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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AWS Ground Station？
AWS Ground Station是一项完全托管的服务，可让您控制卫星通信、处理卫星数据以及扩展您的卫星运行。
这意味着您再也不用构建或管理自己的地面站基础设施。

利用 AWS Ground Station，您可以专注于创新并快速试用能够提取卫星数据并动态扩展您的服务器和存储使
用的新应用程序，而不是花费资源来操作和维护您自己的地面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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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据发送到 Amazon S3

AWS Ground Station
卫星预订也称为联系人。您的卫星在接触期间与AWS Ground Station天线通信。您可以通过 API 或通过
AWS控制台指定地点、时间和任务信息来保留联系人。您的联系人数据可以流入 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 实例，也可以异步发送到您账户中的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 
存储桶。

您可以创建可扩展和可重复使用的配置资源，以便在联系期间控制AWS Ground Station天线的配置方式。使
用任务配置文件，您可以指定数据来自哪里、其格式以及将数据发送到何处。

将数据发送到 Amazon S3
将数据发送到 Amazon S3 您的联系人数据以数据包捕获 (pcap) 文件形式传输，以允许将联系人数据重放到
软件定义无线电 (SDR) 中，或者从 pcap 文件中提取有效载荷数据进行处理。pcap 文件每 30 秒传输到您的 
Amazon S3 存储桶，因为天线硬件会收到联系数据，以便在需要时在联系期间处理联系人数据。收到数据
后，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后处理软件或使用其他 AWS 服务（如亚马逊 SageMaker 或 Amazon Rekognition）
来处理数据。向 Amazon S3 传输数据仅适用于向下链接来自卫星的数据；无法将数据从 Amazon S3 上行链
路到您的卫星。

将数据发送到 Amazon EC2
将数据传输到 Amazon EC2 后，您的联系人数据将流入您的 Amazon EC2 实例或从中传出。您可以在 
Amazon EC2 实例上实时处理数据，也可以转发数据进行后处理。

更多信息
有了AWS Ground Station它，您可以通过卫星通信访问超过 125 项服务。请注意以下几点：

• 您可以在高达 54 MHz 的带宽下接收 S 波段（2200 至 2300 MHz）或 X 波段（7750 至 8400 MHz）的
窄带射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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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波段 RF 数据经过数字化处理，以 VITA-49 信号数据/IP 格式作为数字流提供。
• X 波段中频 (IF) 数据经过数字化处理，并以 VITA-49 信号数据/IP 格式的数字流提供。

• 您可以在高达 500 MHz 的带宽下接收 X 波段（7750 至 8400 MHz）的宽带解调/解码数据
• X 波段中频 (IF) 数据经过解调、解码，并以 VITA-49 扩展数据/IP 格式作为数字流提供。

• 您可以通过AWS Ground Station代理接收从 40 MHz 到 400 MHz 带宽的宽带数字中频 (d igIF) 数据。
• 有关AWS Ground Station代理和宽带 DigiF 数据传输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p. 19)。

• 您可以在 S 波段（2025 至 2120 MHz）中以高达 54 MHz 的带宽传输射频数据。
• 射频数据以 VITA-49 信号数据/IP 格式AWS Ground Station作为数字流提供给。

• 您必须AWS Ground Station从支持的AWS区域运行AWS Ground Station。要查看支持的区域列表，请参
阅全球基础设施区域表。

• 您可以将数据传输到与天线在同一区域运行的 Amazon EC2 实例，也可以使用跨区域数据传输将数据从天
线发送到首选 AWS 区域中的 Amazon EC2 实例。目前有以下 antenna-to-destination 区域可用：
• 美国东部（俄亥俄）区域 (us-east-2) 到美国西部（俄勒冈）区域 (us-west-2)
• 美国西部（俄勒冈）区域 (us-west-2) 至美国东部（俄亥俄）区域 (us-east-2)

服务条款
您只能使用服务存储、检索、查询、提供和执行您拥有、获得许可或合法获得的内容。在这些服务条款中，
(a) “您的内容” 包括任何 “公司内容” 和任何 “客户内容”，(b) “AWS 内容” 包括 “亚马逊资产”。作为服务的一部
分，您可能被允许使用我们或第三方许可方提供的某些软件（包括相关文档）。

Important

本软件既不出售也不分发给您，您只能将其作为服务的一部分使用。未经特别授权，您不得将其转
移到服务之外。

核心组件
Dataflow 端点组、配置和任务配置文件是的核心组件AWS Ground Station。这些组件决定了您如何安排接
触、天线如何与卫星通信以及数据的传输地点。在开始之前AWS Ground Station，我们建议您首先了解这些
组件。在相应的章节中提供了示例。

主题
• 数据流终端节点组 (p. 3)
• 配置 (p. 4)
• 任务配置文件 (p. 8)

数据流终端节点组
数据流终端节点定义了在联络期间您想要用来流式传输数据的位置。终端节点由您在执行联系时选择的名称
进行标识。这些名称不必是唯一的。这允许使用相同的任务配置文件同时执行多个接触。

终端节点列表地址包括以下内容：

• name-此数据流端点的 IP 地址。
• port-要连接的端口。

终端节点的安全详细信息包括以下内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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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 roleArn-角色的角色的AWS Ground Station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VPC。这些 ENI 充当联系期间传
输的数据的入口和出口点。

• securityGroupIds - 附加到弹性网络接口的安全组。
• subnetIds-子网列表，在这些子网中AWS Ground Station放置弹性网络接口以向您的实例发送流。

数据流终端节点总是作为数据流终端节点组的一部分创建的。在组中包括多个数据流终端节点，即表示您主
张那些指定的终端节点都可以在单次联络中一起使用。例如，如果联系人需要向三个独立的 dataflow 端点发
送数据，则您的单个 dataflow 终端节点组中必须有三个与任务配置文件中的 dataflow 端点配置相匹配的端
点。

当数据流终端节点组中的一个或多个资源正用于某个联络时，在该次联络期间整个组都予以保留。您可以同
时执行多个联系人，但这些联系人必须在不同的 dataflow 端点组上执行。

Dataflow 端点组必须处于HEALTHY状态才能使用它们安排联系。下面列出了您的 dataflow 端点组可能未处
于HEALTHY状态的原因以及应采取的相应纠正措施。

• NO_REGISTERED_AGENT-启动您的 EC2 实例，它将注册代理。请注意，您必须有有效的控制器配置文件
才能成功调用。有关配置该文件的??? (p. 19)详细信息，请参阅。

• INVALID_IP_OWNERSHIP-使用 DeleteDataflowEndpointGroup API 删除 Dataflow 终端节点组，然后使
用 CreateDataflowEndpointGroup API 使用与 EC2 实例关联的 IP 地址和端口重新创建 Dataflow 终端节点
组。

• UNVERIFIED_IP_OWNERSHIP-IP 地址尚未经过验证。验证会定期进行，因此这应该会自行解决。
• NOT_AUTHORIZED_TO_CREATE_SLR-账户无权创建必要的服务关联角色。查看中的故障排除步

骤??? (p. 83)

有关如何使用AWS CloudFormation、或AWS Ground Station API 对 dataflow 端点组执行操作的更多信息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请参阅以下文档。

• AWS::GroundStation::DataflowEndpoint群组 CloudFormation 资源类型
• Dataflow 终端节点组AWS CLI参考资料
• Dataflow 终端节点组 API 参考

配置
配置是 AWS Ground Station 用来为联络的每个方面定义参数的资源。将你想要的配置添加到任务配置文件
中，然后在执行联系时将使用该任务配置文件。你可以定义几种不同类型的配置。

有关如何使用AWS CloudFormation、或AWS Ground Station API 对配置执行操作的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文档。下面还提供了指向特定配置类型的文档的链接。

• AWS::GroundStation::Config CloudFormation 资源类型
• ConfigAWS CLI 参考
• Config API 参考

数据流端点Config
Note

Dataflow 终端节点配置仅用于向 Amazon EC2 传输数据，不用于向 Amazon S3 传输数据。

您可以使用 dataflow 端点配置来指定您希望在联系期间数据从哪个或流向哪个 dataflow 端点组 (p. 3)中
的哪个 dataflow 端点。dataflow 端点配置的两个参数指定了 dataflow 端点的名称和区域。预订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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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AWS Ground Station会分析您指定的任务配置文件 (p. 8)并尝试查找包含任务配置文件中包含的 
dataflow 终端节点配置所指定的所有 dataflow 端点组。

dataflow 端点配置的dataflowEndpointName属性指定了在联系期间 dataflow 端点组中的哪个数据流端点
将流向哪个或来自哪个数据流端点。

该dataflowEndpointRegion属性指定数据流端点所在的区域。如果在 dataflow 端点配置中指定了区
域，则会在指定的区域中查AWS Ground Station找 dataflow 终端节点。如果没有指定区域，AWS Ground 
Station将默认为联系人的Ground Station 区域。如果您的 dataflow 终端节点的区域与联系人的地面站区域不
同，则该联系人被视为跨区域数据传输 (p. 58)联系人。

IAM 角色必须拥有允许groundstation.amazonaws.com服务委托人代入角色的信任策略。有关示例，
请参阅下面的示例信任策略 (p. 5)部分。在端点创建期间，端点资源 ID 不存在，信任策略必须使用星号 
(*) 代替，your-endpoint-id并且可以在创建后使用端点资源 ID 进行更新。

有关如何使用AWS CloudFormation、或AWS Ground Station API 对 dataflow 端点配置执行操作的更多信息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请参阅以下文档。

• AWS::GroundStation::Config DataflowEndpointConfig CloudFormation 财产
• ConfigAWS CLI 参考（参见dataflowEndpointConfig -> (structure)部分）
• DataflowEndpointConfig API 参考

信任策略示例

有关如何更新角色的信任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管理 IAM 角色。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groundstation.amazonaws.com" 
      }, 
      "Action": "sts:AssumeRole",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aws:SourceAccount": "your-account-id" 
        }, 
        "ArnLike": { 
          "aws:SourceArn": "arn:aws:groundstation:dataflow-endpoint-region:your-account-
id:dataflow-endpoint-group/your-endpoint-id" 
        } 
      } 
    } 
  ]
} 
           

S3 录制Config
Note

S3 记录配置仅用于向 Amazon S3 传输数据，不用于向 Amazon EC2 传输数据。

您可以使用 S3 记录配置指定要将下行链路数据发送到的 Amazon S3 存储桶。S3 记录配置的两个参数指定
了向您的 Amazon S3 存储桶传输数据时AWS Ground Station要担任的 Amazon S3 存储桶和 IAM 角色。指
定的 IAM 角色以及 Amazon S3 存储桶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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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S3 存储桶的名称必须以开头aws-groundstation。
• IAM 角色必须拥有允许groundstation.amazonaws.com服务委托人代入角色的信任策略。有关示例，

请参阅下面的示例信任策略 (p. 6)部分。在创建配置期间，配置资源 ID 不存在，信任策略必须使用星
号 (*) 代替，your-config-id并且可以在创建后使用配置资源 ID 进行更新。

• IAM 角色必须具有 IAM 策略，允许该s3:GetBucketLocation角色对存储桶执行s3:PutObject操作并
对存储段的对象执行操作。如果 Amazon S3 存储桶有存储桶策略，则存储桶策略还必须允许 IAM 角色执
行这些操作。有关示例，请参阅下面的角色策略 (p. 6)示例。

信任策略示例

有关如何更新角色的信任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管理 IAM 角色。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groundstation.amazonaws.com" 
      }, 
      "Action": "sts:AssumeRole",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aws:SourceAccount": "your-account-id" 
        }, 
        "ArnLike": { 
          "aws:SourceArn": "arn:aws:groundstation:config-region:your-account-id:config/s3-
recording/your-config-id" 
        } 
      } 
    } 
  ]
} 
           

角色策略示例

有关如何更新或附加角色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管理 IAM 策略。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3:GetBucketLocation" 
      ], 
      "Resource": [ 
        "arn:aws:s3:::your-bucket-name"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3:PutObject" 
      ], 
      "Resource": [ 
        "arn:aws:s3:::your-bucket-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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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有关如何使用AWS CloudFormation、或AWS Ground Station API 对 S3 录制配置执行操作的更多信息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请参阅以下文档。

• AWS::GroundStation::Config S3RecordingConfig CloudFormation 房产
• ConfigAWS CLI 参考（参见s3RecordingConfig -> (structure)部分）
• S3RecordingConfig API 参考资料

跟踪配置
您可以使用任务配置文件中的跟踪配置来确定是否应在联系期间启用自动跟踪。此配置只有一个参
数：autotrack。autotrack参数可以是以下值：

• REQUIRED-您的联系人需要自动跟踪。
• PREFERRED-自动跟踪是联系人的首选，但仍可以在没有自动跟踪的情况下执行联系人。
• REMOVED-不应对您的联系人使用自动跟踪。

有关如何使用AWS CloudFormation、或AWS Ground Station API 对跟踪配置执行操作的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文档。

• AWS::GroundStation::Config TrackingConfig CloudFormation 财产
• ConfigAWS CLI 参考（参见trackingConfig -> (structure)部分）
• TrackingConfig API 参考

天线下行传输配置
在联系期间，您可以使用天线下行链路配置天线以进行下行链路配置。它们由频谱配置组成，用于指定下行
链路接触期间应使用的频率、带宽和极化。如果您的下行链路用例需要解调或解码，请参阅??? (p. 7)。

有关如何使用AWS CloudFormation、或AWS Ground Station API 对天线下行链路配置执行操作的更多信息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请参阅以下文档。

• AWS::GroundStation::Config AntennaDownlinkConfig CloudFormation 财产
• ConfigAWS CLI 参考（参见antennaDownlinkConfig -> (structure)部分）
• AntennaDownlinkConfig API 参考

天线下行传输解调解码配置
天线下行链路演示解码配置是一种更复杂且可自定义的配置类型，可用于通过 demod 执行下行链路联系或
解码。如果您有兴趣执行这些类型的联络，请联系 AWS Ground Station 团队。我们将帮助您确定适合您的
用例的正确配置和任务配置文件。

有关如何使用AWS CloudFormation、或AWS Ground Station API 对天线下行链路演示解码配置执行操作的
更多信息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请参阅以下文档。

• AWS::GroundStation::Config AntennaDownlinkDemodDecodeConfig CloudFormation 财产
• ConfigAWS CLI 参考（参见antennaDownlinkDemodDecodeConfig -> (structure)部分）
• AntennaDownlinkDemodDecodeConfig API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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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线上行传输配置
在联系期间，您可以使用天线上行链路配置为上行链路配置天线。它们由频率、极化和目标有效各向同性辐
射功率 (EIRP) 的频谱配置组成。有关如何配置联系人进行上行链路环回的信息，请参阅??? (p. 8)。

有关如何使用AWS CloudFormation、或AWS Ground Station API 对天线上行链路配置执行操作的更多信息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请参阅以下文档。

• AWS::GroundStation::Config AntennaUplinkConfig CloudFormation 财产
• ConfigAWS CLI 参考（参见antennaUplinkConfig -> (structure)部分）
• AntennaUplinkConfig API 参考

上行链路回声Config
上行传输回波配置告诉天线如何执行上行传输回波。这会呼应天线发送回您的数据流端点的信号。上行传输
回波配置包含上行传输配置的 ARN。天线在执行上行链路回波时使用 ARN 指向的上行链路配置中的参数。

有关如何使用AWS CloudFormation、或AWS Ground Station API 对上行链路回显配置执行操作的更多信息
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请参阅以下文档。

• AWS::GroundStation::Config UplinkEchoConfig CloudFormation 财产
• ConfigAWS CLI 参考（参见uplinkEchoConfig -> (structure)部分）
• UplinkEchoConfig API 参考

任务配置文件
任务配置文件包含的配置和参数说明了如何执行联络。预留联络或搜索可用联络时，您提供打算使用的任务
配置文件。任务配置文件汇总了您的所有配置，定义了天线的配置方式以及联系期间数据的去向。

除了跟踪配置 (p. 7)，所有配置均包含在任务配置文件的 dataflowEdges 字段中。一个数据流边缘是
由两个 ARN 组成的列表 - 第一个是从配置，第二个是到配置。通过指定两个配置之间的数据流边缘，您可以
告诉 AWS Ground Station 在联络期间数据应从何处流动到何处。跟踪配置未用作数据流边缘的一部分，而
是被指定为单独的字段。

任务配置文件的 name 字段有助于区分您创建的任务配置文件。

有关如何使用AWS CloudFormation、或AWS Ground Station API 对任务配置文件执行操作的更多信息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请参阅以下文档。

• AWS::GroundStation::MissionProfile CloudFormation 资源类型
• 任务概况AWS CLI参考资料
• 任务档案 API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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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Ground StationLocations
客户可以在以下位置使用 AWS Ground Station 天线传输和接收数据：美国（俄勒冈）、欧洲（巴林）、欧
洲（巴林）、南美洲（巴林）、南美洲（巴林）、南美洲（Punta Arenas）、南美洲（Punta Arenas）、南
美洲（蓬塔阿雷纳斯）。

客户可以在以下区域使用 AWS Ground Station 控制台传送数据和配置联系人：美国西部（俄勒冈）、欧洲
（法兰克福）、首尔（首尔）、欧洲（首尔）、欧洲（首尔）、欧洲（首尔）、欧洲（首尔）、欧洲（首
尔）、欧洲（首尔）、欧洲（首尔）、欧洲（首尔）、欧洲（首尔）、南美洲（圣保罗）。更多区域和天线
位置即将推出。

注意：您只能在前面段落中提到的 AWS Ground Station 控制台所在的区域中创建 AWS Ground Station 资
源。

主题
• 寻找Ground Station 的 AWS 区域 (p. 9)

寻找Ground Station 的 AWS 区域
AWS 全球网络包含Ground Station 点，这些地点实际上并不位于AWS 区域它们与之相连。必须使用Ground 
Station 所连接的 AWS 区域在其中一个Ground Station 位置列出和预留联络信息。

确定地面站的 AWS 区域有多种方法。这些区域有：AWS Ground Station控制台页面在筛选器和联系
人表中同时显示 Ground Station 的 AWS 区域，如下图所示。AWS 开发工具包包含地面站的 AWS 区
域ListGroundStation响应。最后，AWS CLI 包含地面站的 AWS 区域位于list-ground-stations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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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位于 AWS 区域之外Ground Station 示例 (p. 10)

位于 AWS 区域之外Ground Station 示例
Hawaii 1 是一个Ground Station 位置的示例，该位置实际上并不位于它所连接的 AWS 区域中。夏威夷 1 
Ground Station 位于美国夏威夷，但与美国西部 2（俄勒冈）AWS 区域相连。要使用 Hawaii 1 列出和保留
联系人，您必须拥有任务配置文件 (p. 8)在 us-west-2（俄勒冈）AWS 区域中配置，并使用 us-west-2（俄勒
冈）AWS 区域中的AWS Ground Station控制台、AWS CLI 或 AWS 开发工具包。

• 列出和预留联系 (p. 39)对于夏威夷 1 在AWS Ground Station控制台必须使用AWS Ground Stationus-
west-2（俄勒冈）区域中的控制台。

• 要使用 AWS CLI 列出和保留夏威夷 1 的联系人，您必须使用--region CLI 参数.
• 要使用 AWS 开发工具包列出和预留夏威夷 1 的联系人，您必须将客户的区域设置为 us-west-2。如何设

置此设置取决于您使用的编程语言。以下是如何设置此设置的一个示例 JavaScript 中介绍了AWS SDK for 
JavaScript 文档.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特定语言软件开发工具包文档.

10

https://docs.aws.amazon.com/cli/latest/reference/
https://docs.aws.amazon.com/sdk-for-javascript/v2/developer-guide/setting-region.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sdk-for-javascript/v2/developer-guide/setting-region.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ndex.html#sdks


AWS Ground Station 用户指南
注册一个 AWS 账户

设置 AWS Ground Station
在开始使用之前AWS Ground Station，您需要知道需要什么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权
限，以及要提供哪些太空飞行器证书。使用以下步骤设置您的账户。

主题
• 注册一个 AWS 账户 (p. 11)
• 创建管理用户 (p. 11)
• 向您的AWS账户添加Ground Station 权限  (p. 12)
• 客户培训 (p. 13)
• 后续步骤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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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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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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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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您的AWS账户添加Ground Station 权限
要在不需要管理员用户AWS Ground Station的情况下使用，您需要创建新策略并将其附加到您的AWS账户。

1. 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IAM) 控制台，网址为https://console.aws.amazon.com/iam/。
2. 创建新策略。使用以下步骤：

a.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Policies (策略)，然后选择 Create Policy (创建策略)。
b. 在 JSON 选项卡中，使用以下值之一编辑 JSON。使用最适合您的应用程序的 JSON。

• 要获得Ground Station 管理权限，请将 “操作” 设置为 groundstation: *，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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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于只读权限，请将 Action (操作) 设置为 groundstation:Get*、groundstation:List* 和
groundstation:Describe*，如下所示：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groundstation:Get*", 
        "groundstation:List*", 
        "groundstation:Describe*" 
      ], 
      "Resource":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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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通过多因素身份验证提高安全性，请将 Ac ti on 设置为 g roundstation: *，将 Condition /Bool
设置为 aws:: trueMultiFactorAuthPresent，如下所示：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groundstation:*", 
            "Resource": "*", 
            "Condition": { 
                "Bool": { 
                    "aws:MultiFactorAuthPresent": true 
                } 
            } 
        } 
    ]
}

3. 在 IAM 控制台中，将您创建的策略附加到所需用户。

有关 IAM 用户并附加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

客户培训
要完成AWS Ground Station账户注册，请参阅AWS Ground Station控制台页面上的 “卫星和资源” 部分，了
解入职详情。AWS Ground Station 团队将与您一起将您的卫星登记到服务。登记卫星后，卫星就可供在管理
联络时使用。在 “列出联系人” 和 “保留联系人” 中提供了管理联系人的 (p. 39)说明。

登记卫星将授予您通过卫星发送和接收数据的权限。除了载入您自己的卫星外，客户还可以搭载以下卫星，
使用 AWS Ground Station 向下传输直接广播数据：

• Aqua
• SNPP
• JPSS-1/NOAA-20
• Terra

一旦登机，即可访问这些卫星以供立即使用。 AWS Ground Station维护了许多预配置的AWS 
CloudFormation模板，以便更轻松地开始使用该服务。有关访问和使用此模板的说明和详细信息，请参阅用
户指南的 “使用AWS CloudFormation模板创建您的资源 (p. 14)” 部分。

有关这些卫星及其传输的数据种类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qua、JPSS-1/NOAA-20 和 SNPP 以及 Terra。

后续步骤
您的 AWS Ground Station 账户现已设置并准备好进行配置。继续执行入门 (p. 14)以将资源配置为使用 
AWS Ground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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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使用 AWS Ground Station
AWS Ground Station 使您能够管理、控制和下行传输卫星数据。

使用AWS Ground Station，您可以按每分钟安排对地面站天线的访问，并且只需为所使用的天线时间付
费。 AWS Ground Station将您的联系人数据异步传送到您账户中的 Amazon Simp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 存储桶，或者通过流向您账户中的 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 实例进行
同步传输。以下步骤描述如何配置 Amazon S3 存储桶中异步接收联系人数据。有关如何使用数据传输到 
Amazon EC2 的信息，请参阅??? (p. 47)指南。

