包含操作以授予执行相关操作的权限。

要查看 CloudTrail 操作的列表，请参阅《服务授权参考》AWS CloudTrail中的定义的操作。

中的策略操作在操作前 CloudTrail 使用以下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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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trail

例如，要授予某人使用 ListTags API 操作列出跟踪的标签的权限，您应将 cloudtrail:ListTags 操作
纳入他们的策略中。策略语句必须包含 Action 或 NotAction 元素。 CloudTrail 定义了一组自己的操作，
以描述您可以使用该服务执行的任务。

要在单个语句中指定多项操作，请使用逗号将它们隔开，如下所示：

"Action": [ 
      "cloudtrail:AddTags", 
      "cloudtrail:ListTags", 
      "cloudtrail:RemoveTags

您可以使用通配符（*）指定多个操作。例如，要指定以单词 Get 开头的所有操作，包括以下操作：

"Action": "cloudtrail:Get*"

的政策资源 CloudTrail

支持策略资源 是

管理员可以使用 AWS JSON 策略来指定谁有权访问什么内容。也就是说，哪个主体 可以对什么资源 执行操
作，以及在什么条件 下执行。

Resource JSON 策略元素指定要向其应用操作的一个或多个对象。语句必须包含 Resource 或
NotResource 元素。作为最佳实践，请使用其 Amazon 资源名称（ARN）指定资源。对于支持特定资源类
型（称为资源级权限）的操作，您可以执行此操作。

对于不支持资源级权限的操作（如列出操作），请使用通配符（*）指示语句应用于所有资源。

"Resource": "*"

要查看 CloudTrail 资源类型及其 ARN 的列表，请参阅《服务授权参考》AWS CloudTrail中的定义的资源。
要了解您可以在哪些操作中指定每个资源的 ARN，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定义的操作。

中 CloudTrail，有三种资源类型：跟踪、事件数据存储和频道。每种资源均有相关联的唯一 Amazon 
Resource Name (ARN)。在策略中，您可以使用 ARN 标识该策略应用到的资源。 CloudTrail 目前不支持有
时称为子资源的其他资源类型。

CloudTrail 跟踪资源拥有以下 ARN：

arn:${Partition}:cloudtrail:${Region}:${Account}:trail/{TrailName}

CloudTrail 事件数据存储资源拥有以下 ARN：

arn:${Partition}:cloudtrail:${Region}:${Account}:eventdatastore/{EventDataStor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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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CloudTrail 频道资源拥有以下 ARN：

arn:${Partition}:cloudtrail:${Region}:${Account}:channel/{ChannelId}

有关 ARN 格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Resource Name（ARN）和 AWS 服务命名空间。

例如，对于 ID 为AWS 账户 123456789012 的，为了在您的语句中指定存在于美国东部（俄亥俄）区域的
名为 My-Trail 的跟踪，可使用以下 ARN：

"Resource":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My-Trail"

要指定属于该特定账户的所有跟踪记录AWS 区域，请使用通配符 (*)：

"Resource":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

无法对特定资源执行某些 CloudTrail 操作，例如用于创建资源的操作。在这些情况下，您必须使用通配符 
(*)。

"Resource": "*"

许多 CloudTrail API 操作涉及多种资源。例如，CreateTrail需要一个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以存储日志文件，因此用户必须拥有写入存储桶的权限。要在单个语句中指定多个资源，请使用
逗号分隔 ARN。

"Resource": [ 
      "resource1", 
      "resource2"

的策略 CloudTrail

支持特定于服务的策略条件键 否

管理员可以使用 AWS JSON 策略来指定谁有权访问什么内容。也就是说，哪个主体可以对什么资源执行操
作，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执行。

在 Condition 元素（或 Condition 块）中，可以指定语句生效的条件。Condition 元素是可选的。您可
以创建使用条件运算符（例如，等于或小于）的条件表达式，以使策略中的条件与请求中的值相匹配。

如果您在一个语句中指定多个 Condition 元素，或在单个 Condition 元素中指定多个键，则 AWS 使用
逻辑 AND 运算评估它们。如果您为单个条件键指定多个值，则 AWS 使用逻辑 OR 运算来评估条件。在授予
语句的权限之前必须满足所有的条件。

在指定条件时，您也可以使用占位符变量。例如，只有在使用 IAM 用户名标记 IAM 用户时，您才能为其授
予访问资源的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policy 元素：变量和标签。

AWS支持全局条件键和特定于服务的条件键。要查看所有 AWS 全局条件键，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AWS 全局条件上下文键。

CloudTrail 未定义其自己的条件键，但它支持使用一些全局条件键。要查看所有 AWS 全局条件键，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 AWS 全局条件上下文键。

要查看 CloudTrail 条件键的列表，请参阅《服务授权参考》AWS CloudTrail中的条件键。要了解您可以对哪
些操作和资源使用条件键，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定义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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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ACL CloudTrail

支持 ACL 否

访问控制列表（ACL）控制哪些主体（账户成员、用户或角色）有权访问资源。ACL 与基于资源的策略类
似，尽管它们不使用 JSON 策略文档格式。

AC 以及 CloudTrail

支持 ABAC（策略中的标签） 是

基于属性的访问控制（ABAC）是一种授权策略，该策略基于属性来定义权限。在 AWS 中，这些属性称为标
签。您可以将标签附加到 IAM 实体（用户或角色）以及AWS资源。标记实体和资源是 ABAC 的第一步。然
后设计 ABAC 策略，以在主体的标签与他们尝试访问的资源标签匹配时允许操作。

ABAC 在快速增长的环境中非常有用，并在策略管理变得繁琐的情况下可以提供帮助。

要基于标签控制访问，您需要使用 aws:ResourceTag/key-name、aws:RequestTag/key-name 或
aws:TagKeys 条件键在策略的条件元素中提供标签信息。

如果某个服务对于每种资源类型都支持所有这三个条件键，则对于该服务，该值为 Yes（是）。如果某个服
务仅对于部分资源类型支持所有这三个条件键，则该值为 Partial（部分）。

有关 ABAC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什么是 ABAC？。要查看设置 ABAC 步骤的教程，请
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使用基于属性的访问控制（ABAC）。

尽管您可以将标签附加到 CloudTrail 资源，但 CloudTrail 仅支持基于标签控制对 CloudTrail Lake (p. 149) 事
件数据存储的访问权限。您无法基于标签控制对跟踪记录的访问权限。

您可以将标签附加到 CloudTrail 资源或将请求中的标签传递到 CloudTrail。有关标记 CloudTrail 资源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创建跟踪 (p. 76)和使用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创建、更新和管理跟踪记录 (p. 94)。

将临时临时临时临时凭证用于 CloudTrail

支持临时凭证 是

某些 AWS 服务在您使用临时凭证登录时无法正常工作。有关更多信息，包括 AWS 服务与临时凭证配合使
用，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使用 IAM 的 AWS 服务。

如果您不使用用户名和密码而用其它方法登录到AWS Management Console，则使用临时凭证。例如，当
您使用贵公司的单点登录（SSO）链接访问AWS时，该过程将自动创建临时凭证。当您以用户身份登录控
制台，然后切换角色时，您还会自动创建临时凭证。有关切换角色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
的切换到角色（控制台）。

您可以使用 AWS CLI 或者 AWS API 创建临时凭证。之后，您可以使用这些临时凭证访问AWS。AWS建议
您动态生成临时凭证，而不是使用长期访问密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中的临时安全凭证。

的主体权限 CloudTrail

支持委托人权限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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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使用 IAM 用户或角色在AWS中执行操作时，您将被视为委托人。策略向主体授予权限。使用某些服
务时，您可能会执行一个操作，此操作然后在不同服务中触发另一个操作。在这种情况下，您必须具有执
行这两个操作的权限。要查看某个操作是否需要策略中的其它相关操作，请参阅服务授权参考中的 AWS 
CloudTrail 的操作、资源和条件键。

CloudTrail 的服务角色

支持服务角色 是

服务角色是由一项服务担任、代表您执行操作的 IAM 角色。IAM 管理员可以在 IAM 中创建、修改和删除服
务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创建向 AWS 服务 委派权限的角色。

Warning

更改服务角色的权限可能会破坏 CloudTrail 功能。仅当 CloudTrail 提供相关指导时才编辑服务角
色。

的服务相关角色 CloudTrail

支持服务相关角色 是

服务相关角色是一种与 AWS 服务相关的服务角色。服务可以代入代表您执行操作的角色。服务相关角色显
示在您的 AWS 账户 中，并由该服务拥有。IAM 管理员可以查看但不能编辑服务相关角色的权限。

CloudTrail 支持使用服务相关角色与集成AWS Organizations。此角色是创建组织跟踪或事件数据存储所必需
的。组织跟踪和事件数据存储组织AWS 账户中所有人的日志事件。有关创建或管理 CloudTrail服务相关角色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将服务相关角色用于 AWS CloudTrail (p. 366)。

适用于 AWS CloudTrail 的基于身份的策略示例
默认情况下，用户和角色没有创建或修改 CloudTrail 资源的权限。他们也无法使用 AWS Management 
Console、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AWS CLI）或 AWS API 执行任务。要用户用户在其需要的资源
上执行操作的权限，IAM 管理员可以创建 IAM 策略。管理员随后可以向角色添加 IAM 策略，用户可以代入
角色。

要了解如何使用这些示例 JSON 策略文档创建基于 IAM 身份的策略，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创建 
IAM policy。

有关定义的操作和资源类型的详细信息 CloudTrail，包括每种资源类型的 ARN 格式，请参阅《服务授权参
考》AWS CloudTrail中的的操作、资源和条件键。

主题
• 策略最佳实践 (p. 343)
• 示例：允许和拒绝针对指定跟踪的操作 (p. 343)
• 示例：对针对特定跟踪记录的操作创建和应用策略 (p. 344)
• 示例：拒绝基于标签创建或删除事件数据存储的访问权限 (p. 346)
• 使用 CloudTrail 控制台 (p. 347)
• 允许用户查看他们自己的权限 (p. 348)
• 向 CloudTrail 用户授予自定义权限 (p.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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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最佳实践
基于身份的策略确定某个人是否可以创建、访问或删除您账户中的 CloudTrail 资源。这些操作可能会使 
AWS 账户 产生成本。创建或编辑基于身份的策略时，请遵循以下准则和建议：

• AWS 托管策略及转向最低权限许可入门 - 要开始向用户和工作负载授予权限，请使用 AWS 托管策略来为
许多常见使用场景授予权限。您可以在 AWS 账户 中找到这些策略。我们建议通过定义特定于您的使用场
景的 AWS 客户管理型策略来进一步减少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AWS 托管
策略或工作职能的 AWS 托管策略。

• 应用最低权限 – 在使用 IAM policy 设置权限时，请仅授予执行任务所需的权限。为此，您可以定义在特定
条件下可以对特定资源执行的操作，也称为最低权限许可。有关使用 IAM 应用权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中的策略和权限。

• 使用 IAM policy 中的条件进一步限制访问权限 – 您可以向策略添加条件来限制对操作和资源的访问。
例如，您可以编写策略条件来指定必须使用 SSL 发送所有请求。如果通过特定 AWS 服务（例如 AWS 
CloudFormation）使用服务操作，您还可以使用条件来授予对服务操作的访问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JSON 策略元素：条件。

• 使用 IAM Access Analyzer 验证您的 IAM policy，以确保权限的安全性和功能性 – IAM Access Analyzer 
会验证新策略和现有策略，以确保策略符合 IAM policy语言 (JSON) 和 IAM 最佳实践。IAM Access 
Analyzer 提供 100 多项策略检查和可操作的建议，以帮助您制定安全且功能性强的策略。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Acess Analyzer 策略验证。

• Require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MFA）[需要多重身份验证（MFA）] – 如果您所处的场景要求您的 
AWS 账户 中有 IAM 用户或根用户，请启用 MFA 来提高安全性。若要在调用 API 操作时需要 MFA，请
将 MFA 条件添加到您的策略中。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配置受 MFA 保护的 API 访
问。

有关 IAM 中的最佳实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中的安全最佳实践。

CloudTrail 没有可在策略语句的Condition元素中使用的服务特定上下文键。

示例：允许和拒绝针对指定跟踪的操作
以下示例演示了一项策略，该策略允许拥有策略的用户查看跟踪的状态和配置，并开始和停止名为 My-
First-Trail ###的日志记录。此跟踪在 ID 为 123456789012 的美国东部（俄亥俄）区域（其主区域）
中创建。AWS 账户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cloudtrail:StartLogging", 
              "cloudtrail:StopLogging", 
              "cloudtrail:GetTrail", 
              "cloudtrail:GetTrailStatus", 
              "cloudtrail:GetEventSelectors" 
          ], 
          "Resource": [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My-First-Trail" 
          ] 
      } 
  ]
}

下面的示例中演示的策略明确地拒绝对任何名称不为 My-First-Trail ###执行 CloudTrail 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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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Deny", 
          "Action": [ 
              "cloudtrail:*" 
          ], 
          "NotResource": [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My-First-Trail" 
          ] 
      } 
  ]
}

示例：对针对特定跟踪记录的操作创建和应用策略
您可以使用权限和策略来控制用户对 CloudTrail 跟踪记录执行特定操作的能力。

例如，您不希望贵公司的开发者群组的用户开始或停止登录特定路线。但是，您可能需要授予他们对跟踪执
行DescribeTrails和GetTrailStatus操作的权限。您希望开发人员组的用户能够对自己管理的跟踪记
录执行 StartLogging 或 StopLogging 操作。

您可以创建两条策略语句，并将它们附加到您在 IAM 中创建的开发人员组。有关 IAM 中的组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组。

在第一条策略中，您拒绝对您指定的跟踪 ARN 执行 StartLogging 和 StopLogging 操作。在下面的示例
中，跟踪 ARN 为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Example-Trail。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Stmt1446057698000", 
            "Effect": "Deny", 
            "Action": [ 
                "cloudtrail:StartLogging", 
                "cloudtrail:StopLogging" 
            ], 
            "Resource": [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Example-Trail" 
            ] 
        } 
    ]
}

在第二个策略中，允许对所有 CloudTrail 资源GetTrailStatus执行DescribeTrails和操作：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Stmt1446072643000", 
            "Effect": "Allow", 
            "Action": [ 
                "cloudtrail:DescribeTrails", 
                "cloudtrail:GetTrail", 
                "cloudtrail:GetTrailStatus" 
            ], 
            "Resourc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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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如果开发人员组中的用户尝试针对您在第一条策略中指定的跟踪启动或停止日志记录，该用户会收到拒绝访
问异常。该开发人员组中的用户可针对自己创建和管理的跟踪记录启动和停止日志记录。

以下示例显示配置的开发者群组位于名为的配置AWS CLI文件中devgroup。首先，devgroup 的用户运行
describe-trails 命令。

$ aws --profile devgroup cloudtrail describe-trails

该命令成功完成，输出如下：

{ 
    "trailList": [ 
        { 
            "IncludeGlobalServiceEvents": true,  
            "Name": "Default",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Example-Trail",  
            "IsMultiRegionTrail": false,  
            "S3BucketName": "myS3bucket ",  
            "HomeRegion": "us-east-2" 
        } 
    ]
}

然后，该用户针对您在第一条策略中指定的跟踪运行 get-trail-status 命令。

$ aws --profile devgroup cloudtrail get-trail-status --name Example-Trail

该命令成功完成，输出如下：

{ 
    "LatestDeliveryTime": 1449517556.256,  
    "LatestDeliveryAttemptTime": "2015-12-07T19:45:56Z",  
    "LatestNotificationAttemptSucceeded": "",  
    "LatestDeliveryAttemptSucceeded": "2015-12-07T19:45:56Z",  
    "IsLogging": true,  
    "TimeLoggingStarted": "2015-12-07T19:36:27Z",  
    "StartLoggingTime": 1449516987.685,  
    "StopLoggingTime": 1449516977.332,  
    "LatestNotificationAttemptTime": "",  
    "TimeLoggingStopped": "2015-12-07T19:36:17Z"
}

接下来，devgroup群组中的用户在同一条路径上运行该stop-logging命令。

$ aws --profile devgroup cloudtrail stop-logging --name Example-Trail

该命令返回访问被拒绝异常，例如：

A client error (AccessDeniedException) occurred when calling the StopLogging operation: 
 Unknown

该用户针对同一个跟踪运行 start-logging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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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profile devgroup cloudtrail start-logging --name Example-Trail

该命令再次返回访问被拒绝异常，例如：

A client error (AccessDeniedException) occurred when calling the StartLogging operation: 
 Unknown 

示例：拒绝基于标签创建或删除事件数据存储的访问权限
在以下策略示例中，如果不满足以下至少一个条件，CreateEventDataStore则使用创建事件数据存储的
权限将被拒绝：

• 事件数据存储本身的stage标签密钥不为
• 舞台标签的值不是alphabeta、gamma、或prod。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Deny", 
            "Action": "cloudtrail:CreateEventDataStore", 
            "Resource": "*", 
            "Condition": { 
                "Null": { 
                    "aws:RequestTag/stage": "true" 
                } 
            } 
        }, 
        { 
            "Effect": "Deny", 
            "Action": "cloudtrail:CreateEventDataStore", 
            "Resource": "*", 
            "Condition": { 
                "ForAnyValue:StringNotEquals": { 
                    "aws:RequestTag/stage": [ 
                        "alpha", 
                        "beta", 
                        "gamma", 
                        "prod" 
                    ] 
                } 
            } 
        } 
    ]
}

在下面的策略示例中，如果事件数据存储的stage标签的值DeleteEventDataStore为，则删除带有的事
件数据存储的权限将被拒绝prod。这样的策略可以帮助保护事件数据存储免遭意外删除。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Deny", 
            "Action": "cloudtrail:DeleteEventDataStore", 
            "Resource":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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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ResourceTag/stage": "prod" 
                } 
            } 
        } 
    ]
}

使用 CloudTrail 控制台
要访问 AWS CloudTrail 控制台，您必须拥有一组最低的权限。这些权限必须允许您列出和查看有关您的 
CloudTrail 资源的详细信息AWS 账户。如果创建比必需的最低权限更为严格的基于身份的策略，对于附加了
该策略的实体（用户或角色），控制台将无法按预期正常运行。

对于只需要调用 AWS CLI 或 AWS API 的用户，无需为其提供最低控制台权限。相反，只允许访问与其尝试
执行的 API 操作相匹配的操作。

授予CloudTrail 管理权限

要允许 IAM 角色或用户管理跟踪、事件数据存储或通道等 CloudTrail 资源，您必须授予显式权限以使其能够
执行与 CloudTrail 任务关联的操作。在大多数情况下，您可以使用包含预定义权限的AWS托管策略。

Note

您向用户授予的执行 CloudTrail 管理任务的权限不同于将日志文件传输到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或将通知发送到 Amazon SNS 主题 CloudTrail 所需的权限。有关
这些权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针对 CloudTrail 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策
略 (p. 354)。
如果您配置与 Amazon CloudWatch Logs 的集成，则 CloudTrail 还需要一个角色，可通过代入此
角色来将事件传送到 Amazon Lo CloudWatch gs 日志组。您必须创建 CloudTrail 使用的角色。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授予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上查看和配置 Amazon CloudWatch Logs Logs 
Logs (p. 352) 和 将事件发送到 CloudWatch Logs (p. 264)。

以下AWS托管策略可用于 CloudTrail：

• AWSCloudTrail_FullAccess— 此政策提供对 CloudTrail 资源 CloudTrail 操作的完全访问权限，例如跟
踪、事件数据存储和频道。此政策提供创建、更新和删除 CloudTrail 跟踪、事件数据存储和频道所需的权
限。

此策略还提供管理 Amazon S3 存储桶、日志组以及跟踪的 CloudWatch Amazon SNS 主题的权限。但
是，AWSCloudTrail_FullAccess托管策略不提供删除 Amazon S3 存储桶、日志日志组或 Amazon 
SNS 主题的权限。 CloudWatch 有关其他AWS服务的托管策略的信息，请参阅AWS托管策略参考指南。

Note

该AWSCloudTrail_FullAccess策略无意跨您的之间广泛共享AWS 账户。拥有此角色的用户可以
关闭或重新配置他们的中最敏感且最重要的审计功能AWS 账户。因此，您只能将此政策应用于账
户管理员。您必须密切控制和监控本政策的使用。

• AWSCloudTrail_ReadOnlyAccess— 此策略授予查看 CloudTrail 控制台的权限，包括近期事件和事件历史
记录。此政策还允许您查看现有跟踪、事件数据存储和频道。拥有此政策的角色和用户可以下载事件历史
记录，但他们无法创建或更新追踪、事件数据存储或频道。

要提供访问权限，请为您的用户、组或角色添加权限：

• 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 中的用户和组：

创建权限集合。按照《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 用户指南》中 创建
权限集 的说明进行操作。

• 通过身份提供商在 IAM 中托管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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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适用于身份联合验证的角色。按照《IAM 用户指南》中为第三方身份提供商创建角色（联合身份验
证）的说明进行操作。

• IAM 用户：
• 创建您的用户可以担任的角色。按照《IAM 用户指南》中为 IAM 用户创建角色的说明进行操作。
• （不推荐使用）将策略直接附加到用户或将用户添加到用户组。按照《IAM 用户指南》中向用户添加权

限（控制台）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其他资源

要详细了解如何使用 IAM 为用户和角色等身份提供对账户中资源的访问权限，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设置和AWS资源访问权限管理。

对于只需要调用 AWS CLI 或 AWS API 的用户，无需为其提供最低控制台权限。相反，只允许访问与您尝试
执行的 API 操作相匹配的操作。

允许用户查看他们自己的权限
该示例说明了您如何创建策略，以允许 IAM 用户查看附加到其用户身份的内联和托管式策略。此策略包括在
控制台上完成此操作或者以编程方式使用 AWS CLI 或 AWS API 所需的权限。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ViewOwnUserInfo", 
            "Effect": "Allow", 
            "Action": [ 
                "iam:GetUserPolicy", 
                "iam:ListGroupsForUser", 
                "iam:ListAttachedUserPolicies", 
                "iam:ListUserPolicies", 
                "iam:GetUser" 
            ], 
            "Resource": ["arn:aws:iam::*:user/${aws:username}"] 
        }, 
        { 
            "Sid": "NavigateInConsole", 
            "Effect": "Allow", 
            "Action": [ 
                "iam:GetGroupPolicy", 
                "iam:GetPolicyVersion", 
                "iam:GetPolicy", 
                "iam:ListAttachedGroupPolicies", 
                "iam:ListGroupPolicies", 
                "iam:ListPolicyVersions", 
                "iam:ListPolicies", 
                "iam:ListUsers" 
            ], 
            "Resource": "*" 
        } 
    ]
}

向 CloudTrail 用户授予自定义权限
CloudTrail 策略向与的用户授予权限 CloudTrail。如果您需要向用户授予不同权限，可将 CloudTrail 策略挂
载到 IAM 组或用户。您可以编辑策略，使之包括或排除特定权限。您还可以创建自己的自定义策略。策略是
一些 JSON 文档，它们定义了允许用户执行的操作以及允许用户对哪些资源执行这些操作。有关特定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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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 示例：允许和拒绝针对指定跟踪的操作 (p. 343) 和 示例：对针对特定跟踪记录的操作创建和应用策
略 (p. 344)。

目录
• 只读访问权限 (p. 349)
• 完全访问权限 (p. 349)
• 授予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上查看AWS Config信息 (p. 351)
• 授予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上查看和配置 Amazon CloudWatch Logs Logs Logs (p. 352)
• 其他信息 (p. 352)

只读访问权限
以下示例展示了一个授予 CloudTrail 跟踪的只读访问权限的策略。这等同于托管策略
AWSCloudTrail_ReadOnlyAccess。它对用户授予查看跟踪信息的权限，而不是创建或更新跟踪记录的权
限。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cloudtrail:Get*", 
                "cloudtrail:Describe*", 
                "cloudtrail:List*", 
                "cloudtrail:LookupEvents" 
            ], 
            "Resource": "*" 
        } 
    ]
}

在这些策略语句中，Effect 元素指定是允许还是拒绝操作。Action 元素列出了允许用户执行的特定操
作。Resource 元素列出允许用户对其执行这些操作的 AWS 资源。对于控制 CloudTrail 操作访问的策
略，Resource元素通常设置为（一个表示 “所有资源” 的通配符）。*

Action 元素中的值对应于服务支持的 API。操作前附加了 cloudtrail: 以表示其指的是 CloudTrail 操
作。您可以在 Action 元素中使用 * 通配符，如以下示例所示：

• "Action": ["cloudtrail:*Logging"]

这允许所有以 “Logging” (StartLogging,StopLogging) 结尾的 CloudTrail 操作。
• "Action": ["cloudtrail:*"]

这允许所有 CloudTrail 操作，但不允许其他AWS服务的操作。
• "Action": ["*"]

这将允许所有 AWS 操作。此权限适合授予充当您账户的 AWS 管理员的用户。

只读策略不对用户授予执行 CreateTrail、UpdateTrail、StartLogging 和 StopLogging 操作的权
限。具有此策略的用户不能够创建跟踪记录、更新跟踪记录或启用和关闭日志记录。有关 CloudTrail 操作列
表，请参阅 AWS CloudTrailAPI 参考。

完全访问权限
以下示例展示了一个授予完全访问的策略 CloudTrail。这等同于托管策略 AWSCloudTrail_FullAccess。它对
用户授予执行所有 CloudTrail 操作的权限。它还允许用户记录 Amazon S3 和中的数据事件AWS Lamb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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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Amazon S3 存储桶中的文件、管理 CloudWatch CloudTrail 日志监控日志事件的方式，以及管理与用户
关联的账户中的 Amazon SNS 主题。

Important

未打算跨您的 AWS 账户广泛共享 AWSCloudTrail_FullAccess 策略或等效权限。拥有此角色或等同
访问权限的用户能够禁用或重新配置他们的 AWS 账户中最敏感且最重要的审计功能。因此，此策
略应仅应用于账户管理员，并且此策略的使用应受到密切控制和监控。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ns:AddPermission", 
                "sns:CreateTopic", 
                "sns:SetTopicAttributes", 
                "sns:GetTopicAttributes" 
            ], 
            "Resource": [ 
                "arn:aws:sns:*:*:aws-cloudtrail-logs*"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ns:ListTopics" 
            ], 
            "Resource":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3:CreateBucket", 
                "s3:PutBucketPolicy" 
            ], 
            "Resource": [ 
                "arn:aws:s3:::aws-cloudtrail-logs*"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3:ListAllMyBuckets", 
                "s3:GetBucketLocation", 
                "s3:GetBucketPolicy" 
            ], 
            "Resource": "*" 
        }, 
        { 
            "Effect": "Allow", 
            "Action": "cloudtrail:*", 
            "Resource":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logs:CreateLogGroup" 
            ], 
            "Resource": [ 
                "arn:aws:logs:*:*:log-group:aws-cloudtrail-log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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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ect": "Allow", 
            "Action": [ 
                "iam:ListRoles", 
                "iam:GetRolePolicy", 
                "iam:GetUser" 
            ], 
            "Resource":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iam:PassRole" 
            ], 
            "Resource":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iam:PassedToService": "cloudtrail.amazonaws.com" 
                }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kms:CreateKey", 
                "kms:CreateAlias", 
                "kms:ListKeys", 
                "kms:ListAliases" 
            ], 
            "Resource":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lambda:ListFunctions" 
            ], 
            "Resource":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dynamodb:ListGlobalTables", 
                "dynamodb:ListTables" 
            ], 
            "Resource": "*" 
        } 
    ]
}

授予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上查看AWS Config信息
您可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上查看事件信息，包括与该事件相关的资源。对于这些资源，您可以选择 AWS 
Config 图标在 AWS Config 控制台中查看资源的时间表。可将此策略挂载到您的用户，以对其授予只读 
AWS Config 访问权。该策略不对他们授予在 AWS Config 中更改设置的权限。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Effect": "Allow", 
        "Action": [ 
            "config:Get*", 
            "config:Describe*", 
            "config:List*" 
        ], 
        "Resour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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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WS Config 查看引用的资源 (p. 54)：

