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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合同结构AWS Marketplace

什么是 AWS Marketplace？
AWS Marketplace是一个精挑细选的数字化产品目录，您通过它可以轻松地查找、购买、部署和管理构建解
决方案及运营业务所需的第三方软件、数据和服务。 AWS Marketplace包括来自安全性、网络、存储、机器
学习、IoT、商业智能、数据库等热门类别的数千个软件清单 DevOps。 AWS Marketplace还通过灵活的定价
选项和多种部署方法简化了软件许可和采购。此外，还AWS Marketplace包括 AWS 数据交换提供的数据产
品。

您只需几次单击即可快速启动预配置的软件，并可选择 Amazon 系统映像 (AMI) 和软件即服务 (SaaS) 格式
以及其他格式的软件解决方案。此外，您还可以浏览和订阅数据产品。灵活的定价选项包括免费试用、每小
时、每月、每年、多年和自带许可 (BYOL) 模式。所有这些定价选项都从一个来源计费。AWS 会处理账单和
付款，费用将显示在您的 AWS 账单上。

您可以通过买方（订阅者）和/或卖方（提供商）的身份使用 AWS Marketplace。任何拥有 a 的人AWS 账户
都可以用AWS Marketplace作消费者，也可以注册成为卖家。卖家可以是独立软件供应商 (ISV)、增值经销商
或销售 AWS 产品和服务的配套软件的个人。

Note

数据产品提供商需要满足 AAWS Data Exchange 资格要求。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Data 
Exchange 用户指南中的 AAWS Data Exchange 上提供数据产品。

AWS Marketplace 上的每个软件产品都经过精挑细选。在产品页面上，可能有该产品的一项或多项优惠。当
卖家在 AWS Marketplace 中提交产品时，他们会定义产品的价格及使用条款和条件。买家同意定价，以及为
报价设定的条款和条件。

在AWS Marketplace，该产品可以免费使用，也可以收取相关费用。费用将成为 AWS 账单的一部分，而在
您付款后，AWS Marketplace 将向卖家付款。

Note

从某些非美国卖家处购买产品时，您还可能会收到卖家的税务发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亚马逊
网络服务税务帮助上 AWS Marketplace 卖家。

产品可采用多种形式。例如 Amazon 机器映像 (AMI)AWS 账户。产品也可配置为使用 AWS CloudFormation 
模板以交付给使用者。此外，产品还可以是 ISV 的软件即服务 (SaaS) 产品，Web ACL、针对 AWS WAF 的
一组规则或条件。

您可以使用 ISV 的标准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EULA)，按列出的价格购买软件产品，也可以按自定义定价和 
EULA 从专属优惠中购买。您也可以根据具有指定时间或使用范围的标准合同 (p. 2)购买产品。

产品订阅到位后，您可以使用AWS Service Catalog来复制产品并管理在组织中访问和使用产品的方式。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Service Catalog管理员指南》中的 “将AWS Marketplace产品添加到您的产品组
合”。

中的合同结构AWS Marketplace
所售软件、服务和数据产品的使用AWS Marketplace受买家和卖家之间的协议约束。 AWS不是这些协议的缔
约方。

作为买家，您的使用受AWS Marketplace A WS 服务条款、A WS 客户协议和隐私声明的约束。

卖家协议包括以下内容：

1

https://docs.aws.amazon.com/data-exchange/latest/userguide/providing-data-set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data-exchange/latest/userguide/providing-data-set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userguide/user-guide-for-sellers.html#eligible-jurisdictions
http://aws.amazon.com/tax-help/
http://aws.amazon.com/tax-help/
http://aws.amazon.com/tax-help/marketplace/
https://docs.aws.amazon.com/latest/adminguide/catalogs_marketplace-product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latest/adminguide/catalogs_marketplace-products.html
http://aws.amazon.com/service-terms/
http://aws.amazon.com/agreement/
http://aws.amazon.com/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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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合同AWS Marketplace

• 卖家的 EULA 位于公共软件列表的产品列表页面上AWS Marketplace。许多卖家使用标准合同AWS 
Marketplace (SCMP) (p. 2) (p. 2) 作为他们的默认 EULA。他们还可以使用南华早报作为私人报价
谈判的基础，并使用修正模板修改南华早报。私人报价还可以包括双方协商的自定义合同条款。

• AWS Marketplace卖家条款适用于卖家在中的活动AWS Marketplace。

下图显示了的合约结构AWS Marketplace。

的标准合同AWS Marketplace
在准备购买产品时，请查看相关的 EULA 或标准化合同。许多卖家在其上市时提供相同的标准合约，即标准
合约AWS Marketplace（SCMP）。 AWS Marketplace与买家和卖家社区合作开发了 SCMP，以管理数字解
决方案的使用情况并定义买家和卖家对数字解决方案的义务。数字解决方案的示例包括服务器软件、软件即
服务 (SaaS) 以及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AI/ML) 算法。

您无需在每次购买时查看自定义 EULA，而是只需查看一次 SCMP。所有使用 SCMP 的产品的合同条款都相
同。

卖家还可以在 SCMP 中使用以下附录：

• 增强安全附录-支持具有更高数据安全要求的交易。
• HIPAA 可携性与责任法》(HIPAA) 合规性与责任法 (Health IPAA) 合规性与责任法》(HIPAA) 合规性与责

任法》(HIPAA)

要查找提供标准合约的产品清单，请在搜索产品时使用标准合同筛选器。对于私人报价，询问卖方是否可以
用SCMP替换最终用户许可协议，并在必要时适用商定的修正以支持特定交易的要求。

有关更多信息更多信息更多信息更多信息更多信息更多信息更多信息更多信息更多信息更多信息更多信息更
多信息更多信息更多信息更多信息更多信息更多信息阅AWS Marketplace

将 AWS Marketplace 作为买方
作为买家，您可以搜索、筛选和导航到在Amazon Web Services 上运行的产品。AWS Marketplace

当您选择一个软件产品时，将会进入该产品的页面。该页面包含有关产品、定价、使用情况、支持和产品评
价的信息。要订阅软件产品，您需要登录AWS 账户并进入订阅页面，该页面包含最终用户许可协议、使用条
款和条件以及任何可用于自定义订阅的选项。

AWS MarketplaceAmazon Web Services EMEA SARL 为您在欧洲、中东和非洲（不包括土耳其和南非）的
账户向符合 EMEA 条件的卖家购买的商品提供便利。

对于某些国家/地区的客户，Amazon Web Services es EMEA SARL 会对您的AWS Marketplace购买收取当
地增值税 (VAT)。有关税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Marketplace 买家税收帮助页面。

2

http://aws.amazon.com/marketplace/management/seller-settings/terms
https://s3.amazonaws.com/aws-mp-standard-contracts/Standard-Contact-for-AWS-Marketplace-2022-07-14.pdf
https://s3.amazonaws.com/aws-mp-standard-contracts/Standard-Contact-for-AWS-Marketplace-2022-07-14.pdf
https://s3.amazonaws.com/aws-mp-standard-contracts/Standard-Contact-for-AWS-Marketplace-2022-07-14.pdf
https://s3.amazonaws.com/aws-mp-standard-contracts/Enhanced-Security-Addendum-for-Standard-Contract-for-AWS-Marketplace-SCMP-2022-06-17.pdf
https://s3.amazonaws.com/aws-mp-standard-contracts/Business-Associate-Addendum-for-Standardized-Contracts-for-AWS-Marketplace-2022-06-17.pdf
http://aws.amazon.com/marketplace/features/standardized-contracts
http://aws.amazon.com/marketplace/features/standardized-contracts
http://aws.amazon.com/marketplace
http://aws.amazon.com/tax-help/marketplace-buyers/


AWS Marketplace 买家指南
AWS Marketplace 上的软件和服务

有关Amazon Web Services EMEA SARL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Web Services EMEA SARL 常见问
题解答。

与符合 EMEA 资格的卖家进行交易的买家会收到Amazon Web Services EMEA SARL 的发票。所有其他交
易继续通过AWS公司进行。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为产品付款。

订阅处理完毕后，您可以配置配送选项、软件版本和产品使用AWS 区域位置，然后启动软件产品。您还可以
通过访问AWS Marketplace网站上的 Marketplace 软件、从您的AWS Marketplace或亚马逊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 控制台或通过Service Catalog 来查找或启动您的产品。

有关可用产品类别的更多信息AWS Marketplace，请参阅产品类别 (p. 12)。

有关中软件产品的交付方法的更多信息AWS Marketplace，请参阅：

• 基于 AMI 的服务器产品 (p. 18)
• 容器产品 (p. 32)
• 机器学习产品 (p. 40)
• 专业服务产品 (p. 43)
• SaaS 产品 (p. 43)
• 数据产品 — 请参阅什么是 AWS Data Exchange？ 在 AWS Data Exchange 用户指南中

AWS Marketplace 上的软件和服务
AWS Marketplace具有许多软件类别，包括数据库、应用程序服务器、测试工具、监控工具、内容管理和商
业智能。您可以选择知名卖家提供的商业软件，以及众多广泛使用的开源产品。当您找到所需产品时，可以
通过一键下单购买该软件并将其部署到您自己的 Amazon EC2 实例。您还可以使用AWS CloudFormation部
署产品的拓扑。

任何AWS顾客可以购物AWS Marketplace. 软件价格和估算的基础设施价格显示在网站上。您可以立即使用
已报备的付款方式来购买大多数软件AWS. 软件费用显示在与 AWS 基础设施费用相同的月度账单上。

注意

• 许多商用产品都在AWS Marketplace，包括软件即服务 (SaaS) 和基于服务器的产品。基于服务器
的产品可能需要技术知识或 IT 支持来设置和维护。

• 中的信息和教程教程：Amazon EC2 Linux 实例入门可以帮助您学习 Amazon EC2 基础知识。

• 如果你计划启动复杂的拓扑AWS Marketplace产品通过AWS CloudFormation、AWS 入门 
CloudFormation可以帮助您学习有用的 AWS CloudFormation 基础知识。

AWS Marketplace包括以下类别的软件：

• 基础设施软件
• 开发人员工具
• 商业软件
• Machine Learning
• IoT
• 专业服务
• 桌面应用程序
• 数据产品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产品类别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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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的区别AWS Marketplace和 Amazon DevPay

每种主要软件类别包含更多具体子类别。例如，“基础设施” 软件类别包含 “应用程序开发”、“数据库和缓存” 
以及 “操作系统” 等子类别。软件作为七种不同产品类型之一提供，包括Amazon 系统映像 (AMI) 和软件即服
务 (SaaS)。有关不同软件类型的信息，请参阅产品类型 (p. 18).

为帮助您选择所需的软件，AWS Marketplace提供以下信息：

• 卖家详细信息
• 软件版本
• 软件的类型（AMI 或 SaaS）和有关 AMI 的信息（如果适用）
• 买家评级
• 价格
• 产品信息

与的区别AWS Marketplace和 Amazon DevPay
两者之间存在实质性差异AWS Marketplace和 Amazon DevPay. 两者都能帮助客户购买运行在AWS，但是
AWS Marketplace提供比亚马逊更全面的体验 DevPay. 对于软件买家来说，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

• AWS Marketplace提供的购物体验更类似于 Amazon.com，从而简化发现可用软件的过程。
• AWS Marketplace产品与他人协作AWS功能，例如虚拟私有云 (VPC)，能够在除按需实例外的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 预留实例和 Spot 实例上运行。
• AWS Marketplace支持由 Amazon Elastic Block Store (Amazon EBS) 支持的软件 DevPay 不包含此权

限。

此外，软件卖家还受益于AWS Market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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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产品

作为买家入门
以下主题概述了开始使用软件产品的过程AWS Marketplace买家。

主题
• 购买产品 (p. 5)
• 启动软件 (p. 5)
• 教程：购买基于 AMI 的软件产品 (p. 6)
• 有关更多信息 (p. 9)

有关数据产品入门的信息，请参阅在 AWS Data Exchange 上订阅数据产品在里面AWS Data Exchange 用户
指南.

购买产品
InAWS Marketplace，购买产品意味着您已接受产品信息页面上显示的产品条款。这包括定价条款和卖家
的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EULA)，并且您同意根据AWS 客户协议. 与您的关联的电子邮件地址将收到邮件通知
AWS 账户对于在中接受的报价AWS Marketplace.

如果产品具有月费或通过订阅合同购买，则您在订阅时需要支付该费用。订阅根据当月剩余时间按比例分
配。在执行以下某项操作之前，不会评估其他费用：

• 启动产品Amazon Elastic Cloud (Amazon EC2) AMI 例。
• 使用部署产品AWS CloudFormation模板。
• 在卖家的网站上注册商品。

如果产品具有年度订阅选项，则在订阅时，您需要支付完整的年费。此费用涵盖产品使用基本费用，并在原
始订阅日期一周年到期时续订订阅。如果您在年度订阅期结束时没有续订，订阅将转换为采用当时的每小时
费率的每小时订阅。

有关数据产品订阅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在 AWS 数据交换上订阅数据产品中的AWS Data Exchange.

启动软件
购买软件后，使用软件可以列出 Amazon 系统映像 (AMI)一键查看AWS Marketplace. 您也可以使用其
他Amazon Web Services 启动它（AWS) 管理工具，包括AWS Management Console、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 控制台、Amazon ComAWS CloudFormation控制台。

使用一键查看，使用软件卖家推荐的设置可以快速查看、修改，然后使用软件卖家推荐的设置来启动软件
的单个实例。这些区域有：使用 EC2 控制台启动视图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方法来查找 AMI 标识号及使用 AMI 
启动 AMI 所需的其他相关信息AWS Management Console、Amazon EC2 API 或其他管理工具。这些区域
有：使用 EC2 控制台启动view 还提供了比从AWS Management Console，例如标记实例。

适用于AWS Marketplace具有复杂拓扑结构的产品，自定义启动视图提供了使用启动 CloudFormation 控制
台选项，用于将产品加载到AWS CloudFormation控制台与相应的AWS CloudFormation模板。然后，您可以
按照AWS CloudFormation控制台向导，用于创建 AMI 和关联的集群AWS该产品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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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程：购买基于 AMI 的软件产品

教程：购买基于 AMI 的软件产品
以下教程介绍如何使用 Amazon 系统映像 (AMI) 产品如何使用AWS Marketplace.

步骤
• 第 1 步：创建 AWS 账户 (p. 6)
• 第 2 步：选择软件  (p. 6)
• 第 3 步：配置软件 (p. 7)
• 第 4 步：在 Amazon EC2 上启动您的软件 (p. 7)
• 第 5 步：管理软件 (p. 8)
• 第 6 步：终止实例 (p. 8)

第 1 步：创建 AWS 账户
你可以浏览AWS Marketplacewebsitehttps://aws.amazon.com/marketplace) 没有登录到你的AWS 账户. 但
是，您必须登录才能订阅或发布产品。

您必须登录到的AWS 账户要访问AWS Marketplace控制台。

创建 AWS 账户

1. 打开 https://portal.aws.amazon.com/billing/signup。
2. 来自的登录要么创建账户页面，选择创建新账户.
3.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作为登录过程的一部分，您将接到一个电话，并且必须使用电话键盘输入 

PIN。

Note

当您创建账户时，AWS自动为所有人注册账户AWS 服务. 您只需为使用的服务付费。

第 2 步：选择软件 
选择您的软件

1. 导航到AWS Marketplace网站.

Note

您可以从任一公共平台购物、订阅和启动新实例AWS Marketplacewebsitehttps://
aws.amazon.com/marketplace，或者通过AWS Marketplace在里面AWS Management 
Console，在https://console.aws.amazon.com/marketplace/home#/subscriptions.
这两个地点的体验是相似的。此过程使用AWS Marketplace网站，但在使用控制台时会注意任
何主要区别。

2. Shop All Categories (购买所有类别) 窗格中包含可供您选择的类别列表。您还可以选择中间窗格中具有
的软件。在本教程中，购买所有类别窗格，选择内容管理.

3. 来自的内容管理列表，选择WordPress由 Bitnami 和 Automattic 认证.
4. 在产品详细信息页面上，查看产品信息。产品详细信息页面包括其他信息，例如：

• 买家评级
• 支持产品
• 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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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的产品描述
• 每种实例类型的定价详情AWS 区域（对于 AMI）
• 可帮助您入门的其他资源

5. 选择 Continue to Subscribe (继续订阅)。
6. 如果您尚未登录，系统将引导您登录到AWS Marketplace. 如果您已有AWS 账户，你可以使用该账户登

录。如果您还没有AWS 账户，请参阅：第 1 步：创建 AWS 账户 (p. 6).
7. 阅读Bitnami报价条款，然后选择接受合同同意订阅优惠。
8. 订阅操作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完成。当它出现时，你会收到一封关于订阅条款的电子邮件，然后你就

可以继续了。选择继续配置配置和启动您的软件。

订阅产品意味着您已接受产品条款。如果产品有月租费，则在订阅时向您收取费用，该费用根据当月剩余时
间按比例分配。在您启动带有您选择的 AMI 的 Amazon E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 实例之前，
不会评估任何其他费用。

Note

作为产品的订阅者，当您订阅的软件的新版本发布时，您的账户将收到电子邮件。

第 3 步：配置软件
由于我们选择软件作为 AMI，因此您的下一步是配置软件，包括选择交付方法、版本和AWS 区域您要在其中
使用该软件。

配置您的软件

1. 在配置此软件页面，选择64 位 (x86) Amazon 系统映像 (AMI)对于传送方式.
2. 选择可用的最新版本软件版本.
3. 选择区域例如，你想在中启动产品，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

Note

当您更改配置时，您可能会注意到Ami ID屏幕底部更新。AMI ID 的格式为ami-<identifier>，例
如，ami-123example456. 每个区域中每种产品的每个版本都有不同的 AMI。此 AMI ID 允许
您在启动产品时指定要使用的正确 AMI。这些区域有：AMI Alis是一个类似的 ID，更易于在自
动化中使用。
有关 AMI 别名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MI 别名 (p. 31).

4. Select继续启动.

第 4 步：在 Amazon EC2 上启动您的软件
在启动 Amazon EC2 实例之前，您需要决定是要使用 “一键启动” 启动，还是要使用 Amazon EC2 控制台启
动。一键启动可帮助您使用推荐的默认选项（例如安全组和实例类型）快速启动。通过 “一键下单” 启动，您
还可以查看预估的每月账单。如果您更喜欢更多选项，如在 Amazon Virtual Private Cloud (Amazon VPC) 
中还是使用 Amazon EC2 控制台，则应使用 Amazon EC2 控制台启动。以下步骤引导您订阅产品并使用 1-
Click 启动或 Amazon EC2 控制台启动 EC2 实例。

使用 “一键启动” 在 Amazon EC2 上启动
使用 “一键启动” 在 Amazon EC2 上启动

1. 在启动此软件页面，选择从网站启动在里面选择操作下拉列表，然后查看默认设置。如果要更改其中任
何设置，请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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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EC2 实例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实例类型。
• 在VPC 设置和子网设置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使用的网络设置。
• 在安全组设置，选择现有安全组，或选择根据卖家设置新建以接受原定设置。有关安全组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适用于 Linx 实例的 Amazon EC2 安全组在里面Amazon EC2 Linx 实例.
• 展开 Key Pair (密钥对)，然后选择现有的密钥对（如果有）。如果您没有key pair，系统会提示您创建

一个。有关 Amazon EC2 密钥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EC2 密钥对.
2. 如果对设置满意，请选择启动.

您的新实例使用以下命令启动WordPress 由 Bitnami 和 Automattic 认证在其上运行的软件。在这里，您
可以查看实例详细信息、创建另一个实例或查看您的软件的所有实例。

使用带有 EC2 控制台的启动在 Amazon EC2 上启动
通过使用 EC2 控制台启动来在 Amazon EC2 上启动

1. 在在 EC2 上启动页面，选择使用 EC2 控制台启动查看，然后从中选择 AMI 版本选择一个版本列表。
2. 查看 Firewall Settings (防火墙设置)、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安装说明) 和 Release Notes (发布说

明)，然后选择 Launch with EC2 Console (使用 EC2 控制台启动)。
3. 在 EC2 控制台中，使用请求实例向导启动您的 AMI。按照中的说明进行操作开始使用 Amazon EC2 实

例，导航向导。

第 5 步：管理软件
您可以随时通过以下方式管理您的软件订阅AWS Marketplace通过使用管理订阅方式的页面AWS 
Marketplace控制台.

管理您的软件

1. 导航到AWS Marketplace控制台，然后选择管理订阅方式.
2. 在管理订阅方式页面：

• 按产品查看您的实例状态
• 查看您的当前月度费用
• 运行新实例
• 查看您的实例的卖家配置文件
• 管理您的实例
• 直接链接到您的 Amazon EC2 实例，以便您可以配置软件

第 6 步：终止实例
当您决定不再需要实例时，可以终止该实例。

Note

您无法重新启动已终止的实例。但是，您可以启动具有相同 AMI 的其他实例。

终止您的实例

1. 导航到AWS Marketplace控制台，然后选择管理订阅方式.
2. 在管理订阅方式页面上，选择要终止其实例的软件订阅，然后选择Ma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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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特定的订阅页面上，选择查看实例来自 的操作下拉列表。
4. 选择区域你要终止的实例在里面。这打开 Amazon EC2 控制台，并在新选项卡中显示该区域中的实例。

如有必要，您可以返回此选项卡查看要关闭的实例的实例 ID。
5. 在 Amazon EC2 控制台中，选择实例 ID以打开“实例详细信息” 页面.
6. 来自的实例状态下拉列表中，选择终止实例.
7. 当系统提示您确认时，选择终止。

终止需要几分钟才能完成。

有关更多信息
有关产品类别和类型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产品类别 (p. 12)和产品类型 (p. 18)。

有关 Amazon EC2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文档中的服务文档。

了解相关更多信息AWS，请参阅：https://aws.amaz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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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AWS 区域于AWS Marketplace
对于软件产品，卖家选择AWS 区域以哪种方式提供其软件以及实例类型。我们鼓励使产品在所有可用区域和
所有适用的实例类型上都可用。AWS Marketplace 网站覆盖全球，支持以下区域：

• 北美洲
• 美国东部（俄亥俄州）
•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州北部）
• 美国西部（北加利福尼亚）
• 美国西部（俄勒冈州）
• AWS GovCloud （美国东部）
• AWS GovCloud （美国西部）
• 加拿大（中部）

• 非洲
• 非洲（开普敦）

• 南美洲
• 南美洲（圣保罗）

• EMEA
• 欧洲（法兰克福）
• 欧洲（爱尔兰）
• 欧洲（伦敦）
• 欧洲（米兰）
• 欧洲（巴黎）
• 欧洲（西班牙）
• 欧洲（斯德哥尔摩）
• 欧洲（苏黎世）

• APAC
• 亚太地区（香港）
• 亚太地区（海得拉巴）
• 亚太地区（雅加达）
• 亚太地区（墨尔本）
• 亚太地区（孟买）
• 亚太地区（大阪）
• 亚太地区（首尔）
• 亚太地区（新加坡）
• 亚太地区（悉尼）
• 亚太地区（东京）

• 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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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巴林）
• 中东（阿联酋）

有关数据产品支持区域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一般参考》中的 AWS Data Exchange 终端节点和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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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软件

产品类别
这些区域有：AWS Marketplace网站分为主要类别，每个类别下还有子类别。您可以根据类别和子类别进行
搜索和筛选。

主题
• 基础设施软件 (p. 12)
• DevOps (p. 12)
• 业务应用程序 (p. 13)
• Machine Learning (p. 14)
• IoT (p. 15)
• 专业服务 (p. 15)
• 桌面应用程序 (p. 15)
• 数据产品 (p. 16)
• 工业 (p. 16)

基础设施软件
此类别中的产品提供基础设施相关的解决方案。

Backup 和恢复

用于存储和备份解决方案的产品。
分析数据

用于数据分析的产品。
高性能计算

高性能计算产品。
迁移

用于迁移项目的产品。
网络基础设施

用于创建联网解决方案的产品。
操作系统

打包的 Linux 和 Windows 操作系统。
安全性

您的基础设施的安全产品。
存储

专注于存储中涉及的任务角色的应用程序。

DevOps
此类别中的产品提供专注于开发人员和开发团队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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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生命周期管理

用于敏捷 SDLM 的产品。
应用程序开发

用于应用程序开发的产品。
应用程序服务器

用于应用程序开发的服务器。
应用程序堆栈

用于应用程序开发的堆栈。
持续集成和持续交付

用于 CI/CD 的产品。
基础设施即代码

用于基础设施的产品。
问题和错误跟踪

开发团队用于跟踪和管理软件错误的产品。
监控

用于监控操作软件的产品。
日志分析

用于日志记录和日志分析的产品。
源代码控制

用于管理和维护源代码控制的工具。
测试

用于自动测试软件产品的产品。

业务应用程序
此类别中的产品可帮助您运营您的业务。

区块链

用于区块链的产品。
协作和生产力

用于在您的业务中启用协作的产品。
联络中心

用于在您的组织中启用联络中心的产品。
内容管理

专注于内容管理的产品。
CRM

专注于客户关系管理的工具。
eCommerce

提供eCommerce 解决方案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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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学习

提供电子学习解决方案的产品。
人力资源

用于在您的组织中启用人力资源的产品。
IT 业务管理

用于在您的组织中启用IT业务管理的产品。
商业智能

用于在您的组织中启用商业智能的产品。
项目管理

用于项目管理的工具。

Machine Learning
此类别中的产品提供与亚马逊结合使用的机器学习算法和模型包 SageMaker.

ML 解决方案

机器学习解决方案。
数据标记服务

提供数据标记功能的产品。
计算机视觉

启用计算机视觉功能的产品。
自然语言处理

启用自然语言处理功能的产品。
语音识别

启用语音识别功能的产品。
文本

启用文本学习功能的产品。示例包括分类、聚类、编辑/处理、聚类、编辑/处理、聚类、编辑/处理、聚
类、摘要、字体识别、摘要、摘要、摘要、摘要、摘要、摘要、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text-to-speech
和翻译。

映像

启用图像分析功能的产品。示例包括 3D、字幕、分类、编辑/处理、嵌入/特征提取、生成、语法/解析、
手写识别、人体/人脸、目标检测、分段/像素标记以及文本/OCR。

视频

启用视频分析功能的产品。示例包括分类、目标检测、目标检测、目标检测、重新辨认、重新辨认、重
新辨认、重新辨认、重新辨认、重新辨认、重新辨认、重新辨认、重新辨认、重新辨认、重新辨认、重
新辨认、重新辨认

音频

启用音频分析功能的产品。示例包括说话者识别、 speech-to-text、分类、分级、分段。
结构化

启用结构化分析功能的产品。示例包括分类、聚类、维数减少、因式分解模型、功能设计、排名、回归
以及时间序列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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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
用于创建 IoT 相关解决方案的产品。

分析

IoT 解决方案的分析产品。
应用程序

IoT 解决方案空间的应用程序产品。
设备连接

用于管理设备连接的产品。
设备管理

用于管理设备的产品。
设备安全

用于管理 IoT 设备安全的产品。
工业 IoT

专注于提供行业相关 IoT 解决方案的产品。
智能家居和城市

用于启用智能家居和智能城市解决方案的产品。

专业服务
此类别中的产品提供与以下相关的咨询服务AWS Marketplace产品。

评估

评估您当前的运营环境，为您的组织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实现

帮助配置、设置和部署第三方软件。
托管式服务

End-to-end 代表您进行环境管理。
Premium Support

获得专家的指导和协助，专为您的需求而设计。
训练

专家提供的量身定制的研讨会、计划和教育工具，帮助您的员工学习最佳实践。

桌面应用程序
此类别中的产品提供基础设施相关的解决方案。

桌面应用程序

用于启用通用型生产力和特定任务角色的桌面应用程序和实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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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和账单

用于专注于应付帐款和账单的任务角色的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和 Web

通用型和 Web 环境应用程序。
开发

用于开发的应用程序。
商业智能

专注于管理商业智能的任务角色所使用的应用程序。
CAD 和 CAM

专注于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的任务角色所使用的应用程序。
GIS 和映射

专注于 GIS 和映射的任务角色所使用的应用程序。
插图和设计

专注于插图和设计的任务角色的应用程序。
媒体和编码

用于媒体和编码中涉及的任务角色的应用程序。
生产力和协作

专注于启用生产力和协作的应用程序。
项目管理

项目经理任务角色的应用程序。
安全/存储/存档

专注于安全、存储和数据存档中涉及的任务角色的应用程序。
实用程序

各种任务角色的面向实用工具的应用程序。

数据产品
此类别中的产品是基于文件的数据集。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Data Exchange.