主题
• 基本概念 (p. 14)
• 先决条件 (p. 14)
• 步骤 1：选择AWS CloudFormation模板 (p. 14)
• 步骤 2：配置AWS CloudFormation堆栈 (p. 17)

基本概念
在开始之前，您应该熟悉 AWS Ground Station 中的基本概念。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p. 3)：

然后，??? (p. 14)继续了解入门的先决条件AWS Ground Station。

先决条件
在开始使用之前AWS Ground Station，请确保您拥有一个具有正确凭据的AWS帐户。按 ??? (p. 11) 中的步
骤操作。

Note

如果您将使用宽带 DigiF 数据传输，有关说明，??? (p. 19)请参阅。

否则，请继续前往??? (p. 14)。

步骤 1：选择AWS CloudFormation模板
登 (p. 13)上卫星后，您需要定义任务配置文件以定义AWS Ground Station天线配置，以便从卫星向下链
路数据。为了帮助您完成此过程，我们为使用公共广播卫星的窄带和宽带 DigiF 数据传输提供了预配置的
AWS CloudFormation模板。这些模板可让您轻松地开始使用 AWS Ground Station。有关的更多信息AWS 
CloudFormation，请参阅什么是 AWS CloudFormation？

根据您要联系的类型，从以下列表中选择相应的 CFN 模板类型：

• ??? (p. 15).
• ??? (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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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不想使用其中一个预制AWS CloudFormation模板，可以在上查看说明??? (p. 17)。

窄带 S3 数据传输AWS CloudFormation模板
预配置模板
现在，您可以将每个联系人的多个数据流配置为流入 S3 存储桶。这些数据流有两种不同的格式。可以为带
宽高达 54 MHz 的 S 波段和 X 波段信号配置包含 VITA-49 信号/IP 数据的数据流。可以为带宽高达 500 MHz 
的解调和/或解码 X 波段信号配置 VITA-49 扩展数据/IP。

AWS Ground Station为这两种数据流格式提供演示如何使用服务。使用本指南找到适合您的模板。

可用模板

您可以使用预配置的模板接收来自 Aqua、SNPP、JPSS-1/NOAA-20 和 Terra 卫星的直接广播数据。这
些AWS CloudFormation模板包含所需的资源AWS Ground Station和 Amazon S3 资源，用于安排和执行联
系以及在您账户的 Amazon S3 存储桶中接收数据。如果 Aqua、SNPP、JPSS-1/NOAA-20 和 Terra 未登记
到您的账户，请参阅客户登记 (p. 13)。

窄带数据传输模板

如果您为联系人使用窄带数据传输，请使用以下AWS CloudFormation模板。

• 名为的AWS CloudFormation模板AquaSnppJpss-1DemodDecodeS3DataDelivery.yml包含 Amazon 
S3 存储桶和安排联系以及接收经过解调和解码的直接广播数据所需的AWS Ground Station资源。如果您
计划使用 NASA Direct Readout Labs 软件（RT-STPS 和 IPOPP）处理数据，则此模板是很好的起点。

要使用 AWS CLI 下载此模板，请使用以下命令：

aws s3 cp s3://groundstation-cloudformation-templates-us-west-2/
AquaSnppJpss-1DemodDecodeS3DataDelivery.yml

在浏览器中导航到以下 URL，可以在控制台中查看和下载此模板：

https://s3.console.aws.amazon.com/s3/object/groundstation-cloudformation-templates-us-
west-2/AquaSnppJpss-1DemodDecodeS3DataDelivery.yml

您可以使用以下链接直接在 AWS CloudFormation 中指定此模板：

https://groundstation-cloudformation-templates-us-west-2.s3.us-west-2.amazonaws.com/
AquaSnppJpss-1DemodDecodeS3DataDelivery.yml

• 名为的AWS CloudFormation模板AquaSnppJpss-1TerraDigIfS3DataDelivery.yml包含 Amazon 
S3 存储桶和安排联系和接收 VITA-49 Signal/IP 直接广播数据所需的AWS Ground Station资源。如果您计
划在后处理之前使用软件定义无线电 (SDR) 对数据进行解调和解码，则此模板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要使用 AWS CLI 下载此模板，请使用以下命令：

aws s3 cp s3://groundstation-cloudformation-templates-us-west-2/
AquaSnppJpss-1TerraDigIfS3DataDelivery.yml

在浏览器中导航到以下 URL，可以在控制台中查看和下载此模板：

https://s3.console.aws.amazon.com/s3/object/groundstation-cloudformation-templates-us-
west-2/AquaSnppJpss-1TerraDigIfS3DataDelivery.y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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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以下链接直接在 AWS CloudFormation 中指定此模板：

https://groundstation-cloudformation-templates-us-west-2.s3.us-west-2.amazonaws.com/
AquaSnppJpss-1TerraDigIfS3DataDelivery.yml

这些模板定义了哪些资源？

这两个模板都包含相同的资源，唯一的区别是天线配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下面的天线Config 描述。

• Amazon S3 存储桶-向下链接的数据将传输到的存储桶。此存储桶的名称aws-groundstation以满足 S3 
录制Config (p. 5) 中描述的标准。

• IAM 角色-groundstation.amazonaws.com 服务委托人可担任的角色，AWS Ground Station在将向下
链接的数据写入您的 Amazon S3 存储桶时扮演的角色。

• Amazon S3 存储桶策略-允许 IAM 角色对您的 Amazon S3 存储桶及其对象执行以下操作的策略：
• s3:GetBucketLocation
• s3:PutObject

• 跟踪Conf ig-一种AWS Ground Station跟踪配置 (p. 7)，用于定义天线系统如何跟踪您的卫星在天空中移
动。

• S3 录制Config-一种AWS Ground Station S3 记录配置 (p. 5)，它引用了 Amazon S3 存储桶和 IAM 角色，
供AWS Ground Station在传输数据时使用。

• 天线Conf ig-一种AWS Ground Station天线配置，用于指定在接触期间如何配置AWS Ground Station天
线。该AquaSnppJpss-1DemodDecodeS3DataDelivery.yml模板包含天线下行链路演示解码配置，
该配置 (p. 7)将AWS Ground Station天线配置为对下行链路数据进行解调和解码，然后再将其传输到您的 
Amazon S3 存储桶。AquaSnppJpss-1TerraDigIfS3DataDelivery.yml取而代之的是包含天线下
行链路配置 (p. 7)，该配置将AWS Ground Station天线配置为将数据作为 VITA-49 信号/IP 数据包传送到您
的 Amazon S3。

• 任务配置文件-AWS Ground Station 任务配置文件 (p. 8)，将所有AWS Ground Station配置组合在一起，
允许您使用引用的配置来安排和执行联系人。

宽带 DigIf S3 数据传输AWS CloudFormation模板
宽带 digiF 数据传输模板
如果您为联系人使用宽带数字中频 (digIF) 数据传输，请使用以下AWS CloudFormation模板。

• 名为的AWS CloudFormation模板DirectBroadcastSatelliteWbDigIfS3DataDelivery.yml包含 
Amazon S3 存储桶和通过AWS Ground Station代理安排联系和接收 VITA-49 Signal/IP 直接广播数据所需
的AWS Ground Station资源。如果您计划在后处理之前使用软件定义无线电 (SDR) 对数据进行解调和解
码，则此模板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有关AWS Ground Station代理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p. 19)。

要使用 AWS CLI 下载此模板，请使用以下命令：

aws s3 cp s3://groundstation-cloudformation-templates-us-west-2/agent/s3_recording/
DirectBroadcastSatelliteWbDigIfS3DataDelivery.yml

在浏览器中导航到以下 URL，可以在控制台中查看和下载此模板：

https://s3.console.aws.amazon.com/s3/object/groundstation-cloudformation-templates-us-
west-2/agent/s3_recording/DirectBroadcastSatelliteWbDigIfS3DataDelivery.yml

您可以使用以下链接直接在 AWS CloudFormation 中指定此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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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roundstation-cloudformation-templates-us-west-2.s3.us-west-2.amazonaws.com/
agent/s3_recording/DirectBroadcastSatelliteWbDigIfS3DataDelivery.yml

此模板定义了哪些资源？

• Amazon S3 存储桶-向下链接的数据将传输到的存储桶。此存储桶的名称aws-groundstation以满足 S3 
录制Config (p. 5) 中描述的标准。

• IAM 角色-groundstation.amazonaws.com 服务委托人可担任的角色，AWS Ground Station在将向下
链接的数据写入您的 Amazon S3 存储桶时扮演的角色。

• Amazon S3 存储桶策略-允许 IAM 角色对您的 Amazon S3 存储桶及其对象执行以下操作的策略：
• s3:GetBucketLocation

• s3:PutObject

• AWS KMS密钥-用于加密数据流的密钥。AWS KMS
• Ground Station 密钥角色-AWS Ground Station 将代入访问和使用密AWS KMS钥解密数据流的 IAM 角色
• Ground Station 密钥访问策略-定义AWS Ground Station可以对数据交付密钥采取的操作的 IAM 策略
• 跟踪Conf ig-一种AWS Ground Station跟踪配置 (p. 7)，用于定义天线系统如何跟踪您的卫星在天空中移

动。
• S3 录制Config-一种AWS Ground Station S3 记录配置 (p. 5)，它引用了 Amazon S3 存储桶和 IAM 角色，

供AWS Ground Station在传输数据时使用。
• A@@ qua、SNPP、JPSS-1/NOAA-20 和 Terra 的天线配置 ——三个独立的AWS Ground Station天线

配置，用于指定在与 Aqua、SNPP、JPSS-1/NOAA-20 和 Terra 接触时如何配置AWS Ground Station天
线。该模板包含天线下行链路配置 (p. 7)，该配置AWS Ground Station天线以将数据作为 VITA-49 信号/IP 
数据包传送到您的 Amazon S3。

• A@@ qua、SNPP、JPSS-1/NOAA-20 和 Terra 的AWS Ground Station任务配置文件 (p. 8) ——三个
独立的任务配置文件将所有AWS Ground Station配置组合在一起，允许你使用 Aqua、SNPP、JPSS-1/
NOAA-20 和 Terra 中提及的配置来安排和执行接触。

构建您自己的模板
配置资源以安排和执行您自己的卫星的联系需要您在账户中配置AWS Ground Station资源，使其与卫星的
设置相匹配。您自己很难做到这一点。该AWS Ground Station团队可以帮助您配置账户中的AWS Ground 
Station资源，以便从卫星上行链路和上行链路到您的卫星。要配置自己的卫星以供使用，请联系 AWS 
Support。AWS Ground Station

步骤 2：配置AWS CloudFormation堆栈
选择最适用于您的使用案例的模板后，请配置 AWS CloudFormation 堆栈。对于在此过程中创建的资源，这
些资源配置为在您创建资源时所在的区域中使用。

1. 在中AWS Management Console，选择服务 > CloudFormation。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Stacks (堆栈)。然后，选择 Create stack (创建堆栈) > With new resources 

(standard) (使用新资源(标准))。
3. 在 Create Stack (创建堆栈) 页面中，通过执行以下操作之一指定您在 the section called “步骤 1：选择

AWS CloudFormation模板” (p. 14) 中选择的模板。

a. 选择 Amazon S3 URL 作为模板源，然后复制并粘贴要在 Amazon S3 URL 中使用的模板的 URL。
然后选择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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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选择 Upload a template file (上传模板文件) 作为模板来源，然后选择 Choose File (选择文件)。上
传您在 the section called “步骤 1：选择AWS CloudFormation模板” (p. 14) 中下载的模板。然后
选择下一步。

4. 在 “指定堆栈详细信息” 页面中执行以下步骤：

a. 在 Stack Name (堆栈名称) 框中输入名称。我们建议使用一个简单的名称来减少将来出现错误的可
能性。

b. 选择下一步。
5. 为 Amazon EC2 实例配置堆栈选项和高级选项。

a. 在 Tags (标签) 和 Permissions (权限) 部分中添加任何标签和权限。
b. 对于 Stack policy (堆栈策略)、Rollback configuration (回滚配置)、Notification options (通知选项)

和 Stack creation options (堆栈创建选项)，进行任何更改。
c. 选择下一步。

6. 查看堆栈详细信息后，选择 Capabilities (功能) 确认，然后选择 Create stack (创建堆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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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AWS Ground Station代理用户指南
主题

• 概览 (p. 19)
• 代理要求 (p. 20)
• 通过AWS Ground Station代理传送数据 (p. 22)
• 安装该工具 (p. 24)
• 管理该工具 (p. 26)
• EC2 实例性能调整 (p. 29)
• 准备接触 diDigIF (p. 31)
• 最佳实践 (p. 32)
• 问题排查 (p. 32)
• 获取支持 (p. 34)
• RPM 安装验证 (p. 34)
• 附录 (p. 35)

概览
AWS Ground Station代理是什么？
AWS Ground Station Agent 以 RPM 形式提供，使AWS Ground Station客户能够在 AWS Ground Station 联
系期间接收（下行链路）同步宽带数字中频 (digIF) 数据流。客户可以选择两个数据传输选项：

1. 向 EC2 实例传输数据-向客户拥有的 EC2 实例传输数据。 AWS Ground Station客户管理代AWS 
Ground Station理。如果您需要近乎实时的数据处理，则此选项可能最适合您。有关 EC2 数据传输的信
息，请参阅??? (p. 47)指南。

2. 向 S3 存储桶传输数据-通过 Ground Station 托管服务将数据传输到客户拥有的 AWS S3 存储桶。有关 
S3 数据传输的信息，请参阅??? (p. 14)指南。

两种数据传输模式都要求客户创建一组 AWS 资源。强烈建议使用CloudFormation模板创建 AWS 资源，以
确保可靠性、准确性和可支持性。每个联系人只能向 EC2 或 S3 提供数据，但不能同时向两者交付数据。

Note

由于 S3 数据传输是一项Ground Station 托管服务，因此本指南重点介绍向您的 EC2 实例传输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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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F 数据通过您的软件定义无线电 (SDR) 或类似的侦听器从AWS Ground Station天线区域流向您的 EC2 
实例。

AWS Ground Station代理的特点
AWS Ground Station代理接收数字中频 (digIF) 下行链路数据并输出已解密的数据，从而启用以下功能：

• digiF 的下行链路带宽从 40 MHz 到 400 MHz 不等。
• 将高速率、低抖动的 DigiF 数据传输到 AWS 网络上的任何公有 IP（AWS Elastic IP）。
• 使用前向错误校正 (FEC) 实现可靠的数据传输。
• 使用客户管理的AWS KMS密钥进行加密，安全地传输数据。

代理要求
Note

本AWS Ground Station特工指南假设您已使用指南登上了Ground Stati??? (p. 11) on。

AWS Ground Station代理接收器 EC2 实例需要一组依赖的 AWS 资源来可靠、安全地将 DigiF 数据传送到您
的终端节点。

1. 要在其中启动 EC2 接收器的 VPC。
2. 用于数据加密/解密的 AWS KMS 密钥。
3. 为 SS M 会话管理器配置的 SSH 密钥或 EC2 实例配置文件。
4. 网络/安全组规则允许以下内容：

1. 来自AWS Ground Station您的数据流终端节点组中指定的端口的 UDP 流量。代理保留了一系列用
于将数据传送到入口数据流端点的连续端口。

2. 通过 SSH 访问您的实例（注意：您也可以使用 AWS 会话管理器访问您的 EC2 实例）。
3. 对可公开访问的 S3 存储桶的读取访问权限以进行代理管理。
4. 端口 443 上的 SSL 流量允许代理与AWS Ground Station服务通信。
5. 来自AWS Ground Station托管前缀列表的流量com.amazonaws.global.groundstation。

例如，参见预配置了这些资源的AWS CloudFormation EC2 数据交付模板??? (p. 50)的 “宽带 DigiF 数据
传输模板” 部分。

支持的操作系统
Amazon Linux 2。

支持的 EC2 实例类型
由于计算密集型数据传输工作流程，AWS Ground Station 代理需要专用 CPU 内核才能运行。我们支持以下
实例类型。请参阅??? (p. 21)以确定哪种实例类型最适合您的用例。

• C6i
• c6i.32xlarge

• M6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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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6i.32xlarge
• R6i

• r6i.32xlarge
• C5

• c5.24xlarge
• c5.18xlarge
• c5.12xlarge

• C5n
• c5n.metal
• c5n.18xlarge

• M5
• m5.24xlarge
• m5.12xlarge

• M4
• m4.16xlarge

• R5
• r5.metal
• r5.24xlarge

• R5n
• r5n.metal
• r5n.24xlarge

• G4dn
• g4dn.metal
• g4dn.16xlarge
• g4dn.12xlarge

• P4d
• p4d.24xlarge

• P3dn
• p3dn.24xlarge

CPU 核心规划
由于需要处理器密集型工作流程，AWS Ground Station代理需要专用 CPU 内核才能运行。代理需要一个预
留内核（2 个 vCPU）来进行调度、管理和协调，还需要额外的预留内核，具体取决于数据流需求。

CPU 核心分配
为了支持天线下行链路数据流，代理需要专用 CPU 内核，为每个数据流共享 L3 缓存。下表提供了数据流数
据速率与为代理预留的所需内核数量的映射。该代理旨在利用超线程 (HT) CPU 对，并要求保留 HT 对供其
使用。此表假设喀斯喀特湖或更新的 CPU。每个数据流的内核总数是相加的。

AntennaDownlink带宽 (兆赫) 预期 VITA-49.2 digiF 数据速率 (MB/
s)

内核数（HT 
CPU 对）

CPU 总量

50 1000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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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ennaDownlink带宽 (兆赫) 预期 VITA-49.2 digiF 数据速率 (MB/
s)

内核数（HT 
CPU 对）

CPU 总量

100 2000 3 6

150 3000 4 8

200 4000 4 8

250 5000 5 10

300 6000 5 10

350 7000 6 12

400 8000 7 14

通过AWS Ground Station代理传送数据
下图概述了宽带数字中频 (digIF) 接触AWS Ground Station期间数据的流动。

AWS Ground Station代理将负责协调联系人的数据平面组件。在安排联系之前，必须正确配置和启动代理，
并且必须使用该代理进行注册（代理启动时自动注册）AWS Ground Station。此外，数据接收软件（例如软
件定义的无线电）必须运行并配置为在 AwsGroundStationAgentEndpointegressAddress 接收数据。

在幕后，AWS Ground Station代理将从传输过程中应用的加密接收任务AWS Ground Station并撤消
传输过程中应用的AWS KMS加密，然后将其转发到您的软件定义无线电 (SDR) 正在监听的目标端点 
egressAddress。AWS Ground Station代理及其底层组件将遵守配置文件中设置的 CPU 边界，以确保它不会
影响在实例上运行的其他应用程序的性能。

客户必须在联系中涉及的接收器实例上运行AWS Ground Station代理。如果客户希望在单个接收器实例上接
收所有数据流，则单个AWS Ground Station代理能够协调多个数据流，如下所示。

多个数据流，单个接收器
示例场景：

客户希望在同一 EC2 接收器实例上接收两条天线下行链路作为 digiF 数据流。两条下行链路将是 200MHz 和 
100MHz。

AwsGroundStationAgentEndpoints:

将有两种AwsGroundStationAgentEndpoint资源，每个数据流对应一个。两个端点将具有相同的公有 
IP 地址 (ingressAddress.socketAddress.name)。入口portRange不应重叠，因为数据流是在同一 
EC2 实例上接收的。两egressAddress.socketAddress.port者都必须是唯一的。

CPU 规划：

• 1 个内核 (2 个 vCPU)，用于在实例上运行单个AWS Ground Station代理。
• 4 个内核（8 个 vCPU）用于接收 digiF Dataflow 1（在??? (p. 21)表中查找 200MHz）。
• 3 个内核（6 个 vCPU）用于接收 digiF Dataflow 2（在??? (p. 21)表中查找 100MHz）。
• 专用代理 CPU 总空间 = 同一插槽上的 8 个内核（16 个 v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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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数据流，多个接收器
示例场景：

客户希望在不同的 EC2 接收器实例上接收两条天线下行链路，作为 digiF 数据流。两条下行链路都将是 
400MHz。

AwsGroundStationAgentEndpoints:

将有两种AwsGroundStationAgentEndpoint资源，每个数据流对应一个。端点将具有不同的公有 IP 
地址 (ingressAddress.socketAddress.name)。对任一ingressAddress或两者的端口值都没有限
制，egressAddress因为数据流是在单独的基础架构上接收的，不会相互冲突。

CPU 规划：

• 接收器实例 1
• 1 个内核 (2 个 vCPU)，用于在实例上运行单个AWS Ground Station代理。
• 7 个内核（14 个 vCPU）用于接收 digiF Dataflow 1（??? (p. 21)表格中查找 400MHz）。
• 专用代理 CPU 总空间 = 同一插槽上的 8 个内核（16 个 vCPU）。

• 接收器实例 2
• 1 个内核 (2 个 vCPU)，用于在实例上运行单个AWS Ground Station代理。
• 7 个内核（14 个 vCPU）用于接收 digiF Dataflow 2（??? (p. 21)表格中查找 400MHz）。
• 专用代理 CPU 总空间 = 同一插槽上的 8 个内核（16 个 v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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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该工具
可AWS Ground Station通过以下方式安装该工具：

1. AWS CloudFormation模板（推荐）。
2. 在Amazon EC2 上手动安装。

使用CloudFormation模板
EC2 数据传输CloudFormation模板创建所需的 AWS 资源，以便将数据传送到您的 EC2 实例。此AWS 
CloudFormation模板使用预安装了AWS Ground Station代理的AWS Ground Station托管 AMI。然后，创建
的 EC2 实例的启动脚本填充代理配置文件并应用必要的性能调整 (??? (p. 29))。

步骤 1：创建 AWS 资源
使用模板创建 AWS 资源堆栈??? (p. 53)。

步骤 2：检查代理状态
默认情况下，代理已配置并处于活动状态（已启动）。要检查代理状态，您可以连接到 EC2 实例（SSH 或 
SSM 会话管理器）并查看??? (p. 29)。

在 EC2 上手动安装
尽管 Ground Station 建议使用CloudFormation模板来预置您的 AWS 资源，但在某些用例中，标准模板可能
不够。对于此类情况，我们建议您自定义模板以满足您的需求。如果这仍然不符合您的要求，您可以手动创
建您的 AWS 资源并安装该工具。

步骤 1：创建 AWS 资源
??? (p. 49)有关手动设置联系人所需的 AWS 资源的说明，请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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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AwsGroundStationAgentEndpoint资源定义了通过AWS Ground Station代理接收 DigiF 数据流的端点，对
于成功联系至关重要。虽然 API 文档位于 API 参考中，但本节将简要讨论与AWS Ground Station代理相关的
概念。

端点ingressAddress是AWS Ground Station代理接收来自天线的AWS KMS加密 UDP 流量的地
方。socketAddressname是 EC2 实例的公有 IP（来自附加的 EIP）。在已保留用于任何其他用途的范围
内，portRange应至少有 300 个连续端口。有关说明，请参阅??? (p. 31)：必须将这些端口配置为允许
运行接收器实例的 VPC 的安全组上的 UDP 入口流量。

终端egressAddress是代理将DigiF数据流移交给客户的地方。客户应让应用程序（例如 SDR）在此位置通
过 UDP 套接字接收数据。

步骤 2：创建 EC2 实例
支持以下 AMI：

1. AWS Ground StationAMI-groundstation-al2-gs-agent-ami-* 其中 * 是 AMI 的生成日期-已安装
代理（推荐）。

2. amzn2-ami-kernel-5.10-hvm-x86_64-gp2.