授予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上查看和配置 Amazon CloudWatch Logs Logs Logs
如果您具有足够的权限，则可以在 CloudTrail 控制台查看和配置 CloudWatch 将事件传送到 Logs 的行为。
这些权限可能超出了为 CloudTrail 管理员授予的权限。将此策略附加到将此策略附加到将此策略附加到将此
策略附加到将此 CloudTrail策略附加到将 CloudWatch 此策略附加 策略未直接授予他们在 Logs CloudTrail 
或 CloudWatch Logs 中直接访问的权限，而是授予创建和配置角色将代入的权限，此角色 CloudTrail将事件
成功地传送到您的 CloudWatch Logs 组。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Effect": "Allow", 
        "Action": [ 
            "iam:CreateRole", 
            "iam:PutRolePolicy", 
            "iam:AttachRolePolicy", 
            "iam:ListRoles", 
            "iam:GetRolePolicy", 
            "iam:GetUser" 
        ], 
        "Resource": "*" 
    }]
}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mazon Logs 监控 CloudTrail CloudWatch 日志文件 (p. 263)：

其他信息
要详细了解如何使用 IAM 为用户和角色等身份提供对账户中资源的访问权限，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
的AWS资源入门和访问权限管理。

AWS CloudTrail 基于资源的策略示例
Note

目前， CloudTrail Lake 支持AWS 区域在除中东（阿联酋）以外的所有可用 CloudTrail Lake 的
商业中进行集成。有关 CloudTrail Lake 支持的区域的信息，请参阅CloudTrail Lake 支持的区
域 (p. 150)。

CloudTrail 支持用于 CloudTrail Lake 集成的 CloudTrail 通道基于资源的权限策略。有关创建与 CloudTrail 
Lake 集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与 AWS 外部事件源的集成 (p. 162)。

该策略所需的信息由集成类型决定。

• 对于直接集成， CloudTrail 要求策略包含合作伙伴的AWS 账户 ID，并要求您输入合作伙伴提供的唯一外
部 ID。 CloudTrail 当您使用 CloudTrail 控制台创建集成时，会自动将合作伙伴的AWS 账户 ID 添加到资源
策略中。请参阅合作伙伴的文档，以了解如何获取策略所需的AWS 账户数字。

• 对于解决方案集成，您必须指定至少一个AWS 账户 ID 作为主体，并且可以选择输入外部 ID，以防范混淆
代理。

以下是对基于资源的策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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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策略中定义的资源 ARN 必须与该策略附加到的通道 ARN 相匹配。
• 该策略仅包含一项操作：cloudtrail-data:PutAuditEvents

• 该策略至少包含一个语句。该策略最多可以包含 20 个语句。
• 每个语句至少包含一个主体。一个语句最多可以包含 50 个主体。

除非该策略拒绝通道所有者访问资源，否则该所有者可以针对该通道调用 PutAuditEvents API。

主题
• 示例：为主体提供通道访问权限 (p. 353)
• 示例：使用外部 ID 防范混淆代理 (p. 353)

示例：为主体提供通道访问权限
以下示例使用 ARN 向委托人授予权
限arn:aws:iam::111122223333:rootarn:aws:iam::444455556666:root，以
及arn:aws:iam::123456789012:root使用 ARN 在 CloudTrail 频道上调用 PutAuditEventsAPI 
的权限arn:aws:cloudtrail:us-east-1:777788889999:channel/EXAMPLE-80b5-40a7-
ae65-6e099392355b。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ChannelPolicy",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AWS": 
                [ 
                    "arn:aws:iam::111122223333:root", 
                    "arn:aws:iam::444455556666:root", 
                    "arn:aws:iam::123456789012:root" 
                ] 
            }, 
            "Action": "cloudtrail-data:PutAuditEvents", 
            "Resource": "arn:aws:cloudtrail:us-east-1:777788889999:channel/
EXAMPLE-80b5-40a7-ae65-6e099392355b" 
        } 
    ]
}

示例：使用外部 ID 防范混淆代理
以下示例将使用外部 ID 来解决和防范混淆代理。混淆代理问题是一个安全问题，即没有执行操作权限的实体
可能会迫使更具权限的实体执行该操作。

集成合作伙伴将创建要在策略中使用的外部 ID。然后，它将在创建集成时向您提供外部 ID。该值可以是任意
唯一字符串，如密码或账号。

该示例向具有 ARNarn:aws:iam::111122223333:root 的主体授予权限，如果对 PutAuditEventsAPI 
的调用包含策略中定义的外部 ID 值，则授予在 CloudTrail 频道资源上调用PutAuditEvents API 的权
限。arn:aws:iam::444455556666:rootarn:aws:iam::123456789012:roo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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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ChannelPolicy",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AWS": 
                [ 
                    "arn:aws:iam::111122223333:root", 
                    "arn:aws:iam::444455556666:root", 
                    "arn:aws:iam::123456789012:root" 
                ] 
            }, 
            "Action": "cloudtrail-data:PutAuditEvents", 
            "Resource": "arn:aws:cloudtrail:us-east-1:777788889999:channel/
EXAMPLE-80b5-40a7-ae65-6e099392355b",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cloudtrail:ExternalId": "uniquePartnerExternalID" 
                } 
            } 
        } 
    ]
}

针对 CloudTrail 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策略
默认情况下，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和对象都是私有的。仅资源所有者（创建存储桶
的 AWS 账户）能够访问存储桶及其包含的对象。资源所有者可以通过编写访问策略来向其他资源和用户授
予访问权。

要创建或修改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以接收企业跟踪记录的日志文件，您必须修改
存储桶策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为组织创建跟踪 (p. 130)。

要将日志文件传输到 S3 存储桶，CloudTrail 必须具有所需的权限，且不得配置为 Requester Pays（申请方
付款）存储桶。

CloudTrail 将在策略中添加以下字段：

• 允许的 SID
• 存储桶名称
• CloudTrail 的服务委托方名称
• 存储日志文件的文件夹的名称，其中包括存储桶名称、前缀（如已指定）以及您的 AWS 账户 ID

作为安全最佳实践，请将 aws:SourceArn 条件密钥添加到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
策略。IAM 全局条件密钥 aws:SourceArn 有助于确保 CloudTrail 仅针对特定跟踪记录或多个跟踪记录向 
S3 存储桶写入数据。aws:SourceArn 的值始终是使用存储桶存储日志的跟踪记录（或跟踪记录 ARN 数
组）的 ARN。确保将 aws:SourceArn 条件密钥添加到现有跟踪记录的 S3 存储桶策略。

以下策略允许 CloudTrail 从支持的区域将日志文件写入存储桶。使用您配置的相应值替换
myBucketName、[optionalPrefix]/、myAccountID、region 和 trailName。

S3 存储桶策略

版本 1.0
354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S3/latest/dev/RequesterPaysBuckets.html


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
针对 CloudTrail 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策略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AWSCloudTrailAclCheck20150319", 
            "Effect": "Allow", 
            "Principal": {"Service": "cloudtrail.amazonaws.com"}, 
            "Action": "s3:GetBucketAcl", 
            "Resource": "arn:aws:s3:::myBucketName",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aws:SourceArn": 
 "arn:aws:cloudtrail:region:myAccountID:trail/trailName" 
                } 
            } 
        }, 
        { 
            "Sid": "AWSCloudTrailWrite20150319", 
            "Effect": "Allow", 
            "Principal": {"Service": "cloudtrail.amazonaws.com"}, 
            "Action": "s3:PutObject", 
            "Resource": "arn:aws:s3:::myBucketName/[optionalPrefix]/AWSLogs/myAccountID/*",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s3:x-amz-acl": "bucket-owner-full-control", 
                    "aws:SourceArn": 
 "arn:aws:cloudtrail:region:myAccountID:trail/trailName" 
                } 
            } 
        } 
    ]
}

有关 AWS 区域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loudTrail 支持的地区 (p. 14)。

目录
• 指定现有存储桶，用于 CloudTrail 日志传输 (p. 355)
• 从其他账户接收日志文件 (p. 356)
• 创建或更新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以用于存储组织跟踪的日志文件 (p. 130)
•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策略问题排查 (p. 357)

•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策略配置常见错误 (p. 357)
• 更改现有存储桶的前缀 (p. 358)

• 其他资源 (p. 358)

指定现有存储桶，用于 CloudTrail 日志传输
如果您指定某个现有 S3 存储桶作为日志文件传输的存储位置，则必须为该存储桶附加一个允许 CloudTrail 
写入的策略。

Note

最佳实践是对 CloudTrail 日志使用专用的 S3 存储桶。

将所需的 CloudTrail 策略添加到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

1. 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S3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3/。
2. 选择希望 CloudTrail 将日志文件传送到的存储桶，然后选择 Permissions（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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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 Edit（编辑）。
4. 将 S3 bucket policy (p. 354) 复制到 Bucket Policy Editor 窗口。用您的存储桶名称、前缀和账号替换

斜体占位符。如果您在创建跟踪时指定了前缀，请在此处包含该前缀。前缀是 S3 对象键的可选附加内
容，可在存储桶中创建类似于文件夹的组织结构。

Note

如果现有存储桶已附加一个或多个策略，请将 CloudTrail 访问的语句添加到这些策略。评估生
成的权限集，确保它们适合于访问存储桶的用户。

从其他账户接收日志文件
您可以将 CloudTrail 配置为从多个 AWS 账户向单个 S3 存储桶传输日志文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从 
CloudTrail 多个账户中接收 (p. 286)。

创建或更新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以用于
存储组织跟踪的日志文件
您必须指定一个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以接收组织跟踪的日志文件。此存储桶必须
具有允许 CloudTrail 将组织的日志文件放入存储桶的策略。

下面是名为 myOrganizationBucket 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的示例策略。此
存储桶位于 ID 为 111111111111 的 AWS 的账户中，该账户是 ID 为 o-exampleorgid 的组织的管理账
户，该组织允许记录组织跟踪。如果跟踪仅从组织跟踪更改为该账户的跟踪，则它还允许 111111111111
账户的日志记录。使用您配置的相应值替换 myOrganizationBucket、111111111111、region 和
trailName。

示例策略包括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策略的 aws:SourceArn 条件密钥。IAM 全
局条件密钥 aws:SourceArn 有助于确保 CloudTrail 仅针对特定跟踪记录或多个跟踪记录向 S3 存储桶写
入数据。在企业跟踪记录中，aws:SourceArn 的值必须是由管理账户拥有并使用管理账户 ID 的跟踪记录 
ARN。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AWSCloudTrailAclCheck20150319",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 
                    "cloudtrail.amazonaws.com" 
                ] 
            }, 
            "Action": "s3:GetBucketAcl", 
            "Resource": "arn:aws:s3:::myOrganizationBucket",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aws:SourceArn": 
 "arn:aws:cloudtrail:region:111111111111:trail/trailName" 
                } 
            } 
        }, 
        { 
            "Sid": "AWSCloudTrailWrite20150319",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 
                    "cloudtrail.amazonaws.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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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ction": "s3:PutObject", 
            "Resource": "arn:aws:s3:::myOrganizationBucket/AWSLogs/111111111111/*",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s3:x-amz-acl": "bucket-owner-full-control", 
                    "aws:SourceArn": 
 "arn:aws:cloudtrail:region:111111111111:trail/trailName" 
                } 
            } 
        }, 
        { 
            "Sid": "AWSCloudTrailOrganizationWrite20150319",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 
                    "cloudtrail.amazonaws.com" 
                ] 
            }, 
            "Action": "s3:PutObject", 
            "Resource": "arn:aws:s3:::myOrganizationBucket/AWSLogs/o-exampleorgid/*",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s3:x-amz-acl": "bucket-owner-full-control", 
                    "aws:SourceArn": 
 "arn:aws:cloudtrail:region:111111111111:trail/trailName" 
                } 
            } 
        } 
    ]
}

此示例策略不允许来自成员账户的任何用户访问为组织创建的日志文件。默认情况下，组织日志文件只能由
管理账户访问。有关如何允许成员账户中的 IAM 用户对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进行
读取访问的信息，请参阅 在AWS账户之间共享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p. 293)。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策略问题排查
以下部分说明如何对 S3 存储桶策略进行问题排查。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策略配置常见错误

当您在创建或更新跟踪的过程中新建存储桶时，CloudTrail 会为您的存储桶附加必要的权限。存储桶策略使
用名为 "cloudtrail.amazonaws.com" 的服务委托方，它允许 CloudTrail 将日志传输到所有区域。

如果 CloudTrail 不能将日志传输到某一区域，可能是您的存储桶使用较旧的策略，针对每个区域指定 
CloudTrail 账户 ID。此策略只允许 CloudTrail 将日志传输到指定区域。

作为最佳实践，应更新策略以使用 CloudTrail 服务委托方的权限。为此，请用服务委托方的名称 
("cloudtrail.amazonaws.com") 替换账户 ID ARN。这样 CloudTrail 就拥有了将日志传输到当前区域
和新区域的权限。作为安全最佳实践，请将 aws:SourceArn 或 aws:SourceAccount 条件密钥添加到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策略。这有助于防止未经授权的账户访问您的 S3 存储桶。如
果您有现有跟踪记录，请务必添加一个或多个条件密钥。以下示例展示了建议的策略配置。使用您配置的相
应值替换 myBucketName、[optionalPrefix]/、myAccountID、region 和 trailName。

Example 具有服务委托方名称的存储桶策略示例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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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id": "AWSCloudTrailAclCheck20150319", 
            "Effect": "Allow", 
            "Principal": {"Service": "cloudtrail.amazonaws.com"}, 
            "Action": "s3:GetBucketAcl", 
            "Resource": "arn:aws:s3:::myBucketName",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aws:SourceArn": 
 "arn:aws:cloudtrail:region:myAccountID:trail/trailName" 
                } 
            } 
        }, 
        { 
            "Sid": "AWSCloudTrailWrite20150319", 
            "Effect": "Allow", 
            "Principal": {"Service": "cloudtrail.amazonaws.com"}, 
            "Action": "s3:PutObject", 
            "Resource": "arn:aws:s3:::myBucketName/[optionalPrefix]/AWSLogs/myAccountID/*", 
            "Condition": {"StringEquals": { 
                "s3:x-amz-acl": "bucket-owner-full-control", 
                "aws:SourceArn": "arn:aws:cloudtrail:region:myAccountID:trail/trailName" 
                } 
            } 
        } 
    ]
}

更改现有存储桶的前缀

如果您尝试添加、修改或删除从跟踪记录接收日志的 S3 存储桶的日志文件前缀，可能会收到以下错误消
息：There is a problem with the bucket policy。存储桶策略包含错误的前缀会阻碍跟踪向存储桶传送日志。
要解决此问题，请使用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控制台更新存储桶策略中的前缀，然后使用 
CloudTrail 控制台为跟踪中的存储桶指定相同的前缀。

更新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的日志文件前缀

1. 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S3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3/。
2. 选择要修改其前缀的存储桶，然后选择 Permissions（权限）。
3. 选择 Edit（编辑）。
4. 在存储桶策略中，在 s3:PutObject 操作下编辑 Resource 条目，根据需要添加、修改或删除日志文

件 prefix/。

"Action": "s3:PutObject", 
      "Resource": "arn:aws:s3:::myBucketName/prefix/AWSLogs/myAccountID/*",

5. 选择 Save（保存）。
6. 访问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cloudtrail/，打开 CloudTrail 控制台。
7. 选择跟踪，并在 Storage location 中点击铅笔图标来编辑存储桶的设置。
8. 对于 S3 bucket，选择要更改前缀的存储桶。
9. 对于 Log file prefix，更新前缀，使其与您在存储桶策略中输入的前缀相符。
10. 选择 Save（保存）。

其他资源
有关 S3 存储桶和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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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 CloudTrail Lake 查询结果的 Amazon S3 存储桶策
略
默认情况下，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和对象都是私有的。仅资源所有者（创建存储桶
的 AWS 账户）能够访问存储桶及其包含的对象。资源所有者可以通过编写访问策略来向其他资源和用户授
予访问权。

要将 CloudTrail Lake 查询结果传送到 S3 存储桶，CloudTrail 必须具有所需的权限，且不得配置为申请方付
款存储桶。

CloudTrail 将在策略中添加以下字段：

• 允许的 SID
• 存储桶名称
• CloudTrail 的服务委托方名称

作为安全最佳实践，请将 aws:SourceArn 条件密钥添加到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
策略。IAM 全局条件密钥 aws:SourceArn 有助于确保 CloudTrail 仅针对事件数据存储向 S3 存储桶写入数
据。

以下策略允许 CloudTrail 将查询结果从支持的区域传送到存储桶。将 myBucketName、myAccountID 和
myQueryRunningRegion 替换为您配置的相应值。myAccountID 是用于 CloudTrail 的 AWS 账户 ID，其
可能与 S3 存储桶的 AWS 账户 ID 不同。

Note

如果这是组织事件数据存储，则您必须使用管理账户的 AWS 账户 ID。

S3 存储桶策略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AWSCloudTrailLake1", 
            "Effect": "Allow", 
            "Principal": {"Service": "cloudtrail.amazonaws.com"}, 
            "Action": [ 
                "s3:PutObject*", 
                "s3:Abort*" 
            ], 
            "Resource": [ 
                "arn:aws:s3:::myBucketName", 
                "arn:aws:s3:::myBucketName/*" 
            ], 
            "Condition": { 
                "StringLike": { 
                    "aws:sourceAccount": "myAccountID", 
                    "aws:sourceArn": 
 "arn:aws:cloudtrail:myQueryRunningRegion:myAccountID:eventdatastore/*" 
                } 
            }      
        }, 
        { 
            "Sid": "AWSCloudTrailLake2", 
            "Effect": "Allow", 
            "Principal": {"Service":"cloudtrail.amazonaws.com"}, 
            "Action": "s3:GetBucketA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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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 "arn:aws:s3:::myBucketName", 
            "Condition": { 
                "StringLike": { 
                    "aws:sourceAccount": "myAccountID", 
                    "aws:sourceArn": 
 "arn:aws:cloudtrail:myQueryRunningRegion:myAccountID:eventdatastore/*" 
                } 
            } 
        } 
    ]
} 
     

目录
• 为 CloudTrail Lake 查询结果指定现有存储桶 (p. 360)
• 其他资源 (p. 360)

为 CloudTrail Lake 查询结果指定现有存储桶
如果您将某个现有 S3 存储桶指定为 CloudTrail Lake 查询结果传送的存储位置，则必须将策略附加到存储
桶，以允许 CloudTrail 将查询结果传送到存储桶。

Note

最佳实践是对 CloudTrail Lake 查询结果使用专用的 S3 存储桶。

将所需的 CloudTrail 策略添加到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

1. 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S3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3/。
2. 选择您希望 CloudTrail 向其传送 Lake 查询结果的存储桶，然后选择 Permissions（权限）。
3. 选择 Edit（编辑）。
4. 将 S3 bucket policy for query results (p. 359) 复制到 Bucket Policy Editor 窗口。将斜体占位符替换为

您的存储桶、区域和账户 ID 的名称。

Note

如果现有存储桶已附加一个或多个策略，请将 CloudTrail 访问的语句添加到这些策略。评估生
成的权限集，以确保其适用于访问存储桶的用户。

其他资源
有关 S3 存储桶和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用户指南》中的使用存储桶策
略。

针对 CloudTrail 的 Amazon SNS 主题策略
要将通知发送到 SNS 主题，CloudTrail 必须拥有必需的权限。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创建或更新跟踪的过程
中创建 Amazon SNS 主题时，CloudTrail 会自动将所需权限附加到该主题。

Important

作为安全最佳实践，为了限制对 SNS 主题的访问，强烈建议您在创建或更新跟踪以发送 SNS 通知
后，手动编辑附加到 SNS 主题的 IAM policy 以添加条件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本主题中的the 
section called “SNS 主题策略的安全最佳实践” (p.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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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Trail 使用以下字段将以下语句添加到策略：

• 允许的 SID。
• CloudTrail 的服务委托方名称。
• SNS 主题，包括区域、账户 ID 和主题名称。

以下策略允许 CloudTrail 从受支持的区域发送有关传输日志文件的通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地区 (p. 14)。这是在创建或更新跟踪并选择启用 SNS 通知时附加到新的或现有 SNS 主题策略的默认
策略。

SNS 主题策略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AWSCloudTrailSNSPolicy20131101",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cloudtrail.amazonaws.com" 
            }, 
            "Action": "SNS:Publish", 
            "Resource": "arn:aws:sns:region:SNSTopicOwnerAccountId:SNSTopicName" 
        } 
    ]
}

要使用 AWS KMS 加密的 Amazon SNS 主题发送通知，则还必须通过向 AWS KMS key 的策略添加以下语
句，在事件源 (CloudTrail) 与加密主题之间启用兼容性。

KMS 密钥策略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cloudtrail.amazonaws.com" 
            }, 
            "Action": [ 
                "kms:GenerateDataKey*", 
                "kms:Decrypt" 
            ], 
            "Resource": "*" 
        } 
    ]
}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实现 AWS 服务中的事件源与加密主题之间的兼容性。

目录
• SNS 主题策略的安全最佳实践 (p. 362)
• 指定要发送通知的现有主题 (p. 363)
• SNS 主题策略问题排查 (p. 363)

• SNS 策略配置常见错误 (p. 364)
• 其他资源 (p.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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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S 主题策略的安全最佳实践
默认情况下，CloudTrail 附加到您的 Amazon SNS 主题的 IAM policy 语句允许 CloudTrail 服务委托方发
布到 SNS 主题，并通过 ARN 标识。为了帮助防止攻击者访问您的 SNS 主题，并代表 CloudTrail 向主
题收件人发送通知，请手动编辑您的 CloudTrail SNS 主题策略，以将 aws:SourceArn 条件密钥添加到 
CloudTrail 附加的策略语句中。此密钥的值是跟踪记录的 ARN，或使用 SNS 主题的跟踪记录 ARN 数组。因
为它既包括特定跟踪记录 ID，也包括拥有该跟踪记录的账户的 ID，所以它将 SNS 主题限制为仅可访问那些
有权限管理该跟踪记录的账户。在将条件键添加到 SNS 主题策略之前，请从 CloudTrail 控制台的跟踪设置
中获取 SNS 主题名称。

aws:SourceAccount 支持条件密钥，但不建议使用。

将 aws:SourceArn 条件键添加到您的 SNS 主题策略

1. 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SNS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ns/v3/home。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Topics（主题）。
3. 选择跟踪设置中显示的 SNS 主题，然后选择 Edit（编辑）。
4. 展开 Access policy (访问策略)。
5. 在 Access policy（访问策略）JSON 编辑器中，查找类似于以下示例的数据块。

    { 
      "Sid": "AWSCloudTrailSNSPolicy20150319",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cloudtrail.amazonaws.com" 
      }, 
      "Action": "SNS:Publish", 
      "Resource": "arn:aws:sns:us-west-2:111122223333:aws-cloudtrail-
logs-111122223333-61bbe496" 
    }

6. 为条件添加新数据块 aws:SourceArn，如以下示例中所示。值 aws:SourceArn 是您要向 SNS 发送
通知的跟踪的 ARN。

    { 
      "Sid": "AWSCloudTrailSNSPolicy20150319",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cloudtrail.amazonaws.com" 
      }, 
      "Action": "SNS:Publish", 
      "Resource": "arn:aws:sns:us-west-2:111122223333:aws-cloudtrail-
logs-111122223333-61bbe496",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aws:SourceArn": "arn:aws:cloudtrail:us-west-2:123456789012:trail/Trail3" 
        } 
      } 
    }

7. 完成 SNS 主题策略的编辑后，选择 Save changes（保存更改）。

将 aws:SourceAccount 条件键添加到您的 SNS 主题策略

1. 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Amazon SNS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ns/v3/home。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Topics（主题）。
3. 选择跟踪设置中显示的 SNS 主题，然后选择 Edit（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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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展开 Access policy (访问策略)。
5. 在 Access policy（访问策略）JSON 编辑器中，查找类似于以下示例的数据块。

    { 
      "Sid": "AWSCloudTrailSNSPolicy20150319",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cloudtrail.amazonaws.com" 
      }, 
      "Action": "SNS:Publish", 
      "Resource": "arn:aws:sns:us-west-2:111122223333:aws-cloudtrail-
logs-111122223333-61bbe496" 
    }

6. 为条件添加新数据块 aws:SourceAccount，如以下示例中所示。值 aws:SourceAccount 是拥
有 CloudTrail 跟踪的账户的 ID。此示例可将对 SNS 主题的访问权限仅限于那些可以登录 AWS 账户 
123456789012 的用户。

    { 
      "Sid": "AWSCloudTrailSNSPolicy20150319",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cloudtrail.amazonaws.com" 
      }, 
      "Action": "SNS:Publish", 
      "Resource": "arn:aws:sns:us-west-2:111122223333:aws-cloudtrail-
logs-111122223333-61bbe496",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aws:SourceAccount": "123456789012" 
        } 
      } 
    }

7. 完成 SNS 主题策略的编辑后，选择 Save changes（保存更改）。

指定要发送通知的现有主题
您可以在 Amazon SNS 控制台中将 Amazon SNS 主题的权限手动添加到您的主题策略，然后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指定主题。

手动更新 SNS 主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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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ics，然后选择主题。
3. 选择 Other topic actions，然后选择 Edit topic policy。
4. 选择 Advanced view，并根据 SNS topic policy (p. 361) 添加语句，用适当的值替换区域、账户 ID 和

主题名称。
5. 选择 Update policy（更新策略）。
6. 如果您的主题是加密主题，则必须允许 CloudTrail 具有 kms:GenerateDataKey* 和 kms:Decrypt

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Encrypted SNS topic KMS key policy (p. 361)。
7. 返回 CloudTrail 控制台，指定跟踪的主题。

SNS 主题策略问题排查
以下部分说明如何对 SNS 主题策略进行问题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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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S 策略配置常见错误

当您在创建或更新跟踪的过程中新建主题时，CloudTrail 会为您的主题附加必要的权限。主题策略使用名为
"cloudtrail.amazonaws.com" 的服务委托方，它允许 CloudTrail 将通知发送到所有区域。

如果 CloudTrail 不能将通知发送到某一区域，可能是您的主题使用较旧的策略，针对每个区域指定了 
CloudTrail 账户 ID。此策略只允许 CloudTrail 将通知发送到指定区域。

以下主题策略只允许 CloudTrail 将通知发送到指定的九个区域：

Example 具有账户 ID 的主题策略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Sid": "AWSCloudTrailSNSPolicy20131101", 
        "Effect": "Allow", 
        "Principal": {"AWS": [ 
            "arn:aws:iam::903692715234:root", 
            "arn:aws:iam::035351147821:root", 
            "arn:aws:iam::859597730677:root", 
            "arn:aws:iam::814480443879:root", 
            "arn:aws:iam::216624486486:root", 
            "arn:aws:iam::086441151436:root", 
            "arn:aws:iam::388731089494:root", 
            "arn:aws:iam::284668455005:root", 
            "arn:aws:iam::113285607260:root" 
        ]}, 
        "Action": "SNS:Publish", 
        "Resource": "aws:arn:sns:us-east-1:123456789012:myTopic" 
    }]
}

此策略根据单个 CloudTrail 账户 ID 来使用权限。要向新区域传输日志，您必须手动更新策略，以包含该区
域的 CloudTrail 账户 ID。例如，由于 CloudTrail 新增了对美国东部（俄亥俄）区域的支持，您必须更新策
略，以添加该区域的账户 ID ARN："arn:aws:iam::475085895292:root"。

作为最佳实践，应更新策略以使用 CloudTrail 服务委托方的权限。为此，请用服务委托方的名称 
("cloudtrail.amazonaws.com") 替换账户 ID ARN。

这样 CloudTrail 就拥有了将通知发送到当前区域和新区域的权限。以下是前一策略的更新版本：

Example 具有服务委托方名称的主题策略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Sid": "AWSCloudTrailSNSPolicy20131101", 
        "Effect": "Allow", 
        "Principal": {"Service": "cloudtrail.amazonaws.com"}, 
        "Action": "SNS:Publish", 
        "Resource": "arn:aws:sns:us-west-2:123456789012:myTopic" 
    }]
}

验证策略具有正确的值：

• 在 Resource 字段中，指定主题所有者的账号。如果主题是由您创建的，请指定您的账号。
• 为区域和 SNS 主题名称指定适当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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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源
有关 SNS 主题和订阅这些主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

对 AWS CloudTrail 身份和访问进行故障排除
可以使用以下信息，以帮助您诊断和修复在使用 CloudTrail 和 IAM 时可能遇到的常见问题。

主题
• 我无权在中执行操作 CloudTrail (p. 365)
• 我无权执行iam:PassRole (p. 365)
• 我希望允许我的以外的人访问我的 CloudTrail 资源AWS 账户 (p. 366)