工业
教育和研究

旨在提供教育和研究解决方案的产品。
金融服务

在您的组织中启用金融服务的产品。
医疗保健和生命科学

医疗保健和生命科学行业中使用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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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和娱乐

媒体相关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工业

行业相关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能源学

能源相关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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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型
AWS Marketplace包括流行的开源和商业软件，以及免费和付费的数据产品。这些产品有不同的可用方式：
作为单个 Amazon 机器映像 (AMI)、作为通过AWS CloudFormation模板部署的 AMI 集群、作为软件即服务 
(SaaS)、作为专业服务以及作为 AWS Data Exchange 数据产品。

有关这些产品类型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主题：

• 基于 AMI 的服务器产品 (p. 18)（包括 AMI 和私有映像产品）
• 容器产品 (p. 32)
• 机器学习产品 (p. 40)
• 专业服务产品 (p. 43)
• SaaS 产品 (p. 43)
• 数据产品 (p. 45)

基于 AMI 的服务器产品
Amazon 系统映像 (AMI) 是一种服务器映像，包括运行在 Amazon 系统上的 Amazon 系统映像AWS。

中列出的软件只能在AWS Marketplace 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 上运行。不可下载。

在上AWS Marketplace，您可以搜索 AMI（包含搜索建议）、查看其他客户提交的产品评论、订阅和启动 
AMI 以及管理您的订阅。所有AWS Marketplace产品均已通过质量验证，并已在Amazon Web Services 
(AWS) 基础设施上预先配置为 “一键下单” 启动功能。

AMI 和软件即服务 (SaaS) 产品清单均来自值得信赖的卖家。AMI 产品在客户内部运行AWS 账户。您将保留
对软件配置和运行软件的服务器的更多控制，但您还将承担与服务器配置和维护相关的其他责任。

该AWS Marketplace目录包含来自知名卖家的精选开源和商业软件。上的许多产品AWS Marketplace可以按
小时购买。

AMI 目录是一种社区资源，人员和开发团队可在其中列出和交换开发中的软件或项目，而不必经过广泛的审
查。社区 AMI 目录中的产品列表可能来自知名卖家，也可能不来自知名卖家，并且通常未经过额外的调查。

一个AWS Marketplace产品每个 AMIAWS 区域 都包含一个可用的 AMI。除了其所在位置之外，这些 AMI 均
是相同的。此外，当卖家用最新的补丁和更新对其产品进行更新时，他们还可以向产品添加另一组 AMI。

某些AWS Marketplace产品可能会启动 AMI 的多个 AMI 实例，因为它们是使用AWS CloudFormation模板作
为集群部署的。该实例集群以及 CloudFormation 模板配置的其他AWS基础设施服务充当单一产品部署。

AWS CloudFormation 模板
AWS CloudFormation 是一项服务，可帮助您对 AWS 资源进行建模和设置，以便能花较少的时间管理这些
资源，而将更多的时间花在运行于 AWS 中的应用程序上。 CloudFormation 模板描述了您所需的各种AWS
资源，例如 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 实例。 CloudFormation 会负责为您预置和配置
这些资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入门 CloudFormation。

使用AWS CloudFormation模板
软件销售商可能会提供 CloudFormation 模板来定义由多个 AMI 实例和其他AWS资源组成的首选部署拓扑。
如果某个产品有可用的 CloudFormation模板，则该模板将在产品列表页面上作为部署选项列出。

您可以使用 Amazon AMI 2 实例 Amazon EC2 实例。您可以使用 CloudFormation 模板将充当集群的 AMI 的
多个实例以及 Amazon RDS、Amazon 简单存储服务 (Amazon S3) 或任何其他AWS服务等AWS资源作为单
一解决方案进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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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在 AMI 中订阅AWS Marketplace (p. 19)
• 具有合同定价的 AMI 产品 (p. 19)
• 支持计量的 AMI 产品 (p. 22)
• AMI 产品中的成本分配标签 (p. 22)
• 私有映像生成 (p. 24)
• 使用 AMI 别名 (p. 31)

在 AMI 中订阅AWS Marketplace
在AWS Marketplace，一些基于亚马逊机器映像 (AMI) 的软件产品提供年度订阅定价模式。使用这种定
价模式，您可以一次性预付款，在接下来的 12 个月内无需支付每小时使用费。您为一个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 实例申请一份年度订阅。AWS Marketplace

Note

对于按小时计费、按年定价的 AMI，年度订阅仅涵盖您在购买时指定的实例类型。例
如，t3.medium。启动任何其他实例类型都将根据有效订阅产生该实例类型的小时费率。您无法更
改年度订阅的实例类型。

您也可以使用按小时定价继续启动和运行AWS Marketplace软件产品。使用 Amazon EC2 和其他服务的费用
AWS是分开的，不包括您为购买AWS Marketplace软件产品而支付的费用。

如果您将 Amazon EC2 实例类型更改为按小时使用，则将根据您签署的储蓄计划为您的 Amazon EC2 基础
设施计费。但是，来自的 AMI 许可证AWS Marketplace将自动更改为按小时定价。

如果 AMI 按小时计费的产品不支持按年定价，则买家无法购买年度订阅。如果 AMI 按小时计费的产品支持
按年定价，则买家可以访问该产品的页面购买年度合同。AWS Marketplace每份年度合同都允许买方运行一
个实例，而无需按小时费率收费。合同因实例类型而异。

具有合同定价的 AMI 产品
一些卖家提供基于Amazon 系统映AMI (Amazon 系统映像) 的软件产品。在这种模式下，您同意一次性预付
分散数量的许可证，以便在您选择的期限内访问软件产品。提前通过您的AWS 账户. 例如，您可能购买一年
的 10 个用户访问许可证。您可以选择自动续订许可证。

此外，一些公司还提供具有合同定价模式的基于AMI的私有软件产品。私人优惠通常具有固定的持续时间，
您无法更改。

您可以使用 AWS Marketplace 上的产品详情页面购买基于 AMI 的软件产品合同。如果此选项可用，具有合
同定价的 AMI此时会显示交付方式在产品详情页面上。当您进行购买时，您便会定向到产品的账户设置和配
置网站。随后，使用量收费将会显示在常规AWS 账户账单报告。

订阅具有合约定价的 AMI 产品公开发售
订阅具有合同定价模式的基于 AMI 的公开发售产品

1. 登录到AWS Marketplace并找到具有合同定价模型的基于容器的软件产品。
2. 在存储库的采购页，查看定价信息.

您可以看到单位以及每个期限（以月为单位）的费率。
3. 选择继续订阅以开始订阅。

要在不订阅的情况下保存此产品，请选择保存到清单.
4. 通过查看定价信息并配置软件产品的条款来创建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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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选择合同期限：1 个月、12 个月、24 个月，或者36 个月
b. UNDER续订设置中，选择是否自动续订合同。
c. UNDER合同，为每个单位选择一个数量。

合约总价显示在定价详细信息。
5. 进行这些选择后，选择 Create Contract (创建合同)。

这些区域有：合同已向您收费AWS 账户. 许可证生成于AWS License Manager.
Note

此过程将花费 10 分钟的时间。AWS License Manager软件产品的帐户。

订阅具有合同定价的AMI 产品专属优惠
订阅具有合同定价模式的基于 AMI 的私募产品

1. 登录到AWS Marketplace使用您的买家账户。
2. 查看专属优惠。
3. 在存储库的采购页，查看定价信息.

您可以看到单位以及每个期限（以月为单位）的费率。
4. 选择继续订阅以开始订阅。
5. 通过查看定价信息并配置软件产品的条款来创建协议。

合同期限已由卖方设定，无法修改。
6. UNDER合同，为每个单位选择一个数量。
7. 查看合约总价定价详情.

您还可以选择公开发售查看优惠下其他可用优惠.
8. 进行这些选择后，选择 Create Contract (创建合同)。

Note

此过程将花费 10 分钟的时间。AWS License Manager软件产品的帐户。

访问软件
访问基于 AMI 的软件产品

1. 在存储库的AWS Marketplace控制台，导航到查看订阅并查看软件产品的许可证。
2. 在存储库的采购页:

a. 选择管理许可证在中查看、授予访问权限和跟踪您的权利的使用情况AWS License Manager.
b. 选择 Continue to Configuration (继续配置)。

3. 在存储库的启动” 页上，检查您的配置，然后在选择 Action.
4. 在存储库的选择一个实例类型，选择亚马逊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 实例，然后选择后

续：配置实例详细信息.
5. 在存储库的配置实例详细信息页，对于IAM 角色，选择现有的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角色来自您的AWS 账户.

如果您没有 IAM 角色，请选择手动创建新 IAM 角色链接并按照说明进行操作。

20



AWS Marketplace 买家指南
具有合同定价的 AMI 产品

Note

当您购买具有合同定价的产品时，许可证由AWS Marketplace在AWS 账户您的软件可以使用
License Manager API 进行检查。您需要一个 IAM 角色才能启动基于 AMI 的产品的实例。
IAM 策略中需要以下 IAM 权限。

{ 
   "Version":"2012-10-17", 
   "Statement":[ 
      { 
         "Sid":"VisualEditorO", 
         "Effect":"Allow", 
         "Action":[ 
            "license-manager:CheckoutLicense", 
            "license-manager:GetLicense", 
            "license-manager:CheckInLicense", 
            "license-manager:ExtendLicenseConsumption", 
            "license-manager:ListReceivedLicenses" 
         ], 
         "Resource":"*" 
      } 
   ]
}

6. 配置好实例详细信息后，选择核并启动.
7. 在存储库的核查实例启动页面上，选择现有key pair 或创建新key pair，然后选择启动实例.

这些区域有：启动实例启动此时显示进度窗口。
8. 实例启动后，转到 EC2 控制面板，然后在实例，请参阅实例状态显示器正在运行.

查看生成的许可证
查看生成的许可证

1. 登录到AWS License Manager用你的AWS 账户.
2. UNDER授予许可证，查看所有授予的许可证。
3. 通过在中输入产品 SKU、收件人或状态来搜索许可证搜索栏.
4. 选择许可证查看许可证详细信息.
5. 您可以查看发布者(AWS/Marketplace）和授权（许可证授予使用、访问或使用应用程序或资源的权限的

单位）。

修改现有合同
如果他们有 AMI 产品的现有预付款，AWS Marketplace买家可以修改合同的某些方面。AMI 合同通过基于合
同条款的优惠而不是按小时或按年灵活消费定价 (FCP) 提供支持。此功能只在AWS License Manager. 买家
可以在当前合同中相同优惠的权利范围内购买其他许可证。但是，买家无法减少合同中购买的权利数量。如
果卖家启用了自动续订订阅选项，买家也可以取消该选项。

Note

灵活付款时间表 (FPS) 合同优惠不可修改。对于购买的 FPS 合同，买家没有权利变更。权利是指使
用、访问或使用应用程序或资源的权利。FPS 优惠不可更改。

管理你的订阅

1. 在存储库的AWS Marketplace控制台，导航到查看订阅并查看软件产品的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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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存储库的采购页，选择管理许可证.
3. 从列表中选择查看条款.
4. 在合同部分中，使用箭头增加您的权利。您不能将权利计数减少到购买的权利以下。
5. 合约详情和总价显示在定价详情部分.

取消自动续订订阅

1. 在存储库的AWS Marketplace控制台，导航到查看订阅并查看软件产品的许可证。
2. 在存储库的采购页，选择管理许可证.
3. 在存储库的订阅页面上，找到续订设置部分.
4. 确保您了解取消的条款和条件。
5. 选中此复选框以取消自动续订。

支持计量的 AMI 产品
部分商品列在AWS Marketplace按软件应用程序测量的用量计费。计量用量维度的示例包括数据用量、主
机/代理用量或带宽用量。这些产品需要额外配置才能正常运行。有权计量用量的 IAM 角色必须与您的AWS 
Marketplace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 实例启动时。有关用于 Amazon EC2 的 IAM 角
色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适用于 Amazon EC2 的 IA.

AMI 产品中的成本分配标签
AWS Marketplace支持对基于Amazon 系统映像 (AMI) 的软件产品进行成本分配标签。新的和现有的 
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 实例标签将自动根据相应的AWS Marketplace AMI 使
用情况上整理您的资源标签。您可以使用激活的成本分配标签，通过成本和使用情况报告AWS Cost 
Explorer、AWS预算或其他云支出分析工具来识别和跟踪 AMI 的使用情况。AWS

提供 AMI 的供应商也可以根据产品的特定信息，在计量中记录基于 AMI 的产品的其他自定义标签。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 成本分配标记 (p. 52)。

您可以使用标签来整理资源，并可以使用成本分配标签来细致地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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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您的资源成本，以便于对成本分配报告上组织您的资源成
本，以便更轻松地对成本分配标签上组织您的资源AWS成本。

成本分配标签仅追理这些标签在账和成本管理控制台中激活这些标签之时起的费用。只有AWS 账户
所有者、AWS Organizations管理账户所有者和具有相应权限的用户才能访问账户的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 控制台。无论您是否使用成本分配标签，向您收取的费用都没有变化。是否使用成本分配标签
不会影响基于 AMI 的软件产品的功能。

跨多个实例跟踪一个 AMI 的成本分配标签
每个为AWS Marketplace AMI 订阅启动的 Amazon EC2 实例在AWS成本和使用情况报告中都有相应的AWS 
Marketplace软件使用量行项目。您的AWS Marketplace使用将始终反映应用于相应 Amazon EC2 实例的特
定标签。这使您可以根据分配的不同标签值在实例级别区分AWS Marketplace使用成本。

您还可以使用 Cost Explorer 或 “成本和使用情况报告” 对基于标签的使用成本进行汇总，使其等于账单中反
映的 AMI 软件使用AWS费用。

使用分配了成本的已标记实例查找预算
如果您已经在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 控制台中根据许多 Amazon EC2 实例的成本分配标签筛选了有
效预算，则可能很难找到所有预算。以下 Python 脚本返回预算列表，其中包含您当前的 Amazon EC2 实例
AWS 区域。AWS Market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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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此脚本了解对预算的潜在影响，以及此变更可能导致超支的情况。请注意，计费金额没有变化，
但会更准确地反映成本分配，这可能会影响预算。

#! /usr/bin/python

import boto3

session = boto3.Session()
b3account=boto3.client('sts').get_caller_identity()['Account']
print("using account {} in region {}".format(b3account,session.region_name))

def getBudgetFilters(filtertype): 
    '''  
    Returns budgets nested within the filter values [filter value][budeget name]. 
    The filtertype is the CostFilter Key such as Region, Service, TagKeyValue. 
    '''     
    budget_client = session.client('budgets') 
    budgets_paginator = budget_client.get_paginator('describe_budgets') 
    budget_result = budgets_paginator.paginate( 
        AccountId=b3account 
    ).build_full_result()     
    returnval = {} 
    if 'Budgets' in budget_result: 
        for budget in budget_result['Budgets']: 
            for cftype in budget['CostFilters']: 
                if filtertype == cftype:                           
                    for cfval in budget['CostFilters'][cftype]: 
                        if cfval in returnval: 
                            if not budget['BudgetName'] in returnval[cfval]: 
                                returnval[cfval].append(budget['BudgetName']) 
                        else: 
                            returnval[cfval] = [ budget['BudgetName'] ] 
    return returnval

def getMarketplaceInstances(): 
    ''' 
    Get all the AWS EC2 instances which originated with AWS Marketplace.         
    ''' 
    ec2_client = session.client('ec2') 
    paginator = ec2_client.get_paginator('describe_instances') 
    returnval = paginator.paginate( 
        Filters=[{ 
            'Name': 'product-code.type', 
            'Values': ['marketplace'] 
        }] 
    ).build_full_result() 
    return returnval

def getInstances(): 
    mp_instances = getMarketplaceInstances() 
    budget_tags = getBudgetFilters("TagKeyValue") 
    cost_instance_budgets = [] 
    for instance in [inst for resrv in mp_instances['Reservations'] for inst in 
 resrv['Instances'] if 'Tags' in inst.keys()]:     
        for tag in instance['Tags']:                 
            # combine the tag and value to get the budget filter string 
            str_full = "user:{}${}".format(tag['Key'], tag['Value']) 
            if str_full in budget_tags: 
                for budget in budget_tags[str_full]: 
                    if not budget in cost_instance_budgets: 
                        cost_instance_budgets.append(budget)     
    print("\r\nBudgets containing tagged Marketplace EC2 instances:") 
    print( '\r\n'.join([budgetname for budgetname in cost_instance_budge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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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__name__ == "__main__": 
    getInstances()

输出示例

Using account 123456789012 in region us-east-2

Budgets containing tagged Marketplace EC2 instances:
EC2 simple
MP-test-2

相关主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主题：

• 使用AWS Billing用户指南中的成本分配标签。
• 在《AWS Billing用户指南》中激活 AWS 生成的成本分配标签。
• 在 Linux 实例的 Amazon EC2 用户指南中标记您的Amazon EC2 资源。

私有映像生成
Important

AWS Marketplace将在 2024 年 4 月停止私有映像构建交付方法。
在 2024 年 4 月之前，现有的 Private Image Build 订阅者可以构建新的黄金亚马逊机器映像 (AMI) 
或使用私有映像构建交付方法中提供的软件升级他们的金色 AMI。停用后，他们将无法使用 Private 
Image Build 软件构建或升级自己的 AMI。之前使用私有映像构建构建的现有 AMI 不受影响。这意
味着使用 Private Image Build 构建的 AMI 可以继续使用 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 计费和启动，活跃实例将像今天一样继续运行。
此外，以前只能作为私有映像版本提供的软件现在可通过独立 AMI 配送选项获得，该选项不会停
产。停用私有映像构建后，独立 AMI 仍可与您现有的私有映像构建订阅一起使用。如果您有任何疑
问，请联系 AWS Support。

AWS MarketplacePrivate Image Build 使您能够通过购买可安装的软件产品，AWS Marketplace然后将这
些产品安装在您的 AWS 账户可用映像中选择的黄金映像或 AMI 上。就本文而言，黄金映像 是一个服务器
映像，它包括一个应用了修改的基本操作系统 (OS)，以便从该映像启动的每个服务器都符合您定义的 IT 
标准。您可以从AWS Marketplace中选择要安装的软件和用于构建的基础 AMI。然后，您可以使用AWS 
Marketplace镜像构建服务构建新的 AMI 并将其作为私有映像交付，该映像仅适用于您的 AWS 账户。

此服务使您能够在符合 IT 标准的基础操作系统上运行AWS Marketplace产品，从而帮助您更好地满足内部安
全、合规性和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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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PAWS Marketplace rivate Image Build 的卖家为其产品的特定操作系统平台、操作系统和操作系统版本
创建可安装版本。当卖家为其产品提交一组软件包时，AWS MarketplaceImage Build Service 会在指定的操
作系统上安装和扫描该产品，然后再将产品发布到中AWS Marketplace。购买启用AWS Marketplace私有映
像构建的产品时，您可以选择现有 AMI 在上构建新的私有映像。在您使用AWS Marketplace映像生成服务构
建新映像后，该映像将作为您拥有的映像在您的 Amazon EC2 控制台中使用。您可以使用AWS Marketplace
网站构建镜像，也可以使用AWS Marketplace镜像构建服务 API。

完成构建过程需要支付软件和基础架构费用，这可能需要 1-2 个小时，具体取决于产品。AWS 服务但是，
使用 Image Build Service 创建私有AWS Marketplace镜像不需要支付额外费用。构建映像后，在使用产品之
前，您无需支付产品或AWS资源使用费用。

AWS MarketplacePrivate Image Build 使用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创建 IAM 角色和策
略，向最终用户授予构建和查看私有映像的有限权限。完成先决条件步骤需要管理级权限。

完成先决条件步骤
Important

AWS Marketplace将在 2024 年 4 月停止使用私有映像构建交付方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私有
镜像构建。

此处描述的先决条件步骤需要管理员级别的配置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权限，这样您
才能向其他用户授予构建私有映像的权限。创建 IAM 策略和角色后，您可以将其附加到群组（或用户）账
户，以便关联用户可以构建私有映像。

IAM 是一种 Web 服务，可以帮助您安全地控制对AWS资源的访问。可以使用 IAM 来控制谁通过了身份验证
（准许登录）并获得授权（拥有权限）来使用资源。您将创建身份（用户、组和角色）并将这些用户添加到
组，以便您可以管理组而不是各个用户。IAM 角色类似于用户，因为它是一个身份，具有确定其在中可执行
和不可执行的操作的操作的操作的操作的操作的操作的操作的操作的操作的操作的操作的操作的操作的操作
的操作的操作的AWS操作 但是，角色没有任何关联的凭证（密码或访问密钥）。角色旨在让需要它的任何人
代入，而不是唯一地与某个人员关联。用户可担任角色来暂时获得针对特定任务的不同权限。

IAM 的访问管理部分可帮助您定义用户或其他实体可在账户内执行的操作，这通常称为授权。权限是通过策
略授予的。策略是 AWS 中的一个实体；在附加到身份或资源时，策略定义它们的权限。在主体（如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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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AWS作为 JSON 文档存
储在中，它们作为基于资源的策略附加到委托人或作为基于资源的策略附加到资源。您可以通过定义权限策
略并将策略分配给群组来授予权限。

基于身份的策略是可附加到主体（或组），例如，用户、角色或组。基于资源的策略是附加到资源（如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 存储桶）的 JSON 策略文档。基于身份的策略控制身份可以
在何种条件下对哪些资源执行哪些操作。基于身份的策略可以分为AWS托管策略、客户管理策略和内联策
略。

基于资源的策略控制指定的主体可以在何种条件下对该资源执行哪些操作。基于资源的策略是内联策略，
没有基于资源的托管策略。尽管 IAM 身份在技术上是AWS资源，但您无法将基于资源的策略附加到 IAM 身
份。您必须在 IAM 中使用基于身份的策略。信任策略 是附加到角色的基于资源的策略，这些策略定义了可担
任该角色的主体。在 IAM 中创建角色时，该角色必须具有以下两项内容：一项是指示谁可担任该角色的信任
策略，另一项是指示他们可使用该角色执行哪些操作的权限策略。请记住，将账户添加到角色的信任策略只
是建立信任关系工作的一半而已。默认情况下，受信任账户中的任何用户均无法担任角色，直至该账户的管
理员向用户授予担任角色的权限。

IAWS Marketplace mage Building Service 使用两个 IAM 角色，每个角色都有权限策略和信任策略。如果您
让用户访问AWS Marketplace网站来构建私有镜像，则这些用户还需要 IAM 权限来列出和分配创建和查看他
们构建的私有映像所需的角色。

作为管理员，您需要创建两个必需的角色及其关联策略。第一个角色是实例配置文件，它附加到映像生成过
程中创建的实例。实例配置文件是 IAM 角色的容器，可用来在实例启动时将角色信息传递给 Amazon EC2 
实例。第二个是 IAM 角色，用于提供对 Amazon EC2 AWS Systems Manager的访问权限。要配置实例配置
文件，请附加提供所需权限的权限策略。然后编辑该角色Amazon EC2 Systems Manager 策略。

25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ntroduction.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buyerguide/buyer-private-image-build.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buyerguide/buyer-private-image-build.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html#id_iam-users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ntroduction_access-management.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ntroduction_access-management.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ntroduction_access-management.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ntroduction_access-management.html#intro-access-resource-based-policies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_roles_use_switch-role-ec2_instance-profiles.html#instance-profiles-manage-console
https://docs.aws.amazon.com/systems-manager/latest/userguide/auth-and-access-control.html


AWS Marketplace 买家指南
私有映像生成

创建实例配置文件角色

通过 IAM 控制台创建实例配置文件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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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 IAM 控制台的导航窗格中，依次选择 Roles (角色) 和 Create role (创建角色)。
3. 对于 Select type of trusted entity（选择受信任实体的类型），选择 AWS 服务。
4. 对于 Choose the service that will use this role (选择将使用此角色的服务)，依次选择 EC2 和 Next: 

Permissions (下一步: 权限)。
5. 对于 Create policy (创建策略)，选择 Next: Review (下一步: 审核)。
6. 例如，输入一个角色名称或角色名称后缀，请输入一个角色名称或角色名称后缀MyInstanceRole。角色

名称在您的中必须是唯一的AWS 账户。
7. 检查角色，然后选择 Create role。
8. 在 Roles (角色) 页面上，选择您已创建的角色。
9. 对于 Permissions (权限)，选择 Add inline policy (添加内联策略)。
10.选择 JSON 选项卡并将所有文本替换为以下InstanceRolePermissionsPolicy文本。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Action": [ 
                "ssm:DescribeAssociation", 
                "ssm:GetDocument", 
                "ssm:GetManifest", 
                "ssm:GetParameters", 
                "ssm:ListAssociations", 
                "ssm:ListInstanceAssociations", 
                "ssm:PutConfigurePackageResult", 
                "ssm:UpdateAssociationStatus", 
                "ssm:UpdateInstanceAssociationStatus", 
                "ssm:UpdateInstanceInformation" 
            ], 
            "Resource": "*", 
            "Effect": "Allow" 
        }, 
        { 
            "Action": [ 
                "ec2messages:AcknowledgeMessage", 
                "ec2messages:DeleteMessage", 
                "ec2messages:FailMessage", 
                "ec2messages:GetEndpoint", 
                "ec2messages:GetMessages", 
                "ec2messages:SendReply" 
            ], 
            "Resource": "*", 
            "Effect": "Allow" 
        }, 
        { 
            "Action": [ 
                "ec2:DescribeInstanceStatus" 
            ], 
            "Resource": "*", 
            "Effect": "Allow" 
        }, 
        { 
            "Action": [ 
                "s3:GetObject", 
                "s3:Put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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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source": "arn:aws:s3:::DOC-EXAMPLE-BUCKET/*", 
            "Effect": "Allow" 
        } 
    ]
} 

Note

在开始此过程之前，您必须创建 S3 存储桶 DOC-EXAMPLE-BUCKET。
11.选择Review policy（查看策略）。
12.在策略名称中，输入一个名称以帮助您确定此策略的用途，例如MyInstanceRolePolicy，然后选择创

建策略。

编辑角色的信任关系

1. 在 Roles (角色) 页面上，选择您已创建的角色。
2. 选择 Trust relationships (信任关系) 选项卡，然后选择 Edit trust relationship (编辑信任关系)。
3. 选择 “策略文档” 文本框中的所有文本，然后将其替换为以下InstanceRoleTrustPolicy文本。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 
          "ssm.amazonaws.com", 
          "ec2.amazonaws.com" 
        ] 
      }, 
      "Action": "sts:AssumeRole" 
    } 
  ]
}

