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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Location Service

欢迎使用AlLocation Service e
欢迎阅读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开发者指南。

以下主题可以帮助您根据您想要做的事情开始阅读文档。

获取Amice
• 在 “亚马逊地点” 中了解这些概念 (p. 28)。
• 深入了解本如何使用 Amazon LocLocation Service (p. 77)章中的功能。
• 在亚马逊位置演示网站上查看演示应用程序。
• 如果您已经拥有AWS 账户，则可以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控制台亲自探索该功能。

以开发者身份使用亚马逊位置
• 使用构建您的第一个应用程序快速启动 (p. 3)。
• 在本如何使用 Amazon LocLocation Service (p. 77)章中了解各种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功能的工

作原理。
• 查看可以在自己的应用程序中使用的代码示例和教程 (p. 207)。您也可以访问 Amazon Location 演

示网站示例页面，查找可按功能、语言或平台筛选的示例。
• 在 API 参考指南中获取有关亚马逊位置 API (p. 245) 的信息。

什么Location Service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允许您向应用程序添加位置数据和功能，其中包括地图、兴趣点、地理编码、路
由、地理围栏和跟踪等功能。Amazon Location 使用来自全球可信提供商 Esri、Grab 和 HERE 的高质量数
据提供基于位置的服务 (LBS)。借助经济实惠的数据、跟踪和地理围栏功能以及用于健康监控的内置指标，
您可以构建复杂的支持位置的应用程序。

使用 Amazon Location，您可以保留对组织数据的控制权。Amazon Location 通过删除客户元数据和账户信
息，对发送给数据提供商的所有查询进行匿名化。此外，敏感的跟踪和地理围栏位置信息，例如设施、资产
和人员位置，根本不会离开您的AWS帐户。这可以帮助您保护来自第三方的敏感信息，保护用户隐私并降低
应用程序的安全风险。使用 Amazon Location，亚马逊和第三方无权出售您的数据或将其用于广告。

Amazon Location 与亚马逊AWS CloudTrail CloudWatch EventBridge、亚马逊和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等服务完全集成。Amazon Location 通过数据集成简化了您的开发工作流程，并通过内
置的监控、安全和合规功能将应用程序快速推向生产。

有关亮点、产品详细信息和定Locati on Service。

亚马逊位置中的主要功能
Amice

映射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地图可让您可视化位置信息，是许多基于位置的服务功能的基
础。AmaziLocation Service。Ali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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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服务

地点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Places 允许您将搜索功能集成到应用程序中，将地址转换为经度和纬度
的地理坐标（地理编码），并将坐标转换为街道地址（反向地理编码）。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从 
Esri、Grab 和 HERE 获取高质量的地理空间数据，以支持 Places 功能。

路由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路线可让您根据 up-to-date 道路和实时交通信息查找路线并估算出行时间。构
建允许您的应用程序请求任意两个位置之间的行驶时间、距离和方向的功能。计算用于路径规划的路径
矩阵的时间和距离。

地理围栏

Amazion。Alice。检测到地理围栏漏洞 EventBridge 时自动向亚马逊发送进入或退出事件。这使您可以
启动下游操作，例如向目标发送通知。

追踪器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跟踪器可让您检索正在运行支持跟踪的应用程序的设备的当前和历史位置。您
还可以将跟踪器与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地理围栏关联起来，根据地理围栏自动评估设备上的位置更
新。跟踪器可以通过筛选尚未移动的位置更新来帮助您降低成本，然后再根据地理围栏进行存储或评
估。

当您使用跟踪器时，被跟踪设备上的敏感位置信息不会离开您的AWS帐户。这有助于保护来自第三方的
敏感信息，保护用户隐私并降低安全风险。

可与 Alication
将以下服务与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一起使用。

集成的监控和管理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与亚马逊 CloudWatchAWS CloudTrail、和亚马逊集成， EventBridge 可实现有
效的监控和数据管理：
• 亚马逊 CloudWatch — 查看有关服务使用情况和运行状况的指标，包括请求、延迟、故障和日志。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使用以下方式监控 CloudWatch” (p. 200)：
• AWS CloudTrail— 记录和监控您的 APAWS。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 CloudTrail 

与亚马逊位置一起使用” (p. 203)：
• Amazon EventBridge — 启用事件驱动的应用程序架构，这样您就可以使用AWS Lambda功能激活应

用程序和工作流程的其他部分。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使用以下方法对地理围栏事
件做出反应 EventBridge” (p. 173)：

开发人员工具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为开发人员提供各种工具，用于构建支持位置的应用程序。其中包括标准AWS 
SDK、移动和 Web SDK，以及将它们与 MapLibre GL 等开源库结合的示例代码。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控制台了解资源，并开始使用可视化和交互式学习工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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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资源

Amazon Service
开始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的最有效方法是使用亚马逊定位控制台。您可以创建和管理您的资源，并
使用 “浏览” 页面试用亚马逊定位功能。

Note

要使用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控制台或按照本教程的其余部分进行操作，需要您先完成使用
Amazon Service (p. 78)，包括创建AWS账户和允许访问 Amazon Location。

要开始学习 Amazon Location API，请使用以下教程创建一个显示交互式地图并使用搜索功能的简单应用
程序。本教程向你展示如何使用 Kotlin 创建一个简单的网页 JavaScript，或者如何使用 Kotlin 创建一个 
Android 应用程序。前几个步骤是两者共同的。

为您的应用程序创建亚马逊位置资源
如果您还没有，则必须创建应用程序将使用的Amazon Location资源。在这里，您可以创建用于在应用程序
中显示地图的地图资源和用于在地图上搜索位置的地点索引。

向您的应用程序添加位置资源

1. 选择要使用的地图样式。

a. 在 Amazon Location 控制台的 “地图” 页面上，选择 “创建地图” 以预览地图样式。
b. 为新地图资源添加名称和描述。记下您用于地图资源的名称。在本教程后面创建脚本文件时，您将

需要它。
c. 选择地图。

Note

选择地图样式还会选择要使用的地图数据提供器。如果您的应用程序正在跟踪或路由您在
企业中使用的资产，例如运载车辆或员工，则只能使用 Here 作为地理位置提供商。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阅AWS服务条款的第 82 节。

d. 同意亚马逊位置条款和条件，然后选择创建地图。您可以与所选地图进行交互：放大、缩小或向任
意方向平移。

e. 请记下您新地图资源的 Amazon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在本教程的稍后部分，您将使用
它来创建正确的身份验证。

2. 选择要使用的地点索引。

a. 在 Amazon Location 控制台的 “地点索引” 页面上，选择 “创建地点索引”。
b. 为新的地点索引资源添加名称和描述。记下您用于地点索引资源的名称。在本教程后面创建脚本文

件时，您将需要它。
c. 选择数据提供商。

Note

在大多数情况下，选择与您已选择的地图提供商相匹配的数据提供商。这有助于确保搜索
结果与地图相匹配。
如果您的应用程序正在跟踪或路由您在企业中使用的资产，例如运载车辆或员工，则只能
使用 Here 作为地理位置提供商。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WS服务条款的第 82 节。

d. 选择数据存储选项。在本教程中，结果不存储，因此您可以选择 “否，仅限一次性使用”。
e. 同意亚马逊位置条款和条件，然后选择创建地点索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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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身份验证

f. 记下显示的新地点索引资源的 ARN。在本教程的下一部分中，您将使用它来创建正确的身份验证。

为您的应用程序设置身份验证
您在本教程中创建的应用程序具有匿名用法，这意味着您的用户无需登录AWS即可使用该应用程序。但是，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API 需要身份验证才能使用。您可以使用 Amazon Cognito 为匿名用户提供身份验证
和授权。您必须先创建 Amazon Cognito ation Conation Soude

Note

有关 Amazon Conation Conation Service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授予对 Amazon LocLocation 
Service (p. 190)。

为您的应用程序设置身份验证

1. 转到 Amazon Cognito 控制台。
2. 选择 Manage Identity Pools（管理身份池）。
3. 选择 “创建新身份池”，然后输入身份池的名称。

Important

您创建的池必须与您在上一节中创建的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资源位于相同的AWS 账户和
AWS区域。

4. 在未认证身份可折叠部分中，选择启用对未经身份验证的身份的访问权限。
5. 选择 Create Pool（创建池）。
6. 选择您希望用于身份池的 AAAAAM 角色。
7. 展开查看详情。
8. 在 “未经身份验证的身份” 下，输入角色名称。
9. 展开 “查看策略文档” 部分，然后选择 “编辑” 以添加您的策略。
10. 添加您的策略来授予对您的资源的访问权限。

以下是地图、地点、跟踪器和路线的政策示例。要使用您自己的策略的示例，请替换##和 Acac
countID 占位符：

以下策略授予对Amazon Service 资源的只读访问权限。请为您在上一节中创建的资源提供正确的 
ARN。如果您不记得这些 ARN，可以通过在 Amazon Location 控制台的地图页面或地点索引页面上选
择相应的资源来找到它们。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LocationReadOnly", 
      "Effect": "Allow", 
      "Action": [ 
        "geo:GetMapStyleDescriptor", 
        "geo:GetMapGlyphs", 
        "geo:GetMapSprites", 
        "geo:GetMapTile", 
        "geo:SearchPlaceIndex*" 
      ], 
      "Resource": [ 
         "arn:aws:geo:<region>:<accountID>:map/<ExampleMap>", 
         "arn:aws:geo:<region>:<accountID>:place-index/<ExamplePlaceInde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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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
}

Note

虽然未经身份验证的身份池旨在在不安全的互联网站点上公开，但请注意，它们将被交换为标
准的、有时间限制的AWS证书。
适当限定与未经身份验证的身份池相关的 IAM 角色范围非常重要。有关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的 Amazon Cognito 中使用政策并对其进行适当范围界定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授予对 
Amazon LocLocation Service (p. 190)。

11. 选择 “允许” 创建您的身份池。
12. 在示例代码页面上，选择的平台JavaScript。然后复制或写下IdentityPoolId您稍后将在浏览器脚本

中使用的内容。

下一步
现在您已创建您的Amazon Amazon Cognito vice。下一步是使用这些资源来创建应用程序。本教程向您说明
如何使用 JavaScript Koution 的方法创建 Web 应用程序。

• 创建 Web 应用程序 (p. 5)
• 创建 Android 应用程序 (p. 17)

创建 Web 应用程序
在本节中，您将创建一个静态网页，其中包含地图和在某个位置进行搜索的功能。在继续操作之前，请
确保您已经创建了 Amazon Location 资源并为应用程序创建了 Amazon Cognito 身份，如初始Amazon 
Service (p. 3)主题中所述。

为您的应用程序创建 HTML
在本教程中，您将创建一个嵌入地图的静态 HTML 页面，并允许用户查找地图上某个位置的内容。该应用程
序将由三个文件组成：一个用于网页的 HTML 文件和 CSS 文件，以及一个用于创建地图并响应用户交互和
地图事件的代码的 JavaScript (.js) 文件。

首先，让我们创建将用于应用程序的 HTML 和 CSS 框架。这将是一个简单的页面，其中包含一个用于保存
地图容器的<div>元素和一个<pre>用于显示对查询的 JSON 响应的元素。

为您的快速入门应用程序创建 HTML

1. 创建名为的新文件quickstart.html。
2. 在您选择的文本编辑器或环境中编辑文件。在文件中添加以下 HTML。

<!DOCTYPE html>
<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Quick start tutorial</title> 

    <!-- Styles --> 
    <link href="main.css" rel="stylesheet" /> 
  </head>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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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der> 
      <h1>Quick start tutorial</h1> 
    </header> 
    <main> 
      <div id="map"></div> 
      <aside> 
        <h2>JSON Response</h2> 
        <pre id="response"></pre> 
      </aside> 
    </main> 
    <footer>This is a simple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app. Pan and zoom. Click to see 
 details about entities close to a point.</footer> 
     
  </body>
</html>

此 HTML 包含指向您将在下一步创建的 CSS 文件的指针、一些应用程序的占位符元素和一些解释性文
本。

在本教程稍后的部分中使用 Function（占位符）以在本教程稍后的部分中使用。第一个是<div 
id="map>元素，它将保存地图控件。第二个是<pre id="response">元素，它将显示在地图上搜索
的结果。

3. 保存文件。

现在为网页添加 CSS。这将为应用程序设置文本和占位符元素的样式。

为快速启动应用程序创建 CSS

1. 创建一个名为的新文件main.css，该文件与在上一个过程中创建的 quickstart.html 文件位于同一个文
件夹中。

2. 在要使用的编辑器中编辑文件。在文件中添加下面的文本。

* { 
  box-sizing: border-box; 
  font-family: Arial, Helvetica, sans-serif;
}

body { 
  margin: 0;
}

header { 
  background: #000000; 
  padding: 0.5rem;
}

h1 { 
  margin: 0;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1.5rem; 
  color: #ffffff;
}

main { 
  display: flex; 
  min-height: calc(100vh - 94px);
}

#map { 
  flex: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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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 
  overflow-y: auto; 
  flex: 0 0 30%; 
  max-height: calc(100vh - 94px); 
  box-shadow: 0 1px 1px 0 #001c244d, 1px 1px 1px 0 #001c2426, -1px 1px 1px 0 #001c2426; 
  background: #f9f9f9; 
  padding: 1rem;
}

h2 { 
  margin: 0;
}

pre { 
  white-space: pre-wrap; 
  font-family: monospace; 
  color: #16191f;
}

footer { 
  background: #000000; 
  padding: 1rem; 
  color: #ffffff;
}

这会将地图设置为填充其他任何东西都未使用的空间，将我们的回复区域设置为占应用程序宽度的
30％，并为标题和解释性文本设置颜色和样式。

3. 保存该文件。
4. 现在，您可以在浏览器中查看quickstart.html文件以查看应用程序的布局。

接下来，您将向应用程序添加地图控件。

向应用程序添加交互式地图
现在你已经有了框架和一个 div 占位符，你可以将地图控件添加到你的应用程序中。本教程使用 MapLibre 
GL JS 作为地图控件，从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获取数据。您还将使用来自 Amp lify 库的帮助函数，以便
利使用 Amazon Cognito 签署对亚马逊位置 API 的调用。

向应用程序添加交互式地图

1. 打开您在上一节中创建的quickstart.html文件。
2. 添加对所需库和将要创建的脚本文件的引用。您需要进行的更改如中所示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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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YPE html>
<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Quick start tutorial</title> 

    <!-- Styles --> 
     <link href="https://unpkg.com/maplibre-gl@1.14.0/dist/maplibre-gl.css" 
 rel="stylesheet" />
    <link href="main.css" rel="stylesheet" /> 
  </head> 
   
  <body> 
    ... 
    <footer>This is a simple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app. Pan and zoom. Click to see 
 details about entities close to a point.</footer> 
     
    <!-- JavaScript dependencies --> 
    <script src="https://unpkg.com/maplibre-gl@1.14.0/dist/maplibre-gl.js"></script> 
    <script src="https://sdk.amazonaws.com/js/aws-sdk-2.1030.0.min.js"></script> 
    <script src="https://unpkg.com/@aws-amplify/core@3.7.0/dist/aws-amplify-
core.min.js"></script> 
     
    <!-- JavaScript for the app --> 
    <script src="main.js"></script>
  </body>
</html>

这会将以下依赖项添加到您的应用程序中：

• MapLibre GL JS。该库和样式表包括一个显示地图图块的地图控件，并包括平移和缩放等交互功能。
该控件还允许扩展，例如在地图上绘制自己的要素。

• AWS软件开发工具包版本 2。作为整体AWS功能的一部分，这为获取地图数据和在地图上搜索地点所
需的亚马逊位置功能提供了接口。

• AWS Amplify。 Amplify 提供了许多有用的功能供您使用AWS，包括亚马逊定位。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将使用它进行签名，为AWS SDK 提供身份验证。

此步骤还添加了引用main.js，接下来您将创建该引用。

Note

在您的项目中使用最新版本的AWS SDK（和其他 SDK），并使其保持最新状态是个好主意。
这为您提供了最新的特性和功能，以及安全更新。要查找 SAWS DK 的最新版本，请参阅 S
AWSDK 中的浏览器安装主题 JavaScript。

3. 保存 quickstart.html 文件。
4. 在与 HTML 和 CSS 文件相同的文件夹main.js中创建一个名为的新文件，然后将其打开进行编辑。
5. 在您的文件中添加下面的脚本。##文本应替换为您之前创建的 Amazon Cognito ARN、地图资源名称和

地点资源名称。

// Use Signer from @aws-amplify/core
const { Signer } = window.aws_amplify_core;

// AWS Resources
// Cognito:
const identityPoolId = "region:sample12-3456-abcd-7890-ef1234567890";

//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resource names:
const mapName = "explore.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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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 placesName = "explore.place";

// Extract the region from the Identity Pool ID
AWS.config.region = identityPoolId.split(":")[0];

// Instantiate a Cognito-backed credential provider
const credentials = new AWS.CognitoIdentityCredentials({ 
  IdentityPoolId: identityPoolId,
});

// Sign requests made by MapLibre GL JS using AWS SigV4:
function transformRequest(url, resourceType) { 
  if (resourceType === "Style" && !url.includes("://")) { 
    // Resolve to an AWS URL 
    url = `https://maps.geo.${AWS.config.region}.amazonaws.com/maps/v0/maps/${url}/
style-descriptor`; 
  } 

  if (url.includes("amazonaws.com")) { 
    // Sign AWS requests (with the signature as part of the query string) 
    return { 
      url: Signer.signUrl(url, { 
        access_key: credentials.accessKeyId, 
        secret_key: credentials.secretAccessKey, 
        session_token: credentials.sessionToken, 
      }), 
    }; 
  } 

  // If not amazonaws.com, falls to here without signing 
  return { url };
}

// Initialize a map
async function initializeMap() { 
  // Load credentials and set them up to refresh 
  await credentials.getPromise(); 
   
  // Initialize the map 
  const mlglMap = new maplibregl.Map({ 
    container: "map", // HTML element ID of map element 
    center: [-77.03674, 38.891602], // Initial map centerpoint 
    zoom: 16, // Initial map zoom 
    style: mapName, 
    transformRequest, 
  }); 

  // Add navigation control to the top left of the map 
  mlglMap.addControl(new maplibregl.NavigationControl(), "top-left"); 
   
  return mlglMap;
}

async function main() { 
  // Initialize map and AWS SDK for Location Service: 
  const map = await initializeMap();
}

main();

此代码设置AWS了 Amazon Location 资源，然后将 MapLibre GL JS 配置为使用 Amplify 帮助函数签署
请求AWS。最后，它会初始化地图控件并将其放置在带有 ID 的<div>元素中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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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件的前半部分是设置您的 Amazon Cognito 凭证签署向亚马逊位置发送的请求。对于您创建的大
多数应用程序，此代码可能会相似。理解这个initializeMap()函数很重要。它创建了一个新的 
MapLibre GL 地图控件（mlglMap在本地调用，但在代码的其余部分map中调用），该控件用于在应用
程序中呈现地图。

  // Initialize the map 
  const mlglMap = new maplibregl.Map({ 
    container: "map", // HTML element ID of map element 
    center: [-77.03674, 38.891602], // Initial map centerpoint 
    zoom: 16, // Initial map zoom 
    style: mapName, 
    transformRequest, 
  });

创建新的 MapLibre GL 地图控件时，您传递的参数表示地图控件的初始状态。在这里，我们设置了以下
参数。

• HTML 容器，它使用我们的 HTML 中的 map div 元素。
• 地图的初始中心到华盛顿特区某一点。
• 缩放级别为 16（放大到邻域或街区级别）。
• 用于地图的样式（地图资源的名称）。
• 您还可以传递指向该函数的指针，该transformRequest函数使用 Amazon Cognito 对地图控件代表

您进行的任何 API 调用进行签名。
6. 保存您的 JavaScript 文件，然后使用浏览器将其打开。现在，您的页面上有地图，可以在其中使用平移

和缩放操作。

Note

您可以使用此应用程序查看 MapLibre 地图控件的行为。您可以尝试在使用拖动操作时使用 Ctrl 
或 Shift，以查看与地图交互的其他方式。所有这些功能都是可定制的。

您的应用程序即将完成。在下一节中，你将在地图上选择位置，并显示所选位置的地址。您还将在页面上显
示生成的 JSON，以查看完整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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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用程序中添加搜索
应用程序的最后一步是在地图上添加搜索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您将添加反向地理编码搜索，在其中查找某
个位置的项目。

Note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还提供按名称或地址进行搜索以在地图上查找地点位置的功能。

向您的应用程序添加搜索功能

1. 打开您在上一节中创建的main.js文件。
2. 修改main函数，如下所示。您需要进行的更改如中所示green。

async function main() { 
  // Initialize map and AWS SDK for Location Service: 
  const map = await initializeMap(); 

   const location = new AWS.Location({credentials, region: AWS.config.region}); 

  // On mouse click, get results: 
  map.on("click", function(e) { 
    // Set up parameters for search call 
    let params = { 
      IndexName: placesName, 
      Position: [e.lngLat.lng, e.lngLat.lat], 
      Language: "en", 
      MaxResults: "5" 
    }; 

    // Search for results around clicked point 
    location.searchPlaceIndexForPosition(params, function(err, data) { 
      if (err) { 
        // Alert user about an error 
        alert("There was an error searching."); 

        // Write JSON response error to HTML 
        document.querySelector("#response").textContent = JSON.stringify(err, 
 undefined, 2); 
      } else { 
        // Write JSON response data to HTML 
        document.querySelector("#response").textContent = JSON.stringify(data, 
 undefined, 2); 

        // Display place label in an alert box 
        alert(data.Results[0].Place.Label);      } 
    }); 
  });
}

此代码首先使用您之前设置的 Amazon Cognito 证书和您正在使用的区域创建 Location 对象。AWS

const location = new AWS.Location({credentials, region: AWS.config.region});

接下来，代码响应用户在地图控件上选择地点。它通过捕获 MapLibre GL 提供的事件来实现此目
的click。

map.on("click", function(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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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MapLibre Lclick 事件提供的参数包括用户选择的纬度和经度 (e.lngLat)。在click事件中，代码
调用 searchPlaceIndexForPosition操作，以在给定的纬度和经度上查找实体。

    // Set up parameters for search call 
    let params = { 
      IndexName: placesName, 
      Position: [e.lngLat.lng, e.lngLat.lat], 
      Language: "en", 
      MaxResults: "5" 
    }; 

    // Search for results around clicked point 
    location.searchPlaceIndexForPosition(params, function(err, data) { 
      ... 
    });

在这里，IndexName是您之前创建的地点索引资源的名称，Position是要搜索的纬度和经
度，Language是搜索结果的首选语言，并MaxResults告诉 Amazon Location 最多只返回五个结果。

其余代码检查是否存在错误，然后在名为的<pre>元素中显示搜索结果response，并在警报框中显示
排名靠前的结果。

3. （可选）如果您现在在浏览器中保存并打开quickstart.html文件，则在地图上选择位置将显示所选
地点的名称或地址。

4. 应用程序的最后一步是使用该 MapLibre 功能在用户选择的位置添加标记。按如下方式修改该main函
数。您需要进行的更改如中所示green。

async function main() { 
  // Initialize map and AWS SDK for Location Service: 
  const map = await initializeMap(); 
  const location = new AWS.Location({credentials, region: AWS.config.region}); 

   // Variable to hold marker that will be rendered on click 
  let marker;

  // On mouse click, display marker and get results: 
  map.on("click", function(e) { 
     // Remove any existing marker 
    if(marker) { 
      marker.remove(); 
    } 

    // Render a marker on clicked point 
    marker = new maplibregl.Marker() 
      .setLngLat([e.lngLat.lng, e.lngLat.lat]) 
      .addTo(map);

    // Set up parameters for search call 
    let params = { 
      IndexName: placesName, 
      Position: [e.lngLat.lng, e.lngLat.lat], 
      Language: "en", 
      MaxResults: "5" 
    }; 

    // Search for results around clicked point 
    location.searchPlaceIndexForPosition(params, function(err,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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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代码声明了一个marker变量，用户每次选择位置时都会填充该变量，显示他们选择的位置。将标记添
加到地图后，地图控件会自动对其进行渲染.addTo(map);。该代码还会检查之前的标记并将其删除，
因此屏幕上一次只有 1 个标记。

5. 保存main.js文件，然后在浏览器中打开该quickstart.html文件。您可以像以前一样平移和缩放地
图，但是现在，如果您选择了位置，您将看到有关所选位置的详细信息。

您的快速入门应用程序已完成。本教程向您展示了如何创建静态 HTML 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

• 创建用户可以与之交互的地图。
• 处理地图事件 (click)。
• 调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API，专门用于在某个位置搜索地图，使

用searchPlaceIndexForPosition。
• 使用 MapLibre 地图控件添加标记。

查看最终申请
此应用程序的最终源代码包含在本节中。您还可以在上找到最终项目 GitHub。

Overview

选择每个选项卡，查看本快速入门教程中文件的最终源代码。

这些文件是：

• quickstart.html — 应用程序的框架，包括地图和搜索结果的 HTML 元素容器。
• main.css — 应用程序的样式表。
• main.js — 用于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创建地图和搜索click事件的应用程序脚本。

quickstart.html

快速启动应用程序的 HTML 框架。

<!DOCTYPE html>

13

https://github.com/aws-samples/amazon-location-samples/tree/main/maplibre-gl-js-quick-start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
最终申请

<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Quick start tutorial</title> 

    <!-- Styles --> 
    <link href="https://unpkg.com/maplibre-gl@1.14.0/dist/maplibre-gl.css" 
 rel="stylesheet" /> 
    <link href="main.css" rel="stylesheet" /> 
  </head> 
   
  <body> 
    <header> 
      <h1>Quick start tutorial</h1> 
    </header> 
    <main> 
      <div id="map"></div> 
      <aside> 
        <h2>JSON Response</h2> 
        <pre id="response"></pre> 
      </aside> 
    </main> 
    <footer>This is a simple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app. Pan and zoom. Click to see 
 details about entities close to a point.</footer> 
     
    <!-- JavaScript dependencies --> 
    <script src="https://unpkg.com/maplibre-gl@1.14.0/dist/maplibre-gl.js"></script> 
    <script src="https://sdk.amazonaws.com/js/aws-sdk-2.1030.0.min.js"></script> 
    <script src="https://unpkg.com/@aws-amplify/core@3.7.0/dist/aws-amplify-
core.min.js"></script> 
     
    <!-- JavaScript for the app --> 
    <script src="main.js"></script> 
  </body>
</html>

main.css

快速启动应用程序的样式表。

* { 
  box-sizing: border-box; 
  font-family: Arial, Helvetica, sans-serif;
}

body { 
  margin: 0;
}

header { 
  background: #000000; 
  padding: 0.5rem;
}

h1 { 
  margin: 0;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1.5rem; 
  color: #ffffff;
}

main { 
  display: flex; 
  min-height: calc(100vh - 94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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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 
  flex: 1;
}

aside { 
  overflow-y: auto; 
  flex: 0 0 30%; 
  max-height: calc(100vh - 94px); 
  box-shadow: 0 1px 1px 0 #001c244d, 1px 1px 1px 0 #001c2426, -1px 1px 1px 0 #001c2426; 
  background: #f9f9f9; 
  padding: 1rem;
}

h2 { 
  margin: 0;
}

pre { 
  white-space: pre-wrap; 
  font-family: monospace; 
  color: #16191f;
}

footer { 
  background: #000000; 
  padding: 1rem; 
  color: #ffffff;
}

main.js

快速启动应用程序的代码。##文本应替换为相应的 Amazon Cognito 或 Amazon Location 对象名称。

// Use Signer from @aws-amplify/core
const { Signer } = window.aws_amplify_core;

// AWS Resources
// Cognito:
const identityPoolId = "region:sample12-3456-abcd-7890-ef1234567890";

//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resource names:
const mapName = "explore.map";
const placesName = "explore.place";

// Extract the region from the Identity Pool ID
AWS.config.region = identityPoolId.split(":")[0];

// Instantiate a Cognito-backed credential provider
const credentials = new AWS.CognitoIdentityCredentials({ 
  IdentityPoolId: identityPoolId,
});

// Sign requests made by MapLibre GL JS using AWS SigV4:
function transformRequest(url, resourceType) { 
  if (resourceType === "Style" && !url.includes("://")) { 
    // Resolve to an AWS URL 
    url = `https://maps.geo.${AWS.config.region}.amazonaws.com/maps/v0/maps/${url}/
style-descriptor`; 
  } 

  if (url.includes("amazonaws.com")) { 
    // Sign AWS requests (with the signature as part of the query string) 
    return { 
      url: Signer.signUrl(ur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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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ess_key: credentials.accessKeyId, 
        secret_key: credentials.secretAccessKey, 
        session_token: credentials.sessionToken, 
      }), 
    }; 
  } 

  // If not amazonaws.com, falls to here without signing 
  return { url };
}

// Initialize a map
async function initializeMap() { 
  // Load credentials and set them up to refresh 
  await credentials.getPromise(); 
   
  // Initialize the map 
  const mlglMap = new maplibregl.Map({ 
    container: "map", // HTML element ID of map element 
    center: [-77.03674, 38.891602], // Initial map centerpoint 
    zoom: 16, // Initial map zoom 
    style: mapName, 
    transformRequest, 
  }); 

  // Add navigation control to the top left of the map 
  mlglMap.addControl(new maplibregl.NavigationControl(), "top-left"); 
   
  return mlglMap;
}

async function main() { 
  // Initialize map and AWS SDK for Location Service: 
  const map = await initializeMap(); 
  const location = new AWS.Location({credentials, region: AWS.config.region}); 

  // Variable to hold marker that will be rendered on click 
  let marker; 

  // On mouse click, display marker and get results: 
  map.on("click", function(e) { 
    // Remove any existing marker 
    if(marker) { 
      marker.remove(); 
    } 

    // Render a marker on clicked point 
    marker = new maplibregl.Marker() 
      .setLngLat([e.lngLat.lng, e.lngLat.lat]) 
      .addTo(map); 

    // Set up parameters for search call 
    let params = { 
      IndexName: placesName, 
      Position: [e.lngLat.lng, e.lngLat.lat], 
      Language: "en", 
      MaxResults: "5" 
    }; 

    // Search for results around clicked point 
    location.searchPlaceIndexForPosition(params, function(err, data) { 
      if (err) { 
        // Write JSON response error to HTML 
        document.querySelector("#response").textContent = JSON.stringify(err, 
 undefin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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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isplay error in an alert box 
        alert("There was an error searching."); 
      } else { 
        // Write JSON response data to HTML 
        document.querySelector("#response").textContent = JSON.stringify(data, 
 undefined, 2); 

        // Display place label in an alert box 
        alert(data.Results[0].Place.Label); 
      } 
    }); 
  });
}

main();

下一步是什么
您已经完成了快速入门教程，应该对如何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来构建应用程序有所了解。要从 
Amazon Location 获得更多信息，您可以查看以下资源：

• 深入了解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概念 (p. 28)
• 获取有关如何使用亚马逊定位功能的 (p. 77)更多信息
• 查看使用 Amazon Location 的代码示例，了解如何扩展此示例 (p. 207)并构建更复杂的应用程序

创建安卓应用程序
在本节中，您将创建一个具有地图和位置搜索功能的 Android 应用程序。在继续操作之前，请确保
您已经创建了 Amazon Location 资源并为应用程序创建了 Amazon Cognito 身份，如初始Amazon 
Service (p. 3)主题中所述。

Note

本教程使用了 Amplify AndroidStudio 和 Kotlin 语言。你必须已经 AndroidStudio 设置了 Kotlin 的工
作环境。

创建基本的安卓应用程序
在本教程中，您将创建一个嵌入地图的 Android 应用程序，并允许用户查找地图上某个位置的内容。

首先，让我们使用新项目向导创建一个空 AndroidStudio的 Kotlin 应用程序。

创建空应用程序 (AndroidStudio)

1. 开始 AndroidStudio。在菜单上，选择 “文件”、“新建”、“新建项目”。
2. 在 “手机和平板电脑” 选项卡中，选择 “清空活动”，然后选择 “下一步”。
3. 为应用程序选择名称、P ackag e 名称和保存位置。
4. 在语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Kotlin。
5. 选择 “完成” 创建您的空白应用程序。
6. （可选）。默认情况下，用于空白应用程序的主题包括位于应用程序顶部的文本栏，其中包含应用程

序的名称。您可以通过编辑项目中的app/manifests/AndroidManifest.xml文件来删除文本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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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该行更改android:theme="@style/Theme.<packagename>"为android:theme="@style/
Theme.AppCompat.NoActionBar"。

接下来，您将向应用程序添加地图控件。

向应用程序添加交互式地图
现在，您有框架，可以将地图控件添加到应用程序。本教程使用 Amplify 库来管理应用程序中的地图视图。
地图控件本身是 MapLibre GL JS 库的一部分，Amplify 然后从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MapLibre 获取地图数
据。A mplify 库便于使用Amazon Cognito 签署对亚马逊位置 API 的调用。

要添加地图，您需要执行以下步骤：

1. 将位置依赖关系添加到您的项目中。
2. 在布局中设置地图视图。
3. 编写显示地图的代码。
4. 为您的资源创建配置文件。

以下步骤将引导您完成每个步骤。

1-向项目添加位置依赖关系

1. 在中 AndroidStudio，选择 “查看” 菜单，然后选择 “工具窗口”、“项目”。这将打开 “项目” 窗口，使您可以
访问项目中的所有文件。

2. 在 “项目” 窗口中，在树视图中打开 Gradle Scri pts，然后为您的应用程序模块选择build.gradle文
件。这将打开build.gradle文件进行编辑。

3. 在文件底部的依赖关系部分中，添加以下依赖关系。您必须进行的更改如中所示green。现有依赖项可
能与以下内容不同，具体取决于您的版本 AndroidStudio 和为项目选择的选项。

dependencies { 

    implementation 'androidx.core:core-ktx:1.7.0' 
    implementation 'androidx.appcompat:appcompat:1.3.0' 
    implementation 'com.google.android.material:material:1.4.0' 
    implementation 'androidx.constraintlayout:constraintlayout:2.0.4' 
    testImplementation 'junit:junit:4.13.2' 
    androidTestImplementation 'androidx.test.ext:junit:1.1.3' 
    androidTestImplementation 'androidx.test.espresso:espresso-core:3.4.0' 

     // added for location services: 
    implementation 'org.maplibre.gl:android-sdk:9.5.2' 
    implementation 'com.amplifyframework:aws-auth-cognito:1.31.3' 
    implementation 'com.amplifyframework:aws-geo-location:0.3.1' 
    implementation 'com.amplifyframework:maplibre-adapter:0.3.1'
}

4. 编辑 Gradle 依赖项后， AndroidStudio 必须重新同步项目。在build.gradle编辑窗口的顶部， 
AndroidStudio 提示您进行同步。选择同步SyncNow您的项目，然后继续。

5. 在 “项目” 窗口中，在<your package name>树视图中打开 App、Java，然后选择MainActivity.kt文
件。

6. 在 MainActivity未展开。从以下列表中添加green导入内容。同样，您现有的导入可能不匹配，具体取决
于您的 AndroidStudio 选项。

import androidx.appcompat.app.AppCompatActivity
import android.os.Bundle
import android.util.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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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android.view.animation.OvershootInterpolator
import android.widget.ImageView
import android.widget.TextView
import com.amplifyframework.AmplifyException
import com.amplifyframework.auth.cognito.AWSCognitoAuthPlugin
import com.amplifyframework.core.Amplify
import com.amplifyframework.geo.location.AWSLocationGeoPlugin
import com.amplifyframework.geo.location.models.AmazonLocationPlace
import com.amplifyframework.geo.maplibre.view.MapLibreView
import com.amplifyframework.geo.maplibre.view.support.fadeIn
import com.amplifyframework.geo.maplibre.view.support.fadeOut
import com.amplifyframework.geo.models.Coordinates
import com.amplifyframework.geo.options.GeoSearchByCoordinatesOptions
import com.mapbox.mapboxsdk.camera.CameraPosition
import com.mapbox.mapboxsdk.geometry.LatLng
import com.mapbox.mapboxsdk.maps.MapboxMap
import kotlin.math.abs

Note

如果您的导入不包
括android.util.logandroid.widget.ImageViewandoid.widget.TextView、或，
则还需要添加这些导入。

7. 保存您编辑过的文件build.gradle，然后MainActivity.kt。

这会将以下依赖项添加到您的应用程序中：

• AWS Amplify。 Amplify 提供了许多有用的功能供您使用AWS，包括亚马逊定位。
• MapLibre GL JS。该库包括一个显示地图图块的地图控件，并包括平移和缩放等交互功能。该控件还允许

扩展，例如在地图上绘制自己的要素。

2-将地图视图添加到您的项目

1. 在 “ AndroidStudio 项目” 窗口中，在树视图中打开 app、res、布局，然后选择activity_main.xml文
件。这将打开build.gradle文件进行编辑。如果尚未选中，请在activity_main.xml编辑窗口的右
上角选择 “代码” 以直接查看布局的 XML。

2. 删除默认TextView创建者 AndroidStudio，改为添加 Amplify 地图视图。您添加的 XML 如下所
示。green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androidx.constraintlayout.widget.ConstraintLayout xmlns:android="http://
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xmlns:app="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uto" 
    xmlns:tools="http://schemas.android.com/tools"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tools:context=".MainActivity"> 

     <com.amplifyframework.geo.maplibre.view.MapLibreView 
        android:id="@+id/mapView"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pp:mapbox_foregroundLoadColor="@color/white" 
        app:mapbox_renderTextureMode="true" 
        app:mapbox_renderTextureTranslucentSurface="true" />

</androidx.constraintlayout.widget.ConstraintLayout>

3. 保存您编辑的文件activity_main.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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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您已准备就绪，可以编写用于创建地图视图的代码。

3-为您的交互式地图添加代码

1. 在 “项目” 窗口中，在<your package name>树视图中打开 App、Java，然后选择MainActivity.kt文
件。

2. 将以下代码添加到您的MainActivity.kt文件中。新代码出来了green。

class MainActivity : AppCompatActivity() { 
     private val mapView by lazy { 
        findViewById<MapLibreView>(R.id.mapView) 
    }

    override fun 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Bundle?) {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initAmplify()
        setContentView(R.layout.activity_main) 

         mapView.getMapAsync { map -> 
            val initialPosition = LatLng(47.6160281982247, -122.32642111977668) 
            map.cameraPosition = CameraPosition.Builder() 
                .target(initialPosition) 
                .zoom(13.0) 
                .build() 
        }
    } 

     private fun initAmplify() { 
        try { 
            Amplify.addPlugin(AWSCognitoAuthPlugin()) 
            Amplify.addPlugin(AWSLocationGeoPlugin()) 
            Amplify.configure(applicationContext) 
            Log.i("AndroidQuickStart", "Initialized Amplify") 
        } catch (error: AmplifyException) { 
            Log.e("AndroidQuickStart", "Could not initialize Amplify", error) 
        } 
    }

    override fun onStart() { 
        super.onStart() 
        mapView?.onStart() 
    } 

    override fun onResume() { 
        super.onResume() 
        mapView?.onResume() 
    } 

    override fun onPause() { 
        super.onPause() 
        mapView?.onPause() 
    } 

    override fun onStop() { 
        super.onStop() 
        mapView?.onStop() 
    } 

    override fun onSaveInstanceState(outState: Bundle) { 
        super.onSaveInstanceState(outState) 
        mapView?.onSaveInstanceState(outState) 
    } 

    override fun onLowMem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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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er.onLowMemory() 
        mapView?.onLowMemory() 
    } 

    override fun onDestroy() { 
        super.onDestroy() 
        mapView?.onDestroy() 
    }
}

3. 保存 MainActivity.kt 文件。

让我们来分解一下新代码在做什么。

• mapView函数 — 这是一个辅助函数，用于查找和引用您在布局中创建的 MapView。
• initAmplify— 此函数初始化 Amplify 库。
• mapView.getMapAsync— 此代码在中调用onCreate，用于设置地图视图的初始位置和缩放级别。
• 重写事件（onStart等）— 这些事件是为了确保 MapView 获得在应用程序中正确运行所需的事件。

现在，该应用程序需要少量配置，它将能够运行，显示交互式地图。

4-为 Amplify 创建配置

1. 在中 AndroidStudio，选择 “文件” 菜单，然后选择 “新建”、“Android 资源目录”。对于资源类型，从下拉
列表中选择 raw。这也会自动为目录命名raw。选择 Ok 创建目录。

2. 在 “项目” 窗口中，在树视图中打开 app、res、ra w。在树视图中选择或右键单击 ra w，然后选择 “新
建”、“文件”。对于新文件名，选择amplifyconfiguration.json，然后按 Enter。

3. 在新文件中，添加以下代码。用您自己的亚马逊位置和Amazon Cognito 资源中的值替换####。您在 
“快速入门” 一章的开头创建了这些资源。

{ 
  "UserAgent": "aws-amplify-cli/2.0", 
  "Version": "1.0", 
  "geo": { 
    "plugins": { 
      "awsLocationGeoPlugin": { 
        "region": "<Amazon Location region>", 
        "maps": { 
          "items": { 
            "<Amazon Location map resource name>": { 
              "style": "<A name you choose for the style of the resource>" 
            } 
          }, 
          "default": "<the map resource name again>" 
        }, 
        "searchIndices": { 
          "items": [ 
            "<Amazon Location place resource name>" 
          ], 
          "default": "<the place resource name again>" 
        } 
      } 
    } 
  }, 
  "auth": { 
    "plugins": { 
      "awsCognitoAuthPlugin": { 
        "UserAgent": "aws-amplify-cli/0.1.0", 
        "Version": "0.1.0", 
        "IdentityManag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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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ault": {} 
        }, 
        "CredentialsProvider": { 
          "CognitoIdentity": { 
            "Default": { 
              "PoolId": "<your Amazon Cognito identity pool ID>", 
              "Region": "<the region of your Amazon Cognito identity pool>" 
            } 
          } 
        } 
      } 
    } 
  }
}

4. 保存 amplifyconfiguration.json 文件。

现在，您可以构建应用程序了。要运行它，你可能需要设置一台设备进行模拟 AndroidStudio，或者在自己的
设备上使用该应用程序。使用此应用程序查看 Amplify 地图控件的行为。您可以通过在地图上拖动来进行平
移，然后通过捏合来缩放。您可以自行更改地图控件的工作方式，以根据应用程序的需求进行自定义。

在下一部分中，您将在地图上添加标记，并在移动地图时显示标记所在位置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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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搜索内容添加到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的最后一步是在地图上添加搜索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您将添加反向地理编码搜索，在其中查找某
个位置的项目。为了简化 Android 应用程序的使用，我们将搜索屏幕中央。要查找新位置，请将地图移至要
搜索的位置。我们将在地图中心放置一个标记以显示我们正在搜索的位置。

Note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还提供按名称或地址进行搜索以在地图上查找地点位置的功能。

添加搜索将由两个部分组成。

1. 在屏幕中央添加标记，向用户显示我们正在搜索的位置。
2. 为结果添加文本框，然后搜索标记所在位置的内容，然后显示在文本框中。

向应用程序添加标记

1. 将此图像保存到您的项目、应用程序、res、drawable 文件夹中，以red_marker.png（您也可以从中
访问图像 GitHub）。或者，您也可以创建自己的图像。对于不想显示的部分，也可以使用具有透明度
的.png 文件。

2. 在 AndroidStudio树视图中，展开应用程序、资源、布局，然后打开activity_main.xml文件。
3. ImageView 为标记添加一个。您需要进行的更改如中所示green。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androidx.constraintlayout.widget.ConstraintLayout xmlns:android="http://
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xmlns:app="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uto" 
    xmlns:tools="http://schemas.android.com/tools"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tools:context=".MainActivity"> 

     <ImageView 
        android:id="@+id/map_view_marker" 
        android:layout_width="30dp" 
        android:layout_height="30dp" 
        android:elevation="2dp" 
        app:layout_constraintBottom_toBottomOf="parent" 
        app:layout_constraintEnd_toEndOf="parent" 
        app:layout_constraintStart_toStartOf="parent" 
        app:layout_constraintTop_toTopOf="parent" 
        app:srcCompat="@drawable/red_marker" />

    <com.amplifyframework.geo.maplibre.view.MapLibreView 
        android:id="@+id/mapView"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pp:mapbox_foregroundLoadColor="@color/white" 
        app:mapbox_renderTextureMode="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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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mapbox_renderTextureTranslucentSurface="true" />

</androidx.constraintlayout.widget.ConstraintLayout>

4. 保存您的文件，然后（可选）构建并运行您的应用程序以预览功能。

你的应用程序现在在屏幕上有一个标记。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不移动的静态图像。它用于显示地图视图的中
心，我们将在那里进行搜索。在下一个步骤中，我们将在该位置添加搜索。

向您的应用程序添加在某个位置的搜索功能

1. 如果文件尚未打开，请按照前面的步骤打开该activity_main.xml文件。添加以下代码，您需要在其
中进行更改green。这将创建一个我们可以在该地点查看搜索结果 TextView 的地方。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androidx.constraintlayout.widget.ConstraintLayout xmlns:android="http://
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xmlns:app="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uto" 
    xmlns:tools="http://schemas.android.com/tools"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tools:context=".MainActivity"> 

    <ImageView 
        android:id="@+id/map_view_marker" 
        android:layout_width="30dp" 
        android:layout_height="30dp" 
        android:elevation="2dp" 
        app:layout_constraintBottom_toBottomOf="parent" 
        app:layout_constraintEnd_toEndOf="parent" 
        app:layout_constraintStart_toStartOf="parent" 
        app:layout_constraintTop_toTopOf="parent" 
        app:srcCompat="@drawable/red_marker" /> 

     <TextView 
        android:id="@+id/description_text_view"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marginBottom="70dp" 
        android:background="#E6FFFFFF" 
        android:elevation="4dp" 
        android:padding="14dp" 
        android:textAlignment="center" 
        android:textColor="@android:color/black" 
        app:layout_constraintBottom_toBottomOf="parent" />
    
    <com.amplifyframework.geo.maplibre.view.MapLibreView 
        android:id="@+id/mapView"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pp:mapbox_foregroundLoadColor="@color/white" 
        app:mapbox_renderTextureMode="true" 
        app:mapbox_renderTextureTranslucentSurface="true" />

</androidx.constraintlayout.widget.ConstraintLayout>

2. 在应用程序 Java <package name>中的文件夹中 AndroidStudio，打开该MainActivity.kt文件。如
图所示修改代码，需要进行的更改以绿色显示（在本例中，仅显示文件的一部分。）

...
class MainActivity : AppCompatActivity() { 
    private val mapView by lazy { 
        findViewById<MapLibreView>(R.id.map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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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ivate val descriptionView by lazy { 
        findViewById<TextView>(R.id.description_text_view) 
    }

    override fun 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Bundle?) {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initAmplify() 
        setContentView(R.layout.activity_main) 

        mapView.getMapAsync { map -> 
            val initialPosition = LatLng(47.6160281982247, -122.32642111977668) 
            map.cameraPosition = CameraPosition.Builder() 
                .target(initialPosition) 
                .zoom(13.0) 
                .build() 

             map.addOnCameraMoveStartedListener { toggleDescriptionText() } 
            map.addOnCameraIdleListener { reverseGeocode(map) }
        } 
    } 

     private fun reverseGeocode(map: MapboxMap) { 
        val options = GeoSearchByCoordinatesOptions.builder() 
            .maxResults(1) 
            .build() 

        val centerCoordinates = Coordinates().apply { 
            longitude = map.cameraPosition.target.longitude 
            latitude = map.cameraPosition.target.latitude 
        } 
        Amplify.Geo.searchByCoordinates(centerCoordinates, options, 
            { result -> 
                result.places.firstOrNull()?.let { place -> 
                    val amazonPlace = (place as AmazonLocationPlace) 
                    runOnUiThread { toggleDescriptionText(amazonPlace.label) } 
                } 
            }, 
            { exp -> 
                Log.e("AndroidQuickStart", "Failed to reverse geocode : $exp") 
            } 
        ) 
    } 

    private fun toggleDescriptionText(label: String? = "") { 
        if (label.isNullOrBlank()) { 
            descriptionView.fadeOut() 
        } else { 
            descriptionView.text = label 
            descriptionView.fadeIn() 
        } 
    }

    private fun initAmplify() { 
        try { 
            Amplify.addPlugin(AWSCognitoAuthPlugin()) 
            Amplify.addPlugin(AWSLocationGeoPlugin()) 
            Amplify.configure(applicationContext) 
            Log.i("AndroidQuickStart", "Initialized Amplify") 
        } catch (error: AmplifyException) { 
            Log.e("AndroidQuickStart", "Could not initialize Amplify", error) 
        } 
    } 

    override fun onSta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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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er.onStart() 
        mapView?.onStart() 
    }

...