步骤 3：下载并安装该工具
Note

如果您未在上一步中选择AWS Ground Station代理 AMI，则必须完成本节中的步骤。

下载该名称为

AWS Ground Station代理可从特定区域的 S3 存储桶中获取，可以使用 AWS 命令行 (CLI) 下载到支持 EC2 
实例，s3://groundstation-wb-digif-software-${AWS::Region}/aws-groundstation-
agent/latest/amazon_linux_2_x86_64/aws-groundstation-agent.rpm其中 $ {AWS::Region} 
指支持的 AWS Ground Station 控制台和数据传输区域 (p. 9)之一。

示例：将最新的 rpm 版本从 AWS 区域 us-east-2 本地下载到 /tmp 文件夹。

aws s3 --region us-east-2 cp s3://groundstation-wb-digif-software-us-east-2/aws-
groundstation-agent/latest/amazon_linux_2_x86_64/aws-groundstation-agent.rpm /tmp 
                     

如果您需要下载AWS Ground Station代理的特定版本，可以从 S3 存储桶中的特定版本文件夹中下载该代
理。

示例：将本地的 AWS 区域 us-east-2 的 rpm 版本 1.0.2716.0 下载到 /tmp 文件夹。

aws s3 --region us-east-2 cp s3://groundstation-wb-digif-software-us-east-2/aws-
groundstation-agent/1.0.2716.0/amazon_linux_2_x86_64/aws-groundstation-agent.rpm /tmp 
                     

Note

如果你想确认你下载的 RPM 是由... 出售的AWS Ground Station，请按照的说明进行操
作???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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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代理

sudo yum install ${MY_RPM_FILE_PATH}

Example: Assumes agent is in the "/tmp" directory
sudo yum install /tmp/aws-groundstation-agent.rpm 
                     

步骤 4：配置该工具
安装代理后，必须在上更新代理配置文件/opt/aws/groundstation/etc/aws-gs-agent-
config.json。请参阅??? (p. 35)。

步骤 5：应用性能优化
AWS Ground Station代理 AMI：如果您在上一步中选择了AWS Ground Station代理 AMI，则应用以下性能
调整。

• ??? (p. 30)
• ??? (p. 31)
• ??? (p. 31)

其他 AMI：如果您在上一步中选择了任何其他 AMI，则应用下面列出的所有调整??? (p. 29)并重启实例。

步骤 6：管理该工具
要启动、停止和检查代理状态，请参见??? (p. 26)。

管理该工具
AWS Ground Station代理提供以下功能，用于使用内置的 Linux 命令工具配置、启动、停止、升级、降级和
卸载代理。

主题

• ??? (p. 26)
• ??? (p. 27)
• ??? (p. 27)
• ??? (p. 27)
• ??? (p. 28)
• ??? (p. 28)
• ??? (p. 29)
• ??? (p. 29)

AWS Ground Station代理配置
导航到/opt/aws/groundstation/etc，其中应包含一个名为aws-gs-agent-config .json 的文件。请参阅
??? (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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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Ground Station代理启动

#start
sudo systemctl start aws-groundstation-agent

#check status
systemctl status aws-groundstation-agent 
             

应生成显示代理处于活动状态的输出。

aws-groundstation-agent.service - aws-groundstation-agent
Loaded: loaded (/usr/lib/systemd/system/aws-groundstation-agent.service; enabled; vendor 
 preset: disabled)
Active: active (running) since Tue 2023-03-14 00:39:08 UTC; 1 day 13h ago
Docs: https://aws.amazon.com/ground-station/
Main PID: 8811 (aws-gs-agent)
CGroup: /system.slice/aws-groundstation-agent.service
##8811 /opt/aws/groundstation/bin/aws-gs-agent production 
             

AWS Ground Station代理停止

#stop
sudo systemctl stop aws-groundstation-agent

#check status
systemctl status aws-groundstation-agent 
             

应生成显示代理处于非活动状态（已停止）的输出。

aws-groundstation-agent.service - aws-groundstation-agent
Loaded: loaded (/usr/lib/systemd/system/aws-groundstation-agent.service; enabled; vendor 
 preset: disabled)
Active: inactive (dead) since Thu 2023-03-09 15:35:08 UTC; 6min ago
Docs: https://aws.amazon.com/ground-station/
Process: 84182 ExecStart=/opt/aws/groundstation/bin/launch-aws-gs-agent (code=exited, 
 status=0/SUCCESS)
Main PID: 84182 (code=exited, status=0/SUCCESS) 
             

AWS Ground Station代理升级
1. 下载最新版本的。请参阅??? (p. 25)。
2. 停止 代理。

#stop
sudo systemctl stop aws-groundstation-agent

#confirm inactive (stopped) state
systemctl status aws-groundstation-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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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更新代理。

sudo yum update ${MY_RPM_FILE_PATH}

# check the new version has been installed correctly by comparing the agent version 
 with the starting agent version
yum info aws-groundstation-agent

# reload the systemd configuration
sudo systemctl daemon-reload

# restart the agent
sudo systemctl restart aws-groundstation-agent

# check agent status
systemctl status aws-groundstation-agent 
                     

AWS Ground Station代理降级
1. 下载您需要的代理版本。请参阅??? (p. 25)。
2. 将该名称降级。

# get the starting agent version
yum info aws-groundstation-agent

# stop the agent service
sudo systemctl stop aws-groundstation-agent

# downgrade the rpm
sudo yum downgrade ${MY_RPM_FILE_PATH}

# check the new version has been installed correctly by comparing the agent version 
 with the starting agent version
yum info aws-groundstation-agent

# reload the systemd configuration
sudo systemctl daemon-reload

# restart the agent
sudo systemctl restart aws-groundstation-agent

# check agent status
systemctl status aws-groundstation-agent 
                     

AWS Ground Station代理卸载
卸载代理会将 /opt/aws/groundstation/etc/aws-gs-agent-config .json 重命名为 /opt/aws/groundstation/etc/
aws-gs-agent-config .json.rpmsave。再次在同一实例上安装代理将写入aws-gs-agent-config .json 的默认
值，并且需要使用与您的 AWS 资源相对应的正确值进行更新。请参阅??? (p. 35)。

sudo yum remove aws-groundstation-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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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Ground Station代理状态
代理状态为活动（代理正在运行）或非活动（代理已停止）。

systemctl status aws-groundstation-agent 
             

示例输出显示代理已安装，处于非活动状态（已停止）和已启用（启动时启动服务）。

aws-groundstation-agent.service - aws-groundstation-agent
Loaded: loaded (/usr/lib/systemd/system/aws-groundstation-agent.service; enabled; vendor 
 preset: disabled)
Active: inactive (dead) since Thu 2023-03-09 15:35:08 UTC; 6min ago
Docs: https://aws.amazon.com/ground-station/
Process: 84182 ExecStart=/opt/aws/groundstation/bin/launch-aws-gs-agent (code=exited, 
 status=0/SUCCESS)
Main PID: 84182 (code=exited, status=0/SUCCESS) 
             

AWS Ground Station代理人 RPM 信息

yum info aws-groundstation-agent 
             

您可以在一个 (扩展) 代码行中执行所有这些操作：
Note

根据最新代理发布的版本，“版本” 可能会有所不同。

Loaded plugins: extras_suggestions, langpacks, priorities, update-motd
Installed Packages
Name        : aws-groundstation-agent
Arch        : x86_64
Version     : 1.0.2677.0
Release     : 1
Size        : 51 M
Repo        : installed
Summary     : Client software for AWS Ground Station
URL         : https://aws.amazon.com/ground-station/
License     : Proprietary
Description : This package provides client applications for use with AWS Ground Station 
             

EC2 实例性能调整
Note

如果您使用CloudFormation模板预配置 AWS 资源，则这些调整将自动应用。如果您使用 AMI 或手
动创建了 EC2 实例，则必须应用这些性能调整才能实现最可靠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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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记住在应用任何调整后重启您的实例。

主题

• ??? (p. 30)
• ??? (p. 30)
• ??? (p. 31)
• ??? (p. 31)
• ??? (p. 31)
• ??? (p. 31)

调整硬件中断和接收队列-影响 CPU 和网络
本节配置 systemd、SMP IRQ、接收数据包引导 (RPS) 和接收流控制 (RFS) 的 CPU 核心使用
率。??? (p. 37)有关基于您正在使用的实例类型的一组推荐设置，请参阅。

1. 将系统进程固定在远离代理 CPU 内核的地方。
2. 将硬件中断请求从代理 CPU 内核路由出去。
3. 配置 RPS 以防止单个网络接口卡的硬件队列成为网络流量的瓶颈。
4. 配置 RFS 以提高 CPU 缓存命中率，从而减少网络延迟。

RPM 提供的set_irq_affinity.sh脚本为您配置了以上所有内容。添加到 crontab，这样它就会在每次启
动时应用：

echo "@reboot sudo /opt/aws/groundstation/bin/set_irq_affinity.sh '${interrupt_core_list}' 
 '${rps_core_mask}' >> /var/log/user-data.log 2>&1" >>/var/spool/cron/root 
             

• interrupt_core_list替换为内核和操作系统保留的内核——通常是第一个和第二个以及超线程核心
对。这不应与上面选择的内核重叠。（例如：“0,1,48,49” 表示超线程 96-CPU 实例）。

• rps_core_mask是一个十六进制位掩码，用于指定哪些 CPU 应处理传入的数据包，每个数字代表 4 个 
CPU。它还必须从右边开始，每 8 个字符用逗号分隔。建议允许所有 CPU，让缓存处理平衡。
• 要查看每种实例类型的推荐参数列表，请参阅??? (p. 37)。

• 96-CPU 实例的示例：

echo "@reboot sudo /opt/aws/groundstation/bin/set_irq_affinity.sh '0,1,48,49'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 /var/log/user-data.log 2>&1" >>/var/spool/cron/root 
                     

Tune Rx 中断合并——Impacts Network
中断合并有助于防止过多的中断淹没主机系统，并有助于提高网络吞吐量。使用这种配置，会收集数据包，
每 128 微秒生成一个中断。添加到 crontab，这样它就会在每次启动时应用：

echo "@reboot sudo ethtool -C ${interface} rx-usecs 128 tx-usecs 128 >>/var/log/user-
data.log 2>&1" >>/var/spool/cron/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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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face替换为配置为接收数据的网络接口（以太网适配器）。通常，eth0这是分配给 EC2 实例的默
认网络接口。

Tune Rx 环形缓冲区——Impacts
增加 Rx 环形缓冲区的环路入口数量，以防止在突发连接期间丢包或溢出。添加到 crontab，这样每次启动时
都能正确设置它：

echo "@reboot sudo ethtool -G ${interface} rx 16384 >>/var/log/user-data.log 2>&1" >>/var/
spool/cron/root 
             

• interface替换为配置为接收数据的网络接口（以太网适配器）。通常，eth0这是分配给 EC2 实例的默
认网络接口。

调整 CPU C 状态-影响 CPU
设置 CPU C 状态以防止空闲状态，这可能会在联系开始时导致数据包丢失。需要重启实例。

echo "GRUB_CMDLINE_LINUX_DEFAULT=\"console=tty0 console=ttyS0,115200n8 
 net.ifnames=0 biosdevname=0 nvme_core.io_timeout=4294967295 intel_idle.max_cstate=1 
 processor.max_cstate=1 max_cstate=1\"" >/etc/default/grub
echo "GRUB_TIMEOUT=0" >>/etc/default/grub
grub2-mkconfig -o /boot/grub2/grub.cfg 
             

预留入口端口-Impacts 网络
保留您的AwsGroundStationAgentEndpoint入口地址端口范围中的所有端口，以防止与内核使用发生冲
突。端口使用冲突将导致联系和数据传输失败。

echo "net.ipv4.ip_local_reserved_ports=${port_range_min}-${port_range_max}" >> /etc/
sysctl.conf 
             

• 示例：echo "net.ipv4.ip_local_reserved_ports=42000-43500" >> /etc/sysctl.conf。

重启
成功应用所有调整后，重启实例以使调整生效。

sudo reboot 
             

准备接触 diDigIF
1. 查看 CPU 核心规划以了解所需的数据流，并提供代理可以使用的内核列表。请参阅??? (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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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看AWS Ground Station代理配置文件。请参阅??? (p. 26)。
3. 确认已应用必要的性能调整。请参阅??? (p. 29)。
4. 通过以下方式确认AWS Ground Station代理已在预定的联系开始时间之前启动：

systemctl status aws-groundstation-agent 
                 

5. 在预定的联系开始时间之前，通过以下方式确认AWS Ground Station代理运行正常：

aws groundstation get-dataflow-endpoint-group --dataflow-endpoint-group-id ${DATAFLOW-
ENDPOINT-GROUP-ID} --region ${REGION} 
                 

确认您的处于活动状态且awsGroundStationAgentEndpointauditResults处于健康状
态。agentStatus

最佳实践
EC2 最佳实践
遵循当前 EC2 最佳实践，确保足够的数据存储可用性。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EC2/latest/UserGuide/ec2-best-practices.html

Linux 调度程序
如果相应的进程没有固定到特定的内核，Linux 调度程序可以重新排序 UDP 套接字上的数据包。在数据传输
期间，任何发送或接收 UDP 数据的线程都应将自己固定到特定的内核。

AWS Ground Station托管前缀列表
建议在指定网络规则时使用com.amazonaws.global.groundstation AWS 管理的前缀列表以允许来自
天线的通信。有关 AWS 托管前缀列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WS 托管前缀列表。

单一接触限制
AWS Ground Station Agent 支持每个联系人进行多路直播，但一次仅支持单个联系人。为防止出现调度问
题，请勿在多个 dataflow 终端节点组之间共享实例。如果单个代理配置与多个不同的 DFEG ARN 相关联，
则它将无法注册。

问题排查
代理无法启动
AWS Ground Station代理可能由于多种原因而无法启动，但最常见的情况可能是代理配置文件配置错误。启
动代理后（参见??? (p. 27)），您可能会获得如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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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 is automatically retrying a restart
aws-groundstation-agent.service - aws-groundstation-agent
Loaded: loaded (/usr/lib/systemd/system/aws-groundstation-agent.service; enabled; vendor 
 preset: disabled)
Active: activating (auto-restart) (Result: exit-code) since Fri 2023-03-10 01:48:14 UTC; 
 23s ago
Docs: https://aws.amazon.com/ground-station/
Process: 43038 ExecStart=/opt/aws/groundstation/bin/launch-aws-gs-agent (code=exited, 
 status=101)
Main PID: 43038 (code=exited, status=101)

#agent has failed to start
aws-groundstation-agent.service - aws-groundstation-agent
Loaded: loaded (/usr/lib/systemd/system/aws-groundstation-agent.service; enabled; vendor 
 preset: disabled)
Active: failed (Result: start-limit) since Fri 2023-03-10 01:50:15 UTC; 13s ago
Docs: https://aws.amazon.com/ground-station/
Process: 43095 ExecStart=/opt/aws/groundstation/bin/launch-aws-gs-agent (code=exited, 
 status=101)
Main PID: 43095 (code=exited, status=101) 
             

问题排查

sudo journalctl -u aws-groundstation-agent | grep -i -B 3 -A 3 'Loading Config' | tail -6 
                 

可能会导致以下输出：

launch-aws-gs-agent[43095]: Running with options Production(ProductionOptions { endpoint: 
 None, region: None })
launch-aws-gs-agent[43095]: Loading Config
launch-aws-gs-agent[43095]: System has 96 logical cores
systemd[1]: aws-groundstation-agent.service: main process exited, code=exited, status=101/
n/a
systemd[1]: Unit aws-groundstation-agent.service entered failed state. 
                 

“加载Config” 后无法启动代理表示代理配置存在问题。??? (p. 35)请参阅验证您的代理配置。

AWS Ground Station代理日志
AWS Ground StationAgent 将有关联系人执行、错误和运行状况的信息写入运行该实例上的日志文件。您可
以通过手动连接到实例来查看日志文件。

您可以在以下位置查看代理日志。

/var/log/aws/groundstation 
             

没有可用的联系人了
安排联系人需要健康的AWS Ground Station代理人。请通过 get-dataflow endpoint-group 查询AWS Ground 
Station API 来确认您的AWS Ground Station代理已启动并且运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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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groundstation get-dataflow-endpoint-group --dataflow-endpoint-group-id ${DATAFLOW-
ENDPOINT-GROUP-ID} --region ${REGION} 
             

确认您的处于活动状态且awsGroundStationAgentEndpointauditResults处于健康状
态。agentStatus

获取支持
通过 AWS Support 联系Ground Station 团队。

1. contact_id提供所有受影响的联系人。没有这些信息，AWS Ground Station团队就无法调查特定的联
系人。

2. 提供有关已采取的所有故障排除步骤的详细信息。
3. 提供在运行我们的故障排除指南中的命令时发现的任何错误消息。

RPM 安装验证
下表提供了 RPM 的版本，以及从 RPM 验证的 MD5 哈希值以及使用 sha256sum 的 SHA256 哈希。这些值
组合在一起可用于验证用于地面站代理的 RPM 版本。

版本 MD5 哈希值 SHA256 
Hash

发行日期

1.0.2677.0 b8533be7644b4d12ab84de21341adac77cfe94acb00af7ca637264b17c9b21bd7afdc85b99dfdd6627aec9e99bd74892/15/2023

1.0.2716.0 65266490c4013b433ec39ee50008116ccb05b6a77dfcd5c66d81c0072ac550affbceffc372cc5562ee52fb2208449292023 年 3 月 
15 日

验证 RPM
验证此 RPM 安装所需的工具是：

• sha256sum
• 转速

这两种工具在Amazon Linux 2上都是默认的。这些工具将有助于验证您使用的 RPM 是正确的版本。首先从 
S3 存储桶下载最新的 RPM（??? (p. 25)有关下载 RPM 的说明，请参阅）。下载此文件后，需要检查以
下几点：

• 计算 RPM 文件的 sha256sum。从您正在使用的计算实例的命令行执行以下操作：

sha256sum aws-groundstation-agent.rpm 
                 

取此值并将其与上表进行比较。这表明下载的 RPM 文件是 AWS Ground Station 已分发给客户的有效文
件，可供使用。如果哈希值不匹配，请不要安装 RPM，并将其从计算实例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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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检查文件的 MD5 哈希值，确保 RPM 没有受到损害。为此，请通过运行以下命令以使用 RPM 命令行
工具：

rpm -Kv ./aws-groundstation-agent.rpm 
                 

验证此处列出的 MD5 哈希值是否与上表中版本的 MD5 哈希值相同。一旦对照 AWS Docs 中列出的这张
表对这两个哈希值进行了验证，就可以确保客户下载和安装的 RPM 是 RPM 的安全且毫不妥协的版本。

附录
代理Config 文件
示例

{ 
    "capabilities": [ 
        "arn:aws:groundstation:eu-central-1:123456789012:dataflow-endpoint-group/
bb6c19ea-1517-47d3-99fa-3760f078f100" 
    ], 
    "device": { 
        "privateIps": [ 
            "127.0.0.1" 
        ], 
        "publicIps": [ 
            "1.2.3.4" 
        ], 
        "agentCpuCores": 
 [ 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 ] 
    }
} 
                 

场地故障
capabilities
权能被指定为 Dataflow 终端节点组亚马逊资源名称。

所需：是

格式：字符串数组

• 值：能力 ARN → 字符串

示例：

"capabilities": [ 
    "arn:aws:groundstation:${AWS::Region}:${AWS::AccountId}:dataflow-endpoint-group/
${DataflowEndpointGroup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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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此字段包含枚举当前 EC2 “设备” 所需的其他字段。

所需：是

格式：对象

成员：

• 私有 IP
• 公关部
• agentCpuCores
• 网络适配器

私有 IP
该字段目前未使用，但包含在以future 用例中。如果不包含任何值，则默认为 [“127.0.0.1”]

必填项：错误

格式：字符串数组

• 值：IP 地址 → 字符串

示例：

"privateIps": [ 
    "127.0.0.1"
], 
                     

公关部
每个数据流终端节点组的弹性 IP (EIP)。

所需：是

格式：字符串数组

• 值：IP 地址 → 字符串

示例：

"publicIps": [ 
    "9.8.7.6"
], 
                     

AgentCPU 内核
这指定了为该aws-gs-agent进程保留哪些虚拟内核。??? (p. 21)有关正确设置此值的要求，请参见。

所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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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整数数组

• 值：核心数字 → 整数

示例：

"agentCpuCores": [ 
    
 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
] 
                     

网络适配器
这对应于将接收数据的以太网适配器或连接到 ENI 的接口。

必填项：错误

格式：字符串数组

• 值：以太网适配器名称（可以通过运行找到它们ifconfig）

示例：

"networkAdapters": [ 
    "eth0"
] 
                     

中断/RPS 调谐的推荐参数
本部分确定了在调整部分调整硬件中断和接收队列-影响 CPU 和网络中使用的推荐参数值。

Family 实例类型 $ 
{interrupt_core_list}

$ 
{rps_core_mask}

c6i • c6i.32xlarge • 0,164,65 •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c5 • c5.24xlarge
• c5.18xlarge
• c5.12xlarge

• 0,1,48,49
• 0,1,36,37
• 0,1,24,25

• fffffff，fffffff，fffffff
• fffffff，fffffff，fffffff
• ffff，ffffffff

c5n • c5n.metal
• c5n.18xlarge

• 0,1,36,37
• 0,1,36,37

• fffffff，fffffff，fffffff
• fffffff，fffffff，fffffff

m5 • m5.24xlarge
• m5.12xlarge

• 0,1,48,49
• 0,1,24,25

• fffffff，fffffff，fffffff
• ffff，ffffffff

r5 • r5.metal
• r5.24xlarge

• 0,1,48,49
• 0,1,48,49

• fffffff，fffffff，fffffff
• fffffff，fffffff，fffffff

r5n • r5n.metal
• r5n.24xlarge

• 0,1,48,49
• 0,1,48,49

• fffffff，fffffff，fffffff
• fffffff，fffffff，ffff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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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实例类型 $ 
{interrupt_core_list}

$ 
{rps_core_mask}

g4dn • g4dn.metal
• g4dn.16xlarge
• g4dn.12xlarge

• 0,1,48,49
• 0,132,33
• 0,1,24,25

• fffffff，fffffff，fffffff
• fffffff，ffffffff
• ffff，ffffffff

p4d • p4d.24xlarge • 0,1,48,49 • fffffff，fffffff，fffffff

p3dn • p3dn.24xlarge • 0,1,48,49 • fffffff，fffffff，ffff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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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和预留联络
通过使用 AWS Ground Station 控制台或 AWS CLI，您可以输入卫星数据、确定天线位置、进行通信以及安
排选定卫星的天线访问时间。您可以在预定时间的最长八天前查看、取消和重新安排联络预留。此外，如果
您使用的是 AWS Ground Station 预留分钟定价模式，则可以查看您的预留分钟定价计划的详细信息。