我无权在中执行操作 CloudTrail
如果您收到一个错误，表明您无权执行某个操作，则必须更新策略以允许您执行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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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拥
有虚构 cloudtr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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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udtrail:GetWidget on resource: my-example-widget

在此情况下，必须更新 mateojackson 用户的策略，以允许使用 cloudtrail:GetWidget 操作访问 my-
example-widget 资源。

如果您需要帮助，请联系您的 AWS 管理员。管理员是向您提供登录凭证的人。

如果 AWS Management Console 告诉您，您无权执行某个操作，则必须联系您的管理员寻求帮助。管理员
是向您提供登录凭证的人。

当mateojackson IAM 用户尝试使用控制台查看有关跟踪的详细信息，但未将相应的 CloudTrail 托管策略
（AWSCloudTrail_FullAccess或 AWSCloudTrail_ReadOnlyAccess）或等效权限应用于其账户时，会发生以
下示例错误。

User: arn:aws:iam::123456789012:user/mateojackson is not authorized to perform: 
 cloudtrail:GetTrailStatus on resource: My-Trail

在这种情况下，Mateo 请求他的管理员更新其策略，以允许他在控制台中访问跟踪信息和状态。

如果您使用的 IAM 用户或者拥有AWSCloudTrail_FullAccess托管策略或其等效权限的角色登录，并且您无法
配置AWS Config或 Amazon CloudWatch Logs 与跟踪的集成，则您可能缺少与这些服务集成必需的权限。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授予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上查看AWS Config信息 (p. 351) 和 授予在 CloudTrail 控
制台上查看和配置 Amazon CloudWatch Logs Logs Logs (p. 352)。

我无权执行iam:PassRole
如果您收到一个错误，表明您无权执行 iam:PassRole 操作，则必须更新策略以允许您将角色传递给 
CloudTrail。

有些 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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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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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名为 marymajor 的 IAM 用户尝试使用控制台在 CloudT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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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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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更新 Mary 的策略以允许她执行 iam:PassRole 操作。

如果您需要帮助，请联系您的 AWS 管理员。管理员是向您提供登录凭证的人。

我希望允许我的以外的人访问我的 CloudTrail 资源AWS 账户
您可以创建一个角色和并在多个角色之间共享 CloudTrail 信息AWS 账户。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AWS账
户之间共享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p.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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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了解是否 CloudTrail 支持这些功能，请参阅AWS CloudTrail 如何与 IAM 协同工作 (p. 337)。
• 要了解如何为您拥有的 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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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账户 中的 IAM 用户提供访问权限。
• 要了解如何为第三方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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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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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服务相关角色用于 AWS CloudTrail
AWS CloudTrail 使用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服务相关角色。服务相关角色是一种独
特类型的 IAM 角色，它与 CloudTrail 直接相关。服务相关角色由 CloudTrail 预定义，并包含该服务代表您调
用其他 AWS 服务所需的一切权限。

服务相关角色可让您更轻松地设置 CloudTrail，因为您不必手动添加必要的权限。CloudTrail 定义其服务相
关角色的权限，除非另外定义，否则只有 CloudTrail 可以代入该角色。定义的权限包括信任策略和权限策
略，以及不能附加到任何其它 IAM 实体的权限策略。

有关支持服务相关角色的其它服务的信息，请参阅使用 IAM 的 AWS 服务并查找 Service-Linked Role（服务
相关角色）列中显示为 Yes（是）的服务。请选择 Yes 与查看该服务的服务相关角色文档的链接。

CloudTrail 的服务相关角色权限
CloudTrail 使用名为 AWSServiceRoleForCloudTrail 的服务相关角色 – 此服务相关角色用于支持组织跟踪功
能。

AWSServiceRoleForCloudTrail 服务相关角色信任以下服务以代入该角色：

• cloudtrail.amazonaws.com

此角色用于支持在 CloudTrail 中创建和管理组织跟踪记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为组织创建跟
踪 (p.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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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权限策略允许 CloudTrail 对指定资源完成以下操作：

• 针对所有 CloudTrail 资源的操作：
• All

• 针对所有 Organizations 资源的操作：
• organizations:DescribeAccount

• organizations:DescribeOrganizations

• organizations:ListAccounts

• organizations:ListAWSServiceAccessForOrganization

• 针对 CloudTrail 服务主体的所有 Organizations 资源的操作：
• organizations:ListDelegatedAdministrators

必须配置权限，允许 IAM 实体（如用户、组或角色）创建、编辑或删除服务相关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服务相关角色权限。

为 CloudTrail 创建服务相关角色
无需手动创建服务相关角色。当您在 AWS Management Console、AWS CLI 或 AWS API 中创建组织跟踪
时，CloudTrail 会为您创建服务相关角色。

如果删除此服务相关角色，然后需要再次创建，可以使用相同流程在账户中重新创建此角色。当您创建组织
跟踪时，CloudTrail 会再次为您创建服务相关角色。

编辑 CloudTrail 的服务相关角色
CloudTrail 不允许您编辑 AWSServiceRoleForCloudTrail 服务相关角色。创建服务相关角色后，将无法更改
角色名称，因为可能有多个实体引用该角色。但是可以使用 IAM 编辑角色说明。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IAM 
用户指南中的编辑服务相关角色。

为 CloudTrail 删除服务相关角色
您不需要手动删除 AWSServiceRoleForCloudTrail 角色。如果从 Organizations 组织中删除某个 AWS 账
户，则会自动从该 AWS 账户中删除 AWSServiceRoleForCloudTrail 角色。如果不从组织中删除账户，则无
法将策略从组织管理账户中的 AWSServiceRoleForCloudTrail 服务相关角色中分离或删除。

您还可以使用 IAM 控制台、AWS CLI 或 AWS API 来手动删除服务相关角色。为此，您必须先手动清除服务
相关角色的资源，然后才能手动删除它。

Note

如果在您试图删除资源时 CloudTrail 服务正在使用该角色，则删除操作可能会失败。如果发生这种
情况，请等待几分钟后重试。

要删除 AWSServiceRoleForCloudTrail 角色正在使用的某个资源，您可以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在 Organizations 中，从组织中删除 AWS 账户。
• 更新跟踪以使其不再是组织跟踪。
• 删除跟踪。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为组织创建跟踪 (p. 121)、更新跟踪 (p. 86)和删除跟踪 (p. 93)。

使用 IAM 手动删除服务相关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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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AM 控制台、AWS CLI 或 AWS API 删除 AWSServiceRoleForCloudTrail 服务相关角色。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见 IAM 用户指南中的删除服务相关角色。

CloudTrail 服务相关角色支持的区域
CloudTrail 支持在同时提供 CloudTrail 和 Organizations 的所有区域中使用服务相关角色。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 AWS 区域和终端节点。

AWS适用于 AWS CloudTrail 的托管策略
要向用户、组和角色添加权限，与自己编写策略相比，使用 AWS 托管策略更简单。创建仅为团队提供所需
权限的 IAM 客户托管策略需要时间和专业知识。要快速入门，您可以使用 AWS 托管式策略。这些策略涵
盖常见使用案例，可在您的 AWS 账户 中使用。有关 AWS 托管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
的AWS 托管策略。

AWS 服务负责维护和更新 AWS 托管策略。您无法更改 AWS 托管策略中的权限。服务偶尔会向 AWS 托管
式策略添加额外权限以支持新功能。此类更新会影响附加策略的所有身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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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托管式策略。服务不会从 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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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还支持跨多种服务的工作职能的托管策略。例如，ReadOnlyAccess AWS 托管策略提供对所有 
AWS 服务和资源的只读访问权限。当服务启动新功能时，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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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托管策略。

AWS 托管策略：AWSCloudTrail_ReadOnlyAccess
具有附加到其角色的 AWSCloudTrail_ReadOnlyAccess 策略的用户身份可以在 CloudTrail 中执行只读操
作，例如针对跟踪执行的 Get*、List* 和 Describe* 操作，以及 CloudTrail Lake 事件数据存储或 Lake 
查询。

权限详细信息

此策略包含以下权限。

• cloudtrail – 允许用户身份在 CloudTrail 控制台、AWS SDK 和 AWS CLI 中执行只读 API 操作，包括
Get* 操作（例如 GetEventDataStores）、List* 操作（例如 ListTrails）和 Describe* 操作
（例如 DescribeTrails）。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cloudtrail:Get*", 
                "cloudtrail:Describe*", 
                "cloudtrail:List*", 
                "cloudtrail:LookupEvents" 
            ], 
            "Resource": "*" 
        } 
    ]
}

CloudTrail 对 AWS 托管式策略的更新
查看有关适用于 CloudTrail 的 AWS 托管式策略更新的详细信息。要获得有关此页面更改的自动提示，请订
阅 CloudTrail 文档历史记录 (p. 425) 页面上的 RSS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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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 说明 日期

AWSCloudTrail_ReadOnlyAccess (p. 368)
– 对现有策略的更新

CloudTrail 将
AWSCloudTrailReadOnlyAccess
策略的名称更改为
AWSCloudTrail_ReadOnlyAccess。
此外，策略中的权限范围已缩小
为 CloudTrail 操作。它不再包括 
Amazon S3、AWS KMS 或 AWS 
Lambda 操作权限。

2022 年 6 月 6 日

CloudWatch 开始跟踪更改 CloudTrail 已开始为其 AWS 托管
式策略跟踪更改。

2022 年 6 月 6 日

AWS CloudTrail 的合规性验证
作为多个 AWS CloudTrail 合规性计划的一部分，第三方审核员将评估 AWS 的安全性和合规性。其中包括 
SOC、PCI、FedRAMP、HIPAA 及其他。

要了解某个 AWS 服务 是否在特定合规性计划范围内，请参阅 合规性计划范围内的 AWS 服务，然后选择您
感兴趣的合规性计划。有关常规信息，请参阅AWS合规性计划。

您可以使用 AWS Artifact 下载第三方审计报告。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AWS Artifact 中下载报告、。

您使用 AWS 服务 的合规性责任取决于您数据的敏感度、贵公司的合规性目标以及适用的法律法规。AWS 
提供以下资源来帮助满足合规性：

• 安全性与合规性快速入门指南 – 这些部署指南讨论了架构注意事项，并提供了在 AWS 上部署以安全性和
合规性为重点的基准环境的步骤。

• Amazon Web Services 上的 HIPAA 安全性和合规性架构设计– 该白皮书介绍了公司如何使用 AWS 创建符
合 HIPAA 标准的应用程序。

Note

并非所有 AWS 服务都符合 HIPAA 要求。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符合 HIPAA 要求的服务参考。
• AWS合规性资源 – 此业务手册和指南集合可能适用于您的行业和位置。
• AWS Config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使用规则评估资源 – 此 AWS 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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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WS Security Hub – 此 AWS 服务 向您提供 AWS 中安全状态的全面视图。Security Hub 通过安全控件

评估您的 AWS 资源并检查其是否符合安全行业标准和最佳实践。有关受支持服务及控件的列表，请参阅
Security Hub 控件参考。

• AWS Audit Manager – 此 AWS 服务可帮助您持续审计您的 AWS 使用情况，以简化管理风险以及与相关
法规和行业标准的合规性的方式。

AWS CloudTrail 中的故障恢复能力
AWS全球基础设施围绕AWS区域和可用区构建。AW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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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尤其需要跨更长地理距离复制您的 CloudTrail 日志文件，您可以
将跨区域复制用于您的跟踪 Amazon S3 存储桶，它允许跨不同 AWS 区域中的存储桶自动异步复制对象。

有关AWS区域和可用区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全球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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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 AWS 全球基础设施之外，CloudTrail 还提供了多种功能，以帮助支持您的数据弹性和备份需求。

记录所有 AWS 区域中的事件的跟踪

当您将一个跟踪应用到所有 AWS 区域时，CloudTrail 在您账户的所有其他 AWS 区域中创建具有完全相同配
置的跟踪。当 AWS 添加一个新区域时，将在新区域中自动创建该跟踪配置。

CloudTrail 日志数据的版本控制、生命周期配置和对象锁定保护

由于 CloudTrail 使用 Amazon S3 存储桶来存储日志文件，因此您也可以使用 Amazon S3 提供的各种功能以
帮助支持您的数据弹性和备份需求。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S3 中的故障恢复能力。

AWS CloudTrail 中的基础设施安全性
作为托管式服务，AWS CloudTrail 受到 AWS 全局网络安全程序的保护，请参阅安全性、身份和合规性最佳
实践页面了解这些程序。

您可以使用 AWS 发布的 API 调用通过网络访问 CloudTr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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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人关联的秘密访问密钥来对请求进行签名。或者，您可以使用
AWS Security Token Service (AWS STS) 生成临时安全凭证来对请求进行签名。

下面的安全最佳实践也处理 CloudTrail 中的基础设施安全性：

• 考虑使用 Amazon VPC 终端节点进行跟踪访问。 (p. 145)
• 考虑使用 Amazon VPC 终端节点进行 Amazon S3 存储桶访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针对 Amazon S3 

的 VPC 终端节点的存储桶策略的示例。
• 识别和审计包含 CloudTrail 日志文件的所有 Amazon S3 存储桶。考虑使用标签来帮助识别您的 

CloudTrail 跟踪和包含 CloudTrail 日志文件的 Amazon S3 存储桶。然后，您可以为您的 CloudTrail 资源
使用资源组。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Resource Groups。

跨服务混淆代理问题防范
混淆代理问题是一个安全性问题，即不具有操作执行权限的实体可能会迫使具有更高权限的实体执行该操
作。在 AWS 中，跨服务模拟可能会导致混淆代理问题。一个服务（呼叫服务) 调用另一项服务（所谓的服
务)时，可能会发生跨服务模拟。可以操纵调用服务，使用其权限以在其他情况下该服务不应有访问权限的方
式对另一个客户的资源进行操作。为防止这种情况，AWS 提供可帮助您保护所有服务的数据的工具，而这些
服务中的服务委托人有权限访问账户中的资源。

我们建议在资源策略中使用 aws:SourceArn 和 aws:SourceAccount 全局条件上下文键，以限
制 AWS CloudTrail 为其他服务提供的资源访问权限。如果您只希望将一个资源与跨服务访问相关
联，请使用 aws:SourceArn。如果您想允许该账户中的任何资源与跨服务使用操作相关联，请使用
aws:SourceAccount。

防范混淆代理问题最有效的方法是使用 aws:SourceArn 全局条件上下文键和资源的完整 ARN。如
果不知道资源的完整 ARN，或者正在指定多个资源，请针对 ARN 未知部分使用带有通配符 (*) 的
aws:SourceArn 全局上下文条件键。例如，"arn:aws:cloudtrail:*:AccountID:trail/*"。包含
通配符时，则同时同时同时必须使用StringLike条件运算符。

的值aws:SourceArn必须是使用资源的跟踪、事件数据存储或频道的 ARN。

以下示例演示如何使用中的 adaws:SourceArnaws:SourceAccount 全局条件上下文键 CloudTrail 来防
范混淆代理问题:用于 CloudTrail Lake 查询结果的 Amazon S3 存储桶策略 (p.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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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CloudTrail 中的安全最佳实践
AWS CloudT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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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 CloudTrail 检测 (p. 371)
• CloudTrail 预防 (p. 372)

CloudTrail 检测
创建跟踪

要持续记录 AWS 账户中的事件，您必须创建跟踪。尽管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为管理事件 CloudTrail 提
供 90 天的事件历史记录信息而不创建跟踪，但它不是永久记录，且不会提供有关所有可能的事件类型的信
息。要获得持续记录以及包含您指定的所有事件类型的记录，您必须创建跟踪，它将日志文件传送到您指定
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

为了帮助管理您的 CloudTrail 数据，请考虑创建一个跟踪记录来记录所有AWS 区域中的管理事件，然后创
建其它跟踪记录来记录资源的特定事件类型，如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活动或AWS 
Lambda函数。

以下是您可以采取的一些步骤：

• 为您的 AWS 账户创建跟踪记录。 (p. 76)
• 为企业创建跟踪记录。 (p. 121)

在所有 AWS 区域 应用跟踪记录

为了获取由 IAM 身份或服务在您的AWS账户中所执行的事件的完整记录，每个跟踪记录应配置为记录所有中
的事件AWS 区域。通过记录所有 AWS 区域 中的事件，您可以确保在您的 AWS 账户中发生的所有事件都会
得到记录，而无论它们是在哪个 AWS 区域中发生的。这包括全局服务事件 (p. 13)，这些事件记录到一个特
定于该服务的 AWS 区域中。当您创建一个应用于所有区域的跟踪时， CloudTrail 记录每个区域中的事件，
并将 CloudTrail 事件日志文件传输到您指定的 S3 存储桶。如果您在创建应用到所有区域的跟踪后又添加了
一个 AWS 区域，则该新区域会自动包括在内，该区域中的事件也将被记录。这是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创
建跟踪时的默认选项。

以下是您可以采取的一些步骤：

• 为您的 AWS 账户创建跟踪记录。 (p. 76)
• 更新现有跟踪记录 (p. 86)以记录所有 AWS 区域 中的事件。
• 实施持续的检测性控制，以AWS 区域通过使用中的 multi-region-cloud-trail-enab led 规则，帮助确保创建

的所有跟踪记录正在记录所有中的事件AWS Config。

启用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完整性

在安全和取证调查中，经验证的日志文件非常重要。例如，经验证的日志文件可帮助您明确地断日志文件未
经更改，或者特定 IAM 身份凭证执行特定的 IAM 身份凭证执行了特定的 API 活动。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完
整性验证过程还可以帮助您知道日志文件是否已删除或更改，或者可以十分确定在给定时间段内未向您的账
户提交任何日志文件。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完整性验证使用行业标准算法：哈希采用 SHA-256，数字签名采
用带 RSA 的 SHA-256。这样，要修改、删除或伪 CloudTrail日志文件而不被检测到在计算上是不可行的。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启用验证并验证文件 (p.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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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亚马逊 CloudWatch 日志集成

CloudWatch 日志允许您监控和接收由捕获的特定事件的警报 CloudTrail。发送到 CloudWatch Logs 的事件
是配置为由您的跟踪记录的那些事件，因此，请确保您已配置您的一个或多个跟踪以记录您有兴趣监控的事
件类型（管理事件和/

例如，您可以监控关键的安全和网络相关管理事件，例如失败的 AWS Management Console 登录事
件 (p. 280)。

以下是您可以采取的一些步骤：

• 查看CloudWatch日志集成 (p. 278)示例 CloudTrail。
• 配置您的跟踪以将事件发送到 CloudWatch 日志 (p. 263)。
• 考虑实施持续的检测性控制，以通过使用中的-log cloud-trail-cloud-watchs-enabled 规则，帮助确保所有

跟踪记录都将事件发送到 CloudWatch Logs 进行监控AWS Config。

使用 AWS Security Hub

使用以下方法监控 CloudTrail 与安全最佳实践相关的使用情况AWS Security Hub。Security Hub 使用
侦探性安全控制来评估资源配置和安全标准，以帮助您遵守各种合规框架。有关使用 Security Hub 评估 
CloudTrail 资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Security Hub用户指南中的AWS CloudTrail控件。

CloudTrail 预防
的以下最佳实践 CloudTrail 可以帮助防止安全事故。

记录到专用和集中式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

CloudTrail 日志文件是由 IAM 身份或AWS服务所采取的操作的审计记录。这些日志的完整性、完全性和可用
性对于进行取证和审计至关重要。通过登录到专用和集中化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
桶，您可以强制实施严格的安全控制、访问和责任划分。

以下是您可以采取的一些步骤：

• 创建单独的 AWS 账户作为日志存档账户。如果您使用 AWS Organizations，请在组织中注册此账户，并
考虑创建组织跟踪 (p. 121)以便为组织中的所有 AWS 账户记录数据。

• 如果您不使用 Organizations，但希望为多个 AWS 账户记录数据，请创建跟踪 (p. 76)以在此日志存档账户
中记录活动。将对此账户的访问权限限制为仅限应该对账户和审计数据具有访问权限的可信管理用户。

• 作为创建跟踪的一部分（无论它是组织跟踪或针对单个 AWS 账户的跟踪），创建一个专用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来存储此跟踪的日志文件。

• 如果您要记录多个 AWS 账户的活动，请修改存储桶策略 (p. 287)，以允许记录和存储您希望记录其 AWS 
账户活动的所有 AWS 账户的日志文件。

• 如果您没有使用组织跟踪记录，请在所有 AWS 账户中创建跟踪，同时在日志存档账户中指定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

使用 AWS KMS 托管密钥进行服务器端加密。

默认情况下，提交 CloudTrail 到您存储桶的日志文件是用 Amazon S3 托管加密密钥通过 Amazon S3 托管
加密密钥 (SSE-S3) 通过 Amazon 服务器端加密进行加密的。要提供可直接管理的安全层，您可以改为使
用AWS KMS托管密钥 (SSE-KMS) 的服务器端 CloudTrail 加密。要对 SSE-KMS 使用 CloudTrail，您需要创
建并管理 AWS KMS key，又称为 KMS 密钥。

Note

如果您使用 SSE-KMS 和日志文件验证，并且您已修改您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策略以仅允许 SSE-KMS 加密文件，您将无法创建利用该存储桶的跟踪记录，除非您修
改存储桶策略以专门允许 AES256 加密，如以下示例策略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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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NotEquals": { "s3:x-amz-server-side-encryption": ["aws:kms", "AES256"] } 

以下是您可以采取的一些步骤：

• 查看使用 SSE-KMS 加密您的日志文件的优点 (p. 374)。
• 创建一个 KMS 密钥用来加密日志文件 (p. 375)。
• 为您的跟踪记录配置日志文件加密。 (p. 385)
• 考虑实施持续的检测性控制，以通过使用中的cloud-trail-encryption-enabled规则，帮助确保所有跟踪记录

都利用 SSE-KMS 加密日志文件AWS Config。

将条件键添加到默认 Amazon SNS 主题策略

当您配置跟踪以向 Amazon SNS 发送通知时，您的 SNS 主题访问策略会向您的 SNS 主题
访问策略 CloudTrail 添加一个策略语句， CloudTrail 以允许向 SNS 主题发送内容。作为安
全aws:SourceArnaws:SourceAccount CloudTrail 这有助于防止未经授权的账户访问您的 SNS 主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针对 CloudTrail 的 Amazon SNS 主题策略 (p. 360)：

对您存储日志文件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实施最低权限访问

CloudTrail 跟踪记录将事件记录到您指定的 Amazon S3 存储桶。这些日志文件包含由 IAM 身份和AWS服
务所采取的操作的审计记录。这些日志的完整性和完全性对于进行审计和取证至关重要。为了帮助确保完整
性，当您创建或修改用于存储 CloudTrail 日志文件的任何 Amazon S3 存储桶的访问权限时，您应遵循最小
权原则。

执行以下步骤：

• 查看您在其中存储日志文件的任何和所有存储桶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策
略 (p. 354)，如有必要，可对其进行调整以删除任何不必要的访问权限。如果您使用 CloudTrail 控制台
创建跟踪，系统会为您生成此存储桶策略，但也可以手动创建和管理。

• 作为安全最佳实践，请务必手动将 aws:SourceArn 条件密钥添加到存储桶策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针对 CloudTrail 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策略 (p. 354)：

• 如果您使用相同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来存储多个 AWS 账户的日志文件，请
遵循接收多个账户的日志文件 (p. 286)的指南。

• 如果您使用组织跟踪记录，请确保遵循组织跟踪记录 (p. 121)的指南，然后在 使用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为组织创建跟踪 (p. 130) 中审核组织跟踪记录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
的策略示例。

• 查看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安全文档和用于保护存储桶的示例演练。

在存储日志文件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上启用 MFA 删除

当您配置多因素身份验证 (MFA) 时，尝试更改存储段的版本控制状态或删除存储段中的对象版本时，需要额
外的身份验证。这样，即使某个用户获取有权永久删除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对象的 IAM 
用户的密码，您仍可以防止可能危日志文件的操作。

以下是您可以采取的一些步骤：

• 审核 MFA 删除指南。
• 添加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策略以请求 MFA。

配置存储日志文件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上的生命周期管理

CloudTrail 跟踪的默认设置是将日志文件无限期地存储在为跟踪配置的 Amazon S3 存储桶中。您可以使用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对象生命周期管理规则来定义您自己的保留策略，以更好地满足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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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和审计需求。例如，您可能要将时间超过一年的日志文件存档到 Amazon Glacier，或者在经过一定时间
之后删除日志文件。

限制对 AWSCloudTrail_FullAccess政策的访问权限

拥有此AWSCloudTrail_FullAccess (p. 349)策略的用户能够禁用或重新配置他们的AWS账户中最敏感且最
重要的审计功能。此策略的用途不是与您AWS账户中的 IAM 身份共享，也不是为了广泛应用于这些身份。将
此策略的应用范围限制为尽可能少的人员，也即您希望作为 AWS 账户管理员的那些人员。

通过AWS KMS密( SSE-KMS) 加密 CloudTrail 日志
文件

预设情况下，提交 CloudTrail 到您存储桶的日志文件是用 Amazon S3 托管加密密钥 (SSE-S3) 通过 Amazon 
服务器端加密进行加密的。要提供可直接管理的安全层，您可以改为将服务器端加密与AWS KMS密钥 
(SSE-KMS) 结合起来用于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Note

启用服务器端加密将使用 SSE-KMS 加密日志文件而不加密摘要文件。摘要文件使用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托管加密密钥（SSE-S3）加密。
如果您通过 S3 存储桶密钥使用现有 S3 存储桶，则 CloudTrail 必须在密策略中允许
使用AWS KMS操作GenerateDataKey和DescribeKey。如果未在密钥策略中授予
cloudtrail.amazonaws.com 这些权限，则无法创建或更新跟踪。

要对 SSE-KMS 使用 CloudTrail，您需要创建并管理 KMS 密钥，又称为AWS KMS key。您将向密附加策
略，该策略规定哪些用户可以使用该密钥加密和解密 CloudTrail 日志文件。通过 S3 可实现无缝解密。当密
的授权用户读取 CloudTrail 日志文件时，S3 管理解密，授权用户可以读取未加密形式的日志文件。

这种方法有以下优势：

• 您可以自行创建和管理 KMS 密钥加密密钥。
• 您可以使用单个 KMS 密钥对所有区域中的多个账户的日志文件进行加密和解密。
• 您可以控制哪些人可以使用您的密钥加密和解密 CloudTrail 日志文件。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将密钥的

权限分配给组织中的用户。
• 安全性更高。使用此功能时，为了读取日志文件，需要以下权限：

• 用户必须对包含日志文件的存储桶具有 S3 读取权限。
• 用户还必须应用了允许通过 KMS 密钥策略解密权限的策略或角色。

• 因为 S3 自动针对获得授权可以使用 KMS 密钥的用户的请求解密日志文件，所 CloudTrail 以日志文件的 
SSE-KMS 加密与读取 CloudTrail 日志数据的应用程序后向兼容。

Note

您选择的 KMS 密钥必须与接收日志文件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所在的同
一个 AWS 区域中创建。例如，如果日志文件将存储在美国东部（俄亥俄）区域的存储桶中，则必
须在该区域中创建一个 KMS 密钥，或者选择一个在该区域中创建的 KMS 密钥。要验证 S3 存储桶
的区域，请在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控制台中检查其属性。

启用日志文件加密
Note

如果您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创建 KMS 密钥，则会为您 CloudTrail 添加必需的 KMS 密钥策略部
分。如果您在 IAM 控制台或 AWS CLI 中创建了密钥，请按照这些步骤操作，您还需要手动添加必
需的策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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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启用 SSE-KMS 加密，请执行以下概要步骤：

1. 创建 KMS 密钥。

• 有关通过 AWS Management Console 创建 KMS 密钥的信息，请参阅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创建密钥。

• 有关通过 AWS CLI 创建 KMS 密钥的信息，请参阅 create-key。

Note

您选择的 KMS 密钥必须与接收日志文件的 S3 存储桶位于同一个区域。要验证某个 S3 存储桶
的区域，请在 S3 控制台中检查该存储桶的属性。

2. 将策略部分添加到密钥，这些策略 CloudTrail 部分可以加密并且用户可以解密日志文件。

• 有关将包含在策略中的内容的信息，请参阅为配置AWS KMS密钥策略 CloudTrail (p. 375)。
Warning

请务必在策略中为需要读取日志文件的所有用户包含解密权限。如果在将密钥添加到跟踪配
置前未执行此步骤，则无解密权限的用户将无法读取加密的文件，直至您向他们授予这些权
限。

• 有关使用 IAM 控制台编辑策略的信息，请参阅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编
辑密钥策略。