此代码适用于地图视图。中的MapLibre GL地图视图由虚拟摄像机位置定义。移动地图可以看作是移动
虚拟摄像机。

• descriptionView函数 — 这是一个辅助函数，用于查找和引用您在布局中创建的函数。 TextView
• onCreate— 此功能已更新，注册了两个新事件。

每当用户移动地图时，都会发生该onCameraMove事件。通常，在移动地图时，我们希望隐藏搜索，
直到用户完成地图的移动。

该onCameraIdle事件发生在用户暂停移动地图时。这个事件将调用我们的reverseGeocode函数，
在地图的中心进行搜索。

• reverseGeocode— 此函数在事件onCameraIdle中调用，在地图中心搜索位置并更新 TextView 以
显示结果。它使用摄像机目标，该目标定义了地图的中心（摄像机正在观察的位置）。

• toggleDescriptionText— 此函数更新结果文本，或者在什么都看不见 TextView 时隐藏。
3. 保存您的文件，然后构建并运行您的应用程序以查看其运行情况。

您的快速入门应用程序已完成。本教程向您展示了如何创建具有以下功能的 Android 应用程序：

• 创建用户可以与之交互的地图。
• 处理与用户更改地图视图（cameraMoveStarted和CameraIdle）相关的多个地图事件。
• 使用 Amplify 的searchByCoordinates操作调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API，专门用于在某个位置搜索

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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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最终申请
此应用程序的最终项目和源代码可在上找到 GitHub。

下一步什么是
您已经完成了快速入门教程，应该对如何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来构建应用程序有所了解。要从 
Amazon Location 获得更多收益，您可以查看以下资源：

• 深入了解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概念 (p. 28)
• 获取有关如何使用亚马逊定位功能的 (p. 77)更多信息
• 查看使用 Amazon Location 的代码示例，了解如何扩展此示例 (p. 207)并构建更复杂的应用程序

27

https://github.com/aws-samples/amazon-location-samples/tree/main/android-quick-start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
概览

Amazon Service
借助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您可以安全地将位置数据添加到您的应用程序中。使用 Amazon Location 控
制台上提供的可视和交互式工具探索部分功能。使用探索工具，您可以操作默认地图、搜索兴趣点、在感兴
趣区域周围绘制地理围栏，以及模拟将设备位置发送到跟踪器。

当您准备好进行构建时，创建资源并从各种地图样式和数据提供者中进行选择。然后，您可以安装与您的
开发环境相匹配的 SDK，并按照本指南中的说明使用 Amazon Location API。此外，您可以使用亚马逊 
CloudWatch 和集成监控功能AWS CloudTrail。

本节中的主题为您概述了 Amazon Location 的核心概念，让您为在自己的应用程序中开始使用位置做好准
备。

主题
• Amamamamamama (p. 28)
• 映射 (p. 29)
• 地点搜索 (p. 31)
• 路由 (p. 35)
• 地理围栏和跟踪器 (p. 38)
• 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常见用例 (p. 42)
• 什么是数据提供商？ (p. 45)
• Amazon Service (p. 68)
• AmamaLocation Service mamamamama (p. 70)

Amamamamamama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通过AWS资源提供对基于位置的功能和数据提供者的访问权限。Amazon Location 
提供五种类型的AWS资源，具体取决于您需要的功能类型。将不同的资源一起使用来创建基于位置的完整应
用程序。您可以使用亚马逊位置控制台、亚马逊位置 API 或软件开发工具包创建一个或多个此类资源。

每种资源都定义了要使用的底层数据提供 (p. 45)器（如果适用），并允许访问与其类型相关的功能。

例如：

•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地图 (p. 29)允许您从地图提供商那里选择地图，在您的移动或 Web 应用程序
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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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Location Servic (p. 31) e Places 允许您选择数据提供商来搜索兴趣点、完成部分文本、地理
编码和反向地理编码。

• Amazon Location Servic (p. 35) e Routes 允许您选择数据提供商，根据 up-to-date 道路和实时交通信
息查找路线并估算出行时间。

•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Geofences (p. 38) 允许您将感兴趣的区域定义为虚拟边界。然后，您可以对照
位置进行评估，并获得有关进入和退出事件的通知。

•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追踪器 (p. 38)从您的设备接收位置更新。您可以将跟踪器链接到地理围栏集
合，以便根据您的地理围栏自动评估所有位置更新。

您可以使用 IAM 策略来管理和授权对您的 Amazon Location 资源的访问。随着资源数量的增长，您还可以将
资源组织成资源组，以管理和自动执行任务。有关管理AWS资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什么是 AWS Resource 
Groups？ 在 AWS Resource Groups 用户指南中。

位置是通过使用遵循世界大地测量系统 (WGS 84) 的纬度和经度坐标来定义的，世界大地测量系统 (WGS 
84) 通常用作全球定位系统 (GPS) 服务的标准坐标参照系。

下面几节介绍Amazon Lationship 的各个组件的工作原理。

映射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地图资源使您可以访问地图的基础底图数据。您可以使用带有地图渲染库的地图资
源向应用程序添加交互式地图。您可以根据应用程序的需要向地图添加其他功能，例如标记（或图钉）、路
线和多边形区域。

Note

有关如何实际使用地图资源的信息，请参阅在您的应用程序中使用亚马逊位置图 (p. 79)。

下文概述了如何创建和使用地图资源：

1. 您可以通过从数据提供者中选择地图样式在AWS账户中创建地图资源。
2. 然后，您可以选择并安装与您的开发环境和应用程序相匹配的 SDK。有关可用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有

关访问亚马逊位置 (p. 190)的主题。
3. 要在应用程序中显示地图，请将地图资源与渲染库（例如 Amplify、 MapLibre GL 或 Tangram）相结合。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本指南中的使用地图 (p. 79)。
4. 然后，您可以使用诸如亚马逊之类的服务 CloudWatch 和 Amazon LocatAWS CloudTrail ion 集成监控功

能。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亚马逊监控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CloudWatch (p. 200) 和 使用进行
日志记录和监控AWS CloudTrail (p. 203)。

地图方式
创建地图资源时，必须为该资源选择地图样式。地图样式定义了渲染地图的外观。例如，下图显示了来自亚
马逊位置不同地图资源的具有两种不同样式的同一个数据提供商。一种样式是基于地图中的矢量数据的典型
道路风格。另一个包括显示卫星图像的栅格数据。当您放大或缩小地图时，样式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样式通
常具有一致的主题。在将样式信息传递给地图渲染库之前，可以覆盖部分或全部样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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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渲染

地图渲染
要在应用程序中渲染地图，通常使用地图渲染库。库有几个常用的选项可供使用：

• A mplify — Amplify 是一个开源框架，用于为网络、iOS、安卓等构建应用程序。Amplify 包含专门用于创
建基于亚马逊位置的应用程序的库，包括渲染地图。Amplify 使用 MapLibre GL 来呈现地图，但提供了亚
马逊Location Service 特有的额外功能，以提高其使用效率，还增加了搜索和其他功能。

• MapLibre GL — MapLibre GL 是一个专门用于渲染交互式地图的开源库。 MapLibre GL 包括从数据源
（例如亚马逊位置图资源）渲染栅格和矢量数据的功能。您可以扩展 MapLibre GL 以在地图上绘制自己的
数据。

• Tangram — Tangram 是用于呈现交互式地图的另一种开源库，类似于 MapLibre GL。

地图渲染库在运行时从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提取数据，根据您选择的地图资源渲染地图数据。地图资
源定义了将要使用的数据提供器和地图样式。

下图显示了如何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中使用地图资源以及地图渲染库来创建最终地图。

1. 您可以使用AWS Management Console或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中创建地图资源AWS CLI。这定义了
要使用的数据提供器和地图样式。

2. 您的应用程序包含地图渲染库。您为地图渲染库指定要使用的地图资源的名称。地图渲染库从 Amazon 
Location 提取该地图资源的数据和样式信息，然后在屏幕上呈现地图。

地图术语
地图资源

允许您访问所选提供商的地图数据。使用地图资源获取包含地图数据的地图图块和样式描述符以指定要
素在地图上的呈现方式。

底图

为您的地图提供地理背景，地图存储为矢量切片图层。切片图层包括街道名称、建筑物和土地使用等地
理环境，以供视觉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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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ctor

矢量数据是由点、线和面组成的形状数据。它通常用于在地图上存储和显示道路、位置和区域。矢量形
状也可以用作地图上标记的图标。

栅格

栅格数据是图像数据，由网格组成，通常由颜色组成。它通常用于存储和显示地图上连续数据的表示形
式，例如地形、卫星图像或热图。光栅图像也可以用作图像或图标。

地图方式

矢量数据本质上并不包含有关如何绘制数据层以创建最终地图的信息。地图样式为数据定义颜色和其他
样式信息，以定义数据在渲染时的外观。地图资源包括地图的样式信息。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提供的样式符合 Mapbox GL 样式规范。

矢量磁贴

一种使用矢量形状存储地图数据的切片格式。这些数据生成的地图可以调整到显示分辨率，并通过多种
方式有选择地渲染要素，同时保持较小的文件大小以获得最佳性能。

支持的矢量文件格式：Mapbox 矢量图块 (MVT)。

字形文件

包含编码的 Unicode 字符的二进制文件。由地图渲染器用于显示标签。

Sprite 文件

包含小型光栅图像的可移植网络图形 (PNG) 图像文件，在 JSON 文件中包含位置描述。由地图渲染器用
于在地图上渲染图标或纹理。

地点搜索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的一项关键功能是能够搜索地理位置信息。亚马逊位置通过地点索引资源提供此功
能。

Note

有关如何在实践中使用地点索引资源进行搜索的信息，请参阅使用亚马逊位置搜索地点和地理位置
数据 (p. 122)。

您可以使用地点索引 API 来搜索：

• 兴趣点，例如餐厅和地标。按名称和可选位置进行搜索，然后收到按相关性排序的选项列表。
• 街道地址，接收该地址的纬度和经度。这称为地理编码。
• 纬度和经度位置，用于接收相关的街道地址或其他有关该位置的信息。这称为反向地理编码。
• 部分或拼写错误的自由格式文本查询，通常是在用户键入时进行的。这称为自动完成、自动建议或模糊匹

配。

地点索引包括使用哪个数据提供者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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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地图数据和其他地理位置信息（包括确切位置）可能因数据提供商而异。最佳做法是为您的地点索
引、地图和其他 Amazon Location 资源使用相同的数据提供商。例如，如果您的地点索引返回的地
点与地图资源提供的相同地点的位置不匹配，则可以在地图上看似错误的位置放置标记。

下面演示如何创建和使用地点索引资源：

1. 首先，通过选择数据提供者在AWS账户中创建地点索引资源。
2. 然后，您可以选择并安装与您的开发环境和应用程序相匹配的 SDK。有关可用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有

关访问亚马逊位置的主题。
3. 开始使用亚马逊定位地点 API。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有关使用地点搜索 (p. 122)的主题。
4. 然后，您可以使用诸如Amazon CloudWatch 和之类的服务集成监控AWS CloudTrail。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使用以下方式监控 CloudWatch” (p. 200) 和 the section called “ CloudTrail 与亚
马逊位置一起使用” (p. 203)。

地理编码概念
亚马逊位置索引提供名为的操作 SearchPlaceIndexForText，允许您指定要搜索的文本。例如，您可以
搜索：

• 地点 — 搜索Paris可能会返回该城市在法国的位置。
• 企业 —搜索coffee shop可能会返回咖啡店列表，包括其名称和地点。您还可以指定要搜索的位置或要

在其中搜索的边界框，以使结果更具相关性。在这种情况下，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中心提供办公地点将使
该地区的咖啡店回归。

• 地址 — 搜索1600 Pennsylvania Ave, Washington D.C.可以返回美国白宫的位置（位于该地
址）。

以这种方式搜索文本通常称为地理编码，它涉及为地址或地点查找地理位置。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还提供名为的反向地理编码操作SearchPlaceIndexForPosition。这将获取地
理位置并返回有关该地点的地址、公司或其他信息。

搜索结果
当您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中成功发出搜索请求时，将返回一个或多个结果。每个结果都包含一个标
签，即结果的名称或描述。例如，搜索可能会返回带有标签Hometown Cafe的结果coffee shop，告诉您
找到了一家名为 “Homethone Cafe” 的咖啡店。搜索结果通常还包括结构化地址（包括地址号码、单位、街
道和邮政编码等属性）。根据数据提供者的不同，它还将包括其他元数据，例如国家和时区。

要搜索企业名称或类别（例如coffee shop），您可能需要在地图上显示所有返回的结果。对于地址搜索，
您可能只想自动使用第一个结果。有关相关性的信息，请参阅下一个主题。

多个结果和相关性
通过文本搜索时，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通常会找到多个结果。例如，搜索Paris可能会返回法国的城
市，但也可以返回德克萨斯州的城市。结果按相关性排序，由数据提供者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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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所有提供商按相关顺序返回结果。如果您选择 Esri 或 Grab 作为数据提供者，则结果包含相关性
值，您可以使用该值来了解单个请求结果之间的相对相关性。

指定其他信息，例如国家/地区名称或搜索地点，可以更改结果顺序，减少结果数量，甚至更改返回的结
果集。例如，如果搜索Paris的位置位于德克萨斯州，则搜索更有可能Paris, Texas作为第一个结果返
回Paris, France。

在交互式应用程序中，您可以使用相关性来帮助决定是接受排名靠前的结果，还是要求用户在多个返回的结
果之间进行区分。如果第一个结果的相关性很高，你可以接受它作为正确答案。如果有多个高相关性结果，
或者没有高相关性结果，则可能需要列出结果并让用户选择最佳结果。

地址结果
您可以使用相同的SearchPlaceIndexForText操作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搜索地址。您提供的信息
越多，返回的地址与给定地址匹配的可能性就越大。例如，123 Main St找到正确结果的可能性要小于123 
Main St, Anytown, California, 90210。

地址具有多个属性，例如街道号、街道、城市、地区和邮政编码等。这些属性用于在地点索引中找到与尽可
能多方面匹配的地址。找到的属性越多，认为匹配项的相关性就越高，返回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Note

地址结果的相关性取决于结果与输入的匹配程度。这可能是匹配的属性的数量，也可以是结果与输
入的匹配程度。例如，在数据中找到的输入的123 Main St相关性要Main St高于Maine St if 的
唯一结果。 Maine St仍将返回，但相关性值可能较低。

搜索结果包括完整地址的标签 (123 Main St, Anytown, California, 90210)，还包括返回地址的各
个结构化属性。这很有用，因为例如，您可以使用它来填充数据库中的地址字段，或者检查结果并找到找到
的位置的城市、地区或邮政编码。

插值

地点索引数据中的地址包括精确的地址匹配项。例如，假设有一条街道，9th street一个街区有 2 栋房
屋240，220和，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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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提供者使用这两个已知地址创建地理位置数据。你可以搜索这两个地址，然后找到它们。数据提供者创
建地图数据后，假设在前两个地址之间添加了一座新房屋。这所新房子有地址230。如果您搜索230 S 9th 
St，数据提供者仍会找到结果。它不会使用已知地址，而是在已知地址之间进行插值，并根据这些地址估计
新地址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会假设 230 介于 220 和 240 之间（并且在街道的同一边），并据此
返回大致位置。

Note

数据提供者定期使用新地址更新其地理位置数据。在这种情况下，230 S 9th St会被添加到数据
提供者数据中，但通常会有一段时间创建了新地址但尚未添加到数据中。

在这种情况下，数据提供者无法判断世界上是否存在新地址，因为它还不在数据中，但可以从其所掌握的信
息中提供最佳答案。此结果称为插值，可以由数据提供者在结果中返回。如果interpolated返回false，
则为已知地址。如果返回true，则为近似地址。如果未返回，则数据提供者没有提供有关结果是否来自插值
的信息。

Important

对于根本不存在的地址，数据提供者也可以返回插值结果。例如，在本例中，如果您输入232 S 
9th St，提供商将找到这个不存在的地址，并返回一个接近 230 但在 240 一侧的位置。插值地址
对于将您带到正确位置很有用，但最好记住，它们不是已知的地址。

存储地理编码结果
创建地点索引资源时，必须指定数据存储选项（在 APIIntendedUse 中调用）。可以将其设置为一次性使
用或存储结果。这是在询问你对结果的预期用途。如果您要存储结果（即使用于缓存目的），则必须选择存
储选项，而不是一次性使用选项。

Note

当您选择存储选项（标记为 “是，结果将存储在控制台中或在CreatePlaceIndex APIstorage 中
选择）时，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不会为您存储结果。这表明您正计划存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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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如何使用对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查询结果时，您应始终了解适用的AWS服务条款。

地方术语
放置索引资源

允许您选择支持搜索查询的数据源。例如，您可以搜索兴趣点、地址或坐标。将搜索查询发送到地点索
引资源时，将使用该资源的配置数据源来完成。

地理编码

地理编码是获取文本输入，在地点索引中搜索文本输入，然后返回带有位置的结果的过程。

相关性

相关性是结果与输入的匹配程度。这不是衡量正确性的标准。

插值

插值是通过使用已知地址位置作为指导点来查找未知地址的过程。

ISO 3166 国家代码

亚马逊Location S ervice 地点使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3166 国家/地区代码来指代国家或地区。

要查找特定国家或地区的代码，请使用 ISO 在线浏览平台。

路由
本节概览有关使用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进行路由的概念。

Note

有关如何实际使用路径资源的信息，请参阅使用Amazon LocatiLocation Service Lo (p. 147)。

路线计算器资源
路线计算器资源允许您根据 up-to-date 道路网络和所选数据提供商提供的实时交通信息来查找路线并估算出
行时间。

您可以使用 Routes API 来构建功能，允许您的应用程序请求任意两个位置之间路径的行驶时间、距离和几
何形状。您还可以使用 Routes API 在单个请求中请求一组出发地和目的地之间的旅行时间和距离，以计算矩
阵。

下面显示如何创建和使用路径计算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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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先，通过选择数据提供者在AWS账户中创建路径计算器资源。
2. 然后，您可以选择并安装与您的开发环境和应用程序相匹配的 SDK。
3. 开始使用亚马逊定位路线 API。有关如何使用路由 API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中的主题使用Amazon 

LocatiLocation Service Lo (p. 147)。
4. 然后，您可以使用诸如Amazon CloudWatch 和之类的服务集成监控AWS CloudTrail。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 使用亚马逊监控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CloudWatch (p. 200) 和 使用进行日志记录和监控AWS 
CloudTrail (p. 203)。

计算路线
亚马逊位置路径计算器资源提供了一个名为的操作CalculateRoute，您可以使用该操作在两个地理位置
（出发地和目的地）之间创建路线。计算出的路径包括用于在地图上绘制路线的几何图形，以及路径的总时
间和距离。

使用航点

在创建路线请求时，您可以向路线添加其他路点。这些是出发点和目的地之间的点，充当路径上的停靠点。
路线将通过指定的每个航点进行计算。从请求中的一个点到下一个点的路径称为 aLeg。每条路段都包含路
径该部分的距离、时间和几何形状。

Note

航点按照请求中给出的顺序进行路由。它们不会根据最短路径重新排序。有关查找最短路径的信
息，请参阅计划路线 (p. 36)部分。

在计算路径的单个请求中，您最多可以包含 25 个航点。

交通和出发时间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在计算路线时会考虑流量。它考虑的流量基于您指定的时间。您可以指定立即出
发，也可以提供想要离开的特定时间，这将通过调整指定时间的交通情况来影响路径结果。

Note

例如，您可以使用出发时间和路线响应时间来计算到达时间，以估计司机的到达时间。

如果您想让 Amazon Location 不将流量考虑在内，则不要指定出发时间，也不要指定立即出发。这将计算出
一条假设该路径的最佳交通条件的路线。

出行模式选项

在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计算路线时，您可以设置出行模式。默认出行模式是汽车，但您可以交替选
择卡车或步行。

如果您指定汽车或卡车模式，则还可以指定其他选项。

对于汽车模式，您可以指定要避开收费公路或渡轮。这将尝试避开渡轮和收费公路，但如果渡轮和收费公路
是到达目的地的唯一途径，则仍会沿着渡轮和收费公路行驶。

对于卡车模式，您也可以避开渡轮和收费公路，但此外，您可以指定卡车的尺寸和重量，以避开无法容纳卡
车的路线。

计划路线
您可以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为您的路线规划和优化软件创建输入。您可以为一组出发位置和一组目
的地位置之间的路径创建路径结果，包括行驶时间和行驶距离。这称为创建路由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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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路线规划和优化软件可以解决许多不同的场景。例如，规划软件可以使用一组时间和点之间的距
离来计算在每个点停靠的最短路径，从而为单个驾驶员提供有效的路线。或者，规划软件可用于
在多辆卡车之间分配停靠点，提高整个车队的效率，或者确保在客户要求的时间范围内拜访每位客
户。Amazon Location 以有效的方式提供路由功能，使规划软件能够完成其任务。

例如，给定出发位置 A 和 B 以及目的地位置 X 和 Y，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将返回从 A 到 X、A 到 Y、B 
到 X 和 B 到 Y 的路径的行驶时间和行驶距离。

与计算单条路线一样，您可以计算具有不同交通方式、避开路径和交通状况的路线。例如，您可以指定车辆
是 35 英尺长的卡车，计算出的路径将使用这些限制来确定行驶时间和行驶距离。您不能在路径矩阵计算中
包括航点。

返回的结果数（以及计算的路线）等于出发位置数乘以目的地位置数。您需要为计算的每条路径付费，而不
是为每个服务请求付费，因此，包含 10 个出发地和 10 个目的地的路径矩阵将按照 100 条路线进行计费。

路径术语
路线计算器资源

一种AWS资源，使您能够使用来自所选数据提供商的交通和道路网络数据在地图上估算出行时间、距离
和绘制路线。

使用路线计算器资源，您可以计算不同交通方式、绕行和交通状况的路线。
路由

路径包含从出发位置、航点位置和目的地位置沿路径行驶时使用的详细信息。

路线中的详细信息示例包括：
• 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的距离。
• 从一个位置移动到下一个位置所花费的时间。
• 代表路径路径的 LineString 几何形状。

有关路由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路由 API 参考中 CalculateRoute 操作的响应语
法。

路由矩阵

路线列表，从一组出发位置到一组目的地位置。可用作路线规划或优化软件的输入。

有关计算路径矩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路由 API 参考中的 
CalculateRouteMatrix 操作语法。

LineString几何

Amazon Location 路线由一个或多个航段（在整个路径中从一个航点到另一个航点的路线）组成。每条
腿的几何形状都是表示为 a 的折线LineString。ALineString 是一个有序的位置数组，可用于在地
图上绘制路线。

以下是LineString具有三点的 a 的示例：

[ 
     [-122.7565,49.0021], 
     [-122.3394,47.6159], 
     [-122.1082,45.83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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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点

航点是中间位置，充当出发位置和目的地位置之间路线上的停靠点。路径上的中途停留顺序遵循您在请
求中提供航点位置的顺序。

腿

单腿是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的旅程。如果位置不在道路上，则将其移至最近的道路。路径中的航段
数比位置总数少一个。

没有航点的路线由从出发位置到目的地的单段路段组成。具有 1 个航点的路径由 2 段组成，从出发位置
到航点，然后从航点到目的地。

步骤

踏步是腿的一小节。每个步骤都提供该分段中该步骤的摘要信息。

地理围栏和跟踪器
本节概述了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地理围栏和跟踪器的概念。地理围栏是多边形边界，您可以使用它
在设备或位置进入和移出区域时收到通知。跟踪器资源用于在设备移动时存储和更新设备的位置。

Note

有关如何在实践中使用地理围栏和跟踪器的信息，请参阅使用亚马逊位置对感兴趣区域进行地理围
栏 (p. 161)。

地理围栏
Geofence 集合资源允许您存储和管理地理围栏，即地图上的虚拟边界。您可以根据地理围栏收集资源评估
位置，并在位置更新越过 geofence 集合中任何地理围栏的边界时收到通知。

下面显示如何创建和使用 Geofence 集合资源：

1. 在您的AWS账户中创建地理围栏收集资源。
2. 将地理围栏添加到该集合中。您可以使用亚马逊位置控制台上的 geofence 上传工具，也可以使用亚马逊

位置 Geofence API 来完成此操作。有关可用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访问亚马逊位置。

地理围栏可以由多边形或圆形定义。使用多边形查找设备何时进入特定区域。使用圆圈查找设备何时到达
点的特定距离（半径）之内。

3. 您可以开始根据所有地理围栏评估位置。当位置更新跨越一个或多个地理围栏的边界时，您的地理围栏收
集资源会在亚马逊上发出以下地理围栏事件类型之一 EventBridge：
• ENTER-为每个地理围栏生成一个事件，在该地理围栏中，位置更新通过进入地理围栏会越过其边界。
• EXIT — 为每个地理围栏生成一个事件，其中位置更新通过退@@ 出地理围栏越过其边界。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使用以下方法对地理围栏事件做出反应 
EventBridge” (p. 173)：您还可以使用诸如Amazon CloudWatch 和之类的服务集成监控AWS 
CloudTrail。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使用以下方式监控 CloudWatch” (p. 200) 和 the 
section called “ CloudTrail 与亚马逊位置一起使用” (p.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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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您正在追踪一支卡车队，并且希望在卡车驶入任何仓库的特定区域时收到通知。您可以为每个仓
库周围的区域创建地理围栏。然后，当卡车向您发送更新的位置时，您可以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来
评估这些位置，看看卡车是否进入（或退出）了其中一个地理围栏区域。

Note

您的账单是根据您评估的 geofence 集合数量进行计费。您的账单不受每个集合中地理围栏数量的影
响。由于每个地理围栏集合可能包含多达 50,000 个 geofence，因此您可能需要尽可能将地理围栏
合并为更少的集合，以降低地理围栏评估的成本。生成的事件将包括集合中单个地理围栏的 ID 以及
集合的 ID。

地理围栏事件
您正在监控的位置由名为 a 的 ID 引用DeviceId（这些位置被称为设备位置）。您可以将要评估的设备位置
列表直接发送到 geofence 收集资源，也可以使用跟踪器。有关跟踪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下一节。

只有当设备进入或退出地理围栏时，您才会收到事件（通过亚马逊 EventBridge），而不是每次位置变化都
会收到事件。这意味着与每次设备位置更新相比，您通常会收到事件并且响应事件的频率要低得多。

Note

对于特定设备的首次位置评估DeviceID，假设该设备以前不在任何地理围栏中。因此，如果在集
合中的地理围栏内，则第一次更新将生成一个ENTER事件，如果不是，则不会生成任何事件。

为了计算设备是进入还是退出地理围栏，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必须保持该设备先前的位置状态。此位置
状态将存储 30 天。30 天未更新设备后，新的位置更新将被视为首次位置更新。

追踪器
跟踪器存储一组设备的位置更新。跟踪器可用于查询设备的当前位置或位置历史记录。它存储更新，但通过
在存储位置之前对其进行过滤来减少存储空间和视觉噪音。

存储在跟踪器资源中的每个位置更新可以包括位置精度的测量值以及与您要存储的位置或设备相关的多达 3 
个元数据字段。元数据以键值对的形式存储，可以存储速度、方向、轮胎压力或发动机温度等信息。

Note

跟踪器存储会自动使用AWS自有密钥进行加密。您可以使用自己管理的 KMS 密钥添加另一层加
密，以确保只有您才能访问您的数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Location Service Service 的静
态数据加密 (p. 214)：

跟踪器位置过滤和存储本身就很有用，但是跟踪器与地理围栏配对时尤其有用。您可以将跟踪器链接到您的
一个或多个地理围栏集合资源，并根据这些集合中的地理围栏自动评估位置更新。正确使用过滤也可以大大
降低地理围栏评估的成本。

下图显示如何创建和使用跟踪资源：

1. 首先，您在AWS账户中创建跟踪资源。
2. 接下来，决定如何向跟踪资源发送位置更新。使用 AWSSDK (p. 245) 将跟踪功能集成到您的移动应用

程序中。或者，您可以按照 step-by-step 指示使用 MQTT 进行跟踪，从而使用 MQTT (p.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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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在，您可以使用跟踪器资源记录位置历史记录并在地图上将其可视化。
4. 您还可以将跟踪器资源链接到一个或多个 geofence 集合，这样发送到跟踪资源的每个位置更新都会根据

所有链接的 geofence 集合中的所有 geofence 自动进行评估。您可以在 Amazon Location 控制台的跟踪
资源详情页面上或使用亚马逊位置追踪器 API 链接资源。

5. 然后，您可以使用诸如Amazon CloudWatch 和之类的服务集成监控AWS CloudTrail。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使用以下方式监控 CloudWatch” (p. 200) 和 the section called “ CloudTrail 与亚
马逊位置一起使用” (p. 203)。

使用带有地理围栏的跟踪器
与地理围栏配对时，跟踪器可提供额外功能。您可以通过亚马逊定位控制台或 API 将跟踪器与地理围栏集合
相关联，以自动评估跟踪器的位置。每次跟踪器收到更新的位置时，将根据集合中的每个地理围栏对该位置
进行评估，并在亚马逊中生成相应的ENTER和EXIT事件 EventBridge。您还可以对跟踪器应用筛选，并且，
根据筛选条件，您可以通过仅评估有意义的位置更新来降低地理围栏评估的成本。

如果您在跟踪器已收到一些位置更新后将其与地理围栏集合相关联，则关联后的第一次位置更新将被视为地
理围栏评估的初始更新。如果它在地理围栏内，您将收到一个ENTER事件。如果它不在任何地理围栏内，无
论之前的状态如何，你都不会收到EXIT事件。

位置过滤
跟踪器可以自动筛选发送给他们的职位。您可能出于多个原因需要过滤掉某些设备位置更新。如果您的系统
仅每分钟左右发送一次报告，则可能需要按时间筛选设备，仅每 30 秒存储和评估一次位置。即使您监视的
频率更高，也可能需要过滤位置更新以清除 GPS 硬件的噪音。GPS 定位位置本质上很吵。它们的精度并非 
100% 完美，因此即使是静止的设备似乎也会稍微移动。在低速下，这种抖动会导致视觉混乱，如果设备靠
近地理围栏边缘，则可能导致错误的进入和退出事件。

位置过滤在跟踪器收到位置更新时起作用，可减少设备路径中的视觉噪音（抖动），减少错误的地理围栏进
入和退出事件的数量，并通过减少存储的位置更新和触发的地理围栏评估数量来帮助管理成本。

追踪器提供三种位置筛选选项，以帮助管理成本并减少位置更新中的抖动。

• 基于精度-与任何提供精度测量的设备一起使用。大多数 GPS 和移动设备都提供此信息。每次位置测量
的精度都受到许多环境因素的影响，包括 GPS 卫星接收、景观以及 wifi 和蓝牙设备的距离。大多数设
备，包括大多数移动设备，都可以在测量的同时提供测量精度的估计值。通过AccuracyBased筛选，
如果设备移动小于测量的精度，Amazon Location 会忽略位置更新。例如，如果一个设备两次连续更新
的精度范围分别为 5 米和 10 米，则该设备的移动距离小于 15 米时，Amazon Location 会忽略第二次更
新。Amazon Location 既不会根据地理围栏评估被忽略的更新，也不会存储这些更新。

如果未提供精度，则将其视为零，测量结果被视为完全准确，并且不会对更新进行过滤。

Note

您可以使用基于精度的筛选来删除所有筛选。如果您选择基于准确度的筛选，但将所有精度数据
改写为零，或者完全省略精度，则 Amazon Location 不会过滤掉任何更新。

在大多数情况下，基于精度的筛选是筛选位置更新的不错选择，可在跟踪位置的同时过滤掉不需要的更
新，从而降低成本。

• 基于距离 — 在您的设备不提供精度测量，但您仍希望利用过滤来减少抖动和管理成本时使用。
DistanceBased过滤忽略设备移动小于 30 米（98.4 英尺）的位置更新。当您使用DistanceBased位置
筛选时，Amazon Location 既不会根据地理围栏评估这些被忽略的更新，也不会存储更新。

大多数移动设备的精度，包括iOS 和Android设备的平均精度，都在15 m以内。在大多数应用程序
中，DistanceBased过滤可以减少在地图上显示设备轨迹时位置不准确的影响，以及当设备靠近地理围
栏边界时多个连续进入和退出事件的反弹效果。它还可以减少调用次数，根据关联的地理围栏进行评估或
检索设备位置，从而帮助降低应用程序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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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进行筛选，但您的设备不提供精度测量值，或者您想要过滤掉比基于精度的更新数量更多的更
新，则基于距离的筛选很有用。

• 基于时间 —（默认）在您的设备非常频繁地发送位置更新（每 30 秒发送一次以上），并且您希望在不存
储每次更新的情况下实现近乎实时的地理围栏评估时使用。在TimeBased过滤中，每个位置更新都会根据
链接的地理围栏集合进行评估，但并非每个位置更新都会存储。如果更新频率超过 30 秒，则每 30 秒仅为
每个唯一的设备 ID 存储一次更新。

当您想要存储较少的位置但希望根据关联的 geofence 集合评估每个位置更新时，基于时间的筛选尤其有
用。

Note

在决定筛选方法和位置更新频率时，请注意跟踪应用程序的成本。每次更新位置都会向您收取一次
费用，针对每个链接的 geofence 集合评估位置更新都需要一次付费。例如，在使用基于时间的筛选
时，如果您的跟踪器链接到两个 geofence 集合，则每次位置更新都将计为一次位置更新请求和两次 
geofence 集合评估。如果您每 5 秒报告一次设备的位置更新并使用基于时间的筛选，则每台设备每
小时将收取 720 次位置更新和 1,440 次地理围栏评估的费用。

地理围栏术语
地理围栏系列

包含零或多个地理围栏。它能够通过在需要时发出进入和退出事件来进行地理围栏监控，以根据其地理
围栏评估设备的位置。

Geofence

在地图上定义虚拟边界的多边形或圆形几何体。

多边形几何

Amazon Location 地理围栏是地理区域的虚拟边界，以多边形几何图形或圆形表示。

圆是周围有一段距离的点。如果您希望在设备距离某个位置的特定距离内收到通知，请使用圆圈。

多边形是由一个或多个线性环组成的数组。当您想要为设备通知定义特定边界时，请使用多边形。线性
环是由四个或更多顶点组成的数组，其中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顶点相同，形成封闭边界。每个顶点都是 [#
####] 形式的二维点，其中经度和纬度的单位是度。必须按多边形周围的逆时针顺序列出顶点。

Note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不支持包含多个环的多边形。这包括洞、岛屿或多面体。Amazon 
Location 也不支持顺时针旋转的多边形或穿过反经纬线的多边形。

以下是单个线性外环的示例：

[ 
  [ 
    [-5.716667, -15.933333], 
    [-14.416667, -7.933333], 
    [-12.316667, -37.066667], 
    [-5.716667, -15.9333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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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器术语
追踪器资源

从设备接收位置更新的AWS资源。跟踪器资源为位置查询提供支持，例如当前和历史设备位置。将跟踪
器资源链接到 geofence 集合会自动根据链接的 geofence 集合中的所有地理围栏评估位置更新。

跟踪位置数据

跟踪器资源存储一段时间内有关您的设备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一系列位置更新，其中每次更新都包括
位置、时间和可选的元数据。元数据可以包括位置的精度，以及最多三个键值对，以帮助您跟踪有关每
个位置的关键信息，例如速度、方向、轮胎压力、剩余燃油或所跟踪车辆的发动机温度。跟踪器会将设
备位置历史记录保存 30 天。

位置过滤

位置筛选可以在存储更新或根据地理围栏评估更新之前过滤掉不提供有价值信息的位置更新，从而帮助
您控制成本并提高跟踪应用程序的质量。

您可以选择AccuracyBasedDistanceBased、或TimeBased筛选。默认情况下，位置过滤设置
为TimeBased。

您可以在创建或更新跟踪器资源时配置位置筛选。
RFC 3339 时间戳格式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追踪器使用 RFC 3339 格式，该格式的日期和时间遵循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8601 格式。

格式为 “Y--MMMMMMMMMMMMM: MM::
• YYYY-MM-DD— 表示日期格式。
• T— 表示时间值将随之而来。
• hh:mm:ss.sss— 以 24 小时制表示时间。
• Z— 表示使用的时区是 UTC，之后可以偏离 UTC 时区。
• +00:00— 可选，指明与 UTC 时区的偏差。例如，+ 01:00 表示世界标准时间 + 1 小时。

示例

2020 年 7 月 2 日下午 12:15:20，将世界标准时区再调整 1 小时。

2020-07-02T12:15:20.000Z+01:00

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常见用例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可让您构建一系列应用程序，从资产跟踪到基于位置的营销。以下是常见的使用案
例：

用户参与度和地理营销

使用位置数据来构建解决方案，提高用户对目标客户营销的参与度。例如，Amazon Location 可以触发
一个事件，当在移动应用程序上订购咖啡的客户在附近时提示通知。此外，您可以构建地理定位功能，
以便零售商可以向目标商店附近的客户发送discount 码或数字传单。

资产跟踪

构建资产跟踪功能，帮助企业了解其产品、人员和基础设施的当前和历史位置。借助资产跟踪功能，您
可以构建多种解决方案，以优化远程人员配备，确保途中运输安全，并最大限度地提高调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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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参与和地理营销应用程序

交货

将位置功能集成到配送应用程序中，以存储、跟踪和协调出发地点、送货车辆及其目的地。例如，内置
Amazon Location功能的送餐应用程序具有位置跟踪和地理围栏功能，可以在送货司机在附近时自动通
知餐厅。这减少了等待时间，有助于保持所交付食物的质量。

本主题概述了您可以使用 Amazon Location 构建的应用程序的架构和步骤。

主题
• 用户参与和地理营销应用程序 (p. 43)
• 资产跟踪应用程序 (p. 44)
• 传递应用程序 (p. 44)

用户参与和地理营销应用程序
以下是使用 Amazon Location 的用户参与和地理营销应用程序架构的示例：

使用这种架构，您可以：

• 根据目标的距离发起活动，这样您就可以向附近的客户发送优惠或吸引最近离开您机构的客户（称为地理
定位）。

• 在地图上可视化客户设备的位置，以监控一段时间内的趋势。
• 存储客户设备的位置，您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分析。
• 分析位置历史记录以确定优化的趋势和机会。

以下是构建用户参与和地理营销应用程序所需步骤的概述：

1. 在 Geofence 集合中创建地理围栏并将跟踪器链接到它们。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地理
围栏和跟踪” (p. 161)：

43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
资产跟踪应用程序

2. 将亚马逊配置 EventBridge 为向进入或退出地理围栏感兴趣区域的客户发送通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the section called “使用以下方法对地理围栏事件做出反应 EventBridge” (p. 173)：

3. 在地图上显示客户位置和地理围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地图。
4. 将位置数据保存到长期存储区以供进一步分析。
5. 构建应用程序后，您可以使用 Amazon CloudWatch AWS CloudTrail 并管理您的应用程序。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使用以下方式监控 CloudWatch” (p. 200) 和 the section called “ 
CloudTrail 与亚马逊位置一起使用” (p. 203)。

资产跟踪应用程序
以下是使用 Amazon Location 的资产跟踪应用程序架构的示例：

使用这种架构，您可以：

• 在地图上显示资产位置以说明大局。例如，使用历史位置或事件显示热图，以帮助运营或规划团队。
• 根据资产距离启动事件，向接收部门提供通知，为货件到达做准备并缩短处理时间。
• 存储资产位置以在后端应用程序中启动操作或分析一段时间内的数据。
• 分析位置历史记录以确定优化的趋势和机会。

以下内容概述了构建资产跟踪应用程序所需的步骤：

1. 在 Geofence 集合中创建地理围栏并将跟踪器链接到它们。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地理
围栏和跟踪” (p. 161)：

2. 将亚马逊配置 EventBridge 为发送通知或启动流程。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使用以下方
法对地理围栏事件做出反应 EventBridge” (p. 173)：

3. 在地图上显示您追踪的资产和活动的地理围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地图。
4. 将位置数据长期存储以供进一步分析。
5. 构建应用程序后，您可以使用 Amazon CloudWatch AWS CloudTrail 并管理您的应用程序。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使用以下方式监控 CloudWatch” (p. 200) 和 the section called “ 
CloudTrail 与亚马逊位置一起使用” (p. 203)。

传递应用程序
以下是使用 Amazon Location 的配送应用程序架构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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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这种架构，您可以：

• 根据送货代理的距离发起活动，以便提货及时准备就绪，并在送货到达时通知客户。
• 在地图上近乎实时地显示司机位置以及上车和下车地点，以向调度团队展示大局。
• 存储交付代理的位置，以便您可以在后端应用程序中对其进行操作或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其进行分析。
• 分析位置历史记录以确定优化的趋势和机会。

以下是构建交付应用程序所需步骤的概述：

1. 创建您的 geofence 集合并将被跟踪的设备链接到该集合。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地理
围栏和跟踪” (p. 161)。

2. 创建一个AWS Lambda功能，在预订订单时自动添加和删除地理围栏。
3. 将亚马逊配置 EventBridge 为发送通知或启动流程。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使用以下方

法对地理围栏事件做出反应 EventBridge” (p. 173)：
4. 在地图上显示跟踪的资产和活动的地理围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地图。
5. 将位置数据保存到长期存储区以供进一步分析。
6. 构建应用程序后，您可以使用 Amazon CloudWatch AWS CloudTrail 并管理您的应用程序。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 the section called “使用以下方式监控 CloudWatch” (p. 200) 和 the section called “ 
CloudTrail 与亚马逊位置一起使用” (p. 203)。

什么是数据提供商？
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通过您的AWS账户访问来自多个数据提供商的地理定位资源，无需第三方合同
或集成。这可以帮助您专注于构建应用程序，而不必管理第三方账户、证书、许可证和账单。

以下亚马逊定位服务使用数据提供商。

• 地图-创建地图资源时，从不同的地图提供商处选择样式。您可以使用地图资源构建交互式地图来可视化数
据。

• 地点-创建地点索引资源时选择数据提供商，以支持地理编码、反向地理编码和搜索查询。
• 路线-创建路径计算器资源时，选择数据提供商以支持在不同地理区域和应用程序中查询路径计算。借助您

选择的数据提供商，Amazon Location Service 使您能够根据 up-to-date 道路网络数据、实时交通数据、
计划封锁和历史交通模式计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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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提供商都使用不同的方式收集和整理数据。他们在世界不同地区也可能具有不同的专业知识。本节提供
有关我们的数据提供者的详细信息。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任何数据提供商。

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数据提供商时，请务必阅读条件条款。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 WS 服务条
款。另请参阅该the section called “数据隐私” (p. 214)部分，了解有关亚马逊定位如何保护您的隐私的更多
信息。

数据提供者的覆盖范围和功能
下表显示了每个数据提供者的总体覆盖范围和功能。

数据提供者 地理覆盖率 功能覆盖率 AWS 区域

埃斯里 服务全球 地图、地点、路线 所有提供亚马逊位置的
地区 (p. 69)。

抓住 东南亚 (p. 56) 地图、地点、路线 仅限亚太地区
（新加坡）。ap-
southeast-1

这里 服务全球 地图、地点、路线 所有提供亚马逊位置的
地区 (p. 69)。

Open Data (打开数据) 服务全球 映射 所有提供亚马逊位置的
地区 (p. 69)。

有关每个数据提供者的特定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数据提供者的功能 (p. 66)。

每个数据提供者以不同的方式收集和生成数据。您可以在以下主题中了解有关其覆盖范围的更多信息：

• 报道：Esri (p. 53)
• 覆盖范围：Grab (p. 55)
• 报道：这里 (p. 61)
• 覆盖范围：开放数据 (p. 65)

如果您遇到数据问题并想向数据提供者报告错误，请参阅以下主题：

• 向 Esri 报告时出错 (p. 53)
• 报告 GrabMaps 数据错误 (p. 57)
• 向 HERE 报告时出错 (p. 61)
• 错误报告和贡献开放数据 (p. 66)

地图方式
每个数据提供者都提供一组地图样式来渲染它们提供的地图数据。例如，样式可能包括卫星图像，或者可能
经过优化以显示用于导航的道路。您可以在以下主题中找到每个提供商的样式列表和示例。

• Esri 地图方式 (p. 47)
• 获取地图方式 (p. 54)
• HERE 地图方式 (p. 57)
• 打开数据地图样式 (p.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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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每个数据提供者的更多信息
以下链接提供有关每个数据提供者的更多信息。

• 埃斯里 (p. 47)
• GrabMaps (p. 54)
• HERE 科技 (p. 57)
• Open Data (打开数据) (p. 61)

埃斯里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使用 Esri 的定位服务来帮助AWS客户有效地使用地图、地理编码和计算路线。Esri 
的定位服务基于高质量、权威的 ready-to-use 位置数据构建，由制图师、地理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专家团队
精心策划。

有关其他功能信息，请参阅 Esri on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数据提供商。

主题
• Esri 地图方式 (p. 47)
• 报道：Esri (p. 53)
• 使用条款和数据归因：Esri (p. 53)
• 向 Esri 报告时出错 (p. 53)

Esri 地图方式
创建地图资源时，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支持以下 Esri 地图样式：

Note

当前不支持本节中未列出的 Esri 地图样式。

Esri Light Map

Esri 灯光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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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样式名称：VectorEsriTopographic

这提供了详尽的世界底图并采用经典的 Esri 地图样式。这包括高速公路、主要道路、次要道路、铁路、
水景、城市、公园、地标、建筑足迹和行政边界。

此底图由来自多个数据提供商的各种权威来源编制，包括美国地质调查局 (USGS)、美国环境保
护署 (EPA)、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 (NPS)、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加拿大自然资源部 
(NRCAN)、HERE 和 Esri。部分地区的数据来自 OpenStreetMap 贡献者。此外，数据由 GIS 社区提
供。

Fonts

亚马逊位置使用以下方式提供字体GetMapGlyphs。以下是此地图的可用字体堆栈：

• Noto Sans Italic
• Noto Sans.
• Noto Sans Bold
• Noto Rif 普通版
• Roboto 简明浅斜体

Esri World Streets

Esri 世界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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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里

地图样式名称：VectorEsriStreets

此矢量切片图层提供详尽的世界底图并采用经典的 Esri 街道地图样式。矢量图块层在内容和样式方面和 
World Street Map 光栅地图相似。此矢量切片图层为自定义和高分辨率显示提供了独特的功能。

这张综合街道地图包括高速公路、主要道路、次要道路、次要道路、次要道路、次要道路、次要道路、
次要道路、次要道路、次要道路、次要道路、次要道路、矢量切片图层是使用与栅格底图世界街地图栅
格地图和其他 Esri 底图相同的数据源构建的。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Esri 网站上的Esri 世界街。

Fonts

亚马逊位置使用以下方式提供字体GetMapGlyphs。以下是此地图的可用字体堆栈：

• 宋体斜体
• Arial
• 宋体粗体

Esri World Navigation

Esri 世界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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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里

地图样式名称：VectorEsriNavigation

该地图为世界提供了详尽的世界符号化底图，并采用为日间移动设备使用而设计的自定义导航地图样
式。

这张综合街道地图包括高速公路、主要道路、次要道路、次要道路、次要道路、次要道路、次要道路、
次要道路、次要道路、次要道路、次要道路、次要道路、此地图中的矢量切片图层是使用与世界街道地
图和其他 Esri 底图相同的数据源构建的。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Esri 网站上的Esri 世界导航。

Fonts

亚马逊位置使用以下方式提供字体GetMapGlyphs。以下是此地图的可用字体堆栈：

• 宋体斜体
• Arial
• 宋体粗体

Esri Dark Gray Canvas

Esri 深灰色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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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样式名称：VectorEsriDarkGrayCanvas

此地图为世界提供详细的矢量底图，并采用深灰色中性背景样式进行符号化，并最大限度减少旨在将注
意力吸引到主题内容的颜色、标签和特征。

该地图包括高速公路、主要道路、次要道路、次要道路、铁路、水景、城市、公园、地标、建筑足迹和
行政边界。此地图中的矢量切片图层是使用与深灰色画布栅格地图和其他 Esri 底图相同的数据源构建
的。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Esri 网站上的 Esri 深灰色画布。

Fonts

亚马逊位置使用以下方式提供字体GetMapGlyphs。以下是此地图的可用字体堆栈：

• Ubuntu Sitalic
• Ubuntu
• Ubuntu Talic
• Ubuntu Server
• Ubuntu Lold

Esri Light Gray Canvas

Esri 浅灰色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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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样式名称：VectorEsriLightGrayCanvas

该地图为世界提供了详尽的世界符号化底图，并最大限度减少旨在将注意力吸引到主题内容的颜色、标
签和特征。

此矢量切片图层是使用与浅灰色画布和其他 Esri 底图相同的数据源构建的。该地图包括高速公路、主要
道路、次要道路、次要道路、铁路、水景、城市、公园、地标、建筑足迹和行政边界。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Esri 网站上的 Esri 浅灰色画布。

Fonts

亚马逊位置使用以下方式提供字体GetMapGlyphs。以下是此地图的可用字体堆栈：

• Ubuntu Talic
• Ubuntu Server
• Ubuntu Light
• Ubuntu Lold

Esri Imagery

Esri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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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样式名称：RasterEsriImagery

该地图在世界的部分区域中提供一米或更精细卫星和航拍图像，而全球范围的卫星图像分辨率较低。

该地图包括小比例和中等比例的 15 米图像（约 1:591 M 向下至约 1:72 k）和 2.5 米 SPOT 图像（约 
1:288 k 到 ~ 1:72 k）。该地图包含来自Maxar的美国大陆和西欧部分地区0.5米分辨率的图像。该地图包
含世界许多地方的其他 Maxar 亚米影像。在世界其他地区，GIS 用户社区提供了不同分辨率的影像。在
部分社区，可获得比例低至约 1:280 的超高分辨率图像（低至 0.03m）。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Esri 网站上的Esri 世界影像。

报道：Esri
可以在创建地点索引资源时使用 Esri 作为数据提供器来支持地理编码、反向地理编码和搜索查询，或者在创
建路径计算器资源时支持计算路径的查询。

Esri 在世界不同地区提供不同级别的数据质量。有关您感兴趣地区的承保范围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 Esri 有关地理编码覆盖范围的详细信息
• Esri 有关街道网络和交通覆盖范围的详细信息

使用条款和数据归因：Esri
在使用 Esri 的数据之前，请确保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要求，包括适用于 Esri 和的许可条款AWS。

有关AWS要求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服务条款。

有关 Esri 归因指南的信息，请参阅 Esri 的数据归因和使用条款。

向 Esri 报告时出错
如果您遇到数据问题并想向 Esri 报告错误和差异，请关注 Esri 的技术支持文章，了解如何：提供有关底图和
地理编码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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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bMaps
Grab 是东南亚最大的送货组织，拥有数百万的司机合作伙伴和客户。他们的子公司在这些国家/地区创建 
up-to-date地图数据供他们自己和其他人使用。GrabMaps亚马逊Location Servic GrabMaps e 使用 “定位服
务” 来帮助AWS客户有效地使用地图、地理编码和计算路线。 GrabMaps'定位服务旨在提供高质量、权威的 
ready-to-use 位置数据，特别是针对东南亚国家。

有关其他功能的信息，请参阅亚马逊Locati GrabMapson Service 数据提供商。

Important

Grab 仅为东南亚地区提供地图，并且仅在亚太地区（新加坡）区域 (ap-southeast-1) 中可用。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阅覆盖的国家/地区和区域 (p. 56)：

主题
• 获取地图方式 (p. 54)
• 覆盖范围：Grab (p. 55)
• 覆盖的国家/地区和区域 (p. 56)
• 使用条款和数据归因：Grab (p. 56)
• 报告 GrabMaps 数据错误 (p. 57)

获取地图方式
创建地图资源时，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支持以下 Grab 地图样式：

Note

目前不支持本节中未列出的抓取地图样式。

Grab Standard Light Map

获取标准灯光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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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样式名称：VectorGrabStandardLight

Grab 的标准底图，其中包含详细的土地使用着色、区域名称、地标和覆盖东南亚地区的兴趣点。

Fonts

亚马逊位置使用以下方式提供字体GetMapGlyphs。以下是此地图的可用字体堆栈：

• Noto Sans.
• 诺托无中等
• Noto Sans Bold

Grab Standard Dark Map

获取标准暗黑地图

地图样式名称：VectorGrabStandardDark

Grab 的标准底图采用深色变体，其中包含详细的土地使用着色、道路、地标和覆盖东南亚地区的兴趣
点。

Fonts

亚马逊位置使用以下方式提供字体GetMapGlyphs。以下是此地图的可用字体堆栈：

• Noto Sans.
• 诺托无中等
• Noto Sans Bold

覆盖范围：Grab
在创建地点索引资源时，您可以使用 Grab 作为数据提供者来支持地理编码、反向地理编码和搜索查询，或
者在创建路径计算器资源时支持计算路径的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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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的国家/地区和区域
Grab 仅为东南亚地区提供地图，并且仅在亚太地区（新加坡）区域 (ap-southeast-1) 中可用。

Grab 提供以下国家/地区的详细数据：

• 马来西亚
• 菲律宾
• 泰国
• 新加坡
• 越南
• 印度尼西亚
• 缅甸
• 柬埔寨

Note

在这些区域之外，以 Grab 作为数据提供者创建的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资源不会提供任何结果。
这包括搜索结果或路线。

Grab 的地图在以下边界内：

• 南 — 纬度 -21.943045533438166
• 西 — 经度 90.0
• 北 — 纬度 31.952162238024968
• 东 — 经度 146.25

对于缩放级别 1-4，Grab 包括全球覆盖范围。对于缩放级别 5 及以下，地图图块仅在此有界框内提供。
Note

在此限定框之外，使用 Grab 作为数据提供者创建的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地图资源不会返回地图
图块。为避免在应用程序中出现 404 错误，您可以使用边界框限制地图，如中所述使用设置地图的
范围 MapLibre (p. 118)。

获取路线出行模式
对于路线，Grab 为之前列出的所有国家/地区提供汽车和摩托车路线。

Grab 不支持卡车路由。

对于自行车和步行路线, Grab支持以下城市:.

• 新加坡
• 雅加达
• 马尼拉
• 巴生谷
• 曼谷
• 胡志明市
• 河内

使用条款和数据归因：Grab
使用 Grab 的数据时，您必须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要求，包括适用于 Grab 和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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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AWS要求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服务条款。

有关 GrabMaps “归因指南” 的信息，请参阅 Grab 数据归因和使用条款的第 9.23 节。

报告 GrabMaps 数据错误
如果您在数据中 GrabMaps遇到问题并想报告错误或差异，请联系AWS技术支持。

HERE 科技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使用 HERE Technologies 的定位服务来帮助AWS客户有效地使用地图、地理编码和
计算路线。HERE的位置数据提供了一个开放、安全和私密的以位置为中心的平台。通过选择 HERE 位置数
据，您选择的是原生部署在AWS云端的准确、新鲜和可靠的数据。

有关其他功能信息，请参阅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数据提供商的此处。

主题
• HERE 地图方式 (p. 57)
• 报道：这里 (p. 61)
• 使用条款和数据归因：这里  (p. 61)
• 向 HERE 报告时出错 (p. 61)

HERE 地图方式
创建地图资源时，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支持以下 HERE 地图样式：

Note

目前不支持本节中未列出的 HERE 地图样式。

HERE Contrast (Berlin)

HERE 对比（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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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样式名称：VectorHereContrast

HERE 对比（柏林）

混合 3D 和 2D 渲染的详尽世界底图。高对比度街道地图包括高速公路、主要道路、次要道路、次要道
路、铁路、水景、城市、公园、地标、建筑足迹和行政边界。

Fonts

亚马逊位置使用以下方式提供字体GetMapGlyphs。以下是此地图的可用字体堆栈：

• Fira GO 普通版
• Fira GO Bold

Note

此样式从VectorHereBerlin（HERE Berlin 地图）重命名。 VectorHereBerlin已弃用，
但将继续在使用它的应用程序中运行。

HERE Explore

在这里探索

地图样式名称：VectorHereExplore

在这里探索

详细的中立世界底图。街道地图包括高速公路、主要道路、次要道路、次要道路、铁路、水景、城市、
公园、地标、建筑足迹和行政边界。包括完全设计的日本地图。

Fonts

亚马逊位置使用以下方式提供字体GetMapGlyphs。以下是此地图的可用字体堆栈：

• Fira GO Ita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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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a GO 普通版
• Fira GO Bold
• Noto Sans CJK JP Lig
• Noto Sans CJK JP 普通版
• Noto Sans CJK JP 粗体

HERE Explore Truck

在这里探索卡车

地图样式名称：VectorHereExploreTruck

在这里探索卡车

详细的中立世界底图。此街道地图基于 HERE Explore 样式，并使用符号和图标突出显示轨道限制及属
性（包括宽度、高度和危险品），以支持运输和物流领域的用例。

Fonts

亚马逊位置使用以下方式提供字体GetMapGlyphs。以下是此地图的可用字体堆栈：

• Fira GO Italic
• Fira GO 普通版
• Fira GO Bold
• Noto Sans CJK JP Lig
• Noto Sans CJK JP 普通版
• Noto Sans CJK JP 粗体

HERE Imagery

HERE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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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样式名称：RasterHereExploreSatellite

HERE 影像

HERE Image提供覆盖全球的高分辨率卫星图像。
HERE Hybrid

HERE 混合动力

地图样式名称：HybridHereExploreSatel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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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 混合动力

HERE Hybrid样式在卫星图像上显示道路网络、街道名称和城市标注。此样式叠加两个地图图块：背景
中的卫星图像（栅格图块）和顶部的道路网络和标签（矢量图块）。此样式将自动检索渲染地图所需的
光栅和矢量图块。

Note

在渲染您所看到的地图时，混合样式将同时使用矢量和光栅图块。这意味着检索到的图块数量
要比单独使用矢量或光栅图块时更多。您的费用将包括检索到的所有图块。

Fonts

亚马逊位置使用以下方式提供字体GetMapGlyphs。以下是此地图的可用字体堆栈：

• Fira GO Italic
• Fira GO 普通版
• Fira GO Bold
• Noto Sans CJK JP Lig
• Noto Sans CJK JP 普通版
• Noto Sans CJK JP 粗体

有关世界不同地区的地图数据质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此处地图覆盖范围。

报道：这里
在创建地点索引资源时，您可以使用 HERE 作为数据提供者来支持地理编码、反向地理编码和搜索查询，或
者在创建路径计算器资源时支持计算路径的查询。

HERE 在世界不同地区提供不同级别的数据质量。有关您感兴趣的地区承保范围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内
容：

• 这里地理编码覆盖范围
• HERE 汽车路线覆盖范围
• HERE 卡车路线覆盖范围

使用条款和数据归因：这里
在使用HERE数据之前，请确保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要求，包括适用于HERE和的许可条款AWS。由于许可
限制，您不得使用 HERE 存储日本位置的地理编码结果。

有关AWS要求的信息，请参阅 AWS 服务条款。

有关HERE归因指南的更多信息，请参阅HERE Technologies 适用于位置和其他内容的供应商条款的第2节。

向 HERE 报告时出错
要向 HERE 报告地图错误和差异，请前往https://www.here.com/contact并选择 “报告地图错误”。

Open Data (打开数据)
Open Data 提供基于 OpenStreetMap (OSM)、自然地球和其他开放数据源的日光地图分布构建的全球底
图。所提供的地图旨在支持不同的应用程序和用例，包括物流和交付，以及网络和移动环境中的数据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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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OSM 社区拥有超过一百万个地图制作者，每天更新数十万个功能。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会定期合并
这些编辑。

有关其他功能信息，请参阅亚马逊Loc ation Service 数据提供商的开放数据。

主题
• 打开数据地图样式 (p. 62)
• 覆盖范围：开放数据 (p. 65)
• 使用条款和数据归因：开放数据 (p. 66)
• 错误报告和贡献开放数据 (p. 66)

打开数据地图样式
创建地图资源时，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支持以下地图样式：

Open Data Standard Light

开放数据标准灯

地图样式名称：VectorOpenDataStandardLight

这为世界提供了采用光照地图样式的详细底图，适合网站和移动应用程序使用。这包括高速公路、主要
道路、次要道路、铁路、水景、城市、公园、地标、建筑足迹和行政边界。

此底图基于 OpenStreetMap (OSM) 贡献者编译的 OSM Daylight 地图分布。OSM 社区包括超过 180 万
贡献者，他们每天更新超过 500,000 个功能。Amazon Location Service 会定期合并这些编辑。

Fonts

亚马逊位置使用以下方式提供字体GetMapGlyphs。以下是此地图的可用字体堆栈：

• 亚马逊 Ember Bold，Noto Sans Bold
• 亚马逊 Ember Confrended RC Bold，N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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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马逊 Ember Concrended RC 普通版，Noto 不
• 亚马逊 Ember 中等，Noto Sans Mediu
• 亚马逊 Ember 普通斜体，Noto 不含斜体
• 亚马逊 Ember Regular，Noto 不普通会员

Note

使用的字体VectorOpenDataStandardLight是组合字体，Amazon Ember用于大多数字
形，但Noto Sans用于不支持的字形Amazon Ember。

Open Data Standard Dark

开放数据标准深色

地图样式名称：VectorOpenDataStandardDark

这是一种深色主题的地图样式，为世界提供了详细的底图，适合网站和移动应用程序使用。这包括高速
公路、主要道路、次要道路、铁路、水景、城市、公园、地标、建筑足迹和行政边界。

此底图基于 OpenStreetMap (OSM) 贡献者编译的 OSM Daylight 地图分布。OSM 社区包括超过 180 万
贡献者，他们每天更新超过 500,000 个功能。Amazon Location Service 会定期合并这些编辑。

Fonts

亚马逊位置使用以下方式提供字体GetMapGlyphs。以下是此地图的可用字体堆栈：

• 亚马逊 Ember Bold，Noto Sans Bold
• 亚马逊 Ember Confrended RC Bold，Noto
• 亚马逊 Ember Concrended RC 普通版，Noto 不
• 亚马逊 Ember 中等，Noto Sans Mediu
• 亚马逊 Ember 普通斜体，Noto 不含斜体
• 亚马逊 Ember Regular，Noto 不普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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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使用的字体VectorOpenDataStandardDark是组合字体，Amazon Ember用于大多数字
形，但Noto Sans用于不支持的字形Amazon Ember。

Open Data Visualization Light

开放数据可视化灯

地图样式名称：VectorOpenDataVisualizationLight

这是一种浅色主题风格，色彩柔和，功能较少，有助于理解重叠数据。

此底图基于 OpenStreetMap (OSM) 贡献者编译的 OSM Daylight 地图分布。OSM 社区包括超过 180 万
贡献者，他们每天更新超过 500,000 个功能。Amazon Location Service 会定期合并这些编辑。

Fonts

亚马逊位置使用以下方式提供字体GetMapGlyphs。以下是此地图的可用字体堆栈：

• 亚马逊 Ember Bold，Noto Sans Bold
• 亚马逊 Ember Confrended RC Bold，Noto
• 亚马逊 Ember Concrended RC 普通版，Noto 不
• 亚马逊 Ember 中等，Noto Sans Mediu
• 亚马逊 Ember 普通斜体，Noto 不含斜体
• 亚马逊 Ember Regular，Noto 不普通会员

Note

使用的字体VectorOpenDataVisualizationLight是组合字体，Amazon Ember用于大多
数字形，但Noto Sans用于不支持的字形Amazon Ember。

Open Data Visualization Dark

开放数据可视化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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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样式名称：VectorOpenDataVisualizationDark

这是一种深色主题风格，颜色柔和，功能较少，有助于理解重叠数据。

此底图基于 OpenStreetMap (OSM) 贡献者编译的 OSM Daylight 地图分布。OSM 社区包括超过 180 万
贡献者，他们每天更新超过 500,000 个功能。Amazon Location Service 会定期合并这些编辑。

Fonts

亚马逊位置使用以下方式提供字体GetMapGlyphs。以下是此地图的可用字体堆栈：

• 亚马逊 Ember Bold，Noto Sans Bold
• 亚马逊 Ember Confrended RC Bold，Noto
• 亚马逊 Ember Concrended RC 普通版，Noto 不
• 亚马逊 Ember 中等，Noto Sans Mediu
• 亚马逊 Ember 普通斜体，Noto 不含斜体
• 亚马逊 Ember Regular，Noto 不普通会员

Note

使用的字体VectorOpenDataVisualizationDark是组合字体，Amazon Ember用于大多
数字形，但Noto Sans用于不支持的字形Amazon Ember。

覆盖范围：开放数据
Open Data 包括覆盖全球的地图，可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地图资源 (p. 29)进行渲染。

Note

开放数据仅用于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地图资源。您不能使用 Open Data 作为数据提供器来支持
地理编码、反向地理编码和搜索查询，也不能支持计算路径的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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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条款和数据归因：开放数据
在使用开放数据之前，请确保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要求，包括适用于开放数据的许可条款和AWS。

有关AWS要求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服务条款。

有关 Op OpenStreetMap en Data 归因指南的信息，请参阅版权和许可以及 OpenStreetMap许可/归因指南。

错误报告和贡献开放数据
OpenStreetMap 是一个社区驱动的开放数据项目。如果您遇到数据问题，可以报告错误或直接提供修复或建
议。

• 要报告错误或提供建议，可以在地图上创建注释。这是对地图的评论，可帮助贡献者修复地图。您可以通
过OpenStreetMap 网站创建笔记。有关注释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OpenStreetMap Wiki 中的注释。