AWS Ground Station 支持跨区域数据传输。作为您选择的任务配置文件一部分的数据流终端节点配置决定了
将数据传输到哪个区域。有关使用跨区域数据传输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跨区域数据传输服务 (p. 58)。

要安排联络，必须配置您的资源。如果您尚未配置资源，请参阅入门 (p. 14)。

主题
• 使用 Ground Station 控制台 (p. 39)
• 使用 AWS CLI 预留和管理联络 (p. 43)

使用 Ground Station 控制台
您可以使用 AWS Ground Station 控制台预留、查看和取消联络预留。要使用 AWS Ground Station 控制
台，请打开 AWS Ground Station 控制台并选择 Reserve contacts now (立即预留联络)。

通过以下主题可以使用 AWS Ground Station 控制台来预留、查看和取消联络。

主题
• 预留联络 (p. 39)
• 查看已安排和已完成的联络 (p. 41)
• 取消联络 (p. 42)

预留联络
访问 AWS Ground Station 控制台后，使用配置的资源在 Contact management (联络管理) 表中预留联络。

1. 在 Contact management (联络管理) 表中，选择要用于搜索可用联络的参数。确保你正在查
看Available通过使用状态过滤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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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可满足您的要求的联络，然后选择 Reserve contact (预留联络)。

3. 在 Reserve Contact (预留联络) 对话框中，查看您的联络预留信息。

a. （可选）在 Tags (标签) 下，为要添加的每个标签输入键和值。
b. 选择 Reserve (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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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Ground Station 将使用来自任务配置文件的配置数据在指定的地面站执行联络。

查看已安排和已完成的联络
安排联络后，可以使用 AWS Ground Station 控制台查看已安排和已完成联络的详细信息。

在 Contact management (联络管理) 表中，选择要用于搜索已安排和已完成联络的参数。确保你正在查看已
安排要么已完成通过使用状态过滤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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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联络与参数匹配，将列出已安排或已完成的联络。

取消联络
您可以使用 AWS Ground Station 控制台取消已安排的联络。

1. 在 Contact management (联络管理) 表中，选择要用于搜索已安排和已完成联络的参数。确保你正在查
看已安排通过使用状态过滤条件

2. 在已安排的联络列表中选择要取消的联络。然后，选择 Cancel Contact (取消联络)。
3. 在 Cancel Contact (取消联络) 对话框中，选择 Ok (确定)。

联络的状态将为 CANCELLED (已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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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WS CLI 预留和管理联络
您可以使用 AWS CLI 预留和管理 AWS Ground Station 中的联络。在使用 AWS CLI 预留和管理联络之前，
必须满足以下 AWS CLI 先决条件：

• 确保已安装 AWS CLI。有关安装的信息AWS CLI，请参阅安装 AWS CLI 版本 2.
• 确保已配置 AWS CLI。有关配置的信息AWS CLI，请参阅配置 AWS CLI 版本 2.
• 将您常用的配置设置和凭证保存在由 AWS CLI 维护的文件中。您需要这些设置和凭证来通过 AWS CLI 预

留和管理您的 AWS Ground Station 联络。有关保存配置和凭证设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配置和凭证文件
设置。

OnceAWS CLI已配置并准备使用，请查看AWS Ground Station CLI 命令参考页面来熟悉可用的命令。使用
此服务时，请遵循 AWS CLI 命令结构并在您的命令前添加 groundstation 前缀，以便将 AWS Ground 
Station 指定为要使用的服务。有关AWS CLI命令结构，请参见AWS CLI 中的命令结构页. 下面提供了一个示
例命令结构。

aws groundstation <command> <subcommand> [options and parameters]

通过以下主题可以使用 AWS CLI 来预留、查看和取消联络。

主题
• 使用 AWS CLI 查看和列出联络 (p. 43)
• 使用 AWS CLI 预留联络 (p. 44)
• 描述联系人AWS CLI (p. 45)
• 使用 AWS CLI 取消联络 (p. 45)

使用 AWS CLI 查看和列出联络
要使用 AWS CLI 列出和查看 CANCELLED、COMPLETED 或 SCHEDULED 联络，请使用以下参数运行 aws 
groundstation list-contacts。

• Start Time (开始时间) - 使用 --start-time <value> 指定联络的开始时间。以下是可接受的时间值格
式：YYYY-MM-DDTHH:MM:SSZ

• End Time (结束时间) - 使用 --end-time <value> 指定联络的结束时间。以下是可接受的时间值格
式：YYYY-MM-DDTHH:MM:SSZ

• Status List (状态列表) - 使用 --status-list <value> 指定您的联络的状态。可接受的值包括
AVAILABLE、CANCELLED、COMPLETED 或 SCHEDULED。要查看有效值的完整列表，请参阅 list-
contacts。

要使用 AWS CLI 列出和查看 AVAILABLE 联络，除上面列出的参数外，还需要使用以下参数。

• Ground Station ID (地面站 ID) - 使用 --ground-station <value> 指定地面站的 ID。
• Mission Profile ARN (任务配置文件 ARN) - 使用 --mission-profile-arn <value> 指定任务配置文

件的 ARN。
• Satellite ARN (卫星 ARN) - 使用 --satellite-arn <value> 指定您的卫星 ARN。

您可以使用 list 命令查找您的资源。有关如何指定参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联系人列表

下面提供了列出可用联络的示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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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groundstation --region us-east-2 list-contacts --ground-station 'Ohio 1' 
 --mission-profile-arn 'arn:aws:groundstation:us-east-2:123456789012:mission-
profile/11111111-2222-3333-4444-555555555555' --satellite-arn 
 'arn:aws:groundstation::123456789012:satellite/11111111-2222-3333-4444-555555555555' 
 --start-time '2020-04-10T00:09:22Z' --end-time '2020-04-10T00:11:22' --status-list 
 'AVAILABLE'

下面提供了可用联络列表的示例。

{ 
  "contactList": [ 
    { 
      "contactStatus": "AVAILABLE", 
      "endTime": "2020-04-15T03:16:35-06:00", 
      "groundStation": "Oregon 1", 
      "maximumElevation": { 
        "unit": "DEGREE_ANGLE", 
        "value": 11.22 
      }, 
      "missionProfileArn": "arn:aws:groundstation:us-west-2:111111111111:mission-
profile/11111111-2222-3333-4444-555555555555", 
      "region": "us-west-2", 
      "satelliteArn": 
 "arn:aws:groundstation::111111111111:satellite/11111111-2222-3333-4444-555555555555", 
      "startTime": "2020-04-15T03:06:08-06:00" 
    } 
  ]
}

使用 AWS CLI 预留联络
AWS CLI 为您提供了按分钟预留联络的选项。此功能是 AWS CLI 特有的，无法在 AWS Ground Station 控
制台中执行。

要使用 AWS CLI 预留联络，请使用以下参数运行 aws groundstation reserve-contact。

• Ground Station ID (地面站 ID) - 使用 --ground-station <value> 指定地面站的 ID。
• Mission Profile ARN (任务配置文件 ARN) - 使用 --mission-profile-arn <value> 指定任务配置文

件的 ARN。
• Satellite ARN (卫星 ARN) - 使用 --satellite-arn <value> 指定您的卫星 ARN。
• Start Time (开始时间) - 使用 --start-time <value> 指定联络的开始时间。以下是可接受的时间值格

式：YYYY-MM-DDTHH:MM:SSZ
• End Time (结束时间) - 使用 --end-time <value> 指定联络的结束时间。以下是可接受的时间值格

式：YYYY-MM-DDTHH:MM:SSZ

联系人预留是一个异步过程。对reserve-contact命令提供了联系人标识符。为了确定异步预留过程的结
果，请使用describe-contact. 有关此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下面标题为描述联系人AWS CLI (p. 45).

您可以使用 list 命令查找您的资源。有关如何指定参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储备联系人.

下面提供了预留联络的示例命令。

aws groundstation reserve-contact --ground-station 'Ohio 1' --mission-
profile-arn 'arn:aws:groundstation:us-east-2:123456789012:mission-
profile/11111111-2222-3333-4444-555555555555' --satellite-arn 
 'arn:aws:groundstation::123456789012:satellite/11111111-2222-3333-4444-555555555555' --
start-time '2020-04-10T00:09:22Z' --end-time '2020-04-10T00: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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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提供了成功预留联络的示例。

{ 
  "contactId": "11111111-2222-3333-4444-555555555555"
}

描述联系人AWS CLI
查看联系/预订的状态AWS CLI，使用describe-contactCLI 命令。这有助于验证异步联系人预留过程的
结果、监视正在进行的联系人的状态以及确定已完成联系人的状态。

描述联系人AWS CLI，运行aws groundstation describe-contact包括以下参数。

• 联系人 ID-使用指定你的联系人 ID--contact-id <value>.

您可以使用 list 命令查找您的资源。有关如何指定参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描述联系.

下面提供了描述联络的示例命令。

aws groundstation describe-contact --contact-id 11111111-2222-3333-4444-555555555555

下面提供了成功安排联络的示例。

{ 
  "groundStation": "Ireland 1", 
  "tags": {}, 
  "missionProfileArn": "arn:aws:groundstation:us-west-2:111111111111:mission-
profile/11111111-2222-3333-4444-555555555555", 
  "region": "us-west-2", 
  "contactId": "11111111-2222-3333-4444-555555555555", 
  "prePassStartTime": 1645850471.0, 
  "postPassEndTime": 1645851172.0, 
  "startTime": 1645850591.0, 
  "maximumElevation": { 
      "value": 12.66, 
      "unit": "DEGREE_ANGLE" 
  }, 
  "satelliteArn": 
 "arn:aws:groundstation::111111111111:satellite/11111111-2222-3333-4444-555555555555", 
  "endTime": 1645851052.0, 
  "contactStatus": "SCHEDULED"
}

使用 AWS CLI 取消联络
要使用 AWS CLI 取消联络，请使用以下参数运行 aws groundstation cancel-contact。

• Region (区域) - 使用 --region <value> 指定地面站的区域。
• Contact ID (联络 ID) - 使用 --contact-id <value> 指定联络 ID。

您可以使用 list 命令查找您的资源。有关如何指定参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取消联络

下面提供了预留联络的示例命令。

aws groundstation --region us-east-2 cancel-contact --contact-id 
 '11111111-2222-3333-4444-55555555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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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提供了成功取消联络的示例。

{ 
  "contactId": "11111111-2222-3333-4444-5555555555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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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据传输到Amazon EC2
AWS Ground Station将您的联系数据异步传送到您账户中的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EC2）实例或通过流出您账户中的 Amazon EC2 实例来同步传输。以下步骤描述如何配置将联系人数据
传输到 Amazon EC2 实例和从中传输联系人数据所需的资源。有关向 Amazon S3 传输数据的信息，请参
阅??? (p. 14)指南。

主题
• 步骤 1：创建 EC2 SSH 密钥对 (p. 47)
• 步骤 2：设置 VPC (p. 48)
• 步骤 3：选择并自定义 AWS CloudFormation 模板 (p. 49)
• 步骤 4：配置 AWS CloudFormation 堆栈 (p. 55)
• 步骤 5：安装和配置 FE 处理器/无线电 (p. 56)
• 后续步骤 (p. 57)

步骤 1：创建 EC2 SSH 密钥对
如果您还没有，请在 Amazon EC2 控制台中为计划接收数据的每个AWS区域创建一个新的key pair。请使用
以下步骤。

1. 在 AWS Management Console 中，选择您计划在其中预留联络的 AWS 区域。您需要为选择的每个 
AWS 区域创建密钥对。

Note

AWS Ground Station 尚未在所有区域提供。确保 AWS Ground Station 在您需要的 AWS 区域
受支持。有关AWS Ground Station天线位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Ground Station 常见问
题解答。

2. 选择 Services (服务) > EC2 > Network & Security (网络与安全) > Key Pairs (密钥对)，然后选择 Create 
Key Pair (创建密钥对)。

3. 输入一个友好名称，例如 g roundstation-ec2-access-key-<region>（例如 groundstation-ec2-access-
key-us-east -2）。

4. 保存私有密钥，使其可供选定的 ssh 实用程序访问，并根据需要设置所有权/权限（例如，chmod 400 
<key name>.pem）。

5. 如果需要，对其他 AWS 区域重复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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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设置 VPC
本指南不包含完整的 VPC 设置步骤。如果您没有已经过自定义设置的现有 VPC，可以使用您的 AWS 账户
中创建的默认 VPC。我们建议在您的 VPC 中添加 Linux 堡垒，这样您就可以在不附加公有 IP 地址的情况下
通过 SSH 连接到 Amazon EC2 实例。有关在 VPC 中配置 Linux 堡垒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上的 Linux 
堡垒主机。

为方便起见，下面介绍了在 AWS 中快速向 Linux 环境添加堡垒主机的说明。虽然这不是必需的，但建议采
用最佳做法。

1. 登录您的 AWS 账户
2. 在 AWS 云上的 Linux 堡垒主机：快速入门参考部署页面中，选择启动快速入门（适用于新 VPC）。
3. 在 Create Stack (创建堆栈) 页面上，选择 Next (下一步)。模板已预填充。
4. 在 Specify stack details (指定堆栈详细信息) 页面的以下框中进行编辑和更改：

a. 在 Stack Name (堆栈名称) 框中输入主机的堆栈名称。
b. 对于 Availability Zones (可用区)，选择要用于 VPC 中子网的可用区。必须至少选择两个可用区。
c. 对于 Allowed bastion external access CIDR (允许的堡垒主机外部访问 CIDR)，输入您希望从中启

用 SSH 访问的 CIDR 块。如果您不确定，则可以使用值 0.0.0.0/0 从任何具有 SSH 密钥的主机启
用 SSH 访问。

d. 对于 Key pair name (密钥对名称)，选择您在 the section called “步骤 1：创建 EC2 SSH 密钥
对” (p. 47) 中创建的密钥对名称。

e. 对于 Bastion instance type (堡垒实例类型)，请选择 t2.micro。

Important

t2.micro 实例类型不适用于欧洲（斯德哥尔摩）区域 (eu-north-1)。如果您在欧洲（斯德哥
尔摩）区域 (eu-north-1) 使用 AWS Ground Station，请选择 t3.micro。

f. 对于 TCP forwarding (TCP 转发)，选择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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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可选）根据需要进行其他编辑和更改。要自定义部署，可以更改 VPC 配置、选择堡垒主机实例数
和类型、启用 TCP 或 X11 转发，还能为堡垒主机启用默认横幅或自定义横幅。

h. 选择下一步。
5. 在 Configure stack options (配置堆栈选项) 页面中，根据需要进行任何更改或编辑。
6. 选择下一步。
7. 查看堡垒主机的详细信息，并选择两个功能确认。然后，选择 Create stack (创建堆栈)。

步骤 3：选择并自定义 AWS CloudFormation 模板
如今，您可以为每个连接配置多个数据流，以流入您的 VPC。这些数据流有两种不同的格式。可以为带宽高
达 54 MHz 的 S 波段和 X 波段信号配置包含 VITA-49 信号/IP 数据的数据流。可以为带宽高达 500 MHz 的
解调和/或解码 X 波段信号配置 VITA-49 扩展数据/IP。

登上 (p. 13)您的卫星后，您需要定义任务配置文件和创建实例，以便处理或推送与卫星交换的数据流。为
了帮助您执行此过程，我们提供了使用公共广播卫星的预配置 AWS CloudFormation 模板。这些模板可
让您轻松地开始使用 AWS Ground Station。有关的更多信息AWS CloudFormation，请参阅什么是 AWS 
CloudFormation？

请务必注意，您需要让数据处理软件或数据存储软件监听 Amazon EC2 实例的 Data Defender 的本地主机
端。在联系期间，您将使用此软件来存储和/或处理传送到 Amazon EC2 实例的数据。

配置您的 Amazon EC2 实例设置
默认情况下，本部分提供的AWS CloudFormation模板配置为使用 Amazon EC2 m5.4xlarge 实例类型。但
是，我们鼓励您针对您的用例自定义和选择正确的 Amazon EC2 实例设置。在选择您的实例设置时，应考虑
存储 I/O 和 CPU 性能等要求。例如，在接收器实例上运行软件调制解调器，可能需要使用具有更多内核和
更高时钟速度的计算优化实例。为您的用例确定正确的实例设置的最佳方法是使用您的工作负载测试实例设
置，而 Amazon EC2 可以轻松地在实例设置之间切换。使用模板并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定义实例设置。

作为一般建议，AWS Ground Station鼓励使用支持增强上行链路和下行链路联网的实例，例如 AWS Nitro 
System。有关增强联网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VPC 中的 Linux 实例上启用 Elastic Network Adapter (ENA) 
增强联网。

除了配置 Amazon EC2 实例类型外，AWS CloudFormation模板还配置了用于该实例的基础 Amazon 系统
映像 (AMI)。该AWS Ground Station基础包含从您的 EC2 实例上预安装的服务接收数据所需的软件。有关 
AMachin e Images（AMachinages（AMachinages）。

手动创建和配置资源
本节中的示例AWS CloudFormation模板配置了开始执行卫星联系所需的所有资源。如果您希望手动创建和
配置开始执行卫星联系所需的资源，则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 创建AWS Ground Station配置。有关手动创建AWS Ground Station Config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
Config AWS CLI 命令参考或创建配置 API 参考。

• 创建AWS Ground Station任务档案。有关手动创建任务配置文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AWS Ground 
Station任务配置文件 AWS CLI 命令参考或创建任务配置文件 API 参考。

• 创建AWS Ground Station数据流端点组来举例。有关手动创建AWS Ground Station dataflow 终端节点
组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 Dataflow 终端节点组 AWS CLI 命令参考或创建 Dataflow 终端节点组 API 参
考。

• 创建 EC2 实例。有关手动创建用于的 EC2 实例的更多信息AWS Ground Station，请参阅??? (p. 55)。
• 配置 EC2 实例的安全组设置，以允许AWS Ground Station向/从 EC2 实例发送数据。有关手动配置 EC2 

实例的安全组设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安全组 AWS CLI 命令参考或创建安全组 API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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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模板
AWS Ground Station 提供了演示如何使用此服务的模板，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访问这些模板。使用本指南找
到适合您的模板。

使用预配置的模板

您可以使用预配置的模板接收来自 Aqua、SNPP、JPSS-1/NOAA-20 和 Terra 卫星的直接广播数据。这些模
板包含计划和执行联络所需的 AWS CloudFormation 资源。AquaSnppJpss 模板包括接收解调和解码的直
接广播数据所必需的 AWS CloudFormation 资源。如果您计划使用 NASA Direct Readout Labs 软件（RT-
STPS 和 IPOPP）处理数据，请使用此模板作为起点。AquaSnppJpssTerraDigIF 模板包括接收原始数
字化中频 (DigIF) 直接广播数据所必需的 AWS CloudFormation 资源。使用此模板作为使用软件定义的无线
电 (SDR) 处理数据的起点。该DirectBroadcastSatelliteWbDigIfEc2DataDelivery模板包含通过
AWS Ground Station代理接收原始宽带数字化中频 (digIF) 直接广播数据所需的AWS CloudFormation资源。

窄带数据传输模板：

• the section called “AquaSnppJpss 模板（窄带）” (p. 50)
• the section called “AquaSnppJpssTerraDigIF 模板（窄带）” (p. 52)

宽带 digiF 数据传输模板：

• the section called “直接广播卫星宽带 dDigIF 模板（宽带）” (p. 53)

Important

必须将卫星接入服务才能使用AWS CloudFormation模板访问 AMI。

使用自己的卫星

配置您自己的卫星需要一组不同的参数和资源。您自己很难做到这一点。AWS Ground Station 团队可以帮助
您配置自己的卫星以供使用，并可以帮助您配置下行链路、上行链路和上行链路回波流的资源。要配置自己
的卫星以供使用，请联系 AWS Support。AWS Ground Station

访问模板
您可以访问以下区域 Amazon S3 存储桶中的模板。注意，以下链接使用区域 S3 终端节点。将 <us-
west-2> 更改为您要在其中创建 AWS CloudFormation 堆栈的区域。

s3://groundstation-cloudformation-templates-us-west-2/ 

您也可以使用 AWS CLI 下载模板。有关配置 AWS CLI 的信息，请参阅配置 AWS CLI。

AquaSnppJpss 模板（窄带）
名为 AquaSnppJpss.yml 的 AWS CloudFormation 模板旨在让您快速访问以开始接收 Aqua、SNPP 和 
JPSS-1/NOAA-20 卫星的数据。它包含 Amazon EC2 实例和安排联系以及接收经过解调和解码的直接广
播数据所需的AWS Ground Station资源。如果您计划使用 NASA Direct Readout Labs 软件（RT-STPS 和 
IPOPP）处理数据，则此模板是很好的起点。

如果 Aqua、SNPP 和 JPSS-1/NOAA-20 未登记到您的账户，请参阅客户登记 (p. 13)。

Important

在应用模板之前，需要停止 Amazon EC2 实例。检查以确保在您准备好使用该实例之前将其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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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访问客户登记 S3 存储桶来访问模板。请注意，以下这些链接使用区域 S3 存储桶。将 <us-
west-2> 更改为您要在其中创建 AWS CloudFormation 堆栈的区域。

Note

以下说明使用 YAML。但是，模板有 YAML 和 JSON 这两种格式。要使用 JSON，请将 <.yml> 替
换为 <.json>。

要使用 AWS CLI 下载此模板，请使用以下命令：

aws s3 cp s3://groundstation-cloudformation-templates-us-west-2/AquaSnppJpss.yml .