4. 选择 Update Trust Policy（更新信任策略）。

创建AWS Systems Manager自动化角色

创建 “AWS Systems Manager自动化” 角色

1. 在 IAM 控制台的导航窗格中，依次选择 Roles (角色) 和 Create role (创建角色)。
2. 对于 Select type of trusted entity（选择受信任实体的类型），选择 AWS 服务。
3. 对于 Choose the service that will use this role (选择将使用此角色的服务)，依次选择 EC2 和 Next: 

Permissions (下一步: 权限)。
4. 对于 Create policy (创建策略)，选择 Next: Review (下一步: 审核)。
5. 例如，输入一个角色名称或角色名称后缀，请输入一个角色名称或角色名称后

缀MyAutomationRole。角色名称在您的中必须是唯一的AWS 账户。
6. 检查角色，然后选择 Create role。
7. 在 Roles (角色) 页面上，选择您已创建的角色。
8. 对于 Permissions (权限)，选择 Add inline policy (添加内联策略)。
9. 选择 JSON 选项卡并将所有文本替换为以下AutomationRolePermissionsPolicy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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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Action": [ 
                "ssm:*" 
            ], 
            "Resource": [ 
                "*" 
            ], 
            "Effect": "Allow" 
        }, 
        { 
            "Action": [ 
                "ec2:CreateImage", 
                "ec2:DescribeImages", 
                "ec2:StartInstances", 
                "ec2:RunInstances", 
                "ec2:StopInstances", 
                "ec2:TerminateInstances", 
                "ec2:DescribeInstanceStatus", 
                "ec2:CreateTags", 
                "ec2:DescribeTags" 
            ], 
            "Resource": [ 
                "*" 
            ], 
            "Effect": "Allow" 
        }, 
        { 
            "Action": [ 
                "iam:PassRole" 
            ], 
            "Resource": [ 
                "{{ Instance Profile }}" 
            ], 
            "Effect": "Allow" 
        } 
    ]
}

Note

您必须将您之前创建{{ Instance Profile }}的实例策略角色的 Amazon Resource Name 
(ARN)。在 IAM 管理控制台中找到该角色并选择它。在角色的摘要页面上，角色 ARN 是列出的
第一个项目，例如arn:aws:iam::123456789012:role/MyInstanceRole。

编辑角色的信任关系

1. 在 Roles (角色) 页面上，选择您已创建的角色。
2. 选择 Trust relationships (信任关系) 选项卡，然后选择 Edit trust relationship (编辑信任关系)。
3. 将政策文档文本框中的所有文本替换为以下InstanceRoleTrustPolicy文本。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 
          "ssm.amazonaws.com", 
          "ec2.amazonaws.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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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ction": "sts:AssumeRole" 
    } 
  ]
}

4. 选择 Update Trust Policy（更新信任策略）。

现在，您已创建了两个角色及关联的策略，在私有映像生成过程中将会使用它们。

使用政策访问AWS Marketplace网站

大多数组织不允许用户使用根账户证书登录。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根据组织角色或只有某些人才能执行的任
务来创建具有有限权限的用户。 AWS Marketplace为使用AWS Marketplace工具提供了两个主要的 IAM 托管
策略。使用以下两个托管策略提供执行所描述任务的能力：

• AWSMarketplaceFullAccess— 提供订阅和取消订阅 IAM 软件的功能，允许用户从 “AWS 
Marketplace您的AWS Marketplace软件” 页面管理软件实例，并提供对 Amazon EC2 的管理访问权限。

• AWSMarketplaceRead-only— 提供查看AWS订阅的功能。

您可以向用户、群组或角色添加AWSMarketplaceFullAccess托管策略，以提供访问AWS Marketplace网
站和执行与 PAWS Marketplace rivate Image Build 相关的任务所需的所有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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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用户或您选择的群组或角色的成员访问AWS Marketplace网站时，他们可以执行与私有映像构建过程相
关的任务。

生成私有映像
Important

AWS Marketplace将在 2024 年 4 月停止使用私有映像构建交付方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私有
映像私有版本。

创建私有映像时，您需要在中选择软件包，AWS Marketplace并在您的亚马逊弹性计算云 (Amazon EC2) 
控制台中选择基础亚马逊系统映像 (AMI)，用于创建新的私有映像。在开始构建过程之前，您必须配置您的
AWS环境，以便可以提供：

• 您将在其上安装AWS Marketplace产品的基础映像的 AMI ID。
• 用于存储构建日志的 Amazon Simple Storage (Amazon S3) 桶的名称。S3 存储桶AWS 区域必须在 AMI 

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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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软件包时使用的 Amazon EC2 实例配置文件（参见上一节）。
• 映像创建过程将用于创建 AMI 的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自动化角色（参见上一

节）。
• 新的私有名称。

如果您有使用经验，则可能熟悉选择AWS 服务AWS 区域、在 Amazon EC2 控制面板上查找 AMI ID 以及使
用 Amazon S3 存储桶。

要查找支持构建私有图片的产品，请前往AWS Marketplace产品搜索页面，然后在 “配送方式” 搜索筛选条件
中选择 Private Amazon Machine Image。在产品的详细信息页面，您可以配置采购、配置和交付选项。您构
建的产品已添加到您的AWS 账户.

除了上一节中指定的先决条件之外，您的基本 AMI 还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 LinuxAMI 必须cURL安装并配置了Wget或。 WindowsAMI 必须已PowerShell安装。
• LinuxAMI 必须能够运行 EC2 用户数据脚本或预先安装AWS Systems Manager代理（SSM 代理）。
• WindowsAMI 必须预先安装 SSM 代理。

建立私有镜像

1. 在AWS Marketplace商品详情页面中，选择继续订阅。
2. 在 Subscribe to this software (订阅此软件) 页面上，在 Terms and Conditions (条款和条件) 下选择 Show 

Details (显示详细信息) 以查看产品实例类型、软件使用费用及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EULA)。根据产品的不
同，您可能会看到各种类型的订阅。选择订阅类型后，选择 “接受条款”。

3. 选择 Continue to Configuration (继续配置)。
4. 在 Configure this software (配置此软件) 页面上，对于 Fulfillment Option (交付选项)，选择 Private 

Amazon Machine Image (私有 Amazon 系统映像)。
5. 在 “私有镜像” 部分中，为 1。选择一个地区，选择您的区域。适合 2 个人。选择要启动的私有映像，选

择创建新的私有映像。
6. 在 Create New Private Image (创建新私有映像) 部分中，对于 Select a base AMI to use (选择要使用的基

本 AMI)，选择 Owned by me (我拥有的)、Public Images (公有映像) 或 Private images (私有映像)。
a. 归@@ 我所有 — 由您专门拥有的 AMIAWS 账户
b. 公共映像公开 — 已与所有人共享的 AMIAWS 账户
c. 私有映像 ——已与您的 AMIAWS 账户

7. 对于输入公共基本 AMI ID 或输入私有基本 AMI ID，请输入 AMI ID 或使用 Amazon EC2 控制台复制并粘
贴要用作基本 AMI 的映像的 AMI ID。

8. 对于 Instance Profile (实例配置文件)，选择您已作为先决条件步骤创建的实例角色。
9. 对于 Automation Role (自动化角色)，选择您已作为先决条件步骤创建的自动化角色。
10.对于 Build Logs (生成日志)，键入您要在其中存储日志的 Amazon S3 存储桶的名称。这是简单的存储段

名称，例如 DOC-EXAMPLE-BUC KET，而不是完整的 DNS 名称。
11.对于 Private Image Name (私有映像名称)，键入新私有映像的名称。

我们建议对您创建的私有图像使用命名惯例，以使图像更易于识别。此外，当AWS Marketplace图片构建服
务创建新的私有映像时，它会添加一个 Fu AWSMarketplacelfillMentID 标签，这有助于以后识别您的私有图
片。您还可以完成以下可选步骤来提供其他详细信息，也可以通过选择 Start Build (开始生成) 开始生成过
程。

（可选）提供有关私有映像的更多详细信息

1. 在描述注释中，输入您想要包含的实例的任何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将在构建私有映像时使用。
2. 对于 Instance Type (实例类型)，选择您要在生成私有映像时使用的实例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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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 VPC，选择在生成私有映像时您希望实例使用的 VPC，然后选择安全组和子网。
4. 对于 Enable Simple Notification System (启用 Simple Notification System)，选择一个现有主题或创建一

个新主题，以在生成状态更改时接收通知。
5. 选择 Start Build (开始生成)。

生成过程需要 1-2 个小时才能完成。请注意与该过程相关的以下信息：

• 在构建过程中使用的服务费用将显示在AWS 账户用于启动私有映像构建过程的费用中。这包括在私有映像
上安装AWS Marketplace产品时运行的实例和用于日志的 S3 存储桶。

• 您可以查看构建过程的状态或接收Amazon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Amazon SNS) 消息。
• 构建完成后，新的私有映像将添加至您的私有映像，AWS 账户并可通过 Amazon EC2 控制台以 AMI 的形

式在 Owned b y me 下方使用。
• 用于完成生成过程的存储库必须是本地存储库。
• 在构建过程中，该过程会阻止访问互联网。

使用 AMI 别名
Amazon 系统映像 (AMI) 标识为AMI ID. 您可以使用AMI ID以指明在启动产品时要使用的 AMI。这些区域
有：AMI IDHAVINGami-<identifier>，ami-123 示例 456. 每个产品中的每个版本的每个版本AWS 区
域有不同的 AMI（并且不同AMI ID)。

当您从启动产品时AWS Marketplace，AMI ID将自动填写的。HAVINGAMI ID如果你想自动启动来自的产
品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AWS CLI）或使用Amazon E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 您可
以找到AMI ID当您在启动时配置软件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第 3 步：配置软件 (p. 7)。

这些区域有：Ami Alias也位于同一位置AMI ID，在配置软件时。这些区域有：Ami Alias是类似于AMI 
ID，但它更容易在自动化中使用。网络 ACL 和安全组都允许 (因此可到达您的实例) 的发起 ping 的AMI 
aliasHAVINGaws/service/marketplace/prod-<identifier>/<version>， aws/service/
marketplace/prod-1234example5678/12.2. 您可以使用此Ami AliasID 位于任何地区，并且AWS
自动将其映射到正确的区域AMI ID.

如果要使用最新版本的产品，请使用术语latest代替AMI aliassputeAWS例如：aws/service/
marketplace/prod-1234example5678/latest.

Warning

使用latest选项为您提供最新发布的软件版本。但是，请谨慎使用此功能。例如，如果产品有 1.x 
和 2.x 版本可用，则您可能正在使用 2.x。但是，该产品的最新版本可能是 1.x 版本的错误修复。

使用 AMI 别名的示例
AMI 别名在自动化中很有用。您可以将其用于中AWS CLI或者在AWS CloudFormation模板。

以下示例演示如何使用 AMI 别名启动实例AWS CLI.

aws ec2 run-instances
--image-id resolve:ssm:/aws/service/marketplace/<identifier>/version-7.1
--instance-type m5.xlarge
--key-name MyKeyPair

以下示例显示了一个 CloudFormation 接受 AMI 别名作为创建实例的输入参数的模板。

AWSTemplateFormatVersion: 2010-09-09

31



AWS Marketplace 买家指南
容器产品

Parameters: 
    AmiAlias: 
        Description: AMI alias 
        Type: 'String' 
         
Resources: 
    MyEC2Instance: 
        Type: AWS::EC2::Instance 
        Properties: 
            ImageId: !Sub "resolve:ssm:${AmiAlias}" 
            InstanceType: "g4dn.xlarge" 
            Tags: 
                -Key: "Created from" 
                 Value: !Ref AmiAlias

容器产品
容器产品是以容器映像形式发货的独立产品。集装箱产品可以是免费的，也可以是必须使用卖家提供的定价
选项付费。容器产品可以与多个容器运行时和服务一起使用，包括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Service（亚
马逊 ECS），Amazon Elastic Kubernetes Service(Amazon EKS)，甚至是在您自己的基础设施上运行的服
务。有关支持的运行时和服务的完整列表以及各服务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容器产品的支持服务 (p. 34).

您可以在上查找、订阅和部署容器产品AWS Marketplace网站或在亚马逊云科技的 ECS 控制台中。您可以使
用卖家提供的部署模板（例如任务定义或 Helm 图表）将许多产品部署到 Amazon ECS 或 Amazon EKS。
或者，你可以直接从 private 访问容器镜像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Registry(Amazon ECR) 存储库在您订
阅这些产品之后。

如果产品已启用 QuickLaunch，您可以使用它来快速地测试Amazon EKS 集群上的容器产品，步骤如下。 
QuickLaunch 使用AWS CloudFormation以创建 Amazon EKS 集群并在其上启动容器软件。有关启动的更多
信息 QuickLaunch，请参阅QuickLaunch 在AWS Marketplace (p. 40).

本节提供有关在中查找、订阅和启动容器产品的信息AWS Marketplace.

付费集装箱产品的定价模型
付费容器产品必须具有一种或多种定价模型。与中的任何其他付费产品一样AWS Marketplace，付费容器产
品的账单由以下方式支付AWS根据定价模型。定价模式可以是固定的月费或每小时的价格，以秒为单位监控
并按比例分配。定价详情将在您订阅产品时显示在详情页面上。

中支持的容器产品定价模型AWS Marketplace如下所示：

• 每月固定费用，可无限使用。
• 在长期合同期内使用产品的预付费用。
• 一个 pay-as-you-go 基于产品使用情况的模型（通常每小时一次）。
• 一个 pay-up-front 带有合同定价的模型。

有关各型号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容器产品定价在里面AWS Marketplace卖家指南.

容器和 Kubernetes 概述
容器，例如搬运工人容器是一种开源软件技术，与 Linux 和 Windows Server 等虚拟化操作系统相比，它提
供了额外的抽象和自动化层。正如虚拟机是服务器映像的实例，容器是 Docker 容器映像的实例。它们将服

32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ECS/latest/developerguide/
https://docs.aws.amazon.com/eks/latest/userguide/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ECR/latest/userguide/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userguide/pricing-container-product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ECR/latest/userguide/docker-basics.html


AWS Marketplace 买家指南
查找和订阅容器产品

务器应用程序软件包装在包含其运行所需的一切（代码、运行时、系统工具、系统库等）的文件系统中。对
于容器，无论其环境如何，软件始终以相同方式运行。

类似于 Java 虚拟机，容器需要底层平台来提供转换和协调层，同时与操作系统隔离并彼此隔离。您可以在 
Docker 容器中使用不同的兼容 Docker 的运行时和编排服务，包括 Amazon ECS，这是一种高度可扩展、高
性能的编排服务AWS和 Amazon EKS 的可让您轻松地部署、管理和扩展使用容器化应用程序Kubernetes，
一种开源管理和编排服务。

查找和订阅容器产品
容器产品是指容器中的产品AWS Marketplace可以在容器镜像上启动。集装箱商品包括以下任何产品AWS 
Marketplace其中卖家提供了配送选项容器镜要么头盔图传送方式。有关容器传送方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集
装箱产品交付方法 (p. 34).

许多启动环境（也称为支持服务）都可用于容器产品中的配送选项。启动环境包括诸如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Service (Amazon ECS)、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Service (Amazon EKS)、Amazon 有关可用
容器启动环境的完整列表，请参阅容器产品的支持服务 (p. 34).

使用浏览容器产品AWS Marketplace网站
您可以使用以下方式浏览容器产品AWS Marketplace网站.

要浏览集装箱商品，请使用AWS Marketplace网站

1. 导航到AWS Marketplace“搜索页面.
2. 筛选传送方式通过容器镜要么头盔图.
3. （可选）过滤器支持服务根据可以启动产品的服务来缩小搜索结果范围。

找到您感兴趣的产品后，选择标题以导航到产品详细信息页面。

容器页面

在产品详情页面中AWS Marketplace，您可以找到有关该产品的详细信息，包括以下信息：

• 产品概述— 概述包括产品描述和以下信息：
• 您正在查看的产品版本。
• 指向卖家资料的链接。
• 该产品所属的产品类别。
• 运行此软件所支持的操作系统。
• 可用于启动软件的交付方法。
• 此产品可以在其上启动的支持服务。

• 定价信息— 产品可免费提供，自带许可 (BYOL)， pay-up-front 附合约定价，或 pay-as-you-go 采用
固定的月度或年度价格，或每小时的价格。有关定价模型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容器产品定价在AWS 
Marketplace卖家指南.

• 用量信息— 此处包括卖家提供的配送选项，以及启动和运行软件的说明。每件商品必须至少有一个配送选
项，最多可以有五个。每个发货选项都包括启动和运行软件时应遵循的交付方式和说明。

• Support 信息— 本节包含有关如何获得产品支持及其退款政策的详细信息。
• 客户评论— 查找其他客户对该产品的评论或自己写评论。

要订阅产品，请选择继续订阅在产品的详细信息页面上。有关订阅产品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订阅产
品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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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产品
如果要使用产品，必须先订阅。在订阅页面上，您可以查看付费产品的定价信息并访问该软件的最终用户许
可协议 (EULA)。

对于采用容器合同定价的产品，请选择您的合同定价并选择接受合同继续执行。这会创建订阅到产品，它提
供了权利使用软件。订阅需要一两分钟的时间才能完成。在您获得付费产品的授权后，将在您开始使用该软
件时向您收费。如果您取消订阅但没有终止软件的所有正在运行的实例，则需要继续为任何软件用量付费。
您还可能产生与使用产品相关的基础设施费用。例如，如果您创建新的 Amazon EKS 集群来托管软件产品，
将需要为该服务付费。

Note

有关如何订阅和部署基于容器的产品的演练，您也可以参考以下视频：

• 部署AWS Marketplace亚马逊 ECS 集群上的容器(3:34)
• 部署AWS Marketplace使用Amazon ECS Anywhere ere 的基于容器的产品(5:07)

集装箱产品交付方法
中的一款产品AWS Marketplace如果卖家提供了至少一个配送选项且其中一个容器镜要么头盔图传送方式。

容器传传传传传传传
如需配送选项容器镜配送方式，使用卖家提供的说明直接从中提取 docker 镜像来启动产品AWS 
Marketplace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有关使用此传送方式启动，请参阅使用容器映像配送选项启
动 (p. 38).

Helm Chart 传送方式
如需配送选项头盔图交付方法，使用卖家提供的说明或部署模板通过使用 Helm CLI 安装 Helm Chart 
来启动产品。您可以在现有 Amazon EKS 集群上启动应用程序，也可以在EKS Anywhere、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 或本地。有关使用此传送方式启动，请参阅使用 Helm 配送选项启
动 (p. 39).

容器产品的支持服务
以下列表包括容器产品支持的所有服务AWS Marketplace. 一个支持服务是可以启动产品的容器服务或环境。
容器产品必须包含至少一个配送选项，其中包括一种交付方式，其中包含启动到一个或多个环境的说明。

Amazon ECS
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Service (Amazon ECS) 是一项高度可扩展的快速容器管理服务，可用于运行、
停止和管理集群上的容器。容器是在任务定义中定义的，您可以使用该任务定义运行单个任务或服务中的任
务。在此上下文中，服务是一种配置，使您能够在群集中同时运行和维护指定数量的任务。您可以在由 AWS 
Fargate 托管的无服务器基础结构上运行任务和服务。或者，为了更好地控制您的基础设施，您可以在托管
的 Amazon EC2 实例集群上运行任务和服务。

有关 Amazon ECS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什么是 Amazon Elastic Con在Amazon Elastic Conta.

Amazon EKS
Amazon Elastic Kubernetes Service (Amazon EKS) 是一项托管服务，可让您在AWS上轻松运行 
Kubernetes，而无需安装、操作或维护您自己的 Kubernetes 控制层面或节点。Kubernetes 是一个用于实现
容器化应用程序的部署、扩缩和管理自动化的开源系统。

有关Amazon EKS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什么是 Amazon EKS在Amazon EKS 用户指南.

3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aiUAiQQJt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SFjG2UaxXs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ECS/latest/developerguide/Welcome.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eks/latest/userguide/what-is-eks.html


AWS Marketplace 买家指南
具有合同定价的集装箱产品

自行管理的 Kubernetes
你可以在运行的自管理 Kubernetes 集群上启动容器产品EKS Anywhere，Amazon ECSAnywhere、Amazon 
EC2 或本地基础设施。

Amazon ECSAnywhere是 Amazon ECS 的一项功能，可用于在客户管理的基础设施上运行和管理容器工作
负载。Amazon ECSAnywhere基于 Amazon ECS 构建，可在基于容器的应用程序中提供一致的工具和 API 
体验。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CS Anywhere.

EKS Anywhere是一项可用于在客户管理的基础设施上创建 Amazon EKS 集群的服务。你可以部署EKS 
Anywhere作为一个简单的、不受支持的本地环境，或者作为可以成为受支持的本地 Kubernetes 平台的生产
质量环境。

有关 EKS Anywhere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EKS Anywhere 文档。

使用 Amazon ECS 浏览容器
您还可以在 Amazon ECS 控制台中查找容器产品。导航窗格包含从中查找新产品的链接AWS Marketplace并
查看现有订阅。

取消订阅
要取消产品的订阅，请使用 Your Software (您的软件) 页面。

具有合同定价的集装箱产品
一些卖家提供基于容器的公共软件产品采用合同定价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您同意为在您选择的期限内访问
软件产品的离散数量的许可证支付一次性预付费用，并通过您的AWS 账户.

Example 购买不同数量的不同类型的许可证

例如，您可能购买一年的 10 个用户访问许可证和 5 个管理许可证。您可以选择自动续订许可证。

此外，一些公司还提供具有合同定价模式的基于容器的私有软件产品。私人优惠通常具有固定的持续时间，
您无法更改。

您可以使用上的产品详情页面购买基于容器的软件产品合同AWS Marketplace. 如果此选项可用，具有合同定
价的 AMI显示为交付方式在产品详细信息页面上，当您进行购买时，您便会定向到产品的账户设置和配置网
站。随后，使用量收费将会显示在常规AWS 账户账单报告。

订阅具有合约定价公开发售的容器产品
订阅具有合同定价模型的基于容器的公开发售产品

1. 登录AWS Marketplace并找到具有合同定价模型的基于容器的软件产品。
2. 在存储库的采购页面，查看定价信息.

您可以看见单位以及每个期限（以月为单位）的费率。
3. 选择继续订阅(继续) 以开始订阅。

要在不订阅的情况下保存此产品，请选择保存到清单.
4. 通过查看定价信息并配置软件产品的条款来创建协议。

a. 选择合同期限：1 个月、12 个月、24 个月，或者36 个月
b. UNDER续订设置中，选择是否自动续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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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UNDER合同，为每个单位选择一个数量。

合约总价显示在定价详细信息。
5. 进行这些选择后，选择 Create Contract (创建合同)。

这些区域有：合同已向您收费AWS 账户并在中生成许可证AWS License Manager.

Note

最多可能需要 10 分钟才能处理订阅，并在软件产品的License Manager 帐户中生成许可证。

订阅具有合约定价私有报价的容器产品
订阅具有合同定价模型的基于容器的私有报价产品

1. 登录AWS Marketplace使用您的买家账户。
2. 查看专属优惠。
3. 在存储库的采购页面，查看定价信息.

您可以看见单位以及每个期限（以月为单位）的费率。
4. 选择继续订阅(继续) 以开始订阅。
5. 通过查看定价信息并配置软件产品的条款来创建协议。

合同期限已由卖方设定，无法修改。
6. UNDER合同，为每个单位选择一个数量。
7. 查看合约总价定价详情.

您也可以通过选择查看提议下其他可用优惠.
8. 进行这些选择后，选择 Create Contract (创建合同)。

Note

处理订阅可能需要长达 10 分钟的时间，也可能需要长达 10 分钟的时间AWS License Manager软件
产品的帐户。

访问软件
访问基于容器的软件产品

1. 在存储库的AWS Marketplace控制台，导航查看订阅查看软件产品的许可证.
2. 在存储库的采购页:

a. 选择管理许可证在中查看、授予访问权限和跟踪您的权利的使用情况AWS License Manager.
b. 选择 Continue to Configuration (继续配置)。

3. 在存储库的启动页面上，查看容器映像详细信息并按照提供的说明进行操作。

创建 Amazon EElastic Container Service (Amazon ECS) lastic Container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对您的 IAM 策略的权限。

{ 
   "Version":"2012-10-17", 
   "Stat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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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d":"VisualEditorO", 
         "Effect":"Allow", 
         "Action":[ 
            "license-manager:CheckoutLicense", 
            "license-manager:GetLicense", 
            "license-manager:CheckInLicense", 
            "license-manager:ExtendLicenseConsumption", 
            "license-manager:ListReceivedLicenses" 
         ], 
         "Resource":"*" 
      } 
   ]
}

查看生成的许可证
查看生成的许可证

1. 登录AWS License Manager用你的AWS 账户.
2. UNDER已授予许可证，查看所有已授予许可证。
3. 通过在中输入产品 SKU、收件人或状态来搜索许可证搜索bar.
4. 选择许可证 ID并查看License.
5. 您可以查看发布者(AWS/Marketplace）和授权（许可证授予使用、访问或使用权限的单位以及应用程序

或资源）。

修改现有合同
如果他们有容器产品的现有预付款，AWS Marketplace买家可以修改合同的某些方面。容器合同通过基于合
同条款的优惠来支持，而不是按小时或按年灵活消费定价 (FCP) 优惠。此功能只在AWS License Manager. 
买家可以在当前合同中相同优惠的权利范围内购买其他许可证。但是，买家无法减少合同中购买的权利数
量。如果卖家启用了自动续订订阅选项，买家也可以取消该选项。

Note

灵活付款时间表 (FPS) 合同优惠不可修改。对于购买的 FPS 合同，买家没有权利变更。权利是指使
用、访问或使用应用程序或资源的权利。FPS 优惠不可更改。

管理你的订阅

1. 在存储库的AWS Marketplace控制台，导航查看订阅并查看软件产品的许可证。
2. 在存储库的采购页面，选择管理许可证.
3. 从列表中选择查看术语.
4. 在 “合同选项” 部分，使用箭头增加您的权利。您不能将权利计数减少到购买的实体元素以下。
5. 合约详情和总价显示在定价详情部分.