• 有关使用将策略附加到 KMS 密的信息AWS CLI，请参阅put-key-policy。
3. 更新您的跟踪，以便使用您修改了策略的 KMS 密钥 CloudTrail。

• 要使用 CloudTrail 控制台更新跟踪配置，请参阅更新资源以使用 KMS 密钥 (p. 385)。
• 要通过使用 AWS CLI 更新您的跟踪配置，请参阅使用启用和禁用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加密AWS 

CLI (p. 387)。

CloudTrail 还支持AWS KMS多区域密钥。有关多区域密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使用多区域密钥。

下一节介绍 KMS 密钥策略要求用于的策略部分 CloudTrail。

授予创建 KMS 密钥的权限
您可以使用 AWSKeyManagementServicePowerUser 策略授予用户创建 AWS KMS key 的权限。

授予权限以创建 KMS 密钥

1. 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IAM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iam/。
2. 选择您要授予权限的组或用户。
3. 选择 Permissions，然后选择 Attach Policy。
4. 搜索 AWSKeyManagementServicePowerUser，选择该策略，然后选择 Attach policy（附加策略）。

现在该用户有权创建 KMS 密钥了。如果您要为用户创建自定义策略，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创建客
户托管策略。

为配置AWS KMS密钥策略 CloudTrail
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创建 AWS KMS key：

• 控制 CloudTrail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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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管理控制台
• 这些区域有： AWS CLI

Note

如果您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创建 KMS 密钥，则会为您 CloudTrail 添加必需的 KMS 密钥策略。您
无需手动添加策略声明。请参阅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创建的默认 KMS 密钥策略 (p. 382)。

如果您在AWS管理或中创建 KMS 密钥AWS CLI，则必须为密钥添加策略部分，以便将它用于 CloudTrail。
该策略必须 CloudTrail 允许使用此密钥加密您的日志文件和事件数据存储，并允许您指定的用户读取未加密
形式的日志文件。

请参阅以下资源：

• 要使用 AWS CLI 创建 KMS 密钥，请参阅 create-key。
• 要编辑 KMS 密钥策略 CloudTrail，请参阅《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开发人员指南》中的编辑密钥

策略。
• 有关如何 CloudTrail 使用的技术细节AWS KMS，请参阅《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开发者指

南》AWS KMS中的 “如何AWS CloudTrail使用”。

用于时必需的 KMS 密钥策略部分 CloudTrail
如果您使用AWS管理或创建 KMS 密钥AWS CLI，则必须为 KMS 密钥策略添加以下语句，才能使其可用于 
CloudTrail。

主题
• 跟踪所需的 KMS 密钥策略元素 (p. 376)
• 事件数据存储所需的 KMS 密钥策略元素 (p. 376)

跟踪所需的 KMS 密钥策略元素

1. 启用 CloudTrail 日志加密权限。请参阅授予加密权限 (p. 377)。
2. 启用 CloudTrail 日志解密权限。请参阅授予解密权限 (p. 378)。如果您通过 S3 存储桶密钥使用现有 S3 

存储桶，则需要 kms:Decrypt 权限才能创建或更新启用了 SSE-KMS 加密的跟踪。
3. 启用 CloudTrail 以描述 KMS 密钥属性。请参阅启用 CloudTrail 以描述 KMS 密钥属性 (p. 382)。

作为安全最佳实践，请将 aws:SourceArn 条件密钥添加到 KMS 密钥策略。IAM 全局条件
密钥aws:SourceArn有助于确 CloudTrail 保 KMS 密钥仅用于特定跟踪记录或多个跟踪记
录。aws:SourceArn 的值始终是使用 KMS 密钥的跟踪记录 ARN（或跟踪记录 ARN 数组）。确保将
aws:SourceArn 条件密钥添加到现有跟踪记录的 KMS 密钥策略。

也支持 aws:SourceAccount 条件密钥，但不推荐使用。aws:SourceAccount 的值是跟踪记录拥有者的
账户 ID，或用于企业跟踪记录的管理账户 ID。

Important

向 KMS 密钥策略添加新部分时，不要更改策略中任何已存在的部分。
如果对跟踪启用了加密，并且禁用了 KMS 密钥，或未针对 KMS 密钥策略正确地配置 CloudTrail，
则 CloudTrail 无法交付日志。

事件数据存储所需的 KMS 密钥策略元素

1. 启用 CloudTrail 日志加密权限。请参阅授予加密权限 (p. 377)。
2. 启用 CloudTrail 日志解密权限。请参阅授予解密权限 (p.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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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授予用户和角色使用 KMS 密钥对事件数据存储数据进行加密和解密的权限。

在您创建事件数据存储并使用 KMS 密钥对其进行加密时，或者针对使用 KMS 密钥加密的事件数据存储
运行查询时，您应该拥有对 KMS 密钥的写入权限。KMS 密钥策略必须有权访问 CloudTrail，并且 KMS 
密钥应可由针对事件数据存储运行操作（如查询）的用户管理。

4. 启用 CloudTrail 以描述 KMS 密钥属性。请参阅启用 CloudTrail 以描述 KMS 密钥属性 (p. 382)。

在适用于事件数据存储的 KMS 密钥策略中，不支持 aws:SourceArn 和 aws:SourceAccount 条件密
钥。

Important

向 KMS 密钥策略添加新部分时，不要更改策略中任何已存在的部分。
如果针对 CloudTrail事件数据存储启用了加密，并且禁用或删除了 KMS 密钥，或未针对 KMS 密钥
策略正确地配置，则 CloudTrail无法将事件传送到您的事件数据存储。

授予加密权限
Example CloudTrail 允许代表特定账户加密日志

CloudTrail 需要显式的权限才能代表特定的账户使用 KMS 密钥加密日志。要指定账户，请将以下所需语句添
加到您的 KMS 密钥策略，并将 account-id、region 和 trailName 替换为与您的配置相应的值。您可
以向该EncryptionContext部分添加额外的账户 ID，以使这些账户 CloudTrail 能够使用 KMS 密钥加密日
志文件。

作为安全最佳实践，请将 aws:SourceArn 条件密钥添加到适用于跟踪的 KMS 密钥策略。IAM 全局条件密
钥aws:SourceArn有助于确 CloudTrail 保 KMS 密钥仅用于特定跟踪记录或多个跟踪记录。

{ 
   "Sid": "Allow CloudTrail to encrypt logs",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cloudtrail.amazonaws.com" 
    }, 
    "Action": "kms:GenerateDataKey*", 
    "Resource":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AWS:SourceArn": "arn:aws:cloudtrail:region:account-id:trail/trail-name" 
         }, 
         "StringLike": { 
             "kms:EncryptionContext:aws:cloud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account-
id:trail/*" 
         } 
    }
}

用于加密 CloudTrail Lake 事件数据存储日志的 KMS 密钥策略不能使用条件密
钥aws:SourceArn或aws:SourceAccount。以下是适用于事件数据存储的 KMS 密钥策略的示例。

{ 
    "Sid": "Allow CloudTrail to encrypt event data store",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cloudtrail.amazonaws.com" 
     }, 
     "Action": [ 
        "kms:GenerateDataKey", 
        "kms:Decry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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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source": "*"
}

Example

下面的示例策略语句演示了其他账户如何使用您的 KMS 密钥加密 CloudTrail 日志。

情况

• 您的 KMS 密钥位于账户 111111111111 中。
• 您和账户 222222222222 都将加密日志。

在该策略中，您向中添加了一个或多个使用您的密钥加密的账户 CloudTrailEncryptionContext。这仅限 
CloudTrail 于仅对您指定的账户使用您的密钥加密日志。当您授予 222222222222 账户根目录加密日志的权
限时，它会将加密必要权限委托给该账户中的其他用户。账户管理员通过更改与这些 IAM 用户关联的策略来
实现此目的。

作为安全最佳实践，请将 aws:SourceArn 条件密钥添加到 KMS 密钥策略。IAM 全局条件密
钥aws:SourceArn有助于确保仅 CloudTrail 将 KMS 密钥用于指定的跟踪记录。在适用于事件数据存储的 
KMS 密钥策略中，不支持此条件。

KMS 密钥策略语句：

{ 
  "Sid": "Enable CloudTrail encrypt permissions",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cloudtrail.amazonaws.com" 
  }, 
  "Action": "kms:GenerateDataKey*", 
  "Resource": "*", 
  "Condition": { 
    "StringLike": { 
      "kms:EncryptionContext:aws:cloudtrail:arn": [ 
        "arn:aws:cloudtrail:*:111111111111:trail/*", 
        "arn:aws:cloudtrail:*:222222222222:trail/*" 
      ] 
    }, 
    "StringEquals": { 
        "aws:SourceArn": "arn:aws:cloudtrail:region:account-id:trail/trail-name" 
    } 
  }
}

有关编辑 KMS 密钥策略以便与之一起使用的更多信息 CloudTrail，请参阅《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编辑密钥策略。

授予解密权限
在将 KMS 密钥添加到您的 CloudTrail 配置之前，应向所有需要的用户提供解密权限。拥有加密权限但没有
解密权限的用户无法读取加密日志。如果您通过 S3 存储桶密钥使用现有 S3 存储桶，则需要 kms:Decrypt
权限才能创建或更新启用了 SSE-KMS 加密的跟踪。

启用 CloudTrail 日志解密权限

必须为使用您的密钥的用户授予读取 CloudTrail 已加密的日志文件的显式权限。为使用户能够读取加密日
志，请向您的 KMS 密钥策略添加下面的必需声明（修改此Principal部分，从而为您需要其能够利用您的 
KMS 密钥执行解密操作的每个委托人添加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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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d": "Enable CloudTrail log decrypt permissions",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AWS": "arn:aws:iam::account-id:user/username" 
  }, 
  "Action": "kms:Decrypt", 
  "Resource": "*", 
  "Condition": { 
    "Null": { 
      "kms:EncryptionContext:aws:cloudtrail:arn": "false" 
    } 
  }
}

以下是允许 CloudTrail 服务主体解密跟踪日志所需的示例策略。

{ 
      "Sid": "Allow CloudTrail to decrypt a trail",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cloudtrail.amazonaws.com" 
        }, 
      "Action": "kms:Decrypt", 
      "Resource": "*"
}

与 La CloudTrail ke 事件数据存储配合使用的 KMS 密钥的解密策略与以下策略类似。指定为 Principal 的
值的用户或角色 ARN，需要解密权限才能创建或更新事件数据存储、运行查询或获取查询结果。

{ 
      "Sid": "Enable user key permissions for event data stores"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AWS": "arn:aws:iam::account-id:user/username" 
      }, 
      "Action": [ 
          "kms:Decrypt", 
          "kms:GenerateDataKey" 
      ], 
      "Resource": "*" 
  }

以下是允许 CloudTrail 服务主体解密事件数据存储日志所需的示例策略。

{ 
      "Sid": "Allow CloudTrail to decrypt an event data store",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cloudtrail.amazonaws.com" 
        }, 
      "Action": "kms:Decrypt", 
      "Resource": "*"
}

允许您账户中的用户使用您的 KMS 密钥解密跟踪日志

示例

本政策声明说明如何允许账户中的用户或角色使用您的密钥读取您账户的 S3 存储桶中的加密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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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情况

• 您的 KMS 密钥、S3 存储桶以及 IAM 用户 Bob 均位于账户中111111111111。
• 您授予 IAM 用户 Bob 解密此 S3 存储桶中的 CloudTrail 日志的权限。

在密钥策略中，您为 IAM 用户 Bob 启用 CloudTrail 日志解密权限。

KMS 密钥策略语句：

{ 
  "Sid": "Enable CloudTrail log decrypt permissions",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AWS": "arn:aws:iam::111111111111:user/Bob" 
  }, 
  "Action": "kms:Decrypt", 
  "Resource": "arn:aws:kms:region:account-id:key/key-id", 
  "Condition": { 
    "Null": { 
      "kms:EncryptionContext:aws:cloudtrail:arn": "false" 
    } 
  }
}

允许其他账户中的用户使用您的 KMS 密钥解密跟踪日志
您可以允许其他账户中的用户使用您的 KMS 密钥解密跟踪日志，而非事件数据存储日志。需要对密钥策略
执行的更改取决于 S3 存储桶位于您的账户还是其他账户中。

允许其他账户中的存储桶用户解密日志

示例

此策略声明演示如何让其他账户中的 IAM 用户或角色使用您的密钥读取其他账户的 S3 存储桶中的加密日
志。

情况

• 您的 KMS 密钥位于账户中111111111111。
• IAM 用户 Alice 和 S3 存储桶均位于账户中222222222222。

在这种情况下，您需要 CloudTrail 授予解密账户222222222222下的日志的权限，且赋予 Alice 的 IAM 用户
使用您的密钥（位于账户中的密钥KeyA）的策略权限111111111111。

KMS 密钥策略语句：

{ 
  "Sid": "Enable encrypted CloudTrail log read access",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AWS": [ 
      "arn:aws:iam::222222222222:root" 
    ] 
  }, 
  "Action": "kms:Decrypt", 
  "Resource": "arn:aws:kms:region:account-id:key/key-id", 
  "Condition": { 
    "Null": { 
      "kms:EncryptionContext:aws:cloudtrail:arn":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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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Alice 的 IAM 用户策略声明：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kms:Decrypt", 
      "Resource": "arn:aws:kms:us-west-2:111111111111:key/KeyA" 
    } 
  ]
}

允许其他账户中的用户解密您的桶中的跟踪日志

Example

此策略演示其他账户如何使用您的密钥读取您的 S3 存储桶中的加密日志。

Example 情况

• 您的 KMS 密钥和 S3 存储桶均位于账户中111111111111。
• 从您的存储桶读取日志的用户位于账户222222222222。

要启用此场景，您需要为账户中的 IAM 角色CloudTrailReadRole启用解密权限，然后授予其他账户代入该角
色的权限。

KMS 密钥策略语句：

{ 
  "Sid": "Enable encrypted CloudTrail log read access",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AWS": [ 
      "arn:aws:iam::11111111111:role/CloudTrailReadRole" 
    ] 
  }, 
  "Action": "kms:Decrypt", 
  "Resource": "arn:aws:kms:region:account-id:key/key-id", 
  "Condition": { 
    "Null": { 
      "kms:EncryptionContext:aws:cloudtrail:arn": "false" 
    } 
  }
}

CloudTrailReadRole信任实体政策声明：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Allow CloudTrail access",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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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arn:aws:iam::222222222222:root" 
     }, 
     "Action": "sts:AssumeRole" 
    } 
  ] 
 }

有关编辑 KMS 密钥策略以便与之一起使用的更多信息 CloudTrail，请参阅《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编辑密钥策略。

启用 CloudTrail 以描述 KMS 密钥属性
CloudTrail 需要描述 KMS 密钥属性的能力。要启用此功能，请将下面的必需语句原样添加到您的 KMS 密钥
策略中。此语句不会授予 CloudTrail 任何超出您指定的其他权限的权限。

作为安全最佳实践，请将 aws:SourceArn 条件密钥添加到 KMS 密钥策略。IAM 全局条件密
钥aws:SourceArn有助于确 CloudTrail 保 KMS 密钥仅用于特定跟踪记录或多个跟踪记录。

{ 
  "Sid": "Allow CloudTrail access",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cloudtrail.amazonaws.com" 
  }, 
  "Action": "kms:DescribeKey", 
  "Resource": "arn:aws:kms:region:account-id:key/key-id",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aws:SourceArn": "arn:aws:cloudtrail:region:account-id:trail/trail-name" 
    } 
  }
}

有关编辑 KMS 密钥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编辑密钥策
略。

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创建的默认 KMS 密钥策略
如果您在 CloudTrail 控制台AWS KMS key中创建，则会自动为您创建以下策略。该策略允许以下权限：

• 允许AWS 账户（根账户）对 KMS 密钥的权限。
• CloudTrail 允许在 KMS 密钥下加密日志文件并描述 KMS 密钥。
• 允许指定账户中的所有用户解密日志文件。
• 允许指定账户中的所有用户为 KMS 密钥创建 KMS 别名。
• 为创建跟踪的账户的账户 ID 启用跨账户日志解密。

主题
• CloudTrail Lake 事件数据存储的默认 KMS 密钥策略  (p. 382)
• 用于跟踪的默认 KMS 密钥策略 (p. 383)

CloudTrail Lake 事件数据存储的默认 KMS 密钥策略

以下是为您与 LaAWS KMS key CloudTrail ke 中的事件数据存储配合使用的创建的默认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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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ion": "2012-10-17", 
      "Id": "Key policy created by CloudTrail", 
      "Statement": [ 
        { 
          "Sid": "The key created by CloudTrail to encrypt event data stores. Created ${new 
 Date().toUTCString()}",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cloudtrail.amazonaws.com" 
          }, 
          "Action": [ 
            "kms:GenerateDataKey", 
            "kms:Decrypt" 
          ], 
          "Resource": "*" 
        }, 
        { 
          "Sid": "Enable IAM user permissions",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AWS": "arn:aws:iam::account-id:root" 
          }, 
          "Action": "kms:*", 
          "Resource": "*" 
        }, 
        { 
          "Sid": "Enable user to have permissions",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AWS" : "arn:aws:sts::account-id:role-arn" 
          }, 
          "Action": [ 
            "kms:Decrypt", 
            "kms:GenerateDataKey" 
           ], 
          "Resource": "*" 
        } 
      ] 
    }

用于跟踪的默认 KMS 密钥策略

以下是为您与跟踪配合使用的 AWS KMS key 创建的默认策略。

Note

该策略包含一条语句，允许使用 KMS 密钥跨账户解密日志文件。

{ 
    "Version": "2012-10-17", 
    "Id": "Key policy created by CloudTrail", 
    "Statement": [ 
        { 
            "Sid": "Enable IAM user permissions",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AWS": [ 
                    "arn:aws:iam::account-id:root", 
                    "arn:aws:iam::account-id:user/username" 
                ] 
            }, 
            "Action": "kms:*", 
            "Resourc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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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id": "Allow CloudTrail to encrypt logs",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cloudtrail.amazonaws.com" 
             }, 
            "Action": "kms:GenerateDataKey*", 
            "Resource":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AWS:SourceArn": "arn:aws:cloudtrail:region:account-id:trail/trail-
name" 
                }, 
                "StringLike": { 
                    "kms:EncryptionContext:aws:cloud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account-id:trail/*" 
                } 
            } 
        }, 
        { 
            "Sid": "Allow CloudTrail to describe key",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cloudtrail.amazonaws.com" 
             }, 
            "Action": "kms:DescribeKey", 
            "Resource": "*" 
        }, 
        { 
            "Sid": "Allow principals in the account to decrypt log files",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AWS": "*" 
             }, 
            "Action": [ 
                "kms:Decrypt", 
                "kms:ReEncryptFrom" 
            ], 
            "Resource":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kms:CallerAccount": "account-id" 
                }, 
                "StringLike": { 
                    "kms:EncryptionContext:aws:cloud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account-id:trail/*" 
                } 
            } 
        }, 
        { 
            "Sid": "Allow alias creation during setup",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AWS": "*" 
             }, 
            "Action": "kms:CreateAlias", 
            "Resource": "arn:aws:kms:region:account-id:key/key-id",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kms:ViaService": "ec2.region.amazonaws.com", 
                    "kms:CallerAccount": "account-id" 
                } 
            } 
        }, 
        { 
            "Sid": "Enable cross account log decry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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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AWS": "*" 
            }, 
            "Action": [ 
                "kms:Decrypt", 
                "kms:ReEncryptFrom" 
            ], 
            "Resource":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kms:CallerAccount": "account-id" 
                }, 
                "StringLike": { 
                    "kms:EncryptionContext:aws:cloud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account-id:trail/*" 
                } 
            } 
        } 
    ]
}

更新资源以使用 KMS 密钥
在 AWS CloudTrail 控制台中，更新跟踪或事件数据存储以使用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密钥。请注
意，使用您自己的 KMS 密钥将产生用于加密和解密的 AWS KMS 费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定价。

主题
• 更新跟踪以使用 KMS 密钥 (p. 385)
• 更新事件数据存储以使用 KMS 密钥 (p. 386)

更新跟踪以使用 KMS 密钥
要更新跟踪以使用您修改过的 CloudTrail，请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完成以下步骤。AWS KMS key

Note

按照以下过程更新跟踪将使用 SSE-KMS 加密日志文件，但不加密摘要文件。摘要文件使用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托管加密密钥（SSE-S3）加密。
如果您通过 S3 存储桶密钥使用现有 S3 存储桶，则 CloudTrail 必须在密钥策略中允许 S 3 存储桶
密钥使用现有 S3 存储桶，AWS KMS以GenerateDataKey及DescribeKey。如果未在密钥策略
中授予 cloudtrail.amazonaws.com 这些权限，则无法创建或更新跟踪。

要使用 AWS CLI 更新跟踪，请参阅使用启用和禁用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加密AWS CLI (p. 387)。

更新跟踪以使用 KMS 密钥

1. 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CloudTrail 主机，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cloudtrail/。

2. 选择 Trails（跟踪记录），然后选择跟踪记录名称。
3. 在 General details（一般详细信息）中，选择 Edit（编辑）。
4. 对于 Log file SSE-KMS encryption（日志文件 SSE-KMS 加密），如果您希望使用 SSE-KMS 加密而非 

SSE-S3 加密对您的日志文件进行加密，请选择 Enabled（已启用）。默认值为 Enabled（已启用）。
如果您未启用 SSE-KMS 加密，则将使用 SSE-S3 加密对您的日志进行加密。有关 SSE-KMS 加密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使用具有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的服务器端加密（SSE-KMS）。有关 SSE-
S3 加密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配合使用服务器端加密与 Amazon S3 托管加密密钥（SSE-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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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Existing（现有）以使用 AWS KMS key 更新您的跟踪。选择与接收日志文件的 S3 存储桶位于同
一个区域的 KMS 密钥。要验证 S3 存储桶的区域，请在 S3 控制台中查看其属性。

Note

您也可以键入其他账户的密钥 ARN。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更新资源以使用 KMS 密
钥 (p. 385)：密钥策略必须 CloudTrail 允许使用该密钥加密您的日志文件，并允许您指定的用
户读取未加密形式的日志文件。有关手动编辑密钥策略的信息，请参阅为配置AWS KMS密钥
策略 CloudTrail (p. 375)。

在 “AWS KMS别名” 中，指定您更改了策略以供使用的别名 CloudTrail，格式
为alias/MyAliasName。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更新资源以使用 KMS 密钥 (p. 385)：

您可以键入别名、ARN 或全局唯一密钥 ID。如果该 KMS 密钥属于另一账户，请验证密钥策略对您授予
了使用它的权限。值可以是以下格式之一：

• 别名：alias/MyAliasName
• 别名 ARN：arn:aws:kms:region:123456789012:alias/MyAliasName
• 密钥 

ARN：arn:aws:kms:region:123456789012:key/12345678-1234-1234-1234-123456789012
• 全局唯一密钥 ID：12345678-1234-1234-1234-123456789012

5. 选择 Update trail（更新跟踪）。

Note

如果您选择的 KMS 密钥被禁用或正等待删除，则不能使用该 KMS 密钥保存跟踪。您可以启用
该 KMS 密钥或选择另一个。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开发人员
指南中的密钥状态：对您的 KMS 密钥产生的影响。

更新事件数据存储以使用 KMS 密钥
要更新事件数据存储以使用您修改的 CloudTrail，请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完成以下步骤。AWS KMS key

要使用 AWS CLI 更新事件数据存储，请参阅 更新事件数据存储 (p. 206)。

Important

禁用或删除 KMS 密钥或者移除针对该密钥的 CloudTrail 权限，可以 CloudTrail 防止将事件摄入事
件数据存储，并可防止用户查询使用该密钥加密的事件数据存储中的数据。在将事件数据存储与 
KMS 密钥关联后，将无法移除或更改 KMS 密钥。在禁用或删除与事件数据存储配合使用的 KMS 
密钥之前，请删除或备份您的事件数据存储。

更新事件数据存储以使用 KMS 密钥

1. 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CloudTrail 主机，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cloudtrail/。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Lake 中的 Event data stores（事件数据存储）。选择要更新的事件数据存储。
3. 在 General details（一般详细信息）中，选择 Edit（编辑）。
4. 对于 Enryption（加密），如果未启用该选项，则选择 Use my own（使用我自己的），AWS KMS key

以使用您自己的 KMS 密钥来加密日志文件。

选择 Existing（现有），以使用您的 KMS 密钥更新事件数据存储。选择与事件数据存储位于同一个区域
内的 KMS 密钥。不支持来自其他账户的密钥。

在 Enter Alias（输入AWS KMS别名）中，使用格式 Enter Alias（输入别alias/MyAliasName名）
中，使用格式： CloudTrail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更新资源以使用 KMS 密钥 (p.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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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选择别名，也可以使用全局唯一的密钥 ID。值可以是以下格式之一：

• 别名：alias/MyAliasName
• 别名 ARN：arn:aws:kms:region:123456789012:alias/MyAliasName
• 密钥 

ARN：arn:aws:kms:region:123456789012:key/12345678-1234-1234-1234-123456789012
• 全局唯一密钥 ID：12345678-1234-1234-1234-123456789012

5. 选择保存更改。

Note

如果您选择的 KMS 密钥被禁用或正等待删除，则不能使用该 KMS 密钥来保存事件数据存储
配置。您可以启用该 KMS 密钥，也可以选择另一个密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开发人员指南中的密钥状态：对您的 KMS 密钥产生的影响。

使用启用和禁用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加密AWS CLI
本主题介绍如何使用启用和禁用 SSE-KMS 日志文件加密AWS CLI。 CloudTrail 有关背景信息，请参阅通过
AWS KMS密( SSE-KMS) 加密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p. 374)。

主题
• 使用启用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加密AWS CLI (p. 387)
• 使用禁用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加密AWS CLI (p. 389)

使用启用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加密AWS CLI
• 为跟踪启用日志文件加密 (p. 387)
• 为事件数据存储启用日志文件加密 (p. 388)

为跟踪启用日志文件加密

1. 使用 AWS CLI 创建密钥。您创建的密钥必须与接收 CloudTrail 日志文件的 S3 存储桶位于同一个区域。
对于此步骤，您将使用 AWS KMS create-key 命令。

2. 获取现有密钥策略，以便您能够修改它以使其适用于 CloudTrail。您可以使用 AWS KMS get-key-policy
命令检索密钥策略。

3. 向密钥策略添加所需部分，以便 CloudTrail 能够加密而且用户能够解密您的日志文件。确保为需要阅读
日志文件的所有用户授予解密权限。请勿更改策略的现有部分。有关要包含的策略部分的信息，请参阅
为配置AWS KMS密钥策略 CloudTrail (p. 375)。

4. 使用 AWS KMS put-key-policy 命令将修改后的 JSON 策略文件附加到密钥。
5. 使用--kms-key-id参数运行 CloudTrail create-trail或update-trail命令。此命令将启用日志

加密。

aws cloudtrail update-trail --name Default --kms-key-id alias/MyKmsKey

--kms-key-id 参数用于指定密钥（您将针对 CloudTrail 修改此密钥的策略）。它可以是以下格式中的
任意一种：

• 别名。示例：alias/MyAliasName
• 别名 ARN。示例：arn:aws:kms:us-east-2:123456789012:alias/MyAlias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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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钥 ARN。示例：arn:aws:kms:us-
east-2:123456789012:key/12345678-1234-1234-1234-123456789012

• 全局唯一密钥 ID。示例：12345678-1234-1234-1234-123456789012

以下为响应示例：

{ 
    "IncludeGlobalServiceEvents": true,  
    "Name": "Default",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Default",  
    "LogFileValidationEnabled": false, 
    "KmsKeyId": "arn:aws:kms:us-
east-2:123456789012:key/12345678-1234-1234-1234-123456789012",  
    "S3BucketName": "my-bucket-name"
}

如果存在 KmsKeyId 元素，则表示已启用日志文件加密功能。加密的日志文件应在约 5 分钟内出现在您
的桶中。

为事件数据存储启用日志文件加密

1. 使用 AWS CLI 创建密钥。您创建的密钥必须与事件数据存储位于同一区域。对于此步骤，请运行 AWS 
KMS create-key 命令。

2. 获取现有密钥策略以对其进行编辑以使其使用 CloudTrail。您可以通过运行 AWS KMS get-key-policy 命
令来获取密钥策略。

3. 向密钥策略添加所需部分，以便 CloudTrail 能够加密而且用户能够解密您的日志文件。确保为需要阅读
日志文件的所有用户授予解密权限。请勿更改策略的现有部分。有关要包含的策略部分的信息，请参阅
为配置AWS KMS密钥策略 CloudTrail (p. 375)。