在浏览器中导航到以下 URL，可以在控制台中查看和下载此模板：

https://s3.console.aws.amazon.com/s3/object/groundstation-cloudformation-templates-us-
west-2/AquaSnppJpss.yml

您可以使用以下链接直接在 AWS CloudFormation 中指定此模板：

https://groundstation-cloudformation-templates-us-west-2.s3.us-west-2.amazonaws.com/
AquaSnppJpss.yml

此模板定义哪些资源？

AquaSnppJpss 模板包含以下资源：

• 数据传输服务角色 - AWS Ground Station 担任此角色，创建/删除账户中的 ENI 以流式传输数据。
• （可选）接收器实例-Amazon EC2 实例，它将使用向/从您的卫星发送/接收数据AWS Ground Station。

• 实例安全组 ——您的 Amazon EC2 实例的安全组来举例。
• 实例角色-您的 Amazon EC2 实例的角色。
• 实例配置文件-您的 Amazon EC2 实例配置文件。
• 集群置放群组-启动 Amazon EC2 实例的置放群组。

• 数据流终端节点安全组 - AWS Ground Station 创建的弹性网络接口所属的安全组。默认情况下，此安全组
允许 AWS Ground Station 将流量流式传输到 VPC 中的任意 IP 地址。您可以通过将流量限制到特定 IP 地
址集来对此进行修改。

• 接收实例网络接口 - 弹性网络接口，提供 AWS Ground Station 连接的固定 IP 地址。这将连接到 eth1 上
的接收实例。

• 接收器实例接口附件-连接到您的 Amazon EC2 实例的elastic network interface。
• （可选）CloudWatch 事件触发器-使用联系人AWS Ground Station之前和之后发送 CloudWatch 的事件触

发的AWS Lambda函数。AWS Lambda 函数将启动并（可选）停止您的接收实例。
• （可选）联系人的 EC2 验证-可以选择使用 Lambda 为带有 SNS 通知的联系人设置 Amazon EC2 实例的

验证系统。请务必注意，这可能会产生费用，具体取决于您当前的使用情况。
• 数据流终端节点组 - AWS Ground Station 数据流终端节点组 (p. 3)，定义用于向/从卫星发送/接收数据的终

端节点。在创建数据流终端节点组时，AWS Ground Station 会在您的账户中创建弹性网络接口用以流式传
输数据。

• 跟踪配置 - AWS Ground Station 跟踪配置 (p. 7)，定义天线系统如何跟踪在天空中移动的卫星。
• G@@ round Station Amazon 机器图像检索 Lambda-选择在您的实例中安装的软件和您选择的 AMI 的选

项。软件选项包括DDX 2.6.2 Only和DDX 2.6.2 with qRadio 3.6.0。如果您想使用宽带 DigiF 数
据传输和代AWS Ground Station理，请使用??? (p. 52)。随着更多软件更新和功能的发布，这些选项将
继续扩展。

此外，该模板还为 Aqua、SNPP、JPSS-1/NOAA-20 卫星提供了以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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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 JPSS-1/NOAA-20 和 SNPP 的下行链路解调/解码配置，以及关于 Aqua 的下行链路解调/解码配置。
• 关于 JPSS-1/NOAA-20 和 SNPP 的飞行任务简介以及关于 Aqua 的飞行任务简介。

已填充此模板中卫星的值和参数。这些参数使您可以很容易地立即将 AWS Ground Station 与这些卫星一起
使用。使用此模板时，您无需配置自己的值即可使用 AWS Ground Station。但是，您可以自定义这些值以使
模板适用于您的使用案例。

我可以在哪里接收我的数据？

数据流终端节点组设置为使用此模板的一部分创建的接收实例网络接口。接收实例使用 Data Defender 
在由数据流终端节点定义的端口上从 AWS Ground Station 接收数据流。接收到数据后，可通过接收
实例的环回适配器上的 UDP 端口 50000 使用数据。有关设置 Dataflow 端点组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GroundStation::DataflowEndpoint。

AquaSnppJpssTerraDigIF 模板（窄带）
名为 AquaSnppJpssTerraDigIF.yml 的 AWS CloudFormation 模板旨在让您快速访问，以开始接收 
Aqua、SNPP 和 JPSS-1/NOAA-20 卫星的数字化中频 (DigIF) 数据。它包含一个 Amazon EC2 实例和接收
原始 DigiF 直接广播数据所需的AWS CloudFormation资源。此模板是使用软件定义的无线电 (SDR) 处理数
据的良好起点。

如果 Aqua、SNPP、JPSS-1/NOAA-20 和 Terra 未登记到您的账户，请参阅客户登记 (p. 13)。
Important

在应用模板之前，需要停止 Amazon EC2 实例。检查以确保在您准备好使用该实例之前将其停止。

您可以通过访问客户登记 S3 存储桶来访问模板。请注意，以下这些链接使用区域 S3 存储桶。将 <us-
west-2> 更改为您要在其中创建 AWS CloudFormation 堆栈的区域。

Note

以下说明使用 YAML。但是，模板有 YAML 和 JSON 这两种格式。要使用 JSON，请将 <.yml> 替
换为 <.json>。

要使用 AWS CLI 下载此模板，请使用以下命令：

aws s3 cp s3://groundstation-cloudformation-templates-us-west-2/
AquaSnppJpssTerraDigIF.yml .

在浏览器中导航到以下 URL，可以在控制台中查看和下载此模板：

https://s3.console.aws.amazon.com/s3/object/groundstation-cloudformation-templates-us-
west-2/AquaSnppJpssTerraDigIF.yml

您可以使用以下链接直接在 AWS CloudFormation 中指定此模板：

https://groundstation-cloudformation-templates-us-west-2.s3.us-west-2.amazonaws.com/
AquaSnppJpssTerraDigIF.yml

此模板定义哪些资源？

AquaSnppJpssTerraDigIF 模板包含以下资源：

• 数据传输服务角色 - AWS Ground Station 担任此角色，创建/删除账户中的 ENI 以流式传输数据。
• （可选）接收器实例-Amazon EC2 实例，它将使用向/从您的卫星发送/接收数据AWS Ground Station。

• 实例安全组 ——您的 Amazon EC2 实例的安全组来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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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例角色-您的 Amazon EC2 实例的角色。
• 实例配置文件-您的 Amazon EC2 实例配置文件。
• 集群置放群组-启动 Amazon EC2 实例的置放群组。

• 数据流终端节点安全组 - AWS Ground Station 创建的弹性网络接口所属的安全组。默认情况下，此安全组
允许 AWS Ground Station 将流量流式传输到 VPC 中的任意 IP 地址。您可以通过将流量限制到特定 IP 地
址集来对此进行修改。

• 接收实例网络接口 - 弹性网络接口，提供 AWS Ground Station 连接的固定 IP 地址。这将连接到 eth1 上
的接收实例。

• 接收器实例接口附件-连接到您的 Amazon EC2 实例的elastic network interface。
• （可选）CloudWatch 事件触发器-使用联系人AWS Ground Station之前和之后发送 CloudWatch 的事件触

发的AWS Lambda函数。AWS Lambda 函数将启动并（可选）停止您的接收实例。
• （可选）联系人的 EC2 验证-可以选择使用 Lambda 为带有 SNS 通知的联系人设置 Amazon EC2 实例的

验证系统。请务必注意，这可能会产生费用，具体取决于您当前的使用情况。
• 数据流终端节点组 - AWS Ground Station 数据流终端节点组 (p. 3)，定义用于向/从卫星发送/接收数据的终

端节点。在创建数据流终端节点组时，AWS Ground Station 会在您的账户中创建弹性网络接口用以流式传
输数据。

• 跟踪配置 - AWS Ground Station 跟踪配置 (p. 7)，定义天线系统如何跟踪在天空中移动的卫星。
• 下行链路 DigIF 终端节点配置 - 用于从卫星下行传输数据的已定义的端点。
• G@@ round Station Amazon 机器图像检索 Lambda-选择在您的实例中安装的软件和您选择的 AMI 的选

项。软件选项包括DDX 2.6.2 Only和DDX 2.6.2 with qRadio 3.6.0。随着更多软件更新和功能的
发布，这些选项将继续扩展。

此外，该模板还为 Aqua、SNPP、JPSS-1/NOAA-20 和 Terra 卫星提供了以下资源：

• 关于 Aqua、SNPP、JPSS-1/NOAA-20 和 Terra 的下行链路 DigIF 天线配置。
• 关于 JPSS-1/NOAA-20 和 SNPP 的飞行任务简介，关于 Aqua 的飞行任务简介，以及关于 Terra 的飞行任

务简介。

已填充此模板中卫星的值和参数。这些参数使您可以很容易地立即将 AWS Ground Station 与这些卫星一起
使用。使用此模板时，您无需配置自己的值即可使用 AWS Ground Station。但是，您可以自定义这些值以使
模板适用于您的使用案例。

我可以在哪里接收我的数据？

数据流终端节点组设置为使用此模板的一部分创建的接收实例网络接口。接收实例使用 Data Defender 
在由数据流终端节点定义的端口上从 AWS Ground Station 接收数据流。接收到数据后，可通过接收
实例的环回适配器上的 UDP 端口 50000 使用数据。有关设置 Dataflow 端点组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GroundStation::DataflowEndpoint。

直接广播卫星宽带 dDigIF 模板（宽带）
名为 DirectBroadcastSatelliteWbDigIfEc2DataDelivery.yml 的 AWS CloudFormation 模板旨
在让您快速访问，以开始接收 Aqua、SNPP 和 JPSS-1/NOAA-20 卫星的数字化中频 (DigIF) 数据。它包含
一个 Amazon EC2 实例和接收原始 DigiF 直接广播数据所需的AWS CloudFormation资源。此模板是使用软
件定义的无线电 (SDR) 处理数据的良好起点。

如果 Aqua、SNPP、JPSS-1/NOAA-20 和 Terra 未登记到您的账户，请参阅客户登记 (p. 13)。
Important

在应用模板之前，需要停止 Amazon EC2 实例。检查以确保在您准备好使用该实例之前将其停止。

您可以通过访问客户登记 S3 存储桶来访问模板。请注意，以下这些链接使用区域 S3 存储桶。将 <us-
west-2> 更改为您要在其中创建 AWS CloudFormation 堆栈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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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以下说明使用 YAML。但是，模板有 YAML 和 JSON 这两种格式。要使用 JSON，请将 <.yml> 替
换为 <.json>。

要使用 AWS CLI 下载此模板，请使用以下命令：

aws s3 cp s3://groundstation-cloudformation-templates-us-west-2/agent/ec2_delivery/
DirectBroadcastSatelliteWbDigIfEc2DataDelivery.yml

在浏览器中导航到以下 URL，可以在控制台中查看和下载此模板：

https://s3.console.aws.amazon.com/s3/object/groundstation-cloudformation-templates-us-
west-2/agent/ec2_delivery/DirectBroadcastSatelliteWbDigIfEc2DataDelivery.yml

您可以使用以下链接直接在 AWS CloudFormation 中指定此模板：

https://groundstation-cloudformation-templates-us-west-2.s3.us-west-2.amazonaws.com/agent/
ec2_delivery/DirectBroadcastSatelliteWbDigIfEc2DataDelivery.yml

此模板定义哪些资源？

DirectBroadcastSatelliteWbDigIfEc2DataDelivery 模板包含以下资源：

• （可选）接收器实例-Amazon EC2 实例，它将使用向/从您的卫星发送/接收数据AWS Ground Station。
• 实例安全组 ——您的 Amazon EC2 实例的安全组来举例。
• 实例角色-您的 Amazon EC2 实例的角色。
• 实例配置文件-您的 Amazon EC2 实例配置文件。
• 集群置放群组-启动 Amazon EC2 实例的置放群组。

• 数据交付密AWS KMS钥-用于加密数据流的密钥。
• Ground Station 密钥角色-AWS Ground Station 将代入访问和使用密AWS KMS钥解密数据流的 IAM 角色
• Ground Station 密钥访问策略-定义AWS Ground Station可以对数据交付密钥采取的操作的 IAM 策略
• 接收器实例弹性 IP-AWS Ground Station 将连接的弹性 IP。这连接到接收器实例。
• 接收器实例弹性 IP 关联-弹性 IP 与您的接收器实例的关联。
• （可选）CloudWatch 事件触发器-使用联系人AWS Ground Station之前和之后发送 CloudWatch 的事件触

发的AWS Lambda函数。AWS Lambda 函数将启动并（可选）停止您的接收实例。
• （可选）联系人的 EC2 验证-可以选择使用 Lambda 为带有 SNS 通知的联系人设置 Amazon EC2 实例的

验证系统。请务必注意，这可能会产生费用，具体取决于您当前的使用情况。
• 数据流终端节点组 - AWS Ground Station 数据流终端节点组 (p. 3)，定义用于向/从卫星发送/接收数据的终

端节点。
• 跟踪配置 - AWS Ground Station 跟踪配置 (p. 7)，定义天线系统如何跟踪在天空中移动的卫星。

此外，该模板还为 Aqua、SNPP、JPSS-1/NOAA-20 和 Terra 卫星提供了以下资源：

• JPSS-1/NOAA-20 和 SNPP 的下行链路配置、Aqua 的下行链路配置以及 Terra 的下行链路配置。
• 关于 JPSS-1/NOAA-20 和 SNPP 的飞行任务简介，关于 Aqua 的飞行任务简介，以及关于 Terra 的飞行任

务简介。

已填充此模板中卫星的值和参数。这些参数使您可以很容易地立即将 AWS Ground Station 与这些卫星一起
使用。使用此模板时，您无需配置自己的值即可使用 AWS Ground Station。但是，您可以自定义这些值以使
模板适用于您的使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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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在哪里接收我的数据？

数据流终端节点组设置为使用此模板的一部分创建的接收实例网络接口。接收器实例使用AWS Ground 
Station代理从AWS Ground Station dataflow 端点定义的端口接收数据流。有关设置 Dataflow 端点组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AWS::GroundStation::DataflowEndpoint。有关AWS Ground Station代理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 (p. 19)。

创建 Amazon EC2 实例
Note

不必也不建议手动为AWS Ground Station（包括 Amazon EC2 实例）创建资源，因为为此AWS 
Ground Station提供了预制AWS CloudFormation模板（有关更多信息，??? (p. 49)请参阅）。如
果使用AWS CloudFormation模板不适用于您的用例，请继续阅读。

AWS Ground Station提供 Amazon EC2 AMI，预装了在 Amazon EC2 实例上传输窄带或宽带 DigIf 数据传输
所需的软件。

Important

必须将卫星接入该服务，才能访问AWS Ground Station AMachine Amazon。

Amazon EC2 AMI 带有 DataDefender
该AMI预装了该 DataDefender 软件，用于窄带数据传输下行链路联系人。

此 AMI 的命名方案是groundstation-al2-ddx$DDX_VERSION-ami-$DATE_PUBLISHED。新的 
AL2 Amazon EC2 AMI 发布后不久，就会发布新的 DDX AMI。如果AWS Ground Station决定支持该 
DataDefender 软件的新版本，则将使用更新后的版本发布新的 AMI。

带AWS Ground Station代理的Amazon EC2 AMI
此 AMI 预装了AWS Ground Station代理，用于宽带 DigiF 下行链路接点。

此 AMI 的命名方案是，groundstation-al2-gs-agent-ami-*其中* 是 AMI 的生成日期。新的AWS 
Ground Station代理 AMI 是在新的 AL2 Amazon EC2 AMI 发布或新版本的 AAWS Ground Station gent RPM 
发布后不久发布的。

有关AWS Ground Station代理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p. 19)。

使用AWS Ground Station AMI
您可以通过 Amazon EC2 控制台的AWS Ground Station AMI achine（AM achine）选项卡访问 AMachine 
进入该页面后，可以在 “私有映像” 过滤器下访问 AMI。

我们建议按发布日期对 AMI 进行排序，并使用最近发布的 AMI 命名groundstation-al2-ddx
$DDX_VERSION-ami-$DATE_PUBLISHED。

如果您无法将AWS Ground Station AMI 用于您的用例，请联系AWS Ground Station团队获取有关手动下载
和安装 DataDefender 软件的说明。

步骤 4：配置 AWS CloudFormation 堆栈
选择最适用于您的使用案例的模板后，请配置 AWS CloudFormation 堆栈。对于在此过程中创建的资源，这
些资源配置为在您创建资源时所在的区域中使用。这包括任务配置文件及其属性，它们用于确定您的数据传
送到哪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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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中AWS Management Console，选择服务 > CloudFormation。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Stacks (堆栈)。然后，选择 Create stack (创建堆栈) > With new resources 

(standard) (使用新资源(标准))。
3. 在 Create Stack (创建堆栈) 页面中，通过执行以下操作之一指定您在 the section called “选择模

板” (p. 50) 中选择的模板。

a. 选择 Amazon S3 URL 作为模板源，然后复制并粘贴要在 Amazon S3 URL 中使用的模板的 URL。
然后选择下一步。

b. 选择 Upload a template file (上传模板文件) 作为模板来源，然后选择 Choose File (选择文件)。上
传您在 the section called “选择模板” (p. 50) 中下载的模板。然后选择下一步。

4. 在 Specify stack details (指定堆栈详细信息) 页面中，进行以下更改：

a. 在 Stack Name (堆栈名称) 框中输入名称。我们建议使用一个简单的名称来减少将来出现错误的可
能性。

b. 对于 CloudWatchEventActions，选择在联系之前和之后对 CloudWatch 事件触发器执行哪些操作。
c. 对于 createEC2VerificationForContacts，选择是否要为收到 SNS 通知的联系人设置 EC2 实例的验

证系统（使用 Lambda）。请务必注意，这可能会产生费用，具体取决于您当前的使用情况。
d. 对于 CreateReceiverInstance，选择是否要创建 Amazon EC2 接收器实例。
e. 选择您在the section called “步骤 1：创建 EC2 SSH 密钥对” (p. 47)中创建的 SSH 密钥。
f. 选择您要在其中创建 Amazon EC2 实例的 S ubnetid。我们建议将您的 Amazon EC2 实例置于私

有子网作为最佳实践，但这不是必需的。如果您尚未在账户中配置私有子网，则可以使用 AWS 
云上的 Linux 堡垒主机：快速入门参考部署自动创建私有子网the section called “步骤 2：设置 
VPC” (p. 48)。

Note

您的组织可能有另一个专用于您的 Amazon EC2 实例的子网。
g. 选择您在 the section called “步骤 2：设置 VPC” (p. 48) 中创建的 VPC 堆栈。
h. 选择下一步。

5. 为您的 Amazon EC2 实例配置堆栈选项和高级选项。

a. 在 Tags (标签) 和 Permissions (权限) 部分中添加任何标签和权限。
b. 对于 Stack policy (堆栈策略)、Rollback configuration (回滚配置)、Notification options (通知选项)

和 Stack creation options (堆栈创建选项)，进行任何更改。
c. 选择下一步。

6. 查看堆栈详细信息后，选择 Capabilities (功能) 确认，然后选择 Create stack (创建堆栈)。

步骤 5：安装和配置 FE 处理器/无线电
默认情况下，AWS CloudFormation模板中定义的 Amazon EC2 实例未安装前端 (FE) 处理器或软件定义无线
电 (SDR)。您需要安装 FE 处理器或 SDR 才能处理流式传入/传出 AWS Ground Station 天线系统的 VITA-49 
数据包。

如何安装和配置您的 FE 处理器或 SDR 取决于您正在使用何种 FE 处理器或 SDR。FE 处理器或 SDR 的安
装超出了本用户指南的范围。

要安装和配置 FE 处理器/无线电，请联系 AWS Support。

Important

最佳实践是在 AWS CloudFormation 模板创建的实例上运行您的 FE 处理器或 SDR，以确保发挥传
入/传出 Data Defender 的 DTLS 数据流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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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

后续步骤
您的 AWS Ground Station 账户和资源现已配置并可供使用。这些资源可供在 AWS Ground Station 控制台
中使用，您可以在此控制台输入卫星数据、确定天线位置、进行通信以及安排选定卫星的天线访问时间。您
还可以开始使用不同的工具来监控活动和配置警报。

使用以下主题了解更多信息：

• 列出和预留联络 (p. 39)
• 监控 AWS Ground Station (p.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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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跨区域数据传输服务
这些区域有：AWS Ground Station利用跨区域数据传输功能，您可以灵活地将数据从天线发送到 AWS 区域
中的 Amazon EC2 实例。跨区域数据交付目前全部可用AWS Ground Station在 Amazon S3 存储桶中接收联
系人数据时受支持的区域。当利用传送到 Amazon EC2 的数据时，它仅在以下 “天线到目的地” 区域提供：

• 美国东部（俄亥俄）区域 (us-east-2) 到美国西部（俄勒冈）区域 (us-west-2)
• 美国西部（俄勒冈）区域 (us-west-2) 至美国东部（俄亥俄）区域 (us-east-2)

要使用跨区域数据传输，您应该已配置 AWS CloudFormation 模板。有关选择和自定义的更多信息AWS 
CloudFormation模板，请参阅??? (p. 49).

使用以下主题在 AWS Ground Station 中使用跨区域数据传输。

主题
• 在控制台中使用跨区域数据传输 (p. 58)
• 通过 AWS CLI 使用跨区域数据传输 (p. 58)

在控制台中使用跨区域数据传输
当您 时预留联系 (p. 39)中的AWS Ground Station选择配置为将联络数据传送到您的所需区域的任务配置文
件。确保所有参数都正确无误，然后选择 Reserve contact (预留联络)。如果您在控制台中没有看到所需的任
务配置文件，请检查以确保您已在查看控制台的区域中创建了任务配置文件。

预留您的联络后，您可以查看已安排的联络 (p. 41)，通过查看地面站天线的位置和目标区域，验证您是否已
安排了跨区域数据传送。下图显示了计划执行跨区域数据传输的联络。该联络已配置为使用俄亥俄州地面站
天线并将数据传送到俄勒冈州。

通过 AWS CLI 使用跨区域数据传输
当您在 AWS CLI 控制台中预留联络时，请选择配置为将联络数据传送到您的所需区域的任务配置文件。使
用 --mission-profile-arn <value> 指定所需任务配置文件的 ARN。确保所有参数都正确无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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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运行命令。如果您在查看和列出联络时没有看到所需的任务配置文件 ARN，请检查以确保您已在运行的 
AWS CLI 区域中创建了任务配置文件。

预留您的联络后，您可以查看已安排的联络，通过查看地面站天线的位置和目标区域，验证您是否已安排了
跨区域数据传送。以下输出显示了计划执行跨区域数据传输的联络。该联络已配置为使用俄亥俄州地面站天
线并将数据传送到俄勒冈州。

{ 
  "contactList": [ 
    { 
      "contactId": "11111111-2222-3333-4444-555555555555", 
      "contactStatus": "SCHEDULED", 
      "endTime": "2020-05-05T03:16:35-06:00", 
      "groundStation": "Ohio 1", 
      "maximumElevation": { 
        "unit": "DEGREE_ANGLE", 
        "value": 26.74 
      }, 
      "missionProfileArn": "arn:aws:groundstation:us-west-2:123456789012:mission-
profile/11111111-2222-3333-4444-555555555555", 
      "postPassEndTime": "2020-05-05T03:17:35-06:00", 
      "prePassStartTime": "2020-05-05T03:04:08-06:00", 
      "region": "us-west-2", 
      "satelliteArn": 
 "arn:aws:groundstation::123456789012:satellite/11111111-2222-3333-4444-555555555555", 
      "startTime": "2020-05-05T03:06:08-06: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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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 AWS Ground Station
监控是保持 AWS Ground Station 可靠性、可用性和性能的重要环节。AWS 提供以下监控工具来监控AWS 
Ground Station、在出现错误时进行报告并在适当的时候自动执行操作：

• AmazonCloudWatch Events 提供几乎实时的系统事件流，这些事件描述AWS资源中的更
改。CloudWatchEvents 支持自动事件驱动型计算，因为您可以编写规则，以监控某些事件和在这些事件
发生时在其他AWS服务中触发自动操作。有关 Amazon EvCloudWatch ents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CloudWatch vents 用户指南。

• AWS CloudTrail 捕获由您的 AWS 账户或代表该账户发出的 API 调用和相关事件，并将日志文件传输到您
指定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存储桶。您可以标识哪些用户和账户调用了 AWS、从中发
出调用的源 IP 地址以及调用的发生时间。有关 AWS CloudTrail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CloudTrail 用
户指南》。

• 使用时，AmazonCloudWatch Metrics 会记录您的预约联系人的指标AWS Ground Station。通过 
CloudWatch 指标，您可以根据您的通道、偏振和卫星 ID 分析数据，以识别联络中的信号强度和误差。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亚马逊CloudWatch指标。