取消自动续订订阅

1. 在存储库的AWS Marketplace控制台，导航查看订阅并查看软件产品的许可证。
2. 在存储库的采购页面，选择管理许可证.
3. 在存储库的订阅页面上，找到续订设置部分.
4. 确保您了解取消的条款和条件。
5. 选中该复选框可取消自动续订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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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启动容器软件AWS Marketplace
在您有效订阅容器产品后AWS Marketplace，下一步是按照卖家提供的其中一个配送选项中包含的说明启动
软件。中AWS Marketplace，一个传送选项是卖家提供的可选程序，用于在您的环境中启动他们的产品。对
于集装箱商品，卖家最多可以提供四种配送选项，它们可以使用不同的交付方式并代表软件的不同配置。例
如，卖家可能会创建一个发货选项，即用于测试产品的简单配置，另一个配送选项用于在企业内部大规模部
署。

您可以在以下位置查看哪些配送选项可用用量信息产品详情页面的部分AWS Marketplace. 每个配送选项都包
含有关支持哪些服务的信息，并提供软件版本的详细信息。服务示例包括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Service 
(Amazon ECS) 和正式 (Amazon ECS)。您可以选择用量说明查看卖家提供的有关如何使用产品的文档，例
如如何登录 Web 服务器或启动后配置。

Note

有关如何订阅和部署基于容器的产品的演练，您也可以参考以下视频：

• 部署AWS Marketplace亚马逊 ECS 集群上的容器(3:34)
• 部署AWS Marketplace使用Amazon ECS Anywhere ere 的基于容器的产品(5:07)

在任何地方使用 ECS 部署 AWS Marketplace 基于容器的产品

从启动容器软件AWS Marketplace
要从中启动容器软件AWS Marketplace

1. 登录到 AWS Marketplace。
2. 浏览AWS Marketplace，然后找到包含您要启动的软件的产品。您必须订阅该产品才能启动其软件。有

关在中查找和订阅容器产品的信息AWS Marketplace，请参阅查找和订阅容器产品 (p. 33).
3. 选择继续订阅此在产品详细信息页面上。
4. 选择 Continue to Configuration (继续配置)。如果您没有看到该按钮，则可能需要先接受条款，或者您可

能没有订阅该产品。
5. 中传送选项，从卖家提供的选项列表中选择一个配送选项。选择发货选项后，在支持服务，您可以看到

使用选定选项可以启动的服务。有关传送方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集装箱产品配送选项 (p. 38).
6. 选择继续启动.
7. 按照卖家提供的说明启动产品。每种配送选项的说明不同。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容器映像配送选

项启动 (p. 38) 或 使用 Helm 配送选项启动 (p. 39)。
8. 可选-选择用量说明查看卖家提供的有关产品启动后如何配置和使用产品的文档。

集装箱产品配送选项
您可以在以下位置查看可用的配送选项用量信息商品详情页面的部分。除了卖家提供的配送选项外，AWS 
Marketplace包括直接从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Registry (Amazon ECR) 中直接提取 Docker

由于配送选项由卖家提供，因此每种商品的名称和内容会有所不同AWS Marketplace. 尽管每种商品和卖家的
方法各不相同，但每个配送选项都必须有一个传送方式. 您可以将配送方式视为配送选项类型。集装箱产品的
两种可用交付方式是容器镜像和Helm 图.

使用容器映像配送选项启动

如需配送选项容器镜像配送方式，使用卖家提供的说明直接从 Amazon ECR 提取 docker 镜像，启动产品。
启动产品的一般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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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保您已安装最新版本的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AWS CLI）和 Docker。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 。将 Amazon ECR 与结合使用AWS CLI在里面Amazon Elastistry 用户指南.

2. 对您的 Amazon ECR 注册表进行 Docker 客户端身份验证。执行此操作的步骤将取决于您的操作系统。
3. 使用提供的亚马逊 ECR 镜像亚马逊资源名称 (ARN) 提取所有 docker 镜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提

取镜像在里面Amazon Elastistry 用户指南.
4. 查看卖家提供的任何使用说明或外部链接，了解有关使用产品的信息。

使用 Helm 配送选项启动
如需配送选项头盔交付方式，使用卖家提供的说明使用 Helm CLI 安装 Helm 图表来启动产品。您可以在现有 
Amazon EKS 集群上启动应用程序，也可以在自管理集群上启动应用程序EKS Anywhere、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 或本地。

Note

您的启动环境必须使用 Helm CLI 版本 3.7.1。有关Helm 版本列表，请参阅Helm 发布于 GitHub.

如果卖家已启用 QuickLaunch，你可以用它来启动应用程序。 QuickLaunch 是其中的一项功能AWS 
Marketplace它可以利用AWS CloudFormation以快速创建 Amazon EKS 集群并在其上启动应用程序。有关的
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 QuickLaunch，请参阅QuickLaunch 在AWS Marketplace (p. 40).

说明由卖家提供，每个卖家和产品的说明各不相同。启动带有 Helm 配送选项的产品的一般步骤如下。

发布带有 Helm 配送选项的产品

1. 按照中的第 1-6 步进行操作从启动容器软件AWS Marketplace (p. 38)，然后选择一个配送选项Helm 
图传送方式。

2. 中发射目标，选择您要在其上部署的环境：

• 选择Amazon 管理 Kubernetes在 Amazon EKS 中部署应用程序。如果卖家已启用 QuickLaunch，您
可以将其用于创建新的 Amazon EKS 集群并在其上启动。

• 选择自行管理的 Kubernetes在中部署应用程序EKS Anywhere或者在 Amazon EC2 或本地运行的任何 
Kubernetes 集群中。

3. 如果在Amazon 管理 Kubernetes群集：

a. 要在 Amazon EKS 中的现有集群上启动，请在启动方式，选择在现有集群上启动并按照启动说明. 
说明包括创建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角色和启动应用程序。确保你使用的是 
Helm CLI 版本 3.7.1。

b. 要使用 QuickLaunch 以创建新的 Amazon EKS 集群并在其上启动，请在启动方式，选择使
用以下命令在新的 EKS 集群上启动 QuickLaunch. 选择启动将被重定向到在中创建堆栈AWS 
CloudFormation控制台。该堆栈将创建一个 Amazon EKS 集群，并通过安装卖家提供的 Helm 图表
来部署应用程序。

c. 在快速创建堆栈页面，在中使用堆栈名称，请为该堆栈提供一个名称。
d. 查看中的信息参数拼贴并提供任何必要的信息。查看并选择中的致谢Capabilities然后选择创建堆栈.

Note

有关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 QuickLaunch，包括有关以下方面的信息AWS 
CloudFormation、堆栈和创建的 Amazon EKS 集群，请参阅QuickLaunch 在AWS 
Marketplace (p. 40).

4. 如果在中启动自行管理的 Kubernetes群集：

a. 确保你使用的是 Helm CLI 版本 3.7.1。
b. 选择创建令牌生成许可证令牌和 IAM 角色。该令牌和角色用于与进行通信AWS License Manager以

验证产品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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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账户的最大许可证令牌数为 10。
c. 选择以 CSV 格式下载下载包含生成的令牌信息的 .csv 文件。与所有密钥和密码一样，将 .csv 文件

存储在安全的位置。
d. 在中运行另存为 Kubernetes 的秘密在您的 Kubernetes 集群中将许可证令牌和 IAM 角色保存为机

密。在安装 Helm Chart 并启动应用程序时使用此密钥。AWS Marketplace使用密钥来验证此产品的
授权。

e. 在中运行使用令牌启动应用程序安装将应用程序部署到集群的 Helm chart。
f. 选择用量说明查看卖家提供的有关产品启动后如何配置和使用产品的文档。
g. 可选-在中使用提供的命令[可选] 下载构件在本地下载产品的容器镜像和 Helm 图表。

QuickLaunch 在AWS Marketplace
如果卖家已启用 QuickLaunch 在配送选项上，您可以使用它来创建 Amazon EKS 集群并向其部署容器应用
程序。与 QuickLaunch，你将使用AWS CloudFormation轻松配置和创建 Amazon EKS 集群并在其上启动容
器应用程序。与 QuickLaunch，您可以快速启动容器应用程序以进行测试。要使用 QuickLaunch，按中的步
骤操作使用 Helm 配送选项启动 (p. 39).

要创建可在其上部署应用程序的 Amazon EKS 集群，您需要创建一个 CloudFormation 堆栈。堆栈是可作
为单个单元管理的一系列 AWS 资源。堆栈中的所有资源均由堆栈的资源定义 CloudFormation 模板。中 
QuickLaunch，堆栈的资源包括创建 Amazon EKS 集群和启动应用程序所需的信息。有关堆栈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AWS CloudFormation，请参阅使用堆栈在里面AWS CloudFormation用户指南.

集群创建之后， QuickLaunch 通过在集群上安装卖家提供的 Helm chart 来启动应用程序。 QuickLaunch 在
创建堆栈的过程中为您处理这个问题，堆栈还会创建 Amazon EKS 集群。

机器学习产品
AWS Marketplace 将您通过 AWS Marketplace 订阅的机器学习产品划分到一个类别。产品类别为Machine 
Learning。此类别中的产品包括机器学习 (ML) 模型包和算法。

您可以从广泛的子类别中浏览和搜索数百个机器学习模型包和算法，这些子类别包括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
处理、语音识别、文本、数据、语音、图像、视频分析、欺诈检测和预测分析等等。

要评估模型的质量和适用性，您可以查看产品描述、使用说明、客户评价、示例 Jupyter 笔记本、定价及支
持信息。您可以直接从亚马逊部署模型 SageMaker 控制台，通过Jupyter笔记本电脑，与亚马逊 SageMaker 
SDK，或者使用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AWS CLI. 亚马逊 SageMaker 通过对所有商城产品运行静态
扫描，为运行训练和推理任务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方法是：对所有商城产品运行静态扫描。

亚马逊 SageMaker 模型包
网络 ACL 和安全组都允许 (因此可到达您的实例) 的发起 ping 的亚马逊 SageMaker 模型包是一个唯一的预
训练机器学习模型，由Amazon 资源名称 (ARN) 在Amazon 上标识 SageMaker. 买家使用模型包在Amazon 
中创建一个模型 SageMaker. 之后，该模型可与托管服务一起使用以运行实时推理，也可与批量转换一起使
用以在Amazon 中运行批量推理 SageMaker.

下图显示使用模型包显示使用模型包显示使用模型包显示使用模型包显示使用模型包在内。

1. 在 上AWS Marketplace，您可以找到并订阅模型包产品。
2. 您在中部署产品的推理组件 SageMaker 实时或分批执行推理（或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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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 SageMaker 算法
网络 ACL 和安全组都允许 (因此可到达您的实例) 的发起 ping 的亚马逊 SageMaker 算法是独一无二的亚马
逊 SageMaker 由 ARN 标识的实体。一个算法有两个逻辑组件：训练和推理。

下图显示使用算法产品的工作流程。

1. 在 上AWS Marketplace，您可以找到并订阅算法产品。
2. 使用产品的训练组件在Amazon 中使用输入数据集创建训练任务或优化任务，方法是：使用您在 Amazon 

中的输入数据集创建训练任务或优化作业 SageMaker 构建机器学习模型。
3. 当产品的训练组件完成时，它会生成机器学习模型的模型工件。
4. SageMaker 将模型项目保存在您的 Amazon S3 存储桶中。 
5. In SageMaker，然后您可以使用这些生成的模型工件部署产品的推理组件，以便实时或批量执行推理（或

预测）。

查找、订阅和部署
下图概述了在 Amazon 上查找、订阅和部署机器学习产品的流程 SageM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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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找并试用来自的模型AWS Marketplace
2. 订阅 ML 产品
3. 在Amazon 中部署模型 SageMaker
4. 使用安全 REST API API
5. 执行

• 实时推理
• Batch 转换作业

您只需要按实际使用情况付费，没有最低费用或前期承诺。AWS Marketplace提供算法和模型包的合并账
单，以及AWS基础架构使用费。

以下部分说明如何查找、订阅和部署 ML 产品。

主题
• 寻找机器学习产品 (p. 42)
• 订阅机器学习产品 (p. 42)
• 部署机器学习产品 (p. 43)

寻找机器学习产品
要找到亚马逊 SageMaker 模型包和算法

1. 登录到AWS Marketplace.
2. UNDER查找AWS Marketplace满足您需求的产品，请使用类别下拉菜单以查找子类别机器学习你感兴趣

的。
3. 您可以通过应用资源类型、类别和定价筛选器，细化您的搜索结果。
4. 在搜索结果中，访问产品详细信息页面。
5. 查看产品描述、使用说明、客户评价、数据要求、示例 Jupyter 笔记本、示例 Jupyter 笔记本，以及定

价及支持信息。

订阅机器学习产品
订阅 Amazon SageMaker 模型包和算法

1. 在产品详细信息页面上，选择继续订阅.
2. 在采购页面上，查看产品定价信息及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E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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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继续订阅.

部署机器学习产品
要部署亚马逊 SageMaker 模型包和算法

1. 导航到算法包确认您有效地订阅了算法或模型包，方法是你的Marketplace 软件.
2. 在上配置产品（例如，选择特定版本或部署区域）AWS Marketplace网站。

在您订阅模型包产品或算法产品后，它会被添加到您的产品列表中 SageMaker 控制台。您还可以使用
AWS开发工具包，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AWS CLI)，或者 SageMaker 控制台创建完全托管的 
REST 推理端点或对批量数据执行推理。

3. 查看Amazon SageMaker 通过选择商品详情页面Amazon SageMaker.
4. 来自亚马逊 SageMaker 控制台中，您可以使用 Amazon 部署模型包和算法 SageMaker 控制

台、Jupyter 笔记本、亚马逊 SageMaker CLI 命令或 API 操作。

有关在Amazon 上部署的更多信息 SageMaker，请参阅开始使用.

专业服务产品
AWS Marketplace包括来自的专业服务的产品AWS Marketplace卖家。您可以在中找到这些产品专业服务搜
索时的类别AWS Marketplace. 您通过以下方式订阅和购买这些商品AWS Marketplace，但您将与卖家合作设
置专业服务以满足您的需求。

购买专业服务
您可以在中搜索专业服务专业服务中的类别AWS Marketplace. 当您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商品时，请向卖家索取
报价。由于专业服务通常需要协同工作，因此您必须向卖家提供一些额外信息才能完成购买。您也可以利用
此机会协商定价以及需要解决的服务的任何其他细节。您将收到该产品的私人报价。有关私有优惠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专属优惠 (p. 59).

购买专业服务产品

1. 转到AWS Marketplace并登录到您的AWS账户，然后搜索并找到要购买的专业服务产品。
2. 在产品详细信息页面上，选择Continue.
3. 在存储库的请求服务页面上，添加卖家创建报价所需的其他信息，包括您的姓名、电子邮件地址、公司

名称以及对卖家有帮助的任何其他信息，包括业务需求、时间表和合同要求。
4. 卖家将通过您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与您联系，以确定您的报价详情。一旦你同意，卖家将向你发送一个

指向该报价的链接AWS Marketplace. 在浏览器中打开链接，然后登录您的AWSaccount.
5. 在您向卖家打开的采购页面上查看报价详情。确保报价适用于您期望的服务，以及您期望的价格。还要

检查条款——无论您是一次性支付还是一系列费用。如果优惠正确，请继续。否则，请联系卖家进行更
改。

6. UNDER配置合同，选择要用于合同的配置。例如，如果您正在购买支持合同，则可能有以下选
项：银、金币，或者铂合同，价格不同。

7. SelectCREATE以购买该服务。卖家应在 2 个工作日内联系你，提供使用该服务的说明。

SaaS 产品
对于软件即服务 (SaaS) 产品，您可以通过订阅产品AWS Marketplace，但在软件销售商的环境中访问该产
品。 AWS Marketplace提供以下定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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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模型
• 基于 SaaS 用量的订阅 (p. 44)
• SaaS 预付承诺 (p. 44)
• SaaS 免费试用 (p. 44)

基于 SaaS 用量的订阅
使用 SaaS 按用量订阅，软件销售商会跟踪您的用量，您只需按实际用量付费。这种 pay-as-you-go 定价模
式与许多AWS服务的定价模式相似。对 SaaS 产品使用量的计费将通过您的 AWS 账单进行管理。

SaaS 预付承诺
一些公司通过预先提供SaaS合同供购买AWS Marketplace。使用此选项，您可以为这些产品购买分散数量的
许可证或数据采集。然后，您可以通过您的账单提前向这些产品开具账单AWS 账户。例如，您可能购买一年
的 10 个用户访问许可证，也可能购买一年内每天 10 GB 的数据提取。

如果此选项可用，则软件即服务 (SaaS) 合同将显示在产品的详情页面上 “交付方式”。当您进行购买时，您将
被引导到产品的网站进行帐户设置和配置。然后，使用费用会显示在您的常规AWS 账户账单报告中。

使用 SaaS 合同进行订阅

1. 选择 Continue (继续) 以开始订阅。您可以选择所需的数量或单位、订阅长度（如果提供了多个选项）和
自动续订。

2. 进行这些选择后，选择 Create Contract (创建合同)。
3. 选择 Set Up Your Account (设置您的账户)，这会将您带到公司的网站。在配置账户和验证付款期间，您

将会在产品的 AWS Marketplace 详细信息页面上看到您的合同处于等待状态。 

配置完成后，产品页面上会提供设置账户的链接。当您登录AWS Marketplace账户时，该软件会显示在 “我的
Marketplace 软件” 下。现在您就可以开始使用该软件了。如果您未完成账户的设置流程，则当您重新访问该
产品时，系统会提示您完成设置AWS Marketplace。

使用您在软件公司网站上创建的帐户从该软件公司的网站访问软件订阅。您还可以在登录AWS Marketplace
账户时在 “我的 Marketplace 软件AWS Marketplace” 下找到您购买的任何软件订阅的网站链接。

SaaS 免费试用
一些供应商为其SaaS产品提供免费试用AWS Marketplace，以供评估。您可以搜索SaaS产品AWS 
Marketplace并筛选结果，以仅显示免费试用的产品。搜索结果显示哪些产品提供免费试用。所有免费试用产
品都会在产品徽标旁边显示免费试用徽章。在产品采购页面上，您可以找到免费试用期的持续时间以及试用
版中包含的免费软件使用量。

在免费试用期间或免费试用到期后，您可以通过协商私下报价或订阅公开报价来做出购买决定。SaaS 免费
试用不会自动转换为付费协议。如果您不再想要免费试用，则可以让免费试用过期。

您可以通过从AWS Marketplace控制台中选择 “管理订阅” 来查看您的订阅。
Note

每AWS 账户款产品只能免费试用 1 次。

订阅 SaaS 合同免费试用优惠
订阅 SaaS 合同免费试用优惠

1. 登录AWS Marketplace控制台并从AWS Marketplace菜单中选择 “探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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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优化结果面板中，转到免费试用并选择免费试用。
3. 对于交付方式，选择 SaaS。
4. 对于定价模式，选择 “预付承诺” 以查看所有提供免费试用的产品。所有符合条件的产品都会显示免费试

用徽章。
5. 选择需要的SaaS产品。
6. 从产品详细信息页面选择 “免费试用”。
7. 对于优惠类型，选择免费试用选项。
8. 对于 “购买”，选择 “创建合同”，然后选择 “接受合同”。
9. 选择 “设置您的帐户” 以完成注册并开始使用您的软件。

订阅 SaaS 订阅免费试用优惠
订阅 SaaS 订阅免费试用优惠

1. 登录AWS Marketplace控制台并从AWS Marketplace菜单中选择 “探索产品”。
2. 在优化结果面板中，转到免费试用并选择免费试用。
3. 对于交付方式，选择 SaaS。
4. 对于定价模式，选择 “基于使用情况” 以查看所有提供免费试用的产品。所有符合条件的产品都会显示免

费试用徽章。
5. 选择需要的SaaS产品。
6. 从产品详细信息页面选择 “免费试用”。
7. 对于优惠类型，选择免费试用选项。
8. 对于 “购买”，选择 “订阅”。

数据产品
您可以使用AWS Marketplace查找和订阅通过 AWS Data Exchange 提供的数据产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 。在AWS Data Exchange 上订阅数据产品中的AWS Data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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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产品付费
月初，您会收到Amazon Web Services (AWS) 的AWS Marketplace费用账单。对于软件产品，账单包括软件
的小时费用乘以此软件运行的任何 Amazon 系统映像 (AMI) 实例的小时数的计算结果。您还会收到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 Elastic Block Store 
(Amazon EBS) 以及其他AWS

如果您的总部AWS 账户位于欧洲、中东和非洲 (EMEA)，不包括土耳其和南非，并且您的购买来自符合
EMEA条件的卖家，则您将收到Amazon Web Services EMEA SARL (AWSEurope) 的账单。否则，您会收
到来自AWS Inc的账单。

Note

对于合同购买，订阅费发票在订阅时开具，而不是在合并的月度账单中开具。合同的灵活付款在预
定付款时开具发票。对于包含使用量部分（随用随付）的合同，使用量显示在您的合并月度账单
中。

AWS Marketplace使用复杂拓扑的产品可能会对所提供的AWS CloudFormation模板启动的 AMI 集群和其他
AWS基础设施服务产生费用。

例如，假设您在 EC2 小型实例类型上运行软件 720 小时。卖家的软件使用费为每小时 0.12 美元，EC2 的费
用为每小时 0.085 美元。月底时，您的费用为 147.60 美元。

有关订阅数据产品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Data Exchan ge 用户指南中的 AWS Data Exchange 上订阅数
据产品。

有关支付AWS账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Billing用户指南。

有关在 Amazon Web Services EMEA SARL (AWSEurope) 中管理付款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Billing用
户指南》AWSEurope中的 “管理付款”。

主题
• 为 SaaS 合同或专业服务产品指定采购订单号 (p. 46)
• 有关退款的信息 (p. 48)
• 取消您的产品订阅 (p. 48)
• 付款方式 (p. 49)
• 支持的货币 (p. 50)
• 更改您的首选货币 (p. 51)
• 更新汇款指令 (p. 51)

为 SaaS 合同或专业服务产品指定采购订单号
当您在中AWS Marketplace购买软件即服务 (SaaS) 合同或专业服务产品时，可以在结账过程中指定采购订
单号。此采购订单编号包含在您的采购发票和控制台的采购订单AWS Billing控制面板上。

先决条件

• 要使用对 SaaS 合同或专业服务产品的采购订单支持，您必须先授予AWS Marketplace访问权限才能
AWS 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代表您进行更改。有关如何授予AWS Marketplace这些权限的信
息，请参阅为 AWS Marketplace 创建服务相关角色 (p. 124)。因为AWS 账户这是其中的一部分AWS 
Organizations，这种集成必须从管理账户进行，采购订单支持适用于组织中的所有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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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在购买中添加采购订单编号的用户必须具有aws-marketplace:Subscribe权限，例如，通过使
用AWS托管策略： AWSMarketplaceManageSubscriptions (p. 115)。

为 SaaS 合同或专业服务产品指定采购订单

1. 像往常AWS Marketplace一样查找并准备购买SaaS或专业服务产品。
2. 在购买流程中，在配置您的软件订阅页面（适用于 SaaS）的采购订单框中，选择添加采购订单编号。
3. 在采购订单编号字段中输入您的采购订单号。

您的采购订单号是用于在系统中跟踪采购订单的数字或文本。它通常由内部系统或流程发布。最长可达 
200 个字符。

有关采购订单的详细信息，包括提供相同采购订单号的所有AWS Marketplace采购，可以在B 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 控制台的采购订单控制面板中找到。具有该采购订单号的每个 SaaS 合同或专业服务产品在采
购订单控制面板的采购订单详细信息中显示为单独的行项目。

采购订单疑难解答
下表中的信息可以帮助您解决采购订单问题，或了解不同情况下会发生什么。

情况 详细信息

采购订单不存在 AWS Marketplace为您创建新的采购订单。新的采
购订单有默认信息，没有联系信息。

采购订单通知最长可达 没有联系信息的采购订单（包括创建的采购订单
AWS Marketplace）不会收到电子邮件通知。您可
以在 “B 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 控制台的 “采
购订单” 控制面板中向采购订单添加联系信息。

添加的采购订单号不正确 如果您输入了错误的采购订单编号并需要更新，请
联系AWS Support以更新采购订单号。

订阅账户移至其他组织 要使采购订单在新组织中生效，必须在新组织中完
成集成。如果集成已完成，并且新组织中正在提供
采购订单支持，则当订阅帐户在组织之间移动时，
新发票将显示新组织中的采购订单编号（必要时还
会创建新的采购订单）。

结账时采购订单选项不可用 采购订单集成仅适用于具有合同定价的 SaaS 产
品。

随用随付的合同 合同发票显示采购订单编号，但消费发票（即用即
付）不显示采购订单号。随用随付不支持添加采购
订单号。

采购订单暂停 如果提供了采购订单编号，并且在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 控制台的采购订单控制面板中将采
购订单标记为暂停，则新行项目将添加到采购订单
中，但发票不包括采购订单。的计费管理员AWS 账
户需要激活采购订单，并联系AWS Support以使用
有效的采购订单重新生成发票。

采购订单最长可达 如果提供了采购订单编号，并且采购订单已过期，
则会创建新的行项目并将采购订单标记为有效。该
行项目的结束日期用作新的采购订单到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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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详细信息

余额跟踪 未为订单项目启用余额跟踪。AWS Marketplace

采购系统集成 综合采购系统提供的采购订单显示在发票上。

灵活的付款时间表——首次购买 具有特定开票日期（灵活的付款时间表）的合同会
在采购订单中以零美元生成初始细列项目。为每张
发票创建具有适用价格的附加单列项目。

灵活的付款时间表-多个采购订单 如果您需要单独付款，以便在不同的采购订单中显
示灵活的付款时间表，请联系AWS Support以更改
future 发票上的采购订单编号。

有关退款的信息
买家可以为AWS Marketplace商品申请不同类型的退款。对于销售的AWS Marketplace产品AWS，请参阅退
款政策页面，然后使用提交联系支持表格AWS Support Center Console。如果商品由第三方出售，请查看商
品详情页面上的退款政策。AWS Marketplace订阅软件费用支付给产品的卖家，必须直接向卖家申请退款。
每个AWS Marketplace卖家都必须在其AWS Marketplace页面上包含退款政策。

有关与您的AWS Marketplace购买相关的退款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Marketplace卖家指南中的以下主
题：

• 退款
• 产品定价

Note

对于与专属优惠有关的所有退款，请联系卖家。

取消您的产品订阅
您可以在中取消产品订阅或自动续订AWS Marketplace。以下步骤为中的软件即服务 (SaaS)、机器学习 
(ML) 和亚马逊机器映像 (AMI) 产品提供了指导AWS Marketplace。

主题
• 取消您的 SaaS 订阅 (p. 48)
• 取消您的机器学习订阅 (p. 49)
• 取消您的 AMI 订阅 (p. 49)
• 取消您的 SaaS 合同订阅的自动续订 (p. 49)

取消您的 SaaS 订阅
1. 登录 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AWS Marketplace 控制台。
2. 转到管理订阅页面。
3. 对于交付方式，请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SaaS。
4. 选择要取消的产品的订的订的要取消的产品的订的订的订的要取消的产品。
5. 选择 Cancel sub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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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您的机器学习订阅
在取消机器学习订阅@@ 之前，请执行以下操作：

• 对于 ML 算法 — 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Amazon SageMaker 控制台。终止所有正在运行
的算法训练作业。如果您使用算法创建了模型包，则在取消机器学习订阅后，您将无法启动实时终端节点
或创建批量推理作业。

• 对于机器学习模型包或根据您的算法创建的模型，请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Amazon 
SageMaker 控制台。终止模型的任何正在运行的实时终端节点或终止任何正在运行的批量推理作业。

Note

未终止的现有任务和终端节点将继续运行，并在终止之前计费。

取消机器学习订阅

1. 登录 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AWS Marketplace 控制台。
2. 转到 “我的订阅” 页面。
3. 选择要取消的产品的订的订的要取消的产品的订的订的订的要取消的产品。
4. 选择 Cancel subscription。取消订阅后，您将无法启动算法或模型。

取消您的 AMI 订阅
1. 登录 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AWS Marketplace 控制台。
2. 转到管理订阅页面。
3. 对于交付方式，请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亚马逊机器映像。
4. 选择要取消的产品的订的订的要取消的产品的订的订的订的要取消的产品。
5. 从 “操作” 下拉列表中，选择 “取消订阅”。
6. 阅读提供的信息，确认正在运行的实例由您的账户收费，然后选中复选框。选择是，取消订阅。
7. 在新选项卡中打开AWS控制台中管理。
8. 在 Amazon EC2 控制台中终止正在运行的实例。如果您有多个实例在运行，则必须终止所有实例。此

外，如果适用，您必须删除AWS CloudFormation堆栈。
9. 返回 “管理订阅” 选项卡，然后选择 “是，取消订阅”。取消订阅后，您将失去对软件的访问权限，并且不

再需要为此付费。

取消您的 SaaS 合同订阅的自动续订
1. 登录 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AWS Marketplace 控制台。
2. 前往商品详情页面。
3. 选择 “继续” 进入订购页面。
4. 选择 “修改续订” 选项卡，然后选择 “取消续订”。