4. 运行AWS KMSput-key-policy命令将编辑后的 JSON 策略文件附加到密钥。
5. 运行 CloudTrail create-event-data-store或update-event-data-store命令，然后添加--

kms-key-id参数。此命令将启用日志加密。

aws cloudtrail update-event-data-store --name my-event-data-store --kms-key-id 
 alias/MyKmsKey

--kms-key-id 参数用于指定密钥（您将针对 CloudTrail 修改此密钥的策略）。它可以是以下四种格式
中的任意一种：

• 别名。示例：alias/MyAliasName
• 别名 ARN。示例：arn:aws:kms:us-east-2:123456789012:alias/MyAliasName
• 密钥 ARN。示例：arn:aws:kms:us-
east-1:123456789012:key/12345678-1234-1234-1234-123456789012

• 全局唯一密钥 ID。示例：12345678-1234-1234-1234-123456789012

以下为响应示例：

{ 
    "Name": "my-event-data-store", 
    "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1:12345678910:eventdatastore/
EXAMPLEf852-4e8f-8bd1-bcf6cEXAMPLE", 
    "RetentionPeriod": "90", 
    "KmsKeyId": "arn:aws:kms:us-
east-1:123456789012:key/12345678-1234-1234-1234-12345678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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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ltiRegionEnabled": false, 
    "OrganizationEnabled": false, 
    "TerminationProtectionEnabled": true, 
    "AdvancedEventSelectors": [{ 
        "Name": "Select all external events", 
        "FieldSelectors": [{ 
            "Field": "eventCategory", 
            "Equals": [ 
                "ActivityAuditLog" 
            ] 
        }] 
    }]
}

如果存在 KmsKeyId 元素，则表示已启用日志文件加密功能。加密的日志文件应在约 5 分钟内出现在您
的事件数据存储中。

使用禁用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加密AWS CLI
要停止加密针对跟踪的日志，请运行 update-trail，并向 kms-key-id 参数传递一个空字符串：

aws cloudtrail update-trail --name my-test-trail --kms-key-id ""

以下为响应示例：

{ 
    "IncludeGlobalServiceEvents": true,  
    "Name": "Default",  
    "TrailARN":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Default",  
    "LogFileValidationEnabled": false,  
    "S3BucketName": "my-bucket-name"
}

如果不存在 KmsKeyId 值，则表示已停用日志文件加密功能。

Important

您无法停止针对事件数据存储的日志文件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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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Trail CCC
C CloudTrail CN 格式的记录。日志包含有关您账户中的资源请求的信息，如谁发出请求、所使用的服务、执
行的操作以及操作的参数。事件数据包含在 Records 数组中。

下面的示例显示的是CRIL 日志是一种 CT。在此事件中，名为的 IAM 用户从 CloudTrail控制
台Mary_Major调 CloudTrail StartLogging用 API 以启动日志记录过程。

{ 
    "eventVersion": "1.05", 
    "userIdentity": { 
        "type": "IAMUser", 
        "principalId": "AIDAJDPLRKLG7UEXAMPLE", 
        "arn": "arn:aws:iam::123456789012:user/Mary_Major", 
        "accountId": "123456789012", 
        "accessKeyId": "AKIAIOSFODNN7EXAMPLE", 
        "userName": "Mary_Major", 
        "sessionContext": { 
            "sessionIssuer": {}, 
            "webIdFederationData": {}, 
            "attributes": { 
                "mfaAuthenticated": "false", 
                "creationDate": "2019-06-18T22:28:31Z" 
            } 
        }, 
        "invokedBy": "signin.amazonaws.com" 
    }, 
    "eventTime": "2019-06-19T00:18:31Z", 
    "eventSource": "cloudtrail.amazonaws.com", 
    "eventName": "StartLogging", 
    "awsRegion": "us-east-2", 
    "sourceIPAddress": "203.0.113.64", 
    "userAgent": "signin.amazonaws.com", 
    "requestParameters": { 
        "name": "arn:aws:cloudtrail:us-east-2:123456789012:trail/My-First-Trail" 
    }, 
    "responseElements": null, 
    "requestID": "ddf5140f-EXAMPLE", 
    "eventID": "7116c6a1-EXAMPLE", 
    "readOnly": false, 
    "eventType": "AwsApiCall", 
    "recipientAccountId": "123456789012"
}, 
    ... additional entries ...

记录两种事件以显示 C CloudTrail sights 中的异常活动：启动事件和结束事件。下面的示例
显示了一个启动见解事件的单个日志记录，该事件是在不寻常地多次调用 Application Auto 
Scaling API CompleteLifecycleAction 时发生的。对于见解事件，eventCategory 的值为
Insight。insightDetails 块标识事件状态、源、名称、见解类型和上下文，包括统计信息和归因。有
关 insightDetails 块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loudTrail 见解insightDetails元素 (p. 412)。

{ 
          "eventVersion": "1.07", 
          "eventTime": "2020-07-21T20:56:00Z", 
          "awsRegion": "us-east-1", 
          "eventID": "abcd00b0-ccfe-422d-961c-98a2198a408x", 
          "eventType": "AwsCloudTrailInsight", 
          "recipientAccountId": "838185438692", 
          "sharedEventID": "7bb000gg-22b3-4c03-94af-c74tj0c8m7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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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ightDetails": { 
            "state": "Start", 
            "eventSource": "autoscaling.amazonaws.com", 
            "eventName": "CompleteLifecycleAction", 
            "insightType": "ApiCallRateInsight", 
            "insightContext": { 
              "statistics": { 
                "baseline": { 
                  "average": 0.0000882145 
                }, 
                "insight": { 
                  "average": 0.6 
                }, 
                "insightDuration": 5, 
                "baselineDuration": 11336 
              }, 
              "attributions": [ 
                { 
                  "attribute": "userIdentityArn", 
                  "insight": [ 
                    { 
                      "value": "arn:aws:sts::012345678901:assumed-role/CodeDeployRole1", 
                      "average": 0.2 
                    }, 
                    { 
                      "value": "arn:aws:sts::012345678901:assumed-role/CodeDeployRole2", 
                      "average": 0.2 
                    }, 
                    { 
                      "value": "arn:aws:sts::012345678901:assumed-role/CodeDeployRole3", 
                      "average": 0.2 
                    } 
                  ], 
                  "baseline": [ 
                    { 
                      "value": "arn:aws:sts::012345678901:assumed-role/CodeDeployRole1", 
                      "average": 0.0000882145 
                    } 
                  ] 
                }, 
                { 
                  "attribute": "userAgent", 
                  "insight": [ 
                    { 
                      "value": "codedeploy.amazonaws.com", 
                      "average": 0.6 
                    } 
                  ], 
                  "baseline": [ 
                    { 
                      "value": "codedeploy.amazonaws.com", 
                      "average": 0.0000882145 
                    } 
                  ] 
                }, 
                { 
                  "attribute": "errorCode", 
                  "insight": [ 
                    { 
                      "value": "null", 
                      "average": 0.6 
                    } 
                  ], 
                  "baseline": [ 
                    { 
                      "value":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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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erage": 0.0000882145 
                    } 
                  ] 
                } 
              ] 
            } 
          }, 
          "eventCategory": "Insight"
}

以下主题列的是 C CloudTrail CAWS I 调用和登录事件参考

主题
• CloudTrail 记录内容 (p. 392)
• CloudTrail userIdentity 元素 (p. 405)
• CloudTrail 见解insightDetails元素 (p. 412)
• 捕获的非 API 事件 CloudTrail (p. 417)

CloudTrail 记录内容
记录的正文包含若干字段，可帮助您确定所请求的操作以及在何时何地发出请求。当 Optional (可选) 的值为
True 时，该字段仅在应用于服务、API 或事件类型时才存在。可选值 False 表示字段始终存在，或者其存在
不依赖于服务、API 或事件类型。示例是 responseElements，它存在于可做出更改的操作（创建、更新
或删除操作）的事件中。

eventTime

完成请求的日期和时间 [用协调世界时（UTC）表示]。事件的时间戳来自本地主机，该主机提供进
行 API 调用时所在的服务 API 终端节点。例如，在美国西部（俄勒冈）区域运行的 CreateBucket
API 事件将从运行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终端节点的 AWS 主机 s3.us-
west-2.amazonaws.com 上的时间获得其时间戳。总的来说，AWS 服务使用网络时间协议 (NTP) 来
同步其系统时钟。

Since (自从)：1.0

Optional (可选)：False
eventVersion

日志事件格式的版本。当前版本为 1.08。

eventVersion 值是主要版本和次要版本，格式为 major_version.minor_version。例如，您可获
得 1.07 的 eventVersion 值，其中 1 是主要版本，07 是次要版本。

CloudTrail 如果对不向后兼容的事件结构进行了更改，则主要版本将递增。这包括删除已存在的 JSON 
字段，或更改字段内容的表示方式（例如，日期格式）。 CloudTrail 如果更改将新字段添加到事件结构
中，则次要版本将递增。如果新信息对部分或全部现有事件可用，或者新信息仅可用于新事件类型，则
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应用程序可忽略新字段，以便与事件结构的新次要版本保持兼容。

如果 CloudTrail 引入了新的事件类型，但事件的结构未经更改，则事件版本不会更改。

为确保您的应用程序能够解析事件结构，我们建议您对主要版本号执行等于比较。为了确保您的应用程
序所期望的字段存在，我们还建议对次 greater-than-or-equal要版本执行-to 比较。次要版本中没有前导
零。您可以将 major_version 和 minor_version 都解读为数字，并执行比较操作。

Since (自从)：1.0

Optional (可选)：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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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Identity

有关发出请求的 IAM 身份的信息。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CloudTrail userIdentity 元素 (p. 405)：

Since (自从)：1.0

Optional (可选)：False

eventSource

已将请求发出到的服务。此名称通常为服务名称的简短形式，不含空格但会加上 .amazonaws.com。
例如：
• AWS CloudFormation 为 cloudformation.amazonaws.com。
• Amazon EC2 是 ec2.amazonaws.com。
• Amazon Simple Workflow Service 是 swf.amazonaws.com。

此约定存在某些例外情况。例如，亚马逊eventSource的 CloudWatch 
为monitoring.amazonaws.com。

Since (自从)：1.0

Optional (可选)：False

eventName

请求的操作（服务的 API 中的某个操作）。

Since (自从)：1.0

Optional (可选)：False

awsRegion

已将请求发出到的 AWS 区域，如 us-east-2。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地区 (p. 14)。

Since (自从)：1.0

Optional (可选)：False

sourceIPAddress

已从中发出请求的 IP 地址。对于源自服务控制台的操作，报告的地址针对的是基础客户资源而不是控制
台 Web 服务器。对于 AWS 中的服务，仅显示 DNS 名称。

Since (自从)：1.0

Optional (可选)：False
Note

对于由 AWS 发起的事件，此字段通常为 AWS Internal/#，其中 # 是供内部使用的编号。

userAgent

通过其发出请求的代理，例如 AWS Management Console、AWS 服务、AWS 开发工具包或 AWS 
CLI。此字段的最大大小为 1 KB；超过该限制的内容将被截断。以下是值示例：
• signin.amazonaws.com – 请求由 IAM 用户通过 AWS Management Console 发出。
• console.amazonaws.com – 请求由根用户通过 AWS Management Console 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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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bda.amazonaws.com – 请求通过 AWS Lambda 发出。
• aws-sdk-java – 请求通过 AWS SDK for Java 发出。
• aws-sdk-ruby – 请求通过 AWS SDK for Ruby 发出。
• aws-cli/1.3.23 Python/2.7.6 Linux/2.6.18-164.el5 – 请求通过 Linux 上安装的 AWS 

CLI 发出。
Note

对于由 AWS 发起的事件，此字段通常为 AWS Internal/#，其中 # 是供内部使用的编号。

Since (自从)：1.0

Optional (可选)：True

errorCode

如果请求返回错误，则为 AWS 服务错误。有关显示此字段的示例，请参阅 示例错误代码及留言记
录 (p. 21)。此字段的最大大小为 1 KB；超过该限制的内容将被截断。

Since (自从)：1.0

Optional (可选)：True

errorMessage

如果请求返回一个错误，则为该错误的描述。此消息包含授权失败的消息。 CloudTrail 捕获服务在其
异常处理中记录的消息。有关示例，请参阅 示例错误代码及留言记录 (p. 21)。此字段的最大大小为 1 
KB；超过该限制的内容将被截断。

Note

某些 AWS 服务将 errorCode 和 errorMessage 作为事件中的顶级字段提供。其他 AWS 服
务在 responseElements 中提供错误信息。

Since (自从)：1.0

Optional (可选)：True

requestParameters

与请求一起发送的参数（如果有）。这些参数记录在相应 AWS 服务的 API 参考文档中。此字段的最大
大小为 100 KB；超过该限制的内容将被截断。

Since (自从)：1.0

Optional (可选)：False

responseElements

可做出更改的操作（创建、更新或删除操作）的响应元素。如果某个操作不更改状态（例如，用于获取
或列出对象的请求），则忽略此元素。这些操作记录在相应 AWS 服务的 API 参考文档中。此字段的最
大大小为 100 KB；超过该限制的内容将被截断。

responseElements 值对帮助您使用 AWS Support 跟踪请求很有用。x-amz-request-id 和 x-
amz-id-2 包含的信息都可帮助您使用 AWS Support 跟踪请求。这些值与为响应启动事件的请求而返
回的服务值相同，因此您可以使用这些值匹配事件与请求。

Since (自从)：1.0

Optional (可选)：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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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alEventData

不是请求或响应一部分的关于事件的其他数据。此字段的最大大小为 28 KB；超过该限制的内容将被截
断。

从 eventVersion1.00 开始支持此字段。

Since (自从)：1.0

Optional (可选)：True

requestID

用于标识请求的值。所调用的服务生成此值。此字段的最大大小为 1 KB；超过该限制的内容将被截断。

从 eventVersion1.01 开始支持此字段。

Since (自从)：1.01

Optional (可选)：False

eventID

由生成的 CloudTrail 用来唯一标识每个事件的 GUID。您可以使用此值来标识单个事件。例如，您可以
将此 ID 用作主键来从可搜索的数据库中检索日志数据。

Since (自从)：1.01

Optional (可选)：False

eventType

标识生了成事件记录的事件的类型。它可以是以下值之一：
• AwsApiCall - 调用了一个 API。
• AwsServiceEvent (p. 417) – 该服务生成了一个与跟踪相关的事件。例如，如果另一个账户使用

您拥有的资源发起调用，则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 AwsConsoleAction – 在控制台中执行了一个非 API 调用的操作。
• AwsConsoleSignIn (p. 418)— 您账户（根、IAM、联合身份、SAML 或 SwitchRole）中的用户

登录了AWS Management Console。
• AwsCloudTrailInsight (p. 254)— 如果对跟踪启用了见解事件，则将在 CloudTrail 检测到异

常操作活动时，例如资源调配高峰或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操作， CloudTrail 
将会生成见解事件。

AwsCloudTrailInsight 事件未使用以下字段：
• eventName
• eventSource
• sourceIPAddress
• userAgent
• userIdentity

Since (自从)：1.02

Optional (可选)：False

apiVersion

标识与 AwsApiCall eventType 值关联的 API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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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自从)：1.01

Optional (可选)：True

managementEvent

一个布尔值，标识该事件是否为管理事件。如果 eventVersion 为 1.06 或更高，则事件记录中将显示
managementEvent，并且事件类型为以下值之一：
• AwsApiCall
• AwsConsoleAction
• AwsConsoleSignIn
• AwsServiceEvent

Since (自从)：1.06

Optional (可选)：True

readOnly

标识此操作是否为只读操作。它可以是以下值之一：
• true – 操作为只读操作（例如，DescribeTrails）。
• false – 操作为只写操作（例如，DeleteTrail）。

Since (自从)：1.01

Optional (可选)：True

resources

事件中访问的资源列表。此字段可包含以下信息：
• 资源 ARN
• 资源拥有者的账户 ID
• 资源类型标识符，格式为：AWS::aws-service-name::data-type-name

例如，在记录 AssumeRole 事件时，resources 字段可能如下所示：
• ARN：arn:aws:iam::123456789012:role/myRole
• 账户 ID: 123456789012
• 资源类型标识符：AWS::IAM::Role

例如，带有resources字段的日志，请参阅 AWS STSIAM 用户指南中的 “ CloudTrail 日志文件中的 
API 事件” 或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开发者指南” 中的 “记录AWS KMS API 调用”。

Since (自从)：1.01

Optional (可选)：True

recipientAccountId

表示已收到此事件的账户 ID。recipientAccountID 可能与 CloudTrail userIdentity 元素 (p. 405)
accountId 不同。此情况会在跨账户资源访问中发生。例如，如果一个单独的账户已使用 KMS 密
钥（也称为 AWS KMS key）调用 Encrypt API，则已传输到发起调用的账户的事件的 accountId 和
recipientAccountID 值将相同，而已传输到拥有 KMS 密钥的账户的事件的这两个值不相同。

Since (自从)：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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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al (可选)：True

serviceEventDetails

确定服务事件，包括触发活动的原因和结果。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服务事件 (p. 417)：此字段
的最大大小为 100 KB；超过该限制的内容将被截断。

Since (自从)：1.05

Optional (可选)：True

sharedEventID

GUID CloudTrail ，用于唯一标识来自发送到不同AWS账户的相同AWS操作 CloudTrail 的事件。

例如，当账户使用属于其他账户的时 AWS KMS key，对于相同的操作，使用 KMS 密钥的账户和
拥有 KS 密钥的账户接收不同 CloudTrail 的事件。为该AWS行动提供的每个 CloudTrail 事件都相
同sharedEventID，但也有唯一的eventID和recipientAccountID。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示例 sharedEventID (p. 399)：
Note

仅当向sharedEventID多个账户提交 CloudTrail 事件时，才会存在。如果调用方和所有者是
同一 AWS 账户， CloudTrail 只发送一个事件，并且不会存在 sharedEventID 字段。

Since (自从)：1.03

Optional (可选)：True

vpcEndpointId

确定从 VPC 向另一个 AWS 服务发送请求的 VPC 终端节点，如 Amazon S3。

Since (自从)：1.04

Optional (可选)：True
eventCategory

显示 LookupEvents 调用中使用的事件类别。
• 对于管理事件，值为 Management。
• 对于数据事件，值为 Data。
• 对于见解事件，值为 Insight。

从：1.07

Optional (可选)：False
addendum

如果事件传递延迟，或者在记录事件后获得了有关现有事件的其他信息，则附录字段将显示有关事件延
迟原因的信息。如果现有事件中缺少信息，则附录字段将包含缺失的信息以及缺失信息的原因。内容包
括下列信息。
• reason - 事件或其部分内容丢失的原因。值可以是以下任何一项。

• DELIVERY_DELAY – 传送事件时出现延迟。这可能是由高网络流量、连接问题或 CloudTrail 服务问
题导致。

• UPDATED_DATA – 事件记录中的字段丢失或值不正确。
• SERVICE_OUTAGE— 将事件记录到中断， CloudTrail 但无法将事件记录到 CloudTrail。这种情况极

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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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datedFields - 由附录更新的事件记录字段。只有在原因为 UPDATED_DATA 时才提供此信息。
• originalRequestID - 请求的原始唯一 ID。只有在原因为 UPDATED_DATA 时才提供此信息。
• originalEventID - 原始事件 ID。只有在原因为 UPDATED_DATA 时才提供此信息。

从：1.08

Optional (可选)：True
sessionCredentialFromConsole

显示事件是否源自 AWS Management Console 会话。此字段不会显示出来，除非该值为 true，这意
味着用于进行 API 调用的客户端是代理或外部客户端。如果使用了代理客户端，则不显示 tlsDetails
事件字段。

从：1.08

Optional (可选)：True
edgeDeviceDetails

显示有关作为请求目标的边缘设备的信息。目前，S3 Outposts 设备事件包括此字段。此字段的最大
大小为 28 KB；超过该限制的内容将被截断。

从：1.08

Optional (可选)：True
tlsDetails

显示服务 API 调用中使用的客户端提供主机名（通常是服务端点的 FQDN）的传输层安全性协议 (TLS) 
版本、密码套件和完全限定域名 (FQDN) 相关信息。 CloudTrail如果预期信息丢失或为空，仍会记录部
分 TS 详细信息。例如，如果 TS 版本和密码套件存在，但HOST标头为空，则可用 TS 详细信息仍会记
录在 CloudTrail 事件中。有关将 TS 详细信息记录到哪些服务的更多信息CloudTrail，请参阅支持 TLS 
详细信息的服务 CloudTrail (p. 400)。

如果 sessionCredentialFromConsole 存在且值为 true，则仅当使用外部客户端进行 API 调用
时，tlsDetails 才存在于事件记录中。
• tlsVersion - 请求的 TLS 版本。
• cipherSuite - 请求的密码套件（所用安全算法的组合）。
• clientProvidedHostHeader - 服务 API 调用中使用的客户端提供主机名，通常是服务端点的 

FQDN。

从：1.08

Optional (可选)：True

见解事件的记录字段
以下是见解事件的 JSON 结构中显示的属性，这些属性与管理或数据事件中的属性不同。

sharedEventId

sharedEventID对于事件的管理和数据类型， CloudTrail sharedEventIDInsights 事件与 CloudTrail
事件的管理和数据类型不同。在 Insights 事件中，asharedEventID 是 In CloudTrail sights 生成的 
GUID，用于唯一标识 Insights 事件。 sharedEventID在开始和结束 Insights 事件之间是通用的，有助
于将两个事件联系起来以唯一地标识异常活动。您可以将 sharedEventID 视为整体见解事件 ID。

从：1.07

Optional (可选)：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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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Details

仅限见解事件。显示有关见解事件的基础触发器的信息，如事件源、用户代理、统计信息、API 名称，
以及该事件是见解事件的开始还是结束。有关 insightDetails 数据块的内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loudTrail 见解insightDetails元素 (p. 412)。

从：1.07

Optional (可选)：False

示例 sharedEventID
下面的示例介绍 “如何 CloudTrail 为相同操作提交两个事件：

1. Alice 拥有 AWS 账户 (111111111111，并创建了 AWS KMS key。她是此 KMS 密钥的所有者。
2. Bob 有 AWS 账户 (222222222222)。Alice 向 Bob 提供使用该 KMS 密钥的权限。
3. 每个账户都有跟踪和单独的存储桶。
4. Bob 使用该 KMS 密钥来调用 Encrypt API。
5. CloudTrail 发送两个单独的事件。

• 一个事件发送给 Bob。该事件显示他使用了该 KMS 密钥。
• 一个事件发送给 Alice。该事件显示 Bob 使用了该 KMS 密钥。
• 这些事件具有相同的 sharedEventID，但是 eventID 和 recipientAccountID 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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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Trail 见解中的共享事件 ID
sharedEventID对于事件的管理和数据类型， CloudTrail sharedEventIDInsights 事件与 CloudTrail 事件
的管理和数据类型不同。在见解事件中，asharedEventID 是一个 GUID，它由 CloudTrail Insights 生成以
唯一标识开始和结束 Insights 事件对。 sharedEventID在开始和结束 Insights 事件之间是通用的，有助于
在这两个事件建立关联以唯一地标识异常活动。

您可以将 sharedEventID 视为整体见解事件 ID。

支持 TLS 详细信息的服务 CloudTrail
AWS 正在将所有 AWS 服务 API 端点的 TLS 配置更新到最低 TLS 版本 1.2。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博客
文章 TLS 1.2 成为所有 AWS API 端点的最低 TLS 协议级别。每个 CloudTrail 记录中的tlsDetails结构
包含 TLS 版本、密码套件和服务 API 调用中使用的客户端提供的主机名，通常是服务端点的完全限定域
名 (FQDN)。然后，您可以使用记录中的数据来帮助您确定负责 TLS 1.0 或 1.1 调用的客户端软件，并相应
地更新它。目前，近一半的AWS服务在 CloudTrail tlsDetails现场提供 TLS 信息。下表显示了AWS在 
CloudTrail 记录中显示 TLS 信息。

支持 TLS 详细信息的服务

Alexa for Business

AWS Activate

AWS AppConfig

AWS App Mesh

AWS App Runner

Amazon AppStream A

AWS Auto Scaling

AWS Backup

AWS Backup 网关

AWS Billing

AWS Certificate Manager

AWS Cloud9

Amazon Cloud Directory

AWS CloudFormation

亚马逊 CloudFront

AWS Cloud Map

亚马逊 CloudSearch

AWS CloudTrail

亚马逊 CloudWatch

Amazon CloudWatch AAA

亚马逊 CloudWatch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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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TLS 详细信息的服务

亚马逊 CloudWatch 日志

AWS CodeArtifact

AWS CodeBuild

AWS CodeCommit

AWS CodeDeploy

AWS CodePipeline

AWS CodeStar

AWS CodeStar 连接

Amazon Comprehend

Amazon Comprehend Medical

AWS Compute Optimizer

Amazon Connect Voice ID

AWS Control Tower

AWS Cost and Usage Report

AWS Cost Explorer

AWS Database Migration Service (DMS)

AWS Data Pipeline

AWS DataSync

AWS DeepRacer

AWS Device Farm

AWS Diode

AWS Direct Connect

AWS Directory Service

Amazon DynamoDB

Amazon DynamoDB Accelerator (DAX)

Amazon Elastic Block Store (EBS)

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EC2)

Amazon EC2 Instance Connect

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Registry (ECR)

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Registry (ECR) 公有

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Service (E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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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TLS 详细信息的服务

亚马逊 ElastiCache

Amazon Elastic File System (EFS)

Amazon Elastic Transcoder

AWS 弹性负载均衡器 (ELB)

AWS 弹性负载均衡器 (ELBV2)

AWS Elemental MediaStore

Amazon EMR

亚马逊 EventBridge

AWS Firewall Manager

Amazon Forecast

Amazon Fraud Detector

Amazon FSx

亚马逊 GameLift

AWS Global Accelerator

AWS Glue (Lake Formation)

亚马逊 HealthLake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AWS Identity Store

Amazon Inspector

AWS IoT Analytics

AWS IoT Core

AWS IoT Events

AWS IoT Secure Tunneling

AWS IoT SiteWise

AWS IoT Wireless

Amazon Kendra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KMS)

Amazon Kinesis

Amazon Kinesis Data Analytics

Amazon Kinesis Data Firehose

Amazon Kinesis Data Str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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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TLS 详细信息的服务

Amazon Kinesis Video Streams

AWS Lambda

AWS License Manager

Amazon Lightsail

Amazon Lookout for Equipment

Amazon Machine Learning

Amazon Managed Service for Prometheus

AWS Managed Services

AWS Marketplace Commerce Analytics

AWS Marketplace 发现

AWS Marketplace Entitlement Service

AWS Marketplace Metering Service

Amazon Mechanical Turk

Amazon MemoryDB for Redis

AWS Migration Hub

AWS Network Firewall

亚马逊 OpenSearch 服务

AWS OpsWorks CM

AWS Organizations

Amazon Polly

AWS 价目表

AWS Private Certificate Authority

AWS Proton

亚马逊 QuickSight

Amazon Redshift

Amazon Rekognition

Amazon 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 (RDS)

Amazon 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 (RDS) 数据 API

AWS Resource Groups标记

Amazon Route 53

Amazon Route 53 Do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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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TLS 详细信息的服务

Amazon Route 53 Resolver

亚马逊 SageMaker

亚马逊 SageMaker-Edge

AWS Secrets Manager

AWS Security Token Service (STS)

AWS Service Catalog

AWS 服务配额

AWS Shield

Amazon SimpleDB

Amazon Simple Email Service (SES)

Amazon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SNS)

Amazon Simple Queue Service (SQS)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S3)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Glacier

Amazon Simple Workflow Service (SWF)

AWS Snowball

AWS Step Functions

AWS Storage Gateway

AWS Support

AWS Systems Manager

Amazon Textract

Amazon Timestream

Amazon Transcribe Streaming Service

AWS Transfer Family

Amazon Translate

AWS Trusted Advisor

AWS WAF

亚马逊 WorkDocs

亚马逊 WorkMail

Amazon WorkMail Mess

亚马逊 Work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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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TLS 详细信息的服务