使用以下主题监控 AWS Ground Station。

主题
• AWS Ground Station使用CloudWatch事件实现自动化 (p. 60)
•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Ground Station API 调用 (p. 62)
• 亚马逊的指标CloudWatch (p. 64)

AWS Ground Station使用CloudWatch事件实现自动
化

您可以使用 AmazonCloudWatch Events 自动执行您的AWS服务并自动响应系统事件，例如应用程序可用性
问题或资源更改。AWS服务中的CloudWatch事件将近乎实时传输到 Events。您可以编写简单规则来指示您
关注的事件，并指示要在事件匹配规则时执行的自动化操作。可自动触发的操作包括：

• 调用 AWS Lambda 函数
• 调用 Amazon EC2 Run Command
• 将事件中继到 Amazon Kinesis Data Streams
• 激活 AWS Step Functions 状态机
• 通知 Amazon SNS 主题或AWS SMS队列

使用 EventCloudWatch s 的一些示例AWS Ground Station包括：

• 调用 Lambda 函数以根据事件状态自动开启和停止 Amazon EC2 实例。
• 每当联系人更改状态时发布到 Amazon SNS 主题。这些主题可以设置为在开始或结束联络时发送电子邮件

通知。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vCloudWatch ents 用户指南。

示例CloudWatch事件
Ground Station 联络状态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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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在即将进行的联络变更状态时执行特定操作，则可以设置 CloudWatch 规则以自动执行此操作。当您
想要接收有关联络状态变更的通知时，这很有用。事件将发送到计划联络的区域。

下面提供了一个示例。

{ 
    "version": "0", 
    "id": "01234567-0123-0123", 
    "account": "123456789012", 
    "time": "2019-05-30T17:40:30Z", 
    "region": "us-west-2", 
    "source": "aws.groundstation", 
    "resources": [ 
        "arn:aws:groundstation:us-
west-2:123456789012:contact/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 
    "detailType": "Ground Station Contact State Change", 
    "detail": { 
        "contactId":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groundstationId": "Ground Station 1", 
        "missionProfileArn": "arn:aws:groundstation:us-west-2:123456789012:mission-
profile/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satelliteArn": 
 "arn:aws:groundstation::123456789012:satellite/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contactStatus": "PASS" 
    }, 
    "account": "123456789012"
}

的可能值contactStatus在中定义the section called “Ground Station 联络状态” (p. 71)。

Ground Station 数据流终端节点组状态变更

如果要在数据流终端节点组正用于接收数据时执行操作，则可以设置 CloudWatch 规则以自动执行此操作。
这将允许您执行不同的操作来响应数据流终端节点组状态的不断变更的状况。此事件将发送到数据流终端节
点组的区域。

下面提供了一个示例。

{ 
    "version": "0", 
    "id": "01234567-0123-0123", 
    "account": "123456789012", 
    "time": "2019-05-30T17:40:30Z", 
    "region": "us-west-2", 
    "source": "aws.groundstation", 
    "resources": [ 
        "arn:aws:groundstation:us-west-2:123456789012:dataflow-endpoint-
group/bad957a8-1d60-4c45-a92a-39febd98921d, arn:aws:groundstation:us-
west-2:123456789012:contact/98ddd10f-f2bc-479c-bf7d-55644737fb09, arn:aws:groundstation:us-
west-2:123456789012:mission-profile/c513c84c-eb40-4473-88a2-d482648c9234" 
    ], 
    "detailType": "Ground Station Dataflow Endpoint Group State Change", 
    "detail": { 
        "dataflowEndpointGroupId": "bad957a8-1d60-4c45-a92a-39febd98921d", 
        "groundstationId": "Ground Station 1", 
        "contactId": "98ddd10f-f2bc-479c-bf7d-55644737fb09", 
        "dataflowEndpointGroupArn": "arn:aws:groundstation:us-west-2:680367718957:dataflow-
endpoint-group/bad957a8-1d60-4c45-a92a-39febd98921d", 
        "missionProfileArn": "arn:aws:groundstation:us-west-2:123456789012:mission-profile/
c513c84c-eb40-4473-88a2-d482648c9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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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flowEndpointGroupState": "PREPASS" 
    }, 
    "account": "123456789012"
}

dataflowEndpointGroupState 的可能状态包括 PREPASS、PASS、POSTPASS 和 COMPLETED。

Ephemeris Ground Station 状态变更

如果您想在星历更改状态时执行某项操作，则可以设置CloudWatch规则来自动执行此操作。这允许您执
行不同的操作来响应星历状态的变化。例如，您可以在星历表完成验证时执行某项操作，现在已完成验
证ENABLED。此活动的通知将发送到上传星历的地区。

下面提供了一个示例。

    { 
    "id": "7bf73129-1428-4cd3-a780-95db273d1602", 
    "detail-type": "Ground Station Ephemeris State Change", 
    "source": "aws.groundstation", 
    "account": "123456789012", 
    "time": "2019-12-03T21:29:54Z", 
    "region": "us-west-2", 
    "resources": [ 
    "arn:aws:groundstation::123456789012:satellite/10313191-c9d9-4ecb-a5f2-bc55cab050ec", 
    "arn:aws:groundstation::123456789012:ephemeris/111111-cccc-bbbb-a555-bcccca005000", 
    ], 
    "detail": { 
    "ephemerisStatus": "ENABLED", 
    "ephemerisId": "111111-cccc-bbbb-a555-bcccca005000", 
    "satelliteId": "10313191-c9d9-4ecb-a5f2-bc55cab050ec" 
    } 
    } 
    

可能的状态ephemerisStatus包括ENABLED、VALIDATING、INVALID、ERROR、DISABLED、EXPIRED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Ground Station API 
调用

AWS Ground Station 与 AWS CloudTrail 集成，后者是在 AWS 中记录用户、角色或 AWS Ground Station 
服务所执行操作的服务。CloudTrail 会将 AWS Ground Station 的所有 API 调用作为事件捕获。捕获的调用
包含来自 AWS Ground Station 控制台和代码的 AWS Ground Station API 操作调用。如果您创建跟踪记录，
则可以使 Amazon S3 存储桶持续传送CloudTrail事件和事件传送到 Amazon S3 存储桶（包括的事件）AWS 
Ground Station。如果您不配置跟踪记录，则仍可在 CloudTrail 控制台的 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中
查看最新事件。通过使用 CloudTrail 收集的信息，您可以确定向 AWS Ground Station 发出了什么请求、发
出请求的 IP 地址、何人发出的请求、请求的发出时间以及其他详细信息。

要了解有关 CloudTrail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

CloudTrail 中的 AWS Ground Station 信息
在您创建 CloudTrail 账户时，即针对该账户启用了 AWS。当 AWS Ground Station 中发生活动时，该活动将
记录在 CloudTrail 事件中，并与其他 AWS 服务事件一同保存在 Event history (事件历史记录) 中。您可以在 
AWS 账户中查看、搜索和下载最新事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CloudTrail 事件历史记录查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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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持续记录 AWS 账户中的事件（包括 AWS Ground Station 的事件），请创建跟踪。通过跟踪CloudTrail，
您可以将日志文件传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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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所有亚马逊云科技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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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S3 存储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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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取行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下列内容：

• 创建跟踪记录概述
•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 为 CloudTrail 配置 Amazon SNS 通知
• 接收多个区域中的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和从多个账户中接收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所有 AWS Ground Station 操作由 CloudTrail 记录，并且在 AWS Ground Station API 参考中正式记载。例
如，对 ReserveContact、CancelContact 和 ListConfigs 操作的调用会在 CloudTrail 日志文件中生
成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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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求是使用根用户凭证还是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用户凭证发出的。
• 请求是使用角色还是联合身份用户的临时安全凭证发出的。
• 请求是否由其它 AWS 服务发出。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CloudTrail userIdentity 元素。

了解 AWS Ground Station 日志文件条目
跟踪是一种配置，可用于将事件作为日志文件传送到您指定的 Amazon S3 桶。CloudTrail 日志文件包含一个
或多个日志条目。一个事件表示来自任何源的一个请求，包括有关所请求的操作、操作的日期和时间、请求
参数等方面的信息。CloudTrail 日志文件不是公用 API 调用的有序堆栈跟踪，因此它们不会按任何特定顺序
显示。

下面的示例显示了一个 CloudTrail 日志条目，该条目说明了 ReserveContact 操作。

示例：ReserveContact

 
{ 
    "eventVersion": "1.05", 
    "userIdentity": { 
        "type": "IAMUser", 
        "principalId": "EX_PRINICIPLE_ID", 
        "arn": "arn:aws:sts::123456789012:user/Alice", 
        "accountId": "123456789012", 
        "accessKeyId": "EXAMPLE_KEY_ID", 
        "sessionContext": { 
            "attributes": { 
                "mfaAuthenticated": "false", 
                "creationDate": "2019-05-15T21:11:59Z" 
            }, 
            "sessionIssuer": { 
                "type": "Role", 
                "principalId": "EX_PRINICIPLE_ID", 
                "arn": "arn:aws:iam::123456789012:role/Alice", 
                "accountId": "123456789012", 
                "userName": "Alic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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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Time": "2019-05-15T21:14:37Z", 
    "eventSource": "groundstation.amazonaws.com", 
    "eventName": "ReserveContact", 
    "awsRegion": "us-east-2", 
    "sourceIPAddress": "127.0.0.1", 
    "userAgent": "Coral/Jakarta", 
    "requestParameters": { 
        "satelliteArn": 
 "arn:aws:groundstation::123456789012:satellite/11111111-2222-3333-4444-555555555555", 
        "groundStation": "Ohio 1", 
        "startTime": 1558356107, 
        "missionProfileArn": "arn:aws:groundstation:us-east-2:123456789012:mission-
profile/11111111-2222-3333-4444-555555555555", 
        "endTime": 1558356886 
    }, 
    "responseElements": { 
        "contactId": "11111111-2222-3333-4444-555555555555" 
    }, 
    "requestID": "11111111-2222-3333-4444-555555555555", 
    "eventID": "11111111-2222-3333-4444-555555555555", 
    "readOnly": false, 
    "eventType": "AwsApiCall", 
    "recipientAccountId": "11111111-2222-3333-4444-555555555555"
}

亚马逊的指标CloudWatch
在联络过程中，AWS Ground Station 自动捕获数据并将其发送到 CloudWatch 以进行分析。您的数据可以在
图表上查看，也可以在亚马逊CloudWatch控制台中以源代码的形式查看。有关访问和CloudWatch指标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使用亚马逊CloudWatch指标。

AWS Ground Station 指标和维度
有哪些指标可用？
AWS Ground Station 中包含以下指标。

指标 描述

Es/N0 信噪比。

单位：dBm（分贝相对于毫瓦）

BitErrorRate 在给定数量的位传输中，位上的不可恢复的误差率。位误
差是由噪声、失真或干扰引起的

单位：每单位时间的位误差数量

BlockErrorRate 给定数量的接收块中块的误差率。块误差是由干扰引起
的。

单位：错误的块数/总块数

ReceivedPower 解调器/解码器中测量的信号强度。

单位：dBm（分贝相对于毫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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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维度用于 AWS Ground Station？
可以使用以下维度筛选 AWS Ground Station 数据。

维度 描述

Channel 每次联络的通道包括 1、2、I（相中）和 Q（正交）。

Polarization 每次联络的偏振包括 LHCP（左手圆偏振）或 RHCP（右
手圆偏振）。

SatelliteId 卫星 ID 包含用于联络的卫星的 ARN。

查看 指标
查看图形化的指标时，请务必注意，聚合窗口决定了指标的显示方式。联络中的每个指标都可以在收到数
据后 3 小时内显示为每秒的数据。经过 3 个小时后，您的数据将按 CloudWatch 指标汇总为每分钟的数
据。如果您需要查看每秒测量的数据的指标，建议您在接收数据后的 3 小时内查看您的数据，或将其保留在 
CloudWatch 指标之外。

此外，在前 60 秒内捕获的任何数据都不会包含足够的信息来生成有意义的指标，并且很可能不会显示。为
了查看有意义的指标，建议在 60 秒后查看您的数据。

有关在 CloudWatch 中绘制 AWS Ground Station 指标图形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绘制指标图形。

使用 控制台查看指标
1. 从 CloudWatch 打开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cloudwatch/ 控制台。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Metrics（指标）。
3. 选择 GroundStation 命名空间。

4. 选择所需的公制尺寸（例如，通道、偏振、Satellit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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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ll metrics 选项卡显示命名空间中该维度的所有指标。您可执行以下操作：

a. 要对表进行排序，请使用列标题。
b. 要绘制指标图形，请选中与指标关联的复选框。要选择所有指标，请选中表的标题行中的复选框。
c. 要按资源进行筛选，请选择资源 ID，然后选择 Add to search。
d. 要按指标进行筛选，请选择指标名称，然后选择 Add to search。

使用 AWS CLI 查看指标
1. 确保已安装 AWS CLI。有关安装的信息AWS CLI，请参阅安装 AWS CLI 版本 2。
2. 创建 CloudWatch 代理配置 JSON 文件。有关创建CloudWatch代理配置文件的说明，请参阅创建

CloudWatch代理配置文件。
3. 通过运行 aws cloudwatch list-metrics 列出可用的 CloudWatch 指标。
4. 修改您在步骤 2 中创建的 JSON 文件以匹配您的指标中的 SatellitID。

Note

请勿将 Period 字段降到低于 60 的值。AWS Ground Station 每 60 秒发布一次指标，如果值
减小，将不返回任何指标。

5. 使用过程的时间段和您的 CloudWatch 代理配置 JSON 文件运行 aws cloudwatch get-metric-
data。下面提供了一个示例。

aws cloudwatch get-metrics-data –start-time 2020-02-26T19:12:00Z –end-time 
 2020-02-26T19:24:00Z –metric-data-queries file://metricdata.json

将向指标提供来自联络的时间戳。下面提供 AWS Ground Station 指标的示例输出。

{ 
      “MetricDataResults”: [ 
          { 
              “Id”: “myQuery”, 
              “Label”: “Es/N0”, 
              “Timestamps”: [ 
                  “2020-02-18T19:44:00Z”, 
                  “2020-02-18T19:43:00Z”, 
                  “2020-02-18T19:42:00Z”, 
                  “2020-02-18T19:41:00Z”, 
                  “2020-02-18T19:40:00Z”, 
                  “2020-02-18T19:39:00Z”, 
                  “2020-02-18T19:38:00Z”, 
                  “2020-02-18T19:37:00Z”, 
              ], 
              “Values”: [ 
                  24.58344556958329, 
                  24.25163872556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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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19391450230158, 
                  22.83838908204037, 
                  23.303086848486842, 
                  22.845261784583364, 
                  21.34531397048953, 
                  19.171561698261222 
              ], 
              “StatusCode”: “Complete” 
          } 
      ] 
      “Message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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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以下文档可帮助您排查可能导致存在的问题AWS Ground Station联系成功完成操作。

主题
• 将数据传送到 Amazon EC2 的联系人故障排除 (p. 68)
• Ground Station 联络状态 (p. 71)

将数据传送到 Amazon EC2 的联系人故障排除
如果您无法成功完成AWS Ground Station联系我们，您需要验证您的 Amazon EC2 实例是否正在运行，验
证 Data Defender 是否正在运行，并验证您的 Data Defender 流是否已正确配置。

先决条件

以下过程假定 Amazon EC2 实例已经设置。Amazon EC2AWS Ground Station，请参阅开始使用.

第 1 步：验证 EC2 实例是否正在运行
1. 找到用于您正在进行故障排除的联系人的 Amazon EC2 实例。使用以下步骤：

a. 在你的CloudFormation控制面板中，选择包含 Amazon EC2 实例的堆栈。
b. 选择资源选项卡，然后将 Amazon EC2 实例定位到逻辑 IDcolumn. 验证该实例是否在状态column.
c. 在实体 ID列中，选择 Amazon EC2 实例的链接。这会转到 Amazon EC2 管理控制台。

2. 在 Amazon EC2 管理控制台中，确保您的 Amazon EC2实例状态是正在运行.
3. 如果您的实例正在运行，请继续执行下一步。如果您的实例没有运行，请使用以下步骤启动该实例：

• 选择 Amazon EC2 实例后，选择操作 > 实例状态 > 启动.

第 2 步：验证 Data Defender 是否正在运行
验证 Data Defender 的状态需要您连接到 Amazon EC2 中的实例。有关连接到您的实例的更多详细信息，请
参阅连接到 Linux 实例.

以下过程提供了使用 SSH 客户端中的命令的故障排除步骤。

1. 打开终端或命令提示符，然后使用 SSH 连接到 Amazon EC2 实例。转发远程主机的端口 80，以查
看 Data Defender Web 用户界面。以下命令演示了如何使用 SSH 通过启用了端口转发的堡垒连接到 
Amazon EC2 实例。

Note

<SSH KEY><BASTION HOST><HOST>您必须将、和替换为特定的 SSH 密钥、堡垒主机名和 
Amazon EC2 实例主机名。

适用于 Windows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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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h -L 8080:localhost:80 -o ProxyCommand="C:\Windows\System32\OpenSSH\ssh.exe -o 
 \"ForwardAgent yes\" -W %h:%p -i \"<SSH KEY>\" ec2-user@<BASTION HOST>" -i "<SSH KEY>" 
 ec2-user@<HOST>

适用于 Mac 的

ssh -L 8080:localhost:80 -o ProxyCommand="ssh -A -o 'ForwardAgent yes' -W %h:%p -i <SSH 
 KEY> ec2-user@<BASTION HOST>" -i <SSH  KEY> ec2-user@<HOST>

2. 通过在输出中 grep（检查）正在运行的名为 ddx 的进程来验证 Data Defender（也称为 DDX）是否正在
运行。下面提供了针对正在运行的进程和成功的示例输出的 grep（检查）命令。

[ec2-user@Receiver-Instance ~]$ ps –ef | grep ddx
Rtlogic   4977      1 10 Oct16 ?        2-00:22:14 /opt/rtlogic/ddx/bin/ddx –m/
opt/rtlogic/ddx/modules –p/opt/rtlogic/ddx/plugins –c/opt/rtlogic/ddx/bin/ddx.xml –
umask=077 –daemon –f installed=true –f security=true –f enable HttpsForwarding=true
Ec2-user 18787 18657  0 16:51 pts/0      00:00:00 grep –color=auto ddx

如果 Data Defender 正在运行，请跳到the section called “第 3 步：验证您的 Data Defender 流是否已经
过配置” (p. 69)否则，请继续下一步。

3. 使用下面显示的命令启动 Data Defender。

sudo service rtlogic-ddx start

如果 Data Defender 在使用命令后正在运行，请跳到the section called “第 3 步：验证您的 Data 
Defender 流是否已经过配置” (p. 69)否则，请继续下一步。

4. 使用以下命令检查以下文件，查看安装和配置 Data Defender 时是否出现错误。

cat /var/log/user-data.log
cat /opt/aws/groundstation/.startup.out

Note

检查这些文件时发现的一个常见问题是，运行 Amazon EC2 实例的 Amazon VPC 无法访问 
Amazon S3 以下载安装文件。如果您在日志中发现这是问题，请检查 EC2 实例的 Amazon 
VPC 和安全组设置，以确保它们不会阻止对 Amazon S3 的访问。

如果 Data Defender 在检查 Amazon VPC 设置后正在运行，请继续执行the section called “第 3 步：验
证您的 Data Defender 流是否已经过配置” (p. 69). 如果问题仍存在，联系 AWS Support并将您的问
题描述发送日志文件。

第 3 步：验证您的 Data Defender 流是否已经过配置
1. 在 Web 浏览器中，通过在地址栏中输入以下地址来访问 DDX Web 用户界面：本地主机:8080. 然后，

按Enter.
2. 在存储库的DataDefender选择控制面板转到详细信息.
3. 从流列表中选择您的流，然后选择编辑流.
4. 在 Stream Wizard (流向导) 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a. 在WAN 传输窗格中，确保WAN 到 LAN已选择流向.
b. 在端口框中，确保您为数据流终端节点组选择的 WAN 端口已存在。默认情况下，此端口为 

55888。然后选择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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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本地终端节点窗格中，确保端口框中存在有效端口。默认情况下，此端口为 50000。这是您将在
其上接收 Data Defender 从AWS Ground Station服务。然后选择下一步。

d. 选择Finish如果您更改了任何值，请在其余菜单中选择。另外，您也可以从 Stream Wizard (流向导)
菜单中取消。

现在，您已确保您的 Amazon EC2 实例和 Data Defender 都在运行并正确配置为接收来自的数据AWS 
Ground Station. 如果你继续遇到问题，联系 AWS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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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 Station 联络状态
The status of an AWS Ground Station联系人可以深入了解该联系人在给定时间发生的情况。

联系状态
以下是联系人可以具有的状态列表：

• 可用-可以预订联系人。
• 日程安排-联系人正在安排。
• 计划的-联系人已成功安排。
• FAILED_TO_计划-联系人未能安排。
• PREPASS-联系即将开始，资源正在准备中。
• 通过-联系人目前正在执行，卫星正在与之沟通。
• 邮政通行证-通信已完成，正在清理使用的资源。
• 已完成-联系成功完成操作。
• 失败了-联系因客户资源配置出现问题而失败。
• AWS_失败-联系因AWS Ground Station服务。
• 取消-联系正在被取消。
• AWS_取消-联系人已被AWS Ground Station服务。天线或站点维护就是何时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一个例

子。
• 已取消-买家取消了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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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Ground Station 中的安全性
AWS 十分重视云安全性。作为 AWS 客户，您将会从专为满足大多数安全敏感型组织的要求而打造的数据中
心和网络架构中受益。AWS 提供特定于安全的工具和功能，以帮助您实现安全目标。这些工具和功能包括网
络安全性、配置管理、访问控制和数据安全性。

使用时AWS Ground Station，我们建议您遵循行业最佳实践并实施 end-to-end 加密。AWS 为您提供 API，
用于集成加密和数据保护。有关AWS安全性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安全性简介白皮书。

使用以下主题了解如何保护您的 资源。

主题
• 适用于 AWS Ground Station 的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p. 72)
• 将服务相关角色用于 Ground Station 使用 (p. 83)
• AWS适用于 AWS Ground Station 的托管策略 (p. 84)

适用于 AWS Ground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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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员控制谁可以通过身份验证（登录）和授权（具有权限）来使用 AWS Ground Station 资
源。IAM 是一项无需额外费用即可使用的 AWS 服务。

主题
• 受众 (p. 72)
• 使用身份进行身份验证 (p. 73)
• 使用策略管理访问 (p. 74)
• AWS Ground Station 如何与 IAM 协同工作 (p. 76)
• 适用于 AWS Ground Station 的基于身份的策略示例 (p. 80)
• 对 AWS Ground Station 身份和访问进行故障排除 (p. 82)

受众
使用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的方式因您可以在 AWS Ground Station 中执行的操作而
异。

服务用户 – 如果使用 AWS Ground Station 服务来完成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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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round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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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round Station 中的功能，请参阅 对 AWS Ground 
Station 身份和访问进行故障排除 (p. 82)。