付款方式
首次创建您的账户时AWS 账户，您为该账户设置了付款方式。您可以在 AWS Billing anagement 控制台中管
理您的付款方式。有关说明，请参阅《AWS Billing用户指南》中的 “管理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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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错误
如果在通过付款人账户处理付款时出现错误，请更新您的付款方式并重试。出现此事务

• 付款方式缺失、无效或不支持。
• 付款被拒绝。
• 您的亚马逊互联网服务私人有限公司 (AISPL) 账户使用合同定价模式限制使用借记卡或信用卡进行新购

买。如果您有 AISPL 账户，请联系 AWS 客户服务更新您的默认付款方式。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AWS Marketplace博客网站上的 AISPL 客户使用AWS Marketplace信用卡和借记卡购买限制。

• 您的私人报价包括付款时间表。但是，您的默认付款方式未设置为发票条款。

更新后的付款方式最多可能需要 7 天才能用于新购买。如需疑难解答方面的帮助，请联系AWS Support。

支持的货币
以下列表包括Amazon Web ServicAWS es EMEA SARL 的所有现有支持货币。

Note

不支持印度卢比（INR），因为目前不支持亚马逊互联网服务私人有限公司（AISPL）AWS 
Marketplace。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账户和 AISPL 账户之间有何区别。

Amazon Web Services 支持的货币如下：

• 澳元 (AUD)
• 英镑 (GBP)
• 加元 (CAD)
• 丹麦克朗 (DKK)
• 欧元（欧元）
• 港元 (HKD)
• 日元 (JPY)
• 新西兰元 (NZD)
• 挪威克朗 (NOK)
• 新加坡元 (SGD)
• 南非兰特 (ZAR)
• 瑞典克朗 (SEK)
• 瑞士法郎 (CHF)
• 美元 (美元)

Amazon Web Services EMEA SARL 支持的货币如下：

• 英镑 (GBP)
• 丹麦克朗 (DKK)
• 欧元（欧元）
• 挪威克朗 (NOK)
• 南非兰特 (ZAR)
• 瑞典克朗 (SEK)
• 瑞士法郎 (CHF)
• 美元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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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您的首选货币
您的AWS Marketplace购买以您为自己指定的货币显示AWS 账户。您可以在AWS 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控制台中更改账户的首选货币。有关说明，请参阅AWS Billing用户指南中的更改用于支付账单
的货币。

Note

更改您的首选货币会更改您的汇款指令。要查看更新的汇款指示，请查看您的AWS Marketplace发
票或在AWS 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控制台中查看账户设置页面。

更新汇款指令
AWS 账户总部位于欧洲、中东和非洲 (EMEA)（不包括土耳其和南非）的客户从符合 EMEA 资格的卖家
那里购买了软件产品，则会收到Amazon Web Services es EMEA SARL 的账单。Amazon Web Services 
EMEA SARL (AWSEurope) 发票的汇款指令与, Inc. 不同。登录AWS 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控制
台后，您可以在账单上找到汇款信息。AWS发票汇款信息部分下所列的银行账户不同于AWS Cloud通过亚马
逊 Web Services EMEA SARL 购买的服务。Amazon Web Services EMEA SARL 使用卢森堡持牌电子货币
机构 Amazon Payments Europe, S.C.A. 作为其AWS Marketplace发票的付款处理器。所有发票必须全额结
算。任何未涵盖发票全额的付款都将退还到您的银行账户。

下表概述了交易类型、交易实体和相应的汇款指令（在发票电子资金转账明细下列出的账户名称）。

事务 Tervice 汇款指令

AWS Cloud服务购买 Amazon Web Services Amazon Web Services

符合条件的AWS Marketplace卖
家

Amazon Web Services 亚马逊欧洲支付，南卡罗来纳州

不符合资格的AWS Marketplace
卖家

AWSInc. AWS

要申请汇款指示的银行信函，请选择账单或账户支持，然后在联系人处创建账户和账单支持案例AWS或发送
电子邮件至 <awslux-receivables-support@email .amazon.com>。

有关如何将您的货币偏好更改为支持的货币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Billing用户指南》中的更改用于支付
账单的货币。

Amazon Web Services es EMEA SARL 接受通过电子资金转账 MasterCard、VISA 和美国运通信用卡付
款。不接受 Diner's Club 或 Discover 信用卡。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Marketplace买家税务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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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分配标记
AWS Marketplace支持对您购买的软件产品进行成本分配标记。您可以使用激活的成本分配标签，通过成本
和使用情况报告AWS Cost Explorer、AWS预算或其他云AWS成本分析工具来识别和跟踪AWS Marketplace
资源使用情况。为了便于对AWS Marketplace成本分配报告上组织您的资源成本。

中的成本分配标签AWS Marketplace来自以下两个来源：

• 与带标签的 EAMI (Amazon E2) 实例相关的Amazon 机器映像 (Amazon E2) 实例的相关成本。您可以在
AWS 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控制台中为账户激活这些标签作为成本分配标签。有关在 AMI 产品上
使用成本分配标签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MI 产品中的成本分配标签 (p. 22)。

• AMI、容器和软件即服务 (SaaS) 产品可能具有供应商提供的标签。例如，按用户数量计费的 SaaS 产品可
以使用标签按部门识别使用情况。有关使用这些标签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按供应商计量的标签 (p. 52)。

成本分配标签仅在Bilg ang Cot Managet Managet Managet Managet Managet Managet Managet 只有AWS 
账户所有者、AWS Organizations管理账户所有者和具有相应权限的用户才能访问账户的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 控制台。无论您是否使用成本分配标签，向您收取的费用都没有变化。是否使用成本分配标签
对AWS Marketplace软件产品的功能没有影响。

对于符合 EMEA 资格的卖家的订阅，成本和使用情况报告包含一列（Amazon Web Services EMEA 
SARL）。AWS

按供应商计量的标签
AWS Marketplace采用供应商计量的产品（包括 AMI、容器和 SaaS 产品）可能带有软件供应商提供的标
签，作为为其客户提供的附加服务。这些标签是成本分配标签，可帮助您了解供应商提供的指标中的AWS 
Marketplace资源使用情况。您可以使用这些标签通过AWS Cost Explorer Service、AWS Cost and Usage 
Report、AWS Budgets或其他云成本分析工具识别和跟踪AWS Marketplace资源使用情况。

在您开始使用AWS Marketplace产品并且供应商将计量记录发送到后，标签会出现在您的AWS Billing控制
台中AWS Marketplace。如果您使用的是基于合同中预先承诺的产品，则不会收到该产品的计量使用量。
因此，您的AWS Billing主机中将不会有按供应商计量的标签。如果您管理的是关联账户，则必须同时具
有ModifyBilling和权ViewBilling限才能查看和激活中的标签AWS Billing。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账单用户指南中的 AWS 账单操作策略。

Note

激活供应商计量标签可能会增加您的成本和使用情况报告的大小。您的成本和使用情况报告存储在 
Amazon S3 中。因此，您的Amazon S3成本也可能会增加。

为所有符合条件AWS Marketplace的产品激活供应商计量标签

1. 登录 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AWS Billing 控制台。然后从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成本分配标
签。

2. 选择AWS生成的成分配标签标签。
3. 搜索aws:marketplace:isv:以查找支持供应商计量标签的所有产品的标签。
4. 选中所有标签的复选框，然后选择激活。您的供应商计量标签将在 24 小时内生效。

相关主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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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Billing 用户指南》中的使用成本分配标签
• 在《AWS Billing用户指南》中激活 AWS 生成的成本分配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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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Marketplace
私有市场控制您的AWS 账户用户（例如业务用户和工程团队）可以从哪些产品中采购AWS Marketplace。它
建立在经批准的AWS Marketplace独立软件供应商 (ISV) 和符合其内部政策的产品的基础之上，并使您的管
理员能够创建和自定义精选的数字目录。您的用户AWS 账户可以从您的私有市场查找、购买和部署经批准的
产品，并确保所有可用产品都符合您组织的政策和标准。

您的私有市场在您的组织内共享。使用 AWS Organizations，您可以创建一系列关联的帐户以获取权限和付
款。您可以创建一个或多个私有市场体验，这些体验与您组织中的一个或多个账户相关联，每个账户都有自
己的一组经批准的产品。您的管理员还可以使用公司或团队的徽标、消息和配色方案将公司品牌应用于每个
私有市场体验。

除了对这些产品的精细控制外，AWS Marketplace私人市场还为您提供了广泛的产品目录可供选择。

本节介绍如何使用私有市场作为产品购买者。有关以管理员身份管理私有商城的信息，请参阅创建和管理 
Private Marketplace (p. 55)。

注意

• 您可以将与您共享的私有产品（通过私人报价）添加到私有市场。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在私有
市场订阅私有产品  (p. 54)：

• 在私有市场中，客户自动有权购买其最终用户许可协议受AWS客户协议或其他AWS有关使用的协
议约束的任何产品AWS 服务。默认情况下，买家已有权购买这些商品；因此，他们不包含在您在
私有商城批准的商品列表中。客户可以使用Service Catalog 来管理这些产品的部署。

查看产品详细信息页面
用户只能订阅您在管理账户的私有市场中允许的产品。他们可以浏览和查看任何商品的详情页面，但只有您
已添加到私有商城的商品才可订阅。如果产品目前不在您的私有商城中，则用户会在页面顶部看到红色横
幅，指出该产品未获准采购AWS Marketplace。

如果启用了软件请求，则用户可以在产品详细信息页面上选择创建请求。当用户选择创建请求时，他们
会向管理员提交请求，要求在您的私人市场上提供该产品。有关此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管理用户请
求 (p. 57)。

在 Private Marketplace 中订阅产品
要以用户身份在您的私有市场订阅产品，请导航到该产品的详细信息页面并选择继续。这会将您重定向到产
品的订阅页面。在订阅页面上，您可以选择配置，然后选择 Subscribe (订阅)。

如果产品未在您的 Private Marketplace 中获得批准，则 Subscribe (订阅) 不可用。页面顶部会显示一个红色
横幅，表明该产品当前未获得采购批准。如果启用了软件请求，您可以选择 Create request (创建请求) 以向
管理员提交请求，请求将产品添加到您的 Private Marketplace。

在私有市场订阅私有产品
有些产品不公开发布，可供浏览AWS Marketplace。只有当卖家向您提供私人报价时，才能看到这些产品。
但是，只有当您的私有市场管理员首先将产品添加到您的私有市场时，您才能订阅。因此，私人优惠必须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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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您AWS 账户和包括您组织的私有市场管理员在内的账户。将私有优惠扩展到用户和管理员后，私有市
场管理员可以将产品添加到您的私有市场。产品获得批准后，您可以像订阅任何其他私人优惠一样订阅该产
品。

请求将产品添加到您的私有市场
作为用户，您可以请求管理员添加不在您的私有市场中的产品。要提出请求，请导航到产品的详细信息页
面，选择 Create request (创建请求)，输入让管理员将商品添加到您 Private Marketplace 的请求，然后提
交请求。要追踪您的请求状态，请在左侧下拉菜单中选择 Your Private Marketplace Requests (您的 Private 
Marketplace 请求)。

创建和管理 Private Marketplace
要创建和管理私有市场，您必须拥有 IAM 政策中的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WSPrivateMarketplaceAdminFullAccess AM) 权限。有关将此策略应用于用户、组和角色的更多信息，请
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创建私有市场管理员” (p. 125)。

本部分包含您可以作为私有商城管理员通过AWS Marketplace网站完成的任务。您还可以使用管理私有市场
AWS Marketplace Catalog API。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Marketplace Catalog API参考文献中的与私有
商城合作。

创造私有市场体验
您的私有市场由一个或多个私有市场体验组成。每种体验都与您组织中的一个或多个账户相关联（如果您
AWS 账户不是组织的成员，则您有一个与一个账户关联的私人商城体验）。要创建您的私有Marketp lace，
请导航到私有市场，选择左侧的体验页面，然后选择创建体验。

Note

如果您AWS 账户是组织的一员，则必须使用组织的管理账户创建第一个私有市场体验。创建体验
后，您可以管理体验，也可以从具有正确 IAM 权限的任何账户创建其他体验。

创建私有商城后，您可以从<user name>任何页面右上角的 “你好” 下拉列表中选择 “您的私有Marketplace”，
返回私有商城管理AWS Marketplace页面。

您的私有商城体验是在没有获得批准的产品、没有品牌元素的情况下创建的，并且与您的组织中没有任何账
户相关联。默认情况下它不处于活动状态。以下主题介绍如何管理您的私有市场体验，包括启用该体验。

将产品添加到您的私有市场体验中
为私有商城体验添加商品

1. 在私有Marketplace 管理员页面上，在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体验。然后，在产品选项卡上，选择所有 
AWS Marketplace 产品。您可以按产品名称或卖家名称进行搜索。

2. 选中要添加到 Private Marketplace 中的每个产品旁边的复选框，然后选择 Add to Private Marketplace 
(添加到 Private Marketplace)。

Note

您也可以选择红色横幅上的 “添加到私有Marketplace” 按钮，直接从商品详情页面添加产品。如果红
色横幅不在商品详情页面上，则该商品已经在您的私有商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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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以通过从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 “批量添加/删除产品”，一次将多个产品添加到多个体验中。

在您的私有市场体验中验证产品
验证产品在您的私有商城体验中获得批准

1. 在私有Marketplace 管理员页面上，在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体验。
2. 选择已批准的产品。所有批准的产品都显示在批准列表中。

Note

如果您使用的账户与您正在编辑的体验相关联，并且该体验已启用，那么您也可以直接在AWS 
Marketplace控制台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marketplace) 中查看产品。任何搜索结果中
的所有商品如果是您的私有商城的一部分，则会显示批准采购徽章。

自定义您的私有市场体验
在 Pri vate Marketplace 管理员页面上，在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 “体验”，然后选择 “个人资料” 选项卡以配置
您组织的私有市场个人资料。您可以添加徽标、添加标题和自定义用户界面以使用组织的配色方案。个人资
料页面上提供了自定义您的私有市场的说明。

为私有市场体验添加账户
单一的私有市场体验可以管理组织中的一个或多个账户。要对此进行管理，您可以创建账户组并将其与私有
商城体验关联起来。

账户组是您希望使用相同体验的账户列表。要创建账户组，请从 AWS Private Marketplace 管理员页面选择
左侧导航窗格中的账户组。选择创建账户组，然后输入您想要加入该组的账户的名称、描述和账户 ID 列表。
选择要将账户组关联到的私有商城体验。

Note

组织中的帐户是分层的。如果您向账户组添加账户，则默认情况下，其子账户将位于账户组中。您
可以通过将他们放入与不同的私有市场体验相关的另一个账户组来覆盖此设置。

要为组织中的所有账户创建单一账户组，您只需添加根账户 ID 即可。

Note

在 2021 年 1 月之前创建私有商城的私有市场管理员拥有一个默认账户组，该群组仅包含其作为成
员的组织管理账户。这适用于所有账户。按照上述说明为组织中的其他账户创建其他账户组。

一个账户只能在单个账户组中。

您还可以使用 “账户组” 部分中的 “附加到另一个体验” 操作，将账户组的关联从一种体验更新到另一种体验。

配置您的 Private Marketplace
在您对体验的商品列表、商城的品牌设置和相关的账户组感到满意后，您就可以将您的私有市场上线了。在
AWS Private Marketplace 管理员页面上，在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体验，然后选择要启用的体验。在 “设置” 
选项卡上，您可以在 “上线”（启用）和 “未上线”（禁用）之间更改私有市场状态。

您也可以选择允许用户提交软件请求和软件请求。如果软件请求处于开启状态（已启用），则最终用户可以
在产品详情页面上选择创建请求，向管理员提交在您的私有市场上架该产品的请求。默认情况下，软件请求
处于启用状态，并且只能在启用私有市场时修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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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的私有市场上线时，最终用户只能购买您批准的产品。当 Private Marketplace 处于禁用状态，您将保留
产品列表。但是，禁用私有市场会解除对AWS Organizations组织中用户的限制。因此，他们可以在公共场
合订阅任何产品AWS Marketplace。

启用私有市场不会中断在 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 实例上运行的活跃Amazon EC2. 
作为最佳实践，请确保您的组织中当前使用的所有AWS Marketplace产品都包含在您的私有市场中。在私有
市场上线之前，制定计划停止使用未经批准的产品，这也是最佳做法。私有市场上线后，所有新订阅或续订
均受私有市场目录中批准的产品管辖。

Warning

启用您的私有市场时，如果这些产品不包含在私有市场中，则这些产品的使用可能会中断。用户无
法订阅不在您的私有市场中的产品，甚至无法替换或更新现有产品。

使用私有产品
有些产品不公开发布，可供浏览AWS Marketplace。只有当卖家向您提供私人报价时，才能看到这些产品。
卖家的私人报价包括指向该产品的链接。您可以从页面顶部横幅将产品添加到私有市场。

Note

如果您想从组织中的其他账户订阅私有产品，则卖家必须在私人优惠中包含您的账户AWS 账户（将
产品添加到私有市场）和用户账户（订阅产品）。

要从您的私有市场中移除私有产品，您必须联系SuAWS Marketplace pport 人员。

管理用户请求
您可以允许用户使用软件请求功能提交将产品添加到其私有市场目录的请求。为此，请导航至您的私有市场
的管理员页面，在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体验，然后选择要管理的体验。从 “产品” 选项卡中，选择 “待处理请
求”。在这里，您可以查看您的用户提出的将产品添加到其私有市场目录的请求。

您可以从此页面添加任意数量的请求产品，方法是先选中每个请求产品名称旁边的复选框，然后选择 Add to 
Private Marketplace (添加到 Private Marketplace)。同样，您也可以通过选择 “拒绝” 来拒绝一个或多个选定
请求。要查看有关产品（或其软件请求）的更多信息，请在该请求的 “详细信息” 列中选择 “查看详细信息”。

当您拒绝产品请求时，您可以添加原因并阻止将future 商品的请求（阻止）。屏蔽产品不会阻止您将该产品
添加到您的私有市场，但确实会阻止您的用户请求该产品。

归档和重新激活私有市场体验
您可以通过归档来删除私有商城体验。存档的体验无法更新或用于管理组织中的账户。如果您的账户组与
存档体验相关联，则可以将它们与不同的体验关联起来。如果决定稍后使用该体验，可以随时将其激活该体
验。创建体验的账户的管理员有权存档和重新激活体验。

Note

存档体验之前，您必须先将其禁用该体验。有关禁用体验的信息，请参阅配置您的私人市场。

归档一项或多项私有市场体验

1. 在私有Marketplace 管理员页面上，在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体验。
2. 在活动体验选项卡上，选择一个或多个体验。
3. 选择存档体验。

Note

如果一项或多项体验的状态为 “上线”，则必须选择 “使体验离线” 以使其离线。

57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buyerguide/buyer-support.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buyerguide/private-catalog-administration.html#configure-your-private-marketplace


AWS Marketplace 买家指南
归档和重新激活私有市场体验

4. 要验证是否要存档体验，请在文本框中键入confirm（全部小写）。
5. 选择 Archive (存档)。

Note

您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存档体验：选择体验，在 “设置” 选项卡上选择 “管理模式” 下的 “存档体
验”，然后选择 “保存”。

重新激活一项或多项私有市场体验

1. 在私有Marketplace 管理员页面上，在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体验。
2. 在存档体验选项卡上，选择一项或多项体验。
3. 选择 “重新激活”。
4. 要验证是否要重新激活体验，请在文本框confirm中键入。
5. 选择 “重新激活”。

Note

您也可以通过选择体验，在 “设置” 选项卡的 “管理模式” 下选择 “重新激活体验”，然后选择 “保
存” 来响应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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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属优惠
AWS Marketplace卖家私募功能使您能够从卖家那里获得未公开的产品定价和最终用户许可协议条款。您与
卖家协商定价和条款，然后卖家为您指定的AWS账户创建私人报价。您接受专属优惠，并开始接收协商的价
格和使用条款。

每个专属优惠具有专门为您的账户提供的定价和许可条款。产品卖家向您提供专属优惠，并且优惠具有设定
的到期日期。如果您在到期日期之前未接受专属优惠，根据专属优惠适用的产品类型，您将自动转变为产品
的普通优惠或不再订购该产品。

如果您使用的是中的整合账单功能AWS Organizations，则可以接受来自组织管理账户或成员账户的私人报
价。如果您接受管理账户，则可以与组织中的所有成员账户共享私人优惠。之前订阅该产品的会员账户还必
须接受新的私人报价，才能从定价中受益。或者，对于 AMI 和容器产品，您可以使用License Manager 将管
理账户中的AWS许可证共享给成员账户。之前未订阅该产品的成员账户必须接受私人优惠才能部署该产品。

有关整合账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Billing用户指南中的 Organizations 整合账单。在开始使用您的专属
优惠时，请记住以下要点。

• AWS Marketplace买家可以访问第三方融资服务以获取私人优惠。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现在提供客户融
资AWS Marketplace。

• 您使用专属优惠所购买的软件产品不存在任何不同。您使用专属优惠购买的软件的行为和您不使用专属优
惠购买的软件一样。

• 与任何其他 AWS Marketplace 产品一样，您购买的享受专属优惠的产品订阅显示在您的月度账单上。您可
以使用详细账单查看每个 AWS Marketplace 购买产品的使用情况。您的每个专属优惠具有一个与每种使用
类型对应的行项目。

• 订阅专属优惠不需要启动新的软件实例。接受专属优惠将修改价格以对应于专属优惠价格。如果产品提供
一键式启动，则客户可部署软件的新实例。如果产品默认为一键式启动，您可以接受专属优惠而无需启动
新实例。要启动新实例而不进行部署，请在产品交付页面上选择 Manual Launch (手动启动)。您可以使用 
Amazon Compte ClouAWS Marketplace d。

• 当卖家向您延长专属优惠时，您会在专属优惠中包含的账户上收到确认。专属优惠将链接到特定软件买家
的已列出账户。软件卖家为您指定的账户创建专属优惠。每个专属优惠最多可提供给 25 个账户。

• 当您接受专属优惠时，它将成为您与卖家之间的协议（也称为合同 或订阅）。
• 卖家可以提议升级或续订您购买的 SaaS 合同或带消费产品的 SaaS 合同。例如，卖家可以创建新的专属

优惠来授予新权限、提供定价折扣、调整付款计划或更改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EULA) 以使用标准化许可条
款。

这些续订或升级是对您已接受的原始专属优惠的更改，您使用相同的流程来接受它们。如果您接受新的升
级或续订专属优惠，则新的协议条款将立即生效，不会中断软件服务。将取消任何以前的条款或剩余的计
划付款，并替换为此新协议的条款。

• 可以在 AWS Marketplace 中的 Your Software (您的软件) 下面查看您的所有年度软件订阅。如果年度订阅
是一个账户使用 AWS Organizations 为整合账单购买的，则会在整个关联账户系列中共享该订阅。如果购
买账户没有任何运行的实例，年度订阅将计入运行该软件的另一个关联账户中的使用量。有关年度订阅的
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AMI 订阅” (p. 19)。

• 在专属优惠过期时，您无法订阅该优惠。但是，您可以联系卖家。要求卖家将当前报价的到期日期更改为
future 日期，或者为您创建新的私人报价。

符合专属优惠条件的产品类型
您可以获得以下产品类型的私人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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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类型 描述

数据产品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Data Exche

SaaS 合同 如果签订软件即服务 (SaaS) 合同，您可以承诺为预
期使用 SaaS 产品预付款，或者与卖家协商灵活付
款计划。合同期限为一个月、一年、两年或三年，
或者选择以月为单位的自定义期限，最多 60 个月。
如果您承诺预付款，则会提前向您收取产品软件的
使用费用。

如果卖家提供灵活付款计划，您会在付款计划中的
对应日期收到专属优惠中所列出金额的账单。

对于超出合同使用量的使用量，卖方还可能提供协
议 pay-as-you-go 价格。

SaaS 订阅 订阅 SaaS 即表示您同意产品的使用价格。卖家在 
AWS Marketplace 中跟踪和报告您的使用情况，并
向您收取使用费用。

AMI 小时 对于 Amazon 系统映像 (AMI) 小时，您可以协商使
用 AMI 的小时费率，舍入到最接近的小时。

AMI 每小时一次，每年 使用 AMI 每小时和每年，您可以协商每种实例类型
的每小时和长期定价。长期定价适用于私募期限，
可以介于 1 天到 3 年之间。如果卖家创建的私有报
价没有灵活的付款时间表，则您可以按照私有报价
中确定的每小时价格运行 Amazon EC2 实例，也可
以选择在合同期限内按私募中设定的长期价格购买
预付款。如果卖家创建了具有灵活付款时间表的私
人报价，则无论使用情况如何，您都将按照私人报
价中列出的金额的付款计划日期向您收费。在这种
类型的私有优惠中，卖家可以为每种实例类型提供
多个 Amazon EC2 实例，您无需支付每小时价格即
可运行这些实例。然后，任何超出所含金额的使用
量都将按私人优惠中设定的每小时价格收费。

AMI 合约 使用 AMI 合同，您可以协商合同价格和合同期限，
可以在 1 到 60 个月之间。如果卖方在没有灵活的付
款时间表的情况下创建私人报价，则在接受时，您
可以根据私募报价中设定的价格和选项配置合约。
如果卖家创建了具有灵活付款时间表的私人报价，
则按私人报价中列出的金额向您收取付款计划日期
的账单。在这种类型的私募报价中，卖方在私募报
价中配置合约，在接受报价时无法对其进行配置。

容器产品 对于容器产品，您可以按容器、任务或自定义单位
协商所使用的容器产品的小时或年度定价，使其与
您购买的产品相匹配。容器产品私有优惠与 AMI 产
品私有优惠相匹配。

专业服务 所有专业服务均为私人优惠。您必须与买家合作才
能创建私人报价。参阅 专业服务产品 (p. 43) 了解更
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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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接受专属优惠
就典型的私人报价进行谈判时，除非您使用第三方融资，否则您在接受报价时支付报价的全部金额。通过第
三方融资，金融机构代表您支付合同，并根据商定的付款时间表向您开具发票。在接受私人报价之前，请验
证贵公司的账单结构、AWS账单付款方式和税务设置。

验证您的 AWS 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 首选项
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 是一项服务，可用于支付AWS账单、监控使用量和预算成本。您可以使用中的
AWS Organizations整合账单功能合并多个或多个 Amazon Internet Services Pvt. Ltd (AISPL) 账户的账单和
付款。中的每个组织AWS Organizations都有一个管理账户，负责支付所有成员账户的费用。管理账户称为
付款人账户，成员账户称为关联账户。在谈判私人报价之前，请验证您的公司如何支付AWS账单以及私人报
价是针对哪个AWS账户提出的。

验证您的付款方式
在接受私人报价之前，请验证您的付款方式是否支持支付私人报价的全部费用。要验证您的支付方式，打开 
Billing and 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billing/。

Note

如果私人报价是具有灵活付款时间表的 SaaS 或 AMI 合同，则在接受报价之前必须开具发票。

验证您的税务设置
如果您的公司符合免税资格，请验证您的税收设置。要查看或修改您的税务设置，请登录到 AWS 
Management Console，然后在账户设置中查看税务设置。有关税务登记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如何添加或更
新我的 AWS 账户的纳税登记号或公司法定地址？ 。

查看和订阅专属优惠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之一查看私人优惠：

主题
• 查看和订阅私人优惠列表中的私人报价 (p. 61)
• 通过卖家提供的链接查看和订阅私人报价 (p. 62)
• 从产品页面查看和订阅私人报价 (p. 62)