• 有关直接参与的更多信息 OpenStreetMap，包括添加位置和修复错误，请参阅OpenStreetMap 维基中的 
Cont ribute 地图数据。

数据提供者的功能
本节介绍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中提供的功能，按数据提供商分类。

下表高度概括了这些功能。

数据提供者 地理覆盖率 功能覆盖率 AWS 区域

埃斯里 服务全球 地图、地点、路线 所有提供亚马逊位置的
地区 (p. 69)。

抓住 东南亚 (p. 56) 地图、地点、路线 仅限亚太地区
（新加坡）。ap-
southeast-1

这里 服务全球 地图、地点、路线 所有提供亚马逊位置的
地区 (p. 69)。

Open Data (打开数据) 服务全球 映射 所有提供亚马逊位置的
地区 (p. 69)。

以下选项卡显示每个功能区域内的详细信息。

Map Features

下表显示了按数据提供者划分的地图功能。有关地图概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映射 (p. 29)。

数据提供者 支持的地图类型 矢量缩放级别 栅格缩放级别

埃斯里 Vector

栅格（影像）

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Esri 地图方
式 (p. 47)：

0-15 0-23

抓住 Vector 0-1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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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提供者 支持的地图类型 矢量缩放级别 栅格缩放级别
（仅限东南
亚 (p. 56)）

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获取地图方
式 (p. 54)：

这里 Vector

栅格（影像）

混合

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HERE 地图方
式 (p. 57)：

1-17 0-19

Open Data (打开数据) Vector

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打开数据地图样
式 (p. 62)：

0-15 无

Note

缩放级别代表每个提供商的 API 中定义的最大和最小设置。地图的不同区域可能有不同的最大
值；例如，海洋图块的详细缩放级别可能低于主要城市的区域。
MapLibre （以及其他地图渲染引擎）允许您设置最小和最大缩放级别，并且还会尊重数据提供
商在某个区域的缩放级别，因此您无需编写代码来处理这些差异。

Places and Search

下表显示了数据提供者的位置和搜索功能。有关地点概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地点搜索 (p. 31)。

数据提供者 地理编码 反向地理编码 自动完成 GetPlace

埃斯里 所有功能，除了：

   PlaceId

所有功能，除了：

   TimeZone

   PlaceId

所有功能 所有功能

抓住 所有功能，除了：

单位编号

单位类型

所有功能 所有功能 所有功能，除了：

单位编号

单位类型

这里 所有功能，除了：

单位编号

单位类型

相关性

所有功能 所有功能 所有功能，除了：

单位编号

单位类型

Open Data (打开
数据)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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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 features

下表显示了按数据提供者划分的路由功能。有关路由概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路由 (p. 35)。有关路由
矩阵限制的更多详细描述，请参见对出发和目的地位置的限制 (p. 154)。

数据提供者 出行方式 计算路线 路由矩阵

埃斯里 汽车、卡车、步行 出发地和目的地之间的
距离必须在 400 千米以
内。总行程时间不能超
过 400 分钟。

最多 10 个出发和目的
地位置。

韩国不支持。

所有出发地和目的地对
之间的距离必须在 400 
千米以内。

抓住 汽车，摩托车。

在部分城
市 (p. 56)步行和骑
自行车。

没有距离限制。 最多 350 个出发和目的
地位置。

这里 汽车、卡车、步行 没有距离限制。对于在
起点和目的地位置周围
的圆圈外超过 10 千米
的路线，将不予计算。

最多 350 个出发和目的
地位置。

所有出发和目的地位置
都必须以 180 千米的圆
圈落下。

支持更长的路
由，但有其他限
制 (p. 154)。

Open Data (打开数据)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数据提供商的使用条款和数据归因
在使用数据提供商之前，请确保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要求，包括适用于使用提供商的许可条款。

有关AWS要求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服务条款。

将数据提供商与您的Amazon Location资源一起用于应用程序或文档时，请务必为您使用的每个数据提供商
提供属性。

有关每个数据提供商的合规性和归因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主题。

• 埃斯里 —使用条款和数据归因：Esri (p. 53)
• 抓住 —使用条款和数据归因：Grab (p. 56)
• 这里 ——使用条款和数据归因：这里  (p. 61)
• 开放数据 —使用条款和数据归因：开放数据 (p. 66)

Amazon Service
以下 AWS 区域具备 Amazon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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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区域名称 区域 端点 协议

美国东部
（俄亥俄
州）

us-east-2 geo.us-east-2.amazonaws.com HTTPS

美国东部
（弗吉尼亚
州北部）

us-east-1 geo.us-east-1.amazonaws.com HTTPS

美国西部
（俄勒冈
州）

us-west-2 geo.us-west-2.amazonaws.com HTTPS

亚太地区 
(孟买)

ap-south-1 geo.ap-south-1.amazonaws.com HTTPS

亚太地区
（新加坡）

ap-
southeast-1

geo.ap-sou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亚太地区
（悉尼）

ap-
southeast-2

geo.ap-southeast-2.amazonaws.com HTTPS

亚太地区
（东京)

ap-
northeast-1

geo.ap-northeast-1.amazonaws.com HTTPS

加拿大（中
部）

ca-
central-1

geo.ca-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欧洲（法兰
克福）

eu-
central-1

geo.eu-central-1.amazonaws.com HTTPS

欧洲（爱尔
兰）

eu-west-1 geo.eu-west-1.amazonaws.com HTTPS

欧洲（伦
敦）

eu-west-2 geo.eu-west-2.amazonaws.com HTTPS

欧洲（斯德
哥尔摩）

eu-north-1 geo.eu-north-1.amazonaws.com HTTPS

南美洲（圣
保罗）

sa-east-1 geo.sa-east-1.amazonaws.com HTTPS

Note

有关如何使用此表中的端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部分。

端点
Amazon Location 区域终端节点的一般语法如下所示：

protocol://service-code.geo.region-code.amazonaws.com

在此语法中，Amazon Location 使用以下服务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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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服务代码

Amazon Location 映射 映射

Amazon Location 位数 位数

Amazon Location 地理围栏 地理围栏

Amazon Location 跟踪器 跟踪

Amazon Location 路由 路由

例如，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亚马逊位置地图的区域终端节点将是：https://m ap s.geo。 us-
east-1。Amazon East-1。

AmamaLocation Service mamamamama
本主题概述了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速率限制和配额。

Note

如果您需要更高的配额，您可以使用 “Service Qu otas” 控制台请求增加可调整的配额。请求增加配
额时，请选择需要增加配额的区域，因为大多数配额是特定于该AWS区域。

Service Quotas 是每个AWS账户和AWS区域可以拥有的最大资源数。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拒绝超过服务
配额的额外请求。

速率限制（以速率开头的配额... ) 是为每个 API 操作定义的每秒最大请求数，每秒任何部分的突发率为限制
的 80%。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会限制超过操作速率限制的请求。

名称 默认值 可调
整

描述

每个账户的 API 密钥资源 每个支持的区域：
500 个

否 每个账户可以拥有的最大 
API 密钥资源（活跃或过
期）数量。

每个账户的地理围栏集合资源 每个支持的区域：
1500 个

是 对于每个账户可以创建的地
理围栏集合资源的最大数
量。

每个地理围栏集合的地理围栏数 每个支持的区域：5 
万个

否 对于每个地理围栏集合可以
创建的地理围栏的最大数
量。

每个账户的映射资源 每个支持的区域：40 
个

是 对于每个账户可以创建的映
射资源的最大数量。

每个账户的地点索引资源 每个支持的区域：40 
个

是 对于每个账户可以创建的地
点索引资源的最大数量。

AssociateTrackerConsumer API 请求的速
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每秒 
AssociateTrackerConsumer 
可发出的最大数量。额外的
请求将被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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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默认值 可调
整

描述

BatchDeleteDevicePositionHistory API 请求
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50 个

是 每秒 
BatchDeleteDevicePositionHistory 
可发出的最大数量。额外的
请求将被阻止。

BatchDeleteGeofence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50 个

是 每秒 BatchDeleteGeofence 
可发出的最大数量。额外的
请求将被阻止。

BatchEvaluateGeofences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50 个

是 每秒 
BatchEvaluateGeofences 可
发出的最大数量。额外的请
求将被阻止。

BatchGetDevicePosition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50 个

是 每秒 
BatchGetDevicePosition 可
发出的最大数量。额外的请
求将被阻止。

BatchPutGeofence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50 个

是 每秒 BatchPutGeofence 可
发出的最大数量。额外的请
求将被阻止。

BatchUpdateDevicePosition API 请求的速
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50 个

是 每秒 
BatchUpdateDevicePosition 
可发出的最大数量。额外的
请求将被阻止。

CalculateRoute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每秒 CalculateRoute 可发出
的最大数量。额外的请求将
被阻止。

CalculateRouteMatrix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5 个

是 每秒 CalculateRouteMatrix 
可发出的最大数量。额外的
请求将被阻止。

CreateGeofenceCollection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每秒 
CreateGeofenceCollection 
可发出的最大数量。额外的
请求将被阻止。

CreateKey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每秒 CreateKey 可发出的最
大数量。额外的请求将被阻
止。

CreateMap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每秒 CreateMap 可发出的最
大数量。额外的请求将被阻
止。

CreatePlaceIndex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每秒 CreatePlaceIndex 可发
出的最大数量。额外的请求
将被阻止。

CreateRouteCalculator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每秒 CreateRouteCalculator 
可发出的最大数量。额外的
请求将被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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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默认值 可调
整

描述

CreateTracker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每秒 CreateTracker 可发出
的最大数量。额外的请求将
被阻止。

DeleteGeofenceCollection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每秒 
DeleteGeofenceCollection 
可发出的最大数量。额外的
请求将被阻止。

DeleteKey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每秒 DeleteKey 可发出的最
大数量。额外的请求将被阻
止。

DeleteMap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DeleteMap 请求数量。额外
的请求将被阻止。

DeletePlaceIndex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DeletePlaceIndex 请求数
量。额外的请求将被阻止。

DeleteRouteCalculator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DeleteRouteCalculator 请
求数量。额外的请求将被阻
止。

DeleteTracker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DeleteTracker 请求数量。额
外的请求将被阻止。

DescribeGeofenceCollection API 请求的速
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DescribeGeofenceCollection 
请求数量。额外的请求将被
阻止。

DescribeKey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DescribeKey 请求数量。额
外的请求将被阻止。

DescribeMap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DescribeMap 请求数量。额
外的请求将被阻止。

DescribePlaceIndex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DescribePlaceIndex 请求数
量。额外的请求将被阻止。

DescribeRouteCalculator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DescribeRouteCalculator 请
求数量。额外的请求将被阻
止。

DescribeTracker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DescribeTracker 请求数量。
额外的请求将被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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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otas

名称 默认值 可调
整

描述

DisassociateTrackerConsumer API 请求的
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DisassociateTrackerConsumer 
请求数量。额外的请求将被
阻止。

GetDevicePosition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5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GetDevicePosition 请求数
量。额外的请求将被阻止。

GetDevicePositionHistory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5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GetDevicePositionHistory 请
求数量。额外的请求将被阻
止。

GetGeofence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5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GetGeofence 请求数量。额
外的请求将被阻止。

GetMapGlyphs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5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GetMapGlyphs 请求数量。
额外的请求将被阻止。

GetMapSprites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5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GetMapSprites 请求数量。
额外的请求将被阻止。

GetMapStyleDescriptor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5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GetMapStyleDescriptor 请
求数量。额外的请求将被阻
止。

GetMapTile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50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GetMapTile 请求数量。额外
的请求将被阻止。

GetPlace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5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GetPlace 请求数量。额外的
请求将被阻止。

ListDevicePositions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5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ListDevicePositions 请求数
量。额外的请求将被阻止。

ListGeofenceCollections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ListGeofenceCollections 请
求数量。额外的请求将被阻
止。

ListGeofences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5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ListGeofences 请求数量。额
外的请求将被阻止。

ListKeys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ListKeys 请求数量。额外的
请求将被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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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Quotas

名称 默认值 可调
整

描述

ListMaps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ListMaps 请求数量。额外的
请求将被阻止。

ListPlaceIndexes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ListPlaceIndexes 请求数
量。额外的请求将被阻止。

ListRouteCalculators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ListRouteCalculators 请求数
量。额外的请求将被阻止。

ListTagsForResource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ListTagsForResource 请求
数量。额外的请求将被阻
止。

ListTrackerConsumers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ListTrackerConsumers 请
求数量。额外的请求将被阻
止。

ListTrackers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ListTrackers 请求数量。额
外的请求将被阻止。

PutGeofence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5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PutGeofence 请求数量。额
外的请求将被阻止。

SearchPlaceIndexForPosition API 请求的速
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5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SearchPlaceIndexForPosition 
请求数量。额外的请求将被
阻止。

SearchPlaceIndexForSuggestions API 请求
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5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SearchPlaceIndexForSuggestions 
请求数量。额外的请求将被
阻止。

SearchPlaceIndexForText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5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SearchPlaceIndexForText 
请求数量。额外的请求将被
阻止。

TagResource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TagResource 请求数量。额
外的请求将被阻止。

UntagResource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UntagResource 请求数量。
额外的请求将被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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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默认值 可调
整

描述

UpdateGeofenceCollection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UpdateGeofenceCollection 
请求数量。额外的请求将被
阻止。

UpdateKey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UpdateKey 请求数量。额外
的请求将被阻止。

UpdateMap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UpdateMap 请求数量。额外
的请求将被阻止。

UpdatePlaceIndex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UpdatePlaceIndex 请求数
量。额外的请求将被阻止。

UpdateRouteCalculator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UpdateRouteCalculator 请
求数量。额外的请求将被阻
止。

UpdateTracker API 请求的速率 每个支持的区域：每
秒 10 个

是 您秒可以发出的最大 
UpdateTracker 请求数量。
额外的请求将被阻止。

每个账户的路由计算器资源 每个支持的区域：40 
个

是 对于每个账户可以创建的路
由计算器资源的最大数量。

每个跟踪器的跟踪器使用者人数 每个支持的区域：5 
个

否 可以与跟踪器资源关联的地
理围栏集合的最大数量。

每个账户的跟踪器资源 每个支持的区域：
500 个

是 对于每个账户可以创建的跟
踪器资源的最大数量。

Note

您可以使用 Cloudwatch 监控您的使用情况。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CloudWatch 用于根据配额监
控使用情况 (p. 202)：

管理您的Amazon Service 配额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已与 Service Quotas 集成，后者是一项AWS服务，可让您从中心位置查看和管理
您的配额。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服务限额用户指南》中的什么是服务限额？。

使用 Service Quotas，可使用轻松查找您的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Quotas 的

AWS Management Console

使用控制台查看 Amazon Location 服务配额

1. 访问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打开 Service Quotas 控制台。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AWS 服务。
3. 从AWS服务列表中，搜索并选择 Amazon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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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您的Amazon Service 配额

在 Service Quotas 列表中，您可以查看服务配额名称、应用的值 (如果该值可用)、AWS 原定设置
配额以及配额值是否可调整。

4. 要查看有关服务配额的其他信息 (如描述)，请选择配额名称。
5. （可选）要请求增加配额，请选择要增加的配额，选择 Request quota increase（请求增加配

额），输入或选择所需信息，然后选择 Request（请求）。

要使用控制台进一步处理服务配额，请参阅 Service Quotas 用户指南。要请求提高配额，请参阅
Service Quotas 用户指南中的请求增加配额。

AWS CLI

使用查看 Amazon Location 服务配额AWS CLI

运行以下命令查看原定设置 Amazon Location 配额。

aws service-quotas list-aws-default-service-quotas \ 
    --query 'Quotas[*].
{Adjustable:Adjustable,Name:QuotaName,Value:Value,Code:QuotaCode}' \ 
    --service-code geo \ 
    --output table

要使用 AWS CLI 进一步处理服务配额，请参阅 Service Quotas AWS CLI 命令参考。要请求提高配额，
请参阅 AWS CLI 命令参考中的 request-service-quota-increase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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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 Amazon LocLocation 
Service

您可以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功能来完成与地理和位置相关的任务。然后，您可以组合这些任务来解
决更复杂的用例，例如地理营销、交付和资产跟踪。

当您准备好在应用程序中构建位置功能时，请根据您的目标和倾向使用以下方法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功能：

• 探索工具 — 如果您想试用 Amazon Location 资源，以下工具是访问和试用 API 的最快方式：
• 亚马逊定位控制台提供各种快速访问工具。您可以使用 “浏览” 页面创建和管理资源并试用 API。控制台

还可用于创建资源（通常是一次性任务），为使用后面描述的任何其他方法做准备。
• AWS命令行界面 (CLI) 允许您使用终端创建资源和访问亚马逊定位 API。使用您的凭证对其进行配置

时，将AWS CLI处理身份验证。
• 您可以查看演示如何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API 执行任务的代码示例和教程 (p. 207)。这包括一

个模仿控制台中 “探索” 页面的大部分功能的示 (p. 209)例。
• Platform SDK — 如果您不在地图上可视化数据，则可以使用任何AWS标准工具进行构建AWS。

• 以下开发工具包可用：C+、GO、Java、Java、Java、NET 
JavaScript、NET、PHP、Python、Python、Py Node.js

• 前端 SDK 和库 — 如果您想使用 Amazon Location 在移动平台上构建应用程序或在任何平台上的地图上可
视化数据，则有以下选择：
• 这些AWS Amplify图书馆将 Amazon Location 集成到 iOS、安卓和 JavaScript网络应用程序中。
• MapLibre GL 库允许您使用 Amazon Location 将客户端地图渲染到 iOS、Andro id 和 JavaScriptWeb 应

用程序中。
• Tangram ES 库使你能够在 iOS 和 Android Web 应用程序中使用 OpenGL E S 根据矢量数据渲染二维

和三维地图。还有用于  JavaScriptWeb 应用程序的七巧板。
• 发送直接 HTTPS 请求 — 如果您使用的编程语言没有 SDK 可用，或者您想更好地控制向AWS其发送请

求的方式，则可以通过发送经签名版本 4 签名流程验证的直接 HTTPS 请求来访问 Amazon Location。有
关签名版本 4 签名过程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一般参考。

本章描述了使用位置数据的应用程序常见的许多任务。常见用例部分描述了如何将这些AWS服务与其他服务
相结合以实现更复杂的用例。

主题
• 使用Amazon Service (p. 78)
• 在您的应用程序中使用亚马逊位置图 (p. 79)
• 使用亚马逊位置搜索地点和地理位置数据 (p. 122)
• 使用Amazon LocatiLocation Service Lo (p. 147)
• 使用亚马逊位置对感兴趣区域进行地理围栏 (p. 161)
• 为您的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资源添加标签 (p. 188)
• 授予对 Amazon LocLocation Service (p. 190)
• 监控 AmazLocation Service (p. 200)
• 使用以下方法创建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资源AWS CloudFormation (p.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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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先决条件

使用Amazon Service
本部分介绍使用Amazon Service 需要执行的操作。您必须拥有AWS 账户并已为想要使用亚马逊位置的用户
设置了访问亚马逊位置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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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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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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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对Amazon Service

授予对Amazon Service
您的非管理员用户默认情况下没有权限。在他们访问 Amazon Location 之前，您必须通过附加具有特定权限
的 IAM 策略来授予权限。为拥有最小特权原则，请不要允许对拥有最小特权原则。

Note

有关允许未经身份验证的用户访问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功能（例如，在基于 Web 的应用程序
中）的信息，请参阅授予对 Amazon LocLocation Service (p. 190)。

以下示例策略授予用户访问所有亚马逊定位操作的权限。有关更多示例，请参阅 适用于 Amazon Location 
ServLocation Service ion (p.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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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提供访问权限，请为您的用户、组或角色添加权限：

• 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 中的用户和组：

创建权限集合。按照《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 用户指南》中 创建
权限集 的说明进行操作。

• 通过身份提供商在 IAM 中托管的用户：

创建适用于身份联合验证的角色。按照《IAM 用户指南》中为第三方身份提供商创建角色（联合身份验
证）的说明进行操作。

• IAM 用户：
• 创建您的用户可以担任的角色。按照《IAM 用户指南》中为 IAM 用户创建角色的说明进行操作。
• （不推荐使用）将策略直接附加到用户或将用户添加到用户组。按照《IAM 用户指南》中向用户添加权

限（控制台）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在创建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应用程序时，您可能需要某些用户具有未经身份验证的访问权限。有关
这些用例，请参阅使用 Amazon Cognito 启用未经身份验证的访问 (p. 194)。

在您的应用程序中使用亚马逊位置图
亚马逊位置图具有成本效益且具有交互性。您可以替换应用程序中的现有地图以节省资金，也可以添加新地
图以直观地显示基于位置的数据，例如您的商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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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Location Service 允许您通过创建和配置地图资源来选择用于地图操作的数据提供商。地图资源配
置数据提供器和用于渲染地图的样式。

创建资源后，您可以直接使用AWS SDK 发送请求，也可以使用专为在环境中渲染地图而设计的库来发送请
求。

Note

有关地图概念的概述，请参阅映射 (p. 29)。

主题
• 先决条件 (p. 80)
• 在应用程序中显示地图 (p. 82)
• 在地图上绘制数据要素 (p. 118)
• 使用设置地图的范围 MapLibre (p. 118)
• 管理您的地图资源 (p. 119)

先决条件
在应用程序中显示地图之前，请遵循必备步骤：

主题
• 创建地图资源 (p. 80)
• 对您的请求进行身份验证 (p. 82)

创建地图资源
要在应用程序中使用地图，您必须拥有地图资源，该资源用于指定地图中使用的地图样式和数据提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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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如果您的应用程序正在跟踪或路由您在企业中使用的资产，例如运载车辆或员工，则不得使用 Esri 
作为地理位置提供商。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AWS 服务条款的第 82 节。

您可以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控制台AWS CLI、或亚马逊位置 API 创建地图资源。

Console

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控制台创建地图资源

1. 在 Amazon Location 控制台的 “地图” 页面上，选择 “创建地图” 以预览地图样式。
2. 为新地图资源添加名称和描述。
3. 选择地图样式。

Note

如果您的应用程序正在跟踪或路由您在企业中使用的资产，例如运载车辆或员工，则不得
使用 Esri 作为地理位置提供商。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AWS 服务条款的第 82 节。

4. 同意亚马逊位置条款和条件，然后选择创建地图。您可以与所选地图进行交互：放大、缩小或向任
意方向平移。

5. 要允许用户切换样式（例如，允许他们在卫星图像和矢量样式之间切换），必须为每种样式创建地
图资源。

您可以在控制台的 “地图” 主页上删除不想使用的地图样式的资源。

API

使用亚马逊位置 API 创建地图资源

使用亚马逊位置 API 中的CreateMap操作。

以下示例是ExampleMap使用VectorEsriStreets地图样式创建名为的地图资源的 API 请求。

POST /maps/v0/maps HTTP/1.1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Configuration": {  
      "Style": "VectorEsriStreets" 
   }, 
   "MapName": "ExampleMap" 
   }
}

Note

如果您的应用程序正在跟踪或路由您在企业中使用的资产，例如运载车辆或员工，则不得使用 
Esri 作为地理位置提供商。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AWS 服务条款的第 82 节。

AWS CLI

使用AWS CLI命令创建地图资源

使用 create-map 命令。

以下示例ExampleMap使用VectorEsriStreets作为地图样式创建名为的地图资源。

aws location \ 
  create-map \ 
  --configuration Style="VectorEsriStree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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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p-name "ExampleMap"

Note

如果您的应用程序正在跟踪或路由您在企业中使用的资产，例如运载车辆或员工，则不得使用 
Esri 作为地理位置提供商。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AWS 服务条款的第 82 节。

对您的请求进行身份验证
创建地图资源并准备好开始在应用程序中构建位置功能后，请选择验证请求的方式：

• 要探索访问服务的方式，请参阅授予对 Amazon LocLocation Service (p. 190)。
• 如果您的网站有匿名用户，或者想要使用自己的身份验证过程或组合多种身份验证方法，请参阅允许未经

身份验证的访客使用 Amazon Cognito 访问您的应用程序 (p. 194)。

在应用程序中显示地图
本部分提供有关在使用 Amazon Location API 时如何使用地图渲染工具在移动或 Web 应用程序中显示地图
的教程。如如何使用 Amazon LocLocation Service (p. 77)主题中所述，在使用 Amazon Location 渲染地
图时，您可以选择使用多种库，包括 Amplify、 MapLibre GL 和 Tangram。

执行以下某种操作以在应用程序中显示地图：

• 在您的网站或任何 JavaScript应用程序中显示地图的最有效方法是使用AWS Amplify Geo SDK。要在应用
程序中使用 Amplify，请按照 Amplify 教程进行操作。

• 要在 Android 和 iOS 应用程序中显示地图，或者如果您不想使用 Amplify Geo，请按照MapLibre教
程 (p. 86)进行操作。

• 如果您是 Tangram 的现有用户，并且想继续使用它来渲染地图，请在移至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时按
照 Tangram 教程 (p. 101)进行操作。

主题
• 将 Amplify 库与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一起使用 (p. 82)
• 通过亚马逊Loc MapLibre ation Service 使用图书馆 (p. 86)
• 将 TangLocation Service (p. 100)

将 Amplify 库与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一起使用
以下教程将引导您完成使用Amazon LAWS Amplify ocation。Amplify 使用 MapLibre GL JS 在 JavaScript基
于您的应用程序中渲染地图。

Amplify 是一组开源客户端库，为不同类别的服务提供接口，包括由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提供支持的 
Amplify Geo。 了解有关AWS Amplify Geo JavaScript 库的更多信息。

Note

本教程假设您已经按照使用地图-向应用程序添加地图中的步骤进行 (p. 80)操作。

构建应用程序：脚手架
本教程创建了一个用于 JavaScript 在 HTML 页面上构建地图的 Web 应用程序。

首先创建一个包含地图容器的 HTML 页面 (index.html)：

• 输入带为id的div元素map，将地图的尺寸应用于地图视图。维度继承自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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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 
  <head> 
    <style> 
      body { margin: 0; } 
      #map { height: 100vh; } /* 100% of viewport height */ 
    </style> 
  </head> 

  <body> 
    <!-- map container --> 
    <div id="map" /> 
  </body>
</html>

构建应用程序：添加依赖关系

将以下依赖项添加到您的应用程序：

• AWS Amplify地图和地理库。
• AWS Amplify核心库。
• AWS Amplify身份验证库。
• AWS Amplify样式表。

<!-- CSS dependencies --> 
    <link href="https://cdn.amplify.aws/packages/maplibre-gl/1.15.2/maplibre-gl.css" 
 rel="stylesheet" integrity="sha384-DrPVD9GufrxGb7kWwRv0CywpXTmfvbKOZ5i5pN7urmIThew0zXKTME
+gutUgtpeD" crossorigin="anonymous"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link>

<!-- JavaScript dependencies --> 
    <script src="https://cdn.amplify.aws/packages/maplibre-gl/1.15.2/maplibre-gl.js" 
 integrity="sha384-rwYfkmAOpciZS2bDuwZ/Xa/Gog6jXem8D/whm3wnsZSVFemDDlprcUXHnDDUcrNU" 
 crossorigin="anonymous"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cript> 
    <script src="https://cdn.amplify.aws/packages/core/4.3.0/aws-amplify-core.min.js" 
 integrity="sha384-7Oh+5w0l7XGyYvSqbKi2Q7SA5K640V5nyW2/LEbevDQEV1HMJqJLA1A00z2hu8fJ" 
 crossorigin="anonymous"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cript> 
    <script src="https://cdn.amplify.aws/packages/auth/4.3.8/aws-amplify-auth.min.js" 
 integrity="sha384-jfkXCEfYyVmDXYKlgWNwv54xRaZgk14m7sjeb2jLVBtUXCD2p+WU8YZ2mPZ9Xbdw" 
 crossorigin="anonymous"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cript> 
    <script src="https://cdn.amplify.aws/packages/geo/1.1.0/aws-amplify-geo.min.js" 
 integrity="sha384-TFMTyWuCbiptXTzvOgzJbV8TPUupG1rA1AVrznAhCSpXTIdGw82bGd8RTk5rr3nP" 
 crossorigin="anonymous"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cript> 
    <script src="https://cdn.amplify.aws/packages/maplibre-gl-js-amplify/1.1.0/maplibre-
gl-js-amplify.umd.min.js" integrity="sha384-7/RxWonKW1nM9zCKiwU9x6bkQTjldosg0D1vZYm0Zj+K/
vUSnA3sOMhlRRWAtHPi" crossorigin="anonymous"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cript>
<script> 
  // application-specific code
</script>

这将使用地图的容器创建一个空页面。

构建应用程序：配置

使用以下方法配置您的应用程序 JavaScript：

1. 输入您在使用地图-步骤 2，设置身份验证中创建的未经身份验证的身份 (p. 80)池的标识符。

// Cognito Identity Pool ID
const identityPoolId = "region:identityPoolID"; // for example: us-
east-1:123example-1234-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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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ract the Region from the Identity Pool ID
const region = identityPoolId.split(":")[0];

2. 配置AWS Amplify为使用您创建的资源，包括身份池和地图资源（此处显示的默认名称
为explore.map）。

// Configure Amplify
const { Amplify } = aws_amplify_core;
const { createMap } = AmplifyMapLibre;

Amplify.configure({ 
  Auth: { 
    identityPoolId, 
    region, 
  }, 
  geo: { 
    AmazonLocationService: { 
      maps: { 
        items: { 
          "explore.map": { 
            style: "Default style" 
          }, 
        }, 
        default: "explore.map", 
      }, 
      region, 
    }, 
  }
});

构建应用程序：地图初始化

要在加载页面后显示地图，必须初始化地图。您可以调整初始地图位置、添加其他控件和叠加数据。

async function initializeMap() { 
  const map = await createMap( 
    { 
      container: "map", 
      center: [-123.1187, 49.2819], 
      zoom: 10, 
      hash: true, 
    } 
  ); 

  map.addControl(new maplibregl.NavigationControl(), "top-left");
}

initializeMap();

Note

您必须在应用程序或文档中为所使用的每个数据提供商提供文字商标或文本归因。归因字符串包含
在sources.esri.attribution、sources.here.attribution和sources.grabmaptiles.attribution键
下的样式描述符响应中。Amplify 将自动提供归因。在数据提供商处使用 Amazon Location 资源
时，请务必阅读服务条款和条件。

运行应用程序

您可以在本地 Web 服务器中使用此示例应用程序，也可以在浏览器中将其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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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本地 Web 服务器，您可以使用作为 Node.js 一部分安装的 npx 或您选择的任何其他 Web 服
务器。要使用 npx，请npx serve从与之相同的目录中键入index.html。这将为应用程序提供服
务localhost:5000。

Note

如果您为未经身份验证的 Amazon Cognito 角色创建的策略包含referer条件，则可能会禁止您使
用localhost: URL 进行测试。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使用提供您的策略中的 URL 的 Web 服务
器进行测试。

完成教程后，最终应用程序类似于以下示例。

<html> 
  <head> 
    <!-- CSS dependencies --> 
    <link href="https://cdn.amplify.aws/packages/maplibre-gl/1.15.2/maplibre-gl.css" 
 rel="stylesheet" integrity="sha384-DrPVD9GufrxGb7kWwRv0CywpXTmfvbKOZ5i5pN7urmIThew0zXKTME
+gutUgtpeD" crossorigin="anonymous"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link> 

    <!-- JavaScript dependencies --> 
    <script src="https://cdn.amplify.aws/packages/maplibre-gl/1.15.2/maplibre-gl.js" 
 integrity="sha384-rwYfkmAOpciZS2bDuwZ/Xa/Gog6jXem8D/whm3wnsZSVFemDDlprcUXHnDDUcrNU" 
 crossorigin="anonymous"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cript> 
    <script src="https://cdn.amplify.aws/packages/core/4.3.0/aws-amplify-core.min.js" 
 integrity="sha384-7Oh+5w0l7XGyYvSqbKi2Q7SA5K640V5nyW2/LEbevDQEV1HMJqJLA1A00z2hu8fJ" 
 crossorigin="anonymous"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cript> 
    <script src="https://cdn.amplify.aws/packages/auth/4.3.8/aws-amplify-auth.min.js" 
 integrity="sha384-jfkXCEfYyVmDXYKlgWNwv54xRaZgk14m7sjeb2jLVBtUXCD2p+WU8YZ2mPZ9Xbdw" 
 crossorigin="anonymous"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cript> 
    <script src="https://cdn.amplify.aws/packages/geo/1.1.0/aws-amplify-geo.min.js" 
 integrity="sha384-TFMTyWuCbiptXTzvOgzJbV8TPUupG1rA1AVrznAhCSpXTIdGw82bGd8RTk5rr3nP" 
 crossorigin="anonymous"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cript> 
    <script src="https://cdn.amplify.aws/packages/maplibre-gl-js-amplify/1.1.0/maplibre-
gl-js-amplify.umd.min.js" integrity="sha384-7/RxWonKW1nM9zCKiwU9x6bkQTjldosg0D1vZYm0Zj+K/
vUSnA3sOMhlRRWAtHPi" crossorigin="anonymous"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cript> 

    <style> 
      body { margin: 0; } 
      #map { height: 100vh; } 
    </style> 
  </head> 

  <body> 
    <div id="map" /> 
    <script type="module"> 
      // Cognito Identity Pool ID 
      const identityPoolId = "region:identityPoolId"; // for example: us-
east-1:123example-1234-5678 
      // extract the Region from the Identity Pool ID 
      const region = identityPoolId.split(":")[0]; 

      // Configure Amplify 
      const { Amplify } = aws_amplify_core; 
      const { createMap } = AmplifyMapLibre; 

      Amplify.configure({ 
        Auth: { 
          identityPoolId, 
          region, 
        }, 
        geo: { 
          AmazonLocationService: { 
            maps: { 
              ite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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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lore.map": { 
                  style: "Default style" 
                }, 
              }, 
              default: "explore.map", 
            }, 
            region, 
          }, 
        } 
      }); 

      async function initializeMap() { 
        const map = await createMap( 
          { 
            container: "map", 
            center: [-123.1187, 49.2819], 
            zoom: 10, 
            hash: true, 
          } 
        ); 

        map.addControl(new maplibregl.NavigationControl(), "top-left"); 
      } 

      initializeMap(); 
    </script> 
  </body>
</html>

运行此应用程序会使用您选择的地图样式显示全屏地图。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控制台中任何地图资源页
面的嵌入地图选项卡上也描述了此示例。

完成本教程后，请转到AWS Amplify文档中的显示地图主题以了解更多信息，包括如何在地图上显示标记。

通过亚马逊Loc MapLibre ation Service 使用图书馆
以下教程将引导您使用带有亚马逊位置的 MapLibre 图书馆。

主题
• 将 MapLibre GL JS 与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一起使用 (p. 86)
• 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中使用安卓版 MapLibre GL Native SDK (p. 91)
• 将适用于 iOS 的 MapLibre GL Native SDK 与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一起使用 (p. 96)

将 MapLibre GL JS 与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一起使用

使用 MapLibre GL JS 将客户端地图嵌入到 Web 应用程序中。

MapLibre GL JS 是一个开源 JavaScript 库，与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地图 API 提供的样式和图块兼容。
您可以将 MapLibre GL JS 集成到基本 HTML 或 JavaScript 应用程序中，以嵌入可自定义的响应式客户端地
图。

本教程介绍如何在基本 HTM MapLibre L 和 JavaScript 应用程序中将 GL JS 与亚马逊位置集成。本教程中介
绍的相同库和技术也适用于框架，例如 React 和 Angular。

本教程的示例应用程序作为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示例存储库的一部分提供GitHub。

构建应用程序：脚手架

本教程创建了一个用于 JavaScript 在 HTML 页面上构建地图的 Web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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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创建一个包含地图容器的 HTML 页面 (index.html)：

• 输入带为id的div元素map，将地图的尺寸应用于地图视图。维度继承自视区。

<html> 
  <head> 
    <style> 
      body { 
        margin: 0; 
      } 
  
      #map { 
        height: 100vh; /* 100% of viewport height */ 
      } 
    </style> 
  </head> 
  <body> 
    <!-- map container --> 
    <div id="map" /> 
  </body>
</html>

构建应用程序：添加依赖关系

将以下依赖项添加到您的应用程序：

• MapLibre GL JS（v1.14.0 或更高版本）及其关联的 CSS。
• 适用于 JavaScript. 的 AWS 开发工具
• AWS Amplify核心库。

<!-- CSS dependencies -->
<link 
  href="https://unpkg.com/maplibre-gl@1.14.0/dist/maplibre-gl.css" 
  rel="stylesheet"
/>
<!-- JavaScript dependencies -->
<script src="https://unpkg.com/maplibre-gl@1.14.0/dist/maplibre-gl.js"></script>
<script src="https://sdk.amazonaws.com/js/aws-sdk-2.784.0.min.js"></script>
<script src="https://unpkg.com/@aws-amplify/core@3.7.0/dist/aws-amplify-core.min.js"></
script>
<script> 
  // application-specific code
</script>

这将使用地图的容器创建一个空页面。

构建应用程序：配置

使用以下方法配置您的应用程序 JavaScript：

1. 输入您的资源的名称和标识符。

// Cognito Identity Pool ID
const identityPoolId = "us-east-1:54f2ba88-9390-498d-aaa5-0d97fb7ca3bd";
//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Map name
const mapName = "ExampleMap";

2. 使用您在使用地图-步骤 2，设置 (p. 82)身份验证中创建的未经身份验证的身份池实例化凭证提供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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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ract the Region from the Identity Pool ID; this will be used for both Amazon 
 Cognito and Amazon Location
AWS.config.region = identityPoolId.split(":")[0]; 
  
// instantiate an Amazon Cognito-backed credential provider
const credentials = new AWS.CognitoIdentityCredentials({ 
  IdentityPoolId: identityPoolId,
});

3. 因为这使用的是普通AWS SDK 工作流程之外的证书，所以会话将在一小时后过期。

以下是将在证书过期之前自动续订凭证的功能示例：

async function refreshCredentials() { 
  await credentials.refreshPromise(); 
  // schedule the next credential refresh when they're about to expire 
  setTimeout(refreshCredentials, credentials.expireTime - new Date());
}

构建应用程序：请求转换

MapLibre GL JS 地图实例包含一个transformRequest选项，您可以使用该选项在请求发出之前对其进行
拦截和修改。

要使用签名版本 4 使用从 Amazon Cognito 获得的证书签署AWS请求，请输入以下函数。

// use Signer from @aws-amplify/core
const { Signer } = window.aws_amplify_core; 
  
/** 
 * Sign requests made by MapLibre GL JS using AWS SigV4. 
 */
function transformRequest(url, resourceType) { 
  if (resourceType === "Style" && !url.includes("://")) { 
    // resolve to an AWS URL 
    url = `https://maps.geo.${AWS.config.region}.amazonaws.com/maps/v0/maps/${url}/style-
descriptor`; 
  } 
  
  if (url.includes("amazonaws.com")) { 
    // only sign AWS requests (with the signature as part of the query string) 
    return { 
      url: Signer.signUrl(url, { 
        access_key: credentials.accessKeyId, 
        secret_key: credentials.secretAccessKey, 
        session_token: credentials.sessionToken, 
      }), 
    }; 
  } 
  
  // don't sign 
  return { url };
}

构建应用程序：地图初始化

要在加载页面后显示地图，必须初始化地图。您可以调整初始地图位置、添加其他控件和叠加数据。

async function initializeMa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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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oad credentials and set them up to refresh 
  await credentials.getPromise(); 
  
  // Initialize the map 
  const map = new maplibregl.Map({ 
    container: "map", 
    center: [-123.1187, 49.2819], // initial map centerpoint 
    zoom: 10, // initial map zoom 
    style: mapName, 
    transformRequest, 
  }); 
  
  map.addControl(new maplibregl.NavigationControl(), "top-left");
} 
  
initializeMap();

Note

您必须在应用程序或文档中为所使用的每个数据提供商提供文字商标或文本归因。归因字符串包含
在sources.esri.attribution、sources.here.attribution和sources.grabmaptiles.attribution键
下的样式描述符响应中。 MapLibre GL JS 将自动提供归因。在数据提供商处使用 Amazon 
Location 资源时，请务必阅读服务条款和条件。

运行应用程序

您可以在本地 Web 服务器中使用此示例应用程序，也可以在浏览器中将其打开。

要使用本地 Web 服务器，你可以使用 npx，因为它是作为 Node.js 的一部分安装的。您可以在与之相同的目
录npx serve中使用index.html。这将为应用程序提供服务localhost:5000。

Note

如果您为未经身份验证的 Amazon Cognito 角色创建的策略包含referer条件，则可能会禁止您使
用localhost: URL 进行测试。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使用提供您的策略中的 URL 的 Web 服务
器进行测试。

完成教程后，最终应用程序类似于以下示例。

<!-- index.html -->
<html> 
  <head> 
    <link 
      href="https://unpkg.com/maplibre-gl@1.14.0/dist/maplibre-gl.css" 
      rel="stylesheet" 
    /> 
    <style> 
      body { 
        margin: 0; 
      } 
  
      #map { 
        height: 100vh; 
      } 
    </style> 
  </head> 
  
  <body> 
    <!-- map container --> 
    <div id="map" /> 
    <!-- JavaScript dependencies --> 
    <script src="https://unpkg.com/maplibre-gl@1.14.0/dist/maplibre-gl.js"></script> 
    <script src="https://sdk.amazonaws.com/js/aws-sdk-2.784.0.min.js"></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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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ipt src="https://unpkg.com/@aws-amplify/core@3.7.0/dist/aws-amplify-core.min.js"></
script> 
    <script> 
      // use Signer from @aws-amplify/core 
      const { Signer } = window.aws_amplify_core; 
  
      // configuration 
      const identityPoolId = "us-east-1:54f2ba88-9390-498d-aaa5-0d97fb7ca3bd"; // Cognito 
 Identity Pool ID 
      const mapName = "ExampleMap"; //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Map Name 
  
      // extract the region from the Identity Pool ID 
      AWS.config.region = identityPoolId.split(":")[0]; 
  
      // instantiate a Cognito-backed credential provider 
      const credentials = new AWS.CognitoIdentityCredentials({ 
        IdentityPoolId: identityPoolId, 
      }); 
  
      /** 
       * Sign requests made by MapLibre GL JS using AWS SigV4. 
       */ 
      function transformRequest(url, resourceType) { 
        if (resourceType === "Style" && !url.includes("://")) { 
          // resolve to an AWS URL 
          url = `https://maps.geo.${AWS.config.region}.amazonaws.com/maps/v0/maps/${url}/
style-descriptor`; 
        } 
  
        if (url.includes("amazonaws.com")) { 
          // only sign AWS requests (with the signature as part of the query string) 
          return { 
            url: Signer.signUrl(url, { 
              access_key: credentials.accessKeyId, 
              secret_key: credentials.secretAccessKey, 
              session_token: credentials.sessionToken, 
            }), 
          }; 
        } 
  
        // don't sign 
        return { url }; 
      } 
  
      /** 
       * Initialize a map. 
       */ 
      async function initializeMap() { 
        // load credentials and set them up to refresh 
        await credentials.getPromise(); 
  
        // Initialize the map 
        const map = new maplibregl.Map({ 
          container: "map", 
          center: [-123.1187, 49.2819], // initial map centerpoint 
          zoom: 10, // initial map zoom 
          style: mapName, 
          transformRequest, 
        }); 
  
        map.addControl(new maplibregl.NavigationControl(), "top-left"); 
      } 
  
      initializeMap(); 
    </script>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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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

运行此应用程序会使用您选择的地图样式显示全屏地图。此示例可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示例存储库中
找到GitHub。

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中使用安卓版 MapLibre GL Native SDK

使用 MapLibre GL Native SDK 将交互式地图嵌入到你的安卓应用程序中。

适用于 Android 的 MapLibre GL Native SDK 是一个基于 Mapbox GL Nat ive 的库，与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地图 API 提供的样式和图块兼容。您可以集成适用于 Android 的 MapLibre GL Native SDK for 
Android 应用程序中嵌入交互式地图视图和可扩展、可自定义的矢量地图。

本教程介绍如何将安卓版 MapLibre GL Native SDK 与亚马逊位置集成。本教程的示例应用程序作为亚马逊
Location Service 示例存储库的一部分提供GitHub。

构建应用程序：初始化

要初始化应用程序，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使用空白活动模板创建一个新的 Android Studio 项目。
2. 确保选择 Kotlin 作为项目语言。
3. 选择 API 14 的最低 SDK：安卓 4.0（Ice Cream Sandwich）或更高版本。
4. 打开 “项目结构”，然后转到 “文件” > “项目结构...” 选择 “依赖关系” 部分。
5. <All Modules>选中后，选择 + 按钮添加新的库依赖关系。
6. 添加 AWS 安卓软件开发工具包版本 2.20.0 或更高版本。例如：com.amazonaws:aws-android-

sdk-core:2.20.0
7. 添加适用于安卓版本 9.4.0 或更高版本的MapLibre GL 原生 SDK。例

如：org.maplibre.gl:android-sdk:9.4.0
8. 在 build.gradle 文件的项目级别，添加以下 maven 存储库以访问适用于 Android 的 MapLibre软件包：

allprojects { 
    repositories { 
        // Retain your existing repositories 
        google() 
        jcenter() 
         
        //  Declare the repositories for MapLibre 
        mavenCentral() 
    }
}

构建应用程序：配置

要使用您的资源和AWS区域配置应用程序，请执行以下操作：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esources> 
    <string name="identityPoolId">us-east-1:54f2ba88-9390-498d-aaa5-0d97fb7ca3bd</string> 
    <string name="mapName">ExampleMap</string> 
    <string name="awsRegion">us-east-1</string>
</resources>

构建应用程序：活动布局

编辑app/src/main/res/layout/activity_main.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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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 aMapView，用于渲染地图。这也将设置地图的初始中心点。
• 添加 aTextView，显示属性。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androidx.constraintlayout.widget.ConstraintLayou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xmlns:app="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uto" 
    xmlns:tools="http://schemas.android.com/tools"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tools:context=".MainActivity"> 
  
    <com.mapbox.mapboxsdk.maps.MapView 
        android:id="@+id/mapView"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pp:mapbox_cameraTargetLat="49.2819" 
        app:mapbox_cameraTargetLng="-123.1187" 
        app:mapbox_cameraZoom="12" 
        app:mapbox_uiAttribution="false" 
        app:mapbox_uiLogo="false" /> 
  
    <TextView 
        android:id="@+id/attributionView"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background="#80808080" 
        android:padding="5sp" 
        android:textColor="@android:color/black" 
        android:textSize="10sp" 
        app:layout_constraintBottom_toBottomOf="parent" 
        app:layout_constraintEnd_toEndOf="parent" 
        tools:ignore="SmallSp" />
</androidx.constraintlayout.widget.ConstraintLayout>

Note

您必须在应用程序或文档中为所使用的每个数据提供商提供文字商标或文本归因。归因字符串包含
在sources.esri.attribution、sources.here.attribution和source.grabmaptiles.attribution键
下的样式描述符响应中。在数据提供商处使用 Amazon Location 资源时，请务必阅读服务条款和条
件。

构建应用程序：请求转换

创建一个名SigV4Interceptor为拦截 AWS 请求的类，并使用签名版本 4 对请求进行签名。将在创建主活
动时将其注册到用于获取地图资源的 HTTP 客户端。

package aws.location.demo.okhttp 
  
import com.amazonaws.DefaultRequest
import com.amazonaws.auth.AWS4Signer
import com.amazonaws.auth.AWSCredentialsProvider
import com.amazonaws.http.HttpMethodName
import com.amazonaws.util.IOUtils
import okhttp3.HttpUrl
import okhttp3.Interceptor
import okhttp3.Request
import okhttp3.Response
import okio.Buffer
import java.io.ByteArrayInputStream
import java.net.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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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SigV4Interceptor( 
    private val credentialsProvider: AWSCredentialsProvider, 
    private val serviceName: String
) : Interceptor { 
    override fun intercept(chain: Interceptor.Chain): Response { 
        val originalRequest = chain.request() 
  
        if (originalRequest.url().host().contains("amazonaws.com")) { 
            val signer = if (originalRequest.url().encodedPath().contains("@")) { 
                // the presence of "@" indicates that it doesn't need to be double URL-
encoded 
                AWS4Signer(false) 
            } else { 
                AWS4Signer() 
            } 
  
            val awsRequest = toAWSRequest(originalRequest, serviceName) 
            signer.setServiceName(serviceName) 
            signer.sign(awsRequest, credentialsProvider.credentials) 
  
            return chain.proceed(toSignedOkHttpRequest(awsRequest, originalRequest)) 
        } 
  
        return chain.proceed(originalRequest) 
    } 
  
    companion object { 
        fun toAWSRequest(request: Request, serviceName: String): DefaultRequest<Any> { 
            // clone the request (AWS-style) so that it can be populated with credentials 
            val dr = DefaultRequest<Any>(serviceName) 
  
            // copy request info 
            dr.httpMethod = HttpMethodName.valueOf(request.method()) 
            with(request.url()) { 
                dr.resourcePath = uri().path 
                dr.endpoint = URI.create("${scheme()}://${host()}") 
  
                // copy parameters 
                for (p in queryParameterNames()) { 
                    if (p != "") { 
                        dr.addParameter(p, queryParameter(p)) 
                    } 
                } 
            } 
  
            // copy headers 
            for (h in request.headers().names()) { 
                dr.addHeader(h, request.header(h)) 
            } 
  
            // copy the request body 
            val bodyBytes = request.body()?.let { body -> 
                val buffer = Buffer() 
                body.writeTo(buffer) 
                IOUtils.toByteArray(buffer.inputStream()) 
            } 
  
            dr.content = ByteArrayInputStream(bodyBytes ?: ByteArray(0)) 
  
            return dr 
        } 
  
        fun toSignedOkHttpRequest( 
            awsRequest: DefaultRequest<Any>, 
            originalRequest: Request 
        ): Requ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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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py signed request back into an OkHttp Request 
            val builder = Request.Builder() 
  
            // copy headers from the signed request 
            for ((k, v) in awsRequest.headers) { 
                builder.addHeader(k, v) 
            } 
  
            // start building an HttpUrl 
            val urlBuilder = HttpUrl.Builder() 
                .host(awsRequest.endpoint.host) 
                .scheme(awsRequest.endpoint.scheme) 
                .encodedPath(awsRequest.resourcePath) 
  
            // copy parameters from the signed request 
            for ((k, v) in awsRequest.parameters) { 
                urlBuilder.addQueryParameter(k, v) 
            } 
  
            return builder.url(urlBuilder.build()) 
                .method(originalRequest.method(), originalRequest.body()) 
                .build() 
        } 
    }
}

构建应用程序：主要活动

主活动负责初始化将向用户显示的视图。这涉及：

• 实例化Amazon CognitoCredentialsProvider。
• 注册签名版本 4 拦截器。
• 通过将地图指向地图样式描述符并显示相应的属性来配置地图。

MainActivity还负责将生命周期事件转发到地图视图，使其能够在两次调用之间保留活动视口。

package aws.location.demo.maplibre 
  
import android.os.Bundle
import android.widget.TextView
import androidx.appcompat.app.AppCompatActivity
import aws.location.demo.okhttp.SigV4Interceptor
import com.amazonaws.auth.CognitoCachingCredentialsProvider
import com.amazonaws.regions.Regions
import com.mapbox.mapboxsdk.Mapbox
import com.mapbox.mapboxsdk.maps.MapView
import com.mapbox.mapboxsdk.maps.Style
import com.mapbox.mapboxsdk.module.http.HttpRequestUtil
import okhttp3.OkHttpClient 
  
private const val SERVICE_NAME = "geo" 
  
class MainActivity : AppCompatActivity() { 
    private var mapView: MapView? = null 
  
    override fun 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Bundle?) {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 configuration 
        val identityPoolId = getString(R.string.identityPoolId) 
        val region = getString(R.string.awsRegion) 
        val mapName = getString(R.string.map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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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redential initialization 
        val credentialProvider = CognitoCachingCredentialsProvider( 
            applicationContext, 
            identityPoolId, 
            Regions.fromName(identityPoolId.split(":").first()) 
        ) 
  
        // initialize MapLibre 
        Mapbox.getInstance(this, null) 
        HttpRequestUtil.setOkHttpClient( 
            OkHttpClient.Builder() 
                .addInterceptor(SigV4Interceptor(credentialProvider, SERVICE_NAME)) 
                .build() 
        ) 
  
        // initialize the view 
        setContentView(R.layout.activity_main) 
  
        // initialize the map view 
        mapView = findViewById(R.id.mapView) 
        mapView?.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mapView?.getMapAsync { map -> 
            map.setStyle( 
                Style.Builder() 
                    .fromUri("https://maps.geo.${region}.amazonaws.com/maps/v0/maps/
${mapName}/style-descriptor") 
            ) { style -> 
                findViewById<TextView>(R.id.attributionView).text = 
 style.sources.first()?.attribution 
            } 
        } 
    } 
  
    override fun onStart() { 
        super.onStart() 
        mapView?.onStart() 
    } 
  
    override fun onResume() { 
        super.onResume() 
        mapView?.onResume() 
    } 
  
    override fun onPause() { 
        super.onPause() 
        mapView?.onPause() 
    } 
  
    override fun onStop() { 
        super.onStop() 
        mapView?.onStop() 
    } 
  
    override fun onSaveInstanceState(outState: Bundle) { 
        super.onSaveInstanceState(outState) 
        mapView?.onSaveInstanceState(outState) 
    } 
  
    override fun onLowMemory() { 
        super.onLowMemory() 
        mapView?.onLowMemory() 
    } 
  
    override fun onDestroy() { 
        super.onDestr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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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pView?.onDestroy() 
    }
}

运行此应用程序以您选择的样式显示全屏地图。此示例作为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示例存储库的一部分提
供GitHub。

将适用于 iOS 的 MapLibre GL Native SDK 与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一起使用
使用适用于 iOS 的MapLibre GL 原生 SDK 将客户端地图嵌入到 iOS 应用程序中。

适用于 iOS 的 MapLibre GL Native SDK 是一个基于 Mapbox GL Nat ive 的库，与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地图 API 提供的样式和图块兼容。您可以集成适用于 iOS 的 MapLibre GL Native SDK，将交互式地图视图
和可扩展、可自定义的矢量地图嵌入到 iOS 应用程序中。

本教程介绍如何将适用于 iOS 的 MapLibre GL Native SDK 与亚马逊位置集成。本教程的示例应用程序作为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示例存储库的一部分提供GitHub。

构建应用程序：初始化

要初始化应用程序，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从应用程序模板创建一个新的 Xcode 项目。
2. 选择 SwiftUI 作为其接口。
3. 选择 SwiftUI 应用程序作为其生命周期。
4. 选择 Swift 作为其语言。

使用 Swift 包添加 MapLibre依赖关系

要向您的 Xcode 项目添加包依赖关系，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导航到 “文件” > “Swift 软件包” > “添加Package 依赖关系”。
2. 输入存储库 URL：https://github.com/maplibre/maplibre-gl-native-distribution

Note

有关 Swift 包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pple.com 上为应用程序添加Package 依赖关系
3. 在您的终端中，安装 CocoaPods：

sudo gem install cocoapods

4. 导航到应用程序的项目目录并使用 CocoaPods 包管理器初始化 Podfile：

pod init

5. 打开 P odfile 将其添加AWSCore为依赖项：

platform :ios, '12.0' 
  
target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Demo' do 
  use_frameworks! 
  
  pod 'AWSCore'
end

6. 下载并安装依赖项：

pod install --repo-update

96

https://github.com/aws-samples/amazon-location-samples
https://github.com/maplibre/maplibre-gl-native
https://github.com/mapbox/mapbox-gl-native
https://github.com/aws-samples/amazon-location-samples
https://developer.apple.com/documentation/xcode/adding_package_dependencies_to_your_app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
显示地图

7. 打开 CocoaPods 创建以下内容的 Xcode 工作区：

xed .