服务管理员 – 如果您在公司负责管理 AWS Ground Station 资源，则您可能具有 AWS Ground Station 的完
全访问权限。您有责任确定您的服务用户应访问哪些 AWS Ground Station 功能和资源。然后，您必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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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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round Station 搭配使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Ground Station 如何与 IAM 
协同工作 (p.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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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round Station 的访问
权限的详细信息。要查看您可在 IAM 中使用的 AWS Ground Station 基于身份的策略示例，请参阅 适用于 
AWS Ground Station 的基于身份的策略示例 (p.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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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nd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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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nd Station 如何与 IAM 协同工作
在使用 IAM 管理对 AWS Ground Station 的访问之前，您应该了解哪些 IAM 功能可用于 AWS Ground 
Station。

您可以与 AWS Ground Station 搭配使用的 IAM 功能

IAM 功能 AWS Ground Station 支持

基于身份的策略 (p. 76) 是

基于资源的策略 (p. 77) 否

策略操作 (p. 77) 是

策略资源 (p. 78) 是

策略条件键（特定于服务） (p. 78) 是

ACL (p. 78) 否

ABAC（策略中的标签） (p. 79) 是

临时凭证 (p. 79) 是

委托人权限 (p. 79) 是

服务角色 (p. 79) 否

服务相关角色 (p. 80) 是

要大致了解 AWS Ground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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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 AWS Ground Station 的基于身份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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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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 AWS Ground Station 的基于身份的策略示例

要查看 AWS Ground Station 基于身份的策略的示例，请参阅 适用于 AWS Ground Station 的基于身份的策
略示例 (p. 80)。

AWS Ground Station 内基于资源的策略

支持基于资源的策略。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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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 AWS Ground Station 的策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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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Ground Station操作的列表，请参阅服务授权参考AWS Ground Station中的定义的操作。

AWS Ground Station 中的策略操作在操作前使用以下前缀：

groundstation

要在单个语句中指定多项操作，请使用逗号将它们隔开。

"Action": [ 
      "groundstation:action1", 
      "groundstation:action2" 
         ]

要查看 AWS Ground Station 基于身份的策略的示例，请参阅 适用于 AWS Ground Station 的基于身份的策
略示例 (p.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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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Ground Station 的策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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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Ground Station资源类型及其 ARN 的列表，请参阅服务授权参考AWS Ground St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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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nd Station 定义的操作。

要查看 AWS Ground Station 基于身份的策略的示例，请参阅 适用于 AWS Ground Station 的基于身份的策
略示例 (p. 80)。

AWS Ground Station 的策略条件键

支持特定于服务的策略条件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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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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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查看AWS Ground Station条件键的列表，请参阅服务授权参考AWS Ground Station中的的条件键。要了解
您可以对哪些操作和资源使用条件键，请参阅 AWS Ground Station 定义的操作。

要查看 AWS Ground Station 基于身份的策略的示例，请参阅 适用于 AWS Ground Station 的基于身份的策
略示例 (p. 80)。

AWS Ground Station 中的 ACL

支持 ACL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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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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有 AWS Ground Station 的 AB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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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临时凭证用于 AWS Ground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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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round Station 的跨服务主体权限

支持委托人权限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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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nd 
Station 的操作、资源和条件键。

AWS Ground Station 的服务角色

支持服务角色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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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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Ground Station坏。仅当AWS Ground Station提供相关指导时才
编辑服务角色。

AWS Ground Station 的服务相关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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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创建或管理服务相关角色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能够与 IAM 搭配使用的AWS服务。在表中查找服务相关角
色列中包含 Yes 额表。选择 Yes 链接以查看该服务的服务相关角色文档。

适用于 AWS Ground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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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round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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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Ground Station，包括每种资源类型的 ARN 格式，请参阅服务
授权参考AWS Ground Station中的的操作、资源和条件键。

主题
• 策略最佳实践 (p. 80)
• 使用 AWS Ground Station 控制台 (p. 81)
• 允许用户查看他们自己的权限 (p.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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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round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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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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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身份的策略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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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AWS Ground Station 控制台
要访问 AWS Ground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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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账户中的 AWS Ground Station 资源的详细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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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确保用户和角色仍然可以使用AWS Ground Station控制台，还要将AWS Ground 
StationConsoleAccess或ReadOnlyAWS托管策略附加到实体。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
的为用户添加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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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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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排查

对 AWS Ground Station 身份和访问进行故障排除
使用以下信息可帮助您诊断和修复在使用 AWS Ground Station 和 IAM 时可能遇到的常见问题。

主题
• 我无权在 AWS Ground Station 中执行操作 (p. 82)
• 权限执行：PassRole (p. 82)
• 我希望允许我的 AWS 账户以外的人访问我的 AWS Ground Station 资源 (p. 82)

我无权在 AWS Ground Station 中执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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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ndst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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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ndst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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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ndst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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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限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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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Ground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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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名为 marymajor 的 IAM 用户尝试使用控制台在 AWS Ground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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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账户以外的人访问我的 AWS Ground 
Station 资源
您可以创建一个角色，以便其它账户中的用户或您组织外的人员可以使用该角色来访问您的资源。您可以指
定谁值得信赖，可以担任角色。对于支持基于资源的策略或访问控制列表 (ACL) 的服务，您可以使用这些策
略向人员授予对您的资源的访问权。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内容：

• 要了解 AWS Ground Station 是否支持这些功能，请参阅 AWS Ground Station 如何与 IAM 协同工
作 (p.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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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服务相关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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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nd Station 使用
AWS Ground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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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nd Station 直接相关。服务相关角色由 Ground Station 定义，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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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nd Station，因为您不必手动添加必要的权限。Ground Station 定义
其服务相关角色的权限，除非另外定义，否则只有 Ground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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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服务的信息，请参阅与 IAM 配合使用的 AWS 服务，并查找 Service-linked 
rol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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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nd Station 的服务相关角色权限
Ground Station 使用名为的服务相关角色 AWSServiceRoleForGroundStationDataflowEndpointGroup— 
AWS GroundStation 使用此服务相关角色执行 EC2 以查找公有 IPv4 地址。

AWSServiceRoleForGroundStationDataflowEndpointGroup 服务相关角色信任以下服务代入该角色：

• groundstation.amazonaws.com

名为 Ground Station 的角色权限策略 AWSServiceRoleForGroundStationDataflowEndpointGroupPolicy 允
许 Ground Station 对指定资源完成以下操作：

• 操作：all AWS resources (*) 上的 ec2:DescribeAddresses

操作允许Ground Station 列出与 EIP 关联的所有 IP。
• 操作：all AWS resources (*) 上的 ec2:DescribeNetworkInterfaces

操作允许 Ground Station 获取有关与 EC2 实例相关的网络接口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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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 Station 创建服务相关角色
无需手动创建服务相关角色。当您在AWS API DataflowEndpointGroup 中创建服务相关角色AWS CLI
时，Ground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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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创建服务
相关角色时 DataflowEndpointGroup，Ground Station 将服务相关角色再次为您创建服务相关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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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Ground Station 的服务相关角色

您也可以使用 IAM 控制台为 A mazon EC2 使用案例创建服务相关角色。在 AWS CLI 或 AWS API 中，使用
groundstation.amazonaws.com 服务名称创建服务相关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
中的创建服务相关角色。如果您删除了此服务相关角色，则可以使用此相同过程再次创建角色。

编辑 Ground Station 的服务相关角色
Ground Station 不允许您编辑 AWSServiceRoleForGroundStationDataflowEndpoint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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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编辑服务相关角色。

删除Ground Station的服务相关角色
如果不再需要使用某个需要服务相关角色的功能或服务，我们建议您删除该角色。这样您就没有未被主动监
控或维护的未使用实体。

只有在先删除服务相关角色后， DataflowEndpointGroups 才能删除服务相关角色。这可以防
止您无意中撤销对您的权限 DataflowEndpointGroups。如果某个服务相关角色与多个结合使用 
DataflowEndpointGroups，则必须删除使用 DataflowEndpointGroups 该服务相关角色的所有角色，然后才
能删除该服务相关角色。

Note

如果在您试图删除资源时 Ground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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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使用Ground Station 资源 AWSServiceRoleForGroundStationDataflowEndpointGroup

• DataflowEndpointGroups 通过 AWS CLI 或 AWS API 删除。

使用 IAM 手动删除服务相关角色

使用 IAM 控制台，即 AWS CLI 或 AWS API 来删除 
AWSServiceRoleForGroundStationDataflowEndpointGroup 服务相关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
户指南中的删除服务相关角色。

Ground Station 服务相关角色的受支持区域
Ground Station 支持在服务可用的所有区域中使用服务相关角色。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区域表。

问题排查
NOT_AUTHORIZED_TO_CREATE_SLR-这表示您的账户中用于调用 CreateDataflowEndpointGroup API 的角
色没有iam:CreateServiceLinkedRole权限。具有iam:CreateServiceLinkedRole权限的管理员必
须为您的账户手动创建服务关联角色。

AWS适用于 AWS Ground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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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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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管式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
南中的AWS 托管式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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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GroundStationAgentInstancePolicy

AWS 服务 负责维护和更新 AWS 托管式策略。您无法更改 AWS 托管式策略中的权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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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策略。例如，ViewOnlyAccess AWS 托管式策略提供
对许多 AWS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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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GroundStationAgentInstancePolicy

您可以将 AWSGroundStationAgentInstancePolicy 策略附加得到 IAM 身份。

该策略向客户实例授予 AWS Ground Station 代理权限，允许该实例在 Ground Station 联系期间发送和接收
数据。本政策中的所有权限均来自Ground Station 服务。

权限详细信息

此策略包含以下权限。

• groundstation— 允许数据流终端节点实例调用Ground Station 代理 API。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groundstation:RegisterAgent", 
                "groundstation:UpdateAgentStatus", 
                "groundstation:GetAgentConfiguration" 
            ], 
            "Resource": "*" 
        } 
    ]
} 
         

AWS托管策略： 
AWSServiceRoleForGroundStationDataflowEndpointGroupPolicy

您无法附加 AWSServiceRoleForGroundStationDataflowEndpointGroupPolicy 至您的 IAM 实体。此附加
到服务相关角色的策略允许 AWS Ground Station 代表您执行操作。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服务相关角
色 (p.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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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更新

此政策授予 EC2 权限，AWS Ground Station允许查找公有 IPv4 地址。

权限详细信息

此策略包含以下权限。

• ec2:DescribeAddresses—AWS Ground Station 允许代表您列出与 EIP 关联的所有 IP。
• ec2:DescribeNetworkInterfaces—AWS Ground Station 允许代表您获取有关与 EC2 实例相关的网

络接口的信息。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ec2:DescribeAddresses", 
                "ec2:DescribeNetworkInterfaces" 
            ], 
            "Resource": "*" 
        } 
    ]
} 
         

对 AWS 托管式策略的 AWS Ground Station 更新

查看有关 AWS Ground Station 的 AWS 托管式策略更新的详细信息（从该服务开始跟踪这些更改开始）。
有关此页面更改的自动提示，请订阅 AWS Ground Station 文档历史记录页面上的 RSS 源。

更改 说明 日期

AWSGroundStationAgentInstancePolicy (p. 85)
– 新策略

AWS Ground Station添加了一项
新策略，为数据流终端节点实例
提供使用 AWS Ground Station 代
理的权限。

2023 年 4 月 12 日

AWSServiceRoleForGroundStationDataflowEndpointGroupPolicy (p. 85)
– 新策略

AWS Ground Station添加了一
项新策略，授予 EC2 权限AWS 
Ground Station以允许查找与 EIP 
相关的公有 IPv4 地址和与 EC2 
实例相关的网络接口。

2022 年 11 月 2 日

AWS Ground Station 已开启跟踪
更改

AWS Ground Station 为 AWS 托
管式策略开启了跟踪更改。

2021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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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AWS KMS 中AWS Ground Station使用授权

静态数据加密AWS Ground Station
AWS Ground Station默认提供加密，使用AWS自有加密密钥保护静态敏感的客户数据。

• AWS 拥有的密钥-默认情况下AWS Ground Station使用这些密钥自动加密个人的、可直接识别的数据和星
历。您无法查看、管理或使用 AWS 拥有的密钥，也无法审计其使用情况；但是，没有必要采取任何措施
或更改程序来保护加密数据的密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S Ke y Manement Service 中的AWS 自
有密钥。

默认加密静态数据有助于减少保护敏感数据时涉及的操作开销和复杂性。同时，它可以构建符合严格加密合
规性以及监管要求的安全应用程序。

AWS Ground Station对所有敏感的静态数据强制加密，但是，对于某些AWS Ground Station资源（例如 
ephemerides），您可以选择使用客户管理的密钥代替默认的AWS托管密钥。

• 客户管理密钥--AWS Ground Station 支持使用您创建、AWS拥有和管理的对称客户管理密钥，在现有自有
加密的基础上添加第二层加密。由于您可以完全控制此加密层，因此您可以执行以下任务：
• 建立和维护关键政策
• 建立和维护 IAM 策略和授权
• 启用和禁用密钥策略
• 轮换密钥材料
• 添加标签
• 创建密钥别名
• 计划删除密钥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S Key Manement Service 中的客户托管密钥。

下表汇总了AWS Ground Station支持使用客户管理密钥的资源

数据类型 AWS 自有密钥加密 客户管理的密钥加密（可选）

用于计算卫星轨迹的星历数据 启用 启用

Note

AWS Ground Station使用AWS自有密钥自动启用静态加密，免费保护个人身份数据。但是，使用客
户托管AWS密钥会收取 Key 的费用。有关定价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S Key Manement Service 
定价。
有关AWS KMS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KMS 开发人员指南。

如何在AWS KMS 中AWS Ground Station使用授权
AWS Ground Station需要密钥授予才能使用您的客户管理的密钥。

当您上传使用客户托管密钥加密的星历表时，通过向AWS KMS 发送 CreateGrant 请求来代表您AWS 
Ground Station创建密钥授予。AWSKMS 中的授权用于授予对客户账户中的 KMS 密钥的AWS Ground 
Station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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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Ground Station需要授权，才能将客户托管密钥用于以下内部操作：

• 向AWS KMS 发送GenerateDataKey请求以生成由您的客户托管密钥加密的数据密钥。
• 向AWS KMS 发送Decrypt请求以解密加密的数据密钥，以使它们能够用于加密您的数据。
• 向AWS KMS 发送Encrypt请求以加密提供的数据。

您可以随时撤消针对授权的访问权限，也可以移除服务访问客户托管密钥的权限。如果您这样做，将AWS 
Ground Station无法访问由客户托管的密钥加密的任何数据，这会影响依赖于该数据的所有操作。例如，如
果您从当前用于联系人的星历中删除密钥授权，则在联系期间AWS Ground Station将无法使用提供的星历数
据来指向天线。这将导致联系以 “失败” 状态结束。

创建客户托管密钥
可以使用AWS管理控制台或AWS KMS API 创建对称的客户托管密钥。

创建对称的客户托管密钥
按照密钥管理Service Developer Guide 中的创建对称的AWS密钥的步骤操作。

密钥策略
密钥策略控制对客户托管式密钥的访问。每个客户托管式密钥必须只有一个密钥策略，其中包含确定谁可以
使用密钥以及如何使用密钥的声明。创建客户托管式密钥时，可以指定密钥策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密
钥管理Service Developer GuideAWS 中的管理对客户托管密钥的访问。

要将客户托管密钥与密AWS Ground Station钥一起使用，密钥策略中必须允许以下 API 操作：

kms:CreateGrant-为客户管理的密钥添加授权。授予对指定 KMS 密钥的控制访问权限，这允许访问授
予操作AWS Ground Station所需的访问权限。有关使用授权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密钥管理Service 
Developer Guide。

这AWS允许亚马逊执行以下操作：

• 调GenerateDataKey用生成加密的数据密钥并将其存储，因为数据密钥不会立即用于加密。
• 调Decrypt用使用存储的加密数据密钥访问加密数据。
• 调Encrypt用使用数据密钥加密数据。
• 设置即将退休的校长以允许该服务RetireGrant.

kms:DescribeKey-提供客户托管密钥详细信息AWS Ground Station以允许验证密钥，然后尝试对提供的密
钥进行授权。

以下是您可以为其添加的 IAM 政策声明示例AWS Ground Station

"Statement" : [  
  {"Sid" : "Allow access to principals authorized to use AWS Ground Station", 
    "Effect" : "Allow", 
    "Principal" : { 
      "AWS" : "*" 
    }, 
    "Action" : [  
      "kms:DescribeKey",  
      "kms:CreateGra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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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 : "*", 
    "Condition" : { 
    "StringEquals" : { 
        "kms:ViaService" : "groundstation.amazonaws.com", 
        "kms:CallerAccount" : "111122223333" 
    } 
  }, 
  {"Sid": "Allow access for key administrators",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AWS": "arn:aws:iam::111122223333:root" 
    }, 
    "Action" : [  
      "kms:*" 
      ], 
    "Resource": "arn:aws:kms:region:111122223333:key/key_ID" 
  }, 
  {"Sid" : "Allow read-only access to key metadata to the account", 
    "Effect" : "Allow", 
    "Principal" : { 
      "AWS" : "arn:aws:iam::111122223333:root" 
    }, 
    "Action" : [  
      "kms:Describe*", 
      "kms:Get*", 
      "kms:List*", 
      "kms:RevokeGrant" 
    ], 
    "Resource" : "*" 
  }
]

有关在策略中指定权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密钥管理Service Developer Guide。

有关密钥访问疑难解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密AWS钥管理Service Developer Guide。

指定客户托管密钥AWS Ground Station
您可以指定客户托管密钥来加密以下资源：

• 星历

创建资源时，可以通过提供指定数据密钥来指定数据密钥 kmsKeyArn

• kmsKeyArn-AWS KMS 客户管理密钥的密钥标识符

AWS Ground Station 加密上下文
加密上下文是一组可选的键值对，其中包含有关数据的其他上下文信息。 AWSKMS 使用加密上下文作为额
外经过身份验证的数据来支持经过身份验证的加密。当您在加密数据的请求中包含加密上下文时，AWSKMS 
会将加密上下文绑定到加密的数据。要解密数据，请在请求中包含相同的加密上下文。

AWS Ground Station 加密上下文
AWS Ground Station根据要加密的资源使用不同的加密上下文，并为创建的每个密钥授予指定特定的加密上
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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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loper 加密上下文：
用于加密星历资源的密钥授予绑定到特定的卫星 ARN

"encryptionContext": { 
    "aws:groundstation:arn": 
 "arn:aws:groundstation::111122223333:satellite/00a770b0-082d-45a4-80ed-SAMPLE"
}

Note

密钥授予可重复用于相同的密钥卫星对。

使用加密上下文进行监
当您使用对称的客户管理密钥加密您的星历表时，您还可以使用审计记录和日志中的加密上下文来确定客户
管理密钥的使用情况。加密上下文也出现在由AWS CloudTrail Amazon 日志生成的 CloudWatch 日志中。

使用加密上下文来控制对客户托管密钥的访问
您可以在密钥策略和 IAM 策略中使用加密上下文conditions来控制对称客户托管密钥的访问。您还可以在
授权中使用加密上下文约束。

AWS Ground Station在授权中使用加密上下文限制来控制对您的账户或区域中客户管理密钥的访问权限。授
权限制要求授权允许的操作使用指定的加密上下文。

以下是密钥策略声明示例，用于授予对特定加密上下文的客户管理密钥的访问权限。本政策声明中的条件要
求授权具有指定加密上下文的加密上下文约束。

{"Sid": "Enable DescribeKey",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AWS": "arn:aws:iam::111122223333:role/ExampleReadOnlyRole" 
     }, 
     "Action": "kms:DescribeKey", 
     "Resource": "*"
},{"Sid": "Enable CreateGrant",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AWS": "arn:aws:iam::111122223333:role/ExampleReadOnlyRole" 
     }, 
     "Action": "kms:CreateGrant", 
     "Resource":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kms:EncryptionContext:aws:groundstation:arn": 
 "arn:aws:groundstation::111122223333:satellite/00a770b0-082d-45a4-80ed-SAMPLE" 
        } 
     }
}

监控您的加密密钥AWS Ground Station
当您在AWS Ground Station资源中使用AWS KMS 客户托管密钥时，您可以使用AWS CloudTrail或
Amazon CloudWatch 日志来跟踪AWS Ground Station发送到AWS KMS 的请求。以下示例
是CreateGrant、、Encrypt和AWS CloudTrail的事件，GenerateDataKey用于监控 GroAWS und 
StationDescribeKey 为访问由您的客户托管密钥加密的数据而调用的 KMS 操作。Decry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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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Grant（云轨）
当您使用AWS KMS 客户托管密钥加密您的临时资源时，AWS Ground Station会代表您发送访问您AWS账户
中的 KMS 密钥的CreateGrant请求。AWS Ground Station创建的授权特定于与AWS KMS 客户托管密钥关
联的资源。此外，当您删除资源时，GroAWS und Station 会使用该RetireGrant操作来删除授权。

以下示例事件记录了该CreateGrant操作：

{ 
    "eventVersion": "1.08", 
    "userIdentity": { 
        "type": "AssumedRole", 
        "principalId": "AAAAAAAAAAAAAAAAAAAAA:SampleUser01", 
        "arn": "arn:aws:sts::111122223333:assumed-role/Admin/SampleUser01", 
        "accountId": "111122223333", 
        "accessKeyId": "ASIAIOSFODNN7EXAMPLE3", 
        "sessionContext": { 
            "sessionIssuer": { 
                "type": "Role", 
                "principalId": "AAAAAAAAAAAAAAAAAAAAA", 
                "arn": "arn:aws:iam::111122223333:role/Admin", 
                "accountId": "111122223333", 
                "userName": "Admin" 
            }, 
            "webIdFederationData": {}, 
            "attributes": { 
                "creationDate": "2022-02-22T22:22:22Z", 
                "mfaAuthenticated": "false" 
            } 
        }, 
        "invokedBy": "AWS Internal" 
    }, 
    "eventTime": "2022-02-22T22:22:22Z", 
    "eventSource": "kms.amazonaws.com", 
    "eventName": "CreateGrant", 
    "awsRegion": "us-west-2", 
    "sourceIPAddress": "111.11.11.11", 
    "userAgent": "ExampleDesktop/1.0 (V1; OS)", 
    "requestParameters": { 
        "operations": [ 
            "GenerateDataKeyWithoutPlaintext", 
            "Decrypt", 
            "Encrypt" 
        ], 
        "constraints": { 
            "encryptionContextSubset": { 
                "aws:groundstation:arn": 
 "arn:aws:groundstation::111122223333:satellite/00a770b0-082d-45a4-80ed-SAMPLE" 
            } 
        }, 
        "granteePrincipal": "groundstation.us-west-2.amazonaws.com", 
        "retiringPrincipal": "groundstation.us-west-2.amazonaws.com", 
        "keyId": "arn:aws:kms:us-
west-2:111122223333:key/1234abcd-12ab-34cd-56ef-123456SAMPLE" 
    }, 
    "responseElements": { 
        "grantId": "0ab0ac0d0b000f00ea00cc0a0e00fc00bce000c000f0000000c0bc0a0000aaafSAMPLE" 
    }, 
    "requestID": "ff000af-00eb-00ce-0e00-ea000fb0fba0SAMPLE", 
    "eventID": "ff000af-00eb-00ce-0e00-ea000fb0fba0SAMPLE", 
    "readOnly": false, 
    "resources": [ 
        { 
            "accountId": "11112222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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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 "AWS::KMS::Key", 
            "ARN": "arn:aws:kms:us-
west-2:111122223333:key/1234abcd-12ab-34cd-56ef-123456SAMPLE" 
        } 
    ], 
    "eventType": "AwsApiCall", 
    "managementEvent": true, 
    "recipientAccountId": "111122223333", 
    "eventCategory": "Management"
}