AWS X-Ray

CloudTrail userIdentity 元素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提供不同类型的身份。userIdentity 元素包含有关发出请
求的 IAM 身份的类型的详细信息，以及使用了哪些凭证。如果使用的是临时证书，则该元素显示证书是如何
获取的。

目录
• 示例 (p. 405)
• 字段 (p. 406)
• 用于 SAML 和 Web 联合身份验证的 AWS STS API 的值 (p. 409)
• AWS STS 源身份 (p. 410)

示例
userIdentity 与 IAM 用户凭证

以下示例显示使用名为 Alice 的 IAM 用户的证书发出的简单请求的 userIdentity 元素。

"userIdentity": { 
  "type": "IAMUser", 
  "principalId": "AIDAJ45Q7YFFAREXAMPLE", 
  "arn": "arn:aws:iam::123456789012:user/Alice", 
  "accountId": "123456789012", 
  "accessKeyId": "", 
  "userName": "Alice"
}

使用临时安全证书的 userIdentity

以下示例显示使用通过代入 IAM 角色获取的临时安全凭证发出的请求的 userIdentity 元素。该元素包含
有关为获取证书而担任的角色的其他详细信息。

"userIdentity": { 
    "type": "AssumedRole", 
    "principalId": "AROAIDPPEZS35WEXAMPLE:AssumedRoleSessionName", 
    "arn": "arn:aws:sts::123456789012:assumed-role/RoleToBeAssumed/MySessionName", 
    "accountId": "123456789012", 
    "accessKeyId": "", 
    "sessionContext": { 
      "attributes": { 
        "mfaAuthenticated": "false", 
        "creationDate": "20131102T010628Z" 
      }, 
      "sessionIssuer": { 
        "type": "Role", 
        "principalId": "AROAIDPPEZS35WEXAMPLE", 
        "arn": "arn:aws:iam::123456789012:role/RoleToBeAssumed", 
        "accountId": "123456789012", 
        "userName": "RoleToBeAssume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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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以下字段可显示在 userIdentity 元素中。

type

身份的类型。以下是可能的值：
• Root— 请求是使用您的AWS 账户证书提出的。如果userIdentity类型为Root，并且您为账户设

置了别名，则该userName字段包含您的账户别名。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您的AWS 账户 ID 及其别
名。

• IAMUser – 已使用 IAM 用户的凭证发出请求。
• AssumedRole – 已使用角色通过调用 AWS Security Token Service (AWS STS) AssumeRole API 获

得的临时安全凭证发出请求。这可包括适用于 Amazon EC2 的角色和跨账户 API 访问。
• Role – 已由具有特定权限的持久 IAM 身份发出请求。角色会话的发出者始终为角色。有关角色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角色术语和概念。
• FederatedUser— 已使用通过调用AWS STS GetFederationTokenAPI 获取的临时安全证书发出

请求。sessionIssuer 元素指示是使用根还是 IAM 用户凭证调用了该 API。

有关临时安全凭证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临时安全凭证。
• Directory – 向目录服务发出了请求，类型未知。目录服务包括以下内容：亚马逊 WorkDocs 和

Amazon QuickSight。
• AWSAccount— 请求是由其他发出AWS 账户
• AWSService— 该请求是由属于...AWS 账户 的用户提出的AWS 服务。例如，AWS Elastic Beanstalk

代入您的账户中的 IAM 角色来AWS 服务代表您呼叫其他他他。
• Unknown— 已使用 CloudTrail 无法确定的身份类型发出请求。

Optional (可选)：False

当使用您拥有的 IAM 角色进行跨账户访问时，日志中将显示 type 的 AWSAccount 和 AWSService。

示例：由另一个 AWS 账户启动的跨账户访问

1. 您在自己的账户中拥有一个 IAM 角色。
2. 另一个 AWS 账户将切换到该角色以代入您的账户的角色。
3. 由于您拥有 IAM 角色，因此您将收到一个显示已代入此角色的其他账户的日志。type 为

AWSAccount。有关示例日志条目，请参阅 CloudTrail 日志文件中的AWS STS API 事件。

示例：由 AWS 服务启动的跨账户访问

1. 您在自己的账户中拥有一个 IAM 角色。
2. AWS 服务拥有的 AWS 账户将代入此角色。
3. 由于您拥有 IAM 角色，因此您将收到一个显示已代入此角色的 AWS 服务的日志。type 为

AWSService。

userName

已发出调用的身份的友好名称。userName 中显示的值基于 type 中的值。下表显示 type 和
userName 之间的关系：

type userName 描述

Root（未设置别名） 不存在 如果您尚未设置别名AWS 账户，则该userName字段
不会出现。有关账户别名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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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userName 描述
户 ID 及其别名。请注意，该userName字段不能包
含Root，因为Root它是身份类型而不是用户名。

Root（已设置别名） 账户别名 有关AWS 账户别名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您的AWS 账
户 ID 及其别名。

IAMUser IAM 用户的用户
名

 

AssumedRole 不存在 对于AssumedRole类型，可以
在中找到sessionContext作
为sessionIssuer (p. 408)元素一部分
的userName字段。有关示例条目，请参阅示
例 (p. 405)。

Role 用户定义 sessionContext 和 sessionIssuer 部分包含有
关角色发出的会话的身份信息。

FederatedUser 不存在 sessionContext 和 sessionIssuer 部分包含有
关已发出联合身份用户会话的身份的信息。

Directory 可以存在 例如，该值可以是关联 AWS 账户ID 的账户别名或电
子邮件地址。

AWSService 不存在  

AWSAccount 不存在  

Unknown 可以存在 例如，该值可以是关联 AWS 账户ID 的账户别名或电
子邮件地址。

Optional (可选)：True
Note

userName 字段包含当记录的事件为错误的用户名输入导致的控制台登录失败时产生的字符串
HIDDEN_DUE_TO_SECURITY_REASONS。CloudTrail 在这种情况下，不记录内容，因为文本
可能包含敏感信息，如以下示例中所示：
• 用户不小心在用户名称字段中键入了密码。
• 用户单击一个 AWS 账户的登录页面链接，但键入了另一账户的账户号。
• 用户意外键入了个人电子邮件账户的账户名称、银行登录标识符或某个其他私有 ID。

principalId

已发出调用的实体的唯一标识符。对于使用临时安全证书发出的请求，此值包括将传递到
AssumeRole、AssumeRoleWithWebIdentity 或 GetFederationToken API 调用的会话名称。

Optional (可选)：True
arn

已发出调用的委托人的 Amazon Resource Name (ARN)。arn 的最后一个部分包含已发出调用的用户或
角色。

Optional (可选)：True
accountId

拥有已授予请求权限的实体的账户。如果已使用临时安全证书发出请求，则该账户为拥有已用于获取凭
证的 IAM 用户或角色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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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al (可选)：True
accessKeyId

用于对请求签名的 访问密钥 ID。如果已使用临时安全证书发出请求，则为临时证书的访问密钥 ID。出
于安全原因,accessKeyId 可能不存在，也可能显示为空字符串。

Optional (可选)：True
sessionContext

如果已使用临时安全证书发出请求，sessionContext提供有关已为这些证书创建的会话的信息。在调
用任何返回临时证书的 API 时都会创建会话。用户在控制台中工作时还会创建会话，并使用包含多因素
身份验证的 API 发出请求。此元素具有以下属性：
• creationDate – 颁发临时安全凭证时的日期和时间。用 ISO 8601 基本表示法表示。
• mfaAuthenticated— 值是，true如果其凭证用于请求的根用户或 IAM 用户还通过 MFA 设备进行

身份验证；否则为false。
• sourceIdentity – 请参阅本主题中的 AWS STS 源身份 (p. 410)。此sourceIdentity字段出现

在用户代入 IAM 角色执行操作的事件中。 sourceIdentity识别发出请求的原始用户身份，无论该
用户的身份是 IAM 用户、IAM 角色、通过基于 SAML 的联合身份进行身份验证的用户，还是通过符
合 OpenID Connect (OIDC) 的 Web 联合身份进行身份验证的用户。有关配置AWS STS以收集源身份
信息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监测和控制使用所代入角色执行的操作。

• ec2RoleDelivery - 如果凭证是由 Amazon EC2 实例元数据服务版本 1（IMDSv1）提供的，则该
值为 1.0。如果凭证是使用新的 IMDS 方案提供的，则值为 2.0。

AWS由 Amazon EC2 实例元数据服务 (IMDS) 提供的凭证包括 ec2:RoleDelivery IAM 上下文键。通过
将此上下文键用作 IAM policy、资源策略 service-by-service 或AWS Organizations服务控制策略中的
条件，该上下文键可以轻松地在或 resource-by-resource 的基础上强制使用新方案。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适用于 Linux 的 Amazon EC2 用户指南 中的实例元数据和用户数据。

Optional (可选)：True
invokedBy

发出请求的的名称AWS 服务，例如 Amazon EC2 Auto Scaling 或AWS Elastic Beanstalk。

Optional (可选)：True
sessionIssuer

如果用户使用临时安全证书发出请求，sessionIssuer提供有关用户如何获取凭证的信息。例如，如
果他们通过代入角色获得了临时安全证书，则此元素提供有关所扮演角色的信息。如果他们已通过使用
根或 IAM 用户凭证来调用AWS STSGetFederationToken，则此元素提供有关根账户或 IAM 用户的
信息。此元素具有以下属性：
• type – 临时安全凭证的源，例如 Root、IAMUser 或 Role。
• userName – 已发布会话的用户或角色的友好名称。显示的值取决于 sessionIssuer 身份 type。

下表显示 sessionIssuer type 和 userName 之间的关系：

sessionIssuer 类型 userName 描述

Root（未设置别名） 不存在 如果您未为账户设置别名，则 userName 字段不会
出现。有关AWS 账户别名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您的
AWS 账户 ID 及其别名。请注意，该userName字段
不能包含Root，因为Root它是身份类型，而不是用
户名。

Root（已设置别名） 账户别名 有关AWS 账户别名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您的AWS账
户 ID 及其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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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Issuer 类型 userName 描述

IAMUser IAM 用户的用户
名

这在联合身份用户使用由 IAMUser 发布的会话时也
适用。

Role 角色名称 由角色会话中的 IAM 用户或 Web 联合身份用户代入
的角色。AWS 服务

• principalId— 已用于获取凭证的实体的内部 ID。
• arn – 已用于获取临时安全凭证的源（账户、IAM 用户或角色）的 ARN。
• accountId – 拥有已用于获取凭证的实体的账户。

Optional (可选)：True
webIdFederationData

如果已使用 Web 联合身份获取的临时安全证书发出请求，则webIdFederationData列出有关身份提
供者的信息。此元素具有以下属性：
• federatedProvider – 身份提供商的委托人名称 (例如，适用于 Login with Amazon 的
www.amazon.com 或适用于 Google 的 accounts.google.com)。

• attributes – 提供商报告的应用程序 ID 和用户 ID (例如，适用于 Login with Amazon 的
www.amazon.com:app_id 和 www.amazon.com:user_id)。

Optional (可选)：True

用于 SAML 和 Web 联合身份验证的 AWS STS API 的
值
AWS CloudTrail 支持记录用安全断言标记语言 (SAML) 和 Web 联合身份验证进行的 AWS 
Security Token Service (AWS STS) API 调用。当用户调用AssumeRoleWithSAML和
AssumeRoleWithWebIdentityAPI 时， CloudTrail 记录调用并将事件传送到您的 Amazon S3 存储桶。

这些 API 的 userIdentity 元素包含以下值。

type

身份类型。
• SAMLUser – 已使用 SAML 断言发出请求。
• WebIdentityUser – 已通过 Web 联合身份提供商发出请求。

principalId

已发出调用的实体的唯一标识符。
• 对于 SAMLUser，这是 saml:namequalifier 和 saml:sub 密钥的组合。
• 对于 WebIdentityUser，这是发布者、应用程序 ID 和用户 ID 的组合。

userName

已发出调用的身份的名称。
• 对于 SAMLUser，这是 saml:sub 密钥。
• 对于 WebIdentityUser，这是用户 ID。

identityProvider

外部身份提供商的委托人名称。只有 SAMLUser 或 WebIdentityUser 类型才显示此字段。
• 对于 SAMLUser，这是 SAML 断言的 saml:namequalifier 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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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WebIdentityUser，这是 Web 联合身份验证提供商的发布者名称。它可以是您配置的提供
商，如下所示：
• Amazon Cognito 的 cognito-identity.amazon.com
• Login with Amazon 的 www.amazon.com
• Google 的 accounts.google.com
• Facebook 的 graph.facebook.com

下面是 AssumeRoleWithWebIdentity 操作的示例 userIdentity 元素。

"userIdentity": { 
    "type": "WebIdentityUser", 
    "principalId": "accounts.google.com:application-id.apps.googleusercontent.com:user-id", 
    "userName": "user-id", 
    "identityProvider": "accounts.google.com" 
  }

有关userIdentity元素的显示方式SAMLUser和WebIdentityUser类型的示例日志，请参阅使用记录 
IAM 和AWS STS API 调用AWS CloudTrail。

AWS STS 源身份
IAM 管理员可以配置 AWS Security Token Service，要求用户在使用临时凭证代入角色时指定其身份。
此sourceIdentity字段出现在用户代入 IAM 角色或使用代入的角色执行任何操作的事件中。

sourceIdentity 字段识别发出请求的原始用户身份，无论该用户的身份是 IAM 用户、IAM 角色、使
用基于 SAML 的联合身份进行身份验证的用户，还是使用符合 OpenID Connect (OIDC) 的 Web 联合身
份进行身份验证的用户。在 IAM 管理员配置后AWS STS，在事件 CloudTrail 记录内的以下事件和位置记
录sourceIdentity信息：

• 用户身份在代入角色时执行的 AWS STS AssumeRole、AssumeRoleWithSAML 或
AssumeRoleWithWebIdentity 调用。sourceIdentity 可以出现在 AWS STS 调用的
requestParameters 的数据块中。

• 在用户身份使用角色代入另一个角色（称为角色链）的情况下该用户身份执行的 AWS STS
AssumeRole、AssumeRoleWithSAML 或 AssumeRoleWithWebIdentity 调用。sourceIdentity
可以出现在 AWS STS 调用的 requestParameters 数据块中。

• 用户身份在代入角色并使用 AWS STS 指定的临时凭证时进行的 AWS 服务 API 调用。在服务 API 事件
中，sourceIdentity 可以位于 sessionContext 数据块中。例如，如果用户身份创建新 S3 存储桶，
则在 CreateBucket 事件的 sessionContext 数据块中会发生 sourceIdentity。

有关如何配置 AWS STS 以收集源身份信息的详细说明，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监测和控制使用所代入
角色执行的操作。有关记录到 CloudTrail的AWS STS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使用记录 
IAM 和AWS STS API 调用。AWS CloudTrail

下面是事件的示例代码段，其中显示了 sourceIdentity 字段。

示例 requestParameters 部分

在以下示例事件代码段中，用户发出AWS STSAssumeRole请求，并设置源身份，此处由表示source-
identity-value-set。用户代入由角色 ARN arn:aws:iam::123456789012:role/Assumed_Role
表示的角色。sourceIdentity 字段位于事件的 requestParameters 数据块中。

"eventVersion": "1.05", 
    "userIdentity": { 
        "type": "AWSAccount", 
        "principalId": "AIDAJ45Q7YFFAREXAMPLE", 
        "accountId": "12345678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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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ventTime": "2020-04-02T18:20:53Z", 
    "eventSource": "sts.amazonaws.com", 
    "eventName": "AssumeRole", 
    "awsRegion": "us-east-1", 
    "sourceIPAddress": "203.0.113.64", 
    "userAgent": "aws-cli/1.16.96 Python/3.6.0 Windows/10 botocore/1.12.86", 
    "requestParameters": { 
        "roleArn": "arn:aws:iam::123456789012:role/Assumed_Role", 
        "roleSessionName": "Test1", 
        "sourceIdentity": "source-identity-value-set", 
    },

示例 responseElements 部分

在以下示例事件代码段中，用户创建 AWS STS AssumeRole 请求以代入名为 Developer_Role 的角色，
并设置源身份 Admin。用户代入由角色 ARN arn:aws:iam::111122223333:role/Developer_Role
表示的角色。sourceIdentity 字段显示在事件的 responseElements 和 requestParameters 数据块
中。用于代入角色的临时证书、会话令牌字符串以及代入的角色 ID、会话名称和会话 ARN 与源身份一起显
示在 responseElements 数据块中。

    "requestParameters": { 
        "roleArn": "arn:aws:iam::111122223333:role/Developer_Role", 
        "roleSessionName": "Session_Name", 
        "sourceIdentity": "Admin" 
    }, 
    "responseElements": { 
        "credentials": { 
            "accessKeyId": "ASIAIOSFODNN7EXAMPLE", 
            "expiration": "Jan 22, 2021 12:46:28 AM", 
            "sessionToken": "XXYYaz... 
                             EXAMPLE_SESSION_TOKEN 
                             XXyYaZAz" 
        }, 
        "assumedRoleUser": { 
            "assumedRoleId": "AROACKCEVSQ6C2EXAMPLE:Session_Name", 
            "arn": "arn:aws:sts::111122223333:assumed-role/Developer_Role/Session_Name" 
        }, 
        "sourceIdentity": "Admin" 
    }
...

示例 sessionContext 部分

在以下示例事件代码段中，用户代入名为 DevRole 的角色以调用 AWS 服务 API。用户设置源身份，此处由
表示source-identity-value-set。sourceIdentity 字段位于 userIdentity 数据块中，处在事件
的 sessionContext 数据块内。

{ 
  "eventVersion": "1.08", 
  "userIdentity": { 
    "type": "AssumedRole", 
    "principalId": "AROAJ45Q7YFFAREXAMPLE: Dev1", 
    "arn": "arn: aws: sts: : 123456789012: assumed-role/DevRole/Dev1", 
    "accountId": "123456789012", 
    "accessKeyId": "ASIAIOSFODNN7EXAMPLE", 
    "sessionContext": { 
      "sessionIssuer": { 
        "type": "Role", 
        "principalId": "AROAJ45Q7YFFAREXAMPLE", 
        "arn": "arn: aws: iam: : 123456789012: role/DevRole", 
        "accountId": "123456789012", 
        "userName": "Dev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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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IdFederationData": {}, 
      "attributes": { 
        "mfaAuthenticated": "false", 
        "creationDate": "2021-02-21T23: 46: 28Z" 
      }, 
      "sourceIdentity": "source-identity-value-set" 
    } 
  }
}

CloudTrail 见解insightDetails元素
AWS CloudTrail 见解事件记录包括与 JSON 结构中其他 CloudTrail 事件不同的字段，有时称为负载。 
CloudTrail 见解事件记录包括一个数据insightDetails块，其中包含有关见解事件的基础触发器的信息，
例如事件源、用户身份、用户代理、历史平均值或基准、统计信息、API 名称，以及该事件是见解事件的开
始还是结束。insightDetails 数据块包含以下信息。

• state - 事件是开始还是结束见解事件。该值可以是 Start 或 End。

从：1.07

Optional (可选)：False
• eventSource - AWS 服务终端节点，它是 ec2.amazonaws.com 之类的异常活动的源。

从：1.07

Optional (可选)：False
• eventName - 见解事件的名称，通常是作为异常活动的源的 API 的名称。

从：1.07

Optional (可选)：False
• insightType - 见解事件的类型。该值可以是 ApiCallRateInsight 和/或
ApiErrorRateInsight。

从：1.07

Optional (可选)：False
• insightContext -

有关AWS工具（称为用户代理）、IAM 用户和角色（称为用户身份）以及与为生成见解事件而 CloudTrail 
分析的事件相关的错误代码的信息。此元素还包括统计信息，显示见解事件中的异常活动与基准或正常活
动对比的情况。

从：1.07

Optional (可选)：False
• statistics - 包括有关基准的数据，或者在基准期内账户对主题 API 的典型平均调用或错误速率、在 

Insights 事件的第一分钟内触发 Insights 事件的调用或错误速率、Insights 事件的持续时间（以分钟为单
位）以及基准测量周期的持续时间（以分钟为单位）。

从：1.07

Optional (可选)：False
• baseline - 在基准持续时间内，关于该账户的 Insights 事件主题 API 的平均每分钟 API 调用或错误

次数，计算 Insights 事件开始之前七天内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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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7

Optional (可选)：False
• insight -

对于开始 Insights 事件，此值是在异常活动开始期间的每分钟平均 API 调用或错误次数。对于结束 
Insights 事件，此值是在异常活动持续期间的每分钟平均 API 调用或错误次数。

从：1.07

Optional (可选)：False
• insightDuration - 见解事件的持续时间（在主题 API 中从异常活动开始到结束的时间段），以分

钟为单位。在见解事件开始和结束时都会发生 insightDuration。

从：1.07

Optional (可选)：False
• baselineDuration - 基准周期的持续时间（在主题 API 中测量正常活动的时间段），以分钟为单

位。baselineDuration 至少为见解事件之前的七天时间（10080 分钟）。此字段同时出现在开始
和结束见解事件中。baselineDuration 测量的结束时间始终是见解事件的开始。

从：1.07

Optional (可选)：False
• attributions - 此数据块包含有关与异常活动和基准活动相关的用户身份、用户代理和错误代码的信

息。在见解事件 attributions 数据块中捕获最多五个用户身份、五个用户代理和五个错误代码，按
活动计数的平均值，从最高到最低的降序排列。

从：1.07

Optional (可选)：True
• attribute - 包含属性类型。值可以是 userIdentityArn、userAgent 或 errorCode。

• userIdentityArn - 此数据块显示在异常活动期间和基准期引发 API 调用或错误的排名前五的 
AWS 用户或 IAM 角色。另请参阅 CloudTrail 记录内容 (p. 392) 中的 userIdentity。

从：1.07

Optional (可选)：False
• insight - 此数据块显示对异常活动期间进行的 API 调用有贡献的最多前五名的用户身份 

ARN，按 API 调用数量从最大到最小的降序排列。它还显示了用户身份在异常活动期间进行的 
API 调用的平均数量。

从：1.07

Optional (可选)：False
• value - 对异常活动期间进行的 API 调用有贡献的排名前五的用户身份之一的 ARN。

从：1.07

Optional (可选)：False
• average - value 字段中的用户身份在异常活动期间每分钟的 API 调用或错误次数。

从：1.07

Optional (可选)：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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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eline - 此数据块显示在正常活动期间，引发 API 调用或错误的排名前五的用户身份 ARN。
它还显示了用户身份在正常活动期间记录的 API 调用或错误的平均数量。

从：1.07

Optional (可选)：False
• value - 在正常活动期间，引发 API 调用或错误的排名前五的用户身份中某一个身份的 ARN。

从：1.07

Optional (可选)：False
• average - 在 Insights 活动开始时间之前的七天内，value 字段中用户身份的每分钟 API 调用

或错误的历史平均值。

从：1.07

Optional (可选)：False
• userAgent - 此数据块显示在异常活动期间和基准期该用户身份通过它对 API 调用做出贡献的最多

前五名的 AWS 工具。这些工具包括 AWS Management Console、AWS CLI 或 AWS 软件开发工
具包。另请参阅 CloudTrail 记录内容 (p. 392) 中的 userAgent。

从：1.07

Optional (可选)：False
• insight - 此数据块显示对异常活动期间进行的 API 调用有贡献的最多前五名的用户代理，按 

API 调用数量从最大到最小的降序排列。它还显示了用户代理在异常活动期间记录的 API 调用或
错误的平均数量。

从：1.07

Optional (可选)：False
• value - 对异常活动期间进行的 API 调用有贡献的排名前五的用户代理之一。

从：1.07

Optional (可选)：False
• average - value 字段中的用户代理在异常活动期间，每分钟的 API 调用或错误数。

从：1.07

Optional (可选)：False
• baseline - 此数据块显示对正常活动期间进行的 API 调用贡献最大的最多前五名的用户代理。

它还显示了用户代理在正常活动期间记录的 API 调用或错误的平均数量。

从：1.07

Optional (可选)：False
• value - 在正常活动期间，引发 API 调用或错误的排名前五的用户代理之一。

从：1.07

Optional (可选)：False
• average - 在 Insights 活动开始时间之前的七天内，value 字段中的用户代理的每分钟 API 调

用或错误的历史平均值。

从：1.07

Optional (可选)：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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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rorCode - 此数据块显示在异常活动期间和基准期的 API 调用中发生的最多前五名的错误代
码，按 API 调用数量从最大到最小的降序排列。另请参阅 CloudTrail 记录内容 (p. 392) 中的
errorCode。

从：1.07

Optional (可选)：False
• insight - 此数据块显示在异常活动期间进行的 API 调用中发生的最多前五名的错误代码，按相

关 API 调用数量从最大到最小的降序排列。它还显示了在异常活动期间发生了错误的 API 调用的
平均数量。

从：1.07

Optional (可选)：False
• value - 在异常活动期间进行的 API 调用中发生的排名前五的错误代码之一，例如
AccessDeniedException。

如果触发见解事件的任何调用都不会导致错误，则此值为 null。

从：1.07

Optional (可选)：False
• average - value 字段中的错误代码在异常活动期间每分钟调用的 API 次数。

如果错误代码值为 null，并且 insight 数据块中没有其他错误代码，则 average 的值与表
现见解事件总体的 statistics 数据块中的值相同。

从：1.07

Optional (可选)：False
• baseline - 此数据块显示在正常活动期间进行的 API 调用中发生的最多前五名的错误代码。它

还显示了用户代理在正常活动期间进行的 API 调用的平均数量。

从：1.07

Optional (可选)：False
• value - 在正常活动期间进行的 API 调用中发生的排名前五的错误代码之一，例如
AccessDeniedException。

从：1.07

Optional (可选)：False
• average - 在 Insights 活动开始时间之前的七天内，value 字段中的错误代码的每分钟 API 调

用或错误的历史平均值。

从：1.07

Optional (可选)：False

示例 insightDetails 数据块
下面是在不寻常地多次调用 Application Auto Scaling API CompleteLifecycleAction 时发生的
见解事件的见解事件 insightDetails 数据块示例。有关完整见解事件的示例，请参阅 CloudTrail 
CCC (p. 390)。

此示例来自开始见解事件，通过 "state": "Start" 表示。调用与见解事件关联的 API 的顶级用户身份
CodeDeployRole1、CodeDeployRole2 和 CodeDeployRole3，与其对此见解事件的平均 API 调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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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CodeDeployRole1 角色的基准值一起显示在 attributions 数据块中。attributions 数据块还
显示用户代理为 codedeploy.amazonaws.com，这意味着顶级用户标识使用 AWS CodeDeploy 控制台运
行 API 调用。

因为没有与为了生成见解事件而分析的事件相关的错误代码（值为 null)，错误代码的 insight 平均值与
整个见解事件的总体 insight 平均值相同，显示在 statistics 数据块中。

          "insightDetails": { 
            "state": "Start", 
            "eventSource": "autoscaling.amazonaws.com", 
            "eventName": "CompleteLifecycleAction", 
            "insightType": "ApiCallRateInsight", 
            "insightContext": { 
              "statistics": { 
                "baseline": { 
                  "average": 0.0000882145 
                }, 
                "insight": { 
                  "average": 0.6 
                }, 
                "insightDuration": 5, 
                "baselineDuration": 11336 
              }, 
              "attributions": [ 
                { 
                  "attribute": "userIdentityArn", 
                  "insight": [ 
                    { 
                      "value": "arn:aws:sts::012345678901:assumed-role/CodeDeployRole1", 
                      "average": 0.2 
                    }, 
                    { 
                      "value": "arn:aws:sts::012345678901:assumed-role/CodeDeployRole2", 
                      "average": 0.2 
                    }, 
                    { 
                      "value": "arn:aws:sts::012345678901:assumed-role/CodeDeployRole3", 
                      "average": 0.2 
                    } 
                  ], 
                  "baseline": [ 
                    { 
                      "value": "arn:aws:sts::012345678901:assumed-role/CodeDeployRole1", 
                      "average": 0.0000882145 
                    } 
                  ] 
                }, 
                { 
                  "attribute": "userAgent", 
                  "insight": [ 
                    { 
                      "value": "codedeploy.amazonaws.com", 
                      "average": 0.6 
                    } 
                  ], 
                  "baseline": [ 
                    { 
                      "value": "codedeploy.amazonaws.com", 
                      "average": 0.0000882145 
                    } 
                  ] 
                }, 
                { 
                  "attribute": "errorCode", 
                  "insigh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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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alue": "null", 
                      "average": 0.6 
                    } 
                  ], 
                  "baseline": [ 
                    { 
                      "value": "null", 
                      "average": 0.0000882145 
                    } 
                  ] 
                } 
              ] 
            } 
          }