查看和订阅私人优惠列表中的私人报价
从扩展到您的私人优惠列表中查看和订阅私人优惠AWS 账户

1. 登录 AWS Marketplace 控制台。
2. 导航到私人优惠页面。
3. 在私人报价页面的可用报价选项卡上，为感兴趣的报价选择报价 ID。
4. 查看并订阅私人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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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卖家提供的链接查看和订阅私人报价
通过卖家发送给您的链接查看和订阅私人报价

1. 登录 AWS Marketplace 控制台。
2. 点击卖家发送的链接直接访问私人报价。

Note

在登录正确的账户之前点击此链接将导致 “找不到页面 (404)” 错误。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当我点击优惠编号查看私人优惠时，出现 “找不到页面 (404)” 错
误 (p. 62)：

3. 查看并订阅私人优惠。

从产品页面查看和订阅私人报价
从产品页面查看和订阅私人优惠

1. 登录 AWS Marketplace 控制台。
2. 导航到产品的产品页面。
3. 查看页面顶部的横幅，其中显示了该优惠的私有优惠、优惠编号和到期时间。
4. 选择优惠编号。
5. 查看并订阅私人优惠。

Note

如果您具有该产品的多个专属优惠，则会在 Offer name (优惠名称) 下面显示每个优惠。如果您当前
有该产品的合同，则该报价旁边会出现 “正在使用” 图标。

Troubleshooting private offers
如果您在中使用中的AWS Marketplace P ri vate。

问题
• 当我点击优惠编号查看私人优惠时，出现 “找不到页面 (404)” 错误 (p. 62)
• 这些建议都不起作用 (p. 63)

当我点击优惠编号查看私人优惠时，出现 “找不到页面 
(404)” 错误
• 检查您的登录状态是否正确AWS 账户。卖家将私人优惠扩展到特定AWS 账户 ID。
• 查看AWS Marketplace控制台中 “私人优惠” 下的 “已接受和已过期优惠” 选项卡，查看私有优惠是否已过

期。如果优惠已过期，请与卖家合作，将新优惠扩展到您的账户。
• 检查您是否使用的是私人市场。

• 确保该产品在您的私人商城的允许列表中（如果适用），以便您可以购买该产品。如果您不确定，请联
系您的系统管理员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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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是否允许列出账户 ID 以查看私人优惠。一些 ISV 使用有限的列表。询问 ISV 他们是否允许列出您
的账户查看产品。允许上架对于 AMI 商品的有限上架是必要的。

• 如果您需要查看优惠，请AWS咨询您的管理员，确认您拥有aws-marketplace:ViewSubscriptions
IAM 权限。有关AWS Marketplace安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Marketplace 的安全性 (p. 105)。

• 在AWS Marketplace控制台的 “私人优惠” 下查看该优惠是否存在。如果您在AWS Marketplace控制台的 
“私人报价” 下找不到报价，则可能是因为卖家已将报价扩展到其他AWS 账户 ID。

这些建议都不起作用
如果之前的建议都没有解决 HTTP 状态代码 404（找不到）错误，请尝试在浏览器中执行以下操作：

• 清除缓存。
• 删除 Cookie。
• 注销，然后重新登录。
• 使用隐身或私密浏览模式。
• 尝试其他浏览器。我们建议不要使用Internet Explorer。

如果您已完成所有故障排除建议，但仍收到 “找不到页面” 错误，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mpcustdesk@amazon.com> 寻求帮助。

私人优惠页面进入AWS Marketplace
在AWS Marketplace “私人优惠” 页面中，列出了所有已扩展到您的AWS 账户私人和公共产品的私人优惠。
将显示每种产品的所有可用报价。您可以为每种产品接受一个报价。

了解私人优惠页面
您可以通过登录AWS Marketplace控制台并导航到私人优惠来查看您的私人优惠页面。适用于您的私人优惠
AWS 账户列在私人优惠下，包括优惠编号、产品、注册卖家（ISV 或渠道合作伙伴）、出版商、有效协议
（如果适用）和优惠到期日期。您可以为感兴趣的报价选择报价 ID 以查看优惠详细信息并订阅私人报价。

私人优惠页面包含以下信息：

• 可用优惠选项卡列出了扩展到您的账户且可供接受的私人优惠。此选项卡上的报价 ID 链接与卖家可能向您
提供的用于访问私人报价详情的链接相同。

• “已接受和已过期的报价” 选项卡列出了您接受并最终创建协议的报价。它还列出了已达到卖家设定的报价
到期日期的报价。在向卖家续订时，此选项卡可用于检索之前的报价编号和协议编号（如果有）。如果报
价达成协议且协议处于有效状态，则您可以选择该协议来查看订阅详情页面。

有关修改、升级或续订私人优惠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修改或取消订阅专属优惠 (p. 67)。

查看 “私人优惠” 页面所需的权限
要在AWS Marketplace控制台中查看 P rivate 优惠页面，您必须具有以下权限：

• 如果您使用AWS托管策略：AWSMarketplaceRead-
onlyAWSMarketplaceManageSubscriptions、或AWSMarketplaceFullAccess

• 如果您不使用AWS托管策略：IAM 操作aws-marketplace:ListPrivateListings和aws-
marketplace:ViewSubscri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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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无法查看私有优惠页面，请联系您的管理员设置正确的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权限。有关必需 IAM 权限的更多信息AWS Marketplace，请参阅AWSAWS Marketplace买家管理政
策 (p. 109)。

订阅 SaaS 专属优惠
对于软件即服务 (SaaS) 的私有报价，可用的配置选项取决于您可能与卖方谈判的合同。

如下图所示，私人优惠页面包括以下部分：

• 报价名称 — 这是卖家在创建私人报价时给你的名字。
• 整合账单信息-如果您将整合账单与您的账单一起使用，则会显示此通知AWS 账户。
• 合同规格和期限 — 此窗格显示报价的期限和定义报价的维度。维度描述如何测量使用量以及协商的定价的

生效时间长度：例如，在 12 个月内每天使用 5 GB，或每小时对每个用户收取 0.01 美元。如果专属优惠
是一个合同，则您在合同持续时间内为约定的使用量付费。如果专属优惠是一个订阅，则您按照约定的费
率为测量的使用量付费。

• 合同续订设置-您无法将私人优惠设置为自动续订。对于 SaaS 产品的专属优惠，该窗格始终指示该优惠没
有续订。

• Pay-as-you-go 定价 — 如果您就超出私人报价中定义的产品使用量进行谈判，则在此处显示额外使用成本
的规格。例如，如果您签订的 SaaS 数据存储合同为每天使用 5 GB，为期 12 个月，并且您每天使用 10 
GB，则前 5 GB 属于合同范围。额外的 5 GB/天按 pay-as-you-go 价格收费。对于 SaaS 订阅，您可以在
合同持续时间内按协定的费率对使用量付费。

• 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EULA) 和合同创建按钮 — 您可以在此处查看卖家为此私人优惠上传的许可协议。此
外，在查看所有专属优惠规范并准备好签订合同后，您可以在此处接受合同。

• 付款信息 — 此窗格描述了付款到期时间，如果您商定了付款时间表，还描述了付款到期的日期和时间。

Important

如果某个分区未出现在私人报价页面上，则该部分不是私人报价的协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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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 SaaS 私有优惠

1. 按照的步骤操作查看和订阅专属优惠 (p. 61)。
2. 在优惠详细信息窗格中，确认您选择了正确的专属优惠。您可能具有多个产品优惠。
3. 在合同规范和持续时间窗格中，确认合同持续时间和合同详细信息是您协商的内容。如果不是，请确认

选择了正确的专属优惠或与创建优惠的卖家联系。
4. 如果您协商了 pay-as-you-go 定价，则应该有一个窗格，其中包含描述您协商的条款的信息。验证该信

息；或者，如果缺少该信息（并且您需要使用该信息），请与卖家联系。
5. 在付款信息窗格中，验证付款信息。如果您协商了灵活付款计划，则会列出付款日期和金额。如果没

有，在您接受优惠时，将按合同总金额付费。
6. 在 EULA 和合同创建窗格中，验证 EULA 是否为您与卖家协商的 EULA。在您查看合同的所有条款和条

件后，选择 Create contract (创建合同) 以接受该优惠。

接受报价后，将打开一个确认页面，表明您已成功订阅该产品。选择 Set Up Your Account (设置您的账户)
以重定向到卖家的页面，并在卖家的网站上完成您的账户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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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 AMI 专属优惠
Amazon Machine Image (AMI) 私有报价的可用部分和配置选项取决于您与产品供应商协商的合同。下图显
示了AWS Marketplace网站上 AMI 私人优惠页面的布局。

如下图所示，私人优惠页面包含以下部分：

• 供应商名称和产品 — 这是供应商的名称和私人报价所针对的产品。右侧是产品的配置按钮。
• 页面指南 — 此区域提供有关完成页面任务和接受私人报价的指南。
• 条款和条件 — 本节包含以下信息：

• 左上角是私人报价的名称和一个表明这是私人报价的标签。
• 私人报价名称部分下方是接受合同的通知。您可以使用 “接受合同” 按钮接受私人报价。
• 通知部分下方是合同期限、合同中包含的组成部分和您协商的实例定价的部分，以及查看或下载最终用

户许可协议的另一个机会。
• 条款期限 — 此部分显示合同的天数和合同的终止日期。
• 其他报价信息 — 右边是合同总价格、您的下一次定期付款、当前条款以及其他可用的私人和公开报价的缩

略图。

订阅具有灵活付款时间表的年度AMI私人优惠
要订阅 AMI 私人优惠，您必须在AWS Marketplace网站上接受私人优惠。您不能在 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 控制台上接受私有报价。AWS Marketplace如果卖家创建了具有灵活付款时
间表的私人报价，则按私人报价中列出的金额向您收取付款计划日期的账单。要接受具有灵活付款时间表的 
AMI 私有优惠，请使用以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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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具有灵活付款时间表的 AMI 私人报价

1. 按照的步骤操作查看和订阅专属优惠 (p. 61)。
2. 确认您查看的是正确的专属优惠。供应商可以为他们的产品为您创建多个私人报价。任何其他私人优惠

都显示在 “其他可用优惠” 部分中。
3. 确认优惠到期日期和定价信息是您为专属优惠协商的内容。如果不是，请确认您查看的是正确的专属优

惠。
4. 下载最终用户许可协议，并确认这是您就私人报价协商的内容。
5. 在条款期限部分中，验证私募优惠的条款是否与您协商的条款相同。
6. 验证私有报价的详细信息后，在 “条款和条件” 部分，选择 “接受合同”。
7. 查看条款，如果您接受，请选择 “确认”。

Important

在系统处理您的合同请求时，请勿刷新浏览器。

在准备好配置 AMI 时，请选择 Continue to Configuration (继续配置)。您必须为使用的每个产品完成订阅过
程。

在没有灵活付款时间表的情况下订阅年度AMI私人优惠
要订阅 AMI 私人优惠，您必须在AWS Marketplace网站上接受私人优惠。您不能在 Amazon EC2AWS 
Marketplace 控制台或 Amazon EC2 控制台上接受 Amazon EC2 如果卖方在没有灵活的付款时间表的情况下
创建私人报价，则在接受时，您可以根据私募报价中设定的价格和选项配置合约。要接受没有灵活付款时间
表的 AMI 私人报价，请使用以下程序。

在没有灵活付款时间表的情况下接受 AMI 私人报价

1. 确认您查看的是正确的专属优惠。供应商可以为他们的产品为您创建多个私人报价。任何其他的专属优
惠将显示在额外的专属优惠窗格中。确认您要接受的报价显示为 “查看此报价”。

Note

在很多情况下，付款人账户不是使用该产品的账户。如果您使用付款人账户接受该优惠，我们
建议您手动启动产品，而不是选择一键式选项。

2. 确认优惠到期日期和定价信息是您为专属优惠协商的内容。如果不是，请确认您查看的是正确的专属优
惠。

3. 下载最终用户许可协议，并确认这是您就私人报价协商的内容。
4. 在合同条款窗格中，确认专属优惠的条款是您协商的内容。
5. 验证优惠详细信息是否与您为专属优惠协商的条款相符，然后选择 Accept Terms (接受条款)。如果不

是，请确认您查看的是正确的专属优惠。
6. 对于订阅此软件，对于实例类型，请从可用实例类型列表中选择。对于数量，选择许可证数量。
7. 检查您的选择。当您满意时，选择 “创建合同”，然后选择 “确认”。

在准备好配置 AMI 时，请选择 Continue to Configuration (继续配置)。您必须为使用的每个产品完成订阅过
程。

修改或取消订阅专属优惠
您可以从标准订阅更新为私人优惠，也可以在中修改某些现有的私人优惠AWS Marketplace。流程因已达成
的协议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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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订阅，当您从公开定价转为私人报价时，您需要与 ISV 或您的渠道合作伙伴协商报价。在您接受私
有报价后，您的相关现有订阅或订阅会自动切换到私募定价模式。这不需要你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使用
以下指南确定您的场景和开始接收私人报价的步骤。

从公开定价更改为专属优惠定价
在您接受私人报价后，接受该报价的用户无需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们切换到私募中定义的定价、条款和条
件。要切换到私有报价的定价、条款和条件，使用该产品的每个关联用户都必须接受私有报价。任何开始使
用该产品的用户还必须接受私人报价，才能获得私有优惠中定义的定价、条款和条件。

更改 SaaS 合同-升级和续订
本节适用于软件即服务 (SaaS) 合同和与消费产品签订的 SaaS 合同。如果您与之前的私募报价签订了有效
合同，并且您想接受同一产品的新私人报价，则卖方可以升级或续订您的现有协议以修改条款、定价或期
限，或者在合同到期之前续订现有合同。这将产生一个新的私人报价供您接受，无需先取消现有协议。

要接受升级或续订，您必须遵守发票条款。如果您目前不符合发票条款，请向AWS客户服务提交问题单，将
付款方式更改为开具发票。

如果您不想切换到开具发票，则可以使用以下任一操作：

• 在接受该产品的新私人报价之前，与产品供应商和AWS Marketplace客户支持团队合作取消当前合同
• 接受另一个人的提议AWS 账户。

从 SaaS 订阅更改为 SaaS 合同
要从 SaaS 订阅更改为 SaaS 合同，您必须先取消订阅 SaaS 订阅。然后，您接受 SaaS 合同的私有报价。
要查看您现有的 SaaS 订阅，请在AWS Marketplace控制台右上角选择您的Marketplace 软件。

从 AMI 合同更改为新合同
如果您与之前的私募报价签订了 Amazon Machine Image (AMI) 合同，并且想要接受同一产品的新私有报
价，则必须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等待当前 AMI 合约到期，然后再接受新的 AMI 合约。
• 与产品供应商和AWS Marketplace客户支持团队合作，终止您当前的合同。
• 使用与订有合同的报价不同的AWS 账户报价接受私人报价

从 AMI 小时更改为 AMI 年度
当您从 AMI 每小时订阅转为 AMI 年度订阅时，订阅的工作原理与优惠券系统类似。AMI 的每小时使用量由 
AMI 年度订阅中的一个单位抵消。当您通过私人优惠购买年度订阅时，订阅该产品的所有关联账户将自动
切换到私人优惠中协商的定价。对于在获得专属优惠后开始订阅的关联账户，他们必须在订阅时订阅专属优
惠。

Note

接受新报价的条款后，旧报价的年度许可证将立即停用。与 ISV 合作，讨论旧许可证的补偿以及如
何继续提供新报价。

从 AMI 年度更改为 AMI 小时
当您的年度订阅到期时，订阅该产品的任何关联账户都将自动切换到 AMI 每小时定价。如果实行年度订阅，
则关联账户在不取消订阅的情况下无法切换到该产品的每小时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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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优惠通知
作为买家AWS Marketplace，当出现以下任一情况时，您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通知：

• 您接受报价。
• 卖家发布与您之前接受的私人报价相关的新私募报价，或者发布先前接受的报价的更新。

Note

此通知将发送到与买家账户关联的电子邮件AWS 账户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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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中共享订阅
当您订阅中的产品时AWS Marketplace，将创建一个协议，授予您使用这些产品的许可。如果您AWS 账户是
某个组织的成员，则可以与该组织中的其他账户共享 Amazon Machine Image (AMI)、容器、机器学习和数
据产品的许可证。您必须在中设置许可证支持AWS Marketplace，然后从内部共享AWS License Manager。

Note

有关 AWS Organizations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Organizations 用户指南》。
有关与您的组织共享许可证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License Manager用户指南》中的AWS 
License Manager “已授予的许可证”。

以下视频主要介绍许可证共享的体验。

分发您的AWS Marketplace许可证权利 (3:56)

以下主题概述了跨账户查看、共享和跟踪许可证的过程。

主题
• 许可证共享的先决条件 (p. 70)
• 查看您的许可证 (p. 70)
• 共享您的许可证 (p. 71)
• 跟踪许可证的使用量 (p. 71)

许可证共享的先决条件
在共享许可证之前，AWS Marketplace必须为组织设置许可证共享。要开始设置许可共享，请完成以下任
务：

• 授予代表你管理许可证的AWS Marketplace权限，这样它就可以在你购买或共享许可证时创建相关的许可
证授予。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角色共享授权AWS Marketplace (p. 121)：

• 设置AWS License Manager为首次使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License Manager用户指
南》AWS License Manager中的 “入门”。

查看您的许可证
AWS Marketplace自动为您购买的 AMI、容器、机器学习、软件即服务 (SaaS) 和数据产品创建许可证。您
可以与组织中的其他账户共享这些许可证。

Note

尽管许可证是为 SaaS 产品创建的，但目前不支持 SaaS 许可证的共享。

您可以使用管理和共享许可证AWS License Manager。但是，您可以使用AWS Marketplace来查看从内部购
买的产品的许可证AWS Marketplace。

要查看已订阅产品的许可证，请访问AWS Marketplace

1. 登录 AWS Marketplace，然后选择 “管理订阅”。
2. 您可以查看所有许可证或查看特定订阅的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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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查看所有许可证

• 从 “操作” 菜单中选择 “查看许可证” 以查看 License Manager 控制台中的所有AWS 
Marketplace托管许可证。

• 如欲查看单个订阅的许可证

a. 选择要查看的产品的卡片以进入其产品详情页面。
b. 从 “操作” 菜单中选择 “查看许可证” 以在License Manager 控制台中查看该产品的许可证。

Note

您还可以查看从组织中所有账户汇总的已授予的许可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License 
Manager 用户指南》中的授予的许可证。

共享您的许可证
只有 AMI、容器、机器学习和数据产品具有可以共享的许可证。

中的订阅AWS Marketplace的访问权限级别显示在产品详细信息中：

• 协议级别的产品具有许可证，您可以使用该许可证并与组织中的其他账户共享。
• 权利级别的产品是指已与您的账户共享的许可证，您可以使用这些产品，但不能共享。

AWS Marketplace支持授权，即直接与AWS Organizations、或与组织单位共享许可证的使用权AWS 
License Manager。AWS 账户补助金激活流程现在包括其他选项，以取代针对源自的相同产品激活的补助金
AWS Marketplace。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License Manager 用户指南》中的授予的许可证。

Note

对于仅限于特定范围的产品AWS 区域，与您共享许可证的账户只有在允许的区域内时才能激活许可
证。

跟踪许可证的使用量
您可以通过在每个许可证中选择 “使用情况控制面板” 选项卡AWS License Manager来跟踪 AMI 产品基于使
用情况的许可证指标。

有关使用 License Manager 跟踪许可证使用情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License Manager用户指南》中
的 “授予的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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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AWS Marketplace 与采购系统集成
在一起

您可以配置集成AWS Marketplace和 Coupa 或 SAP Ariba 采购软件。在完成配置后，您的组织中的用户可
以使用采购软件搜索并请求订阅 AWS Marketplace 产品。在批准订阅请求后，将完成交易，并通知用户其软
件订阅可用。当用户登录到 AWS Marketplace 时，软件产品将作为购买的订阅列出并且可供使用。与您的采
购系统集成还可以集成您的AWS Marketplace使用您的采购订单系统开具发票。

采购集成的工作原理
您可以配置要与之集成的采购软件AWS Marketplace采用商业可扩展标记语言 (cXML) 协议。这种集成创建
一个到第三方目录的访问点，称为对接对接.

根据采购系统，整合略有不同：

• Coupa— 使用 Coupa 开盘购买功能，你可以搜索AWS Marketplace来自 Coupa 内部。Coupa 显示搜索
结果，在用户选择产品时，他们将重定向到AWS Marketplace以查看详情。或者，Coupa采购软件的用
户可以访问AWS Marketplace中的目录在线购物他们主页上的部分。用户也可以选择直接在中启动AWS 
Marketplace以浏览产品。

• SAP Ariba— Ariba 将用户重定向到AWS Marketplace搜索软件并获取有关产品的详细信息。管理员配置 
punchout 集成后，Ariba 采购软件的用户可以找到AWS Marketplace通过选择目录选项卡，然后选择AWS 
Marketplace目录。这会将它们重定向到AWS Marketplace找到他们感兴趣的产品。

Ariba 用户必须在 Ariba 内部发起购买，而不是AWS Marketplace.

在用户要购买他们正在浏览的订阅时AWS Marketplace，他们会在以下位置创建订阅请求AWS Marketplace. 
在产品的订阅页面上，用户请求批准，而不是完成购买。该请求将发回到采购系统中的购物车以完成批准过
程。下图显示了采购系统订阅请求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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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采购系统收到来自AWS Marketplace，采购系统启动一个工作流程以完成批准过程。请求获得批准后，采
购系统的采购订单系统将在以下时间自动完成交易AWS Marketplace并通知用户其订阅已准备好部署。请求
者无需返回AWS Marketplace以完成购买。但是，他们可能想返回AWS Marketplace了解有关如何使用他们
购买的产品的说明。AWS Marketplace发送电子邮件AWS用于访问的账户AWS Marketplace. 该电子邮件通
知收件人订阅成功，软件可通过以下方式获得AWS Marketplace. 下图显示了采购系统订阅请求的审批过程。

有关与采购系统集成的其他注意事项包括以下内容：

• 免费试用不会在采购系统中生成发票，因为它们没有与之相关的费用。
• 除了一次性收费之外的合同 pay-as-you-go 费用可能需要两组批准。一个批准是合同（或年度）价格，另

一个是小时或每单位价格（pay-as-you-go)。
• 使用 PSI（采购系统集成）的客户可以开启免费产品和 BYOL 产品的预批准。有两种设置，免费和自

带许可各一种。启用该设置后，订单将在AWS Marketplace，客户无需向其采购系统提交订单以供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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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禁用该设置后，客户将通过请求批准按钮进入他们的采购系统。如果禁用了免费和 BYOL 产品的
预批准设置，则会在客户的采购系统中生成 0.00 美元的订单。有关采购系统集成的信息，请参阅http:// 
aws.amazon.com/marketplace/features/procurementsystem

设置采购系统集成
要配置与您的采购系统AWS Marketplace之间的集成，您需要在采购系统中启动流程AWS Marketplace并在
采购系统中完成。您可以使用中生成的信息AWS Marketplace来配置采购系统 punchout。要完成配置，您使
用的账户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 AWS 账户用于完成AWS Marketplace配置的用户必须是管理账户并具
有AWSMarketplaceProcurementSystemAdminFullAccess托管策略中定义的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权限。

• 用于完成配置的采购系统帐户必须具有管理权限，才能在采购系统中设置合同、供应商和 punchout 目
录。

配置 IAM 权限
以下 IAM 权限位于AWS托管策略： AWSMarketplaceProcurementSystemAdminFullAccess (p. 116)托管
策略中，是配置AWS Marketplace和采购系统之间的集成所必需的。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aws-marketplace:PutProcurementSystemConfiguration",  
        "aws-marketplace:DescribeProcurementSystemConfiguration", 
        "organizations:Describe*", 
        "organizations:List*" 
      ], 
      "Resource": [ 
        "*" 
      ] 
    } 
  ]
}

我们建议您使用 IAM 托管权限，而不是手动配置权限。使用这种方法不太容易出现人为错误，如果权限
发生变化，则会更新托管策略。有关在中配置和使用 IAM 的更多信息AWS Marketplace，请参阅AWS 
Marketplace 的安全性 (p. 105)。

配置AWS Marketplace为与 Coupa 集成
设置 IAM 权限之后，您便可配置与 Coupa 的AWS Marketplace集成。导航到管理采购。在 “管理采购系统” 
窗格中，输入 Punchout 的名称和描述。您也可以将集成切换到测试模式，这样在您准备就绪之前，用户无
需创建产品订阅即可测试集成。要配置集成的 AWS Marketplace 部分，请完成以下过程。

配置 AWS Marketplace 以与 Coupa 集成在一起

1. 在 AWS Marketplace 管理采购系统的 Procurement systems (采购系统) 下面，选择 Set up Coupa 
integration (设置 Coupa 集成)。

2. 在 Manage Coupa integration (管理 Coupa 集成) 页面中的 Account information (账户信息) 下面，输入
集成的名称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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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您可能希望AWS Billing控制台中的发票引用商务可扩展标记语言 (cXML) 采购订单，该订单用
于订阅您的软件即服务 (SaaS) 合同产品。如果是，您可以使用AWS Marketplace设置中的服务
关联角色启用计费集成。

3. 您可以打开或关闭 “启用重定向” 和 “测试” 模式的配置设置，然后选择 “保存” 以完成AWS Marketplace
系统集成。

完成集成后，必须继续在AWS Marketplace Coupa 中设置集成。您可以使用在该页面上生成的信息在 
Coupa 系统中配置对接。

AWS Marketplace配置默认为启用测试模式。在测试模式下，订阅请求会发送到 Coupa 后端，这样你就可以
看到完整的流程，但不会创建最终发票。这可以帮助您以计划的方式完成配置并启用对接。

Note

您可以根据需要开启或关闭测试模式。
完成集成后，别忘了关闭测试模式。否则，系统中的用户似乎在创建请求，但不会购买任何软件。

配置 Coupa
要在 Coupa 系统AWS Marketplace中配置集成，请将 Man age Coupa 集成页面的购买信息窗格中的信息复
制到AWS Marketplace。使用此信息完成以下链接中的步骤，这些步骤将指导您配置 Coupa 采购系统：

• Coupa Punchout 设置
• 为 cXML 订单配置供应商

Note

有关使用的 UNSPSC 代码的信息AWS Marketplace，请参见使用的 UNSPSC 代码AWS 
Marketplace (p. 76)。

配置AWS Marketplace为与 SAP Ariba 集成
AWS Marketplace要配置为与 Ariba 集成，您必须与AWS Marketplace运营团队合作创建 1 级出击。有关 
SAP Ariba punchout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AP 社区网站上的 SAP Ariba PunchOut 简介。

收集以下信息，为配置设置做准备：

• 您的 AWS 账户 ID。如果您AWS 账户是AWS组织的一员，则还需要管理账户 ID。
• 你的 SAP Ariba 系统的 Ariba 网络 ID (ANID)。

Note

有关 Ariba 中 ANID 的信息以及有关 Ariba 的其他问题的答案，请参阅 SAP Ariba 网站上的 Ariba
供应商网络：常见问题页面。

进行配置AWS Marketplace以与 Ariba 集成

1. 从 AWS Marketplace“管理采购系统” 的 “采购系统” 下，选择 “设置 Ariba 集成”。
2. 在 “管理 SAP Ariba 集成” 页面的 “帐户信息” 下，输入集成的名称和描述，以及 Ariba 系统的 SAP Ariba 