DescribeKey（云轨）
当您使用AWS KMS 客户托管密钥加密您的临时资源时，AWS Ground Station会代表您发
送DescribeKey请求以验证您的账户中是否存在请求的密钥。

以下示例事件记录了该DescribeKey操作：

{ 
    "eventVersion": "1.08", 
    "userIdentity": { 
        "type": "AssumedRole", 
        "principalId": "AAAAAAAAAAAAAAAAAAAAA:SampleUser01", 
        "arn": "arn:aws:sts::111122223333:assumed-role/User/Role", 
        "accountId": "111122223333", 
        "accessKeyId": "ASIAIOSFODNN7EXAMPLE3", 
        "sessionContext": { 
            "sessionIssuer": { 
                "type": "Role", 
                "principalId": "AAAAAAAAAAAAAAAAAAAAA", 
                "arn": "arn:aws:iam::111122223333:role/Role", 
                "accountId": "111122223333", 
                "userName": "User" 
            }, 
            "webIdFederationData": {}, 
            "attributes": { 
                "creationDate": "2022-02-22T22:22:22Z", 
                "mfaAuthenticated": "false" 
            } 
        }, 
        "invokedBy": "AWS Internal" 
    }, 
    "eventTime": "2022-02-22T22:22:22Z", 
    "eventSource": "kms.amazonaws.com", 
    "eventName": "DescribeKey", 
    "awsRegion": "us-west-2", 
    "sourceIPAddress": "AWS Internal", 
    "userAgent": "AWS Internal", 
    "requestParameters": { 
        "keyId": "arn:aws:kms:us-
west-2:111122223333:key/1234abcd-12ab-34cd-56ef-123456SAMPLE" 
    }, 
    "responseElements": null, 
    "requestID": "ff000af-00eb-00ce-0e00-ea000fb0fba0SAMPLE", 
    "eventID": "ff000af-00eb-00ce-0e00-ea000fb0fba0SAMPLE", 
    "readOnly": true, 
    "resources": [ 
        { 
            "accountId": "111122223333", 
            "type": "AWS::KMS::Key", 
            "ARN": "arn:aws:kms:us-
west-2:111122223333:key/1234abcd-12ab-34cd-56ef-123456SAMP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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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ventType": "AwsApiCall", 
    "managementEvent": true, 
    "recipientAccountId": "111122223333", 
    "eventCategory": "Management"
}

GenerateDataKey（云轨）
当您使用AWS KMS 客户托管密钥加密您的临时资源时，AWS Ground Station会向 KMS 发
送GenerateDataKey请求，以生成用于加密数据的数据密钥。

以下示例事件记录了该GenerateDataKey操作：

{ 
    "eventVersion": "1.08", 
    "userIdentity": { 
        "type": "AWSService", 
        "invokedBy": "AWS Internal" 
    }, 
    "eventTime": "2022-02-22T22:22:22Z", 
    "eventSource": "kms.amazonaws.com", 
    "eventName": "GenerateDataKey", 
    "awsRegion": "us-west-2", 
    "sourceIPAddress": "AWS Internal", 
    "userAgent": "AWS Internal", 
    "requestParameters": { 
        "keySpec": "AES_256", 
        "encryptionContext": { 
            "aws:groundstation:arn": 
 "arn:aws:groundstation::111122223333:satellite/00a770b0-082d-45a4-80ed-SAMPLE", 
            "aws:s3:arn": 
 "arn:aws:s3:::customerephemerisbucket/0034abcd-12ab-34cd-56ef-123456SAMPLE" 
        }, 
        "keyId": "arn:aws:kms:us-
west-2:111122223333:key/1234abcd-12ab-34cd-56ef-123456SAMPLE" 
    }, 
    "responseElements": null, 
    "requestID": "ff000af-00eb-00ce-0e00-ea000fb0fba0SAMPLE", 
    "eventID": "ff000af-00eb-00ce-0e00-ea000fb0fba0SAMPLE", 
    "readOnly": true, 
    "resources": [ 
        { 
            "accountId": "111122223333", 
            "type": "AWS::KMS::Key", 
            "ARN": "arn:aws:kms:us-
west-2:111122223333:key/1234abcd-12ab-34cd-56ef-123456SAMPLE" 
        } 
    ], 
    "eventType": "AwsApiCall", 
    "managementEvent": true, 
    "recipientAccountId": "111122223333", 
    "sharedEventID": "ff000af-00eb-00ce-0e00-ea000fb0fba0SAMPLE", 
    "eventCategory": "Management"
}

Decrypt（云轨）
当您使用AWS KMS 客户托管密钥加密您的星历资源时，如果提供的星历已AWS Ground Station使用相同的
客户托管密钥进行加密，则使用该Decrypt操作对其进行解密。例如，如果从 S3 存储桶上传星历，并在该
存储桶中使用给定密钥进行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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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示例事件记录了该Decrypt操作：

{ 
    "eventVersion": "1.08", 
    "userIdentity": { 
        "type": "AWSService", 
        "invokedBy": "AWS Internal" 
    }, 
    "eventTime": "2022-02-22T22:22:22Z", 
    "eventSource": "kms.amazonaws.com", 
    "eventName": "Decrypt", 
    "awsRegion": "us-west-2", 
    "sourceIPAddress": "AWS Internal", 
    "userAgent": "AWS Internal", 
    "requestParameters": { 
        "encryptionContext": { 
            "aws:groundstation:arn": 
 "arn:aws:groundstation::111122223333:satellite/00a770b0-082d-45a4-80ed-SAMPLE", 
            "aws:s3:arn": 
 "arn:aws:s3:::customerephemerisbucket/0034abcd-12ab-34cd-56ef-123456SAMPLE" 
        }, 
        "encryptionAlgorithm": "SYMMETRIC_DEFAULT" 
    }, 
    "responseElements": null, 
    "requestID": "ff000af-00eb-00ce-0e00-ea000fb0fba0SAMPLE", 
    "eventID": "ff000af-00eb-00ce-0e00-ea000fb0fba0SAMPLE", 
    "readOnly": true, 
    "resources": [ 
        { 
            "accountId": "111122223333", 
            "type": "AWS::KMS::Key", 
            "ARN": "arn:aws:kms:us-
west-2:111122223333:key/1234abcd-12ab-34cd-56ef-123456SAMPLE" 
        } 
    ], 
    "eventType": "AwsApiCall", 
    "managementEvent": true, 
    "recipientAccountId": "111122223333", 
    "sharedEventID": "ff000af-00eb-00ce-0e00-ea000fb0fba0SAMPLE", 
    "eventCategory": "Manag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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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历星历星历星历数据
星历，复数 eph emerides，是提供天文物体轨迹的文件或数据结构。从历史上看，该文件仅提及表格数据，
但逐渐转向了表明航天器轨迹的各种数据文件。

AWS Ground Station使用星历数据来确定卫星何时可以接触，并正确地命令AWS Ground Station网络中的天
线指向您的卫星。默认情况下，无需执行任何操作AWS Ground Station即可提供星历。

主题
• 星历验证数据 (p. 95)
• 使用了哪个星历 (p. 95)
• 获取卫星的当前星历 (p. 96)
• 提供自定义星历数据 (p. 96)
• 和无效的星历表问题排查 (p. 99)
• 恢复为默认星历数据 (p. 100)

星历验证数据
默认情况下，AWS Ground Station使用来自 Space -Track 的公开数据，无需采取任何措施即可AWS 
Ground Station提供这些默认星历。这些星历是与卫星的 NORAD ID 相关的两行元素集。所有默认星历的优
先级均为 0。因此，通过 ephemeris API 上传的任何未过期的自定义星历表都将始终覆盖它们，ephemeris 
API 的优先级必须始终为 1 或更高。

没有 NORAD ID 的卫星必须将自定义星历数据上传到AWS Ground Station。例如，刚刚发射或故意从太空
轨道目录中省略的卫星将没有 NORAD ID，需要上传自定义星历。有关提供自定义星历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提供自定义星历数据 (p. 96)。

使用了哪个星历
Ephemerides 有优先级、过期时间和启用标志。它们共同决定了卫星使用哪个星历。每颗卫星只能有一个星
历处于活动状态。

将使用的星历是已启用优先级最高的星历，其过期时间在future。返回的ListContacts可用联系时间基于此星
历。如果多个启用的星历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则将使用最近创建或更新的星历。

如果尚未创建星历，或者没有星历处于启用状态，则AWS Ground Station将使用卫星的默认星历（来自太空
轨道）（如果有）。此默认星历的优先级为 0。

新星历对先前安排的接触的影响
在上传新的自定义星历表之前安排的联系人将保留原计划的信号采集 (AOS) /信号丢失 (LOS) 时间，但将使
用活跃的星历进行跟踪。

如果航天器基于活跃星历的位置与之前的星历有很大不同，则可能导致信号时间缩短，或者由于航天器位于
地平线以下或发射/接收屏蔽内，您的部分接触无法使用。因此，建议您在上传与以前的星历表有很大差异的
新星历时，同时取消和重新安排该卫星的future 联系时间。请注意，如果取消联系的时间太接近联系时间，
取消的联系可能会产生费用。有关已取消联系的更多信息，请参阅：Gro und Station 常见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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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卫星的当前星历
可以通过调用GetSatellite或ListSatellites操作来AWS Ground Station检索特定卫星当前使用的星
历。这两种方法都将返回当前正在使用的星历的元数据。对于上传到默认星历表的自定义 ephemeridesAWS 
Ground Station，此星历元数据是不同的。

默认星历表将仅包含source和epoch字段。epoch这是从太空轨道上提取的双线元素集的时代AWS Ground 
Station，它目前正用于计算卫星的轨迹。

自定义星历的source值将为，"CUSTOMER_PROVIDED"并且将在ephemerisId字段中包含唯一标识符。
此唯一标识符可用于通过DescribeEphemeris操作查询星历。如果在上传到期间AWS Ground Station通
过CreateEphemeris操作为星历分配了名称，则将返回一个可选字name段。

需要注意的是，ephemerides 是通过动态更新的，AWS Ground Station因此返回的数据只是调用 API 时使用
的星历的快照。

使用默认星历GetSatellite返回卫星的示例
{ 
    "satelliteId": "e1cfe0c7-67f9-4d98-bad2-06dbfc2d14a2", 
    "satelliteArn": "arn:aws:groundstation::111122223333:satellite/e1cfe0c7-67f9-4d98-
bad2-06dbfc2d14a2", 
    "noradSatelliteID": 12345, 
    "groundStations": [ 
        "Example Ground Station 1",  
        "Example Ground Station 2" 
    ], 
    "currentEphemeris": { 
        "source": "SPACE_TRACK", 
        "epoch": 8888888888 
    }
}

使用自定义星历的卫星示例GetSatellite
{ 
      "satelliteId": "e1cfe0c7-67f9-4d98-bad2-06dbfc2d14a2", 
      "satelliteArn": "arn:aws:groundstation::111122223333:satellite/e1cfe0c7-67f9-4d98-
bad2-06dbfc2d14a2", 
      "noradSatelliteID": 12345, 
      "groundStations": [ 
          "Example Ground Station 1",  
          "Example Ground Station 2" 
      ], 
      "currentEphemeris": { 
          "source": "CUSTOMER_PROVIDED", 
          "ephemerisId": "e1cfe0c7-67f9-4d98-bad2-06dbfc2d14a2", 
          "name": "My Ephemeris" 
      } 
  }

提供自定义星历数据
Warning

ephemeris API 当前处于预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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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对 Ephemeris API 的访问权限会按需使用中。需要能够上传自定义星历数据的客户应联系 aws-
groundstation@amazon.com。

概览
Ephemeris API 允许上传自定义星历表以AWS Ground Station供卫星使用。这些星历表覆盖了 Space Track 
中的默认星历（参见：默认星历数据 (p. 95)）。

上传客户星历表可以提高跟踪质量，在没有太空轨道星历表可用的情况下处理早期行动AWS Ground 
Station，并对机动进行解释。

创建自定义星历表
可以使用AWS Ground Station API 中的CreateEphemeris操作创建自定义星历。此操作将使用请求正文中
或指定 S3 存储桶中的数据上传星历。

请务必注意，上传星历会将星历设置为VALIDATING并启动异步工作流程，该工作流程将验证和生成您的星
历中的潜在联系人。只有当星历通过此工作流程并变为联系人时，它才ENABLED会被用于联系人。您应该
轮DescribeEphemeris询星历状态或使用 Cloudwatch 事件来跟踪星历的状态变化。

要对无效的星历进行故障排除，请参阅：对无效星历进行故障排除 (p. 99)

通过 API 创建 TLE Set ephemeris
AWS Ground Stationboto3 客户端可用于AWS Ground Station通过CreateEphemeris调用上传将星历设置
为的两行元素 (TLE)。该星历将用来代替卫星的默认星历数据（参见默认星历数据 (p. 95)）。

TLE 集是一个 JSON 格式的对象，它将一个或多个 TLE 串在一起以构造连续轨迹。TLE 集合中的 TLE 必须
形成一个连续集合，我们可以用它来构造轨迹（即 TLE 集合中 TLE 之间没有时间间隔）。下面显示了一个
示例 TLE 集：

# example_tle_set.json
[ 
    { 
        "tleLine1": "1 25994U 99068A   20318.54719794  .00000075  00000-0  26688-4 0  
 9997", 
        "tleLine2": "2 25994  98.2007  30.6589 0001234  89.2782  18.9934 
 14.57114995111906", 
        "validTimeRange": { 
            "startTime": 12345, 
            "endTime": 12346 
        } 
    }, 
    { 
        "tleLine1": "1 25994U 99068A   20318.54719794  .00000075  00000-0  26688-4 0  
 9997", 
        "tleLine2": "2 25994  98.2007  30.6589 0001234  89.2782  18.9934 
 14.57114995111906", 
        "validTimeRange": { 
            "startTime": 12346, 
            "endTime": 12347 
        } 
    }
]

Note

TLE 集合中 TLE 的时间范围必须完全匹配才能成为有效的连续轨迹。

TLE 集可以通过 botAWS Ground Station o3 客户端上传，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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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S3 存储桶中上传星历数据

tle_ephemeris_id = ground_station_boto3_client.create_ephemeris( name="Example 
 Ephemeris", satelliteId="2e925701-9485-4644-b031-EXAMPLE01", enabled=True, 
 expirationTime=datetime.now(timezone.utc) + timedelta(days=3), priority=2, 
    ephemeris = { 
      "tle": { 
        "tleData": [ 
            { 
                "tleLine1": "1 25994U 99068A   20318.54719794  .00000075  00000-0  26688-4 
 0  9997", 
                "tleLine2": "2 25994  98.2007  30.6589 0001234  89.2782  18.9934 
 14.57114995111906", 
                "validTimeRange": { 
                    "startTime": datetime.now(timezone.utc), 
                    "endTime": datetime.now(timezone.utc) + timedelta(days=7) 
                } 
            } 
        ] 
      } 
    })

此调用将返回一个星历 ID，将来可用于引用星future。例如，我们可以使用上面调用中提供的星历 ID 来轮询
星历的状态：

client.describe_ephemeris(ephemerisId=tle_ephemeris_id['ephemerisId'])

下文提供了该DescribeEphemeris操作的示例回应

{ 
  "creationTime": 1620254718.765, 
  "enabled": true, 
  "name": "Example Ephemeris", 
  "ephemerisId": "fde41049-14f7-413e-bd7b-EXAMPLE01", 
  "priority": 2, 
  "status": "VALIDATING", 
  "suppliedData": { 
    "tle": { 
      "ephemerisData": "[{\"tleLine1\": \"1 25994U 99068A   20318.54719794  .00000075  
 00000-0  26688-4 0  9997\",\"tleLine2": \"2 25994  98.2007  30.6589 0001234  89.2782  
 18.9934 14.57114995111906\",\"validTimeRange\": {\"startTime\": 1620254712000,\"endTime\": 
 1620859512000}}]" 
    } 
  }
}

建议轮询DescribeEphemeris路由或使用 Cloudwatch 事件来跟踪上传的星历表的状态，因为在将其设置
为并可用于安排ENABLED和执行联系之前，它必须经过异步验证工作流程。

请注意，在上面的示例中，TLE 集合中所有 TLE 中的 NORAD ID 必须与您的卫星25994在 Space Track 数
据库中分配的 NORAD ID 相匹配。

从 S3 存储桶中上传星历数据
也可以通过指向存储桶和对象密钥直接从 S3 存储桶上传星历文件。 AWS Ground Station将代表您检索对
象。有关静态数据加密的信息详见：AWSAWS Ground Station Ground Station 的静态数据加密 (p. 87)

以下是从 S3 存储桶上传 OEM 星历文件的示例

s3_oem_ephemeris_id = customer_client.create_ephemeris( name="2022-10-26 S3 
 OEM Upload", satelliteId="fde41049-14f7-413e-bd7b-EXAMPLE01", enabled=True, 
 expirationTime=datetime.now(timezone.utc) + timedelta(days=5), priorit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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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无效的星历表问题排查

    ephemeris = { 
        "oem": { 
            "s3Object": { 
                "bucket": "ephemeris-bucket-for-testing", 
                "key": "test_data.oem", 
            } 
        } 
    })

以下是从上一个示例代码块中上传的 OEM 星历表调用的DescribeEphemeris操作返回的数据示例。

{ 
    "creationTime": 1620254718.765, 
    "enabled": true, 
    "name": "Example Ephemeris", 
    "ephemerisId": "fde41049-14f7-413e-bd7b-EXAMPLE02", 
    "priority": 2, 
    "status": "VALIDATING", 
    "suppliedData": { 
    "oem": { 
        "sourceS3Object": { 
            "bucket": "ephemeris-bucket-for-testing", 
            "key": "test_data.oem" 
        } 
    }
}

和无效的星历表问题排查
将自定义星历表上传到该星历表后，AWS Ground Station会经过异步验证工作流程，然后才变成ENABLED。
此工作流程可确保卫星标识符、元数据和轨迹有效。

当星历表验证失败时，DescribeEphemeris将返回 EphemerisInvalidReason，这可以深入了解星历表验证
失败的原因。的潜在值EphemerisInvalidReason如下所示：

值 描述 和问题排查

元数据_无效 提供的航天器标识符（例如卫星 
ID）无效

检查星历表数据中提供的 NORAD 
ID 或其他标识符

时间范围_无效 所提供的星历表的开始、结束或
过期时间无效

确保开始时间在 “现在” 之前（建
议将开始时间设置为过去几分
钟），结束时间在开始时间之
后，结束时间在到期时间之后

轨迹_无效 提供的星历表定义了无效的航天
器轨迹

确认提供的轨迹是连续的，并且
适用于正确的卫星。

VALIDATION_ERRO 处理用于验证的星历表时出现内
部服务错误

重试上传

下面提供了星历INVALID表的示例DescribeEphemeris响应：

{ 
  "creationTime": 1000000000.00, 
  "enabled":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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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hemerisId": "d5a8a6ac-8a3a-444e-927e-EXAMPLE1", 
  "name": "Example", 
  "priority": 2, 
  "status": "INVALID", 
  "invalidReason": "METADATA_INVALID", 
  "suppliedData": { 
    "tle": { 
      "sourceS3Object": { 
        "bucket": "my-s3-bucket", 
        "key": "myEphemerisKey", 
        "version": "ephemerisVersion" 
      } 
    } 
  },
}

恢复为默认星历数据
当您上传自定义星历数据时，它将覆盖该特定卫星AWS Ground Station使用的默认星历表。 AWS Ground 
Station除非客户提供的当前已启用、未过期的星历表可供使用，否则不会再次使用默认星历。 AWS Ground 
Station也不会列出超过当前客户提供的星历到期时间的联系人，即使在该过期时间之后还有默认的星历可
用。

要恢复到默认的 Space Track 星历，你需要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删除（使用DeleteEphemeris）或禁用（使用UpdateEphemeris）所有已启用的客户提供的 
ephemeride。您可以使用以下方式列出客户提供的卫星星历ListEphemerides。

• 等待客户提供的所有现有星历过期。

您可以通过调用GetSatellite并验证卫星的当前星历表是否在source使用默认星历表来确认正在使用默
认星历SPACE_TRACK。有关默认星历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默认星历数据 (p.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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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Ground Station 用户指南的文档
历史记录

下表列出了自 AWS Ground Station 上一次发布以来对文档所做的重要更改。

更改 描述 发行日期

新功能 为宽带 DigiF 数据传输版本添加了AWS Ground 
Station代理用户指南

2023 年 4 月 12 日

AWS 托管策略更
新 (p. 84) — 新的AWS
托管策略

AWS Ground Station添加了一个名为的新策略 
AWSGroundStationAgentInstancePolicy。

2023 年 4 月 12 日

新功能 更新了 CPE 预览版的用户指南。 2022 年 11 月 9 日

AWS 托管策略更
新 (p. 84) — 新的AWS
托管策略

AWS Ground Station添加了 
AWSServiceRoleForGroundStationDataflowEndpointGroup 
service-linked-role (SLR)，其中包括名为的新策略 
AWSServiceRoleForGroundStationDataflowEndpointGroupPolicy。

2022 年 11 月 2 日

新功能 更新了用户指南以包含与 AWS CLI 的集成。 2020 年 4 月 17 日

新功能 更新了用户指南，加入了与 CloudWatch Metrics 的
集成。

2020 年 2 月 24 日

New 公共广播卫星（AquaSnppJpss 模板）已添加
到AWS Ground Station用户指南中。

2020 年 2 月 19 日

新功能 更新了用户指南以包括跨区域数据交付。 2020 年 2 月 5 日

文档更新 更新了AWS Ground Station使用 CloudWatch 事件
进行监控的示例和描述。

2020 年 2 月 4 日

文档更新 模板位置已更新且“入门”和 “故障排除”部分已修订。 2019 年 12 月 19 日

新故障排除部分 在《AWS Ground Station用户指南》中添加了疑难
解答部分。

2019 年 11 月 7 日

New（根据模板新建） 更新了入门主题，其中包括最新的 AWS 
CloudFormation 模板。

2019 年 7 月 1 日

Kindle 版本 已发布 Kindle 版本的《AWS Ground Station用户指
南》。

2019 年 6 月 20 日

新服务和指南 这是AWS Ground Station和AWS Ground Station用
户指南的初始版本。

2019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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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词汇表
有关最新 AWS 术语，请参阅《AWS 一般参考》中的 AWS 术语表。

102

https://docs.aws.amazon.com/general/latest/gr/glos-chap.html


AWS Ground Station 用户指南

本文属于机器翻译版本。若本译文内容与英语原文存在差异，则一律以英文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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