捕获的非 API 事件 CloudTrail
除了记录AWS API 调用之外，会 CloudTrail 捕获可能影响您的AWS账户的安全性或合规性或者可帮助您解
决操作问题的其他相关事件。

主题
• AWS 服务事件 (p. 417)
• AWS Management Console 登录事件 (p. 418)

AWS 服务事件
CloudTrail 支持记录非 API 服务事件。这些事件由 AWS 服务创建，但不由访问公有 AWS API 的请求直接触
发。对于这些事件，eventType 字段为 AwsServiceEvent。

下面是当客户托管密钥在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AWS KMS) 中自动轮换时 AWS 服务事件的一个
示例场景。有关轮换 KMS 密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轮换 KMS 密钥。

{ 
    "eventVersion": "1.05", 
    "userIdentity": { 
        "accountId": "123456789012", 
        "invokedBy": "AWS Internal" 
    }, 
    "eventTime": "2019-06-02T00:06:08Z", 
    "eventSource": "kms.amazonaws.com", 
    "eventName": "RotateKey", 
    "awsRegion": "us-east-2", 
    "sourceIPAddress": "AWS Internal", 
    "userAgent": "AWS Internal", 
    "requestParameters": null, 
    "responseElements": null, 
    "eventID": "234f004b-EXAMPLE", 
    "readOnly": false, 
    "resources": [ 
        { 
            "ARN": "arn:aws:kms:us-east-2:123456789012:key/7944f0ec-EXAMPLE", 
            "accountId": "123456789012", 
            "type": "AWS::KMS::Key" 
        } 
    ], 
    "eventType": "AwsServiceEvent", 

版本 1.0
417

https://docs.aws.amazon.com/kms/latest/developerguide/rotate-keys.html


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
AWS Management Console 登录事件

    "recipientAccountId": "123456789012", 
    "serviceEventDetails": { 
        "keyId": "7944f0ec-EXAMPLE" 
    }
}

AWS Management Console 登录事件
Important

自 2021 年 11 月 22 日起，AWS CloudTrail更改了跟踪捕获全球服务事件的方法。现在 
CloudFront，IAMAWS STS 和创建的事件记录在创建它们的区域中。 CloudTrail这使这些服务的处
理与其他AWS全球服务的处理保持一致。
要继续接收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以外的全球服务事件，请务必将使用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
部）以外全球服务事件的单区域跟踪转换为多区域跟踪。还要更新查找事件 API 调用的区域以查
看全球服务事件。有关使用 CLI 来更新或创建全球服务事件的跟踪记录以及更新查找事件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使用查看 CloudTrail 事件AWS CLI (p. 55)和使用 update-trail (p. 97)。

CloudTrail 记录尝试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AWS论坛和 SuAWS pport 中心的操作。所有 IAM 用
户和根用户 CloudTrail 登录事件。 AWS Management Console登录事件是全局服务事件。有关获取和查看
日志的信息，请参阅 获取并查看您的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p. 138)。

主题
• IAM 用户的示例记录 (p. 418)
• 根用户的示例事件记录 (p. 421)

IAM 用户的示例记录
以下示例显示了适用于多种 IAM 用户登录方案的事件记录。

主题
• IAM 用户，未使用 MFA 而成功登录 (p. 418)
• IAM 用户，使用 MFA 成功登录 (p. 419)
• IAM 用户，登录失败 (p. 419)
• IAM 用户，针对 MFA 的登录流程检查（单一 MFA 设备类型） (p. 420)
• IAM 用户，针对 MFA 的登录流程检查（多种 MFA 设备类型） (p. 421)

IAM 用户，未使用 MFA 而成功登录

以下记录显示名为 Anaya 的用户AWS Management Console未使用多重验证（MFA）而成功登录到。

{ 
   "Records":[ 
      { 
         "eventVersion":"1.05", 
         "userIdentity":{ 
            "type":"IAMUser", 
            "principalId":"AIDACKCEVSQ6C2EXAMPLE", 
            "arn":"arn:aws:iam::111122223333:user/anaya", 
            "accountId":"111122223333", 
            "userName":"anaya" 
         }, 
         "eventTime":"2022-11-10T16:24:34Z", 
         "eventSource":"signin.amazona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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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Name":"ConsoleLogin", 
         "awsRegion":"us-east-2", 
         "sourceIPAddress":"192.0.2.0", 
         "userAgent":"Mozilla/5.0 (Macintosh; Intel Mac OS X 10.12; rv:62.0) Gecko/20100101 
 Firefox/62.0", 
         "requestParameters":null, 
         "responseElements":{ 
            "ConsoleLogin":"Success" 
         }, 
         "additionalEventData":{ 
            "MobileVersion":"No", 
            "LoginTo":"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ns", 
            "MFAUsed":"No" 
         }, 
         "eventID":"3fcfb182-98f8-4744-bd45-10a395ab61cb", 
         "eventType": "AwsConsoleSignIn" 
      } 
   ]
}       

IAM 用户，使用 MFA 成功登录

以下记录显示名为 Anaya 的 IAM 用户AWS Management Console使用多重验证（MFA）成功登录到。

{ 
    "eventVersion": "1.05", 
    "userIdentity": { 
        "type": "IAMUser", 
        "principalId": "AIDACKCEVSQ6C2EXAMPLE", 
        "arn": "arn:aws:iam::111122223333:user/anaya", 
        "accountId": "111122223333", 
        "userName": "anaya" 
    }, 
    "eventTime": "2022-11-10T16:24:34Z", 
    "eventSource": "signin.amazonaws.com", 
    "eventName": "ConsoleLogin", 
    "awsRegion": "us-east-1", 
    "sourceIPAddress": "192.0.2.0", 
    "userAgent": "Mozilla/5.0 (Macintosh; Intel Mac OS X 10_11_6) AppleWebKit/537.36 
 (KHTML, like Gecko) Chrome/67.0.3396.99 Safari/537.36", 
    "requestParameters": null, 
    "responseElements": { 
        "ConsoleLogin": "Success" 
    }, 
    "additionalEventData": { 
            "LoginTo":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console/home?state=hashArgs
%23&isauthcode=true", 
            "MobileVersion": "No", 
            "MFAIdentifier": "arn:aws:iam::111122223333:u2f/user/anaya/default-
AAAAAAAABBBBBBBBCCCCCCCCDD", 
            "MFAUsed": "Yes" 
     }, 
    "eventID": "fed06f42-cb12-4764-8c69-121063dc79b9", 
    "eventType": "AwsConsoleSignIn", 
    "recipientAccountId": "111122223333"
}

IAM 用户，登录失败

以下记录显示一个 IAM 用户的不成功登录尝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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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Version": "1.05", 
    "userIdentity": { 
        "type": "IAMUser", 
        "principalId": "AIDACKCEVSQ6C2EXAMPLE", 
        "accountId": "111122223333", 
        "accessKeyId": "", 
        "userName": "anaya" 
    }, 
    "eventTime": "2022-11-10T16:24:34Z", 
    "eventSource": "signin.amazonaws.com", 
    "eventName": "ConsoleLogin", 
    "awsRegion": "us-east-1", 
    "sourceIPAddress": "192.0.2.0", 
    "userAgent": "Mozilla/5.0 (Macintosh; Intel Mac OS X 10_11_6) AppleWebKit/537.36 
 (KHTML, like Gecko) Chrome/67.0.3396.99 Safari/537.36", 
    "errorMessage": "Failed authentication", 
    "requestParameters": null, 
    "responseElements": { 
        "ConsoleLogin": "Failure" 
    }, 
    "additionalEventData": { 
        "LoginTo":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console/home?state=hashArgs
%23&isauthcode=true", 
        "MobileVersion": "No", 
        "MFAUsed": "Yes" 
    }, 
    "eventID": "d38ce1b3-4575-4cb8-a632-611b8243bfc3", 
    "eventType": "AwsConsoleSignIn", 
    "recipientAccountId": "111122223333"
}

IAM 用户，针对 MFA 的登录流程检查（单一 MFA 设备类型）

以下显示登录过程检查 IAM 用户在登录过程中是否需要多重验证 (MFA)。在此示例中，mfaType值为U2F 
MFA，表示 IAM 用户启用了单个 MFA 设备或多个相同类型的 MFA 设备。U2F MFA

 { 
    "eventVersion": "1.05", 
    "userIdentity": { 
        "type": "IAMUser", 
        "principalId": "AIDACKCEVSQ6C2EXAMPLE", 
        "accountId": "111122223333", 
        "accessKeyId": "", 
        "userName": "anaya" 
    }, 
    "eventTime": "2022-11-10T16:24:34Z", 
    "eventSource": "signin.amazonaws.com", 
    "eventName": "CheckMfa", 
    "awsRegion": "us-east-1", 
    "sourceIPAddress": "192.0.2.0", 
    "userAgent": "Mozilla/5.0 (Macintosh; Intel Mac OS X 10_11_6) AppleWebKit/537.36 
 (KHTML, like Gecko) Chrome/67.0.3396.99 Safari/537.36", 
    "requestParameters": null, 
    "responseElements": { 
        "CheckMfa": "Success" 
    }, 
    "additionalEventData": { 
        "MfaType": "U2F MFA" 
    }, 
    "eventID": "f8ef8fc5-e3e8-4ee1-9d52-2f412ddf17e3", 
    "eventType": "AwsConsoleSignIn", 
    "recipientAccountId": "1111222233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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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M 用户，针对 MFA 的登录流程检查（多种 MFA 设备类型）
以下显示登录过程检查 IAM 用户在登录过程中是否需要多重验证 (MFA)。在此示例中，mfaType 值为
Multiple MFA Devices，表示 IAM 用户启用了多种 MFA 设备类型。

 { 
    "eventVersion": "1.05", 
    "userIdentity": { 
        "type": "IAMUser", 
        "principalId": "AIDACKCEVSQ6C2EXAMPLE", 
        "accountId": "111122223333", 
        "accessKeyId": "", 
        "userName": "anaya" 
    }, 
    "eventTime": "2022-11-10T16:24:34Z", 
    "eventSource": "signin.amazonaws.com", 
    "eventName": "CheckMfa", 
    "awsRegion": "us-east-1", 
    "sourceIPAddress": "192.0.2.0", 
    "userAgent": "Mozilla/5.0 (Macintosh; Intel Mac OS X 10_11_6) AppleWebKit/537.36 
 (KHTML, like Gecko) Chrome/67.0.3396.99 Safari/537.36", 
    "requestParameters": null, 
    "responseElements": { 
        "CheckMfa": "Success" 
    }, 
    "additionalEventData": { 
        "MfaType": "Multiple MFA Devices" 
    }, 
    "eventID": "f8ef8fc5-e3e8-4ee1-9d52-2f412ddf17e3", 
    "eventType": "AwsConsoleSignIn", 
    "recipientAccountId": "111122223333"
}

根用户的示例事件记录
以下示例显示了适用于多种 root 用户登录方案的事件记录。

主题
• 根用户，未使用 MFA 而成功登录 (p. 421)
• 根用户，使用 MFA 成功登录 (p. 422)
• 根用户，登录失败 (p. 422)
• 根用户，MFA 已更改 (p. 423)
• 根用户，密码已更改 (p. 424)

根用户，未使用 MFA 而成功登录
以下信息显示根用户未使用多重身份验证（MFA）而成功登录的事件。

{ 
    "eventVersion": "1.05", 
    "userIdentity": { 
        "type": "Root", 
        "principalId": "AIDACKCEVSQ6C2EXAMPLE", 
        "arn": "arn:aws:iam::111122223333:root", 
        "accountId": "111122223333", 
        "accessKeyId": "" 
    }, 
    "eventTime": "2022-11-10T16:24:34Z", 
    "eventSource": "signin.amazona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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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Name": "ConsoleLogin", 
    "awsRegion": "us-east-1", 
    "sourceIPAddress": "192.0.2.0", 
    "userAgent": "Mozilla/5.0 (Macintosh; Intel Mac OS X 10.12; rv:62.0) Gecko/20100101 
 Firefox/62.0", 
    "requestParameters": null, 
    "responseElements": { 
        "ConsoleLogin": "Success" 
    }, 
    "additionalEventData": { 
        "LoginTo":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console/home?state=hashArgs
%23&isauthcode=true", 
        "MobileVersion": "No", 
        "MFAUsed": "No" 
    }, 
    "eventID": "deb1e1f9-c99b-4612-8e9f-21f93b5d79c0", 
    "eventType": "AwsConsoleSignIn", 
    "recipientAccountId": "111122223333"
}

根用户，使用 MFA 成功登录

以下信息显示根用户使用多重身份验证（MFA）成功登录的事件。

{ 
    "eventVersion": "1.05", 
    "userIdentity": { 
        "type": "Root", 
        "principalId": "AIDACKCEVSQ6C2EXAMPLE", 
        "arn": "arn:aws:iam::111122223333:root", 
        "accountId": "111122223333", 
        "accessKeyId": "" 
    }, 
    "eventTime": "2022-11-10T16:24:34Z", 
    "eventSource": "signin.amazonaws.com", 
    "eventName": "ConsoleLogin", 
    "awsRegion": "us-east-1", 
    "sourceIPAddress": "192.0.2.0", 
    "userAgent": "Mozilla/5.0 (Macintosh; Intel Mac OS X 10.12; rv:62.0) Gecko/20100101 
 Firefox/62.0", 
    "requestParameters": null, 
    "responseElements": { 
        "ConsoleLogin": "Success" 
    }, 
    "additionalEventData": { 
        "LoginTo":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console/home?state=hashArgs
%23&isauthcode=true", 
        "MobileVersion": "No", 
        "MFAIdentifier": "arn:aws:iam::111122223333:mfa/root-account-mfa-device", 
        "MFAUsed": "YES" 
    }, 
    "eventID": "deb1e1f9-c99b-4612-8e9f-21f93b5d79c0", 
    "eventType": "AwsConsoleSignIn", 
    "recipientAccountId": "111122223333"
}

根用户，登录失败

下面显示的是未使用 MFA 的根用户登录失败事件。

{ 
    "eventVersion":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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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Identity": { 
        "type": "Root", 
        "principalId": "AIDACKCEVSQ6C2EXAMPLE", 
        "arn": "arn:aws:iam::111122223333:root", 
        "accountId": "111122223333", 
        "accessKeyId": "" 
    }, 
    "eventTime": "2022-11-10T16:24:34Z", 
    "eventSource": "signin.amazonaws.com", 
    "eventName": "ConsoleLogin", 
    "awsRegion": "us-east-1", 
    "sourceIPAddress": "192.0.2.0", 
    "userAgent": "Mozilla/5.0 (Macintosh; Intel Mac OS X 10_11_6) AppleWebKit/537.36 
 (KHTML, like Gecko) Chrome/68.0.3440.106 Safari/537.36", 
    "errorMessage": "Failed authentication", 
    "requestParameters": null, 
    "responseElements": { 
        "ConsoleLogin": "Failure" 
    }, 
    "additionalEventData": { 
        "LoginTo":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console/home?state=hashArgs
%23&isauthcode=true", 
        "MobileVersion": "No", 
        "MFAUsed": "No" 
    }, 
    "eventID": "a4fbbe77-91a0-4238-804a-64314184edb6", 
    "eventType": "AwsConsoleSignIn", 
    "recipientAccountId": "111122223333"
}

根用户，MFA 已更改

下面显示的是根用户更改多重身份验证 (MFA) 设置的示例事件。

{ 
    "eventVersion": "1.05", 
    "userIdentity": { 
        "type": "Root", 
        "principalId": "AIDACKCEVSQ6C2EXAMPLE", 
        "arn": "arn:aws:iam::111122223333:root", 
        "accountId": "111122223333", 
        "accessKeyId": "EXAMPLE", 
        "sessionContext": { 
            "sessionIssuer": {}, 
            "webIdFederationData": {}, 
            "attributes": { 
                "mfaAuthenticated": "false", 
                "creationDate": "2020-10-13T21:05:40Z" 
            } 
        } 
    }, 
    "eventTime": "2022-11-10T16:24:34Z", 
    "eventSource": "iam.amazonaws.com", 
    "eventName": "EnableMFADevice", 
    "awsRegion": "us-east-1", 
    "sourceIPAddress": "192.0.2.0", 
    "userAgent": "Coral/Netty4", 
    "requestParameters": { 
        "userName": "AWS ROOT USER", 
        "serialNumber": "arn:aws:iam::111122223333:mfa/root-account-mfa-device" 
    }, 
    "responseElements": null, 
    "requestID": "EXAMPLE4-2cf7-4a44-af00-f61f0EXAMPLE", 
    "eventID": "EXAMPLEb-7dae-48cb-895f-20e86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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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Only": false, 
    "eventType": "AwsApiCall", 
    "recipientAccountId": "111122223333"
}

根用户，密码已更改

下面显示的是根用户更改密码的示例事件。

{ 
    "eventVersion": "1.05", 
    "userIdentity": { 
        "type": "Root", 
        "principalId": "AIDACKCEVSQ6C2EXAMPLE", 
        "arn": "arn:aws:iam::111122223333:root", 
        "accountId": "111122223333", 
        "accessKeyId": "" 
    }, 
    "eventTime": "2022-11-10T16:24:34Z", 
    "eventSource": "signin.amazonaws.com", 
    "eventName": "PasswordUpdated", 
    "awsRegion": "us-east-1", 
    "sourceIPAddress": "192.0.2.0", 
    "userAgent": "Mozilla/5.0 (Windows NT 10.0; Win64; x64; rv:78.0) Gecko/20100101 
 Firefox/78.0", 
    "requestParameters": null, 
    "responseElements": { 
        "PasswordUpdated": "Success" 
    }, 
    "eventID": "EXAMPLEd-244c-4044-abbf-21c64EXAMPLE", 
    "eventType": "AwsConsoleSignIn", 
    "recipientAccountId": "1111222233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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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资源的新章节。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学习资源。

2023 年 2 月 9 日

新增功能 (p. 425) 现在，您可以 CloudTrail 创建与
外部事件源集成AWS。您可以记
录和存储来自您的混合环境中任何
来源的用户活动数据，如本地或云
中托管的内部或 SaaS 应用程序、
虚拟机或容器。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创建与 AWS 外部事件源的集
成。

2023 年 1 月 31 日

新增功能 (p. 425) 现在，您可以使用高级事件选择
器记录针对 CloudTrail Lake 通道 
CloudTrail PutAuditEvents活
动的 CloudTrail 数据事件。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阅记录跟踪的数据
事件。

2023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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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域支持 (p. 425) CloudTrail 将支持扩展到了一
个新区域，即亚太地区（墨尔
本）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CloudTrail 支持区域。

2023 年 1 月 24 日

已更新的文档 (p. 425) 添加了有关管理数据一致性的 
CloudTrail新章节 CloudTrail。

2023 年 1 月 18 日

新增功能 (p. 425) 现在，您可以使用高级事件选择
器记录针 SageMaker 对 Amazon 
功能存储中的 CloudTrail 数据事
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记录跟
踪的数据事件。

2022 年 12 月 27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WS Marketplace 
Discovery。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2022 年 12 月 15 日

新增功能 (p. 425) 现在，您可以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
记录针 SageMaker 对 Amazon 指
标实验试用组件 CloudTrail 的数
据事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记
录跟踪的数据事件。

2022 年 12 月 15 日

新增功能 (p. 425) 现在，您可以创建事件数据存储以
包含 AWS Config 配置项目，并使
用事件数据存储来调查对生产环境
的不合规更改。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为 AWS Config 配置项目创建
事件数据存储。

2022 年 11 月 28 日

新区域支持 (p. 425) CloudTrail 将支持扩展到了一个
新区域，即亚太地区（海德拉
巴）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CloudTrail 支持区域。

2022 年 11 月 22 日

新增功能 (p. 425) 现在，您可以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
记录针对Amazon FinSpace环境
中的 CloudTrail 数据事件。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阅记录跟踪的数据
事件。

2022 年 11 月 18 日

新区域支持 (p. 425) CloudTrail 将支持扩展到了一个新
区域，即欧洲（西班牙）区域。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CloudTrail 支
持区域。

2022 年 11 月 16 日

新区域支持 (p. 425) CloudTrail 将支持扩展到了一个新
区域，即欧洲（苏黎世）区域。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CloudTrail 支
持区域。

2022 年 11 月 9 日

新增功能 (p. 425) 现在，AWS Organizations组织的
管理账户可以添加委托管理员，来
管理组织的 CloudTrail 跟踪和事
件数据存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组织的委托管理员。

2022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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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功能 (p. 425) 现在，您可以为 CloudTrail 
Lake 事件存储启用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加密。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事件数据存
储。

2022 年 11 月 7 日

新增功能 (p. 425) 现在，您可以在运行查询时将 
CloudTrail Lake 查询结果保存到 
Amazon S3 存储桶。有关运行
查询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Run a 
query and save query results（运
行查询并保存查询结果）。有关下
载查询结果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Get and download saved query 
results（获取和下载已保存的查询
结果）。

2022 年 10 月 21 日

新增功能 (p. 425) 现在，您可以将 CloudTrail 跟踪
事件复制到 CloudTrail Lake 事件
数据存储中。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将跟踪事件复制到 CloudTrail 
Lake。

2022 年 9 月 19 日

已更新的文档 (p. 425) 添加了 CloudTrail Lake 支持的 
Amazon CloudWatch 指标列表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支持的 
CloudWatch 指标。

2022 年 9 月 16 日

新增功能 (p. 425) 现在，您可以使用查看 CloudTrail 
服务相关通道AWS CLI。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查看 
CloudTrail 的修订通道AWS CLI。

2022 年 9 月 9 日

新区域支持 (p. 425) CloudTrail 将支持扩展到了一个新
区域，即中东（阿联酋）区域。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CloudTrail 支
持区域。

2022 年 8 月 30 日

已更新的文档 (p. 425) 添加了向报告 TLS 详细信息的服
务列表 CloudTrail。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中支持 TLS 的服务详
细信息 CloudTrail。

2022 年 7 月 19 日

更改的功能 (p. 425) CloudTrail 已将托管策略的名称更
改AWSCloudTrailReadOnlyAccess为AWSCloudTrail_ReadOnlyAccess。
此策略中的权限范围已缩小。默
认情况下，该策略不再授予列出
所有 Amazon S3 存储桶、AWS 
Lambda 函数或 AWS KMS 别名
的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只
读访问权限。

2022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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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的功能 (p. 425) 作为安全最佳实践，现在您
可以将 aws:SourceArn 或
aws:SourceAccount 条件
密钥添加到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策
略中的 s3:GetBucketAcl ACL 
检查数据块。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配置的 Amazon S3 存储桶策略 
CloudTrail。

2022 年 5 月 11 日

更改的功能 (p. 425) 从 2022 年 2 月 24 日起，AWS 
CloudTrail 已更改任何事
件中的 userAgent 和
sourceIPAddress 字段值，这
些事件源自所使用的代理客户端
中的 AWS Management Console 
会话。对于这些事件， CloudTrail
将userAgent和sourceIPAddress字
段的值替换为AWS Internal。 
CloudTrail进行此更改的目的是为
了标准化其对所有AWS服务中的
服务操作的信息记录方式。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CloudTrail 记录内
容。

2022 年 4 月 12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mazon 
GameSparks。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2022 年 3 月 24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次发布支持 AWS App Mesh 
Envoy 管理服务。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2022 年 3 月 18 日

已更新的文档 (p. 425) 已为 L CloudTrail ake 添加
新的查询示例，后者是一项
新功能，可让您对事件运行 
SQL 多字段精细查询。此外，
已向 DescribeQuery 和
GetQueryResults 操作的
查询元数据结果添加新的字段
BytesScanned。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阅使用 CloudTrail 
Lake。

2022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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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的功能 (p. 425) CloudTrail 如果满足以下两个
条件，则 Amazon S3 存储桶拥
有者的账户 ID：数据事件 API 
调用来自 Amazon S3 存储桶
拥有者之外的其他账户；API 
调用来自 Amazon S3 存储桶
拥有者之外的其他AWS账户；
API 调用来自 Amazon S3 存
储桶拥有者之外的其他账户；
API 调用程序收到仅适用于调用
程序账户的AccessDenied错
误。resources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为其他账户调用的数据事件
修订存储桶拥有者账户 ID。

2022 年 3 月 3 日

已更新的文档 (p. 425) 此更新支持 Processing Library 
的以下版本：增加了对实现自定
义 S3 管理器的支持、对记录文
件解析相关异常的事件的支持；
对解析中的insightDetails可
选errorCode字段的支持；将
账户 ID 解析正则表达式更新为
接受非数字值。 CloudTrail 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见上的 “使用 
CloudTrail 处理库和CloudTrail处
理库” GitHub。

2022 年 1 月 28 日

新增功能 (p. 425) CloudTrail 引入了 L CloudTrail 
ake，这是一项新功能，该功能使
您能够在事件上运行精细调整的
多字段 SQL 查询。事件将被聚合
到事件数据存储中，它是基于您
通过应用高级事件选择器选择的
条件的不可变的事件集合。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CloudTrail 
Lake。

2022 年 1 月 5 日

新区域支持 (p. 425) CloudTrail 将支持扩展到了一个新
区域，即亚太地区（雅加达）。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CloudTrail 支
持区域。

2021 年 12 月 13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mazon WorkSpaces 
Web。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
持的服务和集成。

2021 年 12 月 3 日

新增功能 (p. 425) 现在，您可以使用高级事件选择器
记录针对 Lake Formation 创建的
AWS Glue表的 CloudTrail 数据事
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记录跟
踪的数据事件。

2021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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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的功能 (p. 425) 作为安全最佳实践，现在您
可以将 aws:SourceArn 或
aws:SourceAccount 条
件密钥添加到 AWS KMS 密
钥策略和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策
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为配置
AWS KMS密钥策略 CloudTrail和
为其配置 Amazon S3 存储桶策略 
CloudTrail。

2021 年 11 月 15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WS Resilience 
Hub。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
持的服务和集成。

2021 年 11 月 10 日

新增功能 (p. 425) 提供了一种新的 CloudTrail 
Insights 事件类型：错误率 
Insights 事件。错误率 Insights 事
件捕获您账户中 API 调用上发生
的错误的异常活动。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记录跟踪记录的见解事
件。

2021 年 11 月 10 日

新增功能 (p. 425) 现在，您可以使用高级事件选
择器在 DynamoDB 流上记录 
CloudTrail 数据事件。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记录跟踪的数据事件。

2021 年 9 月 22 日

新增功能 (p. 425) 现在，您可以记录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
接入点上的数据事件。您可以使
用高级事件选择器记录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
接入点数据事件。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记录跟踪的数据事件。

2021 年 8 月 24 日

更改的功能 (p. 425) 当您配置跟踪以向 Amazon SNS 
发送通知时，会向您的 SNS 主
题访问策略 CloudTrail 添加一
个策略语句， CloudTrail 以允
许向 SNS 主题发送内容。作为
安全性方面的最佳实践，建议
您向 CloudTrail 策略语句中添
加aws:SourceArn或aws:SourceAccount条
件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有关的 Amazon SNS 主题策略 
CloudTrail。

2021 年 8 月 16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mazon Route 53 应
用程序恢复控制器。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2021 年 7 月 27 日

新增功能 (p. 425) 现在，您可以记录在 EBS 快照上
运行的 Amazon EBS 直接 API 的
数据事件。您可以使用高级事件选
择器记录 Amazon EBS 直接 API 
数据事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记录跟踪的数据事件。

2021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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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的功能 (p. 425) CloudTrail 处理数据事件时，无论
是整数 (int) 还是 a，都会保留原
始格式的数字float。在数据事
件的字段中包含整数的事件中， 
CloudTrail 历史上将这些数字处
理为浮点数。现在，在数据事件
中 CloudTrail 保留整数的原始格
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Processing Li CloudTrail brary。

2021 年 7 月 13 日

新增功能 (p. 425) 现在，您可以从跟踪记录中排除 
Amazon RDS 数据 API 管理事
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记录跟
踪的管理事件。

2021 年 7 月 1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WS BugBust。请参
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
集成。

2021 年 6 月 24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mazon Managed 
Grafana 和 Amazon Managed 
Service for Prometheus。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
成。

2021 年 6 月 2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WS App Runner。
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
务和集成。

2021 年 5 月 18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WS Systems 
Manager Incident Manager。请参
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
集成。