网络 ID (ANID)。
Note

您可能希望AWS Billing控制台中的发票引用用于订阅 SaaS 合同产品的 cXML 采购订单。如果
是，您可以使用AWS Marketplace设置中的服务关联角色启用计费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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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保启用了测试模式，然后选择保存以保存您的AWS Marketplace集成设置。
4. 联系我们，开始创建 SAP Ariba 集成的流程。包括上述信息。 AWS Marketplace向您发送设置和测试 

Ariba 集成的说明。

Note

您需要对您的 SAP Ariba 系统具有管理员访问权限才能与之建立供应商关系AWS Marketplace。

按照AWS Marketplace团队的说明和配置设置，在 SAP Ariba 测试环境中创建集成，并在测试模式下AWS 
Marketplace运行。在测试环境中，订阅请求会转到 Ariba 后端，这样您就可以看到包括批准在内的完整流
程，无需在中创建订阅AWS Marketplace，也不会生成发票。这种方法允许在生产中启用 punchout 之前测
试配置。测试完成并准备好进入生产环境后，请联系我们以在生产环境中设置账户。

Note

完成集成测试后，别忘了进入生产环境。否则，系统中的用户会认为他们在创建请求，但不会购买
任何软件。

当您的测试完成并与AWS Marketplace团队合作关闭测试模式时，您的集成即告完成。

有关配置 SAP Ariba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来自 SAP Ariba 的主题：

• SAP Ariba PunchOut 网站上的 SAP Ariba
• SAP 社区网站上的 SAP Ariba PunchOut 简介

Note

有关使用的 UNSPSC 代码的信息AWS Marketplace，请参见使用的 UNSPSC 代码AWS 
Marketplace (p. 76)。

使用的 UNSPSC 代码AWS Marketplace
AWS Marketplace包括发回采购系统购物车的软件清单的以下联合国标准产品和服务代码 (UNSPSC) 代码：

• 软件即服务 (SaaS) 产品：81162000
• 应用程序服务器产品：43232701
• 其他软件，如容器、AWS WAF 规则和机器学习 (ML) 算法：43230000

禁用采购系统集成
要禁用与 Coupa 或 SAP Ariba 的集成，你必须从采购系统中删除 punchout 集成。为此，请在 Coupa 或 
AribaAWS Marketplace 中禁用自动重定向功能。这会禁用集成，但会保留设置并允许轻松地将其重新启用。

如果您需要完全删除AWS Marketplace侧面的集成设置，则必须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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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试用
上列出的某些产品AWS Marketplace提供免费试用。免费试用版使您可以在购买该软件之前试用该软件。免
费试用仅限于一定数量的免费使用量或特定的时间。免费试用期一旦开始，您就无法暂停。

软件和基础设施定价
卖家提供的免费试用版仅适用于所列产品的软件定价AWS Marketplace。AWS Marketplace无论软件定价是
否包括免费试用，买方都要承担使用卖方产品时的所有基础设施成本。这些基础设施成本由其各自的定价
页面设定，AWS并可在相应的定价页面上找到。例如，如果您订阅了免费试用的 Amazon Machine Image 
(AMI) 产品，则在免费试用期间，您无需为使用 AMI 付费。但是，您可能需要对运行 AMI 产品的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 实例付费。

Note

有些产品可能需要额外的AWS基础设施才能运行。例如，卖家可能会提供部署说明或模板，将负载
均衡器、存储、数据库或其他功能部署AWS 服务到您的AWS 账户。要了解AWS 服务卖家对其商品
的要求，请查看上列出的商品的详情页面AWS Marketplace。然后，查看这些页面的定价页面AWS 
服务。

基于 AMI 的产品的免费试用
一些按小时或按小时收费、按年定价的 AMI 产品可免费试用。AWS Marketplace订阅免费试用后，您可以在
卖家设定的持续时间内运行一个 AMI 产品的 Amazon EC2 实例，而不会产生每小时的软件费用。您需要对
基础设施费用负责。启动额外的 Amazon EC2 实例将按小时计算每个实例的软件费用。到期后，免费试用会
自动转换为付费订阅。

如果您没有在免费试用结束之前终止 Amazon EC2 实例，则在免费试用期结束时，您将按小时支付软件费
用。取消订阅免费试用不会自动终止您的 Amazon EC2 实例，并且您会因继续使用而产生软件费用。有关基
础设施费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EC2 定价。

基于容器的产品的免费试用
一些按小时或按小时收费、长期定价的容器产品AWS Marketplace可以免费试用。订阅免费试用后，可以在
一段时间内运行多个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Service (Amazon ECS) 任务或 Amazon Elastic Kubernetes 
Service (Amazon EKS) Pod，无需按小时收取软件费用。包含的任务或 pod 的数量以及免费试用的持续时间
由卖家设定。您需要对基础设施费用负责。启动超出免费试用版中包含数量的其他任务或容器将按小时为每
个任务或 pod 收取软件费用。到期后，免费试用会自动转换为付费订阅。

如果您没有在免费试用结束之前终止任务或 pod，则在免费试用结束时，您将按小时支付软件费用。取消订
阅免费试用版不会自动结束您的任务或 pod，继续使用会产生软件费用。有关基础设施费用的更多信息，请
参阅 Amazon ECS 定价和 A mazon EKS 定价。

免费试用机器学习产品
一些按小时定价的机器学习产品AWS Marketplace可以免费试用。订阅免费试用版后，您可以在卖家设定的
期限内运行 Amazon SageMaker 终端节点、批量转换任务或培训作业，而不会产生每小时的软件费用。您
需要对基础设施费用负责。到期后，免费试用会自动转换为付费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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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没有在免费试用结束前终止任何 Amazon 终 SageMaker 端节点、批量转换任务或训练作业，则在免
费试用结束时，您将按小时支付软件费用。取消订阅免费试用不会自动终止您的亚马逊 SageMaker 终端节
点、批量转换任务或培训任务，并且您会因持续使用而产生软件费用。有关基础设施费用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亚马逊 SageMaker 定价。

免费试用 SaaS 产品
中的AWS Marketplace软件即服务 (SaaS) 产品提供免费试用。SaaS 免费试用不会自动转换为付费协议。如
果您不再需要免费试用，您可以让其过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SaaS 免费试用 (p.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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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AWS Marketplace 使用 AWS 免费
使用套餐

为了帮助新的Amazon Web Services (AWS) 客户开始使用云，AWS 推出一种免费使用套餐。该免费套餐可
以让您在云中试用您感兴趣的云中服务：启动新应用程序、测试云中现有的应用程序，或直接通过 AWS 获
取实践经验。如果免费使用期结束（或者应用程序用量超出免费使用套餐限制），只需按照标准服务根据使
用量付费。 pay-as-you-go 服务费率。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免费套餐.

AWS 免费套餐客户在一年中的每个月有资格使用免费 AWS Marketplace 软件的时间最长为 750 小时的 
Amazon Eplace 使用时间。要了解其用法，请参阅AWS Market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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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AWS Marketplace 订阅添加到 
AWS Service Catalog

Service Catalog 可帮助组织创建和管理已批准在上使用的 IT Amazon Web Services（AWS）。这些 IT 服务
可谓包罗万象，从虚拟机映像、服务器、软件和数据库，再到完整的多层应用程序架构。Service Catalog 允
许您集中管理常用部署的 IT 服务。Service Catalog 可帮助您实现一致的治理并满足合规性要求，同时使用
户能够快速部署他们所需的经批准的 IT 服务。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Serv ice Catalog 管理员指南》中的 “将AWS Marketplace产品添加到您的产品组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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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产品评价
AWS Marketplace 希望买方获得他们所需的信息以做出明智的购买选择。作为 AWS 客户，您可以针对中列
出的项目提交书面评论AWS Marketplace. 我们鼓励您分享您的评价，包括好评和差评。

Note

数据产品不支持产品评论。

准则
任何拥有AWS Marketplace订阅产品可以为其创建评论。在撰写产品评价时，请参考以下指南：

• 包括原因— 最好的评论不仅包括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某个产品，还包括原因。您可以讨论相关产品以其与此
产品的对比。

• 具体来说— 专注于产品的特定功能和您的使用体验。对于视频评价，请编写一段简短的介绍。
• 简洁一点— 书面评论必须至少为 20 个字，并且限制在 5,000 字以内。理想的长度为 75—500 个单词。
• 真诚点— 感谢您对产品的诚实评价，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有用的信息可以帮助客户做出购买决定。
• 保持透明— 如果您收到了免费产品以换取您的评论，请明确而显眼地披露该信息。

Restrictions
AWS 保留删除包含以下任何内容的评价的权利。

• 令人反感的材料，包括：
• 淫秽或令人反感的内容
• 谩骂或恶意言论
• 宣传非法或不道德的行为

• 促销内容，包括：
• 广告、促销材料或阐明相同观点的重复帖子
• 对该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具有财务利益的个人或公司发表的感想或代表其发表的感想（包括作者、发布

者、制造商或销售该产品的第三方商家的评价）
• 为除了产品的免费副本以外的任何补偿而撰写的评价，包括作为付费宣传计划一部分的评价
• 没有可验证的产品订阅的客户所撰写的评价

• 不当内容，包括：
• 复制自其他人的内容，包括过多引用
• Amazon.com 之外的联系信息或 URL
• 有关可用性或替代订购/配送的详细信息
• 带水印的视频
• 对页面上可见的其他评价的评论，因为页面上的可见内容可能随时会更改而不另行通知
• 外语内容，除非与产品明确相关
• 存在格式问题的文本

• 偏离主题的信息，包括：
• 对卖家或您的配送体验的反馈
• 对我们的目录或产品描述中的拼写错误或不准确性的反馈，请使用产品页面底部的反馈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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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客户评价的问题，请联系我们。

时间和预期值
我们会努力尽快处理产品评论。但是，AWS Marketplace团队必须与评论者和卖家沟通，以确认和审查反馈
的有效性the section called “准则” (p. 81)和the section called “Restrictions” (p. 81). 我们也遵循同样的
道理时机和期望指南，如中所述AWS Marketplace卖家指南完成该过程需要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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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支持
对于一般 AWS Marketplace 问题，请联系我们。对于有关您通过购买的软件的问题AWS Marketplace，请联
系软件销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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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Marketplace Vendor Insights
AWS MarketplaceVendor Insights 可帮助您购买值得信赖且符合行业标准的软件，从而简化软件风险评估。
借助AWS Marketplace Vendor Insights，您可以从单个用户界面近乎实时地监控产品的安全概况。它通过提
供软件产品安全信息的仪表板来减少您的评估工作。您可以使用仪表板查看和评估信息，例如数据隐私、应
用程序安全和访问控制。

AWS MarketplaceVendor Insights 从卖家那里收集安全数据，并通过购买持续符合行业标准的可信软件
为买家提供支持。通过集成AWS Audit Manager，VAWS Marketplace endor Insights 可以自动提取您的 
software-as-a-service (SaaS) 产品的 up-to-date 安全信息AWS Marketplace。 AWS MarketplaceVendor 
Insights 与AWS Artifact第三方报告集成，因此您可以按需访问供应商软件的合规性报告以及相关报告AWS 
服务。它还集成了AWS Security Hub向发送调查结果（例如卖家软件安全状态的变化）的功能AWS Security 
Hub，因此您可以采取适当的风险缓解措施。

AWS MarketplaceVendor Insights 提供来自 10 个控制类别和多个控件的循证信息。它从三个来源收集基于
证据的信息：

• 供应商生产账户 — 在多个控件中，有 30 个控件支持从卖家的生产账户收集实时证据。每个控件的实时证
据是由一个或多个评估卖家AWS资源配置设置的AWS Config规则生成的。实时证据是一种持续更新来自
多个来源的数据以呈现最新信息的方法。 AWS Audit Manager捕获证据并将其提交到 “AWS Marketplace
供应商见解” 仪表板。

• 供应商 ISO 27001 和 SOC 2 类型 II 报告 — 控制类别映射到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和服务组织控制 (SOC) 
2 报告中的控制。当卖家与 VendoAWS Marketplace r Insights 共享这些报告时，该服务会提取相关数据并
将其显示在控制面板中。

• 供应商自我评估 — 卖家在... 中完成自我评估AWS Audit Manager。

以下视频演示了如何简化 SaaS 风险评估和使用AWS Marketplace供应商见解。

以买家身份开始使用AWS Marketplace供应商见解
AWS MarketplaceVendor Insights 提供了中提供的软件产品的安全信息AWS Marketplace。您可以使用 
VAWS Marketplace endor Insights 查看中产品的安全评估资料AWS Marketplace。

VendoAWS Marketplace r Insights 仪表板使用AWS Marketplace供应商洞察来评估产品，显示软件产品的合
规性问题和安全控制信息。 AWS MarketplaceVendor Insights 收集仪表板上显示的多种安全控制措施的循证
信息。

使用 VendoAWS Marketplace r Insights 访问产品的安全性和合规性信息不收取任何费用。

通过 “AWS Marketplace供应商见解” 查找产品
您可以在 VendoAWS Marketplace r Insights 控制面板上查看产品的概况和摘要信息，也可以选择类别控件
并详细了解在产品上收集的数据。要使用 “AWS Marketplace供应商AWS Marketplace见解” 查找产品，请使
用以下步骤。

通过 “AWS Marketplace供应商见解” 查找产品

1. 登录 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AWS Marketplace 控制台。
2. 选择 “查看所有产品”。
3. 查看带有 “供应商见解” 标签的产品。
4. 在 “优化供应商见解结果” 下，选择安全配置文件。
5. 在产品详情页面的 “产品概述” 下，选择 “供应商见解”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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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 “查看此产品的所有配置文件”。
7. 您可以在概述中查看有关产品的详细信息以及收到的安全证书列表。

您可以在任何安全认证下选择 “查看详细信息” 以查看更多详细信息。
8. 选择 “查看产品页面”、“查看 Insights 数据”，然后选择 “请求访问权限”。
9. 在请求访问供应商洞察数据页面上，提供您的信息，然后选择请求访问权限。

将显示一条成功消息，表明您已成功请求访问此产品的供应商评估数据。

通过订阅请求访问评估数据
借助AWS Marketplace Vendor Insights，您可以持续监控供应商软件的安全概况。首先，订阅或请求访问
要监控的产品的供应商评估数据。如果您不想再监控产品的评估数据，则可以取消订阅其评估数据。使用 
VendoAWS Marketplace r Insights 访问产品的安全性和合规性信息不收取任何费用。有关定价的更多信息，
请参AWS Marketplace有关定价。

要访问特定供应商产品的所有评估数据，您需要订阅该产品的评估数据。

订阅产品的AWS Marketplace供应商见解评估数据

1. 登录 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AWS Marketplace 控制台。
2. 选择 “供应商见解”。
3. 从 “供应商洞察” 中选择一款产品。
4. 选择概述选项卡。
5. 选择 “请求访问权限”。
6. 在提供的字段中输入您的信息。
7. 完成后，选择

将显示一条成功消息，表明您已请求访问该产品的所有供应商评估数据。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如果您不想再访问供应商产品的评估数据，则可以取消订阅该产品的评估数据。

取消订阅产品的AWS Marketplace供应商见解评估数据

1. 登录 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AWS Marketplace 控制台。
2. 选择 “供应商见解”。
3. 从商品详情页面选择产品，然后选择取消订阅。
4. 阅读取消订阅AWS Marketplace供应商见解数据时提供的条款。
5. Unsubscribe在文本输入字段中键入，然后选择取消订阅。

将显示一条成功消息，表明您已取消订阅 VendoAWS Marketplace r Insights 数据，将不再收取访问费
用。

使用 “AWS Marketplace供应商见解” 查看产品的安
全概况

AWS Marketplace供应商见解从卖家那里收集安全数据。产品的安全配置文件显示有关产品安全性、弹性、
合规性以及评估所需的其他因素的最新信息。这些信息可帮助您购买持续符合行业标准的可信软件，从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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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您这样的买家提供支持。对于其评估的每种软件即服务 (SaaS) 产品，VAWS Marketplace endor Insights 
都会收集多种安全控制措施的循证信息。

主题
• AWS Marketplace供应商见解中的仪表板 (p. 86)
• 查看 SaaS 产品的安全概况 (p. 86)
• 对对对对对对对 (p. 86)

AWS Marketplace供应商见解中的仪表板
仪表板显示了由 VendoAWS Marketplace r Insights 评估的软件产品的合规性问题和安全控制信息。提供了
所有安全控制类别 (p. 87)的循证信息，例如数据居住地变更或认证到期。当信息发生变化时，综合控制面
板向买家提供合规和安全通知。 AWS MarketplaceVendor Insights 使您无需创建其他问卷和使用风险评估软
件。通过持续更新和验证的仪表板，您可以在采购后持续监控软件的安全控制。

查看 SaaS 产品的安全概况
AWS Marketplace供应商见解可帮助您就卖家的软件做出决策。 AWS MarketplaceVendor Insights 从卖家
的 10 个控制类别和多个控件的循证信息中提取数据。您可以在仪表板上查看 SaaS 产品的配置文件和摘要
信息，也可以选择控制类别以了解有关收集的数据的更多信息。您必须订阅产品并获得访问权限，才能通过
个人资料查看合规信息。

1. 登录 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AWS Marketplace 控制台。
2. 选择 “供应商见解”。
3. 从 “供应商洞察” 中选择一款产品。
4. 在商品详情页面上，选择 “安全与合规” 选项卡。

Note

红色圆圈中的数字表示不合规控件的数量。
5. 对于控件类别，选择任何列出的类别下的文本以查看更多信息。

例如，对于审计、合规和安全策略，选择 3 个控件。查看认证列表或下载报告。

例如，对于数据安全和隐私，选择 4 个控件。查看控件和状态列表。

• 选择第一个控制名称（您是否有政策/程序来确保遵守适用的立法、监管和合同要求？ )。
• 阅读提供的信息。您还可以查看来自AWS Artifact第三方报告的报告或查看审计员的例外情况。
• 在上面的导航中选择产品名称，返回商品详情页面。

对对对对对对对
AWS MarketplaceVendor Insights 为您提供来自 10 个控制类别中多个控制措施的循证信息。 AWS 
MarketplaceVendor Insights 从三个来源收集信息：供应商生产账户、供应商自我评估以及供应商 
ISO 27001 和 SOC 2 类型 II 报告。有关这些来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Marketplace Vendor 
Insights (p. 84)。

以下列表提供了对每个控制类别的描述：

访问管理

识别、跟踪、管理和控制对系统或应用程序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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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安全

验证在设计、开发和测试应用程序时是否已将安全性纳入应用程序。
审计与合规性

评估组织对监管要求的遵守情况。
业务弹性

评估组织在保持业务连续性的同时快速适应中断的能力。
数据安全性

保护数据和资产。
最终用户设备安全性

保护便携式最终用户设备及其连接的网络免受威胁和漏洞的侵害。
人力资源

评估员工相关部门在招聘、工资和解雇员工等过程中处理敏感数据的情况。
基础设施安全性

保护关键资产免受威胁和漏洞的侵害。
风险管理和事件响应

评估被认为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以及为应对风险和攻击而采取的措施。
安全和配置政策

评估保护组织资产的安全策略和安全配置。

Control category sets
下表提供了每个类别的详细信息以及有关收集的每个类别的值的信息。以下列表描述了表中每列中的信息类
型：

• 控件集-控件被分配到一个类别，每个控件都反映其类别的安全功能。每个类别都有多个控制集。
• 控制标题-策略或程序的名称。“需要手动认证” 表示需要对政策或程序进行书面确认或文档。
• 控制描述-有关此政策或程序的问题、信息或文档。
• 证据提取细节 — 有关控制的信息和背景信息，以进一步获取该类别所需的数据。
• 样本值 — 为指导该类别的合规值可能是什么样子而提供的示例，以使其符合监管标准。

主题
• 访问管理控制 (p. 88)
• 应用程序安全控制 (p. 89)
• 审计和合合合合合合规 (p. 91)
• 业务业务弹性 (p. 92)
• 数据安全控制数据安全  (p. 93)
• 最终用户设备安全控制 (p. 96)
• 人力资源和管制人力资源管制 (p. 98)
• 基础设施安全控制基础设施和安全控制 (p. 98)
• 风险管理和事件响应控制 (p. 99)
• 安全和配置策略控制 (p.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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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管理控制
访问管理控制识别、跟踪、管理和控制对系统或应用程序的访问权限。此表列出了访问管理控制的值和描
述。

Control set 控件标题 控件描述 证据提取细节 样本值

访问管理 3.1.1-安全身份验证-中的个人数据 
UserId（需要手动认证）

您是否需要在用户 ID 中输入个人数据（姓名或电子邮件地址除外）？ 指定除姓名或电子邮件地址之外的个人数据是否需要作为用户
标识符的一部分。如果是，将使用哪些数据？ 它用于什么用
例？

否

访问管理 3.1.2-安全身份验证-应用程序支持双因素身
份验证（需要手动认证）

该应用程序是否支持双因素身份验证？ 指定是否可以在应用程序中使用双因素身份验证。如果是，可
以使用哪些工具？

是

安全认证

访问管理 3.1.3-安全身份验证-帐户锁定（需要手动认
证）

如果多次登录失败，客户的账户是否会被锁定？ 指定在多次登录失败时是否启用帐户锁定。如果是，请指定尝
试次数，之后帐户将被锁定。

是。在 5 次登录失败后，帐户被锁定。

访问管理 3.2.1-凭据管理-密码策略 应用程序是否有强密码策略？ 指定是否存在强密码策略（例如
RequireUppercaseCharactersRequireSymbols、或
PasswordReusePrevention）。

是

访问管理 3.2.2-凭据管理-密码加密 密码政策是否要求在传输过程中对登录凭证（密码和用户 ID）进行加
密，并在存储时使用盐进行哈希处理？

指定在传输过程中是否对证书（密码和用户 ID）进行加密，以
及在存储时是否使用盐对密码进行哈希处理。如果是，你能否
提供更多细节？

是的，我们使用代码来正确加盐。

访问管理 3.2.3-凭据管理-机密管理 你使用秘密管理服务吗？ 指定是否存在密钥管理服务。如果是，你能否提供更多细节？ 是。所有凭证都存储在密钥管理服务中。它们定期轮换。

凭证管理

访问管理 3.2.4-凭证管理-代码中的证书（需要手动认
证）

代码中是否包含证书？ 指定是否在代码中包含凭证。如果是，你能否提供更多细节？ 否

访问管理 3.3.1-访问生产环境-单点登录（需要手动认
证）

是否启用 SSO 访问生产环境？ 指定 SSO 是否可以与应用程序一起使用。如果是，SSO 使用
什么工具？

是的，Duo SSO

访问管理 3.3.2-访问生产环境-双因素身份验证 访问生产或托管环境是否需要双因素身份验证？ 指定是否需要双因素身份验证 (2FA) 才能访问生产环境。如果
是，2FA 使用什么工具？

是，Yubikey

访问管理 3.3.3-访问生产环境-根用户（需要手动认
证）

root 用户是否仅在例外情况下用于访问生产环境？ 指定 root 用户仅在例外情况下使用。如果是，你能否确定它将
用于哪些案例？

是。根用户仅用于设备管理目的。所有此类访问都会被记录和监
控。

访问管理 3.3.4-访问生产环境-根用户 MFA 根用户是否需要多重验证（MFA）？ 指定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是否需要多因素身份验证。如果
是，MFA 使用什么工具？

是。根用户必须使用 MFA 才能登录。他们的根证书不同于普通
的公司证书。

访问生产环境

访问管理 3.3.5-访问生产环境-远程访问 是否使用加密通道或基于密钥的身份验证等机制来保护对生产环境的远程
访问？

如果应用程序允许远程访问，请指定访问是否安全（例如，是
否会使用基于密钥的身份验证，是否会通过加密通道进行通
信？）

是。远程访问用于设备管理目的。远程访问生产环境时，我们要
求通过经批准的加密通道进行 MFA。

访问管理 3.4.1-访问控制策略-最低权限访问 您是否遵循最低权限访问策略让用户访问生产环境？ 指定是否为用户分配最低权限。如果不是，如何 是

访问管理 3.4.2-访问控制策略-访问策略审查 是否定期审查生产环境中的所有访问策略？ 指定是否定期审查所有访问策略。如果是，请详细说明审查政
策的频率。

是。每隔 3 个月审查一次所有访问政策。

访问管理 3.4.3-访问控制策略-用户和安全策略配置
（需要手动认证）

该应用程序是否允许客户配置用户及其权限？ 指定客户是否可以配置有权访问其环境的用户（来自客户和供
应商端）。

是

访问管理 3.4.4-访问控制策略-逻辑分段（需要手动认
证）

应用程序用户是否存在逻辑分段？ 指定是否对用户进行逻辑分段。 是

访问控制策略

访问管理 3.4.5-访问控制策略-终止后的访问审查 员工解雇或角色变更后，所有相关的访问政策是否都会更新？ 指定在员工离职或角色变更时是否删除或更新访问策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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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set 控件标题 控件描述 证据提取细节 样本值

访问日志 访问管理管理 3.5.1 — 访问管理 3.5.1 — 访问管理 您是否记录个人用户在生产环境中执行的活动？ 指定是否记录用户（员工或客户）在生产环境中的操作和活
动。如果是，日志会保留多长时间？

是。日志保留一年。

应用程序安全控制
应用程序安全控制会验证在设计、开发和测试应用程序时是否已将安全性纳入应用程序。此表列出了应用程
序安全策略控制的值和描述。

Control set 控件标题 控件描述 证据提取细节 样本值

应用程序安全 
4.1.1-安全软件开发
生命周期-独立环境

开发、测试和暂存
环境是否与生产环
境分开？

指定开发、测试和
暂存环境是否与生
产环境分开。

是

应用程序安全 
4.1.2-安全软件开发
生命周期-安全编码
实践

安全工程师是否与
开发人员合作制定
安全实践？

指定开发人员和安
全工程师是否共
同研究安全编码实
践。

是

应用程序安全 
4.1.3-安全软件开发
生命周期-在测试环
境中使用客户数据
（需要手动认证）

客户数据是否曾在
测试、开发或 QA 
环境中使用？

客户数据是否曾在
测试、开发或 QA 
环境中使用？ 如
果是，使用了哪些
数据，其用途是什
么？

否

应用程序安全 
4.1.4-安全软件开发
生命周期-安全连接

是否为所有使用客
户数据的网页和
通信启用了 SSL/
TLS？

指定是否使用安全
连接（例如 SSL/
TLS）与客户数据
进行所有通信。

是

安全的软件开发生
命周期

应用程序安全 
4.1.5-安全软件开
发生命周期-映像
Backup

应用程序映像快照
是否已备份？

指定是否备份映像
快照（例如支持
应用程序的系统和
托管客户数据的系
统）。如果是，是
否有流程可以确保
包含限定范围数据
的图像快照在拍照
之前获得授权？ 是
否对图像快照实施
了访问控制？

是。图像经客户和
管理层批准后备
份。

应用程序安全 
4.2.1-应用程序安全
审查-安全代码审查

安全代码审查是否
在每次发布之前完
成？

指定是否在每次发
布之前进行安全代
码审查。

是应用程序安全审查

应用程序安全 
4.2.2-应用程序安全
审查-渗透测试

是否进行了渗透测
试？ 我们可以得
到渗透测试的报告
吗？

指定是否在应用程
序上执行渗透测
试。如果是，能否
将最近 3 份报告作
为人工证据共享？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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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set 控件标题 控件描述 证据提取细节 样本值