构建应用程序：配置

将以下键和值添加到 Info.plis t 以配置应用程序：

键 值

AWSRegion us-east-1

IdentityPoolId us-east-1:54 f2ba88-9390-498d-
aaa5-0d97fb7ca3bd

MapName ExampleMap

构建应用程序： ContentView 布局

要渲染地图，请编辑ContentView.swift：

• 添加MapView用于渲染地图的。
• 添加显示TextField归因的。

这也会设置地图的初始中心点。

import SwiftUI 
  
struct ContentView: View { 
    @State private var attribution = "" 
  
    var body: some View { 
        MapView(attribution: $attribution) 
            .centerCoordinate(.init(latitude: 49.2819, longitude: -123.1187)) 
            .zoomLevel(12) 
            .edgesIgnoringSafeArea(.all) 
            .overlay( 
                TextField("", text: $attribution) 
                    .disabled(true) 
                    .font(.system(size: 12, weight: .light, design: .default)) 
                    .foregroundColor(.black) 
                    .background(Color.init(Color.RGBColorSpace.sRGB, white: 0.5, opacity: 
 0.5)) 
                    .cornerRadius(1), 
                alignment: .bottomTrailing) 
    }
} 
  
struct ContentView_Previews: PreviewProvider { 
    static var previews: some View { 
        ContentView() 
    }
}

Note

您必须在应用程序或文档中为所使用的每个数据提供商提供文字商标或文本归因。归因字符串包含
在sources.esri.attribution、sources.here.attribution和source.grabmaptiles.attribution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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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样式描述符响应中。在数据提供商处使用 Amazon Location 资源时，请务必阅读服务条款和条
件。

构建应用程序：请求转换

创建一个名为的新 Swift 文件，AWSSignatureV4Delegate.swift其中包含以下类定义，以拦截 AWS 请
求并使用签名版本 4 对请求进行签名。该类的实例将被指定为离线存储委托人，该委托还负责在地图视图中
重写 URL。

import AWSCore
import Mapbox 
  
class AWSSignatureV4Delegate : NSObject, MGLOfflineStorageDelegate { 
    private let region: AWSRegionType 
    private let identityPoolId: String 
    private let credentialsProvider: AWSCredentialsProvider 
  
    init(region: AWSRegionType, identityPoolId: String) { 
        self.region = region 
        self.identityPoolId = identityPoolId 
        self.credentialsProvider = AWSCognitoCredentialsProvider(regionType: region, 
 identityPoolId: identityPoolId) 
        super.init() 
    } 
  
    class func doubleEncode(path: String) -> String? { 
        return path.addingPercentEncoding(withAllowedCharacters: .urlPathAllowed)? 
            .addingPercentEncoding(withAllowedCharacters: .urlPathAllowed) 
    } 
  
    func offlineStorage(_ storage: MGLOfflineStorage, urlForResourceOf kind: 
 MGLResourceKind, with url: URL) -> URL { 
        if url.host?.contains("amazonaws.com") != true { 
            // not an AWS URL 
            return url 
        } 
  
        // URL-encode spaces, etc. 
        let keyPath = String(url.path.dropFirst()) 
        guard let percentEncodedKeyPath = 
 keyPath.addingPercentEncoding(withAllowedCharacters: .urlPathAllowed) else { 
            print("Invalid characters in path '\(keyPath)'; unsafe to sign") 
            return url 
        } 
  
        let endpoint = AWSEndpoint(region: region, serviceName: "geo", url: url) 
        let requestHeaders: [String: String] = ["host": endpoint!.hostName] 
  
        // sign the URL 
        let task = AWSSignatureV4Signer 
            .generateQueryStringForSignatureV4( 
                withCredentialProvider: credentialsProvider, 
                httpMethod: .GET, 
                expireDuration: 60, 
                endpoint: endpoint!, 
                // workaround for https://github.com/aws-amplify/aws-sdk-ios/issues/3215 
                keyPath: AWSSignatureV4Delegate.doubleEncode(path: percentEncodedKeyPath), 
                requestHeaders: requestHeaders, 
                requestParameters: .none, 
                signBody: true) 
        task.waitUntilFinished() 
  
        if let error = task.error as NSError? { 
            print("Error occurred: \(err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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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let result = task.result { 
            var urlComponents = URLComponents(url: (result as URL), 
 resolvingAgainstBaseURL: false)! 
            // re-use the original path; workaround for https://github.com/aws-amplify/aws-
sdk-ios/issues/3215 
            urlComponents.path = url.path 
  
            // have Mapbox GL fetch the signed URL 
            return (urlComponents.url)! 
        } 
  
        // fall back to an unsigned URL 
        return url 
    }
}

构建应用程序：地图视图

Map View 负责初始化实例AWSSignatureV4Delegate并配置底层实例MGLMapView，后者获取资源并呈
现地图。它还负责将归因字符串从样式描述符的来源传播回到ContentView。

创建一个名为的新 Swift 文件，MapView.swift其中包含以下struct定义：

import SwiftUI
import AWSCore
import Mapbox 
  
struct MapView: UIViewRepresentable { 
    @Binding var attribution: String 
  
    private var mapView: MGLMapView 
    private var signingDelegate: MGLOfflineStorageDelegate 
  
    init(attribution: Binding<String>) { 
        let regionName = Bundle.main.object(forInfoDictionaryKey: "AWSRegion") as! String 
        let identityPoolId = Bundle.main.object(forInfoDictionaryKey: "IdentityPoolId") as! 
 String 
        let mapName = Bundle.main.object(forInfoDictionaryKey: "MapName") as! String 
  
        let region = (regionName as NSString).aws_regionTypeValue() 
  
        // MGLOfflineStorage doesn't take ownership, so this needs to be a member here 
        signingDelegate = AWSSignatureV4Delegate(region: region, identityPoolId: 
 identityPoolId) 
  
        // register a delegate that will handle SigV4 signing 
        MGLOfflineStorage.shared.delegate = signingDelegate 
  
        mapView = MGLMapView( 
            frame: .zero, 
            styleURL: URL(string: "https://maps.geo.\(regionName).amazonaws.com/maps/v0/
maps/\(mapName)/style-descriptor")) 
  
        _attribution = attribution 
    } 
  
    func makeCoordinator() -> Coordinator { 
        Coordinator($attribution) 
    } 
  
    class Coordinator: NSObject, MGLMapViewDelegate { 
        var attribution: Binding<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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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it(_ attribution: Binding<String>) { 
            self.attribution = attribution 
        } 
  
        func mapView(_ mapView: MGLMapView, didFinishLoading style: MGLStyle) { 
            let source = style.sources.first as? MGLVectorTileSource 
            let attribution = source?.attributionInfos.first 
            self.attribution.wrappedValue = attribution?.title.string ?? "" 
        } 
    } 
  
    // MARK: - UIViewRepresentable protocol 
  
    func makeUIView(context: UIViewRepresentableContext<MapView>) -> MGLMapView { 
        mapView.delegate = context.coordinator 
  
        mapView.logoView.isHidden = true 
        mapView.attributionButton.isHidden = true 
        return mapView 
    } 
  
    func updateUIView(_ uiView: MGLMapView, context: UIViewRepresentableContext<MapView>) { 
    } 
  
    // MARK: - MGLMapView proxy 
  
    func centerCoordinate(_ centerCoordinate: CLLocationCoordinate2D) -> MapView { 
        mapView.centerCoordinate = centerCoordinate 
        return self 
    } 
  
    func zoomLevel(_ zoomLevel: Double) -> MapView { 
        mapView.zoomLevel = zoomLevel 
        return self 
    }
}

运行此应用程序以您选择的样式显示全屏地图。此示例作为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示例存储库的一部分提
供GitHub。

将 TangLocation Service
本节提供以下有关如何将 Tangram 与 Amazon Location 集成的教程。

Important

以下教程中的七巧板样式仅与使用该样VectorHereContrast式配置的亚马逊位置地图资源兼
容。

以下是使用VectorHereContrast样式创建名为的新地图资源的AWS CLI TangramExampleMap命令的示
例：

aws --region us-east-1 \ 
  location \ 
  create-map \ 
  --map-name "TangramExampleMap" \ 
  --configuration "Style=VectorHereContrast" 

Note

计费由您的使用情况决定。您可能会因使用其他AWS服务而产生费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LocatiLocation Service c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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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将 TangLocation Service (p. 101)
• 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中使用安卓版 Tangram ES (p. 109)
• 将 iOS 版 Tangram ES 与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配合使用 (p. 114)

将 TangLocation Service
Tangram 是一种灵活的制图引擎，专为实时渲染矢量图块中的 2D 和 3D 地图而设计。它可以与 Mapzen 
设计的样式和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地图 API 提供的 HERE 图块一起使用。本指南描述了如何在基本的 
HTML/JavaScript 应用程序中将 Tangram 与 Amazon Location 集成，尽管相同的库和技术也适用于使用 
React 和 Angular 等框架。

Tangram 建立在 Lea flet 之上，Leaflet 是一个用于存放适合移动设备的交互式地图的开源 JavaScript 库。这
意味着许多与 Leaflet 兼容的插件和控件也可以与 Tangram 一起使用。

使用 HERE 的地图时，专为 Tilezen 架构构建的七巧板样式在很大程度上与 Amazon Location 兼容。其中包
括：

• Bubble Wrap — 功能齐全的寻路风格，带有用于显示兴趣点的有用图标
• Cinnabar — 经典外观，是常规测绘应用的首选
• Refill — 专为数据可视化叠加而设计的极简主义地图风格，灵感来自 Stamen Design 开创性的 Toner 风格
• Tron — 探索 TRON 视觉语言中的尺度转换
• Walk about — 一种以户外为重点的风格，非常适合徒步旅行或外出旅行

本指南介绍如何使用名为 B ubble W rap 的七巧板样式将 Tangram 与 Amazon Location 集成到基本 HTML/
JavaScript 应用程序中。此示例作为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示例存储库的一部分提供GitHub。

虽然其他七巧板样式最好搭配对地形信息进行编码的栅格图块，但Amazon Location尚不支持此功能。
Important

以下教程中的七巧板样式仅与使用该样VectorHereContrast式配置的亚马逊位置地图资源兼
容。

构建应用程序：脚手架

该应用程序是一个 HTML 页面 JavaScript ，用于在 Web 应用程序上构建地图。创建 HTML 页面 
(index.html) 并创建地图的容器：

• 输入带有 of 地图id的div元素，将地图的尺寸应用于地图视图。
• 维度继承自视区。

<html> 
  <head> 
    <style> 
      body { 
        margin: 0; 
      } 
  
      #map { 
        height: 100vh; /* 100% of viewport height */ 
      } 
    </style> 
  </head> 
  <body> 
    <!-- map container --> 
    <div id="ma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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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dy>
</html>

构建应用程序：添加依赖关系

添加以下依赖关系：

• 传单及其相关的 CSS。
• 七巧板。
• 适用于 JavaScript. 的 AWS 开发工具

<!-- CSS dependencies -->
<link 
  rel="stylesheet" 
  href="https://unpkg.com/leaflet@1.7.1/dist/leaflet.css" 
  integrity="sha512-xodZBNTC5n17Xt2atTPuE1HxjVMSvLVW9ocqUKLsCC5CXdbqCmblAshOMAS6/keqq/
sMZMZ19scR4PsZChSR7A==" 
  crossorigin=""
/>
<!-- JavaScript dependencies -->
<script src="https://unpkg.com/leaflet@1.7.1/dist/leaflet.js"></script>
<script src="https://unpkg.com/tangram"></script>
<script src="https://sdk.amazonaws.com/js/aws-sdk-2.784.0.min.js"></script>
<script> 
  // application-specific code
</script>

这将创建一个包含必要先决条件的空白页面。下一步将指导您为应用程序编写 JavaScript 代码。

构建应用程序：配置

要使用您的资源和证书配置应用程序，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输入您的资源的名称和标识符。

// Cognito Identity Pool ID
const identityPoolId = "us-east-1:54f2ba88-9390-498d-aaa5-0d97fb7ca3bd";
//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map name; must be HERE-backed
const mapName = "TangramExampleMap";

2. 使用您在使用地图-步骤 2，设置 (p. 82)身份验证中创建的未经身份验证的身份池实例化凭证提供
商。由于这使用的是正常的 AWS SDK 工作流程之外的证书，因此会话将在一小时后过期。

// extract the region from the Identity Pool ID; this will be used for both Amazon 
 Cognito and Amazon Location
AWS.config.region = identityPoolId.split(":", 1)[0]; 
  
// instantiate a Cognito-backed credential provider
const credentials = new AWS.CognitoIdentityCredentials({ 
  IdentityPoolId: identityPoolId,
});

3. 虽然 Tangram 允许你覆盖用于获取图块的 URL，但它不包括拦截请求以便对它们进行签名的功能。

要解决此问题，sources.mapzen.url请改为使用合成主机名指向 Amazon 
Locationamazon.location，该名称将由服务人员处理。以下是使用 Bubble Wrap 进行场景配置的示
例：

const scen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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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ort: [ 
    // Bubble Wrap style 
    "https://www.nextzen.org/carto/bubble-wrap-style/10/bubble-wrap-style.zip", 
    "https://www.nextzen.org/carto/bubble-wrap-style/10/themes/label-7.zip", 
    "https://www.nextzen.org/carto/bubble-wrap-style/10/themes/bubble-wrap-road-
shields-usa.zip", 
    "https://www.nextzen.org/carto/bubble-wrap-style/10/themes/bubble-wrap-road-
shields-international.zip", 
  ], 
  // override values beneath the `sources` key in the style above 
  sources: { 
    mapzen: { 
      // point at Amazon Location using a synthetic URL, which will be handled by the 
 service 
      // worker 
      url: `https://amazon.location/${mapName}/{z}/{x}/{y}`, 
    }, 
    // effectively disable raster tiles containing encoded normals 
    normals: { 
      max_zoom: 0, 
    }, 
    "normals-elevation": { 
      max_zoom: 0, 
    }, 
  },
};

构建应用程序：请求转换

要注册和初始化服务工作者，请创建一个要在初始化地图之前调registerServiceWorker用的函数。这将
注册一个名为服务工作线程控制sw.js的单独文件中提供的 JavaScript 代码index.html。

证书从 Amazon Cognito 加载并与区域一起传递给服务工作人员，以提供信息，以便使用签名版本 4 签署磁
贴请求。

/** 
 * Register a service worker that will rewrite and sign requests using Signature Version 4. 
 */
async function registerServiceWorker() { 
  if ("serviceWorker" in navigator) { 
    try { 
      const reg = await navigator.serviceWorker.register("./sw.js"); 
  
      // refresh credentials from Amazon Cognito 
      await credentials.refreshPromise(); 
  
      await reg.active.ready; 
  
      if (navigator.serviceWorker.controller == null) { 
        // trigger a navigate event to active the controller for this page 
        window.location.reload(); 
      } 
  
      // pass credentials to the service worker 
      reg.active.postMessage({ 
        credentials: { 
          accessKeyId: credentials.accessKeyId, 
          secretAccessKey: credentials.secretAccessKey, 
          sessionToken: credentials.sessionToken, 
        }, 
        region: AWS.config.region, 
      }); 
    } catch (error) { 

103

https://docs.aws.amazon.com/general/latest/gr/signature-version-4.html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
显示地图

      console.error("Service worker registration failed:", error); 
    } 
  } else { 
    console.warn("Service worker support is required for this example"); 
  }
}

中的 Service Worker 实现会sw.js侦听message事件以获取凭证和区域配置更改。它还通过监听fetch事
件充当代理服务器。 fetch针对amazon.location合成主机名的事件将被重写为针对相应的亚马逊位置 
API，并使用 Amplify Core 进行签名Signer。

// sw.js
self.importScripts( 
  "https://unpkg.com/@aws-amplify/core@3.7.0/dist/aws-amplify-core.min.js"
); 
  
const { Signer } = aws_amplify_core; 
  
let credentials;
let region; 
  
self.addEventListener("install", (event) => { 
  // install immediately 
  event.waitUntil(self.skipWaiting());
}); 
  
self.addEventListener("activate", (event) => { 
  // control clients ASAP 
  event.waitUntil(self.clients.claim());
}); 
  
self.addEventListener("message", (event) => { 
  const { 
    data: { credentials: newCredentials, region: newRegion }, 
  } = event; 
  
  if (newCredentials != null) { 
    credentials = newCredentials; 
  } 
  
  if (newRegion != null) { 
    region = newRegion; 
  }
}); 
  
async function signedFetch(request) { 
  const url = new URL(request.url); 
  const path = url.pathname.slice(1).split("/"); 
  
  // update URL to point to Amazon Location 
  url.pathname = `/maps/v0/maps/${path[0]}/tiles/${path.slice(1).join("/")}`; 
  url.host = `maps.geo.${region}.amazonaws.com`; 
  // strip params (Tangram generates an empty api_key param) 
  url.search = ""; 
  
  const signed = Signer.signUrl(url.toString(), { 
    access_key: credentials.accessKeyId, 
    secret_key: credentials.secretAccessKey, 
    session_token: credentials.sessionToken, 
  }); 
  
  return fetch(sign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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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addEventListener("fetch", (event) => { 
  const { request } = event; 
  
  // match the synthetic hostname we're telling Tangram to use 
  if (request.url.includes("amazon.location")) { 
    return event.respondWith(signedFetch(request)); 
  } 
  
  // fetch normally 
  return event.respondWith(fetch(request));
});

要自动续订凭证并在证书到期之前将其发送给服务工作者，请在其中使用以下函数index.html：

async function refreshCredentials() { 
  await credentials.refreshPromise(); 
  
  if ("serviceWorker" in navigator) { 
    const controller = navigator.serviceWorker.controller; 
  
    controller.postMessage({ 
      credentials: { 
        accessKeyId: credentials.accessKeyId, 
        secretAccessKey: credentials.secretAccessKey, 
        sessionToken: credentials.sessionToken, 
      }, 
    }); 
  } else { 
    console.warn("Service worker support is required for this example."); 
  } 
  
  // schedule the next credential refresh when they're about to expire 
  setTimeout(refreshCredentials, credentials.expireTime - new Date());
}

构建应用程序：地图初始化

要在加载页面后显示地图，必须初始化地图。您可以选择调整初始地图位置、添加其他控件和叠加数据。
Note

您必须在应用程序或文档中为所使用的每个数据提供商提供文字商标或文本归因。归因字符串包含
在sources.esri.attribution、sources.here.attribution和source.grabmaptiles.attribution键
下的样式描述符响应中。
由于 Tangram 不请求这些资源，并且仅与 HERE 中的地图兼容，因此请使用 “© 2020 HERE”。
在数据提供商处使用 Amazon Location 资源时，请务必阅读服务条款和条件。

/** 
 * Initialize a map. 
 */
async function initializeMap() { 
  // register the service worker to handle requests to https://amazon.location 
  await registerServiceWorker(); 
  
  // Initialize the map 
  const map = L.map("map").setView([49.2819, -123.1187], 10); 
  Tangram.leafletLayer({ 
    scene, 
  }).addTo(map); 
  map.attributionControl.setPrefix(""); 
  map.attributionControl.addAttribution("© 2020 HE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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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lizeMap();

运行应用程序

要运行此示例，您可以：

• 使用支持 HTTPS 的主机，
• 使用本地 Web 服务器遵守服务工作者的安全限制。

要使用本地 Web 服务器，你可以使用 npx，因为它是作为 Node.js 的一部分安装的。可以在index.html和
的同一目录npx serve中使用sw.js。这为本地主机:5000 上的应用程序提供服务。

以下是index.html文件：

<!-- index.html -->
<html> 
  <head> 
    <link 
      rel="stylesheet" 
      href="https://unpkg.com/leaflet@1.7.1/dist/leaflet.css" 
      integrity="sha512-xodZBNTC5n17Xt2atTPuE1HxjVMSvLVW9ocqUKLsCC5CXdbqCmblAshOMAS6/keqq/
sMZMZ19scR4PsZChSR7A==" 
      crossorigin="" 
    /> 
    <style> 
      body { 
        margin: 0; 
      } 
  
      #map { 
        height: 100vh; 
      } 
    </style> 
  </head> 
  
  <body> 
    <div id="map" /> 
    <script src="https://unpkg.com/leaflet@1.7.1/dist/leaflet.js"></script> 
    <script src="https://unpkg.com/tangram"></script> 
    <script src="https://sdk.amazonaws.com/js/aws-sdk-2.784.0.min.js"></script> 
    <script> 
      // configuration 
      // Cognito Identity Pool ID 
      const identityPoolId = "<Identity Pool ID>"; 
      //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Map name; must be HERE-backed 
      const mapName = "<Map name>"; 
  
      AWS.config.region = identityPoolId.split(":")[0]; 
  
      // instantiate a credential provider 
      credentials = new AWS.CognitoIdentityCredentials({ 
        IdentityPoolId: identityPoolId, 
      }); 
  
      const scene = { 
        import: [ 
          // Bubble Wrap style 
          "https://www.nextzen.org/carto/bubble-wrap-style/10/bubble-wrap-style.zip", 
          "https://www.nextzen.org/carto/bubble-wrap-style/10/themes/label-7.zip", 
          "https://www.nextzen.org/carto/bubble-wrap-style/10/themes/bubble-wrap-road-
shields-usa.zip", 
          "https://www.nextzen.org/carto/bubble-wrap-style/10/themes/bubble-wrap-road-
shields-international.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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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override values beneath the `sources` key in the style above 
        sources: { 
          mapzen: { 
            // point at Amazon Location using a synthetic URL, which will be handled by the 
 service 
            // worker 
            url: `https://amazon.location/${mapName}/{z}/{x}/{y}`, 
          }, 
          // effectively disable raster tiles containing encoded normals 
          normals: { 
            max_zoom: 0, 
          }, 
          "normals-elevation": { 
            max_zoom: 0, 
          }, 
        }, 
      }; 
  
      /** 
       * Register a service worker that will rewrite and sign requests using Signature 
 Version 4. 
       */ 
      async function registerServiceWorker() { 
        if ("serviceWorker" in navigator) { 
          try { 
            const reg = await navigator.serviceWorker.register("./sw.js"); 
  
            // refresh credentials from Amazon Cognito 
            await credentials.refreshPromise(); 
  
            await reg.active.ready; 
  
            if (navigator.serviceWorker.controller == null) { 
              // trigger a navigate event to active the controller for this page 
              window.location.reload(); 
            } 
  
            // pass credentials to the service worker 
            reg.active.postMessage({ 
              credentials: { 
                accessKeyId: credentials.accessKeyId, 
                secretAccessKey: credentials.secretAccessKey, 
                sessionToken: credentials.sessionToken, 
              }, 
              region: AWS.config.region, 
            }); 
          } catch (error) { 
            console.error("Service worker registration failed:", error); 
          } 
        } else { 
          console.warn("Service Worker support is required for this example"); 
        } 
      } 
  
      /** 
       * Initialize a map. 
       */ 
      async function initializeMap() { 
        // register the service worker to handle requests to https://amazon.location 
        await registerServiceWorker(); 
  
        // Initialize the map 
        const map = L.map("map").setView([49.2819, -123.1187], 10); 
        Tangram.leafletLayer({ 
          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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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To(map); 
        map.attributionControl.setPrefix(""); 
        map.attributionControl.addAttribution("© 2020 HERE"); 
      } 
  
      initializeMap(); 
    </script> 
  </body>
</html>

以下是sw.js文件：

// sw.js
self.importScripts( 
  "https://unpkg.com/@aws-amplify/core@3.7.0/dist/aws-amplify-core.min.js"
); 
  
const { Signer } = aws_amplify_core; 
  
let credentials;
let region; 
  
self.addEventListener("install", (event) => { 
  // install immediately 
  event.waitUntil(self.skipWaiting());
}); 
  
self.addEventListener("activate", (event) => { 
  // control clients ASAP 
  event.waitUntil(self.clients.claim());
}); 
  
self.addEventListener("message", (event) => { 
  const { 
    data: { credentials: newCredentials, region: newRegion }, 
  } = event; 
  
  if (newCredentials != null) { 
    credentials = newCredentials; 
  } 
  
  if (newRegion != null) { 
    region = newRegion; 
  }
}); 
  
async function signedFetch(request) { 
  const url = new URL(request.url); 
  const path = url.pathname.slice(1).split("/"); 
  
  // update URL to point to Amazon Location 
  url.pathname = `/maps/v0/maps/${path[0]}/tiles/${path.slice(1).join("/")}`; 
  url.host = `maps.geo.${region}.amazonaws.com`; 
  // strip params (Tangram generates an empty api_key param) 
  url.search = ""; 
  
  const signed = Signer.signUrl(url.toString(), { 
    access_key: credentials.accessKeyId, 
    secret_key: credentials.secretAccessKey, 
    session_token: credentials.sessionToken, 
  }); 
  
  return fetch(sign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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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addEventListener("fetch", (event) => { 
  const { request } = event; 
  
  // match the synthetic hostname we're telling Tangram to use 
  if (request.url.includes("amazon.location")) { 
    return event.respondWith(signedFetch(request)); 
  } 
  
  // fetch normally 
  return event.respondWith(fetch(request));
});

此示例作为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示例存储库的一部分提供GitHub。

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中使用安卓版 Tangram ES

Tangram ES 是一个 C++ 库，用于使用 OpenGL ES 根据矢量数据渲染二维和三维地图。它是七巧板的原生
对应物。

使用 HERE 的地图时，专为 Tilezen 架构构建的七巧板样式在很大程度上与 Amazon Location 兼容。其中包
括：

• Bubble Wrap — 功能齐全的寻路风格，带有用于显示兴趣点的有用图标。
• Cinnabar — 外观经典，是常规测绘应用的首选。
• Refill — 一种专为数据可视化叠加而设计的极简主义地图风格，灵感来自 Stamen Design 开创性的 Toner 

风格。
• Tron — 探索波场视觉语言中的尺度转换。
• Walk about — 一种以户外为重点的风格，非常适合徒步旅行或外出旅行。

本指南介绍如何使用名为 Cinnabar 的 Tangram 风格将 Android 版 Tangram ES 与亚马逊位置集成在一起。
此示例作为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示例存储库的一部分提供GitHub。

虽然其他七巧板样式最好搭配对地形信息进行编码的栅格图块，但Amazon Location尚不支持此功能。

Important

以下教程中的七巧板样式仅与使用该样VectorHereContrast式配置的亚马逊位置地图资源兼
容。

构建应用程序：初始化

要初始化应用程序，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使用空白活动模板创建一个新的 Android Studio 项目。
2. 确保选择 Kotlin 作为项目语言。
3. 选择 API 16 的最低 SDK：安卓 4.1（Jelly Bean）或更高版本。
4. 打开 “项目结构” 以选择文件、项目结构... ，然后选择 “依赖关系” 部分。
5. <All Modules>选中后，选择 + 按钮添加新的库依赖关系。
6. 添加 AWS 安卓软件开发工具包版本 2.19.1 或更高版本。例如：com.amazonaws:aws-android-

sdk-core:2.19.1
7. 添加七巧板 0.13.0 或更高版本。例如：com.mapzen.tangram:tangram:0.13.0。

Note

搜索 T angram：com.mapzen.tangram:tangram:0.13.0将生成 “未找到” 的消息，但选择 
“确定” 将允许将其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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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应用程序：配置

要使用您的资源和AWS区域配置应用程序，请执行以下操作：

1. Create app/src/main/res/values/configuration.xml。
2. 输入您的资源的名称和标识符，以及创建资源的AWS区域：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esources> 
    <string name="identityPoolId">us-east-1:54f2ba88-9390-498d-aaa5-0d97fb7ca3bd</string> 
    <string name="mapName">TangramExampleMap</string> 
    <string name="awsRegion">us-east-1</string> 
    <string name="sceneUrl">https://www.nextzen.org/carto/cinnabar-style/9/cinnabar-
style.zip</string> 
    <string name="attribution">© 2020 HERE</string>
</resources>

构建应用程序：活动布局

编辑app/src/main/res/layout/activity_main.xml：

• 添加 aMapView，用于渲染地图。这也将设置地图的初始中心点。
• 添加 aTextView，显示属性。

这也将设置地图的初始中心点。
Note

您必须在应用程序或文档中为所使用的每个数据提供商提供文字商标或文本归因。归因字符串包含
在sources.esri.attribution、sources.here.attribution和source.grabmaptiles.attribution键
下的样式描述符响应中。
由于 Tangram 不请求这些资源，并且仅与 HERE 中的地图兼容，因此请使用 “© 2020 HERE”。
在数据提供商处使用 Amazon Location 资源时，请务必阅读服务条款和条件。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androidx.constraintlayout.widget.ConstraintLayou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xmlns:app="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uto" 
    xmlns:tools="http://schemas.android.com/tools"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tools:context=".MainActivity"> 
  
    <com.mapzen.tangram.MapView 
        android:id="@+id/map"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 
  
    <TextView 
        android:id="@+id/attributionView"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background="#80808080" 
        android:padding="5sp" 
        android:textColor="@android:color/black" 
        android:textSize="10sp" 
        app:layout_constraintBottom_toBottomOf="parent" 
        app:layout_constraintEnd_toEndOf="parent" 
        tools:ignore="SmallSp" />
</androidx.constraintlayout.widget.Constraint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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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应用程序：请求转换

创建一个名为的类SigV4Interceptor来拦截AWS请求并使用签名版本 4 对请求进行签名。将在创建主活
动时将其注册到用于获取地图资源的 HTTP 客户端。

package aws.location.demo.okhttp 
  
import com.amazonaws.DefaultRequest
import com.amazonaws.auth.AWS4Signer
import com.amazonaws.auth.AWSCredentialsProvider
import com.amazonaws.http.HttpMethodName
import com.amazonaws.util.IOUtils
import okhttp3.HttpUrl
import okhttp3.Interceptor
import okhttp3.Request
import okhttp3.Response
import okio.Buffer
import java.io.ByteArrayInputStream
import java.net.URI 
  
class SigV4Interceptor( 
    private val credentialsProvider: AWSCredentialsProvider, 
    private val serviceName: String
) : Interceptor { 
    override fun intercept(chain: Interceptor.Chain): Response { 
        val originalRequest = chain.request() 
  
        if (originalRequest.url().host().contains("amazonaws.com")) { 
            val signer = if (originalRequest.url().encodedPath().contains("@")) { 
                // the presence of "@" indicates that it doesn't need to be double URL-
encoded 
                AWS4Signer(false) 
            } else { 
                AWS4Signer() 
            } 
  
            val awsRequest = toAWSRequest(originalRequest, serviceName) 
            signer.setServiceName(serviceName) 
            signer.sign(awsRequest, credentialsProvider.credentials) 
  
            return chain.proceed(toSignedOkHttpRequest(awsRequest, originalRequest)) 
        } 
  
        return chain.proceed(originalRequest) 
    } 
  
    companion object { 
        fun toAWSRequest(request: Request, serviceName: String): DefaultRequest<Any> { 
            // clone the request (AWS-style) so that it can be populated with credentials 
            val dr = DefaultRequest<Any>(serviceName) 
  
            // copy request info 
            dr.httpMethod = HttpMethodName.valueOf(request.method()) 
            with(request.url()) { 
                dr.resourcePath = uri().path 
                dr.endpoint = URI.create("${scheme()}://${host()}") 
  
                // copy parameters 
                for (p in queryParameterNames()) { 
                    if (p != "") { 
                        dr.addParameter(p, queryParameter(p))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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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py headers 
            for (h in request.headers().names()) { 
                dr.addHeader(h, request.header(h)) 
            } 
  
            // copy the request body 
            val bodyBytes = request.body()?.let { body -> 
                val buffer = Buffer() 
                body.writeTo(buffer) 
                IOUtils.toByteArray(buffer.inputStream()) 
            } 
  
            dr.content = ByteArrayInputStream(bodyBytes ?: ByteArray(0)) 
  
            return dr 
        } 
  
        fun toSignedOkHttpRequest( 
            awsRequest: DefaultRequest<Any>, 
            originalRequest: Request 
        ): Request { 
            // copy signed request back into an OkHttp Request 
            val builder = Request.Builder() 
  
            // copy headers from the signed request 
            for ((k, v) in awsRequest.headers) { 
                builder.addHeader(k, v) 
            } 
  
            // start building an HttpUrl 
            val urlBuilder = HttpUrl.Builder() 
                .host(awsRequest.endpoint.host) 
                .scheme(awsRequest.endpoint.scheme) 
                .encodedPath(awsRequest.resourcePath) 
  
            // copy parameters from the signed request 
            for ((k, v) in awsRequest.parameters) { 
                urlBuilder.addQueryParameter(k, v) 
            } 
  
            return builder.url(urlBuilder.build()) 
                .method(originalRequest.method(), originalRequest.body()) 
                .build() 
        } 
    }
}

构建应用程序：主要活动

主活动负责初始化将向用户显示的视图。这涉及：

• 实例化Amazon CognitoCredentialsProvider。
• 注册签名版本 4 拦截器。
• 通过将地图指向地图样式、覆盖图块网址并显示相应的属性来配置地图。

MainActivity还负责将生命周期事件转发到地图视图。

package aws.location.demo.tangram 
  
import android.os.Bundle
import android.widget.TextView
import androidx.appcompat.app.AppCompat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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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aws.location.demo.okhttp.SigV4Interceptor
import com.amazonaws.auth.CognitoCachingCredentialsProvider
import com.amazonaws.regions.Regions
import com.mapzen.tangram.*
import com.mapzen.tangram.networking.DefaultHttpHandler
import com.mapzen.tangram.networking.HttpHandler 
  
private const val SERVICE_NAME = "geo" 
  
class MainActivity : AppCompatActivity(), MapView.MapReadyCallback { 
    private var mapView: MapView? = null 
  
    override fun 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Bundle?) {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setContentView(R.layout.activity_main) 
  
        mapView = findViewById(R.id.map) 
  
        mapView?.getMapAsync(this, getHttpHandler()) 
        findViewById<TextView>(R.id.attributionView).text = getString(R.string.attribution) 
    } 
  
    override fun onMapReady(mapController: MapController?) { 
        val sceneUpdates = arrayListOf( 
            SceneUpdate( 
                "sources.mapzen.url", 
                "https://maps.geo.${getString(R.string.awsRegion)}.amazonaws.com/maps/v0/
maps/${ 
                    getString( 
                        R.string.mapName 
                    ) 
                }/tiles/{z}/{x}/{y}" 
            ) 
        ) 
  
        mapController?.let { map -> 
            map.updateCameraPosition( 
                CameraUpdateFactory.newLngLatZoom( 
                    LngLat(-123.1187, 49.2819), 
                    12F 
                ) 
            ) 
            map.loadSceneFileAsync( 
                getString(R.string.sceneUrl), 
                sceneUpdates 
            ) 
        } 
    } 
  
    private fun getHttpHandler(): HttpHandler { 
        val builder = DefaultHttpHandler.getClientBuilder() 
  
        val credentialsProvider = CognitoCachingCredentialsProvider( 
            applicationContext, 
            getString(R.string.identityPoolId), 
            Regions.US_EAST_1 
        ) 
  
        return DefaultHttpHandler( 
            builder.addInterceptor( 
                SigV4Interceptor( 
                    credentialsProvider, 
                    SERVICE_NAM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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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override fun onResume() { 
        super.onResume() 
        mapView?.onResume() 
    } 
  
    override fun onPause() { 
        super.onPause() 
        mapView?.onPause() 
    } 
  
    override fun onLowMemory() { 
        super.onLowMemory() 
        mapView?.onLowMemory() 
    } 
  
    override fun onDestroy() { 
        super.onDestroy() 
        mapView?.onDestroy() 
    }
}

运行此应用程序以您选择的样式显示全屏地图。此示例作为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示例存储库的一部分提
供GitHub。

将 iOS 版 Tangram ES 与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配合使用

Tangram ES 是一个 C++ 库，用于使用 OpenGL ES 根据矢量数据渲染二维和三维地图。它是七巧板的原生
对应物。

使用 HERE 的地图时，专为 Tilezen 架构构建的七巧板样式在很大程度上与 Amazon Location 兼容。其中包
括：

• Bubble Wrap — 功能齐全的寻路风格，带有用于显示兴趣点的有用图标
• Cinnabar — 经典外观，是常规测绘应用的首选
• Refill — 专为数据可视化叠加而设计的极简主义地图风格，灵感来自 Stamen Design 开创性的 Toner 风格
• Tron — 探索 TRON 视觉语言中的尺度转换
• Walk about — 一种以户外为重点的风格，非常适合徒步旅行或外出旅行

本指南介绍如何使用名为 Cinnabar 的七巧板风格将 iOS 版 Tangram ES 与亚马逊位置集成在一起。此示例
作为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示例存储库的一部分提供GitHub。

虽然其他七巧板样式最好搭配对地形信息进行编码的栅格图块，但Amazon Location尚不支持此功能。

Important

以下教程中的七巧板样式仅与使用该样VectorHereContrast式配置的亚马逊位置地图资源兼
容。

构建应用程序：初始化

要初始化应用程序，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从应用程序模板创建一个新的 Xcode 项目。
2. 选择 SwiftUI 作为其接口。
3. 选择 SwiftUI 应用程序作为其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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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 Swift 作为其语言。

构建应用程序：添加依赖关系

要添加依赖关系，可以使用依赖关系管理器，例如 CocoaPods：

1. 在您的终端中，安装 CocoaPods：

sudo gem install cocoapods

2. 导航到应用程序的项目目录并使用 CocoaPods包管理器初始化 Podfile：

pod init

3. 打开 P odfile 以添加AWSCore和Tangram-es作为依赖项：

platform :ios, '12.0' 
  
target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Demo' do 
  use_frameworks! 
  
  pod 'AWSCore' 
  pod 'Tangram-es'
end

4. 下载并安装依赖项：

pod install --repo-update

5. 打开 CocoaPods 创建以下内容的 Xcode 工作区：

xed .

构建应用程序：配置

将以下键和值添加到 Info.plis t 以配置应用程序并禁用遥测：

键 值

AWSRegion us-east-1

IdentityPoolId us-east-1:54 f2ba88-9390-498d-
aaa5-0d97fb7ca3bd

MapName ExampleMap

SceneURL https://www.nextzen.org/carto/cinnabar-style/9/
cinnabar-style.zip

构建应用程序： ContentView 布局

要渲染地图，请编辑ContentView.swift：

• 添加MapView用于渲染地图的。
• 添加显示TextField归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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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会设置地图的初始中心点。

Note

您必须在应用程序或文档中为所使用的每个数据提供商提供文字商标或文本归因。归因字符串包含
在sources.esri.attribution、sources.here.attribution和source.grabmaptiles.attribution键
下的样式描述符响应中。在数据提供商处使用 Amazon Location 资源时，请务必阅读服务条款和条
件。

import SwiftUI
import TangramMap 
  
struct ContentView: View { 
    var body: some View { 
        MapView() 
            .cameraPosition(TGCameraPosition( 
                                center: CLLocationCoordinate2DMake(49.2819, -123.1187), 
                                zoom: 10, 
                                bearing: 0, 
                                pitch: 0)) 
            .edgesIgnoringSafeArea(.all) 
            .overlay( 
                Text("© 2020 HERE") 
                    .disabled(true) 
                    .font(.system(size: 12, weight: .light, design: .default)) 
                    .foregroundColor(.black) 
                    .background(Color.init(Color.RGBColorSpace.sRGB, white: 0.5, opacity: 
 0.5)) 
                    .cornerRadius(1), 
                alignment: .bottomTrailing) 
    }
} 
  
struct ContentView_Previews: PreviewProvider { 
    static var previews: some View { 
        ContentView() 
    }
}

构建应用程序：请求转换

创建一个名为的新 Swift 文件，AWSSignatureV4URLHandler.swift其中包含以下类定义，以拦截AWS
请求并使用签名版本 4 对请求进行签名。这将注册为 Tangram 中的 URL 处理程序MapView。

import AWSCore
import TangramMap 
  
class AWSSignatureV4URLHandler: TGDefaultURLHandler { 
    private let region: AWSRegionType 
    private let identityPoolId: String 
    private let credentialsProvider: AWSCredentialsProvider 
  
    init(region: AWSRegionType, identityPoolId: String) { 
        self.region = region 
        self.identityPoolId = identityPoolId 
        self.credentialsProvider = AWSCognitoCredentialsProvider(regionType: region, 
 identityPoolId: identityPoolId) 
        super.init() 
    } 
  
    override func downloadRequestAsync(_ url: URL, completionHandler: @escaping 
 TGDownloadCompletionHandler) -> U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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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url.host?.contains("amazonaws.com") != true { 
            // not an AWS URL 
            return super.downloadRequestAsync(url, completionHandler: completionHandler) 
        } 
  
        // URL-encode spaces, etc. 
        let keyPath = String(url.path.dropFirst()) 
        guard let keyPathSafe = 
 keyPath.addingPercentEncoding(withAllowedCharacters: .urlPathAllowed) else { 
            print("Invalid characters in path '\(keyPath)'; unsafe to sign") 
            return super.downloadRequestAsync(url, completionHandler: completionHandler) 
        } 
  
        // sign the URL 
        let endpoint = AWSEndpoint(region: region, serviceName: "geo", url: url) 
        let requestHeaders: [String: String] = ["host": endpoint!.hostName] 
        let task = AWSSignatureV4Signer 
            .generateQueryStringForSignatureV4( 
                withCredentialProvider: credentialsProvider, 
                httpMethod: .GET, 
                expireDuration: 60, 
                endpoint: endpoint!, 
                keyPath: keyPathSafe, 
                requestHeaders: requestHeaders, 
                requestParameters: .none, 
                signBody: true) 
        task.waitUntilFinished() 
  
        if let error = task.error as NSError? { 
            print("Error occurred: \(error)") 
        } 
  
        if let result = task.result { 
            // have Tangram fetch the signed URL 
            return super.downloadRequestAsync(result as URL, completionHandler: 
 completionHandler) 
        } 
  
        // fall back to an unsigned URL 
        return super.downloadRequestAsync(url, completionHandler: completionHandler) 
    }
}

构建应用程序：地图视图

地图视图负责初始化实例AWSSignatureV4Delegate和配置底层实例MGLMapView，后者获取资源并渲染
地图。它还负责将归因字符串从样式描述符的来源传播回到ContentView。

创建一个名为的新 Swift 文件，MapView.swift其中包含以下struct定义：

import AWSCore
import TangramMap
import SwiftUI 
  
struct MapView: UIViewRepresentable { 
    private let mapView: TGMapView 
  
    init() { 
        let regionName = Bundle.main.object(forInfoDictionaryKey: "AWSRegion") as! String 
        let identityPoolId = Bundle.main.object(forInfoDictionaryKey: "IdentityPoolId") as! 
 String 
        let mapName = Bundle.main.object(forInfoDictionaryKey: "MapName") as! String 
        let sceneURL = URL(string: Bundle.main.object(forInfoDictionaryKey: "SceneURL") as!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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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region = (regionName as NSString).aws_regionTypeValue() 
  
        // rewrite tile URLs to point at AWS resources 
        let sceneUpdates = [ 
            TGSceneUpdate(path: "sources.mapzen.url", 
                          value: "https://maps.geo.\(regionName).amazonaws.com/maps/v0/
maps/\(mapName)/tiles/{z}/{x}/{y}")] 
  
        // instantiate a TGURLHandler that will sign AWS requests 
        let urlHandler = AWSSignatureV4URLHandler(region: region, identityPoolId: 
 identityPoolId) 
  
        // instantiate the map view and attach the URL handler 
        mapView = TGMapView(frame: .zero, urlHandler: urlHandler) 
  
        // load the map style and apply scene updates (properties modified at runtime) 
        mapView.loadScene(from: sceneURL, with: sceneUpdates) 
    } 
  
    func cameraPosition(_ cameraPosition: TGCameraPosition) -> MapView { 
        mapView.cameraPosition = cameraPosition 
  
        return self 
    } 
  
    // MARK: - UIViewRepresentable protocol 
  
    func makeUIView(context: Context) -> TGMapView { 
        return mapView 
    } 
  
    func updateUIView(_ uiView: TGMapView, context: Context) { 
    }
}

运行此应用程序以您选择的样式显示全屏地图。此示例作为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示例存储库的一部分提
供GitHub。

在地图上绘制数据要素
有了渲染地图的应用程序，使用 Amplify 或 Tangram 来渲染地图后，自然而然的下一步就是在地图顶部绘制
要素。 MapLibre例如，您可能希望将客户位置以标记形式运行。

通常，您可以使用地点搜索功能 (p. 122)从数据中查找位置，然后使用 Amplify 或 Tangram 的功能来呈现
位置。 MapLibre

要查看在地图上渲染不同类型对象的示例，请参阅以下 MapLibre 示例：

• 示例：绘制标记 (p. 210)
• 示例：绘制聚类点 (p. 210)
• 示例：绘制一个多边形 (p. 211)

有关更多示例和教程，请参阅使用 Amazon LotiLocation Service Service 的代码示例和教程 (p. 207)。

使用设置地图的范围 MapLibre
有时您不希望您的用户能够在整个世界中平移或缩放。如果您使用 MapLibre的是地图控件，则可以使用选项
限制地图控件的范围或边界，并使用minZoom和maxBoundsmaxZoom选项限制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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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代码示例显示如何初始化地图控件以将平移限制在特定边界（在本例中为 Grab 数据源的范围）。

Note

这些示例已在 JavaScript教程中并在本创建 Web 应用程序 (p. 5)教程的上下文中起作用。

// Set bounds to Grab data provider region  
var bounds = [ 
        [90.0, -21.943045533438166], // Southwest coordinates 
        [146.25, 31.952162238024968] // Northeast coordinates 
    ];

var mlglMap = new maplibregl.Map( 
    { 
    container: 'map', 
    style: mapName, 
    maxBounds: bounds // Sets bounds as max 
    transformRequest, 
    }
);

同样，您可以为地图设置最小和最大缩放级别。两者的值可以介于 0 到 24 之间，但最小缩放的默认值为 0，
最大缩放的默认值为 22（数据提供商可能无法在所有缩放级别上提供数据）。 大多数地图库会自动处理此
问题）。以下示例初始化了 MapLibre 地图控件上的minZoom和maxZoom选项。

// Set the minimum and maximum zoom levels  
var mlglMap = new maplibregl.Map( 
    { 
    container: 'map', 
    style: mapName, 
    maxZoom: 12, 
    minZoom: 5, 
    transformRequest, 
    }
);

Tip

MapLibre Map 控件还允许使用get...和set...函数在运行时而不是在初始化期间设置这些选
项。例如，使用getMaxBounds和setMaxBounds在运行时更改地图边界。

管理您的地图资源
您可以使用亚马逊位置控制台AWS CLI、或亚马逊位置 API 管理您的地图资源。

列出地图资源
您可以使用亚马逊位置控制台、或亚马逊位置 API 查看您的地图资源列表。AWS CLI

Console

使用 Amazon Location 控制台查看现有地图资源列表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location/ 打开亚马逊定位控制台。
2. 从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 A窗格中选择 Aucu
3. 在 “我的地图” 下查看您的地图资源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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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使用亚马逊位置图 API 中的ListMaps操作。

以下示例是一个 API 请求，用于获取AWS账户中的地图资源列表。

POST /maps/v0/list-maps

以下为响应示例ListMaps：

{ 
   "Entries": [  
      {  
         "CreateTime": 2020-10-30T01:38:36Z, 
         "DataSource": "Esri", 
         "Description": "string", 
         "MapName": "ExampleMap", 
         "UpdateTime": 2020-10-30T01:38:36Z 
      } 
   ], 
   "NextToken": "1234-5678-9012"
}

CLI

使用 list-map 命令。

以下示例AWS CLI用于获取AWS账户中的地图资源列表。

aws location list-maps

获取地图资源详情
您可以使用 Amazon Location 控制台、或 Amazon Location API 获取有关您的 AWS 账户中任何地图资源的
详细信息。AWS CLI

Console

使用 Amazon Location 控制台查看地图资源的详细信息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location/ 打开亚马逊定位控制台。
2. 从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 A窗格中选择 Aucu
3. 在我的地图下，选择目标地图资源的名称链接。

API

使用亚马逊位置图 API 中的DescribeMap操作。

以下示例是获取地图资源详细信息的 API 请求ExampleMap。

GET /maps/v0/maps/ExampleMap

以下为响应示例Describe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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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iguration": {  
      "Style": "VectorEsriNavigation" 
   }, 
   "CreateTime": 2020-10-30T01:38:36Z, 
   "DataSource": "Esri", 
   "Description": "string", 
   "MapArn": "arn:aws:geo:us-west-2:123456789012:maps/ExampleMap", 
   "MapName": "ExampleMap",    
   "Tags": {  
      "Tag1" : "Value1"  
   }, 
   "UpdateTime": 2020-10-30T01:40:36Z
}

CLI

使用 describe-map 命令。

以下示例用于获取AWS CLI其的地图资源详细信息ExampleMap。

aws location describe-map \ 
    --map-name "ExampleMap"

删除地图资源
您可以使用亚马逊位置控制台、或 Amazon Location API 从您的AWS账户中删除地图资源。AWS CLI

Warning

此操作将永久删除该资源。

Console

使用亚马逊位置控制台删除现有地图资源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location/ 打开亚马逊定位控制台。
2. 从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 A窗格中选择 Aucu
3. 在我的地图列表下，从列表中选择目标地图。
4. 选择删除地图。

API

使用亚马逊位置图 API 中的DeleteMap操作。

以下示例是删除地图资源的 API 请求ExampleMap。

DELETE /maps/v0/maps/ExampleMap

以下为响应示例DeleteMap：

HTTP/1.1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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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使用 delete-map 命令。

以下示例是删除地图资源的AWS CLI命令ExampleMap。

aws location delete-map \ 
    --map-name "ExampleMap"

使用亚马逊位置搜索地点和地理位置数据
Amazon Location 包括搜索所选提供商的地理位置或地点数据的功能。有几种搜索可供选择。

• 地理编码 — 地理编码是基于文本输入搜索地址、区域、企业名称或其他兴趣点的过程。它返回找到的结果
的详细信息和位置（以纬度和经度表示）。

• 反向地理编码-反向地理编码允许您查找给定位置附近的地点。
• 自动完成 — 自动完成是用户在查询中键入内容时自动提出建议的过程。例如，如果他们键入Par一个建

议，则可能是Paris, France。

Amazon Location 允许您通过创建和配置地点索引资源来为地点搜索操作选择数据提供商。

创建资源后，您可以使用适用于您的首选语言的AWS SDK、Amplify 或 REST API 终端节点发送请求。您可
以使用来自响应的数据在地图上标记位置、丰富位置数据并将位置转换为人类可读的文本。

Note

有关搜索地点概念的概述，请参阅地点搜索 (p. 31)。

主题
• 先决条件 (p. 122)
• 地理编码 (p. 124)
• 反向地理编码 (p. 129)
• 自动完成 (p. 131)
• 使用地点 ID (p. 135)
• Amazon Aurora PostgreSQL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用户定义函数 (p. 136)
• 管理您的地点索引资源 (p. 145)

先决条件
在开始地理编码、反向地理编码或搜索地点之前，请遵循先决步骤：

主题
• 创建地点索引资源 (p. 122)
• 验证您的请求 (p. 124)

创建地点索引资源
首先在AWS账户中创建地点索引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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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地点索引资源时，可以从可用于支持地理编码、反向地理编码和搜索查询的数据提供器中进行选择：

1. Esri-有关 Esri 在您感兴趣区域中的覆盖范围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Esri 文档中的 Esri 地理编码覆盖范围的 
Esri。

2. HERE-有关 HERE 在您感兴趣区域中的覆盖范围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有关地理编码覆盖范围的 HERE。
3. G rab-仅提供东南亚的数据。有关 Grab 覆盖范围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覆盖的国家/地区和区域 (p. 56)本指

南中的。

您可以使用Amazon Location Service 控制台AWS CLI、或 Amazon Location API 来完成此操作。

Console

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控制台创建地点索引资源

1. 打开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控制台，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location/。
2.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 Prace（置入索引）。
3. 选择创建地点索引。
4. 填写以下方框：

• 名称-输入地点索引资源的名称。例如，ExamplePlaceIndex。最多 100 个字符。有效条目包
括字母数字字符、连字符、句点和下划线。

• 描述-输入可选描述。
5. 在 “数据提供者” 下，选择可用数据提供者以用于您的地点索引资源。

Note

如果您的应用程序正在跟踪或路由您在企业中使用的资产，例如运载车辆或员工，则不得
使用 Esri 作为地理位置提供商。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AWS 服务条款的第 82 节。

6. 在 “数据存储选项” 下，指定是否要存储地点索引资源中的搜索结果。
7. （可选）在 Tags (标签) 下，输入标签 Key (键) 和 Value (值)。这会为您的新地点索引资源添加一

个标签。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标记资源 (p. 188)。
8. 选择创建地点索引。

API

使用亚马逊位置 API 创建地点索引资源

使用 “亚马逊定位地点 API” 中的CreatePlaceIndex操作。

以下示例是ExamplePlaceIndex使用数据提供商 Esri ############ API 请求。

POST /places/v0/indexes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DataSource": "Esri", 
   "DataSourceConfiguration": {  
      "IntendedUse": "SingleUse" 
   }, 
   "Description": "string", 
   "IndexName": "ExamplePlaceIndex", 
   "Tags": {  
      "Tag1" : "Value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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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CLI

使用AWS CLI命令创建地点索引资源

使用 create-place-index 命令。

以下示例ExamplePlaceIndex使用 Esri 作为数据提供者创建名为的地点索引资源。

aws location \ 
  create-place-index \ 
  --data-source "Esri" \ 
  --description "Example place index" \ 
  --index-name "ExamplePlaceIndex" \ 
  --tags Tag1=Value1

Note

计费取决于您的使用情况。您可能会因使用其他AWS服务而产生费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定价

验证您的请求
创建地点索引资源并准备好开始在应用程序中构建位置功能后，请选择如何验证您的请求：

• 要探索访问服务的方式，请参阅访问亚马逊Location Servic (p. 190) e。
• 如果您的网站有匿名用户，或者您想使用自己的身份验证流程或组合多种身份验证方法，请参阅允许未经

身份验证的访客使用 Amazon Cognito 访问您的应用程序 (p. 194)。

示例

以下示例显示了在使用 AWS JavaScript SDK 时将未经身份验证的身份池作为证书传递的情况。

const AWS = require("aws-sdk");

const credentials = new AWS.CognitoIdentityCredentials({ 
   IdentityPoolId: "us-east-1:54f2ba88-9390-498d-aaa5-0d97fb7ca3bd"  
});

const client = new AWS.Location({ 
   credentials, 
   region: AWS.config.region // region containing the identity pool
});

// rsp.Results contains search results for geocoding
const rsp = await location.searchPlaceIndexForText({ 
    IndexName: "ExamplePlaceIndex", 
    Text: "Anyplace", 
    BiasPosition: [-123.4567, 45.6789]
}).promise();

地理编码
地理编码是一种将文本（例如地址、区域、企业名称或兴趣点）转换为一组地理坐标的过程。您可以使用地
点索引资源提交地理编码请求，并合并从地理编码中检索到的数据，从而在 Web 或移动应用程序的地图上
显示数据。

本节将指导您如何发送简单的地理编码请求，以及如何发送带有可选规格的地理编码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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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编码
您可以使用将地址转换为一组坐标的SearchPlaceIndexForText操作提交简单的地理编码请求。一个简
单的请求包含以下必需参数：

• Text— 要转换为一组坐标的地址、名称、城市或区域。例如，字符串Any Town。

要指定每页的最大结果数，请使用以下可选参数：

• MaxResults— 限制查询响应中返回的最大结果数。

您可以使用AWS CLI或亚马逊位置 API。

API

以下示例SearchPlaceIndexForText请求在地点索引资源中搜索名为 Any T ow n 的地址、名称、城
市或区域。ExamplePlaceIndex

POST /places/v0/indexes/ExamplePlaceIndex/search/text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Text": "Any Town", 
    "MaxResults": 10
}

AWS CLI

以下示例是一个search-place-index-for-text命令，用于在地点索引资源中搜索名为 Any T ow n 
的地址、名称、城市或区域。ExamplePlaceIndex

aws location \ 
    search-place-index-for-text \ 
        --index-name ExamplePlaceIndex \ 
        --text "Any Town" \ 
        --max-results 10 

在位置附近进行地理编码
进行地理编码时，可以使用以下可选参数在给定位置附近进行地理编码：

• BiasPosition— 您要在附近搜索的位置。这会通过搜索最接近给定位置的结果来缩小搜索范围。定义
为[longitude, latitude]

以下示例是在位置索引资源中搜索名为 Any T own 的地址、名称、城市或地区
的SearchPlaceIndexForText请求 [-123.4567，45.6789]。

POST /places/v0/indexes/ExamplePlaceIndex/search/text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Text": "Any Town", 
   "BiasPosition": [-123.4567,45.67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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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界框内进行地理编码
您可以使用以下可选参数在边界框内进行地理编码，将结果缩小到给定边界内的坐标：

• FilterBBox— 您指定的边界框，用于将结果筛选为方框边界内的坐标。定义为[LongitudeSW, 
LatitudeSW, LongitudeNE, LatitudeNE]

Note

请求不能同时包含FilterBBox和BiasPosition参数。在请求中指定这两个参数会返
回ValidationException错误。

以下示例SearchPlaceIndexForText请求在边界框内搜索名为 Any T ow n 的地址、名称、城市或区域。
边界框如下所示：

• 西南角的经度为 -124.1450。
• 西南角的纬度为 41.7045。
• 东北角的经度为 -124.1387。
• 东北角的纬度为 41.7096。

POST /places/v0/indexes/ExamplePlaceIndex/search/text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Text": "Any Town", 
   "FilterBBox":  [ 
         -124.1450,41.7045, 
         -124.1387,41.7096
    ]
}

在一个国家/地区内进行地理编码
您可以使用以下可选参数在指定的一个或多个国家/地区内进行地理编码：

• FilterCountries— 您要在其中进行地理编码的国家或地区。您可以使用 ISO 3166 三个字母的国家/地
区代码在一次请求中定义多达 100 个国家。例如，在澳大利亚使用AUS。

以下示例是在德国和法国SearchPlaceIndexForText请求搜索名为 Any T own 的地址、名称、城市或地
区。

POST /places/v0/indexes/ExamplePlaceIndex/search/text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Text": "Any Town", 
   "FilterCountries": ["DEU","FRA"]
}

使用首选语言进行地理编码
您可以使用可选Language参数为搜索结果设置语言首选项。例如，100 Main St, Any Town, USA默认
情况下，搜索100 Main St, Anytown, USA可能会返回。但是，如果您选择fr作为Language，则结果
可能会100 Rue Principale, Any Town, États-Unis改为返回。