2021 年 5 月 10 日

已更新的文档 (p. 425) 此更新描述的 AWS Config 一致性
包的数据事件日志记录要求，尤其
适用于 HIPAA 或 FedRAMP 之类
的合规性框架。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记录跟踪的数据事件。

2021 年 5 月 7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Service Quotas 和 
Amazon EBS 直接 API。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
成。

2021 年 4 月 13 日

新增功能 (p. 425) 在 IAM 管理员配置后 AWS 
STS，当用户代入 IAM 角色
或使用代入的角色执行任何操
作时，在事件中 CloudTrail 记
录sourceIdentity信息。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CloudTrail 
userIdentity 元素。

2021 年 4 月 13 日

已更新的文档 (p. 425) 此更新文档对某些 CloudTrail事件
记录字段中的内容有限制，以千字
节 (KB) 为单位。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CloudTrail 记录内容。

2021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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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功能 (p. 425) 在 IAM 管理员配置后 AWS 
STS，当用户代入 IAM 角色
或使用代入的角色执行任何操
作时，在事件中 CloudTrail 记
录sourceIdentity信息。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CloudTrail 
userIdentity 元素。

2021 年 4 月 6 日

新增功能 (p. 425) 现在，您可以记录 Amazon 
DynamoDB 表上的数据事件。您
可以使用事件选择器或高级事件选
择器记录 DynamoDB 数据事件。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记录跟踪的
数据事件。

2021 年 3 月 23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mazon Managed 
Workflows for Apache Airflow。请
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
和集成。

2021 年 3 月 22 日

新增功能 (p. 425) 如果您选择使用高级事件选择
器，则您现在可以记录 S3 对象 
Lambda 接入点上的数据事件。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记录跟踪的数
据事件。

2021 年 3 月 18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WS Fault Injection 
Simulator。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2021 年 3 月 15 日

新增功能 (p. 425) 如果您选择使用高级事件选择
器，则您现在可以记录 Amazon 
Managed Blockchain 中的 
Ethereum 节点上的数据事件。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记录跟踪的数
据事件。

2021 年 3 月 1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mazon Managed 
Blockchain 以及预览版 Ethereum 
for Managed Blockchain。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
成。

2021 年 2 月 4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WS Amplify。请参
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
集成。

2021 年 2 月 3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mazon Lookout for 
Metrics。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2021 年 2 月 1 日

已更新的文档 (p. 425) 此更新支持 CloudTrail 处理库的
以下补丁版本：更新用户指南中
的.jar 文件引用以使用最新版本 
aws-cloudtrail-processing-library 
-1.4.0.jar。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见上的 “使用 CloudTrail 处理
库和CloudTrail处理库” GitHub。

2021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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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功能 (p. 425) 现在，您可以记录 AWS 
Outposts 上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的数据事
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记录跟
踪的数据事件。

2020 年 12 月 21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mazon Lookout 
for Equipment、AWS Well-
Architected Tool 和 Amazon 
Location Service。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2020 年 12 月 16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WS IoT Greengrass 
V2。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
的服务和集成。

2020 年 12 月 15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mazon EMR on 
EKS。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
持的服务和集成。

2020 年 12 月 10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AudiAWS t Manager 
和亚马逊 HealthLake。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
成。

2020 年 12 月 8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mazon Lookout for 
Vision。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2020 年 12 月 1 日

新增功能 (p. 425) 目前 AWS CloudTrail 事件版本为 
1.08。版本 1.08 引入了适用于的
新字段 CloudTrail。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CloudTrail 记录内容。

2020 年 11 月 24 日

新增功能 (p. 425) AWS CloudTrail 推出了用于数据
事件的高级事件选择器。高级事件
选择器允许更精细地控制记录到跟
踪中的数据事件。您可以包括或排
除特定 AWS 资源，然后在这些资
源上选择特定 API 以记录到您的
跟踪。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记录
跟踪的数据事件。

2020 年 11 月 24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WS Network 
Firewall。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2020 年 11 月 17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WS Trusted 
Advisor。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2020 年 10 月 22 日

已更新的文档 (p. 425) 为根用户登录事件添加了两个新的
事件记录示例。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 AWS 控制台登录事件。

2020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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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的功能 (p. 425) AWSCloudTrail_FullAccess
策略中的权限已缩小范围。此
策略不再允许您删除 Amazon 
SNS 主题或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
并且移除了 getObject 操作。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向 CloudTrail 
用户授予自定义权限。

2020 年 9 月 29 日

已更新的文档 (p. 425) 此更新支持 CloudTrail 处理库的
以下补丁版本：更新用户指南中
的.jar 文件引用以使用最新版本 
aws-cloudtrail-processing-library 
-1.3.0.jar。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见上的 “使用 CloudTrail 处理
库和CloudTrail处理库” GitHub。

2020 年 8 月 28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WS Outposts。请参
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
集成。

2020 年 8 月 28 日

新增功能 (p. 425) AWS CloudTrailInsights 介绍了 
CloudTrail 见解事件的归因字段。
归因字段显示与触发见解事件的
异常活动相关的排名靠前的用户身
份、用户代理和错误代码。为便于
比较，归因字段还显示与正常活动
或基线活动相关的排名靠前的用户
身份、用户代理和错误代码。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阅记录跟踪的见解
事件。

2020 年 8 月 13 日

新增功能 (p. 425) AWS CloudTrail 控制台的新外观
采用了易于使用的设计。《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已更新，更
改了在控制台中执行任务的程序，
例如创建跟踪、更新跟踪和下载事
件历史记录。

2020 年 8 月 13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mazon Interactive 
Video Service。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2020 年 7 月 15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mazon 
Honeycode。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2020 年 6 月 24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mazon Macie。请参
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
集成。

2020 年 5 月 19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mazon Kendra。请
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
和集成。

2020 年 5 月 13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WS IoT SiteWise。
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
务和集成。

2020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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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区域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一个附加区域：
欧洲（米兰）。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区域。

2020 年 4 月 28 日

增加了服务和区域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mazon AppFlow。
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
务和集成。此外，还增加了对非洲
（开普敦）区域的支持。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区域。

2020 年 4 月 22 日

新增功能 (p. 425) 高量 AWS KMS 操作（如
Encrypt、Decrypt 和
GenerateDataKey）现在记
录为 Read (读取) 事件。如果
您选择在跟踪上记录所有 AWS 
KMS 事件，并选择记录 Write 
(写入) 管理事件，则跟踪会
记录相关的 AWS KMS 操作
（如 Disable、Delete 和
ScheduleKey）。

2020 年 4 月 7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mazon CodeGuru 
Revice。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2020 年 2 月 7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本版本支持 Amazon Managed 
Apache Cassandra Service。请
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
和集成。

2020 年 1 月 17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mazon Connect。请
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
和集成。

2019 年 12 月 13 日

已更新的文档 (p. 425) 此更新支持 CloudTrail 处理库的
以下补丁版本：更新用户指南中
的.jar 文件引用以使用最新版本 
aws-cloudtrail-processing-library 
-1.2.0.jar。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见上的 “使用 CloudTrail 处理
库和CloudTrail处理库” GitHub。

2019 年 11 月 21 日

新增功能 (p. 425) 此版本支持AWS CloudTrail 
Insights 可帮助您检测账户中的异
常活动。请参阅记录跟踪的见解事
件。

2019 年 11 月 20 日

新增功能 (p. 425) 此版本添加了一个用于从跟踪中
筛选出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事件的选项。创建跟踪。

2019 年 11 月 20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W CodeStar S。请
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
和集成。

2019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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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功能 (p. 425) 无论您使用 CloudTrail 控制
台还是 API，此版本都支持
在中 CloudTrail创建跟踪时
添加标签。此版本添加了两
个新的 API，GetTrail 和
ListTrails。

2019 年 11 月 1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WS App Mesh。请
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
和集成。

2019 年 10 月 17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mazon Translate。
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
务和集成。

2019 年 10 月 17 日

文档更新 (p. 425) “不支持的服务”主题已被恢复
和更新，仅包括那些当前未在 
CloudTrail 中记录事件的 AWS 服
务。请参阅 CloudTrail 不支持的
服务。

2019 年 10 月 7 日

文档更新 (p. 425) 该文档已更新，其中包含对
AWSCloudTrailFullAccess
策略的更改。已更新一个策
略示例，该示例显示了与
AWSCloudTrailFullAccess
等效的权限，以将可对其执行
iam:PassRole 操作的资源限制
为那些与以下条件语句匹配的资
源："iam:PassedToService": 
"cloudtrail.amazonaws.com"。
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基于身份
的策略示例。

2019 年 9 月 24 日

文档更新 (p. 425) 文档已更新，其中包含新主题管
理 CloudTrail 成本，以帮助您在
预算范围内获得所需的日志数据。 
CloudTrail

2019 年 9 月 3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WS Control 
Tower。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2019 年 8 月 13 日

增加了区域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一个附加区域：
中东（巴林）。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区域。

2019 年 7 月 29 日

文档更新 (p. 425) 文档已使用有关文档的修订文
档 CloudTrail。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中的安全性。

2019 年 7 月 3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WS Ground 
Station。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2019 年 6 月 6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WS IoT Things 
Graph。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2019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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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mazon AppStream 
2.0。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
持的服务和集成。

2019 年 4 月 25 日

增加了区域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一个附加区域：亚
太地区（香港）。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区域。

2019 年 4 月 24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mazon Kinesis 
Data Analytics。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2019 年 3 月 22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WS Backup。请参
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
集成。

2019 年 2 月 4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mazon WorkLink。
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
务和集成。

2019 年 1 月 23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WS Cloud9。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
成。

2019 年 1 月 21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WS Elemental 
MediaLive。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2019 年 1 月 19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mazon 
Comprehend。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2019 年 1 月 18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WS Elemental 
MediaPackage。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2018 年 12 月 21 日

增加了区域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一个附加区域：欧洲
（斯德哥尔摩）。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区域。

2018 年 12 月 11 日

文档更新 (p. 425) 文档已使用有关受支持和不受支持
的服务的信息进行更新。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
成。

2018 年 12 月 3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WS Resource 
Access Manager (AWS RAM)。
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
务和集成。

2018 年 11 月 20 日

更新了功能 (p. 425) 此版本支持在中创建跟踪 
CloudTrail ，以记录的组织
中所有AWS账户的事件AWS 
Organizations。请参阅为组织创
建跟踪。

2018 年 11 月 19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mazon Pinpoint 
SMS 和语音 API。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2018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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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WS IoT 
Greengrass。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2018 年 10 月 29 日

已更新的文档 (p. 425) 此更新支持 CloudTrail 处理库的
以下补丁版本：更新用户指南中
的.jar 文件引用以使用最新版本 
aws-cloudtrail-processing-library 
-1.1.3.jar。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见上的 “使用 CloudTrail 处理
库和CloudTrail处理库” GitHub。

2018 年 10 月 18 日

新增功能 (p. 425) 此版本支持在 Event history (事
件历史记录) 中使用额外的筛选条
件。请参阅在 CloudTrail 控制台
中查看 CloudTrail 事件。

2018 年 10 月 18 日

新增功能 (p. 425) 此版本支持使用 Amazon Virtual 
Private Cloud (Amazon VPC) 在
您的 VPC 与 AWS CloudTrail 之
间建立私有连接。请参阅将 AWS 
CloudTrail 与接口 VPC 终端节点
一起使用。

2018 年 8 月 9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mazon Data 
Lifecycle Manager。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2018 年 7 月 24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mazon MQ。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
成。

2018 年 7 月 19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p. 425) 此版本支持 AWS Mobile CLI。请
参阅 AWS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
和集成。

2018 年 6 月 29 日

可通过 RSS 源获得 AWS 
CloudTrail 文档历史记录通
知 (p. 425)

现在，您可以通过订阅 RSS 源收
到 AWS CloudTrail 文档更新的通
知。

2018 年 6 月 29 日

早期更新
下表介绍 2018 年 6 月 29 日之前 AWS CloudTrail 的文档发布历史记录。

更改 描述 发行日期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mazon RDS Performance Insights。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阅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2018 年 6 月 
21 日

新增功能 此版本支持在事件历史记录中记录所有 CloudTrail 管
理事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事件历史记录查看 
CloudTrail 事件 (p. 50)：

2018 年 6 月 
14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WS 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请参
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8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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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 描述 发行日期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发布版支持 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Service for 
Kubernetes (Amazon EKS)。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
和集成 (p. 22)。

2018 年 6 月 
5 日

已更新的文档 此更新支持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的以下补丁发布
版：

• 更新用户指南中的.jar 文件引用以使用最新版本 aws-
cloudtrail-processing-library -1.1.2.jar。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上使用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p. 319)的 “CloudTrail 处理库” GitHub。

2018 年 5 月 
16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WS 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请参
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8 年 6 月 
7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发布版支持 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Service for 
Kubernetes (Amazon EKS)。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
和集成 (p. 22)。

2018 年 6 月 
5 日

已更新的文档 此更新支持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的以下补丁发布
版：

• 更新用户指南中的.jar 文件引用以使用最新版本 aws-
cloudtrail-processing-library -1.1.2.jar。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上使用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p. 319)的 “CloudTrail 处理库” GitHub。

2018 年 5 月 
16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WS X-Ray。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
集成 (p. 22)。

2018 年 4 月 
25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WS IoT Analytics。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
服务和集成 (p. 22)。

2018 年 4 月 
23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Secrets Manager。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
务和集成 (p. 22)。

2018 年 4 月 
10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mazon Rekognition。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
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8 年 4 月 
6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WS Private Certificate Authority (PCA)。请参
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8 年 4 月 
4 日

新增功能 此版本支持通过 Amazon Athena 更轻松地搜索 CloudTrail 
日志文件。您可以自动创建表，用于直接从 CloudTrail 控
制台查询日志，并将这些表用于在 Athena 中运行查询。有
关更多信息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请参阅在
CloudTrail控制台中创建 CloudTrail 日志表。

2018 年 3 月 
15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WS AppSync。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
和集成 (p. 22)。

2018 年 2 月 
13 日

增加了区域支持 此版本支持一个附加区域：亚太地区（大阪）(ap-
northeast-3)。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地区 (p. 14)。

2018 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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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 描述 发行日期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WS Shield。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
集成 (p. 22)。

2018 年 2 月 
12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mazon SageMaker。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
服务和集成 (p. 22)。

2018 年 1 月 
11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WS Batch。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
成 (p. 22)。

2018 年 1 月 
10 日

新增功能 此版本支持将 CloudTrail 事件历史记录中可用的账户活
动数扩展到 90 天。您还可以自定义要显示的列，以改善 
CloudTrail 事件的显示。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事件历
史记录查看 CloudTrail 事件 (p. 50)：

2017 年 12 
月 12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mazon WorkMail。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
务和集成 (p. 22)。

2017 年 12 
月 12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lexa for Business、AWS E MediaConvert 
lemental 和 AWS Element MediaStore al 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7 年 12 
月 1 日

增加了功能和文档 此版本支持 AWS Lambda 函数的日志记录数据事件。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记录数据事件 (p. 230)：

2017 年 11 
月 30 日

增加了功能和文档 此版本支持 AWS Lambda 函数的日志记录数据事件。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记录数据事件 (p. 230)：

2017 年 11 
月 30 日

增加了功能和文档 此版本支持 Processing Librar CloudTrail y 的以下更新：

• 添加了对管理事件的布尔标识的支持。
• 将 CloudTrail 事件版本更新到 1.06。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上使用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p. 319)的 “CloudTrail 处理库” GitHub。

2017 年 11 
月 30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WS Glue。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
成 (p. 22)。

2017 年 11 
月 7 日

新文档 此发布版添加了新主题AWS CloudTrail 中的配额 (p. 36)。 2017 年 10 
月 19 日

已更新的文档 此版本更新了 Amazon Ath CloudTrail ena、AWS 
CodeBuild、、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Registry 和AWS 
Migration Hub的 Amazon Athena 和

2017 年 10 
月 13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mazon Chime。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
和集成 (p. 22)。

2017 年 9 月 
27 日

增加了功能和文档 此版本支持为 AWS 账户中的所有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配置数据事件日志记录。请
参阅记录数据事件 (p. 230)。

2017 年 9 月 
20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mazon Lex。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
集成 (p. 22)。

2017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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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WS Migration Hub。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
服务和集成 (p. 22)。

2017 年 8 月 
14 日

增加了功能和文档 此版本支持 CloudTrail 默认情况下为所有AWS账户启用。
过去 7 天内的账户活动显示在 CloudTrail 事件历史记录中，
并且最新的事件显示在控制台的控制面板中。此功能以前称
为 API activity history，现已被 Event history 取代。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CloudTrail  (p. 1)：

2017 年 8 月 
14 日

增加了功能和文档 此版本支持从 API 活动历史记录页面上的 CloudTrail 控制台
中下载事件。您可以下载 JSON 或 CSV 格式的事件。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下载事件 (p. 54)：

2017 年 7 月 
27 日

新增功能 此版本支持记录额外两个区域（欧洲（伦敦）和加拿大（中
部））中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对象级
别 API 操作。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p. 220)：

2017 年 7 月 
19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在 API 活动历史记录功能中查找 Amazon 
CloudWatch Events CloudTrail 的 API。

2017 年 6 月 
27 日

增加了功能和文档 此版本支持针对以下服务的 CloudTrail API 活动历史记录功
能中的其他 API：

• AWS CloudHSM
• Amazon Cognito
• Amazon DynamoDB
• Amazon EC2
• Kinesis
• AWS Storage Gateway

2017 年 6 月 
27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WS CodeStar。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
和集成 (p. 22)。

2017 年 6 月 
14 日

增加了功能和文档 此版本支持 Processing Librar CloudTrail y 的以下更新：

• 添加对来自同一 SQS 队列的 SQS 消息的不同格式 
CloudTrail 的支持。支持以下格式：
• CloudTrail 发送到 SNS 主题的通知
•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发送到 SNS 主

题的通知
•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直接发送到 

SQS 队列的通知
• 添加对 deleteMessageUponFailure 属性的支持，您

可以使用该属性来删除无法处理的消息。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上使用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p. 319)的 “CloudTrail 处理库” GitHub。

2017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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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mazon Athena。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
和集成 (p. 22)。

2017 年 5 月 
19 日

新增功能 此版本支持将数据事件发送到 Amazon CloudWatch Logs。

有关配置您的跟踪以记录数据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数据
事件 (p. 230)。

有关向 CloudWatch 日志发送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
用 Amazon Logs 监控 CloudTrail CloudWatch 日志文
件 (p. 263)。

2017 年 5 月 
9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WS Marketplace 计量服务。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7 年 5 月 
2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mazon QuickSight。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
服务和集成 (p. 22)。

2017 年 4 月 
28 日

增加了功能和文档 此发布版支持为创建新跟踪记录更新的控制台体验。现在，
您可以将新跟踪配置为记录管理和数据事件。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创建跟踪 (p. 76)：

2017 年 4 月 
11 日

添加的文档 如果 CloudTrail 没有在您的账户中将日志传输到您的 S3 存
储桶，或从某些区域发送 SNS 通知，您可能需要更新策
略。

要了解有关更新 S3 存储桶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策略配置常见错
误 (p. 357)。

要了解有关更新 SNS 主题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NS 策
略配置常见错误 (p. 364)。

2017 年 3 月 
31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WS Organizations。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
服务和集成 (p. 22)。

2017 年 2 月 
27 日

增加了功能和文档 此版本支持配置用于记录管理事件和数据事件的跟踪记录的
更新的控制台体验。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p. 220)：

2017 年 2 月 
10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mazon Cloud Directory。请参阅CloudTrail 支
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7 年 1 月 
26 日

增加了功能和文档 此版本支持在 API 活动历史记录功能中查找AWS 
CodeCommit GameLift、Amazon 和AWS Managed Ser 
CloudTrail vices 的 API。

2017 年 1 月 
26 日

新增功能 此版本支持与 AWS Health Dashboard 集成。
如果跟踪记录无法向 SNS 主题或 S3 存储桶传输日志，您
可以使用 AWS Health Dashboard 进行标识。当 S3 存储桶
或 SNS 主题的策略有问题时，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AWS 
Health Dashboard 会为您指明受影响的跟踪记录，并推荐
修复策略的方法。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Health 用户指南。

2017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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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功能和文档 此版本支持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按事件源进行筛选。事件
源显示被请求的 AWS 服务。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查看 
CloudTrail 事件 (p. 51)：

2017 年 1 月 
12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WS CodeCommit。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
服务和集成 (p. 22)。

2017 年 1 月 
11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mazon Lightsail。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
务和集成 (p. 22)。

2016 年 12 
月 23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WS Managed Services。请参阅CloudTrail 支
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6 年 12 
月 21 日

增加了区域支持 此版本支持欧洲（伦敦）区域。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地
区 (p. 14)。

2016 年 12 
月 13 日

增加了区域支持 此版本支持加拿大（中部）区域。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
地区 (p. 14)。

2016 年 12 
月 8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WS CodeBuild（请参阅 CloudTrail 支持的服
务和集成 (p. 22)）。

此版本支持 AWS Health。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
集成 (p. 22)。

此版本支持 AWS Step Functions。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
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6 年 12 
月 1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mazon Polly。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
集成 (p. 22)。

2016 年 11 
月 30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WS OpsWorks for Chef Automate。请参
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6 年 11 
月 23 日

增加了功能和文档 此版本支持将跟踪配置为记录只读事件、只写事件或所有事
件。

CloudTrail 支持记录 Amazon S3 对象级 API 操
作GetObject，例如PutObject、和DeleteObject。您
可以将跟踪记录配置为记录对象级别 API 操作。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p. 220)：

2016 年 11 
月 21 日

增加了功能和文档 此版本支持 userIdentity 元素中的 type 字段的其他
值：AWSAccount 和 AWSService。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字段 (p. 406)适用于 userIdentity 的 。

2016 年 11 
月 16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pplication Auto Scaling。请参阅CloudTrail 支
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6 年 10 
月 31 日

增加了区域支持 此版本支持美国东部（俄亥俄）区域。请参阅CloudTrail 支
持的地区 (p. 14)。

2016 年 10 
月 17 日

增加了功能和文档 此版本支持记录非 API AWS 服务事件。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AWS 服务事件 (p. 417)：

2016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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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功能和文档 此版本支持使用 CloudTrail 控制台查看支持的资源类型
AWS Config。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WS Config 查
看引用的资源 (p. 54)：

2016 年 7 月 
7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WS Service Catalog。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
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6 年 7 月 
6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mazon Elastic File System (Amazon EFS)。
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6 年 6 月 
28 日

增加了区域支持 此版本支持一个额外的区域：ap-south-1（亚太地区（孟
买））。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地区 (p. 14)。

2016 年 6 月 
27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WS Application Discovery Service。请参
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6 年 5 月 
12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南美洲（圣保罗）区域中的 CloudWatch 日志。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mazon Logs 监控 CloudTrail 
CloudWatch 日志文件 (p. 263)：

2016 年 5 月 
6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WS WAF。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
成 (p. 22)。

2016 年 4 月 
28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WS Support。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
集成 (p. 22)。

2016 年 4 月 
21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mazon Inspector。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
务和集成 (p. 22)。

2016 年 4 月 
20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WS IoT。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
成 (p. 22)。

2016 年 4 月 
11 日

增加了功能和文档 此版本支持记录用安全断言标记语言 (SAML) 和 Web 联合
身份验证进行的 AWS Security Token Service (AWS STS) 
API 调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用于 SAML 和 Web 联合
身份验证的 AWS STS API 的值 (p. 409)：

2016 年 3 月 
28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WS Certificate Manager。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6 年 3 月 
25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mazon Kinesis Data Firehose。请参
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6 年 3 月 
17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mazon CloudWatch Logs。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6 年 3 月 
10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mazon Cognito。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
务和集成 (p. 22)。

2016 年 2 月 
18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WS Database Migration Service。请参
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6 年 2 月 
4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亚马逊 GameLift （亚马逊 GameLift）。请参
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6 年 1 月 
27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maz CloudWatch on。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
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6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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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区域支持 此版本支持一个附加区域：ap-northeast-2（亚太地区（首
尔））。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地区 (p. 14)。

2016 年 1 月 
6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Registry (Amazon 
ECR)。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5 年 12 
月 21 日

增加了功能和文档 此版本支持 CloudTrail 跨所有区域启用，且支持在每个区域
使用多个跟踪。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区域 CloudTrail 和
全球范围如何工作？ (p. 12)：

2015 年 12 
月 17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mazon Machine Learning。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5 年 12 
月 10 日

增加了功能和文档 此版本支持日志文件加密、日志文件完整性验证和标记。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通过AWS KMS密( SSE-KMS) 加密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p. 374)、验证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完
整性 (p. 302)和更新跟踪 (p. 86)。

2015 年 10 
月 1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mazon Ser OpenSearch vice。请参
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5 年 10 
月 1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
级别的活动。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5 年 9 月 
1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WS Device Farm。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
服务和集成 (p. 22)。

2015 年 7 月 
13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mazon API Gateway。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
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5 年 7 月 
9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CodePipeline。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
集成 (p. 22)。

2015 年 7 月 
9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mazon DynamoDB。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
服务和集成 (p. 22)。

2015 年 5 月 
28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北部）区域中的 
CloudWatch 日志。请参阅 CloudTrail 发布说明。有关 
CloudTrail 支持 CloudWatch 日志监控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使用 Amazon Logs 监控 CloudTrail CloudWatch 日志文
件 (p. 263)。

2015 年 5 月 
19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WS Directory Service。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
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5 年 5 月 
14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mazon Simple Email Service (Amazon 
SES)。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5 年 5 月 
7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Service，请参阅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5 年 4 月 
9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WS Lambda。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
集成 (p. 22)。

2015 年 4 月 
9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mazon WorkSpaces。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
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5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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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版本支持查找 CloudTrail（CloudTrail 事件）捕获的活
动。AWS您可以在账户中查找和筛选与创建、修改或删
除有关的事件。要查找这些事件，您可以使用 CloudTrail 
控制台、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AWS CLI) 或 
SAWS DK。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事件历史记录查看 
CloudTrail 事件 (p. 50)：

2015 年 3 月 
12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和新文档 此版本支持亚太地区（新加坡）、亚太地区（悉尼）、
亚太地区（东京）和欧洲（法兰克福）区域的 Amazon 
CloudWatch Logs。创建 CloudTrail 事件 CloudWatch 警
报中增加了其他 CloudWatch 警报示例，并且增加了一个
新页：使用AWS CloudFormation模板创建 CloudWatch警
报。

2015 年 3 月 
5 日

新文档 CloudTrail 概念页面中添加了一个新区域，介绍对AWS 
Security Token Service（AWS STS）区域终端节点的 
CloudTrail 支持。

2015 年 2 月 
17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mazon Route 53。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
务和集成 (p. 22)。

2015 年 2 月 
11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WS Config。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
集成 (p. 22)。

2015 年 2 月 
10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WS CloudHSM。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
务和集成 (p. 22)。

2015 年 1 月 
8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WS CodeDeploy。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
务和集成 (p. 22)。

2014 年 12 
月 17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WS Storage Gateway。请参阅CloudTrail 支
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4 年 12 
月 16 日

增加了区域支持 此版本支持一个附加区域： us-gov-west-1（AWS 
GovCloud （美国西部））。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地
区 (p. 14)。

2014 年 12 
月 16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mazon S3 Glacier。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
服务和集成 (p. 22)。

2014 年 12 
月 11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WS Data Pipeline。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
服务和集成 (p. 22)。

2014 年 12 
月 2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请参
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4 年 11 
月 12 日

新文档 指南中增加了一个新的部分：使用 Amazon Logs 监控 
CloudTrail CloudWatch 日志文件 (p. 263)。它描述了如何使
用 Amazon Lo CloudWatch gs 监控 CloudTrail 日志事件。

2014 年 11 
月 10 日

新文档 指南中增加了一个新的部分：使用 CloudTrail Processing 
Library (p. 319)。它提供有关如何使用 Processing Library 
在 Java 中使用处理库在 Java 中编写 CloudTrail 日志AWS 
CloudTrail处理程序

2014 年 11 
月 5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mazon Elastic Transcoder。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4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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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区域支持 此版本支持一个附加区域：eu-central-1（欧洲（法兰克
福））。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地区 (p. 14)。

2014 年 10 
月 23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mazon CloudSearch。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
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4 年 10 
月 16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mazon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请参
阅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4 年 10 
月 09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mazon ElastiCache。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
的服务和集成 (p. 22)。

2014 年 9 月 
15 日

增加了服务支持 此版本支持 Amazon WorkDocs。请参阅CloudTrail 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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