126

https://docs.aws.amazon.com/location-places/latest/APIReference/API_SearchPlaceIndexForText.html
https://www.iso.org/iso-3166-country-code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location-places/latest/APIReference/API_SearchPlaceIndexForText.html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
地理编码

• Language— 用于呈现查询结果的语言代码。该值必须是有效的 BCP 47 语言代码。例如，en对于英语。

Note

Language如果未指定，或者结果不支持指定语言，则将使用合作伙伴对该结果的默认语言。

以下示例SearchPlaceIndexforText请求搜索名为Any Town且首选语言指定为de。

POST /places/v0/indexes/ExamplePlaceIndex/search/text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Text": "Any Town", 
   "Language": "de"
}

响应示例
Example

以下是您从 Amazon Location Places API 调用该SearchPlaceIndexForText操作时的示例响应。结果包
括相关地点和请求摘要。根据选择 Esri 或 HERE 作为合作伙伴，将显示两个响应。

Example request

POST /places/v0/indexes/ExamplePlaceIndex/search/text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Text": "Amazon", 
   "MaxResults": 1, 
   "FilterCountries": ["USA"], 
   "BiasPosition": [-112.10, 46.32]
}

Example response (Esri)

{ 
    "Results": [ 
        { 
            "Place": { 
                "Country": "USA", 
                "Geometry": { 
                    "Point": [ 
                        -112.10667999999998, 
                        46.319090000000074 
                    ] 
                }, 
                "Interpolated": false, 
                "Label": "Amazon, MT, USA", 
                "Municipality": "Amazon", 
                "Region": "Montana", 
                "SubRegion": "Jefferson County" 
            }, 
            "Distance": 523.4619749879726, 
            "Relevance": 1 
        } 
    ], 
    "Summary": { 
        "BiasPosi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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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 
            46.32 
        ], 
        "DataSource": "Esri", 
        "FilterCountries": [ 
            "USA" 
        ], 
        "MaxResults": 1, 
        "ResultBBox": [ 
            -112.10667999999998, 
            46.319090000000074, 
            -112.10667999999998, 
            46.319090000000074 
        ], 
        "Text": "Amazon" 
    }
}

Example response (HERE)

{ 
    "Summary": { 
        "Text": "Amazon", 
        "BiasPosition": [ 
            -112.1, 
            46.32 
        ], 
        "FilterCountries": [ 
            "USA" 
        ], 
        "MaxResults": 1, 
        "ResultBBox": [ 
            -112.10668, 
            46.31909, 
            -112.10668, 
            46.31909 
        ], 
        "DataSource": "Here" 
    }, 
    "Results": [ 
        { 
            "Place": { 
                "Label": "Amazon, Jefferson City, MT, United States", 
                "Geometry": { 
                    "Point": [ 
                        -112.10668, 
                        46.31909 
                    ] 
                }, 
                "Neighborhood": "Amazon", 
                "Municipality": "Jefferson City", 
                "SubRegion": "Jefferson", 
                "Region": "Montana", 
                "Country": "USA", 
                "Interpolated": false, 
                "TimeZone": { 
                    "Name": "America/Denver", 
                    "Offset": -25200 
                } 
            }, 
            "PlaceId": "AQAAAIAADsn2T3KdrRWeaXLeVEyjNx_JfeTsMB0NVCEAnAZoJ-
o3nqdlJZAdgcT2oWi1w9pS4wXXOk3O1vsKlGsPyHjV4EJxsu289i3hVO_BUPgP7SFoWAi8BW2v7LvAjQ5NfUPy7a1v9ajT3feIqcUZszWSTqKbJHFYvQqW7wdqhpQq3Wy-
et39ZQDWSPLZUzgcjN-6VD2gyKkH0Po7gSm8YSJNSQ",            "Distance": 523.461974990575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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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向地理编码
反向地理编码是将一组坐标转换为有意义的文本（例如地址、区域、企业名称或兴趣点）的过程。您可以使
用地点索引资源提交反向地理编码请求，并合并从反向地理编码中检索到的数据，从而在 Web 或移动应用
程序的地图上显示数据。

本节将指导您如何发送简单的反向地理编码请求。

反向地理编码
您可以提交一个简单的请求，对一组坐标进行反向地理编码，然后使用
该SearchPlaceIndexForPosition操作将其转换为有意义的地址、兴趣点或没有地址的大致位置。一个
简单的请求包含以下必需参数：

• Position— 要转换为地址、兴趣点或大致位置的一组坐标。使用格式定义[longitude,latitude]。

要指定每页的最大结果数，请添加以下可选参数：

• MaxResults— 限制查询响应中返回的最大结果数。

如果您想为查询结果指定首选语言，请使用以下可选参数：

• Language— 用于呈现结果的语言代码。该值必须是有效的 BCP 47 语言代码。例如，en对于英语。

Note

Language如果未指定，或者结果不支持指定语言，则将使用合作伙伴对该结果的默认语言。

您可以使用AWS CLI或亚马逊位置 API。

API

以下示例SearchPlaceIndexForPosition请求在地点索引资源中搜索有意义的地
址ExamplePlaceIndex、兴趣点或该位置附近的大致位置 [122.3394，47.6159]。

POST /places/v0/indexes/ExamplePlaceIndex/search/position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Position": [-122.3394,47.6159], 
   "MaxResults": 5, 
   "Language": "de"
}

AWS CLI

以下示例是一个search-place-index-for-position命令，用于在地点索引资源中搜索有意义的地
址、兴趣点或该位置附近的大致位置 [122.3394，47.6159]。ExamplePlaceIndex

aws location \ 
    search-place-index-for-position \ 
        --index-name ExamplePlaceIndex \ 
        --position -122.3394 47.6159 \ 
        --max-results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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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guage de

响应示例
Example

以下是从 Amazon Location Places API 调用该SearchPlaceIndexForPosition操作时的示例响应。结
果返回相关地点和请求摘要。根据选择 Esri 或 Here 作为合作伙伴，将显示两个响应。

Example request

POST /places/v0/indexes/ExamplePlaceIndex/search/position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Position": [-122.3394,47.6159], 
   "MaxResults": 1
}

Example response (Esri)

{ 
    "Results": [ 
        { 
            "Place": { 
                "AddressNumber": "2111", 
                "Country": "USA", 
                "Geometry": { 
                    "Point": [ 
                        -122.33937999999995, 
                        47.61591000000004 
                    ] 
                }, 
                "Interpolated": false, 
                "Label": "The Spheres, 2111 7th Ave, Seattle, WA, 98121, USA", 
                "Municipality": "Seattle", 
                "Neighborhood": "Belltown", 
                "PostalCode": "98121", 
                "Region": "Washington", 
                "SubRegion": "King County" 
            }, 
            "Distance": 1.8685861313438727 
        } 
    ], 
    "Summary": { 
        "DataSource": "Esri", 
        "MaxResults": 1, 
        "Position": [ 
            -122.3394, 
            47.6159 
        ] 
    }
}

Example response (HERE)

{ 
    "Summary": { 
        "Position": [ 
            -122.3394, 
            47.6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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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xResults": 1, 
        "DataSource": "Here" 
    }, 
    "Results": [ 
        { 
            "Place": { 
                "Label": "2111 7th Ave, Seattle, WA 98121-5114, United States", 
                "Geometry": { 
                    "Point": [ 
                        -122.33938, 
                        47.61591 
                    ] 
                }, 
                "AddressNumber": "2111", 
                "Street": "7th Ave", 
                "Neighborhood": "Belltown", 
                "Municipality": "Seattle", 
                "SubRegion": "King", 
                "Region": "Washington", 
                "Country": "USA", 
                "PostalCode": "98121-5114", 
                "Interpolated": false, 
                "TimeZone": { 
                    "Name": "America/Los_Angeles", 
                    "Offset": -28800 
                } 
            }, 
            "PlaceId": "AQAAAIAADsn2T3KdrRWeaXLeVEyjNx_JfeTsMB0NVCEAnAZoJ-
o3nqdlJZAdgcT2oWi1w9pS4wXXOk3O1vsKlGsPyHjV4EJxsu289i3hVO_BUPgP7SFoWAi8BW2v7LvAjQ5NfUPy7a1v9ajT3feIqcUZszWSTqKbJHFYvQqW7wdqhpQq3Wy-
et39ZQDWSPLZUzgcjN-6VD2gyKkH0Po7gSm8YSJNSQ", 
            "Distance": 1.868586125090601 
        } 
    ]
}

自动完成
自动完成功能在最终用户键入搜索查询时为他们提供响应式反馈。它基于部分或拼写错误的自由格式文本提
供地址和兴趣点的建议。您可以使用地点索引资源来请求自动完成建议，并在应用程序中显示生成的建议。

Amazon Location 不支持存储自动完成建议。如果将用于自动完成调用的地理索引配置为与存储的地理编码
一起使用，则会返回错误。要使用存储的地理编码并查询建议，请创建和配置多个地点索引。

本节描述如何发送自动完成请求。它从请求的最基本形式开始，然后显示可选参数，您可以使用这些参数来
提高自动完成搜索结果的相关性。

使用自动完成功能
您可以使用该SearchPlaceIndexForSuggestions操作提交简单的自动完成建议请求。请求的最简单形
式只有一个必需参数，即查询Text：

• Text— 用于生成地点建议的自由格式部分文本。例如，字符串eiffel tow。

要限制返回的结果数量，请添加可选MaxResults参数：

• MaxResults-限制查询响应中返回的结果数量。

您可以使用亚马逊位置 API 或AWS C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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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以下示例SearchPlaceIndexForSuggestions请求搜索地点索引资源 ExamplePlaceIndex，根据
部分地名 kamp 获取最多 5 #建议。

POST /places/v0/indexes/ExamplePlaceIndex/search/suggestions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Text": "kamp", 
    "MaxResults": 5
}

AWS CLI

以下示例是搜索地点索引资源的search-place-index-for-suggestions命令
ExamplePlaceIndex，根据部分地名 kamp 搜索最多 5 #建议。

aws location \ 
              search-place-index-for-suggestions \ 
              --index-name ExamplePlaceIndex \ 
              --text kamp \ 
              --max-results 5

调用会SearchPlaceIndexForSuggestions生成一个地点列表，每个地点都有一个名称和一个 ID。您
可以使用这些结果来建议用户在键入内容时可能正在搜索的内容，例如在文本框下提供选项的下拉列表。例
如，以下是基于用户输入 kamp 的建议结果。

{ 
    "Summary": { 
        "Text": "kamp", 
        "MaxResults": 5, 
        "DataSource": "Esri" 
    }, 
    "Results": [ 
        { 
            "Text": "Kampuchea", 
            "PlaceId": "AQAAAIAADsn2T3KdrRWeaXLeVEyjNx_JfeTsMB0NVCEAnAZoJ-
o3nqdlJZAdgcT2oWi1w9pS4wXXOk3O1vsKlGsPyHjV4EJxsu289i3hVO_BUPgP7SFoWAi8BW2v7LvAjQ5NfUPy7a1v9ajT3feIqcUZszWSTqKbJHFYvQqW7wdqhpQq3Wy-
et39ZQDWSPLZUzgcjN-6VD2gyKkH0Po7gSm8YSJNSQ" 
        }, 
        { 
            "Text": "Kampoul, Kabul, AFG", 
            "PlaceId": 
 "AQAAAIAAA1mxl_-9ffzXD07rBgo9fh6E01Pd1YKvuT5rz2qBDxqBkhTlgkeiOPR2s5sa3YBLxUqQI8bhymsYcu9R-
DkX3L9QSi3CB5LhNPu160iSFJo6H8S1CrxO3QsJALhrr9mdbg0R4R4YDywkhkeBlnbn7g5C5LI_wYx873WeQZuilwtsGm8jcMA0Ya5oK4netQC6piVx6zmnPdwBs-
UeXcb_bg" 
        }, 
        { 
            "Text": "Kampala, UGA", 
            "PlaceId": 
 "AQAAAIAAzZfZt3qMruKGObyhP6MM0pqy2L8SULlVWT7a3ertLBRS6Q5n7I4s9D7E0nRHADAj7mL7kvX1Q8HD-
mpuiATXNJ1Ix4_V_1B15zHe8jlYKMWvXbgbO8cMpgR2fqYqZMR1x-
dfBOO8OoqujKZldvPIDK1kNe3GwcaqvvMWWPMeaGd203brFynubAe-MmFF-Gjz-WBMfUy9og6MV7bkk6NGCA" 
        }, 
        { 
            "Text": "Kampar, Riau, IDN", 
            "PlaceId": "AQAAAIAAvbXXx-
srOi111tHOkPdao0GF7WQ_KaZ444SEnevycp6Gtf_2JWgPfCE5bIQCYwya1uZQpX2a8YJoFm2K7Col4fLu7IK0yYOLhZx4kp6QzbG4xEAGzfWtWq6nfbb0lZfuHY6r0g1sRlN1aucvwim4AEcKRzckqaa93JI8064pj6Q59kN37pAa3JX4ayEzH1DzIL3m3oqxzd4O16yGfhAIg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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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Kampung Pasir Gudang Baru, Johor, MYS", 
            "PlaceId": 
 "AQAAAIAA4HLQHdjUDcaaXLE9wtNIT1cjQYLgkBnMoG2eNN0AaQ8PJoWabLRXmmPUaAj8MAD6vT0i6zqaun5Mixyj7vnYXrk2xp59cbgdqvQaPoWhSCVxBOX0WGs3cZ8TnIRn3c-6v8_UfmqC7es1gUyECfMGK04VBKiwpHwCzjNsqymkd9BC3A9K3QlMgd3dkrGjv_vV94iLlnFTbaecrckl2UDCkA" 
        } 
    ]
}

下一节介绍如何使用这些结果中的PlaceID。

使用自动完成结果
调用会SearchPlaceIndexForSuggestions生成一个地点列表，每个地点都有一个名称和一个 ID。您可
以使用这些结果来建议用户在键入内容时可能正在搜索的内容，例如在文本框下提供选项的下拉列表。当用
户选择其中一个结果时，您可以使用他们选择的 ID 调用该GetPlace操作以返回该地点的详细信息，包括位
置、地址或其他详细信息。

Note

PlaceId仅当原始搜索请求和调用中的以下所有内容都相同时，A 才有效GetPlace。

• 顾客AWS 账户
• AWS 区域
• 地点索引资源中指定的数据提供者

通常，您可以GetPlace与亚马逊位置 API 一起使用。以下示例GetPlace请求查找上一节中的建议之一。
此示例基于部分地名 kamp。

POST /places/v0/indexes/ExamplePlaceIndex/
places/AQAAAIAADsn2T3KdrRWeaXLeVEyjNx_JfeTsMB0NVCEAnAZoJ-
o3nqdlJZAdgcT2oWi1w9pS4wXXOk3O1vsKlGsPyHjV4EJxsu289i3hVO_BUPgP7SFoWAi8BW2v7LvAjQ5NfUPy7a1v9ajT3feIqcUZszWSTqKbJHFYvQqW7wdqhpQq3Wy-
et39ZQDWSPLZUzgcjN-6VD2gyKkH0Po7gSm8YSJNSQ

在位置附近自动完成
使用搜索自动填充地点建议时SearchPlaceIndexForSuggestions，可以通过添加以下可选参数来获得
更多与当地相关的建议：

• BiasPosition— 您要在附近搜索的位置。定义为[longitude, latitude]。

以下示例使用SearchPlaceIndexForSuggestions请求在地点索引资源ExamplePlaceIndex中搜索与
位置附近的部分查询匹配的地#建议 [32.5827，0.3169]。

POST /places/v0/indexes/ExamplePlaceIndex/search/suggestions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Text": "kamp", 
    "BiasPosition": [32.5827,0.3169]
}

如果选择不同的建议，BiasPosition则返回的相同建议Text可能会有所不同，例如 
[-96.7977，32.7776]。

在边界框内自动完成
通过添加以下可选参数，您可以缩小自动完成搜索的范围，使其仅接收有关位于给定边界内的地点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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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terBBox— 您指定的边界框，用于将结果筛选为方框边界内的坐标。定义为[LongitudeSW, 
LatitudeSW, LongitudeNE, LatitudeNE]

Note

请求不能同时包含FilterBBox和BiasPosition参数。在请求中指定这两个参数会返
回ValidationException错误。

以下示例使用SearchPlaceIndexForSuggestions请求在地点索引资源ExamplePlaceIndex中搜索与
部分查询 kamp 相匹配的地点建议，这些建议包含在边界框中，其中：

• 边界框西南角的经度为 32.5020。
• 边界框西南角的纬度为 0.2678。
• 边界框东北角的经度为 32.6129。
• 边界框东北角的纬度为 0.3502。

POST /places/v0/indexes/ExamplePlaceIndex/search/suggestions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Text": "kamp", 
    "FilterBBox": [ 
         32.5020, 0.2678, 
         32.6129, 0.3502
    ]
}

如果选择不同的值，Text则返回的相同建议会有所不同FilterBBox，例如 
[-97.9651、32.0640、-95.1196、34.0436]。

在一个国家/地区内自动完成
通过添加以下可选参数，您可以缩小自动完成搜索的范围，使其仅接收位于给定国家或一组国家/地区内的地
点的建议：

• FilterCountries— 您要在其中搜索地点建议的国家/地区。使用 ISO 3166 三个字母的国家/地区代码，
您最多可以在一个请求中指定 100 个国家。例如，在澳大利亚使用AUS。

以下示例使用SearchPlaceIndexForSuggestions请求在地点索引资源ExamplePlaceIndex中搜索与
部分查询 kamp 相匹配且包含在乌干达、肯尼亚或坦桑尼亚境内的地点建议：

POST /places/v0/indexes/ExamplePlaceIndex/search/suggestions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Text": "kamp", 
    "FilterCountries": ["UGA", "KEN", "TZA"]
}

如果选择不同的FilterCountries列表，例如 [” ## “]，则返回的相同Text建议会有所不同。

响应示例
以下是使用文本 kamp 为该SearchPlaceIndexForSuggestions操作建议自动完成的示例响应。

134

https://docs.aws.amazon.com/location-places/latest/APIReference/API_SearchPlaceIndexForSuggestions.html
https://www.iso.org/iso-3166-country-code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location-places/latest/APIReference/API_SearchPlaceIndexForSuggestion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location-places/latest/APIReference/API_SearchPlaceIndexForSuggestions.html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
使用地点 ID

{ 
    "Summary": { 
        "Text": "kamp", 
        "MaxResults": 5, 
        "DataSource": "Esri" 
    }, 
    "Results": [ 
        { 
            "Text": "Kampuchea", 
            "PlaceId": "AQAAAIAADsn2T3KdrRWeaXLeVEyjNx_JfeTsMB0NVCEAnAZoJ-
o3nqdlJZAdgcT2oWi1w9pS4wXXOk3O1vsKlGsPyHjV4EJxsu289i3hVO_BUPgP7SFoWAi8BW2v7LvAjQ5NfUPy7a1v9ajT3feIqcUZszWSTqKbJHFYvQqW7wdqhpQq3Wy-
et39ZQDWSPLZUzgcjN-6VD2gyKkH0Po7gSm8YSJNSQ" 
        }, 
        { 
            "Text": "Kampoul, Kabul, AFG", 
            "PlaceId": 
 "AQAAAIAAA1mxl_-9ffzXD07rBgo9fh6E01Pd1YKvuT5rz2qBDxqBkhTlgkeiOPR2s5sa3YBLxUqQI8bhymsYcu9R-
DkX3L9QSi3CB5LhNPu160iSFJo6H8S1CrxO3QsJALhrr9mdbg0R4R4YDywkhkeBlnbn7g5C5LI_wYx873WeQZuilwtsGm8jcMA0Ya5oK4netQC6piVx6zmnPdwBs-
UeXcb_bg" 
        }, 
        { 
            "Text": "Kampala, UGA", 
            "PlaceId": 
 "AQAAAIAAzZfZt3qMruKGObyhP6MM0pqy2L8SULlVWT7a3ertLBRS6Q5n7I4s9D7E0nRHADAj7mL7kvX1Q8HD-
mpuiATXNJ1Ix4_V_1B15zHe8jlYKMWvXbgbO8cMpgR2fqYqZMR1x-
dfBOO8OoqujKZldvPIDK1kNe3GwcaqvvMWWPMeaGd203brFynubAe-MmFF-Gjz-WBMfUy9og6MV7bkk6NGCA" 
        }, 
        { 
            "Text": "Kampar, Riau, IDN", 
            "PlaceId": "AQAAAIAAvbXXx-
srOi111tHOkPdao0GF7WQ_KaZ444SEnevycp6Gtf_2JWgPfCE5bIQCYwya1uZQpX2a8YJoFm2K7Col4fLu7IK0yYOLhZx4kp6QzbG4xEAGzfWtWq6nfbb0lZfuHY6r0g1sRlN1aucvwim4AEcKRzckqaa93JI8064pj6Q59kN37pAa3JX4ayEzH1DzIL3m3oqxzd4O16yGfhAIgA" 
        }, 
        { 
            "Text": "Kampung Pasir Gudang Baru, Johor, MYS", 
            "PlaceId": 
 "AQAAAIAA4HLQHdjUDcaaXLE9wtNIT1cjQYLgkBnMoG2eNN0AaQ8PJoWabLRXmmPUaAj8MAD6vT0i6zqaun5Mixyj7vnYXrk2xp59cbgdqvQaPoWhSCVxBOX0WGs3cZ8TnIRn3c-6v8_UfmqC7es1gUyECfMGK04VBKiwpHwCzjNsqymkd9BC3A9K3QlMgd3dkrGjv_vV94iLlnFTbaecrckl2UDCkA" 
        } 
    ]
}

使用地点 ID
搜索地点会返回结果列表。大多数结果都包含该结果PlaceId的 a。您可以在GetPlace操作PlaceId中使
用来返回有关该地点的信息（包括名称、地址、位置或其他详细信息）。

Note

使用SearchPlaceIndexForSuggestions将返回使用任何数据源创建的任何地点索引
的PlaceId结果。PlaceId仅当使用的数据源为 HERE 时，使用SearchPlaceIndexForText或
才SearchPlaceIndexForPosition会返回 a。

每个PlaceId地方都定义了它所指的地点，但是PlaceId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上下文，一个地点可以有多
个地点。以下规则描述了a的独特性和寿命PlaceId.

• 您发出的PlaceId回调是特定于您的AWS 账户、AWS区域和PlaceIndex资源中的数据提供者的。
GetPlace只有当这三个属性与创建的原始调用相匹配时，才会找到结果PlaceId。

• 当PlaceId有关该地点的数据发生变化时，for 将发生变化。例如，当它所指的企业搬迁地点或更改名称
时。

• 当后端服务进行更新时，重复搜索调用PlaceId返回的结果可能会发生变化。PlaceId将继续找到较旧的 
ID，但新的搜索调用可能会返回不同的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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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Id是一个字符串。a 的长度没有特定的限制PlaceId。以下是有效的示例PlaceId。

AQAAAIAADsn2T3KdrRWeaXLeVEyjNx_JfeTsMB0NVCEAnAZoJ-
o3nqdlJZAdgcT2oWi1w9pS4wXXOk3O1vsKlGsPyHjV4EJxsu289i3hVO_BUPgP7SFoWAi8BW2v7LvAjQ5NfUPy7a1v9ajT3feIqcUZszWSTqKbJHFYvQqW7wdqhpQq3Wy-
et39ZQDWSPLZUzgcjN-6VD2gyKkH0Po7gSm8YSJNSQ

GetPlace向数据已更改的地点（例如，倒闭的营业地点）拨打电话，将导致404，ResourceNotFound错
误。PlaceIDGetPlace使用无效PlaceId的 a 或脱离上下文的调用（例如从另一个AWS 账户调用）将返
回400，ValidationException错误。

Amazon Aurora PostgreSQL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用
户定义函数
您可以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处理存储在数据库表中的坐标和地址，以清理和丰富您的地理空间数
据。

例如：

• 您可以使用地理编码将地址转换为坐标，对存储在数据库表中的地址进行归一化和填补数据空白。
• 您可以对地址进行地理编码以获取其位置，并将坐标与数据库空间函数（例如显示指定区域中的行的函

数）一起使用。
• 您可以使用丰富的数据生成自动报告，例如生成说明给定区域内所有设备的自动报告，或者生成用于机器

学习的自动报告，用于说明发送位置更新时故障率较高的区域。

本教程介绍如何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格式化和丰富存储在Amazon Aurora PostgreSQL数据库表中的
地址。

• Amazon Aurora PostgreSQL— 完全托管式数据库引引引与 MySQL 和 PostgreSQL 兼容，将 PostgreSQL 
的吞吐量增加 3 倍，而无需对大多数现有应用程序进行更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什么是 Amazon 
Aurora？ 在 Amazon Aurora 用户指南中。

Important

本教程中生成的应用程序使用存储地理编码结果的地点索引。有关存储地理编码结果的适用费用的
信息，请参阅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定价。

示例代码可在的亚马逊Location GitHubService 示例存储库中找到，其中包含一个AWS CloudFormation模
板。

主题
• 概览 (p. 137)
• 先决条件 (p. 137)
• 快速启动 (p. 137)
• 创建地点索引索引资源 (p. 138)
• 创建用于地理编码的AWS Lambda函数 (p. 138)
• 授予Amazon Aurora PostgreSQL访问权限AWS Lambda (p. 140)
• 调用 AWS Lambda 函数 (p. 141)
• 丰富包含地址数据的数据库 (p. 143)
• 后续步骤 (p.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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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该架构涉及以下集成：

• 此解决方案使用 Amazon Location 地点索引资源来支持使用该操作进行地理编码查
询SearchPlaceIndexForText。

• AWS Lambda当 IAM 策略授予允许调用 Amazon 位置地理编码操作的权限时，使用 Python LambdaAWS 
Lambda 对地址进行地理编码SearchPlaceIndexForText。

• 授Amazon Aurora PostgreSQL予使用 SQL 用户定义函数调用地理编码 Lambda 函数的权限。

先决条件
在开始之前，您需要：

• 一个Amazon Aurora PostgreSQL集群。有关创建 Amazon Aurora 数据库集群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Aurora 用户指南》。

Note

如果您的 Amazon Aurora 集群不可供公开使用，您还必须配置 Amazon Aurora 来AWS Lambda
连接到您AWS账户的 VPC。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授予Amazon Aurora PostgreSQL访问权限
AWS Lambda (p. 140)：

• 用于连接到Amazon Aurora PostgreSQL集群的 SQL 开发者工具。

快速启动
除了完成本教程中的步骤外，您还可以启动快速堆栈来部署支持 Amazon Location 操作的AWS Lambda函
数SearchPlaceIndexForText。这会自动将您的AWS账户配置为允许 Amazon Aurora 拨打电话AWS 
Lambda。

配置AWS账户后，您需要：

• 向Amazon Aurora a 添加 Lambda 功能。请参阅中的，向 Amazon Aurora 数据库集群添加 IAM 角色授予
Amazon Aurora PostgreSQL访问权限AWS Lambda (p. 140)。

• 将用户定义函数加载到您的数据库中。请参阅调用 AWS Lambda 函数 (p. 141)。

137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RDS/latest/AuroraUserGuide/Aurora.CreateInstance.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location-places/latest/APIReference/API_SearchPlaceIndexForText.html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
教程：数据库丰富

创建地点索引索引资源
首先创建一个支持地理编码查询的地点索引资源。

1. 打开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控制台，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location/。
2.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 Previce（置入索引）。
3. 填写以下字段：

• 名称 — 输入地点索引索引引引资源的名称。例如，AuroraPlaceIndex。最多 100 个字符。有效条
目包括字母数字字符、句点、句点、句点和下划线。

• 描述-输入可选描述。例如，Amazon Aurora #####。
4. 在 “数据提供者” 下，选择可用数据提供者以用于您的地点索引资源。如果您没有偏好，我们建议从

Esri 开始。
5. 在 “数据存储选项” 下，指定 “是，将存储结果”。这表明您打算将地理编码结果保存在数据库中。
6. （可选）在 Tags (标签) 下，输入标签 Key (键) 和 Value (值)。这会为您的新地点索引资源添加一个标

签。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标记资源 (p. 188)。
7. 选择创建地点索引。

创建用于地理编码的AWS Lambda函数
要在Amazon Aurora PostgreSQL和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之间创建连接，您需要一个AWS Lambda函
数来处理来自数据库引擎的请求。此函数转换 Lambda 用户定义的函数事件并调用 Amazon Location 操
作SearchPlaceIndexForText。

您可以使用AWS Lambda控制台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或AWS Lambda API 创建函数。

使用控制台创建 Lambda 用户定义的函数

1. 打开 AWS Lambda 控制台，地址：https://console.aws.amazon.com/lambda/。
2. 从左侧导航中，选择 Function（函数）。
3. 选择 “创建函数”，并确保选择 “从头开始创作”。
4. 填写以下字段：

• 函数名称 — 为函数输入唯一名称。有效条目包括字母数字字符、连字符和下划线，以及不带空格的。
例如，AuroraGeocoder。

• 运行时 — 选择 Python 3.8。
5. 选择 Create function (创建函数)。
6. 选择 “代码” 选项卡以打开编辑器。
7. 用以下内容覆盖中的lambda_function.py占位符代码：

from os import environ

import boto3
from botocore.config import Config

# load the place index name from the environment, falling back to a default
PLACE_INDEX_NAME = environ.get("PLACE_INDEX_NAME", "AuroraPlaceIndex")

location = boto3.client("location", config=Config(user_agent="Amazon Aurora 
 Postgre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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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Lambda function receives a payload from Amazon Aurora and translates it to
an Amazon Location `SearchPlaceIndex` call and returns the results as-is, to be
post-processed by a PL/pgSQL function.
"""
def lambda_handler(event, context): 
    kwargs = {} 
     
    if event.get("biasPosition") is not None: 
        kwargs["BiasPosition"] = event["biasPosition"] 

    if event.get("filterBBox") is not None: 
        kwargs["FilterBBox"] = event["filterBBox"] 

    if event.get("filterCountries") is not None: 
        kwargs["FilterCountries"] = event["filterCountries"] 

    if event.get("maxResults") is not None: 
        kwargs["MaxResults"] = event["maxResults"] 
     
    return location.search_place_index_for_text( 
        IndexName=PLACE_INDEX_NAME, 
        Text=event["text"], 
        **kwargs)["Results"]

8. 如果您将地点索引命名为其他名称 AuroraPlaceIndex，请创建一个名为的环境变
量PLACE_INDEX_NAME以将资源名称分配给：

• 从 “配置” 选项卡中，选择 “环境变量”。
• 选择 “编辑”，然后选择 “添加环境变量”。
• 对于密钥：输入PLACE_INDEX_NAME。
• 对于值：输入您的地点索引资源的名称。

9. 选择 Deploy 保存更新的函数。
10. 从测试下拉菜单中，选择 “配置测试事件”（配置测试事件）。
11. 选择 Create new test event（新建测试事件）。
12. 输入以下测试事件：

{ 
  "text": "Baker Beach", 
  "biasPosition": [-122.483, 37.790], 
  "filterCountries": ["USA"]
}

13. 选择 Test（测试），以测试 Lambda 函数。
14. 选择 Configuration 选项卡。
15. 在 “常规配置” 下：选择 “权限”。
16. 在执行角色下：选择超链接角色名称以向您的 Lambda 函数授予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权限。
17. 在 “权限” 选项卡下：选择 “添加权限” 下拉列表，然后选择 “创建内联策略”。
18. 请选择 JSON 选项卡。
19. 添加以下 IAM 策略：

• 以下策略授予向地点索引资源发送SearchPlaceIndexForText的权限AuroraPlaceIndex。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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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ect": "Allow", 
      "Action": "geo:SearchPlaceIndexForText", 
      "Resource": "arn:aws:geo:<Region>:<AccountId>:place-index/AuroraPlaceIndex" 
    } 
  ]
}

20. 选择Review policy（查看策略）。
21. 输入策略名称。例如，AuroraPlaceIndexReadOnly。
22. 选择 Create policy（创建策略）。

授予Amazon Aurora PostgreSQL访问权限AWS Lambda
必须先授予访问权限，然后Amazon Aurora PostgreSQL才能调用AWS Lambda函数。

如果您的Amazon Aurora PostgreSQL集群不可公开访问，则需要先为AWS Lambda创建一个 VPC 终端节
点，以便 Amazon Aurora 调用您的 Lambda 函数。

为创建 VPC 终端节点AWS Lambda
Note

只有在Amazon Aurora PostgreSQL集群不可供公开访问时，才需要执行此步骤。

1. 打开 Amazon Virtual Private Cloud Console。
2. 在左侧导航中，选择 Edings（端点）。
3. 选择 Create endpoint（创建端点）。
4. 在服务名称筛选器中，输入 “lambda”，然后选择com.amazonaws.<region>.lambda。
5. 选择包含您的 Aurora 集群的 VPC。
6. 为每个可用区选择一个子网。
7. 在安全组筛选器中，输入 “默认” 或您的 Aurora 集群所属安全组的名称，然后选择安全组。
8. 选择 Create endpoint（创建端点）。

创建 IAM 策略以授予调用AWS Lambda函数的权限

1. 打开 IAM 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中，展开 Actional（访问管理），选择 P olic y（
3. 选择 Create policy（创建策略）。
4. 在 JSON 选项卡上，输入以下策略：

• 以下是授予调用该AuroraGeocoderAWS Lambda函数Amazon Aurora PostgreSQL权限的 IAM 策略
的示例。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lambda:InvokeFunction", 
            "Resource": [ 
                "arn:aws:lambda:<Region>:<AccountId>:function:AuroraGeocoder"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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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 “下一步：标签” 以添加可选标记。
6. 选择 Next: Review（下一步: 审核）。
7. 查看您的政策并输入该政策的以下详细信息：

• 名称 — 使用字母数字和 '+=, .@-_' 字符。最多 128 个字符。例如，AuroraGeocoderInvoke。
• 描述-输入可选描述。使用字母数字和 '+=, .@-_' 字符。最多 1000 个字符。

8. 选择 Create policy（创建策略）。请注意此策略的 ARN，您使用它来将策略附加到 IAM 角色。

创建 IAM 角色以授予访问Amazon 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Amazon RDS）的权限

通过创建 IAM 角色，Amazon Aurora PostgreSQL可以代入该角色以访问 Lambda 函数。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创建向 IAM 用户委派权限的角色。

以下示例是创建名为的角色的AWS CLI命令 AuroraGeocoderInvokeRole：

aws iam create-role  --role-name rds-lambda-role --assume-role-policy-document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rds.amazonaws.com" 
        }, 
        "Action": "sts:AssumeRole" 
        } 
    ]  
}'

将您的 IAM 策略附加到 IAM 角色

当您有 IAM 角色时，附加您创建的 IAM 策略。

以下示例是将策略附加AuroraGeocoderInvoke到角色的AWS CLI命令AuroraGeocoderInvokeRole。

aws iam attach-role-policy  --policy-arn AuroraGeocoderInvoke  --role-
name AuroraGeocoderInvokeRole

将该 IAM 角色添加到Amazon Aurora 数据库集群中

以下示例是向名为的Amazon Aurora PostgreSQL数据库集群添加 IAM 角色的AWS CLI命
令MyAuroraCluster。

aws rds add-role-to-db-cluster \
--db-cluster-identifier MyAuroraCluster \
--feature-name Lambda \
--role-arn AuroraGeocoderInvokeRole   \
--region your-region

调用 AWS Lambda 函数
在您授Amazon Aurora PostgreSQL予调用地理编码 Lambda 函数的权限后，您可以创建Amazon Aurora 
PostgreSQL用户定义的函数来调用地理编码AWS Lambda函数。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Aurora 用
户指南中的从Amazon Aurora PostgreSQL数据库集群调用AWS Lambda函数。

安装所需的 PostgreSQL 扩展，安装

要安装所需的 PostgreSQLaws _commons 扩展aws_lambda和扩展，请参阅《Amazon Aurora a 用户指
南》中的 Lambda 函数使用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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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EXTENSION IF NOT EXISTS aws_lambda CASCADE;

安装所需的 PostGIS 扩展

PostGIS 是一个 PostgreSQL 扩展，用于存储和管理空间信息。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 用户指南》中的使用 PostGIS 扩展。

CREATE EXTENSION IF NOT EXISTS postgis;

创建调用 Lambda 函数的 SQL 用户定义函数

在 SQL 编辑器中，创建一个新的用户定义函数f_SearchPlaceIndexForText来调用该函数
AuroraGeocoder：

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f_SearchPlaceIndexForText( 
  text text, 
  bias_position geometry(Point, 4326) DEFAULT NULL, 
  filter_bbox box2d DEFAULT NULL, 
  filter_countries text[] DEFAULT NULL, 
  max_results int DEFAULT 1
) 
 RETURNS TABLE ( 
   label text, 
   address_number text, 
   street text, 
   municipality text, 
   postal_code text, 
   sub_region text, 
   region text, 
   country text, 
   geom geometry(Point, 4326) 
 ) 
 LANGUAGE plpgsql 
 IMMUTABLE
AS $function$
begin 
    RETURN QUERY 
    WITH results AS ( 
      SELECT json_array_elements(payload) rsp 
      FROM aws_lambda.invoke( 
        aws_commons.create_lambda_function_arn('AuroraGeocoder'), 
        json_build_object( 
          'text', text, 
          'biasPosition', 
          CASE WHEN bias_position IS NOT NULL THEN 
            array_to_json(ARRAY[ST_X(bias_position), ST_Y(bias_position)]) 
          END, 
          'filterBBox', 
          CASE WHEN filter_bbox IS NOT NULL THEN 
            array_to_json(ARRAY[ST_XMin(filter_bbox), ST_YMin(filter_bbox), 
 ST_XMax(filter_bbox), ST_YMax(filter_bbox)]) 
          END, 
          'filterCountries', filter_countries, 
          'maxResults', max_results 
        ) 
      ) 
    ) 
    SELECT 
      rsp->'Place'->>'Label' AS label, 
      rsp->'Place'->>'AddressNumber' AS address_number, 
      rsp->'Place'->>'Street' AS street, 
      rsp->'Place'->>'Municipality' AS municip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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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p->'Place'->>'PostalCode' AS postal_code, 
      rsp->'Place'->>'SubRegion' AS sub_region, 
      rsp->'Place'->>'Region' AS region, 
      rsp->'Place'->>'Country' AS country, 
      ST_GeomFromGeoJSON( 
        json_build_object( 
          'type', 'Point', 
            'coordinates', rsp->'Place'->'Geometry'->'Point' 
        ) 
      ) geom 
    FROM results;
end;
$function$;

从 Aurora 调用 SQL 函数进行地理编码

运行 SQL 语句会调用 Lambda 函数 AuroraGeocoder，该函数从数据库中的数据库表中获取地址记录，并
使用地点索引资源对其进行地理编码。Amazon Aurora PostgreSQL

Note

Amazon Aurora PostgreSQL每次调用 SQL 用户定义函数时调用 Lambda 函数。
如果您对 50 行进行地理编码，则Amazon Aurora PostgreSQL调用 Lambda 函数 50 次。每行调用
一次。

以下f_SearchPlaceIndexForText SQL 函数通过 L AuroraGeocoderambda 函数向亚马逊位置
的SearchPlaceIndexForText API 发出请求。该函数返回一个 PostGIS 几何图形的geom列，该
列ST_AsText(geom)会转换为文本。

SELECT *, ST_AsText(geom)
FROM f_SearchPlaceIndexForText('Vancouver, BC');

默认情况下，返回值将包含一行。要请求不MaxResults超过限制的额外行，请运行以下 SQL 语句，同时为
加拿大的结果提供BiasPosition和限制。

SELECT *
FROM f_SearchPlaceIndexForText('Mount Pleasant', ST_MakePoint(-123.113, 49.260), null, 
 '{"CAN"}', 5);

要使用边界框筛选结果，请将 a 传递Box2D为filter_bbox：

• FilterBBox— 通过返回边界框内的位置来筛选结果。此参数为可选参数。

SELECT *
FROM f_SearchPlaceIndexForText('Mount Pleasant', null, 'BOX(-139.06 48.30, -114.03 
 60.00)'::box2d, '{"CAN"}', 5);

有关 PostGIS 类型和函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PostGIS 参考文档。

丰富包含地址数据的数据库
您可以构造格式化的地址，并使用 Amazon Location 操作在SearchPlaceIndexForText给定数据库表的
同时进行标准化和地理编码，其中将以下数据分解为以下几列：

• id
• address
•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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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
• zip

WITH source_data AS ( 
  SELECT 
    id, 
    address || ', ' || city || ', ' || state || ', ' || zip AS formatted_address 
  FROM addresses
),
geocoded_data AS ( 
  SELECT 
    *, 
    (f_SearchPlaceIndexForText(formatted_address)).* 
  FROM source_data
)
SELECT 
  id, 
  formatted_address, 
  label normalized_address, 
  ST_Y(geom) latitude, 
  ST_X(geom) longitude
FROM geocoded_data
-- limit the number of rows that will be geocoded; remove this to geocode the entire table
LIMIT 1;

以下示例对此示例进行了说明，对此生成的数据表行进行了说明：

 id |      formatted_address         |            normalized_address              |     
 latitude     |     longitude
----+--------------------------------+--------------------------------------------
+------------------+------------------- 
 42 | 123 Anytown Ave N, Seattle, WA | 123 Anytown Ave N, Seattle, WA, 12345, USA | 
 47.6223000127926 | -122.336745971039
(1 row)

更新数据库表并填充列

以下示例更新表并使用SearchPlaceIndexForText查询结果填充列：

WITH source_data AS ( 
  -- select rows that have not been geocoded and created a formatted address for each 
  SELECT 
    id, 
    address || ', ' || city || ', ' || state || ', ' || zip AS formatted_address 
  FROM addresses 
  WHERE label IS NULL 
  -- limit the number of rows that will be geocoded; remove this to geocode the entire 
 table 
  LIMIT 1
),
geocoded_data AS ( 
  -- geocode each row and keep it linked to the source's ID 
  SELECT 
    id, 
    (f_SearchPlaceIndexForText(formatted_address)).* 
  FROM source_data
)
UPDATE addresses
-- populate columns
SET 
  normalized_address = geocoded_data.l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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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itude = ST_Y(geocoded_data.geom), 
  longitude = ST_X(geocoded_data.geom)
FROM geocoded_data
-- ensure that rows match
WHERE addresses.id = geocoded_data.id;

后续步骤
示例代码可在的亚马逊Location GitHubService 示例存储库中找到，其中包含一个AWS CloudFormation模
板。

管理您的地点索引资源
您可以使用亚马逊位置控制台、或亚马逊位置 API 管理您的地点索引资源。AWS CLI

列出您的地点索引资源
您可以使用亚马逊位置控制台、或亚马逊位置 API 查看您的地点索引资源列表：AWS CLI

Console

使用亚马逊地点控制台查看地点索引资源列表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location/ 打开亚马逊定位控制台。
2. 从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 D的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 D从
3. 在 “我的地点” 索引下查看您的地点索引资源列表。

API

使用 Amazon Location Places API 中的ListPlaceIndexes操作。

以下示例是一个 API 请求，用于获取AWS账户中的地点索引资源列表。

POST /places/v0/list-indexes

以下为响应示例ListPlaceIndexes：

{ 
   "Entries": [  
      {  
         "CreateTime": 2020-10-30T01:38:36Z, 
         "DataSource": "Esri", 
         "Description": "string", 
         "IndexName": "ExamplePlaceIndex", 
         "UpdateTime": 2020-10-30T01:40:36Z 
      } 
   ], 
   "NextToken": "1234-5678-9012"
}

CLI

使用 list-place-indexes 命令。

以下示例用于AWS CLI获取AWS账户中的地点索引资源列表。

aws location list-place-inde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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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地点索引资源详情
您可以使用亚马逊位置控制台、或 Amazon Location API 获取有关AWS账户中任何地点索引资源的详细信
息：AWS CLI

Console

使用亚马逊位置控制台查看地点索引资源的详细信息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location/ 打开亚马逊定位控制台。
2. 从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 D的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 D从
3. 在 “我的地点索引” 下，选择目标地点索引资源的名称链接。

API

使用 Amazon Location Place API 中的DescribePlaceIndex操作。

以下示例是获取地点索引资源详细信息的 API 请求ExamplePlaceIndex。

GET /places/v0/indexes/ExamplePlaceIndex

以下为响应示例DescribePlaceIndex：

{ 
   "CreateTime": 2020-10-30T01:38:36Z, 
   "DataSource": "Esri", 
   "DataSourceConfiguration": {  
      "IntendedUse": "SingleUse" 
   }, 
   "Description": "string", 
   "IndexArn": "arn:aws:geo:us-west-2:123456789012:place-indexes/ExamplePlaceIndex", 
   "IndexName": "ExamplePlaceIndex", 
   "Tags": {  
      "string" : "string"  
   }, 
   "UpdateTime": 2020-10-30T01:40:36Z
}

CLI

使用 describe-place-index 命令。

以下示例用于AWS CLI获取地点索引资源的详细信息ExamplePlaceIndex。

aws location describe-place-index \ 
    --index-name "ExamplePlaceIndex"

删除地点索引资源
您可以使用亚马逊位置控制台、或亚马逊位置 API 从您的 AWS 账户中AWS CLI删除地点索引资源：

Console

使用亚马逊位置控制台删除地点索引资源
Warning

此操作将永久删除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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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location/ 打开亚马逊定位控制台。
2. 从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 D的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 D从
3. 在 “我的地点索引” 下，选择目标地点索引资源。
4. 选择删除地点索引。

API

使用 Amazon Location Places API 中的DeletePlaceIndex操作。

以下示例是删除地点索引资源的 API 请求ExamplePlaceIndex。

DELETE /places/v0/indexes/ExamplePlaceIndex

以下为以下为响应示例DeletePlaceIndex：

HTTP/1.1 200

CLI

使用 delete-place-index 命令。

以下示例是删除地点索引资源的AWS CLI命令ExamplePlaceIndex。

aws location delete-place-index \ 
    --index-name "ExamplePlaceIndex"

使用Amazon LocatiLocation Service Lo
Amazon Location 允许您通过创建和配置路径计算器资源来选择数据提供商来计算路线。

您可以使用AWS SDK 或 REST API 终端节点使用路由计算 (p. 150)器资源计算给定特定参数的路由。使用
此路线计算器资源计算不同交通方式、避路方式和交通状况的起点、目的地和最多 23 个航点之间的路线。

您还可以使用路径计算器资源通过计算路径矩阵 (p. 152)来为路线规划算法或产品创建输入。计算一组出发
位置和一组目的地位置之间的行驶时间和行驶距离。路线规划软件可以使用这些时间和距离数据来优化一条
或一组路线；例如，如果您正在规划多条配送路线，并且想要为每个停靠点找到最佳路线和时间。您可以计
算不同交通方式、避险路径和交通状况的路径矩阵。

Note

有关路由概念的 HERE 概述，请参阅路由 (p. 35)。

主题
• 先决条件 (p. 148)
• 计算路由 (p. 150)
• 使用路径矩阵进行路径规划 (p. 152)
• 位置不在道路上 (p. 156)
• 出发时间 (p. 157)
• 出行模式 (p. 158)
• 管理您的路线计算器资源 (p.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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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决条件
在开始计算路径之前，请遵循先决步骤：

主题
• 创建路由计算器资源 (p. 148)
• 对您的请求进行身份验证 (p. 149)

创建路由计算器资源
在计算路由之前，请在您的AWS账户中创建路由计算器资源。

创建路径计算器资源时，可以从可用的数据提供者中进行选择：

1. Esri-有关 Esri 在您感兴趣区域中的覆盖范围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有关街道网络和交通覆盖范围的 Esri 详
细信息。

2. HERE Technologies-有关 HERE 在您感兴趣区域中的覆盖范围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HERE car routin g 
coverage（HERE 汽车的路由覆盖范围

3. Grab — 有关 Grab 报道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覆盖的国家/地区和区域 (p. 56)。

Note

如果您的应用程序正在跟踪或路由您在企业中使用的资产，例如运载车辆或员工，则不得使用 Esri 
作为地理位置提供商。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AWS 服务条款的第 82 节。

您可使用Amazon Location LocLocation Service ion LocAWS CLI ation Location Location Lo

Console

使用亚马逊位置控制台创建路线计算器资源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location/ 打开亚马逊定位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路由计算器。
3. 选择创建路线计算器。
4. 填写以下方框：

• 名称-输入路由计算器资源的名称。例如，ExampleCalculator。最多 100 个字符。有效条目
包括字母数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符、连字字字符、连字字符、连字符、连字字符

• 描述-输入可选描述。
5. 对于数据提供者，请选择一个数据提供者用作路径计算器。
6. （可选）在 Tags (标签) 下，输入标签 Key (键) 和 Value (值)。这会为您的新路线计算器资源添加

标签。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标记资源 (p. 188)。
7. 选择创建路线计算器。

API

使用亚马逊位置 API 创建路线计算器资源

使用 “亚马逊定位地点 API” 中的CreateRouteCalculator操作。

以下示例是ExampleCalculator使用数据提供商 Esri ############# API 请求。

POST /routes/v0/calcul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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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CalculatorName": "ExampleCalculator", 
   "DataSource": "Esri", 
   "Description": "string", 
   "Tags": {  
      "Tag1" : "Value1"  
   }
}

AWS CLI

使用AWS CLI命令创建路由计算器资源

使用 create-route-calculator 命令。

以下示例ExampleCalculator使用 Esri 作为数据提供者创建名为的路径计算器资源。

aws location \ 
  create-route-calculator \ 
  --calculator-name "ExampleCalculator" \ 
  --data-source "Esri" \ 
  --tags Tag1=Value1

Note

计费取决于您的使用情况。您可能会因使用其他AWS服务而产生费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LocatiLocation Service cat ion

对您的请求进行身份验证
创建路径计算器资源并准备好开始在应用程序中构建位置功能后，请选择如何验证您的请求：

• 要探索访问服务的方式，请参阅访问亚马逊Location Servic (p. 190) e。
• 如果您的网站有匿名用户，或者您想使用自己的身份验证流程或组合多种身份验证方法，请参阅允许未经

身份验证的访客使用 Amazon Cognito 访问您的应用程序 (p. 194)。

示例

以下示例显示了在使用 AWS JavaScript SDK 时将未经身份验证的身份池作为证书传递的情况。

const AWS = require("aws-sdk");

const credentials = new AWS.CognitoIdentityCredentials({ 
   IdentityPoolId: "us-east-1:54f2ba88-9390-498d-aaa5-0d97fb7ca3bd"
});

const location = new AWS.Location({ 
   credentials, 
   region: AWS.config.region // region containing Cognito pool
});

// rsp.Results contains calculated route
const rsp = await location.calculateRoute({ 
    CalculatorName: "ExampleCalculator", 
    DeparturePosition: [-123.4567, 45.6789], 
    DestinationPosition: [-123.123, 45.234]
}).prom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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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路由
您可以使用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计算起点和目的地之间的路线，沿途有多达 23 个航点，适用于不同的
交通方式、避开路径和交通状况。

Note

您必须首先创建路径计算器资源，并为向亚马逊位置提出的请求设置身份验证。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先决条件 (p. 148)：

开始计算路线
使用CalculateRoute操作提交简单请求。一个简单的请求包含以下必填字段：

• DeparturePosition— 计算路线的起始位置。定义为[longitude, latitude]
• DestinationPosition— 计算路径的终点位置。定义为[longitude, latitude]。

Note

如果您指定的出发地或目的地位置不在道路上，Amazon Location 会将该位置移至最近的道
路 (p. 156)。

您可以选择在请求中指定航点 (p. 151)、出发时间 (p. 157)和出行模式 (p. 158)。

您可以使用AWS CLI或亚马逊位置 API。

API

以下示例是使用路由计算器资源的CalculateRoute请求ExampleCalculator。该请求指定计算从出
发位置 [-122.7565，49.0021] 到目的地位置 [-122.3394，47.6159] 的路线。

POST /routes/v0/calculators/ExampleCalculator/calculate/route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DeparturePosition": [-122.7565,49.0021], 
   "DestinationPosition": [-122.3394, 47.6159]
}

AWS CLI

以下示例是使用路径计算器资源的calculate-route命令ExampleCalculator。该请求指定计算从
出发位置 [-122.7565，49.0021] 到目的地位置 [-122.3394，47.6159] 的路线。

aws location \ 
    calculate-route \ 
        --calculator-name ExampleCalculator \ 
        --departure-position -122.7565 49.0021 \ 
        --destination-position -122.3394 47.6159

默认情况下，响应以千米为Distance单位返回。您可以使用以下可选参数将测量单位更改为英里：

• DistanceUnit— 指定用于距离结果的单位制。

Example

POST /routes/v0/calculators/ExampleCalculator/calculate/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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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DeparturePosition": [-122.7565,49.0021], 
   "DestinationPosition": [-122.3394, 47.6159], 
   "DistanceUnit": "Miles"
}

设置航点
计算路径时，您可以使用航点位置在出发位置和目的地位置之间指定最多 23 个中间中途停留点。

• WaypointPositions— 指定要在出发位置和目的地位置之间的路线上包含的中间位置的有序列表。

Note

如果您指定的航点位置不在道路上，Amazon Location 会将该位置移至最近的道路。

Example

以下CalculateRoute请求计算一条包含 2 个航点的路线：

• 出发位置是 [-122.7565，49.0021]，目的地位置是 [-122.3394，47.6159]。
• 对于请求参数WaypointPositions：

• 头寸上的第一个止损点是 [-122.1884#48.0936]。
• 第二个止损位是 [-122.3493#47.6205]。

• 要包括这两个航点之间的腿部线串几何形状，请将以下可选参数设置为 true：
• IncludeLegGeometry— 包括响应中一对位置之间每条路径的几何形状。

POST /routes/v0/calculators/ExampleCalculator/calculate/route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DeparturePosition": [-122.7565,49.0021], 
   "DestinationPosition": [-122.3394, 47.6159], 
   "WaypointPositions":[ 
        [-122.1884,48.0936], 
        [-122.3493,47.6205] 
    ], 
   "IncludeLegGeometry": true
}

响应示例
以下是一个示例请求，其中包含从 Amazon Location Routes API 调用CalculateRoute操作并
将IncludeLegGeometry设置为 true 时的相应响应，其中包括响应中一对位置之间每条路径的线串几何
形状。

Example request

POST /routes/v0/calculators/ExampleCalculator/calculate/route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DeparturePosition": [-122.7565,49.0021], 
   "DestinationPosition": [-122.3394, 47.6159], 
   "IncludeLegGeometry":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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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response

{ 
   "Legs": [  
      {  
         "Distance": 178.5, 
         "DurationSeconds": 6480, 
         "EndPosition": [-122.3394,47.6159], 
         "Geometry": {  
            "LineString": [  
               [-122.7565,49.0021], 
               [-122.3394,47.6159] 
            ] 
         }, 
         "StartPosition": [-122.7565,49.0021], 
         "Steps": [  
            {  
               "Distance": 178.5, 
               "DurationSeconds": 6480, 
               "EndPosition": [-122.3394,47.6159], 
               "GeometryOffset": 0, 
               "StartPosition": [-122.7565,49.0021] 
            } 
         ] 
      } 
   ], 
   "Summary": {  
      "DataSource": "Esri", 
      "Distance": 178.5, 
      "DistanceUnit": "Kilometers", 
      "DurationSeconds": 6480, 
      "RouteBBox": [ 
        -122.7565,49.0021, 
        -122.3394,47.6159 
    ] 
   }
}

使用路径矩阵进行路径规划
您可以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为您的路线规划和优化软件创建输入。您可以为一组出发位置和一组目
的地位置之间的路径创建路径结果，包括行驶时间和行驶距离。

例如，给定出发位置 A 和 B 以及目的地位置 X 和 Y，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将返回从 A 到 X、A 到 Y、B 
到 X 以及 B 到 Y 的路径的行驶时间和行驶距离。

您可以使用不同的交通方式、避开路径和交通状况来计算路线。例如，您可以指定车辆是 35 英尺长的卡
车，计算出的路径将使用这些限制来确定行驶时间和行驶距离。

返回的结果数（以及计算的路线）等于出发位置数乘以目的地位置数。您需要为计算的每条路径付费，而不
是为每个服务请求付费，因此，包含 10 个出发地和 10 个目的地的路径矩阵将按 100 条路线计费。

计算路径矩阵
您可以计算一组出发位置和一组目的地位置之间的路径矩阵。路线结果将包括行驶时间和行驶距离。

先决条件

• 您必须首先创建路径计算器资源，并为向亚马逊位置提出的请求设置身份验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先
决条件 (p.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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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CalculateRouteMatrix操作提交请求。最小请求包含以下必填字段：

• DeparturePositions— 用于计算路线的一组起始位置。定义为一个数组[longitude, latitude]
• DestinationPositions— 用于计算路径的一组终点位置。定义为的数组[longitude, 
latitude]。

Note

如果您指定的出发地或目的地位置不在道路上，Amazon Location 会将该位置移至最近的道
路 (p. 156)。

您可以选择在请求中指定出发时间 (p. 157)和出行模式 (p. 158)。

您可以使用AWS CLI或亚马逊位置 API。

API

以下示例是使用路由计算器资源的CalculateRouteMatrix请求ExampleCalculator。该
请求指定计算从出发位置 [-122.7565，49.0021] 和 [-122.201 4，47.6101] 到目的地位置 
[-122.3394，47.6159] 和 [-122.4813，48.7511] 的路线矩阵。

POST /routes/v0/calculators/ExampleCalculator/calculate/route-matrix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DeparturePositions": [ 
       [-122.7565,49.0021], 
       [-122.2014,47.6101] 
   ], 
   "DestinationPositions": [ 
       [-122.3394, 47.6159], 
       [-122.4813,48.7511] 
   ]
}

AWS CLI

以下示例是使用路径计算器资源的calculate-route-matrix命令ExampleCalculator。该
请求指定计算从出发位置 [-122.7565，49.0021] 和 [-122.201 4，47.6101] 到目的地位置 
[-122.3394，47.6159] 和 [-122.4813，48.7511] 的路线矩阵。

aws location \ 
    calculate-route-matrix \ 
        --calculator-name ExampleCalculator \ 
        --departure-positions "[[-122.7565,49.0021],[-122.2014,47.6101]]" \ 
     --destination-positions "[[-122.3394,47.6159],[-122.4813,48.7511]]"

默认情况下，响应以千米为Distance单位返回。您可以使用以下可选参数将测量单位更改为英里：

• DistanceUnit— 指定用于距离结果的单位制。

Example

POST /routes/v0/calculators/ExampleCalculator/calculate/route-matrix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DeparturePositions": [ 
       [-122.7565,49.0021], 
       [-122.2014,47.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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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stinationPositions": [ 
       [-122.3394, 47.6159], 
       [-122.4813,48.7511] 
   ], 
   "DistanceUnit": "Miles"
}

对出发和目的地位置的限制
计算路径矩阵时，出发和目的地位置存在限制。这些限制因RouteCalculator资源使用的提供者而异。

限制 埃斯里 抓住 这里

职位数 最多 10 个出发位置和 
10 个目的地位置。

最多 350 个出发位置和 
350 个目的地位置。

最多 350 个出发位置和 
350 个目的地位置。

对于较长的路线，
适用其他限制。参见
章节 (p. 154)。

位置之间的距离 任何一对出发地和目的
地位置之间的距离必须
在 400 千米以内（步行
路线 40 千米）。

  所有出发和目的地位置
必须位于直径 180 千米
的圆圈内。

对于较长的路线，
适用其他限制。参见
章节 (p. 154)。

路由长度 如果路线的总行程时间
超过 400 分钟，则路线
将无法完成。

对于在出发点和目的地
周围的圆圈外偏离超过 
10 千米的路线，将不予
计算。

对于较长的路线，
适用其他限制。参见
章节 (p. 154)。

区域 韩国不支持计算路径矩
阵。

在东南亚可用。有关支
持的国家/地区列表和
更多信息，请参阅覆
盖的国家/地区和区
域 (p. 56)。

没有其他限制。

较长的路由规划
计算路径结果矩阵对于有效的路径规划很有用，但计算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所有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数据提供商都限制了可以计算的路线数量或路径距离。例如，HERE 允许在 350 个出发点和目的地位置之间
创建路线，但这些位置必须在 180 千米的圆圈内。如果你想规划更长的路线怎么办？

您可以使用以 HERE 作为数据提供者的 a，为较少数量的路径计算长度不受限制的路径矩
阵。RouteCalculator这不会改变您调用CalculateRouteMatrix API 的方式，Amazon Location 只是
在您满足要求时允许更长的路线。

计算更长路径的要求是：

• RouteCalculator必须使用 HERE 数据提供器。
• 出发位置的数量不得大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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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计算的路径总数不得大于 100。
• 当路径超过 1,000 km 时，不允许使用具有避开通行费的卡车路径进行长距离路由。 这种组合的计算速度

较慢，可能会导致呼叫超时。您可以通过CalculateRoute运算单独计算这些路线。

如果您的呼叫不符合这些要求（例如，您在一次呼叫中请求 150 条路径计算），
则CalculateRouteMatrix将恢复为只允许较短的路由规则。然后，只要位置在 180 千米的圆圈内，您就
可以计算路线。

在计算更长的路线时，请记住以下几点：

• 较长的路径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计算，甚至比亚马逊位置 API 的最长时间还要长。如果您经常遇到特
定路由的超时情况，则可以在每次调用时尝试较少数量的路由CalculateRouteMatrix。

• 如果您在CalculateRouteMatrix请求中添加更多目的地或出发位置，则操作可能会切换到更受限制的
模式，并且当要创建的路径较少时，可以毫无问题地计算出路线，则可能会出现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减
少目的地或出发位置的数量，然后多次请求以获得所需的全套路径计算结果。

响应示例
以下是从 Amazon Location Routes API 调用CalculateRouteMatrix操作时带有相应响应的示例请求。

Example request

POST /routes/v0/calculators/ExampleCalculator/calculate/route-matrix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DeparturePositions": [ 
       [-122.7565,49.0021], 
       [-122.2014,47.6101] 
   ], 
   "DestinationPositions": [ 
       [-122.3394, 47.6159], 
       [-122.4813,48.7511] 
   ]
}

Example response

{ 
    "RouteMatrix": [ 
        [ 
            { 
                "Distance": 178.764, 
                "DurationSeconds": 7565 
            }, 
            { 
                "Distance": 39.795, 
                "DurationSeconds": 1955 
            } 
        ], 
        [ 
            { 
                "Distance": 15.31, 
                "DurationSeconds": 1217 
            }, 
            { 
                "Distance": 142.506, 
                "DurationSeconds": 627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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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ummary": { 
        "DataSource": "Here", 
        "RouteCount": 4, 
        "ErrorCount": 0, 
        "DistanceUnit": "Kilometers" 
    }
}

位置不在道路上
使用CalculateRoute或时CalculateRouteMatrix，如果您指定的出发地、目的地或航点位置不在道路
上，Amazon Location 会将位置移至附近的道路。

以下CalculateRoute请求指定了不在道路上的出发位置和目的地位置：

POST /routes/v0/calculators/ExampleCalculator/calculate/route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DeparturePosition": [-123.128014, 49.298472], 
   "DestinationPosition": [-123.134701, 49. 294315]
}

生成的响应会返回一个捕捉到附近道路的位置：

{ 
   "Legs": [ 
      { 
         "StartPosition": [-123.12815, 49.29717], 
         "EndPosition":   [-123.13375, 49.2926], 
         "Distance": 4.223, 
         "DurationSeconds": 697, 
         "Steps": [ 
            { 
               "StartPosition": [ -123.12815, 49.29717 ], 
               "EndPosition":   [ -123.12806, 49.29707 ], 
               "Distance": 0.013, 
               "DurationSeconds": 8 
            }, 
            { 
               "StartPosition": [ -123.12806, 49.29707 ], 
               "EndPosition":   [ -123.1288, 49.29659 ], 
               "Distance": 0.082, 
               "DurationSeconds": 36 
            }, 
            { 
               "StartPosition": [ -123.1288, 49.29659 ], 
               "EndPosition":   [ -123.12021, 49.29853 ], 
               "Distance": 0.742, 
               "DurationSeconds": 128 
            }, 
            { 
               "StartPosition": [ -123.12021, 49.29853 ], 
               "EndPosition":   [ -123.1201, 49.29959 ], 
               "Distance": 0.131, 
               "DurationSeconds": 26 
            }, 
            { 
               "StartPosition": [ -123.1201, 49.29959 ], 
               "EndPosition":   [ -123.13562, 49.30681 ], 
               "Distance":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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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rationSeconds": 238 
            }, 
            { 
               "StartPosition": [ -123.13562, 49.30681 ], 
               "EndPosition":   [ -123.13693, 49.30615 ], 
               "Distance": 0.121, 
               "DurationSeconds": 28 
            }, 
            { 
               "StartPosition": [ -123.13693, 49.30615 ], 
               "EndPosition":   [ -123.13598, 49.29755 ], 
               "Distance": 0.97, 
               "DurationSeconds": 156 
            }, 
            { 
               "StartPosition": [ -123.13598, 49.29755 ], 
               "EndPosition":   [ -123.13688, 49.29717 ], 
               "Distance": 0.085, 
               "DurationSeconds": 15 
            }, 
            { 
               "StartPosition": [ -123.13688, 49.29717 ], 
               "EndPosition":   [ -123.13375, 49.2926 ], 
               "Distance": 0.609, 
               "DurationSeconds": 62 
            } 
         ] 
      } 
   ], 
   "Summary": { 
      "RouteBBox": [ -123.13693, 49.2926, -123.1201, 49.30681 ], 
      "DataSource": "Here", 
      "Distance": 4.223, 
      "DurationSeconds": 697, 
      "DistanceUnit": "Kilometers" 
   }
}

出发时间
默认情况下，当您致电CalculateRoute或CalculateRouteMatrix在请求中未提供出发时间时，计算出
的路线将反映最佳交通状况。

您可以使用以下选项之一来设置特定的出发时间，以使用所选数据提供商提供的实时和预测交通状况：

• DepartNow— 设置为 true 时，它使用实时交通状况来计算最快的行驶路径。
• DepartureTime— 提供时，它会使用所请求时间内的预测和已知交通状况。此字段不接受过去的出发时

间。按以下格式定义:YYYY-MM-DDThh:mm:ss.sssZ.

Example

以下CalculateRoute请求将起飞时间设置为 2024 年 7 月 2 日世界标准时间 12:15:20。

POST /routes/v0/calculators/ExampleCalculator/calculate/route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DeparturePosition": [-122.7565,49.0021], 
   "DestinationPosition": [-122.3394, 47.6159], 
   "WaypointPositions":[ 
        [-122.1884,48.0936], 
        [-122.3493,47.6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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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cludeLegGeometry": true, 
    "DepartureTime": 2024-07-02T12:15:20.000Z,
}

出行模式
可以在使用CalculateRoute或时设置出行模式CalculateRouteMatrix。出行方式会影响行驶速度和道
路兼容性。虽然默认的出行模式是驾车，但您可以使用以下可选参数指定沿路行驶时使用的出行模式：

• TravelMode— 指定计算路径时的传输模式，例如：Bicycle、Car、MotorcycleTruck、
或Walking。

限制

• 如果您指定了Walking出行模式并且您的数据提供商为 Esri，则起点和目的地必须在 40 千米以内。
• Bicycle或者仅Motorcycle在使用 Grab 作为数据提供者时才可用。
• Grab 仅Bicycle在某些城市提供Walking路线。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覆盖的国家/地区和区域 (p. 56)：
• Truck使用 Grab 作为数据提供者时不可用。

其他首选项

如果指定为TravelMode Car，则可以使用以下可选参数指定其他路由首选项：

• CarModeOptions— 指定乘车旅行时的路线首选项，例如AvoidFerries或AvoidTolls。

如果指定为TravelMode Truck，则可以使用以下可选参数指定其他路由首选项：

• TruckModeOptions— 除了指定可容纳TruckDimensions和的路径外，还指定乘坐卡车旅行时的路径
首选项，例如AvoidFerries或AvoidTollsTruckWeight。

Example

以下CalculateRoute请求指定Truck为出行方式。其他路线限制包括：避开使用渡轮的路线，避开无法容
纳卡车尺寸和重量的道路。

{ 
   "DeparturePosition": [-122.7565,49.0021], 
   "DestinationPosition": [-122.3394, 47.6159], 
   "DepartNow": true, 
   "TravelMode": "Truck", 
   "TruckModeOptions": {  
      "AvoidFerries": true, 
      "AvoidTolls": false, 
      "Dimensions": {  
         "Height": 4.5, 
         "Length": 15.5, 
         "Unit": "Meters", 
         "Width": 4.5
      }, 
      "Weight": {  
         "Total": 7500, 
         "Unit": "Pound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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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您的路线计算器资源
您可以使用亚马逊位置控制台、或亚马逊位置 API 管理您的路线计算器资源。AWS CLI

列出您的路线计算器资源
您可以使用亚马逊位置控制台、或亚马逊位置 API 查看您的路线计算器列表：AWS CLI

Console

使用亚马逊位置控制台查看路径计算器列表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location/ 打开亚马逊定位控制台。
2. 从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 Duckets（路径计算器）。
3. 在 “我的路径计算器” 下查看路线计算器的详细信息。

API

使用亚马逊定位路由 API 中的ListRouteCalculators操作。

以下示例是一个 API 请求，用于获取AWS账户中的路由计算器列表。

POST /routes/v0/list-calculators

以下为的示例响应ListRouteCalculators：

{ 
       "Entries": [  
          {  
             "CalculatorName": "ExampleCalculator", 
             "CreateTime": 2020-09-30T22:59:34.142Z, 
             "DataSource": "Esri", 
             "Description": "string", 
             "UpdateTime": 2020-09-30T23:59:34.142Z 
          } 
       ], 
       "NextToken": "1234-5678-9012" 
    }

CLI

使用 list-route-calculators 命令。

以下示例AWS CLI用于获取AWS账户中的路径计算器列表。

aws location list-route-calculators

获取路线计算器详细信息
您可以使用 Amazon Location 控制台、或 Amazon Location API 获取有关AWS账户中任何路线计算器资源
的详细信息：AWS CLI

Console

使用亚马逊位置控制台查看路径计算器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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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location/ 打开亚马逊定位控制台。
2. 从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 Duckets（路径计算器）。
3. 在我的路线计算器下，选择目标路径计算器的名称链接。

API

使用亚马逊定位路由 API 中的DescribeRouteCalculator操作。

以下示例是一个 API 请求，用于获取的路径计算器详细信息ExampleCalculator。

GET /routes/v0/calculators/ExampleCalculator

以下为的示例响应DescribeRouteCalculator：

{ 
       "CalculatorArn": "arn:aws:geo:us-west-2:123456789012:route-
calculator/ExampleCalculator", 
       "CalculatorName": "ExampleCalculator", 
       "CreateTime": 2020-09-30T22:59:34.142Z, 
       "DataSource": "Esri", 
       "Description": "string", 
       "Tags": {  
          "Tag1" : "Value1"  
       }, 
       "UpdateTime": 2020-09-30T23:59:34.142Z 
    }

CLI

使用 describe-route-calculator 命令。

以下示例用于获取AWS CLI的路径计算器详细信息ExampleCalculator。

aws location describe-route-calculator \ 
        --calculator-name "ExampleCalculator"

删除路线计算器
您可以使用亚马逊位置控制台、或亚马逊位置 API 从您的AWS账户中删除路线计算器：AWS CLI

Console

使用亚马逊位置控制台删除路线计算器
Warning

此操作将永久删除该资源。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location/ 打开亚马逊定位控制台。
2. 从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 Duckets（路径计算器）。
3. 在我的路线计算器下，选择目标路线计算器。
4. 选择删除路线计算器。

API

使用亚马逊定位路由 API 中的DeleteRouteCalculator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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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示例是删除地理围栏集合的 API 请求ExampleCalculator。

DELETE /routes/v0/calculators/ExampleCalculator

以下为的示例响应DeleteRouteCalculator：

HTTP/1.1 200

CLI

使用 delete-route-calculator 命令。

以下示例是删除 geofence 集合的AWS CLI命令ExampleCalculator。

aws location delete-route-calculator \ 
        --calculator-name "ExampleCalculator"

使用亚马逊位置对感兴趣区域进行地理围栏
地理围栏应用程序评估被跟踪设备相对于先前注册的兴趣区域的位置。这样就可以根据位置更新采取行动。
例如，您可以发起一个活动，在通过移动应用程序订购咖啡的客户在商店附近时提示通知。

Note

有关地理围栏和跟踪器概念的概述，请参阅地理围栏和跟踪器 (p. 38)。

本指南的这一部分提供了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创建地理围栏应用程序的 step-by-step 说明。

步骤概述

1. 在感兴趣的区域周围添加地理围栏并将其存储在地理围栏集合资源中。
2. 开始跟踪您的目标设备并将设备位置历史记录存储在跟踪器资源中。
3. 将您的跟踪器资源链接到您的地理围栏收集资源，以便根据您的所有地理围栏自动评估设备位置更新。
4. 如果您不想使用亚马逊位置追踪器来保存设备的位置记录，则可以直接根据地理围栏收集资源评估设备

位置。

在实现地理围栏解决方案后，您的 geofence 收集资源会发出以下事件：

• ENTER— 被跟踪的设备进入地理围栏集合中的地理围栏。
• EXIT— 被跟踪的设备退出地理围栏集合中的地理围栏。

您可以使用亚马逊通过 EventBridge 将事件路由到其他地方来对事件做出反应。

除了通过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API 从每台设备发送更新外，您还可以使用 MQTT 发送设备更新。

以下主题详细描述了这些步骤和替代方案。

主题
• 添加地理围栏 (p. 162)
• 开启跟踪 (p. 166)
• 将跟踪器链接到地理围栏集合 (p. 170)
• 根据地理围栏评估设备位置 (p. 171)
• 对Amazon LocatiLocation Service cation Ser EventBridge (p.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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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MQTT 和亚马逊LocatAWS IoT ion Service 进行跟踪 (p. 175)
• 管理您的地理围栏收集资源 (p. 180)
• 管理您的跟踪器资源 (p. 185)

添加地理围栏
Geofences 包含形成封闭边界的点和顶点，封闭边界定义感兴趣区域。Geofence 集合存储和管理一个或多
个地理围栏。

Amazon Location geofence 集合存储使用名为 Geo JSON (RFC 7946) 的标准地理空间数据格式定义的地理
围栏。您可以免费使用 geo json.io 等工具以图形方式绘制地理围栏并保存输出的 GeoJSON 文件。

Note

Amazon Location 不支持带有洞的多边形、多多边形、顺时针多边形和穿过反中线的地理围栏。

创建地理围栏集合
使用 Amazon Location 控制台、或 Amazon Location API 创建地理围栏集合以存储和管理地理围栏。AWS 
CLI

Console

使用 Amazon Location 控制台创建地理围栏集合

1. 打开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控制台，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location/。
2.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 GeoFence 集合。
3. 选择创建地理围栏集合。
4. 填写以下方框：

• 名称-输入一个唯一的名称。例如，ExampleGeofenceCollection。最多 100 个字符。有效条
目包括字母数字字符、连字符、句点和下划线。

• 描述-输入可选描述以区分您的资源。
5. 在以目标 CloudWatch 为目标的EventBridge 规则下，您可以创建可选 EventBridge 规则以开始对

地理围栏事件做出反应。 (p. 173)这使亚马逊位置能够将事件发布到亚马逊 CloudWatch 日志。
6. （可选）在 Tags (标签) 下，输入标签 Key (键) 和 Value (值)。这会为您的新 geofence 集合添加标

签。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为您的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资源添加标签 (p. 188)：
7. （可选）在客户管理密钥加密下，您可以选择添加客户管理的密钥。这会添加一个对称客户托管式

密钥，该密钥，您根据默认自AWS有加密来创建、拥有和管理该密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加密
静态数据 (p. 214)。

8. 选择创建地理围栏集合。

API

使用亚马逊位置 API 创建地理围栏集合

使用 Amazon Location Geofences API 中的CreateGeofenceCollection操作。

以下示例使用 API 请求来创建名为的地理围栏集合ExampleGeofenceCollection。geofence 集合
与客户管理的 KMS 密钥相关联，用于加密客户数据 (p. 214)。

POST /geofencing/v0/collections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CollectionName": "ExampleGeofence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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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 "Geofence collection 1 for shopping center", 
   "KmsKeyId": "1234abcd-12ab-34cd-56ef-1234567890ab", 
   "Tags": {  
      "Tag1" : "Value1" 
   }
}

AWS CLI

使用AWS CLI命令创建地理围栏集合

使用 create-geofence-collection 命令。

以下示例使用创建名AWS CLI为的地理围栏集合ExampleGeofenceCollection。geofence 集合与客
户管理的 KMS 密钥相关联，用于加密客户数据 (p. 214)。

aws location \ 
  create-geofence-collection \ 
  --collection-name "ExampleGeofenceCollection" \ 
  --description "Shopping center geofence collection" \ 
  --kms-key-id "1234abcd-12ab-34cd-56ef-1234567890ab" \ 
  --tags Tag1=Value1

Note

计费取决于您的使用情况。您可能会因使用其他AWS服务而产生费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亚马
逊Location Service 定价。

绘制地理围栏
现在您已经创建了地理围栏集合，可以定义地理围栏了。地理围栏可以定义为多边形或圆形。要绘制多边形
地理围栏，你可以使用 GeoJSON 编辑工具，例如 geo json.io。

要将地理围栏创建为圆，必须定义圆的中心点和半径。例如，如果您想创建地理围栏，以便每当设备到达特
定位置 50 米以内时都会收到通知，则可以使用该位置的纬度和经度并将半径指定为 50 米。

添加多边形地理围栏
本部分介绍创建多边形地理围栏的操作

使用 GeoJSON 工具绘制地理围栏
现在您已经创建了 geofence 集合，您可以使用 GeoJSON 编辑工具（例如 geo json.io）定义地理围栏。

创建 GeoJSON 文件

1. 打开 GeoJSON 编辑工具。例如，gejson.io。
2. 选择绘制多边形图标并绘制您感兴趣的区域。
3. 选择 “保存”，然后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GeoJSON。

将 GeoJSON 地理围栏放入地理围栏集合中
您可以使用生成的 GeoJSON 文件通过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控制台AWS CLI、或亚马逊位置 API 上传地
理围栏：

Console

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控制台向地理围栏集合添加地理围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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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控制台，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location/。
2.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 GeoFence 集合。
3. 从 Geofence 集合列表中，选择目标 geofence 集合的名称链接。
4. 在地理围栏下，选择创建地理围栏。
5. 在添加地理围栏窗口中，将您的 GeoJSON 拖放到窗口中。
6. 选择添加地理围栏。

API

使用亚马逊位置 API 添加地理围栏

使用 Amazon Location Geofences API 中的PutGeofence操作。

以下示例使用 API 请求将给定 ID 为 GEOFENCE-EXAMPLE1 的地理围栏添加到名为的地理围栏集合中
ExampleGeofenceCollection：

PUT /geofencing/v0/collections/ExampleGeofenceCollection/geofence/GEOFENCE-EXAMPLE1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Geometry": {  
          "Polygon": [    
            [ 
                [-5.716667, -15.933333], 
                [-14.416667, -7.933333], 
                [-12.316667, -37.066667], 
                [-5.716667, -15.933333] 
            ] 
          ] 
       } 
    }

或者，您可以使用该BatchPutGeofence操作添加多个地理围栏。

POST /geofencing/v0/collections/ExampleGeofenceCollection/put-geofences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Entries": [  
          {  
             "GeofenceId": "GEOFENCE-EXAMPLE1", 
             "Geometry": {  
                "Polygon": [  
                   [  
                      [-5.716667, -15.933333], 
                      [-14.416667, -7.933333], 
                      [-12.316667, -37.066667], 
                      [-5.716667, -15.933333] 
                   ] 
                ] 
             } 
          } 
       ] 
    }

AWS CLI

使用AWS CLI命令将地理围栏添加到地理围栏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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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put-geofence 命令。

以下示例使用AWS CLI向名为的地理围栏集合添加地理围栏ExampleGeofenceCollection。

$ aws location \ 
        put-geofence \ 
            --collection-name ExampleGeofenceCollection \ 
            --geofence-id ExampleGeofenceTriangle \ 
            --geometry 'Polygon=[[[-5.716667, -15.933333],[-14.416667, -7.933333],
[-12.316667, -37.066667],[-5.716667, -15.933333]]]' 
    { 
        "CreateTime": "2020-11-11T00:16:14.487000+00:00", 
        "GeofenceId": "ExampleGeofenceTriangle", 
        "UpdateTime": "2020-11-11T00:19:59.894000+00:00" 
    }

添加圆形地理围栏数
本节介绍如何创建圆形地理围栏。您必须知道要作为圆心的点的纬度和经度，以及圆的半径（以米为单
位）。您可以使用亚马逊位置 API 或者，创建循环地理围栏AWS CLI。

API

使用亚马逊位置 API 添加圆形地理围栏

使用 Amazon Location Geofences API 中的PutGeofence操作。

以下示例使用 API 请求将给定 ID 为 GEOFENCE-EXAMPLE2 的地理围栏添加到名为的地理围栏集合中
ExampleGeofenceCollection：

PUT /geofencing/v0/collections/ExampleGeofenceCollection/geofence/GEOFENCE-EXAMPLE2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Geometry": {  
          "Circle": {    
            "Center": [-5.716667, -15.933333], 
            "Radius": 50 
          } 
       } 
    }

AWS CLI

使用AWS CLI命令向地理围栏集合添加圆形地理围栏

使用 put-geofence 命令。

以下示例使用AWS CLI向名为的地理围栏集合添加地理围栏ExampleGeofenceCollection。

$ aws location \ 
        put-geofence \ 
            --collection-name ExampleGeofenceCollection \ 
            --geofence-id ExampleGeofenceCircle \ 
            --geometry 'Circle={Center=[-5.716667, -15.933333], Radius=50}'

Note

您也可以将复杂几何图形的 JSON 放入其自己的文件中，如以下示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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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location \ 
        put-geofence \ 
            --collection-name ExampleGeofenceCollection \ 
            --geofence-id ExampleGeofenceCircle \ 
            --geometry file:circle.json

在示例中，circle.json 文件包含圆形几何图形的 JSON。

{ 
    "Circle": { 
        "Center": [-74.006975, 40.717127], 
        "Radius": 287.7897969218057 
    }
}

开启跟踪
本节将指导您构建捕获设备位置的跟踪应用程序。

创建跟踪器
创建跟踪器资源来存储和处理设备上的位置更新。您可以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控制台AWS CLI、或
亚马逊定位 API。

存储在跟踪器资源中的每个位置更新可以包括位置精度的测量值，以及与您要存储的位置或设备相关的多达
三个元数据字段。元数据以键值对的形式存储，可以存储速度、方向、轮胎压力或发动机温度等信息。

跟踪器在收到位置更新时对其进行过滤。这可以减少设备路径中的视觉噪音（称为抖动），并减少错误的地
理围栏进入和退出事件的数量。这也有助于通过减少存储的位置更新数量和减少启动的地理围栏评估的数量
来管理成本。

追踪器提供三种位置筛选选项，以帮助管理成本并减少位置更新中的抖动。

• 基于精度-与任何提供精度测量的设备一起使用。大多数移动设备都提供此信息。每次位置测量的精度都受
到许多环境因素的影响，包括 GPS 卫星接收、景观以及 Wi-Fi 和蓝牙设备的距离。大多数设备，包括大多
数移动设备，都可以在测量的同时提供测量精度的估计值。使用AccuracyBased筛选时，如果设备移动
距离小于测量的精度，则设备移动距离小于测量的精度时忽略位置更新。例如，如果一个设备的移动距离
小于 15 米时该设备的移动距离小于 15 米时忽略第二次更新。Amazon Location 既不会根据地理围栏评估
被忽略的更新，也不会存储这些更新。

如果未提供精度，则将其视为零，测量结果被视为完全准确。

Note

您也可以使用基于精度的筛选来删除所有筛选。如果您选择基于准确度的筛选，但将所有精度数
据改写为零，或者完全省略精度，则 Amazon Location 不会过滤掉任何更新。

• 基于距离 — 在您的设备不提供精度测量，但您仍希望利用过滤来减少抖动和管理成本时使用。
DistanceBased筛选忽略设备移动距离小于 30 米时忽略位置更新。当您使用DistanceBased位置筛选
时，Amazon Location 既不会根据地理围栏评估这些被忽略的更新，也不会存储更新。

大多数移动设备的精度，包括iOS 和Android设备的平均精度，都在15 m以内。在大多数应用程序
中，DistanceBased过滤可以减少在地图上显示设备轨迹时位置不准确的影响，以及当设备靠近地理围
栏边界时多个连续进入和退出事件的反弹效果。它还可以减少调用次数，根据关联的地理围栏进行评估或
检索设备位置，从而帮助降低应用程序的成本。

• 基于时间 —（默认）在您的设备非常频繁地发送位置更新（每 30 秒发送一次以上），并且您希望在不存
储每次更新的情况下实现近乎实时的地理围栏评估时使用。在TimeBased筛选中，根据链接的地理围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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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进行评估，但并非每个位置更新都会存储。如果更新频率超过 30 秒，则每 30 秒仅为每个唯一的设备 ID 
存储一次更新。

Note

在决定筛选方法和位置更新频率时，请注意跟踪应用程序的成本。每次更新位置都会向您收取一次
费用，针对每个链接的 geofence 集合评估位置更新都需要一次付费。例如，在使用基于时间的筛选
时，如果您的跟踪器链接到两个 geofence 集合，则每次位置更新都将计为一次位置更新请求和两次 
geofence 集合评估。如果您每 5 秒报告一次设备的位置更新并使用基于时间的筛选，则每台设备每
小时将收取 720 次位置更新和 1,440 次地理围栏评估的费用。
您的账单不受每个集合中地理围栏数量的影响。由于每个地理围栏集合可能包含多达 50,000 个 
geofence，因此您可能需要尽可能将地理围栏合并为更少的集合，以降低地理围栏评估的成本。

Console

使用亚马逊定位控制台创建追踪器

1. 打开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控制台，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location/。
2.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 Trackers（跟踪器）。
3. 选择创建跟踪器。
4. 填写以下字段：

• 名称-输入一个唯一的名称。例如，ExampleTracker。最多 100 个字符。有效条目包括字母数
字字符、连字符、句点和下划线。

• 描述-输入可选描述。
5. 在 “位置筛选” 下，选择最适合您打算如何使用跟踪资源的选项。如果您未设置位置筛选，则默认

设置为TimeBased。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追踪器 (p. 39)本指南和PositionFiltering亚马逊
Location Service 跟踪器 API 参考。

6. （可选）在 Tags (标签) 下，输入标签 Key (键) 和 Value (值)。这会为您的新 geofence 集合添加标
签。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标记资源 (p. 188)。

7. （可选）在客户管理密钥加密下，您可以选择添加客户管理的密钥。这会添加一个对称客户托管式
密钥，该密钥，您根据默认自AWS有加密来创建、拥有和管理该密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加密
静态数据 (p. 214)。

8. 选择创建跟踪器。

API

使用亚马逊位置 API 创建跟踪器

使用亚马逊位置追踪器 API 中的CreateTracker操作。

以下示例使用 API 请求创建名为的跟踪器ExampleTracker。跟踪器资源与客户管理的 KMS 密钥相关
联，用于加密客户数据 (p. 214)。

POST /tracking/v0/trackers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TrackerName": "ExampleTracker", 
   "Description": "string", 
   "KmsKeyId": "1234abcd-12ab-34cd-56ef-1234567890ab", 
   "PositionFiltering": "AccuracyBased", 
   "Tags": {  
      "string" : "str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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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CLI

使用AWS CLI命令创建跟踪器

使用 create-tracker 命令。

以下示例使用创建名AWS CLI为的跟踪器ExampleTracker。跟踪器资源与客户管理的 KMS 密钥相关
联，用于加密客户数据 (p. 214)。

aws location \ 
  create-tracker \ 
  --tracker-name "ExampleTracker" \ 
  --position-filtering "AccuracyBased" \ 
  --kms-key-id "1234abcd-12ab-34cd-56ef-1234567890ab"

Note

计费取决于您的使用情况。您可能会因使用其他AWS服务而产生费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亚马
逊Location Service 定价。

对您的请求进行身份验证
创建跟踪器资源并准备好开始根据地理围栏评估设备位置后，请选择如何验证您的请求：

• 要探索访问服务的方式，请参阅访问亚马逊Location Servic (p. 190) e。
• 如果您的网站有匿名用户，或者您想使用自己的身份验证流程或组合多种身份验证方法，请参阅允许未经

身份验证的访客使用 Amazon Cognito 访问您的应用程序 (p. 194)。

示例

以下示例显示了在使用 AWS JavaScript SDK 时将未经身份验证的身份池作为证书传递的情况。

const AWS = require("aws-sdk"); 
  
// Exchange the unauthenticated identity pool you created for credentials
const credentials = new AWS.CognitoIdentityCredentials({ 
   IdentityPoolId: "us-east-1:54f2ba88-9390-498d-aaa5-0d97fb7ca3bd"
}); 
  
const client = new AWS.Location({ 
   credentials, 
   region: "us-east-1" // The region containing both the identity pool and tracker 
 resource
});

// Send device position updates
const rsp = await location 
  .batchUpdateDevicePosition({ 
    TrackerName: "ExampleTracker", 
    Updates: [ 
      { 
        DeviceId: "ExampleDevice-1", 
        Position: [-123.4567, 45.6789], 
        SampleTime: "2020-10-02T19:09:07.327Z" 
      }, 
      { 
        DeviceId: "ExampleDevice-2", 
        Position: [-123.123, 4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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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pleTime: "2020-10-02T19:10:32Z" 
      } 
    ] 
  }) 
  .promise()

使用设备位置更新您的追踪器
要跟踪您的设备，您可以将设备位置更新发布到跟踪器。您稍后可以从跟踪器资源中检索这些设备位置或设
备位置历史记录。

每次位置更新都必须包括设备 ID、时间戳和位置。您可以选择添加其他元数据，包括准确性和最多 3 个键值
对供您自己使用。

如果您的跟踪链接到一个或多个 geofence 集合，则将根据这些地理围栏评估更新（遵循您为跟踪器指定的
筛选规则）。如果设备突破了地理围栏区域（从区域内部移动到外部，反之亦然），您将在其中收到事件 
EventBridge。这些ENTER或EXIT事件包括位置更新详细信息，包括设备 ID、时间戳和任何相关的元数据。

Note

有关职位筛选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跟踪器 (p. 166)。
有关地理围栏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对Amazon LocatiLocation Service cation Ser 
EventBridge (p. 173)。

使用以下任一方法发送设备更新：

• 向 Io@@ T Core 资源发送 MQTAWS T 更新，并将其链接到您的跟踪器资源。
• 使用亚马逊位置追踪器 APIAWS CLI、或亚马逊位置 API 发送位置更新。你可以使用AWS软件开发工具

包 (p. 245)从你的 iOS 或安卓应用程序调用 API。

API

使用亚马逊位置 API 发送职位更新

使用亚马逊位置追踪器 API 中的BatchUpdateDevicePosition操作。

以下示例使用 API 请求向跟踪器发布设备位置更新ExampleTracker。ExampleDevice

POST /tracking/v0/trackers/ExampleTracker/positions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Updates": [  
      {  
         "DeviceId": "ExampleDevice", 
         "Position": [-123.17805, 49.19284], 
         "SampleTime": "2020-10-02T19:09:07.327Z", 
         "Accuracy": { 
           "Horizontal": 3.14
         }, 
         "PositionProperties": { 
           "field1": "value1", 
           "field2": "value2" 
         } 
      } 
   ]
}

AWS CLI

使用AWS CLI命令发送位置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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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batch-update-device-position 命令。

以下示例使用AWS CLI向跟踪器发布 ExampleDevice-1 #-ExampleDevice 2 的设备位置更
新ExampleTracker。

aws location batch-update-device-position \
--tracker-name ExampleTracker \
--updates '[{"DeviceId":"ExampleDevice-1","Position":
[-123.123,47.123],"SampleTime":"2021-11-30T21:47:25.149Z"},
{"DeviceId":"ExampleDevice-2","Position":
[-123.123,47.123],"SampleTime":"2021-11-30T21:47:25.149Z","Accuracy":
{"Horizontal":10.30},"PositionProperties":{"field1":"value1","field2":"value2"}}]'

从追踪器获取设备的位置记录
您的亚马逊位置追踪器资源会将所有被追踪设备的位置历史记录保留 30 天。您可以从跟踪器资源中检索设
备位置历史记录，包括所有相关的元数据。以下示例使用AWS CLI、或亚马逊位置API。

API

使用亚马逊定位 API 从跟踪器获取设备位置历史记录

使用亚马逊位置追踪器 API 中的GetDevicePositionHistory操作。

以下示例使用 API URI 请求ExampleDevice从名为ExampleTracker开始19:05:07（包括）和结束
于19:20:07（独占）的跟踪器获取的设备位置历史记录2020–10–02。

POST /tracking/v0/trackers/ExampleTracker/devices/ExampleDevice/list-positions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StartTimeInclusive": "2020-10-02T19:05:07.327Z", 
  "EndTimeExclusive": "2020-10-02T19:20:07.327Z"
}

AWS CLI

使用AWS CLI命令从跟踪器获取设备位置历史记录

使用 get-device-position-history 命令。

以下示例使用ExampleDevice从名为 “起始于19:05:07（包括），结束于19:20:07（独
占）ExampleTracker开启” 的跟踪器获取的设备位置历史记录2020–10–02。AWS CLI

aws location \ 
    get-device-position-history \ 
        --device-id "ExampleDevice" \ 
        --start-time-inclusive "2020-10-02T19:05:07.327Z" \ 
        --end-time-exclusive "2020-10-02T19:20:07.327Z" \ 
        --tracker-name "ExampleTracker"

将跟踪器链接到地理围栏集合
现在你已经有了地理围栏集合和跟踪器，你可以将它们链接在一起，这样就可以根据你的所有地理围栏自动
评估位置更新。如果您不想评估所有位置更新，或者如果您不想将某些位置存储在跟踪器资源中，则可以按
需根据地理围栏评估设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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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根据地理围栏评估设备位置时，会生成事件。您可以为这些事件设置操作。有关您可以为 geofence 事件
设置的操作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与亚马逊一起回应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事件 EventBridge。

Amazon Location 事件包括生成该事件的设备位置更新的属性以及进入或退出的地理围栏的某些属性。
有关地理围栏事件中包含的数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亚马逊Lo EventBridge cation Service 亚马逊事件示
例 (p. 174)。

以下示例使用控制台、或 Amazon Location API 将AWS CLI跟踪资源链接到地理围栏集合。

Console

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控制台将跟踪资源链接到 geofence 集合

1. 打开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控制台，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location/。
2.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 Trackers（跟踪器）。
3. 在 “设备跟踪器” 下，选择目标跟踪器的名称链接。
4. 在链接的 Geofence 集合下，选择 “链接 Geofence 集合”。
5. 在链接的 Geofence 集合窗口中，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 geofence 集合。
6. 选择链接。

关联跟踪资源后，系统会将其分配为 “活跃” 状态。
API

使用 Amazon Location API 将跟踪资源链接到地理围栏集合

使用亚马逊位置追踪器 API 中的AsssociateTrackerConsumer操作。

以下示例使用一个 API 请求，该请求使用其亚马逊资源名称 (ARN) ExampleTracker与地理围栏集合
相关联。

POST /tracking/v0/trackers/ExampleTracker/consumers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ConsumerArn": "arn:aws:geo:us-west-2:123456789012:geofence-
collection/ExampleGeofenceCollection"
}

AWS CLI

使用AWS CLI命令将跟踪器资源链接到 geofence 集合

使用 associate-tracker-consumer 命令。

以下示例使用创建名AWS CLI为的地理围栏集合ExampleGeofenceCollection。

aws location \ 
    associate-tracker-consumer \ 
        --consumer-arn "arn:aws:geo:us-west-2:123456789012:geofence-
collection/ExampleGeofenceCollection" \ 
        --tracker-name "ExampleTracker"

根据地理围栏评估设备位置
有两种方法可以根据地理围栏评估位置以生成地理围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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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链接跟踪器和 Geofence 收藏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将跟踪器链接到地理围栏集
合 (p. 170)部分：

• 您可以直接向 geofence 收集资源发出请求以评估一个或多个位置。

如果您还想跟踪设备的位置历史记录或在地图上显示位置，请将跟踪器与 geofence 集合相关联。或者，您
可能不想评估所有位置更新，或者您不打算将位置数据存储在跟踪器资源中。如果是其中任何一种情况，您
可以直接向地理围栏集合发出请求，并根据其地理围栏评估一个或多个设备的位置。

根据地理围栏评估设备位置会生成事件。您可以对这些事件做出反应并将它们路由到其他AWS服务。有关在
接收 geofence 事件时可以采取的操作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与亚马逊一起回应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事件 
EventBridge。

Amazon Location 事件包括生成该事件的设备位置更新的属性，包括时间、位置、精度和键值元数据，
以及输入或退出的地理围栏的某些属性。有关地理围栏事件中包含的数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亚马逊Lo 
EventBridge cation Service 亚马逊事件示例 (p. 174)。

以下示例使用AWS CLI、或亚马逊位置API。

API

使用亚马逊位置API，根据地理围栏的位置评估设备位置评估设备位置的位置评估设备位置的设置

使用 Amazon Location Geofences API 中的BatchEvaluateGeofences操作。

以下示例使用 API 请求来评估设备ExampleDevice在关联地理围栏集合中的位
置ExampleGeofenceCollection。

POST /geofencing/v0/collections/ExampleGeofenceCollection/positions HTTP/1.1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DevicePositionUpdates": [  
      {  
         "DeviceId": "ExampleDevice", 
         "Position": [-123.123, 47.123], 
         "SampleTime": "2021-11-30T21:47:25.149Z", 
         "Accuracy": { 
            "Horizontal": 10.30 
         }, 
         "PositionProperties": { 
            "field1": "value1", 
            "field2": "value2" 
         } 
      } 
   ]
}

AWS CLI

使用AWS CLI命令根据地理围栏的位置评估设备位置评估设备位置的操作

使用 batch-evaluate-geofences 命令。

以下示例使用与关联的 geofence 集合计算 ExampleDevice-ExampleDevice1 # -2 的位
置ExampleGeofenceCollection。AWS CLI

aws location \ 
    batch-evaluate-geofences \ 
        --collection-name ExampleGeofenceColle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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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ice-position-updates '[{"DeviceId":"ExampleDevice","Position":
[-123.123,47.123],"SampleTime":"2021-11-30T21:47:25.149Z","Accuracy":
{"Horizontal":10.30},"PositionProperties":{"field1":"value1","field2":"value2"}}]'

对Amazon LocatiLocation Service cation Ser 
EventBridge
Amazon EventBridge 是一种无服务器事件总线，它使用来自 Amazon Location 等AWS服务的数据高效地将
应用程序连接在一起。 EventBridge 从 Amazon Location 接收地理围栏事件并将这些数据路由到诸如此类
的目标AWS Lambda。您可以设置路由规则来确定将数据发送到何处，以构建可实时做出反应的应用程序架
构。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Survents EventBridge 用户指南中的事件和事件模式。

主题
• 为亚马逊地点创建事件规则 (p. 173)
• 亚马逊Lo EventBridge cation Service 亚马逊事件示例 (p. 174)

为亚马逊地点创建事件规则
您可以为每个事件总线创建多达 300 条规则， EventBridge 以配置为响应 Amazon Location 事件而采取的操
作。

例如，您可以为地理围栏事件创建规则，在该规则中，当在地理围栏边界内检测到电话时，将发送推送通
知。

为亚马逊位置事件创建规则

使用以下值，创建基于亚马逊位置事件的 EventBridge 规则：

• 对于 Rule type（规则类型），选择 Rule with an event pattern（具有事件模式的规则）。
• 在事件模式框中，添加以下模式：

{ 
  "source": ["aws.geo"], 
  "detail-type": ["Location Geofence Event"]
}

您可以选择通过添加detail标签来仅指定ENTER或EXIT事件：

{ 
  "source": ["aws.geo"], 
  "detail-type": ["Location Geofence Event"], 
  "detail": { 
    "EventType": ["ENTER"] 
  }
}

• 对于 Sel ec t targents（选择目标），选择从Amazon Location Service 收到地理围栏事件时要执行的目标
操作。

例如，使用 Amazon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SNS) 主题在事件发生时发送电子邮件或短信。您首先需
要使用 Amazon SNS 控制台创建 Amazon SNS 主题。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mazon SNS 发送用
户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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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ing

最佳做法是确认事件规则已成功应用，否则您的自动操作可能无法按预期启动。要验证您的事件规
则，请为事件规则启动条件。例如，模拟设备进入地理围栏区域。

您也可以从 Amazon Location 捕获所有事件，只需排除该detail-type部分即可。例如：

{ 
  "source": [ 
    "aws.geo" 
  ]
}

Note

同一事件可以多次举办。您可以使用事件 ID 对收到的事件进行重复数据消除。

亚马逊Lo EventBridge cation Service 亚马逊事件示例
以下是通过调用启动的进入地理围栏的事件的示例BatchUpdateDevicePosition。

{ 
  "version": "0", 
  "id": "aa11aa22-33a-4a4a-aaa5-example", 
  "detail-type": "Location Geofence Event", 
  "source": "aws.geo", 
  "account": "636103698109", 
  "time": "2020-11-10T23:43:37Z", 
  "region": "eu-west-1", 
  "resources": [ 
    "arn:aws:geo:eu-west-1:0123456789101:geofence-collection/GeofenceEvents-
GeofenceCollection_EXAMPLE", 
    "arn:aws:geo:eu-west-1:0123456789101:tracker/Tracker_EXAMPLE" 
  ], 
  "detail": { 
    "EventType": "ENTER", 
    "GeofenceId": "polygon_14", 
    "DeviceId": "Device1-EXAMPLE", 
    "SampleTime": "2020-11-10T23:43:37.531Z", 
    "Position": [ 
      -123.12390073297821, 
      49.23433613216247 
    ], 
    "Accuracy": { 
      "Horizontal": 15.3 
    }, 
    "PositionProperties": { 
      "ExampleKey": "ExampleField" 
    } 
  }
}

以下是退出调用启动的地理围栏事件的示例BatchUpdateDevicePosition。

{ 
  "version": "0", 
  "id": "aa11aa22-33a-4a4a-aaa5-example", 
  "detail-type": "Location Geofence Event", 
  "source": "aws.geo", 
  "account": "123456789012", 
  "time": "2020-11-10T23:41:4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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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ion": "eu-west-1", 
  "resources": [ 
    "arn:aws:geo:eu-west-1:0123456789101:geofence-collection/GeofenceEvents-
GeofenceCollection_EXAMPLE", 
    "arn:aws:geo:eu-west-1:0123456789101:tracker/Tracker_EXAMPLE" 
  ], 
  "detail": { 
    "EventType": "EXIT", 
    "GeofenceId": "polygon_10", 
    "DeviceId": "Device1-EXAMPLE", 
    "SampleTime": "2020-11-10T23:41:43.826Z", 
    "Position": [ 
      -123.08569321875426, 
      49.23766166742559 
    ], 
    "Accuracy": { 
      "Horizontal": 15.3 
    }, 
    "PositionProperties": { 
      "ExampleKey": "ExampleField" 
    } 
  }
}

使用 MQTT 和亚马逊LocatAWS IoT ion Service 进行跟
踪
MQTT 是一种轻量级且被广泛采用的消息协议，专为受限设备设计。 AWS IoT Core支持使用 MQTT 协议和 
MQTT WST S WebSocket ecure (WSS) 协议的设备连接。

AWS IoT Core将设备连接到设备AWS并使您能够在它们之间发送和接收消息。AWS IoT Core规则引擎存
储有关设备消息主题的查询，并允许您定义向其他AWS服务（例如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发送消息的操
作。知道其位置为坐标的设备可以通过规则引擎将其位置转发到亚马逊位置。

以下演练描述了使用AWS IoT Core规则进行跟踪。如果您需要在发送到亚马逊位置之前对其进行处理，也可
以将设备信息发送到您自己的AWS Lambda功能。有关使用 Lambda 处理您的设备位置的更多详细信息，请
参阅AWS Lambda与 MQTT 一起使用 (p. 176)。

主题
• 先决条件 (p. 175)
• 创建 AWS IoT Core 规则 (p. 176)
• 在控制台中测试您的AWS IoT Core规则 (p. 176)
• AWS Lambda与 MQTT 一起使用 (p. 176)

先决条件
必须先完成以下先决条件，然后才能开始跟踪：

• 创建跟踪器资源 (p. 166)，您将向该资源发送设备位置数据。
• 创建 IAM 角色来授予对跟踪器的AWS IoT Core访问权限。

执行这些步骤时，请使用以下政策授予对跟踪器的访问权限：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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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d": "WriteDevicePosition", 
      "Effect": "Allow", 
      "Action": "geo:BatchUpdateDevicePosition", 
      "Resource": "arn:aws:geo:*:*:tracker/*" 
    } 
  ]
}

创建 AWS IoT Core 规则
接下来，创建一条AWS IoT Core规则，将设备的位置遥测数据转发到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有关创建规
则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IoT Core开发人员指南》中的以下主题：

• 创建AWS IoT规则以获取有关创建新规则的信息。
• 位置操作以获取有关创建发布到亚马逊地点的规则的特定信息

在控制台中测试您的AWS IoT Core规则
如果当前没有设备发布包含位置的遥测数据，则可以使用AWS IoT Core控制台测试您的规则。控制台有一个
测试客户端，您可以在其中发布示例消息以验证解决方案的结果。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iot/ 登录主AWS IoT Core机。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展开 “测试”，然后选择 MQTT 测试客户端。
3. 在 “发布到主题” 下，将主题名称设置为 iot/topi c（或您在AWS IoT Core规则中设置的主题的名称，

如果不同），并为消息负载提供以下内容。将时间戳 1604940328 替换为最近 30 天内的有效时间戳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跟踪器会忽略任何超过 30 天的时间戳）。

{ 
  "payload": { 
    "deviceid": "thing123", 
    "timestamp": 1604940328, 
    "location": { "lat": 49.2819, "long": -123.1187 }, 
    "accuracy": { "Horizontal": 20.5 }, 
    "positionProperties": { "field1": "value1", "field2": "value2" } 
  }
}

4. 选择 “发布到主题” 以发送测试消息。
5. 要验证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已收到该消息，请使用以下AWS CLI命令。如果您在设置期间对其进行

了修改，请将跟踪器名称替换为您使用的名称。

aws location batch-get-device-position --tracker-name MyTracker --device-ids thing123

AWS Lambda与 MQTT 一起使用
虽然在将设备位置数据发送到亚马逊位置进行跟踪时不再需要使用AWS Lambda，但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
仍希望使用 Lambda。例如，如果您想自己处理设备位置数据，然后再将其发送到亚马逊地点。以下主题介
绍了如何将 Lambda 与 Tracker 源配合使用 Lambda 处理消息。有关此模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参考架构。

主题
• 先决条件 (p. 177)
• 创建 Lambda 函数 (p. 177)
• 创建 AWS IoT Core 规则 (p.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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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控制台中测试您的AWS IoT Core规则 (p. 179)

先决条件
在开始跟踪之前，必须创建跟踪器资源 (p. 166)。要创建跟踪资源，您可以使用亚马逊位置控制台AWS 
CLI、或亚马逊位置 API。

以下示例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控制台创建跟踪资源：

1. 打开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控制台，网址为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location/。
2.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 Trackers（跟踪器）。
3. 选择 “创建跟踪器”。
4. 填写以下方框：

• 名称-输入最多 100 个字符的唯一名称。有效条目包括字母数字字符、连字符和下划线。例
如，MyTracker。

• 描述-输入可选描述。例如，####AWS IoT Core########。
• 职位筛选-选择要用于职位更新的筛选。例如，基于精度的筛选。

5. 选择 “创建跟踪器”。

创建 Lambda 函数
要在AWS IoT Core和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之间建立连接，您需要一个AWS Lambda功能来处理由转发
的消息AWS IoT Core。此函数将提取任何位置数据，将其格式化为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然后通过亚
马逊位置追踪器 API 提交。您可以通过AWS Lambda控制台创建此函数，也可以使用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AWS CLI) 或AWS Lambda API。

要使用控制台创建向亚马逊位置发布位置更新的 Lambda 函数，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打开 AWS Lambda 控制台，地址：https://console.aws.amazon.com/lambda/。
2. 从左侧导航中，选择 Functions（功能）。
3. 选择 “创建函数”，并确保选择 “从头开始创作”。
4. 填写以下方框：

• 函数名称 — 为函数输入唯一名称。有效条目包括字母数字字符、连字符和下划线，不含空格。例
如，MyLambda。

• 运行时 — 选择 Python 3.8。
5. 选择 Create function (创建函数)。
6. 选择 “代码” 选项卡以打开编辑器。
7. lambda_function.py用以下内容覆盖中的占位符代码，将TRACKER_NAME分配给的值替换为作为先

决条件 (p. 177)创建的跟踪器的名称。

from datetime import datetime
import json
import os

import boto3

# Update this to match the name of your Tracker resource
TRACKER_NAME = "MyTracker"

"""
This Lambda function receives a payload from AWS IoT Core and publishes device updates 
 to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via the BatchUpdateDevicePosition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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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er 'event' is the payload delivered from AWS IoT Core.

In this sample, we assume that the payload has a single top-level key 'payload' and a 
 nested key
'location' with keys 'lat' and 'long'. We also assume that the name of the device is 
 nested in
the payload as 'deviceid'. Finally, the timestamp of the payload is present as 
 'timestamp'. For
example:

>>> event
{ 'payload': { 'deviceid': 'thing123', 'timestamp': 1604940328, 
  'location': { 'lat': 49.2819, 'long': -123.1187 }, 
  'accuracy': {'Horizontal': 20.5 }, 
  'positionProperties': {'field1':'value1','field2':'value2'} }
}

If your data doesn't match this schema, you can either use the AWS IoT Core rules 
 engine to
format the data before delivering it to this Lambda function, or you can modify the 
 code below to
match it.
"""
def lambda_handler(event, context): 
  update = { 
      "DeviceId": event["payload"]["deviceid"], 
      "SampleTime": datetime.fromtimestamp(event["payload"]["timestamp"]).strftime("%Y-
%m-%dT%H:%M:%SZ"), 
      "Position": [ 
        event["payload"]["location"]["long"], 
        event["payload"]["location"]["lat"] 
        ] 
    } 
  if "accuracy" in event["payload"]: 
      update["Accuracy"] = event["payload"]['accuracy'] 
  if "positionProperties" in event["payload"]: 
      update["PositionProperties"] = event["payload"]['positionProperties'] 
  
  client = boto3.client("location") 
  response = client.batch_update_device_position(TrackerName=TRACKER_NAME, 
 Updates=[update]) 

  return { 
    "statusCode": 200, 
    "body": json.dumps(response) 
  }

8. 选择 Deploy 保存更新的函数。
9. 选择 Configuration 选项卡。
10. 在权限部分中，选择超链接的角色名称以向您的 Lambda 函数授予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权限。
11. 在您的角色的摘要页面中，选择添加权限，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创建内联策略。
12. 选择 JSON 选项卡，然后使用以下文档覆盖该策略。这允许您的 Lambda 函数更新所有区域内所有跟踪

器资源管理的设备位置。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WriteDevicePosition", 
      "Effect": "Allow", 
      "Action": "geo:BatchUpdateDevicePosition", 
      "Resource": "arn:aws:geo:*:*:tr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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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3. 选择Review policy（查看策略）。
14. 输入策略名称。例如，AmazonLocationTrackerWriteOnly。
15. 选择 Create policy（创建策略）。

您可以根据需要修改此函数代码以适应您自己的设备消息架构。

创建 AWS IoT Core 规则
接下来，创建一条AWS IoT Core规则，将设备的位置遥测数据转发到该AWS Lambda函数进行转换并发布到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提供的示例规则假设设备负载的任何必要转换均由您的 Lambda 函数处理。您可以
通过AWS IoT Core控制台、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AWS CLI) 或AWS IoT Core API 创建此规则。

Note

虽然AWS IoT控制台负责处理AWS IoT Core允许调用您的 Lambda 函数所需的权限，但如果您从
AWS CLI或 SDK 创建规则，则必须配置策略以向其授予权限AWS IoT。

AWS IoT Core使用控制台创建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iot/ 登录主AWS IoT Core机。
2. 在左侧导航中，展开 Ac t（操作），然后选择 Rules（规则）。
3. 选择 “创建规则” 以启动新规则向导。
4. 为您的规则输入名称和描述。
5. 对于规则查询语句，更新FROM属性以引用至少一台设备正在发布包含位置的遥测数据的主题。如果您正

在测试解决方案，则无需修改。

SELECT * FROM 'iot/topic'

6. 在 “设置一个或多个操作” 下，选择 “添加操作”。
7. 选择 “向 lambda 函数发送消息”。
8. 选择 Configure action。
9. 从列表中查找并选择您的 Lambda 函数。
10. 选择添加操作。
11. 选择 Create rule（创建规则）。

在控制台中测试您的AWS IoT Core规则
如果当前没有设备发布包含位置的遥测数据，则可以使用AWS IoT Core控制台测试您的规则和此解决方案。
控制台有一个测试客户端，您可以在其中发布示例消息以验证解决方案的结果。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iot/ 登录主AWS IoT Core机。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展开 “测试”，然后选择 MQTT 测试客户端。
3. 在 “发布到主题” 下，将主题名称设置为 iot/topi c（或您在AWS IoT Core规则中设置的主题的名称，

如果不同），并为消息负载提供以下内容。将时间戳 1604940328 替换为最近 30 天内的有效时间戳
（任何超过 30 天的时间戳都将被忽略）。

{ 
  "payload": { 
    "deviceid": "thing123", 
    "timestamp": 1604940328, 
    "location": { "lat": 49.2819, "long": -123.11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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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uracy": { "Horizontal": 20.5 }, 
    "positionProperties": { "field1": "value1", "field2": "value2" } 
  }
}

4. 选择 “发布到主题” 以发送测试消息。
5. 要验证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已收到该消息，请使用以下AWS CLI命令。如果您在设置期间对其进行

了修改，请将跟踪器名称和设备 ID 替换为您使用的跟踪器名称和设备 ID。

aws location batch-get-device-position --tracker-name MyTracker --device-ids thing123

管理您的地理围栏收集资源
使用 Amazon Location 控制台、或亚马逊位置 API 管理您的 geofence 馆藏。AWS CLI

列出您的地理围栏收集资源
您可以使用亚马逊位置控制台、或亚马逊位置 API 查看您的 geofence 收藏列表：AWS CLI

Console

使用 Amazon Location 控制台查看地理围栏集合列表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location/ 打开亚马逊定位控制台。
2.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中的 Getfumen ts（Getpost
3. 在 “我的地理围栏” 集合下查看您的地理围栏集合列表。

API

使用 Amazon Location Geofences API 中的ListGeofenceCollections操作。

以下示例是一个 API 请求，用于获取AWS账户中的 geofence 集合列表。

POST /geofencing/v0/list-collections

为例ListGeofenceCollections：：：：：：：：：：：：：：。

{ 
    "Entries": [  
    {  
        "CollectionName": "ExampleCollection", 
        "CreateTime": 2020-09-30T22:59:34.142Z, 
        "Description": "string", 
        "UpdateTime": 2020-09-30T23:59:34.142Z 
    }, 
    "NextToken": "1234-5678-9012"
}

CLI

使用 list-geofence-collections 命令。

以下示例AWS CLI用于获取AWS账户中的 geofence 集合列表。

aws location list-geofence-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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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地理围栏详细信息：
您可以使用亚马逊位置控制台、或 Amazon Location API 获取有关您AWS账户中任何 geofence 收集资源的
详细信息：AWS CLI

Console

使用 Amazon Location 控制台查看地理围栏集合的详细信息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location/ 打开亚马逊定位控制台。
2.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中的 Getfumen ts（Getpost
3. 在 “我的地理围栏集合” 下，选择目标 geofence 集合的名称链接。

API

使用 Amazon Location Geofences API 中的DescribeGeofenceCollection操作。

以下示例是获取地理围栏集合详细信息的 API 请求ExampleCollection。

GET /geofencing/v0/collections/ExampleCollection

为例DescribeGeofenceCollection：：：：：：：：：：：：：：。

{ 
    "CollectionArn": "arn:aws:geo:us-west-2:123456789012:geofence-collection/
GeofenceCollection", 
    "CollectionName": "ExampleCollection", 
    "CreateTime": 2020-09-30T22:59:34.142Z, 
    "Description": "string", 
    "KmsKeyId": "1234abcd-12ab-34cd-56ef-1234567890ab", 
    "Tags": {  
        "Tag1" : "Value1" 
    }, 
    "UpdateTime": 2020-09-30T23:59:34.142Z
}

CLI

使用 describe-geofence-collection 命令。

以下示例用于AWS CLI获取地理围栏集合的详细信息ExampleCollection。

aws location describe-geofence-collection \ 
    --collection-name "ExampleCollection"

删除地理围栏集例：：
您可以使用亚马逊位置控制台、或 Amazon Location API 从您的AWS账户中AWS CLI删除 geofence 集合。

Console

使用 Amazon Location 控制台删除地理围栏集合
Warning

此操作将永久删除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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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location/ 打开亚马逊定位控制台。
2.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中的 Getfumen ts（Getpost
3. 在我的地理围栏集合下，选择目标地理围栏集合。
4. 选择 “删除 geofence 集合”。

API

使用亚马逊位置 API 中的DeleteGeofenceCollection操作。

以下示例是删除地理围栏集合的 API 请求ExampleCollection。

DELETE /geofencing/v0/collections/ExampleCollection

为例DeleteGeofenceCollection：：：：：：：：：：：：：：。

HTTP/1.1 200

CLI

使用 delete-geofence-collection 命令。

以下示例是删除 geofence 集合的AWS CLI命令ExampleCollection。

aws location delete-geofence-collection \ 
    --collection-name "ExampleCollection"

列出存储的地理围栏
您可以使用亚马逊位置控制台、或 Amazon Location API 列出存储在指定地理围栏集合中的地理围栏。AWS 
CLI

Console

使用亚马逊位置控制台查看地理围栏列表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location/ 打开亚马逊定位控制台。
2.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中的 Getfumen ts（Getpost
3. 在 “我的地理围栏” 集合下，选择目标 geofence 集合的名称链接。
4. 在 Geofences 下查看地理围栏集合中的地理围栏

API

使用 Amazon Location Geofences API 中的ListGeofences操作。

以下示例是一个 API 请求，用于获取存储在 geofence 集合中的地理围栏列表ExampleCollection。

POST /geofencing/v0/collections/ExampleCollection/list-geofences

为例ListGeofences：：：：：：：：：：：：：：。

{ 
   "Entries": [  
      {  
         "CreateTime": 2020-09-30T22:59:34.142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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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fenceId": "geofence-1", 
         "Geometry": {  
             "Polygon": [             
                 [-5.716667, -15.933333, 
                 [-14.416667, -7.933333], 
                 [-12.316667, -37.066667], 
                 [-5.716667, -15.933333] 
             ] 
         }, 
         "Status": "ACTIVE", 
         "UpdateTime": 2020-09-30T23:59:34.142Z 
      } 
   ], 
   "NextToken": "1234-5678-9012"
}

CLI

使用 list-geofences 命令。

以下示例AWS CLI用于获取存储在 geofence 集合中的地理围栏列表ExampleCollection。

aws location list-geofences \ 
    --collection-name "ExampleCollection"

获取地理围栏详细信息：
您可以使用 Amazon Location 控制台或 Amazon Location API 从地理围栏集合中获取特定地理围栏的详细信
息，例如创建时间AWS CLI、更新时间、几何和状态。

Console

使用 Amazon Location 控制台查看地理围栏的状态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location/ 打开亚马逊定位控制台。
2.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中的 Getfumen ts（Getpost
3. 在 “我的地理围栏” 集合下，选择目标 geofence 集合的名称链接。
4. 在 Geofences 下，您将能够查看地理围栏的状态。

API

使用 Amazon Location Geofences API 中的GetGeofence操作。

以下示例是一个 API 请求，用于从地理围栏集合中获取地理围栏详细信息ExampleCollection。

GET /geofencing/v0/collections/ExampleCollection/geofences/ExampleGeofence1

为例GetGeofence：：：：：：：：：：：：：：。

{ 
   "CreateTime": 2020-09-30T22:59:34.142Z, 
   "GeofenceId": "ExampleGeofence1", 
   "Geometry": {  
      "Polygon": [             
          [-1,-1], 
          [1,-1], 
          [0,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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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Status": "ACTIVE", 
   "UpdateTime": 2020-09-30T23:59:34.142Z
}

CLI

使用 get-geofence 命令。

以下示例用于AWS CLI获取地理围栏集合的详细信息ExampleCollection。

aws location get-geofence \ 
    --collection-name "ExampleCollection" \ 
    --geofence-id "ExampleGeofence1"

删除地理围栏
您可以使用亚马逊位置控制台、或 Amazon Location API 从地理围栏集合中AWS CLI删除 geofence。

Console

使用亚马逊定位控制台删除地理围栏
Warning

此操作将永久删除该资源。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location/ 打开亚马逊定位控制台。
2. 选择左侧导航窗格中的 Getfumen ts（Getpost
3. 在 “我的地理围栏” 集合下，选择目标 geofence 集合的名称链接。
4. 在 “地理围栏” 下，选择目标地理围栏。
5. 选择 “删除地理围栏”。

API

使用 Amazon Location Geofences API 中的BatchDeleteGeofence操作。

以下示例是一个 API 请求，用于从 geofence 集合中删除 geofence ExampleCollection。

POST /geofencing/v0/collections/ExampleCollection/delete-geofences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GeofenceIds": [ "ExampleGeofence11" ]
}

为例：：：：：：：：：：：：：：：：BatchDeleteGeofence。

HTTP/1.1 200

CLI

使用 batch-delete-geofence 命令。

以下示例是从 geofence 集合中删除 geofence 的AWS CLI命令Example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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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location batch-delete-geofence \ 
    --collection-name "ExampleCollection" \ 
    --geofence-ids "ExampleGeofence11"

管理您的跟踪器资源
您可以使用亚马逊定位控制台AWS CLI、或亚马逊位置 API 管理您的跟踪器。

列出您的追踪器
您可以使用亚马逊定位控制台、或 Amazon Location API 查看您的跟踪器列表：AWS CLI

Console

使用 Amazon 定位控制台查看现有跟踪器列表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location/ 打开亚马逊定位控制台。
2. 从左侧导航中选择 Dockets（跟踪器）。
3. 在 “我的跟踪链接” 下查看您的跟踪资源列表。

API

使用亚马逊位置追踪器 API 中的ListTrackers操作。

以下示例是一个 API 请求，用于获取您的 AWS 账户中的跟踪器列表。

POST /tracking/v0/list-trackers

以下为响应示例ListTrackers：

{ 
   "Entries": [  
      {  
         "CreateTime": 2020-10-02T19:09:07.327Z, 
         "Description": "string", 
         "TrackerName": "ExampleTracker", 
         "UpdateTime": 2020-10-02T19:10:07.327Z 
      } 
   ], 
   "NextToken": "1234-5678-9012"
}

CLI

使用 list-trackers 命令。

以下示例AWS CLI用于获取您AWS账户中的跟踪器列表。

aws location list-trackers

断开跟踪器与地理围栏集合的连接
您可以使用 Amazon Location 控制台、或 Amazon Location API 将AWS CLI跟踪器与地理围栏集合断开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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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使用 Amazon Location 控制台取消跟踪器与关联的地理围栏集合的关联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location/ 打开亚马逊定位控制台。
2. 从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 Dockets（跟踪器）。
3. 在 “我的跟踪器” 下，选择目标跟踪器的名称链接。
4. 在 “关联的 Geofence 集合” 下，选择一个具有 “已链接” 状态的 geofence 集合。
5. 选择 “取消链接”。

API

使用亚马逊位置追踪器 API 中的DisassociateTrackerConsumer操作。

以下示例是一个 API 请求，用于取消跟踪器与关联的 geofence 集合的关联。

DELETE /tracking/v0/trackers/ExampleTracker/consumers/arn:aws:geo:us-
west-2:123456789012:geofence-collection/ExampleCollection

以下为响应示例DisassociateTrackerConsumer：

HTTP/1.1 200

CLI

使用 disassociate-tracker-consumer 命令。

以下示例是取消跟踪器与关联的 geofence 集合的关联的AWS CLI命令。

aws location disassociate-tracker-consumer \ 
    --consumer-arn "arn:aws:geo:us-west-2:123456789012:geofence-collection/
ExampleCollection" \ 
    --tracker-name "ExampleTracker"

获取跟踪器详细信息
您可以使用亚马逊定位控制台、或 Amazon Location API 获取AWS账户中任何跟踪器的详细信息。AWS CLI

Console

使用亚马逊定位控制台查看跟踪器详情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location/ 打开亚马逊定位控制台。
2. 从左侧导航中选择 Dockets（跟踪器）。
3. 在 “我的跟踪器” 下，选择目标跟踪器的名称链接。
4. 在 “信息” 下查看跟踪器详细信息。

API

使用亚马逊位置追踪器 API 中的DescribeTracker操作。

以下示例是获取跟踪器详细信息的 API 请求ExampleTr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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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tracking/v0/trackers/ExampleTracker

以下为响应示例DescribeTracker：

{ 
   "CreateTime": 2020-10-02T19:09:07.327Z, 
   "Description": "string", 
   "KmsKeyId": "1234abcd-12ab-34cd-56ef-1234567890ab", 
   "PositionFiltering": "TimeBased", 
   "Tags": {  
      "Tag1" : "Value1"  
   }, 
   "TrackerArn": "arn:aws:geo:us-west-2:123456789012:tracker/ExampleTracker", 
   "TrackerName": "ExampleTracker", 
   "UpdateTime": 2020-10-02T19:10:07.327Z
}

CLI

使用 describe-tracker 命令。

以下示例是获取跟踪器详细信息的AWS CLI命令ExampleTracker。

aws location describe-tracker \ 
    --tracker-name "ExampleTracker"

删除跟踪器
您可以使用亚马逊定位控制台、或亚马逊位置 API 将AWS CLI跟踪器从您的AWS账户中删除：

Console

使用亚马逊位置控制台删除现有地图资源
Warning

此操作将永久删除该资源。如果跟踪器资源正在使用中，您可能会遇到错误。确保目标资源不
是应用程序的依赖项。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location/ 打开亚马逊定位控制台。
2. 从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 Dockets（跟踪器）。
3. 在 “我的跟踪器” 下，选择目标跟踪器。
4. 选择 “删除跟踪器”。

API

使用亚马逊位置追踪器 API 中的DeleteTracker操作。

以下示例是删除跟踪器的 API 请求ExampleTracker。

DELETE /tracking/v0/trackers/ExampleTracker

以下为响应示例DeleteTracker：

HTTP/1.1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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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使用 delete-tracker 命令。

以下示例是删除跟踪器的AWS CLI命令ExampleTracker。

aws location delete-tracker \ 
    --tracker-name "ExampleTracker"

为您的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资源添加标签
使用 Amazon Location 中的资源标签来创建标签，以根据用途、拥有者、环境或标准对您的资源进行分类。
标记您的资源可以帮助您管理、识别、组织、搜索和筛选资源。

例如，使用AWS Resource Groups，您可以基于一个或多个标签或部分标签创建AWS资源组。您还可以根
据组在 AWS CloudFormation 堆栈中的出现情况创建组。使用 Resource Groups 和标签编辑器，您可以在一
个位置整合和查看由多个服务、资源和区域组成的应用程序的数据。有关常见标记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一般参考。

每个标签都包含游湖您定义的键和值：

• 标签密钥 — 对标签值进行分类的通用标签。例如，CostCenter。
• 标签值-标签键类别的可选描述。例如，MobileAssetTrackingResourcesProd。

本主题通过查看标记限制来帮助您开始使用标签。它还向您展示了如何使用AWS成本分配报告创建标签和使
用标签来跟踪每个有效标签的费用。

主题
• 添加标签限制 (p. 188)
• 授予授予标记资源的权限 (p. 189)
• 将标签添加到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资源中 (p. 189)
• 按标签跟踪资源成本 (p. 189)
• 使用标签控制对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资源的访问 (p. 190)
• 了解更多信息 (p. 190)

添加标签限制
下面是适用于标签的基本限制：

• 每个资源的标签数上限 — 50
• 对于每个资源，每个标签键都必须是唯一的，每个标签键只能有一个值。

Note

如果您添加的新标签的标签键与现有标签的相同，则新标签将覆盖现有标签。
• 最大键长度 – 128 个 Unicode 字符 (采用 UTF-8 格式)
• 最大值长度 – 256 个 Unicode 字符 (采用 UTF-8 格式)
• 允许在不同的服务中使用的字符包括：可以使用 UTF-8 表示的字母、数字和空格以及以下字符：+ - = . 

_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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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键和值区分大小写。
• aws: 前缀专门预留供 AWS 使用。如果某个标签具有带有此标签键，则您无法编辑该标签的键或值。具

有aws:前缀的标签不计入每个资源的标签数限制。

授予授予标记资源的权限
您可以使用 IAM 策略控制对您的 Amazon Location 资源的访问权限，并授予在创建资源时标记资源的权限。
除了授予创建资源的权限外，该策略还可以包括允许标记操作的Action权限：

• geo:TagResource— 允许用户将一个或多个标签分配给指定的Amazon Location资源。

• geo:UntagResource— 允许用户从指定的亚马逊地点资源中删除一个或多个标签。
• geo:ListTagsForResource— 允许用户列出分配给 Amazon Location 资源的所有标签。

以下是允许用户创建 geofence 集合和标记资源的策略示例：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AllowTaggingForGeofenceCollectionOnCreation", 
            "Effect": "Allow", 
            "Action": [ 
                "geo:CreateGeofenceCollection", 
                "geo:TagResource" 
            ], 
            "Resource": "arn:aws:geo:region:accountID:geofence-collection/*" 
    ]
}

将标签添加到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资源中
您可以在使用亚马逊位置控制台、或亚马逊位置 API 创建资源时添加标签：AWS CLI

• 创建地图资源 (p. 80)
• 创建地点索引资源 (p. 122)
• 创建路由计算器资源 (p. 148)
• 创建地理围栏集合 (p. 162)
• 创建跟踪器资源 (p. 166)

要标记现有资源，请编辑或删除标签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location/ 打开亚马逊定位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您想要标记的资源。例如，地图。
3. 从列表中选择资源。
4. 选择 M anage Tags 以标记添加、编辑或删除标签。

按标签跟踪资源成本
您可以使用标签进行成本分配，以详细跟踪AWS成本。在激活成本分配标签后，将AWS使用成本分配标签在
成本分配报告上整理您的资源账单。这可以帮助您对使用成本进行分类和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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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激活两种类型的成本分配标签：

• AWS-gen erated — 这些标签由生成AWS。 AWS标签使用前aws:缀，例如aws:createdBy。
• 用户定义-这些是您创建的自定义标记。用户定义的标签使用user:前缀，例如user:CostCenter。

您必须单独激活每种标签类型。激活标签后，您可以启用AWS Cost Explorer或查看每月成本分配报告。

AWS-generated tags

激活 AWS 生成的标签

1. 打开 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billing/。
2.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成本分配标签。
3. 在AWS生成的成本分配标签选项卡下，选择要激活的标签密钥。
4. 选择 Activate。

User-defined tags

激活用户定义的标签

1. 打开 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billing/。
2.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成本分配标签。
3. 在用户定义的成本分配标签选项卡下，选择要激活的标签密钥。
4. 选择 Activate。

激活标签后，为您的资源使用情况和成本AWS生成月度成本分配报告。此成本分配报告包括您每个账单周期
的所有AWS成本，包括已标记和未标记的资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 
用户指南 中的使用成本分配标签。

使用标签控制对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资源的访问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policy 支持基于标签的条件，使您能够根据特定标签键和值管
理对您的资源的授予使用。例如，IAM 角色策略可以包含条件，以根据标签限制对特定环境（例如开发、测
试或生产）的访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基于标签控制资源访问 (p. 238)的主题。

了解更多信息
有关以下内容的更多信息：

• 标记最佳实践，请参阅 AWS 一般参考中的标记 AWS 资源。
• 使用标签控制对AWS资源的访问权限，请参阅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用户指南中的使用标

签控制对AWS资源的访问权限。

授予对 Amazon LocLocation Service
要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必须授予用户访问构成亚马逊位置的资源和 API 的权限。您可以使用三种策
略授予对资源的访问权限。

• 使用 IAM — 要向使用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或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进行身份验证的用户授予访问权限，请创建允许访问所需资源的 IAM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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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IAM 和Amazon Locational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on ServLocation 
Service ion (p. 222)。

• （预览）使用 API 密钥 — 要向未经身份验证的用户授予访问权限，您可以创建 API 密钥来提供对您的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资源的只读访问权限。这在您不想对每个用户进行身份验证的情况下很有用。例
如，Web 应用程序。有关 API 密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预览）允许未经身份验证的访客使用 API 密钥
访问您的应用程序 (p. 191)。

Note

在此预览中，您可以使用 API 密钥仅授予对地图资源的访问权限。
• 使用 Amazon Cognito — API 密钥的替代方法是使用 Amazon Cognito 授予匿名访问权限。Amazon 

Cognito 允许您使用策略创建更丰富的授权，以定义未经身份验证的用户可以做什么。有关使用 
Amazon Cognito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允许未经身份验证的访客使用 Amazon Cognito 访问您的应用程
序 (p. 194)。

Note

您还可以使用 Amazon Cognito 使用自己的身份验证流程或使用 Amazon Cognito 联邦身份组合
多种身份验证方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Cognito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联合身份入
门。

主题
• （预览）允许未经身份验证的访客使用 API 密钥访问您的应用程序 (p. 191)
• 允许未经身份验证的访客使用 Amazon Cognito 访问您的应用程序 (p. 194)

（预览）允许未经身份验证的访客使用 API 密钥访问您
的应用程序

此功能已提供预览版。在宣布正式发布之前，可能会添加、更改或删除功能。

当您在应用程序中调用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API 时，您通常以经过身份验证且有权进行 API 调用的用
户身份进行此调用。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您不希望对应用程序的每个用户进行身份验证。例如，您可能希
望使用网站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显示您的营业地点的 Web 应用程序，无论他们是否登录。在这种情况下，
一种替代方法是使用 API 密钥进行 API 调用。

API 密钥是与您的特定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资源相关的密钥值AWS 账户。您可以在应用程序中使用 API 
密钥对 Amazon Location API 进行未经身份验证的调用，以获得对这些资源的只读访问权限。例如，如果您
将 API 密钥与地图资源 my Map 关联，则使用该 API 密钥的应用程序将能够查看使用该资源创建的地图，并
且您的账户将像账户中的任何其他使用量一样向您的账户收费。相同的 API 密钥不会授予更改或更新地图资
源的权限，只允许只读使用。

Note

在此预览中，API 密钥仅可用于地图资源。如果您的应用程序需要未经身份验证的用户访问其他资
源，您可以使用 Amazon Cognito 提供访问权限以及 API 密钥或代替 API 密钥。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允许未经身份验证的访客使用 Amazon Cognito 访问您的应用程序 (p. 194)：

API 密钥包含一个纯文本值，用于访问您的一个或多个资源AWS 账户。如果有人复制了你的 API 密钥，他们
可以访问同样的资源。为避免这种情况，您可以在创建密钥时指定可以使用 API 密钥的域。这些域名被称为
引用域。如果需要，您还可以通过设置 API 密钥的到期时间来创建短期 API 密钥。

主题
• API 密钥与Amazon Cognito 的比较 (p. 192)
• 创建 API 密钥 (p.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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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API 密钥渲染地图 (p. 193)
• 管理 API 密钥生命周期 (p. 194)

API 密钥与Amazon Cognito 的比较
API 密钥和 Amazon Cognito 在类似场景中的使用方式类似，那么为什么要使用一个而不是另一个呢？ 以下
列表突出显示了两者之间的一些差异。

• Amazon Cognito 为您的未经身份验证的用户提供对策略的精细控制。API 密钥仅提供对其关联资源的只读
访问权限。

• 在此预览中，API 密钥仅适用于地图资源。Amazon Cognito 可用于验证对大多数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API 的访问权限。

• 使用 API 密钥的地图请求的性能通常比 Amazon Cognito 的类似场景更快。更简单的身份验证意味着在短
时间内再次获得相同的地图图块时，更少地往返服务和缓存的请求。

创建 API 密钥
您可以创建 API 密钥，并将其与您的一个或多个地图资源相关联AWS 账户。有关创建地图资源的说明，请
参阅创建地图资源 (p. 80)。

您可以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控制台AWS CLI、或亚马逊位置 API 创建 API 密钥。

Console

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控制台创建 API 密钥

1. 在亚马逊定位控制台中，从左侧菜单中选择 API 密钥。
2. 在 API 密钥页面上，选择创建 API 密钥。
3. 在创建 API 密钥页面上，填写以下信息：

• 名称-您的 API 密钥的名称，例如MyWebAppKey。
• 描述 — API 密钥的可选描述。
• 地图资源 —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使用此 API 密钥授予访问权限的地图资源。您可以通过选择添

加地图资源来添加多个资源。
• 到期时间-（可选）为您的 API 密钥添加过期日期和时间。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管理 API 密钥

生命周期 (p. 194)：
• 推荐人-（可选）添加一个或多个可以使用 API 密钥的域。例如，如果 API 密钥允许应用程序在

网站上运行example.com，则可以将其设置*.example.com/为允许的引用者。
• 标签-（可选）向 API 密钥添加标签。

4. 选择创建 API 密钥来创建 API 密钥。
5. 在 API 密钥的详细信息页面上，您可以看到有关您创建的 API 密钥的信息。选择显

示 API 密钥以查看您在调用亚马逊位置 API 时使用的密钥值。密钥值将采用以下格
式v1.public.a1b2c3d4...。有关使用 API 密钥渲染地图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PI 密钥渲
染地图 (p. 193)。

API

使用亚马逊位置 API 创建 API 密钥

使用亚马逊位置 API 中的CreateKey操作。

以下示例是一个 API 请求，用于创建名为的 API 密钥 ExampleKey，但没有到期日期，并且可以访问单
个地图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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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metadata/v0/keys HTTP/1.1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KeyName": "ExampleKey" 
   "Restrictions": {  
      "AllowActions": [ 
         "geo:GetMap*" 
      ], 
      "AllowResources": [ 
         "arn:aws:geo:region:map/mapname" 
      ] 
   }, 
   "NoExpiry": true
   }
}

响应包括访问应用程序中的资源时使用的 API 密钥值。密钥值将采用以下格
式v1.public.a1b2c3d4...。要了解有关使用 API 密钥渲染地图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PI 密钥
渲染地图 (p. 193)。

您也可以稍后使用DescribeKey API 查找密钥的密钥值。
AWS CLI

使用AWS CLI命令创建 API 密钥

使用 create-key 命令。

以下示例创建了一个名为的 API 密钥 ExampleKey，该密钥没有到期日期，并且可以访问单个地图资
源。

aws location \ 
  create-key \ 
  --key-name ExampleKey \ 
  --restrictions '{"AllowActions":["geo:GetMap*"],"AllowResources":
["arn:aws:geo:region:map/mapname"]}' \ 
  --no-expiry

响应包括访问应用程序中的资源时使用的 API 密钥值。密钥值将采用以下格
式v1.public.a1b2c3d4...。要了解有关使用 API 密钥渲染地图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PI 密钥
渲染地图 (p. 193)。的响应create-key如下所示。

{ 
    "Key": "v1.public.a1b2c3d4...", 
    "KeyArn": "arn:aws:geo:region:accountId:api-key/ExampleKey", 
    "KeyName": "ExampleKey", 
    "CreateTime": "2023-02-06T22:33:15.693Z"
}

您也可以在以后使用describe-key来查找密钥值。以下示例显示如何调用名为describe-key的 API 
密钥ExampleKey。

aws location describe-key \ 
    --key-name ExampleKey

使用 API 密钥渲染地图
创建 API 密钥后，您可以使用密钥值在应用程序中呈现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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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示例代码显示使用 MapLibre GL JS 地图控件使用 API 密钥在简单的网页中呈现地图。要使此代
码正常运行，请替换 v1.public# your-api-key-value、us-west-2 以及包含与您的值相匹配
的ExampleMap字符串AWS 账户。

<!-- index.html -->
<html> 
  <head> 
    <link href="https://unpkg.com/maplibre-gl@1.14.0/dist/maplibre-gl.css" 
 rel="stylesheet" /> 
    <style> 
      body { margin: 0; } 
      #map { height: 100vh; } 
    </style> 
  </head> 
  <body> 
    <!-- Map container --> 
    <div id="map" /> 
    <!-- JavaScript dependencies --> 
    <script src="https://unpkg.com/maplibre-gl@1.14.0/dist/maplibre-gl.js"></script> 
    <script> 
      const apiKey = "v1.public.your-api-key-value"; // API key 
      const region = "us-west-2"; // Region 
      const mapName = "ExampleMap"; // Map name 
      // URL for style descriptor 
      const styleUrl = `https://maps.geo.${region}.amazonaws.com/maps/v0/maps/${mapName}/
style-descriptor?key=${apiKey}`; 
      // Initialize the map 
      const map = new maplibregl.Map({ 
        container: "map", 
        style: styleUrl, 
        center: [-123.1187, 49.2819], 
        zoom: 11, 
      }); 
      map.addControl(new maplibregl.NavigationControl(), "top-left"); 
    </script> 
  </body>
</html>

管理 API 密钥生命周期
您可以创建无限期有效的 API 密钥。但是，如果您想创建临时 API 密钥、定期轮换 API 密钥或撤消现有 API 
密钥，则可以使用 API 密钥过期。

创建新的 API 密钥或更新现有的 API 密钥时，您可以设置该 API 密钥的过期时间。

• API 密钥在到达其到期时间时将会自动停用。非活动密钥不能再用于发出地图请求。
• 您可以在 API 密钥停用 90 天后将其删除。
• 如果您有尚未删除的非活动密钥，则可以通过将过期时间更新为future 时间来恢复该密钥。
• 要创建永久密钥，您可以删除过期时间。
• 如果您尝试停用过去 7 天内使用的 API 密钥，系统将提示您确认是否要进行更改。如果您使用的是亚马逊

Location Service API 或AWS CLI，除非您将ForceUpdate参数设置为 true，否则您将收到错误消息。

允许未经身份验证的访客使用 Amazon Cognito 访问您
的应用程序
您可以使用 Amazon Cognito 身份验证作为直接对前端软件开发工具包和直接 HTTPS 请求使用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的替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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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以下原因，您可能需要使用这种形式的身份验证：

• 未经身份验证的用户-如果您的网站有匿名用户，则可以使用 Amazon Cognito 身份池。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有关部分the section called “使用 Amazon Cognito” (p. 194)。

• 您自己的身份验证 — 如果您想使用自己的身份验证流程或组合多种身份验证方法，则可以使用 Amazon 
Cognito 联邦身份。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Cognito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联合身份入门。

Amazon Cognito 为 Web 和移动应用程序提供身份验证、授权和用户管理。您可以使用带有 Amazon 
Location 的 Amazon Cognito 未经身份验证的身份池作为应用程序检索范围缩小的临时AWS证书的一种方
式。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Cognito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用户池入门。

创建一个 Amazon Cognito 身份池
您可以创建 Amazon Cognito 身份池，允许未经身份验证的访客通过 Amazon Cognito 控制台AWS CLI、或 
Amazon Cognito API 访问您的应用程序。

Important

您创建的池必须与您正在使用的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资源位于相同的AWS 账户和AWS区域。

您可以将与未经身份验证的身份角色关联的 IAM 策略用于以下操作：

• geo:GetMap*
• geo:SearchPlaceIndex*
• geo:GetPlace
• geo:CalculateRoute*
• geo:GetGeofence
• geo:ListGeofences
• geo:PutGeofence
• geo:BatchDeleteGeofence
• geo:BatchPutGeofence
• geo:BatchEvaluateGeofences
• geo:GetDevicePosition*
• geo:ListDevicePositions
• geo:BatchDeleteDevicePositionHistory
• geo:BatchGetDevicePosition
• geo:BatchUpdateDevicePosition

包括其他 Amazon Location 操作将无效，未经身份验证的身份将无法调用这些操作。

Example

使用 Amazon Cognito 控制台创建身份池

1. 转到 Amazon Cognito 控制台。
2. 选择 Manage Identity Pools（管理身份池）。
3. 选择 “创建新身份池”，然后输入身份池的名称。
4. 在未认证身份可折叠部分中，选择启用对未经身份验证的身份的访问权限。
5. 选择 Create Pool（创建池）。
6. 选择您希望用于身份池的 IAM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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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展开查看详情。
8. 在 “未经身份验证的身份” 下，输入角色名称。
9. 展开 “查看策略文档” 部分，然后选择 “编辑” 以添加您的策略。
10. 添加策略来授予对您的资源的访问权限。

以下是地图、地点、跟踪器和路线的政策示例。要使用您自己的策略的示例，请替换##和 Acac
countID 占位符：

Maps policy example

以下策略授予对名为的地图资源的只读访问权限ExampleMap。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MapsReadOnly", 
      "Effect": "Allow", 
      "Action": [ 
        "geo:GetMapStyleDescriptor", 
        "geo:GetMapGlyphs", 
        "geo:GetMapSprites", 
        "geo:GetMapTile" 
      ], 
      "Resource": "arn:aws:geo:region:accountID:map/ExampleMap" 
    } 
  ]
}

添加匹配的 IAM 条件aws:referer允许您将浏览器对资源的访问限制为一组 URL 或 URL 前缀。
以下示例仅允许访问RasterEsriImagery从网站命名的地图资源example.com：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geo:GetMap*", 
            "Resource": "arn:aws:geo:us-west-2:111122223333:map/RasterEsriImagery", 
            "Condition": { 
                "StringLike": { 
                    "aws:referer": [ 
                        "https://example.com/*", 
                        "https://www.example.com/*" 
                    ] 
                } 
            } 
        } 
    ]
}

如果你使用 Tangram 来显示地图，它不使用 Maps API 返回的样式描述符、字形或精灵。相反，它
是通过指向包含样式规则和必要资源的.zip 文件来配置的。以下策略授予对以该GetMapTile操作
命名的地图资源ExampleMap的只读访问权限。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MapsRead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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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ect": "Allow", 
      "Action": [ 
        "geo:GetMapTile" 
      ], 
      "Resource": "arn:aws:geo:region:accountID:map/ExampleMap" 
    } 
  ]
}

Places policy example

以下策略授予对名ExamplePlaceIndex为按文本或位置搜索地点的地点索引资源的只读访问权
限。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PlacesReadOnly", 
      "Effect": "Allow", 
      "Action": [ 
          "geo:SearchPlaceIndex*", 
          "geo:GetPlace" 
      ], 
      "Resource": "arn:aws:geo:region:accountID:place-index/ExamplePlaceIndex" 
    } 
  ]
}

添加匹配的 IAM 条件aws:referer允许您将浏览器对资源的访问限制为一组 URL 或 URL 
前缀。以下示例拒绝访问所有引用网站名为ExamplePlaceIndex的地点索引资源，但除
外example.com。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geo:*", 
            "Resource": "arn:aws:geo:us-west-2:111122223333:place-
index/ExamplePlaceIndex", 
            "Condition": { 
                "StringLike": { 
                    "aws:referer": [ 
                        "https://example.com/*", 
                        "https://www.example.com/*" 
                    ] 
                } 
            } 
        } 
    ]
}

Trackers policy example

以下策略授予对名为更新设备位置的跟踪器资源ExampleTracker的访问权限。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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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d": "UpdateDevicePosition", 
      "Effect": "Allow", 
      "Action": [ 
        "geo:BatchUpdateDevicePosition" 
      ], 
      "Resource": "arn:aws:geo:region:accountID:tracker/ExampleTracker" 
    } 
  ]
}

添加匹配的 IAM 条件aws:referer允许您将浏览器对资源的访问限制为一组 URL 或 URL 
前缀。以下示例拒绝访问ExampleTracker来自所有引用网站的名为的跟踪器资源，但除
外example.com。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geo:GetDevice*", 
            "Resource": "arn:aws:geo:us-
west-2:111122223333:tracker/ExampleTracker", 
            "Condition": { 
                "StringLike": { 
                    "aws:referer": [ 
                        "https://example.com/*", 
                        "https://www.example.com/*" 
                    ] 
                } 
            } 
        } 
    ]
}

Routes policy example

以下策略授予对名ExampleCalculator为计算路径的路径计算器资源的访问权限。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RoutesReadOnly", 
      "Effect": "Allow", 
      "Action": [ 
        "geo:CalculateRoute" 
      ], 
      "Resource": "arn:aws:geo:region:accountID:route-calculator/ExampleCalculator" 
    } 
  ]
}

添加匹配的 IAM 条件aws:referer允许您将浏览器对资源的访问限制为一组 URL 或 URL 前
缀。以下示例拒绝访问ExampleCalculator来自所有引用网站的名为的路径计算器，但除
外example.com。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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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 "geo:*", 
            "Resource": "arn:aws:geo:us-west-2:111122223333:route-
calculator/ExampleCalculator", 
            "Condition": { 
                "StringLike": { 
                    "aws:referer": [ 
                        "https://example.com/*", 
                        "https://www.example.com/*" 
                    ] 
                } 
            } 
        } 
    ]
}

Note

虽然未经身份验证的身份池旨在在不安全的互联网站点上公开，但请注意，它们将被交换为标
准的、有时间限制的AWS证书。
适当限定与未经身份验证的身份池相关的 IAM 角色范围非常重要。
使用aws:referer条件可限制浏览器访问 URL 或 URL 前缀列表，从而提高安全性。添
加aws:referer条件也可能会限制使用localhost: URL 时的测试。

11. 选择 “允许” 创建您的身份池。

生成的身份池遵循语法<region>:<GUID>.

例如：

us-east-1:1sample4-5678-90ef-aaaa-1234abcd56ef

有关特定于亚马逊位置的更多政策示例，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基于身份的策略示例” (p. 231)。

使用 Amazon Cognito 身份池 JavaScript
以下示例将您创建的未经身份验证的身份池交换为证书，然后使用这些证书来获取地图资源的样式描述
符ExampleMap。

const AWS = require("aws-sdk");

const credentials = new AWS.CognitoIdentityCredentials({ 
   IdentityPoolId: "<identity pool ID>" // for example, us-east-1:1sample4-5678-90ef-
aaaa-1234abcd56ef
});

const client = new AWS.Location({ 
   credentials, 
   region: AWS.config.region || "<region>"
});

console.log(await client.getMapStyleDescriptor("ExampleMap").promise());

Note

从未经身份验证的身份中检索到的证书有效期为一小时。

以下是在证书过期之前自动续订证书的函数示例。

async function refreshCredentia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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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ait credentials.refreshPromise(); 
  // schedule the next credential refresh when they're about to expire 
  setTimeout(refreshCredentials, credentials.expireTime - new Date());
}

后续步骤
• 要修改您的角色，请转到 IAM 控制台。
• 要管理您的身份池，请前往 Amazon Cognito 控制台。

监控 AmazLocation Service
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时，您可以使用以下方法监控一段时间内的使用情况和资源：

• 亚马逊 CloudWatch。监控您的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资源，并近乎实时地提供带有统计数据的指标。
• AWS CloudTrail。 为所有对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API 的调用提供事件跟踪。

本部分提供有关使用这些服务的信息。

主题
• 使用亚马逊监控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CloudWatch (p. 200)
• 使用进行日志记录和监控AWS CloudTrail (p. 203)

使用亚马逊监控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CloudWatch
Ama CloudWatch zonAWS Location Service（近乎实时的）。AWS您可以使用 CloudWatch监控 Amazon 
Location Service，它会收集原始数据，并将指标处理为有意义的统计数据。您可以查看最多 15 个月的历史
信息，也可以通过搜索指标在亚马逊 CloudWatch 控制台中查看，以更深入地了解您的亚马逊位置资源。此
外，您可以通过定义阈值设置警报，并在达到相应阈值时发送通知或执行操作。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CloudWatch 用户指南

主题
• 导出到 AmazLocation Service Location Ser CloudWatch (p. 200)
• 查看AmazLocation Service ion (p. 201)
• 为Amazon Location Servic CloudWatch  (p. 201)
• CloudWatch 用于根据配额监控使用情况 (p. 202)
• CloudWatch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指标示例 (p. 202)

导出到 AmazLocation Service Location Ser CloudWatch
指标是导出到的时间顺序数据点 CloudWatch。维度是用于标识指标的名称/值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亚
马逊 CloudWatch 用户指南中的使用 CloudWatch 指标和CloudWatch维度。

以下是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在AWS/Location命名空间 CloudWatch 中导出到的指标。

指标 描述

CallCount 对给定 API 端点的调用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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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描述
有效尺寸：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API 名称

有效统计数据：Sum

单位：计数

ErrorCount 对给定 API 端点的调用所产生的错误响应数量。

有效尺寸：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API 名称

有效统计数据：Sum

单位：计数

SuccessCount 对给定 API 端点的成功调用次数。

有效尺寸：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API 名称

有效统计数据：Sum

单位：计数

CallLatency 调用给定 API 端点时，操作处理和返回响应所花费的时间。

有效尺寸：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API 名称

有效统计数据：平均值

单位：毫秒

查看AmazLocation Service ion
您可以在Amazon CloudWatch控制台上或使用Amazon CloudWatch API 查看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指标。

使用 CloudWatch 控制台查看指标

Example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cloudwatch/ 打开 CloudWatch 主机。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Metrics（指标）。
3. 在所有指标选项卡上，选择亚马逊位置命名空间。
4. 选择要查看的指标类型。
5. 选择指标并将其添加到图表中。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亚马逊 CloudWatch 用户指南》中的 “查看可用指标”。

为Amazon Location Servic CloudWatch
您可以使用 CloudWatch 对您的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指标设置警报。例如，您可以在中创建警报， 
CloudWatch 以便在出现错误计数峰值时发送电子邮件。

以下主题从较高层面上概括介绍了如何使用 CloudWatch 设置警报。有关详细说明，请参阅《亚马逊 
CloudWatch 用户指南》中的 “使用警报”。

使用 CloudWatch 控制台设置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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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1. 通过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cloudwatch/ 打开 CloudWatch 主机。
2. 在导航窗格中，选择 Al arm。
3. 选择 Create Alarm（创建告警）。
4. 选择选择指标。
5. 在所有指标选项卡上，选择亚马逊位置命名空间。
6. 选择指标类别。
7. 找到包含您要为其创建警报的指标行，然后选中该行旁边的复选框。
8. 选择选择指标。
9. 在 “指标” 下，填写值。
10.指定警报条件。
11.选择下一步。
12.如果您想在满足警报条件时发送通知：

• 在警报状态触发器下，选择警报状态以提示发送通知。
• 在 Sel ect an SNS topic（选择 SNS 主题）下，选择 C reat ion SNS to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Amazon SNS) 主题。输入主题名称和要向其发送通知的电子邮件。
• 在 “发送通知” 下，输入要将通知发送到的其他电子邮件地址。
• 选择 Add notification（添加通知）。此列表将保存下来并会在将来的警报字段中显示出来。

13.完成后选择 Next (下一步)。
14.输入警报的名称和描述，然后选择 Next（下一步）。
15.确认警报详细信息，然后选择下一步。

Note

创建新的 Amazon SNS 主题时，必须先验证电子邮件地址，然后才能发送通知。如果电子邮件未通
过验证，则在状态更改启动警报时将不会收到通知。

有关如何使用 CloudWatch 控制台设置警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亚马逊 CloudWatch用户指南》中的 “创建
发送电子邮件的警报”。

CloudWatch 用于根据配额监控使用情况
您可以创建 Amazon L CloudWatch ocation Service，在给定配额的使用率超过可配置阈值时通知您。这
使您能够识别出自己何时接近配额限制，调整利用率以避免成本超支，或者在需要时请求增加配额。有关 
CloudWatch 如何使用监控配额的信息，请参阅《亚马逊 CloudWatch 用户指南》中的可视化您的服务配额
和设置警报。

CloudWatch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指标示例
您可以使用 GetMetricDataAPI 检索亚马逊位置的指标。

• 例如，您可以监控CallCount和设置警报，以防出现数量下降的情况。

监控的CallCount指标SendDeviceLocation可以帮助您透视被跟踪的资产。如果CallCount丢失，则
意味着被追踪的资产，例如卡车车队，已经停止发送当前的位置。为此设置警报可以帮助通知您出现了问
题。

• 再举一个例子，你可以监控ErrorCount和设置警报，以防出现数字峰值时发生。

跟踪器必须与地理围栏集合相关联，才能根据地理围栏评估设备位置。如果你的设备队列需要持续的位置
更新，则看到 forBatchEvaluateGeofence 或 dBatchPutDevicePosition rop 到零表示更新不再
在CallCount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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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包含创建地图资源CallCount和ErrorCount用于创建地图资源GetMetricData的指标的输出示例。

{ 
  "StartTime": 1518867432, 
  "EndTime": 1518868032, 
  "MetricDataQueries": [ 
    { 
      "Id": "m1", 
      "MetricStat": { 
        "Metric": { 
          "Namespace": "AWS/Location", 
          "MetricName": "CallCount", 
          "Dimensions": [ 
            { 
              "Name": "SendDeviceLocation", 
              "Value": "100" 
            } 
          ] 
        }, 
        "Period": 300, 
        "Stat": "SampleCount", 
        "Unit": "Count" 
      } 
    }, 
    { 
      "Id": "m2", 
      "MetricStat": { 
        "Metric": { 
          "Namespace": "AWS/Location", 
          "MetricName": "ErrorCount", 
          "Dimensions": [ 
            { 
              "Name": "AssociateTrackerConsumer", 
              "Value": "0" 
            } 
          ] 
        }, 
        "Period": 1, 
        "Stat": "SampleCount", 
        "Unit": "Count" 
      } 
    } 
  ]
}

使用进行日志记录和监控AWS CloudTrail
AWS CloudTrail是提供用户、角色或服务所采取操作的记录的AWS服务。 CloudTrail 将所有 API 调用记录
为事件。您可以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CloudTrail 来监控您的 API 调用，其中包括来自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控制台的调用和对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API 操作的AWS SDK 调用。

在您创建跟踪时，您可以使 S3 存储桶持续传送 CloudTrail 事件（包括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的事
件）。如果您不配置跟踪，则仍可在 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中查看 CloudTrail 控制台中的最新事
件。使用收集的信息 CloudTrail，您可以确定向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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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的更多信息 CloudTrail，请参阅《AWS CloudTrail用户指南》。

主题
• 中的AmazLocation Service cation CloudTrail (p. 204)
• 了解 Amazon Location Servic (p.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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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AmazLocation Service cation CloudTrail
CloudTrail 在您创建AWS账户时，即针对该账户启用了。当 Amazon Location ServAWS ice 中发生 
CloudTrail 活动时，该活动将记录在事件历史记录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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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使用事件历史记录查看 CloudTrail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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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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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配置 Amazon SNS 通知 CloudTrail
• 从多个区域接收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和从多个账户接收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所有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操作都由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API 参考记录 CloudTrail 和 例如，对
的CreateTracker调用UpdateTracker和DescribeTracker操作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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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信息有助于确定发出的请求是否：

• 使用根用户凭证或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用户凭证。
• 使用角色或联合身份用户的临时安全凭证。
• 通过另一个 AWS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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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Amazon Location Ser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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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3 存储桶或 Amazon L CloudWatch ogs。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CloudTrail用户指南》中的 “处理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包含一个或多个日志条目。一个事件表示一个来自任何源的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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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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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确
定操作顺序，请使用eventTime。

下面的示例显示了一个演示该操作 CloudTrail 的日志条目，该CreateTracker操作将创建跟踪器资源。

{ 
    "eventVersion": "1.05", 
    "userIdentity": { 
        "type": "AssumedRole", 
        "principalId": "123456789012", 
        "arn": "arn:aws:geo:us-east-1:123456789012:tracker/ExampleTracker" 
        "accountId": "123456789012", 
        "accessKeyId": "123456789012", 
        "sessionContext": { 
            "sessionIssuer": { 
                "type": "Role", 
                "principalId": "12345678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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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n": "arn:aws:geo:us-east-1:123456789012:tracker/ExampleTracker", 
                "accountId": "123456789012", 
                "userName": "exampleUser", 
            }, 
            "webIdFederationData": {}, 
            "attributes": { 
                "mfaAuthenticated": "false", 
                "creationDate": "2020-10-22T16:36:07Z" 
            } 
        } 
    }, 
    "eventTime": "2020-10-22T17:43:30Z", 
    "eventSource": "geo.amazonaws.com", 
    "eventName": "CreateTracker", 
    "awsRegion": "us-east-1", 
    "sourceIPAddress": "192.0.2.0/24—TEST-NET-1", 
    "userAgent": "aws-internal/3 aws-sdk-java/1.11.864 Linux/4.14.193-110.317.amzn2.x86_64 
 OpenJDK_64-Bit_Server_VM/11.0.8+10-LTS java/11.0.8 kotlin/1.3.72 vendor/Amazon.com_Inc. 
 exec-env/AWS_Lambda_java11", 
    "requestParameters": { 
        "TrackerName": "ExampleTracker", 
        "Description": "Resource description" 
    }, 
    "responseElements": { 
        "TrackerName": "ExampleTracker", 
        "Description": "Resource description" 
        "TrackerArn": "arn:partition:service:region:account-id:resource-id", 
        "CreateTime": "2020-10-22T17:43:30.521Z" 
    }, 
    "requestID": "557ec619-0674-429d-8e2c-eba0d3f34413", 
    "eventID": "3192bc9c-3d3d-4976-bbef-ac590fa34f2c", 
    "readOnly": false, 
    "eventType": "AwsApiCall", 
    "recipientAccountId": "123456789012",
}

以下显示了该DescribeTracker操作的日志条目，该条目返回跟踪器资源的详细信息。

{ 
    "eventVersion": "1.05", 
    "userIdentity": { 
        "type": "AssumedRole", 
        "principalId": "123456789012", 
        "arn": "arn:partition:service:region:account-id:resource-id", 
        "accountId": "123456789012", 
        "accessKeyId": "123456789012", 
        "sessionContext": { 
            "sessionIssuer": { 
                "type": "Role", 
                "principalId": "123456789012", 
                "arn": "arn:partition:service:region:account-id:resource-id", 
                "accountId": "123456789012", 
                "userName": "exampleUser", 
            }, 
            "webIdFederationData": {}, 
            "attributes": { 
                "mfaAuthenticated": "false", 
                "creationDate": "2020-10-22T16:36:07Z" 
            } 
        } 
    }, 
    "eventTime": "2020-10-22T17:43:33Z", 
    "eventSource": "geo.amazonaws.com", 
    "eventName": "DescribeTracker", 
    "awsRegion": "us-ea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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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IPAddress": "192.0.2.0/24—TEST-NET-1", 
    "userAgent": "aws-internal/3 aws-sdk-java/1.11.864 Linux/4.14.193-110.317.amzn2.x86_64 
 OpenJDK_64-Bit_Server_VM/11.0.8+10-LTS java/11.0.8 kotlin/1.3.72 vendor/Amazon.com_Inc. 
 exec-env/AWS_Lambda_java11", 
    "requestParameters": { 
        "TrackerName": "ExampleTracker" 
    }, 
    "responseElements": null, 
    "requestID": "997d5f93-cfef-429a-bbed-daab417ceab4", 
    "eventID": "d9e0eebe-173c-477d-b0c9-d1d8292da103", 
    "readOnly": true, 
    "eventType": "AwsApiCall", 
    "recipientAccountId": "123456789012",
}

使用以下方法创建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资源AWS 
CloudFormation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与AWS CloudFormation集成，后者是一项服务，可帮助您对AWS资源进行建模
和设置，这样您只需花较少的时间来创建和管理资源与基础设施。您可以创建一个描述所需的全部AWS资源
（例如 Amazon Location 资源）的模板，然后为您预置和配置这些资源。AWS CloudFormation

在您使用时AWS CloudFormation，可重复使用您的模板来不断地重复设置您的 Amazon Localing 资源。描
述一次您的资源，然后在多个 AWS 账户和区域中反复预置相同的资源。

亚马逊位置和AWS CloudFormation模板
要为 Amazon Localing 和相关服务预置和配置资源，您必须了解AWS CloudFormation模板。模板是 JSON 
或 YAML 格式的文本文件。这些模板描述要在 AWS CloudFormation 堆栈中调配的资源。如果您不熟悉 
JSON 或 YAML，可以在 AWS CloudFormation Designer 的帮助下开始使用 AWS CloudFormation 模板。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CloudFormation 用户指南中的什么是 AWS CloudFormation Designer？。

Amazon Localing 支持在中创建以下资源类型AWS CloudFormation：

• AWS::Location::Map
• AWS::Location::PlaceIndex
• AWS::Location::RouteCalculator
• AWS::Location::Tracker
• AWS::Location::TrackerConsumer
• AWS::Location::GeofenceCollection

有关更多信息（包括 Amazon Location 资源的 JSON 和 YAML 模板示例），请参阅AWS CloudFormation用
户指南中的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资源类型参考。

了解有关 AWS CloudFormation 的更多信息
要了解有关 AWS CloudFormation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资源：

• AWS CloudFormation
• AWS CloudFormation 用户指南
• AWS CloudFormation API 参考
• AWS CloudFormation 命令行界面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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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aws.amazon.com/AWSCloudFormation/latest/UserGuide/template-guide.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CloudFormation/latest/UserGuide/working-with-templates-cfn-designer.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CloudFormation/latest/UserGuide/aws-resource-location-map.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CloudFormation/latest/UserGuide/aws-resource-location-placeindex.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CloudFormation/latest/UserGuide/aws-resource-location-routecalculator.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CloudFormation/latest/UserGuide/aws-resource-location-tracker.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CloudFormation/latest/UserGuide/aws-resource-location-trackerconsumer.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CloudFormation/latest/UserGuide/aws-resource-location-geofencecollection.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CloudFormation/latest/UserGuide/AWS_Location.html
http://aws.amazon.com/cloudformation/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CloudFormation/latest/UserGuide/Welcome.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CloudFormation/latest/APIReference/Welcome.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loudformation-cli/latest/userguide/what-is-cloudformation-cli.html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
亚马逊位置演示网站

使用 Amazon LotiLocation Service 
Service 的代码示例和教程

本主题显示了代码示例、教程和博客文章列表，可帮助您了解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每个代码示例都包含
对其工作原理的描述。

您还可以在 Amazon LocationAWS GitHub 页面和AWS博客网站上找到其他示例。

在使用其他示例之前，快速入门教程是一个不错的起点，因为它展示了如何完成对大多数示例有用的先决条
件。

主题
• 亚马逊位置演示网站 (p. 207)
• 教程 2 (p. 208)
• 教程：数据库丰富 (p. 208)
• 示例 2 示例 2 (p. 209)
• 示例：设置地图样式 (p. 209)
• 示例：绘制标记 (p. 210)
• 示例：绘制聚类点 (p. 210)
• 示例：绘制一个多边形 (p. 211)
• 示例：更改地图语言 (p. 211)
• 博客：预计送达时间通知 (p. 212)

亚马逊位置演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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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亚马逊定位演示网站上观看带有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源代码的演示。该网站包括托管的网络演
示以及适用于 Android 的演示应用程序。

您还可以在网站的样本页面中找到各种示例，可按功能、语言和平台进行筛选。

教程 2

本教程向您展示如何向应用程序添加交互式地图，以及如何从您的应用程序调用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API。该教程可在静态网页 JavaScript 中使用，或在安卓手机应用程序中使用 Kotlin。

文档链接：Amazon Service (p. 3)

教程：数据库丰富

本教程介绍如何使用 Amazon LLocation Service e 对地址进行标准化以及如何为数据库中的记录添加纬度和
经度。使用Amazon Aurora 和AWS Lambda.

文档链接：Amazon Aurora PostgreSQL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用户定义函数 (p.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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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 示例 2

了解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功能的最佳方法之一是使用亚马逊定位控制台中的 “浏览” 功能。这个完整的 
Web 应用程序示例模仿了控制台中的地图、地点、路线、地理围栏和跟踪器功能，向您展示如何在自己的应
用程序中重新创建这些功能。使用 Amplify、React 和 JavaScript。

GitHub 链接：浏览示例应用程序

示例：设置地图样式

此代码示例说明如何使用 MapLibre GL 在卫星地图和矢量路线图之间切换 JavaScript。使用 MapLibre 
GL、Node.js、React 和 JavaScript。

GitHub 链接：带有样式切换功能的交互式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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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ole.aws.amazon.com/location/explore/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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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绘制标记

此代码示例显示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的 Amazon Locker 位置。它显示了如何在点位置绘制标
记。使用 MapLibre GL、Node.js、React 和 JavaScript。

GitHub 链接：带有点标记的交互式地图

示例：绘制聚类点

使用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地震数据，此代码示例显示了如何在地图上绘制聚集在一起的点。使用 MapLibre 
GL、Node.js、React 和 JavaScript。

GitHub 链接：带有点群的交互式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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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ithub.com/aws-samples/amazon-location-samples/tree/main/react-map-gl-ma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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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绘制一个多边形

此代码示例显示如何在地图上绘制多边形。使用 MapLibre GL、Node.js、React 和 JavaScript。

GitHub 链接：带有多边形的交互式地图

示例：更改地图语言

此代码示例显示了如何在 Amazon Location 中更改地图的显示语言。使用 Amplify、React 和 MapLibre 
GL。

GitHub 链接：更改地图语言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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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ithub.com/aws-samples/amazon-location-samples/tree/main/react-map-gl-polyg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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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预计送达时间通知

这篇博客文章显示了通知客户预计送达时间的不同方式。它解释了使用路线来显示预计的行驶时间，然后
使用跟踪器和地理围栏在司机靠近客户时发出通知。使用 Amazon Service（Amazon SNotif EventBridge 
ic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Amazon SNS) ice

博客链接：预计到达时间和邻近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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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SloLocation Service ion
AWS 十分重视云安全性。为了满足对安全性最敏感的组织的需求，我们打造了具有超高安全性的数据中心和
网络架构。作为 AWS 客户，您也将从这些数据中心和网络架构受益。

安全性是 AWS 和您的共同责任。责任共担模式将其描述为云的安全性和云中的安全性：

• 云的安全性 – AWS负责保护在 AWS Cloud 中运行 AWS 服务的基础设施。AWS 还向您提供可安全使用
的服务。第三方审核员定期测试和验证我们的安全性的有效性，作为 AWS Compliance Programs 的一部
分。要了解适用于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服务的合规性计划，请参阅合规性计划范围内的AWS服务合规
性计划服务。

• 云中的安全性 - 您的责任由您使用的 AWS 服务决定。您还需要对其它因素负责，包括您的数据的敏感
性、您公司的要求以及适用的法律法规。

该文档帮助您了解如何在使用 Amazon Location 时应用责任共担模式。以下主题说明如何配置 Amazon 
Location 以实现您的安全性和合规性目标。您还会了解如何使用帮助您监控和保护 Amazon Location 资源的
其他AWS服务。

主题
• AmazLocation Service Service 中的数据保护 (p. 213)
• A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on ServLocation Service ion (p. 222)
• AmazLocation Service Service 中的事件响应 (p. 240)
• AmazLocation Service Service 的合规性 (p. 240)
• Amazon SloLocation Service ion (p. 241)
• AmazLocation Service Service 中的基础设施安全性 (p. 241)
• Amazon Location 中的配置和漏洞 (p. 241)
• 防止跨服务混淆代理 (p. 241)
• Amazon Service 的安全最佳实践 (p. 242)
• AmazLocation Service Service 的最佳实践 (p. 243)

AmazLocation Service Service 中的数据保护
责任AWS共担模式责任共担模式适用于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中的数据保护。如该模式中所述，AWS 
负责保护运行所有 AWS Cloud 的全球基础设施。您负责维护对托管在此基础设施上的内容的控制。此内
容包括您所使用的 AWS 服务 的安全配置和管理任务。有关数据隐私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数据隐私常见问
题。有关欧洲数据保护的信息，请参阅 AWS 安全性博客 上的 AWS 责任共担模式和 GDPR 博客文章。

出于数据保护目的，我们建议您保护 AWS 账户 凭证并使用 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 或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设置单个用户。这样，每个用户只获得履
行其工作职责所需的权限。我们还建议您通过以下方式保护您的数据：

• 对每个账户使用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MFA)。
• 使用 SSL/TLS 与 AWS 资源进行通信。我们要求使用 TLS 1.2，建议使用 TLS 1.3。
•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设置 API 和用户活动日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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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AWS 加密解决方案以及 AWS 服务 中的所有默认安全控制。
• 使用高级托管安全服务（例如 Amazon Macie），它有助于发现和保护存储在 Amazon S3 中的敏感数据。
• 如果在通过命令行界面或 API 访问 AWS 时需要经过 FIPS 140-2 验证的加密模块，请使用 FIPS 端点。有

关可用的 FIPS 端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美国联邦信息处理标准 (FIPS) 第 140-2 版》。

我们强烈建议您切勿将机密信息或敏感信息（如您客户的电子邮件地址）放入标签或自由格式文本字段（如
Name（名称）字段）。这包括当您通过控制台、API、或AWS SDKAWS 服务 使用 Amazon LocatAWS CLI 
ion 或其他时。您在用于名称的标签或自由格式文本字段中输入的任何数据都可能会用于计费或诊断日志。
如果您向外部服务器提供 URL，我们强烈建议您不要在 URL 中包含凭证信息来验证您对该服务器的请求。

数据隐私
借助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您可以保留对组织数据的控制权。Amazon Location 通过删除客户元数据和账
户信息，对发送给数据提供商的所有查询进行匿名化。

Amazon Location 不使用数据提供商进行跟踪和地理围栏。这意味着您的敏感数据仍保留在您的AWS帐户
中。这有助于保护敏感位置信息（例如设施、资产和人员位置）免受第三方的侵害，保护用户隐私，并降低
应用程序的安全风险。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WS数据隐私常见问题解答。

将数据保留在亚马逊地点
以下特征与 Amazon Location 如何收集和存储服务数据有关：

• 亚马逊Location Ser vice 跟踪器 — 当您使用跟踪器 API 跟踪实体的位置时，可以存储其坐标。设备位置
会存储 30 天，然后由服务删除。

•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Geofences — 当您使用 Geofences API 定义感兴趣区域时，该服务会存储您提供
的几何图形。必须明确删除它们。

Note

删除您的AWS账户会删除其中的所有资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WS数据隐私常见问题解答。

AmazLocation Service Service 的静态数据加密
默认情况下，Amazon Location Service 提供加密，使用AWS自有加密密钥保护敏感的客户静态数据。

• AWS自有密钥 — 默认情况下，Amazon Location 使用这些密钥自动加密个人身份数据。您无法查看、管
理或使用AWS拥有的密钥，或者审计其使用情况。但是，您无需执行任何操作或更改任何计划即可保护
用于加密数据的密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开发者指南中的AWS自有密
钥。

默认情况下，对静态数据进行加密有助于减少保护敏感数据所涉及的操作开销和复杂性。同时，它还可让您
构建符合严格加密合规性和法规要求的安全应用程序。

虽然您无法禁用此加密层或选择其他加密类型，但可以在创建跟踪器和地理围栏集合资源时选择客户管理的
密钥，在现有AWS自有加密密钥上添加第二层加密：

• 客户管理密钥 — Amazon Location 支持使用您创建、AWS拥有和管理的对称客户托管密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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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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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和维护 IAM 策略和授权
• 启用和禁用密钥策略
• 轮换密钥加密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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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Management Service开发者指南》中的客户管理密钥。

下表汇总了Amazon Location 如何加密个人身份数据。

数据类型 AWS自有密钥加密 客户管理的密钥加密（可选）

Position

包含设备位置详细信息的点几何
形状。

启用 启用

PositionProperties

一组与位置更新关联的键值对。

启用 启用

GeofenceGeometry

代表地理围栏区域的多边形地理
围栏几何。

启用 启用

DeviceId

将设备位置更新上传到跟踪器资
源时指定的设备标识符。

启用 不支持

GeofenceId

在存储地理围栏几何图形或给
定地理围栏集合中的一批地理围
栏时指定的标识符。

启用 不支持

Note

Amazon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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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客户托管式密钥会AWS KMS收取。有关定价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定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价。

有关的更多信息AWS KMS，请参阅什么是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如何使用补助金AWS KMS
Amazon Location 需要授权，才能使用客户托管的密钥。

当您创建使用客户托管密钥加密的跟踪资源或地理围栏集合时，Amazon Loc ation 会通过向您发
送CreateGrant请求来代表您创建授权AWS KMS。中的授权AWS KMS用于授予 Amazon Location 访问客户
账户中的 KMS 密钥的权限。

Amazon Location 需要授权，才能将客户托管的密钥用于以下内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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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发送DescribeKey请求AWS KMS以验证在创建跟踪器或地理围栏集合时输入的对称客户管理的 KMS 密
钥 ID 是否有效。

• 向发送GenerateDataKeyWithoutPlaintext请求AWS KMS以生成由您的客户托管密钥加密的数据密钥。
• 将 Decrypt 请求发送到 AWS KMS，以解密加密的数据密钥，以使它们能够用于加密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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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Location 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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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例如，如果您尝试
从 Amazon Location 无法访问的加密跟踪器获取设备位置，则该操作将返回AccessDeniedException错
误。

创建客户托管密钥
您可以使用AWS Management Console、或AWS KMS API 创建对称的客户托管式密钥。

创建对称的客户托管式密钥

按照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开发者指南中创建对称客户管理密钥的步骤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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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开发者指南》中的 “管理对客户管理密钥的访问权限”。

要将您的客户托管式密钥与您的 Amazon Location 资源一起使用，密钥策略中必须允许以下 API 操作：

• kms:CreateGrant— 向客户托管式密钥添加授权。授予对指定 KMS 密钥的控制访问权限，该密钥允
许访问 Amazon Location 所需的授予操作。有关使用补助金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开发者指南。

这允许Amazon Socation Socation S
• 调GenerateDataKeyWithoutPlainTex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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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设置即将退休的校长以允许该服务RetireGrant.

• kms:DescribeKey— 提供客户托管式密钥详细信息以允许Amazon Location 验证密钥服务。

以下是您可以为亚马逊位置添加的政策声明示例：

  "Statement" : [  
    { 
      "Sid" : "Allow access to principals authorized to use Amazon Location", 
      "Effect" : "Allow", 
      "Principal" : { 
        "AWS" : "*" 
      }, 
      "Action" : [  
        "kms:DescribeKey",  
        "kms:CreateGrant" 
      ], 
      "Resource" : "*", 
      "Condition" : { 
        "StringEquals" : { 
          "kms:ViaService" : "geo.region.amazonaws.com", 
          "kms:CallerAccount" : "1111222233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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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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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Management Service开发者指南。

有关排除密钥访问疑难解答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开发者指南。

指定客户托管式密钥
您可以将客户管理的密钥指定为以下资源的第二层加密：

• 追踪器资源 (p. 166)
• Geofence 系列 (p. 162)

创建资源时，您可以通过输入 KMS ID 来指定数据密钥，Amazon Location 使用该密钥来加密资源存储的可
识别个人数据。

• KMS ID —AWS KMS 客户管理密钥的密钥标识符。输入密钥 ID、密钥 ARN、别名名称户或别名 ARN。

Amazon Service 加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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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KM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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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将加密上下文AWS KM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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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加密上下文

Amazon Location 在所有AWS KMS加密操作中使用相同的加密上下文aws:geo:arn，其中密钥为，值为资
源亚马逊资源名称 (ARN)。

Example

"encryptionCon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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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geo:arn": "arn:aws:geo:us-west-2:111122223333:geofence-collection/SAMPLE-
GeofenceCollection"
}

使用加密上下文进行监控

当您使用对称的客户管理密钥对跟踪器或地理围栏集合进行加密时，您还可以在审计记录和日志中使用加
密上下文来识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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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218)中。

使用加密上下文控制对客户托管式密钥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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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密钥的访问。您还可以
在授权中使用加密上下文约束。

Amazon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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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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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政策声明中的条件要
求授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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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arn": "arn:aws:geo:us-
west-2:111122223333:tracker/SAMPLE-Tracker" 
          } 
     }
}

监控您的Amazon Location Service
当您将AWS KMS客户管理的密钥与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资源一起使用时，您可以使用AWS CloudTrail或
Amazon CloudWatch Lo cation 来跟踪亚马逊位置发送给的请求AWS KMS。

以下示例是CreateGrant、、GenerateDataKeyWithoutPlainText和DescribeKey监控 Amazon 
Location 为访问由您的客户托管密钥加密的数据而调用的 KMS 操作AWS CloudTrail的事件：Decrypt

CreateGrant

当您使用AWS KMS客户管理的密钥加密您的跟踪器或地理围栏收集资源时，Amazon Location 会
代表您发送访问您AWS账户中的 KMS 密钥的CreateGrant请求。Amazon Location 创建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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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于与AWS KMS客户托管密钥相关的资源。此外，当您删除资源时，Amazon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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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OAIGDTESTANDEXAMPLE:Sampleuser01", 
        "arn": "arn:aws:sts::111122223333:assumed-role/Admin/Sampleuser01", 
        "accountId": "111122223333", 
        "accessKeyId": "AKIAIOSFODNN7EXAMPLE3", 
        "sessionContext": { 
            "sessionIssuer": { 
                "type": "Role", 
                "principalId": "AROAIGDTESTANDEXAMPLE:Sampleuser01", 
                "arn": "arn:aws:sts::111122223333:assumed-role/Admin/Sampleuser01", 
                "accountId": "111122223333", 
                "userName": "Admin" 
            }, 
            "webIdFederationData": {}, 
            "attributes": { 
                "mfaAuthenticated": "false", 
                "creationDate": "2021-04-22T17:02:00Z" 
            } 
        }, 
        "invokedBy": "geo.amazonaws.com" 
    }, 
    "eventTime": "2021-04-22T17:07:02Z", 
    "eventSource": "kms.amazonaws.com", 
    "eventName": "CreateGrant", 
    "awsRegion": "us-west-2", 
    "sourceIPAddress": "172.12.34.56", 
    "userAgent": "ExampleDesktop/1.0 (V1; OS)", 
    "requestParameters": { 
        "retiringPrincipal": "geo.region.amazonaws.com", 
        "operations": [ 
            "GenerateDataKeyWithoutPlaintext", 
            "Decrypt", 
            "DescribeKey" 
        ], 
        "keyId": "arn:aws:kms:us-
west-2:111122223333:key/1234abcd-12ab-34cd-56ef-123456SAMPLE", 
        "granteePrincipal": "geo.region.amazonaws.com" 
    }, 
    "responseElements": { 
        "grantId": 
 "0ab0ac0d0b000f00ea00cc0a0e00fc00bce000c000f0000000c0bc0a0000aaafSAMPLE" 
    }, 
    "requestID": "ff000af-00eb-00ce-0e00-ea000fb0fba0SAMPLE", 
    "eventID": "ff000af-00eb-00ce-0e00-ea000fb0fba0SAMPLE", 
    "readOnly":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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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Category": "Management", 
    "recipientAccountId": "11112222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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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ateDataKeyWithoutPlainText

当您为跟踪器或地理围栏收集资源启用AWS KMS客户管理的密钥时，Amazon Location 会创建一个唯
一的表格密钥。它向发送一个GenerateDataKeyWithoutPlainText请求AWS KMS，指定资源的
AWS KMS客户管理密钥。

以下示例事件记录了该GenerateDataKeyWithoutPlainText操作：

{ 
    "eventVersion": "1.08", 
    "userIdentity": { 
        "type": "AWSService", 
        "invokedBy": "geo.amazonaws.com" 
    }, 
    "eventTime": "2021-04-22T17:07:02Z", 
    "eventSource": "kms.amazonaws.com", 
    "eventName": "GenerateDataKeyWithoutPlaintext", 
    "awsRegion": "us-west-2", 
    "sourceIPAddress": "172.12.34.56", 
    "userAgent": "ExampleDesktop/1.0 (V1; OS)", 
    "requestParameters": { 
        "encryptionContext": { 
            "aws:geo:arn": "arn:aws:geo:us-west-2:111122223333:geofence-collection/
SAMPLE-GeofenceCollection" 
        }, 
        "keySpec": "AES_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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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Category": "Management", 
    "recipientAccountId": "111122223333", 
    "sharedEventID": "57f5dbee-16da-413e-979f-2c4c6663475e"
}

Decrypt

当您访问加密的跟踪器或地理围栏集合时，Amazon Location 会调用该Decrypt操作以使用存储的加密
数据密钥访问加密数据。

以下示例事件记录了该Decrypt操作：

{ 
    "eventVersion": "1.08", 
    "userIdentity": { 
        "type": "AWSService", 
        "invokedBy": "geo.amazonaws.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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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Time": "2021-04-22T17:10:51Z", 
    "eventSource": "kms.amazonaws.com", 
    "eventName": "Decrypt", 
    "awsRegion": "us-west-2", 
    "sourceIPAddress": "172.12.34.56", 
    "userAgent": "ExampleDesktop/1.0 (V1; OS)", 
    "requestParameters": { 
        "encryptionContext": { 
            "aws:geo:arn": "arn:aws:geo:us-west-2:111122223333:geofence-collection/
SAMPLE-GeofenceCollection" 
        }, 
        "keyId": "arn:aws:kms:us-
west-2:111122223333:key/1234abc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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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Category": "Management", 
    "recipientAccountId": "111122223333", 
    "sharedEventID": "dc129381-1d94-49bd-b522-f56a3482d088"
}

DescribeKey

Amazon Location 使用该DescribeKey操作来验证账户和区域中是否存在与您的跟踪器或地理围栏集合
相关的AWS KMS客户管理密钥。

以下示例事件记录了该DescribeKey操作：

{ 
    "eventVersion": "1.08", 
    "userIdentity": { 
        "type": "AssumedRole", 
        "principalId": "AROAIGDTESTANDEXAMPLE:Sampleuser01", 
        "arn": "arn:aws:sts::111122223333:assumed-role/Admin/Sampleuser01", 
        "accountId": "111122223333", 
        "accessKeyId": "AKIAIOSFODNN7EXAMPLE3", 
        "sessionContext": { 
            "sessionIssuer": { 
                "type": "Role", 
                "principalId": "AROAIGDTESTANDEXAMPLE:Sampleuser01", 
                "arn": "arn:aws:sts::111122223333:assumed-role/Admin/Sampleuser01", 
                "accountId": "111122223333", 
                "userName": "Admin" 
            }, 
            "webIdFederationData": {}, 
            "attributes": { 
                "mfaAuthenticated": "false", 
                "creationDate": "2021-04-22T17:02:00Z" 
            } 
        }, 
        "invokedBy": "geo.amazona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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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ventTime": "2021-04-22T17:07:02Z", 
    "eventSource": "kms.amazonaws.com", 
    "eventName": "DescribeKey", 
    "awsRegion": "us-west-2", 
    "sourceIPAddress": "172.12.34.56", 
    "userAgent": "ExampleDesktop/1.0 (V1; OS)", 
    "requestParameters": { 
        "keyId": "00dd0db0-0000-0000-ac00-b0c000SAMP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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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Category": "Management", 
    "recipientAccountId": "111122223333"
}

了解更多信息
以下资源提供有关静态数据加密的更多信息。

• 有关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基本概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开发者
指南。

• 有关安全最佳实践的更多信息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请参阅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开
发人员指南。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传输中数据加密
Amazon Location 通过使用传输层安全 (TLS) 1.2 加密协议自动加密所有网际数据，从而保护传输中的数
据，无论数据在传输到服务还是从服务传出时都是如此。发送到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API 的直接 HTTPS 
请求通过使用 AWS 签名版本 4 算法进行签名，以建立安全连接。

A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on 
ServLocation Service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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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mazon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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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 使用身份进行身份验证 (p.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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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策略管理访问 (p. 225)
•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p. 226)
• 适用于 Amazon Location ServLocation Service ion (p. 231)
•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p. 239)

受众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的使用方式因您可以在 Amazon Location 中执行的操作而异。

服务用户 — 如果您使用 Amazon Location 服务来完成工作，则您的管理员会为您提供所需的凭证和权限。
随着您使用更多 Amazon Location 功能来完成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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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Location 中的功能，请参阅Amazon Location 
Service (p. 239)。

服务管理员 — 如果您在公司负责管理 Amazon Location 资源，则您可能具有 Amazon Location 的完全访问
权限。您有责任确定您的服务用户应访问哪些 Amazon Location 功能和资源。然后，您必须向 IAM 管理员提
交请求以更改服务用户的权限。请查看该页面上的信息以了解 IAM 的基本概念。要了解有关您的公司如何将 
IAM 与 Amazon Location 搭配使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Location Service (p. 226)。

IAM 管理员 — 如果您是 IAM 管理员，您可能希望了解如何编写策略以管理对 Amazon Location 的访问的
详细信息。要查看您可在 IAM 中使用的基于身份的 Amazon Location 策略示例，请参阅适用于 Amazon 
Location ServLocation Service ion (p.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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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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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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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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关操作，请参阅服务授权
参考中的 Amazon Lotion Lotion Lotion Lotification Lotion Lotion Lotion Lotion Lotion Lo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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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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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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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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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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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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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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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在使用 IAM 管理对 Amazon Location 的访问权限之前，了解哪些 IAM 功能可用于 Amazon Location。

可与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结合使用

IAM 功能 Amamamamamama

基于身份的策略 (p. 226) 是

基于资源的策略 (p. 227) 否

策略操作 (p. 227) 是

策略资源 (p. 228) 是

策略条件键（特定于服务） (p. 228) 是

ACL (p. 229) 否

ABAC（策略中的标签） (p. 229) 是

临时凭证 (p. 230) 是

主体权限 (p. 230) 否

服务角色 (p. 230) 否

服务相关角色 (p. 231) 否

要大致了解 Amazon Location 和其他AWS服务如何与大多数 IAM 功能一起使用，请参阅《IAM 用户中的与 
IAM 一起使用的AWS服务》中的与 IAM 一起使用的服务。

Amazon Service 基于身份的策略

支持基于身份的策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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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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Service 的基于身份的策略示例

要查看 Amazon Lation 基于身份的策略的示例，请参阅适用于 Amazon Location ServLocation Service 
ion (p. 231)。

Amazon Service 内基于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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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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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Location 操作的列表，请参阅《服务授权参考》中的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定义的操
作。

Amazon Loction 中的策略操作在操作前面使用以下前缀：

geo

要在单个语句中指定多项操作，请使用逗号将它们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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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 
      "geo:action1", 
      "geo:action2" 
         ]

您也可以使用通配符（*）指定多个操作。例如，要指定以单词 Get 开头的所有操作，包括以下操作：

"Action": "geo:Get*"

要查看 Amazon Lation 基于身份的策略的示例，请参阅适用于 Amazon Location ServLocation Service 
ion (p. 231)。

Amazon Service 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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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Location 资源类型及其 ARN 的列表，请参阅《服务授权参考》中的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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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定义的操作。

要查看 Amazon Lation 基于身份的策略的示例，请参阅适用于 Amazon Location ServLocation Service 
ion (p. 231)。

Amazo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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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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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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位置条件键的列表，请参阅《服务授权参考》中的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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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定义的操作。

Amazon Location 支持条件密钥，允许您允许或拒绝访问政策声明中的特定地理围栏或设备。以下条件键可
用：

• geo:GeofenceIds用于地理围栏操作。类型是ArrayOfString。
• geo:DeviceIds用于跟踪器操作。类型是ArrayOfString。

可以在您的 IAM 策略geo:GeofenceIds中使用以下操作：

• BatchDeleteGeofences

• BatchPutGeofences

• GetGeofence

• PutGeofence

可以在您的 IAM 策略geo:DeviceIds中使用以下操作：

• BatchDeleteDevicePositionHistory

• BatchGetDevicePosition

• BatchUpdateDevicePosition

• GetDevicePosition

• GetDevicePositionHistory

Note

您不能将这些条件键与BatchEvaluateGeofencesListGeofences、
或ListDevicePosition操作一起使用。

要查看 Amazon Lation 基于身份的策略的示例，请参阅适用于 Amazon Location ServLocation Service 
ion (p. 231)。

Amamamafe Locate

支持 ACL 否

访问控制列表（ACL）控制哪些主体（账户成员、用户或角色）有权访问资源。ACL 与基于资源的策略类
似，尽管它们不使用 JSON 策略文档格式。

ABAC 以及 Amamafe

支持 ABAC（策略中的标签）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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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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标记 Amazon Lation Lation 资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为您的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资源添加标
签 (p. 188)。

要查看基于身份的策略（用于根据资源上的标签来限制对该资源的访问）的示例，请参阅根据标签控制资源
访问 (p. 238)。

将临时凭证用于 Amazon S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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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Location 的跨服务主要权限

支持主体权限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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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关操作，请参阅服务授权参考中的 Amazon Lotion 
Lotion Lotion Lotification Lotion Lotion Lotion Lotion Lotion Lot

Amazon Service 角色

支持服务角色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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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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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ing

更改服务角色的权限可能会破坏 Amazon Location 的功能。仅当 Amazon Loction 提供相关指导时
才编辑服务角色。

Amazon Service 的相关角色

支持服务相关角色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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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Location ServLocation Service ion
原定设置情况下，用户和角色没有创建或修改 Amazon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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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Lotion Location Sion Lotion Sion Lotion Lotion Lotion Lotion Lotion Lotion Lotion Loti on 
Service 的操作、资源和条件键。

主题
• 策略最佳实践 (p. 231)
• 使用 Amazon Socation (p. 232)
• 允许用户查看他们自己的权限 (p. 232)
• 在政策中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资源 (p. 233)
• 更新设备位置的权限 (p. 234)
• 跟踪器资源的只读策略 (p. 235)
• 创建地理围栏的政策 (p. 235)
• GeOfice 的只读策略 (p. 236)
• 渲染地图资源的权限 (p. 236)
• 允许搜索操作的权限 (p. 236)
• 路径计算器的只读策略 (p. 237)
• 根据条件键控制资源访问权限 (p. 237)
• 根据标签控制资源访问 (p.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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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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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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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最低权限 – 在使用 IAM policy 设置权限时，请仅授予执行任务所需的权限。为此，您可以定义在特定
条件下可以对特定资源执行的操作，也称为最低权限许可。有关使用 IAM 应用权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中的策略和权限。

• 使用 IAM policy 中的条件进一步限制访问权限 – 您可以向策略添加条件来限制对操作和资源的访问。
例如，您可以编写策略条件来指定必须使用 SSL 发送所有请求。如果通过特定 AWS 服务（例如 AWS 
CloudFormation）使用服务操作，您还可以使用条件来授予对服务操作的访问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JSON 策略元素：条件。

• 使用 IAM Access Analyzer 验证您的 IAM policy，以确保权限的安全性和功能性 – IAM Access Analyzer 
会验证新策略和现有策略，以确保策略符合 IAM policy语言 (JSON) 和 IAM 最佳实践。IAM Access 
Analyzer 提供 100 多项策略检查和可操作的建议，以帮助您制定安全且功能性强的策略。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Acess Analyzer 策略验证。

• Require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MFA）[需要多重身份验证（MFA）] – 如果您所处的场景要求您的 
AWS 账户 中有 IAM 用户或根用户，请启用 MFA 来提高安全性。若要在调用 API 操作时需要 MFA，请
将 MFA 条件添加到您的策略中。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配置受 MFA 保护的 API 访
问。

有关 IAM 中的最佳实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中的安全最佳实践。

使用 Amazon Socation
要访问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控制台，您必须具有一组最低的权限。这些权限必须允许您列出和查看有
关您的中的 Amazon Location 资源的详细信息AWS 账户。如果创建比必需的最低权限更为严格的基于身份
的策略，对于附加了该策略的实体（用户或角色），控制台将无法按预期正常运行。

对于只需要调用 AWS CLI 或 AWS API 的用户，无需为其提供最低控制台权限。相反，只允许访问与其尝试
执行的 API 操作相匹配的操作。

为确保用户和角色可使用 Amazon Location 控制台，请将以下策略添加到实体。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为用户添加权限。

以下政策允许访问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控制台，以便能够创建、删除、列出和查看您的AWS账户中的 
Amazon Location 资源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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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您可以授予只读权限以促进只读访问。使用只读权限时，如果用户尝试写入操作，例如创建或删除资
源，则会显示一条错误消息。举个例子，请参见the section called “跟踪程序的只读策略” (p.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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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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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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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在政策中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资源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使用以下资源前缀：

Amazon Service

资源 资源前缀

地图资源 map

放置资源 place-index

路径资源 route-calculator

跟踪资源 tracker

地理围栏集合资源 geofence-collection

使用以下 ARN 语法：

arn:Partition:geo:Region:Account:ResourcePrefix/ResourceName

有关 ARN 格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Resource Name（ARN）和 AWS 服务命名空间。

示例

• 使用以下 ARN 允许访问指定的地图资源。

"Resource": "arn:aws:geo:us-west-2:account-id:map/map-resourc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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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指定对属于特定账户的所有map资源的访问，请使用通配符 (*)：

"Resource": "arn:aws:geo:us-west-2:account-id:map/*"

• 无法对特定资源执行某些 Amazon Location 操作，例如用于创建资源的操作。在这些情况下，您必须使用
通配符 (*)。

"Resource": "*"

要查看 Amazon Location 资源类型及其 ARN 的列表，请参阅《服务授权参考》中的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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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定义的操作。

更新设备位置的权限
要更新多个跟踪器的设备位置，您需要授予用户访问您的一个或多个跟踪资源的权限。您还需要允许用户更
新一批设备位置。

在此示例中，除了授予对 Tracker1 # Trac ker2 资源的访问权限外，以下策略还授予对 Tracker1 # 
Tracker 2 资源使用geo:BatchUpdateDevicePosition操作的权限。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UpdateDevicePositions", 
      "Effect": "Allow", 
      "Action": [ 
        "geo:BatchUpdateDevicePosition" 
      ], 
      "Resource": [ 
        "arn:aws:geo:us-west-2:account-id:tracker/Tracker1", 
        "arn:aws:geo:us-west-2:account-id:tracker/Tracker2" 
      ] 
    } 
  ]
}

如果您想限制用户只能更新特定设备的设备位置，则可以为该设备 ID 添加条件密钥。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UpdateDevicePositions", 
      "Effect": "Allow", 
      "Action": [ 
        "geo:BatchUpdateDevicePosition" 
      ], 
      "Resource": [ 
        "arn:aws:geo:us-west-2:account-id:tracker/Tracker1", 
        "arn:aws:geo:us-west-2:account-id:tracker/Tracker2" 
      ], 
      "Condition":{ 
        "ForAllValues:StringLike":{ 
          "geo:DeviceIds":[ 
            "deviceI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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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跟踪器资源的只读策略
要为AWS账户中的所有跟踪资源创建只读策略，您需要授予对所有跟踪资源的访问权限。您还需要授予用户
访问操作的权限，使他们能够获取多个设备的设备位置，从单个设备获取设备位置并获取位置历史记录。

在此示例中，以下策略授予对以下操作的权限：

• geo:BatchGetDevicePosition检索多个设备的位置。
• geo:GetDevicePosition检索单个设备的位置。
• geo:GetDevicePositionHistory检索设备的位置历史记录。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GetDevicePositions", 
      "Effect": "Allow", 
      "Action": [ 
        "geo:BatchGetDevicePosition", 
        "geo:GetDevicePosition", 
        "geo:GetDevicePositionHistory" 
      ], 
      "Resource": "arn:aws:geo:us-west-2:account-id:tracker/*" 
    } 
  ]
}

创建地理围栏的政策
要创建允许用户创建地理围栏的策略，您需要授予对允许用户在地理围栏集合上创建一个或多个地理围栏的
特定操作的访问权限。

以下政策授予对##进行以下操作的权限：

• geo:BatchPutGeofence创建多个地理围栏。
• geo:PutGeofence创建单个地理围栏。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CreateGeofences", 
      "Effect": "Allow", 
      "Action": [ 
        "geo:BatchPutGeofence", 
        "geo:PutGeofence" 
      ], 
      "Resource": "arn:aws:geo:us-west-2:account-id:geofence-collection/Collectio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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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fice 的只读策略
要为存储在您AWS账户的 geofence 集合中的地理围栏创建只读策略，您需要授予从存储地理围栏的 
geofence 集合中读取的操作的访问权限。

以下政策授予对##进行以下操作的权限：

• geo:ListGeofences列出指定地理围栏集合中的地理围栏。
• geo:GetGeofence从 Geofence 集合中检索地理围栏。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GetGeofences", 
      "Effect": "Allow", 
      "Action": [ 
        "geo:ListGeofences", 
        "geo:GetGeofence" 
      ], 
      "Resource": "arn:aws:geo:us-west-2:account-id:geofence-collection/Collection" 
    } 
  ]
}

渲染地图资源的权限
要授予足够的地图渲染权限，您需要授予对地图图块、精灵、字形和样式描述符的访问权限：

• geo:GetMapTile检索用于选择性地渲染地图上要素的地图图块。
• geo:GetMapSprites检索 PNG 精灵表和描述其内偏移量的对应 JSON 文档。
• geo:GetMapGlyphs检索用于显示文本的字形。
• geo:GetMapStyleDescriptor检索地图的样式描述符，其中包含渲染规则。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GetTiles", 
      "Effect": "Allow", 
      "Action": [ 
        "geo:GetMapTile", 
        "geo:GetMapSprites", 
        "geo:GetMapGlyphs", 
        "geo:GetMapStyleDescriptor" 
      ], 
      "Resource": "arn:aws:geo:us-west-2:account-id:map/Map" 
    } 
  ]
}

允许搜索操作的权限
要创建允许搜索操作的策略，您首先需要授予对AWS账户中地点索引资源的访问权限。您还需要授予操作的
访问权限，这些操作允许用户通过地理编码使用文本进行搜索，并通过反向地理编码使用位置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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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示例中，除了授予访问权限外 PlaceIndex，以下策略还授予对以下操作的权限：

• geo:SearchPlaceIndexForPosition允许您搜索给定位置附近的地点或兴趣点。
• geo:SearchPlaceIndexForText允许您使用自由格式文本搜索地址、名称、城市或地区。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Search", 
      "Effect": "Allow", 
      "Action": [ 
        "geo:SearchPlaceIndexForPosition", 
        "geo:SearchPlaceIndexForText" 
      ], 
      "Resource": "arn:aws:geo:us-west-2:account-id:place-index/PlaceIndex" 
    } 
  ]
}

路径计算器的只读策略
您可以创建只读策略以允许用户访问路径计算器资源来计算路线。

在本示例中，除了授予访问权限外 ExampleCalculator，以下策略还授予对以下操作的权限：

• geo:CalculateRoute根据出发位置、目的地位置和航点位置列表计算路线。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RoutesReadOnly", 
      "Effect": "Allow", 
      "Action": [ 
        "geo:CalculateRoute" 
      ], 
      "Resource": "arn:aws:geo:us-west-2:accountID:route-calculator/ExampleCalculator" 
    } 
  ]
}

根据条件键控制资源访问权限
当您创建 IAM 策略以授予使用地理围栏或设备位置的访问权限时，您可以使用条件运算符更精确地控制用户
可以访问哪些地理围栏或设备。您可以通过在策略Condition元素中包含地理围栏 ID 或设备 ID 来实现此目
的。

以下示例策略演示了如何创建允许用户更新设备位置的策略。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UpdateDevicePositions", 
      "Effect": "Allow", 
      "A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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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BatchUpdateDevicePosition" 
      ], 
      "Resource": [ 
        "arn:aws:geo:us-west-2:account-id:tracker/Tracker" 
      ], 
      "Condition":{ 
        "ForAllValues:StringLike":{ 
          "geo:DeviceIds":[ 
            "deviceId" 
          ] 
        } 
      } 
    } 
  ]
}

根据标签控制资源访问
当您创建 IAM 策略以授予使用您的 Amazon L ocation 资源的访问权限时，您可以使用基于属性的访问控制
来更好地控制用户可以修改、使用或删除哪些资源。为此，您可以将标签信息包含在策略Condition元素
中，以根据资源标签 (p. 188)控制访问权限。

以下示例策略演示了如何创建允许用户创建地理围栏的策略。########## Collection ############
########

• geo:BatchPutGeofence创建多个地理围栏。
• geo:PutGeofence创建单个地理围栏。

但是，只有在 Coleti on 标签具有该用户的用户名值时Owner，此策略才会使用该Condition元素授予权
限。

• 例如，如果名为的用户richard-roe尝试查看 Amazon Location Co llection Collection，则必须将该##标
记为Owner=richard-roe或owner=richard-roe。否则，用户将被拒绝访问。

Note

条件标签键 Owner 匹配 Owner 和 owner，因为条件键名称不区分大小写。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JSON 策略元素：条件。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CreateGeofencesIfOwner", 
      "Effect": "Allow", 
      "Action": [ 
        "geo:BatchPutGeofence", 
        "geo:PutGeofence" 
      ], 
      "Resource": "arn:aws:geo:us-west-2:account-id:geofence-collection/Collection",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geo:ResourceTag/Owner": "${aws:username}"} 
      } 
    } 
  ]
}

有关如何根据标签定义访问 AWS 资源的权限的教程，请参阅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用户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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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Location Service
可以使用以下信息，以帮助您诊断和修复在使用 Amazon Location 和 IAM 时可能遇到的常见问题。

主题
• 我无权在 Amazon Location 中执行操作 (p. 239)
• 我无权执行 iam：PassRole (p. 239)
• 我希望允许我的以外的人访问我AWS 账户的 Amazon Location 资源 (p. 239)

我无权在 Amazon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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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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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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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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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权执行 iam：PassRole
如果您收到一个错误，表明您无权执行操作，则必须更新策略以允许您将角色传递给 Amazon 
Location。iam:Pass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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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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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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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更新 Mary 的策略以允许她执行 iam:PassRole 操作。

如果您需要帮助，请联系您的 AWS 管理员。管理员是向您提供登录凭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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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内容：

• 要了解亚马逊位置是否支持这些功能，请参阅Amazon Location Service (p. 2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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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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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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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Location Service Service 中的事件响应
安全性是重中之重AWS。作为AWS云分担责任模式的一部分，AWS管理满足大多数安全敏感型企业的要求
的数据中心和网络架构。作为AWS客户，您有责任维护云中的安全。这意味着您可以从您有权访问的AWS工
具和功能中控制自己选择实现的安全性。

通过建立符合在云中运行的应用程序的目标的安全基线，您可以检测出可以应对的偏差。由于安全事件响应
可能是一个复杂的主题，我们鼓励您查看以下资源，以便更好地了解事件响应 (IR) 和您的选择对企业目标的
影响：AWS 安全事件响应指南、AWS 安全最佳实践白皮书和 AWS 云采用框架 (CAF) 的安全视角。

AmazLocation Service Service 中的日志记录和监控
记录和监控是事件响应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您可以建立安全基线来检测偏差，然后进行调查和响应。通过
对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实施记录和监控，可以保持项目和资源的可靠性、可用性以及性能。

AWS提供了多种工具，可以帮助您记录和收集用于事件响应的数据：

AWS CloudTrail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已与AWS CloudTrail集成，后者是一项服务，它提供用户、角色或AWS服
务所执行的操作的记录。这包括来自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控制台的操作，以及对亚马逊位置 API 
操作的编程调用。这些操作记录称为事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记录和监控Amazon Location 
ServiceAWS CloudTrail。

亚马逊 CloudWatch

您可以使用亚马逊收集和分析 CloudWatch 与您的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账户相关的指标。您可以启
用 CloudWatch 警报，在指标满足特定条件并达到指定阈值时通知您。创建警报时， CloudWatch会
向您定义的亚马逊简单通知服务发送通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亚马逊监控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CloudWatch。

AWS Health 控制面板

使用AWS Health控制面板，您可以验证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服务的状态。您还可以监控和查看有关
可能影响您的AWS环境的任何事件或问题的历史数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Health 用户指南。

AmazLocation Service Service 的合规性
要了解某个 AWS 服务 是否在特定合规性计划范围内，请参阅 合规性计划范围内的 AWS 服务，然后选择您
感兴趣的合规性计划。有关常规信息，请参阅AWS合规性计划。

您可以使用 AWS Artifact 下载第三方审计报告。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AWS Artifact 中下载报告、。

您使用 AWS 服务 的合规性责任取决于您数据的敏感度、贵公司的合规性目标以及适用的法律法规。AWS 
提供以下资源来帮助满足合规性：

• 安全性与合规性快速入门指南 – 这些部署指南讨论了架构注意事项，并提供了在 AWS 上部署以安全性和
合规性为重点的基准环境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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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ws.amazon.com/compliance/services-in-scope/
http://aws.amazon.com/compliance/programs/
https://docs.aws.amazon.com/artifact/latest/ug/downloading-documents.html
http://aws.amazon.com/quickstart/?awsf.quickstart-homepage-filter=categories%23security-identity-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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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Web Services 上的 HIPAA 安全性和合规性架构设计– 该白皮书介绍了公司如何使用 AWS 创建符
合 HIPAA 标准的应用程序。

Note

并非所有 AWS 服务都符合 HIPAA 要求。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符合 HIPAA 要求的服务参考。
• AWS合规性资源 – 此业务手册和指南集合可能适用于您的行业和位置。
• AWS Config 开发人员指南中的使用规则评估资源 – 此 AWS Config 服务评估您的资源配置对内部实践、

行业指南和法规的遵循情况。
• AWS Security Hub – 此 AWS 服务 向您提供 AWS 中安全状态的全面视图。Security Hub 通过安全控件

评估您的 AWS 资源并检查其是否符合安全行业标准和最佳实践。有关受支持服务及控件的列表，请参阅
Security Hub 控件参考。

• AWS Audit Manager – 此 AWS 服务可帮助您持续审计您的 AWS 使用情况，以简化管理风险以及与相关
法规和行业标准的合规性的方式。

Amazon SloLocation Service ion
AWS 全球基础设施围绕 AWS 区域 和可用区构建。AWS 区域 提供多个在物理上独立且隔离的可用区，这些
可用区与延迟率低、吞吐量高且冗余性高的网络连接在一起。利用可用区，您可以设计和操作在可用区之间
无中断地自动实现故障转移的应用程序和数据库。与传统的单个或多个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相比，可用区具有
更高的可用性、容错性和可扩展性。

有关 AWS 区域 和可用区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全球基础设施。

除了AWS全球基础设施之外，Amazon Location 还提供多种功能，以帮助支持您的数据恢复能力和备份需
求。

AmazLocation Service Service 中的基础设施安全性
作为一项托管服务，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由 A mazon Web Service：安全流程概览白皮书中所述的AWS
全球网络安全流程提供保护。

您可以使用AWS发布的 API 调用通过网络访问 Amazon Location。客户端必须支持传输层安全性 (TLS) 
1.0 或更高版本。建议使用 TLS 1.2 或更高版本。客户端还必须支持具有完全向前保密，例如 Ephemeral 
Diffiemeral (DHE) 或 Elliptic Curve Eptic Curve Ephemeral Diffie-Hellman (ECDHE)。大多数现代系统（如 
Java 7 及更高版本）都支持这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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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Location 中的配置和漏洞
配置和 IT 控制是AWS和您（我们的客户）之间的共同责任。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WS责任共担模型。

防止跨服务混淆代理
混淆代理问题是一个安全性问题，即不具有操作执行权限的实体可能会迫使具有更高权限的实体执行该操
作。在 AWS 中，跨服务模拟可能会导致混淆代理问题。一个服务（呼叫服务) 调用另一项服务（所谓的服
务)时，可能会发生跨服务模拟。可以操纵调用服务，使用其权限以在其他情况下该服务不应有访问权限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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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aws.amazon.com/whitepapers/latest/architecting-hipaa-security-and-compliance-on-aws/welcome.html
http://aws.amazon.com/compliance/hipaa-eligible-services-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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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对另一个客户的资源进行操作。为了防止这种情况，AWS 提供可帮助您保护所有服务的服务委托人数据的
工具，这些服务委托人有权限访问账户中的资源。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不代表您为其他AWS服务提供呼叫服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您无需添加这些保
护。要了解有关困惑的副手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用户指南》中的 
“困惑的副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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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etective zon Location ServLocation Service ion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的以下最佳实践可以帮助检测安全事故：

实施 AWS 监控工具

监控对于事件响应至关重要，可以维护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资源和您的解决方案的可靠性和安全
性。您可以使用 AWS 提供的多种工具和服务中的监控工具，以监控您的资源和其他 AWS 服务。

例如，亚马逊 CloudWatch 允许您监控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的指标，并允许您设置警报，在
指标满足您设定的特定条件并达到您定义的阈值时通知您。创建警报时，您可以设置 CloudWatch 
为使用亚马逊简单通知服务发送警报通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日志记录和监
控” (p. 240)：

启用 AWS 日志工具

日志记录提供了用户、角色或 AWS 服务在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中所执行操作的记录。您可以实
现日志工具，例如AWS CloudTrail收集操作数据以检测异常 API 活动。

创建跟踪时，可以配置 CloudTrail 以记录事件。事件是资源上或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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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数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CloudTrail用户指南中的记录数据事
件以便跟踪。

Amazon LocatiLocation Service 预防性安全最佳实践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的以下最佳实践可以帮助防止安全事故：

使用安全连接

务必使用加密连接，例如以加密连接为开头的连接，https://以保持敏感信息在传输过程中的安全。
实施最低权限访问

当您为 Amazon Location 资源创建自定义策略时，仅授予执行任务所需的许可。建议最开始只授予最低
权限，然后根据需要授予其他权限。实施最低权限访问对于减小错误或恶意攻击可能造成的风险和影响
至关重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p. 222)：

使用全局唯一的 ID 作为设备 ID

对设备 ID 使用以下惯例。
• 设备 ID 必须唯一。
• 设备 ID 不应是机密的，因为它们可以用作其他系统的外钥。
• 设备 ID 不应包含个人身份信息 (PII)，例如电话设备 ID 或电子邮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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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confused-depu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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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 ID 不应该是可预测的。建议使用 UUID 等不透明标识符。
不要在设备位置属性中包含 PII

发送设备更新时（例如，使用 DevicePositionUpdate），请勿在中包含个人身份信息 (PII)，例如电话号
码或电子邮件地址PositionProperties。

AmazLocation Service Service 的最佳实践
本主题提供了帮助您使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的最佳实践。虽然这些最佳做法可以帮助您充分利用亚马
逊Location Service，但它们并不代表完整的解决方案。您应仅遵循适用于您的环境的建议。

主题
• 安全性 (p. 243)
• 资源管理 (p. 243)
• 账单和成本管理 (p. 243)
• 配额和使用量 (p. 244)

安全性
为了帮助管理甚至避免安全风险，请考虑以下最佳实践：

• 使用联合身份和 IAM 角色管理、控制或限制对您的 Amazon Location 资源的访问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最佳实践。

• 遵循最小权限原则，仅授予对您的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资源所需的最低访问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使用策略管理访问” (p. 225)：

• 使用监控和记录工具跟踪资源访问和使用情况。有关更多信息the section called “日志记录和监
控” (p. 240)，请参阅AWS CloudTrail用户中的记录数据事件以便跟踪。

• 在服务器和浏览器之间传输数据时，使用安全连接，例如在开始时增加安全性并保护用户免受攻击的连
接。https://

有关侦探和预防性安全最佳实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上的主题the section called “安全最佳实践” (p. 242)。

资源管理
为了帮助有效管理您在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中的位置资源，请考虑以下最佳实践：

• 使用对您的预期用户群至关重要的区域终端节点来改善他们的体验。有关区域终端节点的信息，请参
阅Amazon Service (p. 68)。

• 对于使用数据提供者的资源，例如地图资源和地点索引资源，请务必遵守特定数据提供者的使用条款协
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数据提供者 (p. 45)。

• 通过为地图、地点索引或路线的每种配置设置一个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的创建。在一个区域内，每
个数据提供者或地图样式通常只需要一个资源。大多数应用程序使用现有资源，并且不在运行时创建资
源。

• 在单个应用程序中使用不同的资源（例如地图资源和路线计算器）时，请在每个资源中使用相同的数据提
供器以确保数据匹配。例如，使用路径计算器创建的路径几何与使用地图资源绘制的地图上的街道对齐。

账单和成本管理
为了帮助您管理成本和账单，请考虑以下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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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监控工具，例如亚马逊 CloudWatch，来跟踪您的资源使用情况。您可以设置警报，在使用量即将超
过指定限制时通知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 mazon CloudWatch 用户中的创建账单告警警以监控估
计的 AWS 费用》中的创建账单告警警以监控估计的 AWS 费用。

配额和使用量
您AWS 账户包括用于设置默认使用量限制的配额。您可以设置警报，在使用量接近上限时提醒您，也可以在
需要时请求提高配额。有关如何使用配额的信息，请参阅以下主题。

• AmamaLocation Service mamamamama (p. 70)
• CloudWatch 用于根据配额监控使用情况 (p. 202)
• 在 Amazon CloudWatch 用户指南中@@ 可视化您的服务配额并设置警报。

您可以创建警报，以便在接近超出限制时提前发出警告。我们建议您在每个使用 Amazon LocationAWS 区域 
的地方为每个配额设置警报。例如，您可以监控SearchPlaceIndexForText操作的使用情况，并在超过
当前配额的 80% 时创建警报。

当你收到有关配额的警报警告时，你必须决定该怎么做。您可能正在使用其他资源，因为您的客户群已经增
长。在这种情况下，您可能需要请求增加配额，例如将该区域的 API 调用的配额增加 50%。或者，您的服务
可能出现错误，导致您向Amazon Location拨打额外的不必要电话。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解决你的服务中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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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Loc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提供 API 操作，以编程方式访问定位功能。这包括用于地图、地点、路线、跟踪
器、地理围栏和标记资源的 API。有关可用 API 操作的信息，请参阅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API 参考。

您可以在本指南的代码示例 (p. 207)章节中找到示例。

将此服务与 AWS SDK 结合使用
AWS 软件开发工具包（SDK）适用于许多常用编程语言。每个软件开发工具包都提供 API、代码示例和文
档，使开发人员能够更轻松地以其首选语言构建应用程序。

软件开发工具包文档 代码示例

AWS SDK for C++ AWS SDK for C++ 代码示例

AWS SDK for Go AWS SDK for Go 代码示例

AWS SDK for Java AWS SDK for Java 代码示例

AWS SDK for JavaScript AWS SDK for JavaScript 代码示例

AWS SDK for Kotlin AWS SDK for Kotlin 代码示例

AWS SDK for .NET AWS SDK for .NET 代码示例

AWS SDK for PHP AWS SDK for PHP 代码示例

AWS SDK for Python (Boto3) AWS SDK for Python (Boto3) 代码示例

AWS SDK for Ruby AWS SDK for Ruby 代码示例

AWS SDK for Rust AWS SDK for Rust 代码示例

AWS SDK for Swift AWS SDK for Swift 代码示例

可用性示例

找不到所需的内容？ 通过使用此页面底部的 Provide feedback（提供反馈）链接请求代码示例。

软件开发工具包版本

我们建议您使用最新版本的AWS SDK 以及您在项目中使用的任何其他 SDK，并使 SDK 保持最新
状态。SAWS DK 为您提供最新的特性和功能，以及安全更新。例如，要查找AWS SDK 的最新版
本 JavaScript，请参阅 S AWSDK 中的浏览器安装主题以获取 JavaScript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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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历史记录
下表介绍了Amazon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文档。如需获取有关更新的通知，您可以订阅 RSS 源，您可
以订阅 RSS 源。

变更 说明 日期

Amazon Location 推出新的演示
和示例网站 (p. 246)

Amazon Location宣布推出一个新
网站，可让您访问亚马逊位置演示
和示例。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Amazon Amazon Amaz
ay

2023 年 5 月 3 日

亚马逊位置在以下地
区引入了更长的路线 
CalculateRouteMatrix (p. 246)

Amazon Location 现在允许使用 
HERE 数据提供商创建的路径矩
阵路径无限长度路由。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更长的路径规划，请参
阅更长的路径规划。

2023 年 4 月 24 日

亚马逊位置文档增加了数据提供
商的功能差异 (p. 246)

Amazon Location 文档已更新，其
中包含有关地图、地点搜索和路
由中每个数据提供商之间差异的信
息。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数据提
供商的功能，请参阅数据提供商。

2023 年 3 月 30 日

亚马逊位置开放数据地图正式上
市 (p. 246)

基于日光地图，亚马逊 
OpenStreetMap Location Service 
数据提供商和样式已正式发布。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开放数据，请
参阅开放数据，请参阅开放数据。

2023 年 3 月 7 日

亚马逊位置在预览版中添加了新
的授权方法 (p. 246)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在预览模
式下为匿名用户添加了 API 密钥
作为新的授权方法。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允许未经身份验证的访
客使用 API 密钥访问您的应用程
序。

2023 年 2 月 23 日

使用最新的 IAM 最佳实践更新了
亚马逊位置文档 (p. 246)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文档已
更新，以符合最新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的最佳
实践。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亚马
逊Location Servic e 中的安全性，
请参阅Amazon Amazer vice

2023 年 1 月 26 日

亚马逊Location GrabMaps 
Service 成为东南亚的数据提供
商 (p. 246)

Amazon Lo GrabMaps cation在东
南亚引入了数据提供商。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阅GrabMaps。

2023 年 1 月 10 日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在预览版
中打开数据地图 (p. 246)

基于日光地图，在公共预览版中添
加了新的亚马逊位置数据提供商和
样式。 OpenStreetMap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阅打开数据，请参阅开
放数据（预览）。

2022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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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aws.amazon.com/location/latest/developerguide/samples.html#sample-demo-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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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aws.amazon.com/location/latest/developerguide/open-dat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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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HERE 卫星图像样
式 (p. 246)

为使用HERE作为数据提供者的
地图添加了两种新的地图样式，
即HERE卫星图像和HERE混合地
图样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HERE 地图样式，请参阅 HERE 
地图样式。

2022 年 10 月 25 日

地址中的单位 (p. 246)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现在支持
地址中的单位，例如 “美国安尼敦
主街 123 号，3B 公寓”。

2022 年 9 月 20 日

通过 ID 获取名额 (p. 246)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现在包括支持使用
该SearchPlaceIndexForSuggestions操
作查找操作所建议的GetPlace确
切位置。请参阅使用自动完成功
能。

2022 年 9 月 20 日

IAM 策略的其他条件密
钥 (p. 246)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现在支
持其他条件密钥，允许您在 IAM 
策略中设置特定地理围栏或设备的
访问权限。请参阅条件密钥。

2022 年 8 月 23 日

圆形地理围栏 (p. 246)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现在支
持将地理围栏定义为具有中心点和
半径的圆形，以便在设备距离某个
位置在一定距离内时获取事件。请
参阅添加圆形地理围栏。

2022 年 8 月 11 日

组合 API 参考资料 (p. 246)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现在只
有一个 API 参考指南，而不是针
对每个子服务的单独指南。有关 
API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Amazon AI，请参阅 Amazon AI

2022 年 7 月 7 日

Service Quotas 集成 (p. 246) Amazon LatoCatay 已与 Service 
Quotas 集成，可让您通过AWS 
Management Console或使用，查
看和管理您的配额AWS CLI。

2022 年 7 月 6 日

更新了概念文档章节 (p. 246) 亚马逊位置概念章节已更新，为亚
马逊位置的用户提供了更多信息。

2022 年 4 月 22 日

新的安卓快速入门教程 (p. 246) 新增了使用 Kotlin 开发 Android 
的快速入门教程，以帮助开发人员
快速启动并运行。

2022 年 4 月 15 日

新的 HERE 地图样式 (p. 246) 为使用 HERE 作为数据提供者的
地图添加了两种新的地图样式。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HERE 地图
样式，请参阅 HERE 地图样式。

2022 年 3 月 15 日

使用添加的代码示例和教程重构
文档 (p. 246)

本开发人员指南经过重新编排，可
以更轻松地找到主题，包括新的 
“快速入门” 和 “代码示例” 章节。

2022 年 2 月 25 日

基于精度的跟踪器位置过
滤 (p. 246)

现在，在创建跟踪资源时，您可以
使用基于准确度的筛选器。

2021 年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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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完成地点索引 (p. 246) 现在，您可以在搜索地点索引时使
用自动完成功能。

2021 年 12 月 6 日

关于使用地图的新 Amplify 教
程 (p. 246)

提供了一个新的教程，该教程显
示了AWS Amplify如何在 Web 应
用程序中显示地图。该教程可在
将 A mplify 库与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一起使用。

2021 年 11 月 24 日

放置查询扩展插件 (p. 246) Amazon Location Service 现在支
持在进行地理编码或反向地理编
码时为结果设置首选语言，并将时
区和其他信息添加到结果中。有关
地理编码和反向地理编码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地理编码、反向地理编
码和搜索。

2021 年 11 月 16 日

追踪器位置过滤 (p. 246)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为追踪器
添加了新的位置筛选功能，可以帮
助您控制成本。在存储更新或根据
地理围栏评估更新之前，此功能会
过滤掉设备上的某些位置更新。有
关位置筛选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跟
踪器，请参阅跟踪器。

2021 年 10 月 5 日

更新操作 (p. 246) 以下操作已添加到亚马逊
Location Service API 参考
中：UpdateMapUpdatePlaceIndexUpdateRouteCalculator、
UpdateGeofenceCollection、、
和UpdateTracker。

2021 年 7 月 19 日

教程更新：Amazon Aurora 
PostgreSQL用户定义的函
数 (p. 246)

添加了一个新教程，介绍如何在 
Amazon Location 中使用Amazon 
Aurora PostgreSQL用户定义的函
数来验证、清理和丰富地理空间数
据。

2021 年 7 月 19 日

AWS CloudFormation 资
源 (p. 246)

Amazon Loc ation 现在支
持在 AWS CloudFormation 
资源中创建以下资源类
型：AWS::Location::MapAWS::Location::PlaceIndexAWS::Location::RouteCalculatorAWS::Location::Tracker、AWS::Location::TrackerConsumer、、
和AWS::Location::GeofenceCollection。

2021 年 6 月 7 日

为资源添加标签 (p. 246) 现在，您可以向您的 Amazon 
Location 资源添加标签，以帮助
管理、识别、组织、搜索和筛选您
的资源。

2021 年 6 月 1 日

一般可用性 (p. 246) 亚马逊Location Service 开发者文
档的正式发布版本：区域和终端节
点以及服务配额已更新。

2021 年 6 月 1 日

Esri 影像 (p. 246) 亚马逊位置现在支持使用 Esri 地
图样式：Esri 图像。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 Esri 网站上的ESPRI 
图像，请参阅 ESPRI 网站上的
ESPRI 图像。

2021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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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aws.amazon.com/location/latest/developerguide/location-reg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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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rcgis.com/home/item.html?id=10df2279f9684e4a9f6a7f08febac2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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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路线 (p. 246) 现在，您可以使用 Amazon 
Location 路线计算器根据 up-to-
date 道路网络和所选数据提供商
提供的实时交通信息来计算路线和
估算行程时间。

2021 年 6 月 1 日

AWS KMS客户管理的静态数据的
密钥加密 (p. 246)

Amazon Location 现在支持使用您
创建、拥有和管理的对称客户管理
密钥，在现有自AWS有加密的基
础上添加第二层加密。

2021 年 6 月 1 日

公共预览版 (p. 246) 公共预览文档首次发布。 2020 年 12 月 16 日

教程更新：显示地图 (p. 246) 使用安卓和 iOS 版 MapLibre GL 
显示地图的教程已更新为使用 
MapLibre GL 原生 SDK。

2020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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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aws.amazon.com/location/latest/developerguide/calculating-rout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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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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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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属于机器翻译版本。若本译文内容与英语原文存在差异，则一律以英文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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