应用程序安全 
4.2.3-应用程序安全
审查-安全补丁

是否定期应用和验
证所有可用的高风
险安全补丁？

指定是否定期应用
高风险安全补丁。
如果是，它们多久
应用一次？

是。每月都会应用
安全补丁。

应用程序安全 
4.2.4-应用程序安全
审查-应用程序漏洞
扫描

是否在进行重大更
改后定期对所有面
向互联网的应用程
序进行漏洞扫描？

指定是否对所有面
向 Internet 的应用
程序执行漏洞扫
描。如果是，漏
洞扫描多久进行一
次？ 我们能得到报
告的副本吗？

是。漏洞扫描每月
执行一次。

应用程序安全 
4.2.5-应用程序安全
审查-威胁和漏洞管
理

是否有管理威胁和
漏洞评估工具及
其收集的数据的流
程？

指定是否存在管理
威胁和漏洞评估
工具及其发现的流
程。您能否提供有
关如何管理威胁和
漏洞的更多细节？

是。来自不同来源
的所有威胁和漏洞
都汇总在一个门户
中。它们按严重程
度进行管理。

应用程序安全 
4.2.6-应用程序安全
审查-反恶意软件扫
描

是否定期对托管应
用程序的网络和系
统进行反恶意软件
扫描？

指定是否对托管应
用程序的网络和系
统进行反恶意软件
扫描。如果是，多
久做一次？ 你能提
供报告吗？

是。每月进行一次
反恶意软件扫描。

应用程序安全 
4.3.1-应用程序日
志-应用程序日志

是否收集和审查了
应用程序日志？

指定是否收集和查
看应用程序日志。
如果是，日志会保
留多长时间？

是。日志保留一
年。

应用程序安全 
4.3.2-应用程序日
志-访问日志

操作系统和应用程
序日志是否受到保
护，防止修改、删
除和/或不当访问？

指定是否保护操作
系统和应用程序日
志免遭修改、删除
和/或不当访问。
在发生违规或事件
时，您是否制定了
检测应用程序日志
丢失的流程？

是

应用程序日志

应用程序安全 
4.3.3-应用程序日
志-存储在日志中的
数据（需要手动认
证）

您是否将客户的身
份信息（PII）存
储在日志中的信息
（PII）？

指定您是否将客户
的身份信息（PII）
存储在日志中。

没有。 日志中不
会存储任何 PII 数
据。

应用程序安全 
4.4.1-变更控制策
略-功能和弹性测试

在发布变更之前是
否进行了功能和弹
性测试？

指定在新版本发布
之前是否对应用程
序进行了功能和弹
性测试。

是变更控制政策

应用程序安全 
4.4.2-变更控制策
略-变更控制程序

生产环境的所有变
更都需要变更控制
程序吗？

指定生产环境中所
有更改的变更控制
程序是否到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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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set 控件标题 控件描述 证据提取细节 样本值

应用程序安全 
4.4.3-变更控制策
略-避免生产中的人
为错误/风险

您是否制定了流程
来验证人为错误和
风险不会被推向生
产？

指定有一个流程来
验证人为错误和
风险不会被推入生
产。

是

应用程序安全 
4.4.4-变更控制策
略-文档和日志更改

您是否记录和记录
可能影响服务的更
改？

指定是否记录和记
录影响服务的更
改。如果是，日志
会保留多长时间？

是

应用程序安全 
4.4.5-变更控制政
策-买家变更通知
（需要手动认证）

是否有正式的流程
可以确保在进行可
能影响其服务的更
改之前通知客户？

指定在进行可能影
响其服务的更改
之前是否会通知客
户。如果是，通知
客户有关影响变更
的 SLA 是什么？

是。我们在影响变
更前 90 天通知客
户。

审计和合合合合合合规
审计和合规控制评估组织对监管要求的遵守情况。此表列出了审计和合规性控制的值和描述。

Control set 控件标题 控件描述 证据提取细节 样本值

认证已完成 审计与合规 1.1.1-
认证已完成（需要
手动认证）

列出您拥有的认
证。

指定您拥有哪些认
证。

SOC2，ISO/IEC 
27001

认证进行中 审计与合规 1.2.1-
认证进行中（需要
手动认证）

列出当前正在进行
中的其他证书。

列出当前正在审核
或审查的所有其他
证书，并注明预计
完成日期。

是。PCI 认证正在
进行中（ETA 2022 
年第 2 季度）。

审计与合规 1.3.1-
确保合规的程序-确
保合规的程序

您是否有政策或程
序来确保遵守适用
的立法、监管和合
同要求？

指定您是否有政策
或程序来确保遵守
适用的立法、监管
和合同要求。如果
是，请列出有关程
序的详细信息并上
传人工证据。

是。我们上传了
诸如 SOC2、ISO/
IEC 27001 之类的
文档。

审计与合规 1.3.2-
确保合规的程序-跟
踪未完成要求的审
计

是否已完成审计以
追踪未达到的监管
和合规要求？

指定是否进行审核
以跟踪未完成的要
求。如果是，请提
供详细信息。

是的，每月进行一
次审计，以跟踪未
完成的要求。

确保合规的程序

审计与合规 1.3.3-
确保合规的程序-偏
差和例外（需要手
动认证）

您是否有处理偏离
合规要求和异常情
况的流程？

指定是否有处理异
常或偏离合规要求
的流程。如果是，
请提供详细信息。

是。我们有偏差日
志和报告工具。
我们会调查所有异
常或偏差，以防止
future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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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业务弹性
业务弹性控制评估了组织在保持业务连续性的同时快速适应中断的能力。此表列出了业务弹性策略控制的值
和描述。

Control set 控件标题 控件描述 证据提取细节 样本值

业务弹性和连续性 
6.1.1-业务弹性-故
障转移测试（需要
手动认证）

站点故障转移测试
是否至少每年进行
一次？

指定是否每年进行
故障转移测试。如
果不是，它们多久
表演一次？

是

业务弹性和连续性 
6.1.2-业务弹性-业
务影响分析（需要
手动认证）

是否进行了业务影
响分析？

指定是否完成了业
务影响分析。如果
是，上次完成是什
么时候？ 提供所
进行分析的详细信
息。

是。业务影响分析
在 6 个月前完成。

业务弹性和连续性 
6.1.3-业务弹性-对
第三方供应商的依
赖关系（需要手动
认证）

是否存在对关键第
三方服务提供商
（云服务提供商除
外）的依赖关系？

指定是否依赖第三
方供应商（云服
务提供商除外）。
如果是，你能否提
供供应商的详细信
息？

否

业务弹性和连续性 
6.1.4-业务弹性-第
三方连续性和恢复
测试（需要手动认
证）

您是否要求第三方
供应商拥有自己的
灾难恢复流程和实
践？

指定第三方供应商
是否必须有自己的
灾难恢复流程和练
习。

不适用于此样本。

业务弹性和连续
性 6.1.5-业务弹性-
第三方供应商违反
合同（需要手动认
证）

与关键服务提供商
签订的合同是否包
含违反亚马逊销售
和配送 (SSA) 供应
和连续性的处罚或
补救条款？

与第三方供应商签
订的合同中是否包
含对违反可用性和
连续性的处罚或补
救条款？

不适用于此样本。

业务弹性

业务弹性和连续性 
6.1.6-业务弹性-系
统Health

您是否有监视器或
警报来了解系统的
运行状况？

指定是否有监控器
或警报以了解系统
的运行状况。

是

业务弹性和连续性 
6.2.1-业务连续性-
业务连续性政策/程
序

是否制定并记录了
正式的业务连续性
程序？

指定是否为业务连
续性而制定和维
护正式程序。如果
是，请提供有关程
序的更多细节。

是

业务弹性和连续性 
6.2.2-业务连续性-
响应和恢复策略

是否为优先活动定
义了具体的应对和
恢复战略？

指定是否为客户活
动和服务制定了恢
复和响应策略。

是

业务连续性

业务弹性和连续性 
6.2.3-业务连续性-
业务连续性测试

您是否通过执行恢
复测试来确保业务
连续性？

指定是否执行恢复
测试以确保出现
故障时的业务连续
性。

是。如果出现故
障，业务连续性系
统将在 2 小时内激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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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set 控件标题 控件描述 证据提取细节 样本值

业务弹性和连续性 
6.2.4-业务连续性-
多租户环境中的可
用性影响（需要手
动认证）

您是否限制买家施
加可能影响您系统
其他用户的可用性
的负载的能力？

指定一个买家的负
荷是否会影响另一
个买家的可用性。
如果是，则阈值是
多少，在此之前不
会产生任何影响？ 
如果不是，能否提
供更多详细信息，
说明如何确保服务
在使用高峰期及以
上期间不受影响？

是。此样本的阈值
不可用。

业务弹性和连续性 
6.3.1-应用程序可用
性-可用性记录（需
要手动认证）

去年是否存在任何
与可靠性或可用性
相关的重大问题？

说明去年是否存在
任何与可靠性或可
用性相关的重大问
题。

否

业务弹性和连续性 
6.3.2-应用程序可
用性-定期维护窗口
（需要手动认证）

在定期维护期间是
否会出现停机？

指定是否存在定期
维护时段，在此
期间服务可能会关
闭。如果是，停机
时间有多长？

否

业务弹性和连续性 
6.3.3-应用程序可
用性-在线事件门户
（需要手动认证）

是否有概述计划内
和计划外停机的在
线事件响应状态门
户？

指定是否存在概述
计划内和计划外
停机的事件状态门
户。如果是，请提
供有关客户如何访
问它的详细信息。
停机后多久门户会
更新？

是。客户可以通过 
example.com 访问
详细信息。

业务弹性和连续性 
6.3.4-应用程序可
用性-恢复时间目标
（需要手动认证）

是否有特定的恢复
时间目标 (RTO)？

指定是否存在恢复
时间目标 (RTO)。
如果是，你能提供 
RTO 吗？

是的，2 小时的 
RTO。

应用程序可用性

业务弹性和连续性 
6.3.5-应用程序可用
性-恢复点目标（需
要手动认证）

是否有特点目标
（RPO）？

指定是否存在恢复
点目标（RPO）。
如果是，你能否提
供 RPO？

是的，一个 1 周的 
RPO。

数据安全控制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控制保护数据和资产。此表列出了数据安全控制的值和描述。

Control set 控件标题 控件描述 证据提取细节 样本值

摄入的客户数据 数据安全 2.1.1-摄
入的客户数据（需
要手动认证）

创建产品功能所需
的客户数据列表。

描述从客户那里消
耗的所有数据。指
定是否使用敏感或
机密数据。

不消耗任何敏感
和机密数据。此
产品仅消耗非敏
感信息，例如来
自应用程序、基
础架构和的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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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set 控件标题 控件描述 证据提取细节 样本值
AWS 服务。(AWS 
CloudTrail,,AWS 
Config VPC 流日
志)

数据存储位置 数据安全 2.2.1-数
据存储位置（需要
手动认证）

客户数据存储在哪
里？ 列出存储数据
的国家和地区。

指定存储数据的国
家和地区列表。

俄亥俄州（美
国）、俄勒冈州
（美国）、爱尔兰
（欧盟）

数据安全 2.3.1-访
问控制-员工访问
权限（需要手动认
证）

员工可以访问未加
密的客户数据吗？

指定员工是否有权
访问未加密的客户
数据。如果是，请
简要说明他们为什
么需要访问权限。
如果不是，请简要
说明如何控制访问
权限。

不，所有数据在存
储时都经过加密。
员工将无法访问客
户数据，只能访问
有关其使用情况的
数据。

数据安全 2.3.2-访
问控制-移动应用
程序（需要手动认
证）

客户能否通过移动
应用程序访问他们
的数据？

指定客户是否可以
使用移动应用程序
访问他们的数据。
如果是，请提供更
多详细信息。客户
如何登录？ 应用
程序是否缓存了证
书？ 代币多久刷新
一次？

不，无法使用移动
应用程序访问服
务。

数据安全 2.3.3-访
问控制-数据传输到
国家（需要手动认
证）

客户数据是否传输
到来源国以外的国
家？

客户数据是否传输
到来源国以外的国
家？ 如果是，请指
定传输或接收客户
数据的国家/地区列
表。

否

数据安全 2.3.4-访
问控制-是否与第三
方供应商共享数据
（需要手动认证）

客户数据是否与第
三方供应商（云服
务提供商除外）共
享？

客户数据是否与第
三方供应商共享？ 
如果是，请指定第
三方供应商的列表
及其提供客户数据
的国家或地区。

否

访问控制访问访问
访问

数据安全 2.3.5-访
问控制-与第三方供
应商相关的安全策
略

您是否制定了政策
或程序来确保第三
方供应商维护客户
数据的机密性、可
用性和完整性？

指定您是否制定了
政策或程序来确
保第三方供应商维
护客户数据的机密
性、可用性和完整
性。如果是，请上
传政策或程序的手
册或文档。

不适用于此样本。

数据加密 数据安全 2.4.1-数
据加密-静态数据加
密

所有数据都是静态
加密的吗？

指定是否所有数据
进行静态加密。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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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set 控件标题 控件描述 证据提取细节 样本值

数据安全 2.4.2-数
据加密-传输中的数
据加密

所有数据在传输过
程中都加密了吗？

指定所有数据在传
输过程中是否都经
过加密。

是

数据安全 2.4.3-数
据加密-强算法（需
要手动认证）

你使用强大的加密
算法吗？

你使用强大的加
密算法吗？ 如果
是，请指定使用
了哪些加密算法
（例如 RSA、AES 
256）。

是。AES 256 用于
加密数据。

数据安全 2.4.4-数
据加密-唯一加密
密钥（需要手动认
证）

客户是否有能力生
成唯一的加密密
钥？

客户能否提供或生
成自己的唯一加密
密钥？ 如果是，请
提供更多详细信息
并上传证据。

是

数据安全 2.4.5-数
据加密-加密密钥
访问（需要手动认
证）

员工是否无法访问
客户的加密密钥？

指定是否禁止您的
员工访问客户的
加密密钥。如果不
是，请解释他们为
什么有权访问客户
密钥。如果是，请
解释如何控制访问
权限。

是。加密密钥安全
存储并定期轮换。
员工无权访问这些
密钥。

数据安全 2.5.1-数
据存储和分类-数据
Backup

您是否备份客户数
据？

指定是否备份客户
数据。如果是，
请描述您的备份策
略（包括有关备份
频率、备份存储位
置、备份加密和冗
余的详细信息。）

是的，备份每
三个月完成一
次。Backup 与客
户数据存储在同
一区域，如同一个
区域。客户的支持
工程师有权恢复备
份，但不能恢复备
份中的数据。

数据安全 2.5.2-数
据存储和分类-数据
访问控制政策

您是否对存储的客
户数据实施了适当
的访问控制？ 提供
您的访问访问访问
访问访问

指定是否对存储的
客户数据实施了适
当的访问控制（例
如 RBAC）。提供
有关如何控制数据
访问的更多详细信
息和手动证据。

是。实施最低权限
访问控制是为了限
制对客户数据的访
问。

数据存储和分类

数据安全 2.5.3-数
据存储和分类-交易
数据（需要手动认
证）

客户的交易细节
（例如支付卡信息
和有关进行交易的
团体的信息）是否
存储在外围区域
中？

指定客户的交易详
细信息（例如支
付卡信息和有关进
行交易的团体的信
息）是否将存储在
外围区域中。如果
是，请解释为什么
需要将其存储在外
围区域。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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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set 控件标题 控件描述 证据提取细节 样本值

数据安全 2.5.4-数
据存储和分类-信息
分类

客户数据是否根据
法律或监管要求、
商业价值以及对未
经授权的披露或修
改的敏感性进行了
分类？

指定客户数据是否
按敏感度分类。如
果是，请上传此分
类的手动证据。

是

数据安全 2.5.5-数
据存储和分类-数据
分段（需要手动认
证）

是否提供了客户之
间的数据分割和分
离功能？

指定是否对不同客
户的数据进行分
段。如果不是，请
解释保护数据免受
交叉污染的机制。

是

数据保留 数据安全 2.6.1-数
据保留（需要手动
认证）

你会保留数据多长
时间？

指定数据保留期
限。如果保留期因
数据分类和敏感度
而异，您能否提供
每个保留期的详细
信息？

6 个月

买家取消订阅后的
数据保留

数据安全 2.6.2-客
户取消订阅后的数
据保留（需要手动
认证）

买家取消订阅后，
您的数据会保留多
长时间？

指定客户取消订阅
后的数据保留期
限。

3 个月

最终用户设备安全控制
最终用户设备安全控制可保护便携式最终用户设备及其连接的网络免受威胁和漏洞的侵害。此表列出了最终
用户设备安全策略控制的值和描述。

Control set 控件标题 控件描述 证据提取细节 样本值

最终用户设备安全 
7.1.1-资产/软件清
单-资产清单

资产库存清单是否
定期更新？

指定是否维护资产
清单。如果是，多
久更新一次？

是。库存每周更新
一次。

资产/软件清单

最终用户设备安全 
7.1.2-资产/软件清
单-软件和应用程序
清单

是否清点了限定系
统上所有已安装的
软件平台和应用程
序？

指定是否保留所有
已安装软件和应
用程序的清单。如
果是，多久更新一
次？

是。库存每周更新
一次。

最终用户设备安全 
7.2.1-资产安全-安
全补丁

是否至少每月在所
有最终用户设备上
应用和验证所有可
用的高风险安全补
丁？

指定是否至少每月
应用所有高风险
安全补丁。如果
不是，多久应用一
次？ 您能否提供有
关如何管理补丁的
更多详细信息？

是。我们有一个安
全团队每两周执行
一次此流程。

资产安全

最终用户设备安全 
7.2.2-资产安全-端
点安全

你有端点安全吗？ 指定是否在所有设
备上安装了端点安
全。如果是，您能
否提供有关该工具

是。我们的安全团
队每两周使用内部
工具处理一次这个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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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set 控件标题 控件描述 证据提取细节 样本值
及其维护方式的更
多详细信息？

最终用户设备安
全 7.2.3-资产安全-
资产的维护和维修
（需要手动认证）

是否使用经批准和
受控的工具对组织
资产进行维护和维
修并记录在案？

指定是否使用受控
工具执行和记录资
产的维护和维修。
如果是，你能否提
供更多关于如何管
理的细节？

是。设备的所有维
护都会被记录下
来。这种维护不会
导致停机。

最终用户设备安全 
7.2.4-资产安全-设
备的访问控制

这些设备是否启用
了访问控制？

指定设备是否启用
了访问控制（例如 
RBAC）。

是。所有设备都实
现了最低权限访
问。

最终用户设备安
全 7.3.1-设备日志-
日志中的足够详细
信息（需要手动认
证）

操作系统和设备日
志中记录的详细信
息是否足以支持事
件调查？

指定日志中是否包
含足够的详细信息
（例如成功和失败
的登录尝试以及对
敏感配置设置和文
件的更改）以支持
事件调查。如果不
是，请提供有关如
何处理事件调查的
更多详细信息。

是

最终用户设备安全 
7.3.2-设备日志-访
问设备日志

是否保护设备日志
免遭修改、删除和/
或不当访问？

指定是否保护设备
日志免遭修改、删
除和/或不当访问。
如果是，你能否提
供有关如何执行的
细节？

是。对日志的更改
由访问控制强制
执行。对日志的所
有更改都会导致警
报。

设备日志

最终用户设备安全 
7.3.3-设备日志-日
志保留（需要手动
认证）

日志的保留时间是
否足以调查攻击？

日志将保留多长时
间？

是的，1 年。

最终用户设备安全 
7.4.1-移动设备管
理-移动设备管理程
序

有移动设备管理程
序吗？

指定是否有移动设
备管理程序。如果
是，请说明使用哪
种工具进行移动设
备管理。

是。我们使用内部
工具。

最终用户设备安全 
7.4.2-移动设备管
理-从专用移动设备
访问生产环境（需
要手动认证）

员工是否无法使用
非托管的私有移
动设备访问生产环
境？

指定是否禁止员工
使用非托管的私有
移动设备访问生产
环境。如果不是，
你如何强制执行这
种控制？

是

移动设备管理

最终用户设备安全 
7.4.3-移动设备管
理-从移动设备访问
客户数据（需要手
动认证）

是否禁止员工使用
非托管的私人移动
设备查看或处理客
户数据？

指定是否禁止员工
使用非托管移动设
备访问客户数据。
如果不是，允许访
问的用例是什么？ 
如何监控访问？如
何监视访问？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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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管制人力资源管制
人力资源控制评估员工相关部门在招聘、工资和解雇员工等过程中对敏感数据的处理情况。此表列出了人力
资源策略控制的值和描述。

Control set 控件标题 控件描述 证据提取细节 样本值

人力资源 9.1.1-人
力资源政策-员工背
景调查

就业前是否进行背
景筛查？

指定是否在雇用前
对所有员工进行背
景筛查。

是

人力资源 9.1.2-人
力资源政策-员工协
议

雇佣协议在就业前
签订了吗？

指定雇佣协议是否
在就业前签署。

是

人力资源 9.1.3-人
力资源政策-员工安
全培训

是否所有员工都定
期接受安全意识培
训？

指定员工是否定期
接受安全培训。如
果是，他们多久接
受一次安全培训？

是。他们每年接受
安全培训。

人力资源 9.1.4-人
力资源政策-对不遵
守政策的纪律处分
程序

对违反人力资源政
策的行为是否有纪
律处分程序？

具体说明是否对违
反人力资源政策的
行为有纪律处分程
序。

是

人力资源 9.1.5-人
力资源政策-承包
商/分包商背景调查
（需要人工认证）

是否对第三方供应
商、承包商和分
包商进行了背景调
查？

指定是否对第三方
供应商、承包商和
分包商进行了背景
调查。如果是，是
否定期进行背景调
查？

是。背景调查每年
进行一次。

人力资源政策

人力资源 9.1.6-人
力资源政策-解雇时
归还资产

终止时是否有核实
成分资产返还的程
序？

指定雇员离职后是
否有流程来验证组
成资产的返还。

是

基础设施安全控制基础设施和安全控制
基础设施安全控制保护关键资产免受威胁和漏洞。此表列出了基础架构安全策略控制的值和描述。

Control set 控件标题 控件描述 证据提取细节 样本值

基础设施安全 
8.1.1-物理安全-设
施的物理接入

需要亲自访问资产
（例如建筑物、车
辆或硬件）的个人
是否需要提供身份
证件和任何必要的
证书？

指定需要亲自访问
资产（例如建筑
物、车辆、硬件）
的个人是否需要提
供身份证件和任何
必要的证书。

是

基础设施安全 
8.1.2-物理安全-物
理安全和环境控制
到位

数据中心和办公楼
是否有物理安全和
环境控制？

指定所有设施的物
理安全和环境控制
是否到位。

是

人身安全

基础设施安全 
8.1.3-物理安全-访

您是否记录访客的
访问权限？

如果允许访客进入
设施，是否会保留

是。日志将保留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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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set 控件标题 控件描述 证据提取细节 样本值
客访问权限（需要
手动认证）

访客访问日志？ 如
果是，日志会保留
多长时间？

基础设施安全 
8.2.1-网络安全-禁
用未使用的端口和
服务（需要手动认
证）

生产环境和系统中
是否禁用了所有
未使用的端口和服
务？

指定是否禁用生产
环境和系统中所有
未使用的端口和服
务。

是

基础设施安全 
8.2.2-网络安全-防
火墙的使用

防火墙是否用于将
关键和敏感系统隔
离到与敏感系统不
太敏感的网络分段
分开的网段？

指定是否使用防火
墙将关键和敏感
分段与系统敏感度
较低的分段隔离开
来。

是

基础设施安全 
8.2.3-网络安全-防
火墙规则审查

是否定期审查和更
新所有防火墙规
则？

防火墙规则多久审
查和更新一次？

是。防火墙规则每 
3 个月更新一次。

基础设施安全 
8.2.4-网络安全-入
侵检测/防御系统

入侵检测和防御系
统是否部署在所有
敏感网络区域以及
启用防火墙的任何
地方？

指定是否在所有敏
感网络区域中启用
了入侵检测和防御
系统。

是

网络安全性

基础设施安全 
8.2.5-网络安全-安
全和强化标准

您是否为网络设备
制定了安全和强化
标准？

指定您是否为网络
设备制定了安全
和强化标准。如果
是，您能否提供更
多详细信息（包括
有关这些标准的实
施和更新频率的详
细信息）？

是。每月在网络设
备上实施安全和强
化标准。

云服务 基础设施安全 
8.3.1-云服务-用于
托管应用程序的
平台（需要手动认
证）

列出您用于托管应
用程序的云平台。

指定您使用哪些云
平台来托管应用程
序。

AWS

风险管理和事件响应控制
风险管理和事件响应控制评估被认为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以及为应对风险和攻击而采取的措施。此表列出了风
险管理和事件响应策略控制的值和描述。

Control set 控件标题 控件描述 证据提取细节 样本值

风险评估 风险管理/事件响应 
5.1.1-风险评估-解
决和识别风险

是否有专门用于识
别和解决破坏性事
件给组织带来的风
险的正式流程？

指定是否存在识别
和解决导致组织破
坏性事件的风险的
流程。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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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set 控件标题 控件描述 证据提取细节 样本值

风险管理/事件响应 
5.1.2-风险评估-风
险管理流程

是否有计划或流程
来管理评估期间发
现的风险的治疗？

指定是否有管理风
险及其缓解措施的
计划或流程。如果
是，您能否提供有
关风险管理流程的
更多细节？

是。我们会定期审
查和纠正问题以解
决不合规问题。针
对影响我们环境的
任何问题，确定了
以下信息：

• 已发现问题的详
细信息

• 根本原因

• 补偿控制

• 严重性

• 所有者

• 近期前进之路

• 长期前进之路

风险管理/事件响应 
5.1.3-风险评估-风
险评估

风险评估经常进行
吗？

风险评估经常进行
吗？ 如果是，请
指定风险评估的频
率。

是。风险评估每 6 
个月完成一次。

风险管理/事件响应 
5.1.4-风险评估-第
三方供应商风险评
估

是否对所有第三方
供应商进行了风险
评估？

指定是否对所有第
三方供应商进行风
险评估。如果是，
多久一次？

不适用于此样本。

风险管理/事件响应 
5.1.5-风险评估-合
同变更时的风险重
新评估

在服务交付或合同
变更时是否进行风
险评估？

指定是否每次服务
交付或合同变更
时都要进行风险评
估。

不适用于此样本。

风险管理/事件响应 
5.1.6-风险评估-接
受风险（需要手动
认证）

管理层是否有知情
和客观地接受风险
并批准行动计划的
程序？

说明管理层是否有
了解和接受风险的
流程，是否有批准
行动计划和解决风
险相关问题的时间
表。该流程是否包
括向管理层提供每
种风险背后的指标
的详细信息？

是。在管理层批准
风险之前，将有关
风险严重性以及未
缓解的潜在问题的
详细信息提供给管
理层。

风险管理/事件响应 
5.1.7-风险评估-风
险指标（需要手动
认证）

您是否制定了定
义、监控和报告风
险指标的措施？

指定是否有定义、
监控和报告风险指
标的流程。

是

事件管理 风险管理/事件响应 
5.2.1-事件管理-事
件响应计划

有正式的事件响应
计划吗？

指定是否有正式的
事件响应计划。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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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set 控件标题 控件描述 证据提取细节 样本值

风险管理/事件响
应 5.2.2-事件管理-
报告安全事件的联
系人（需要手动认
证）

客户有举报安全事
件的流程吗？

指定客户是否有报
告安全事件的流
程。如果是，客户
如何报告安全事
件？

是。客户可以向 
example.com 报告
事件。

风险管理/事件响应 
5.2.3-事件管理-报
告事件/关键活动

你报告关键活动
吗？

你报告关键活动
吗？ 报告关键活动
的 SLA 是什么？

是。所有关键活动
将在一周内报告。

风险管理/事件响应 
5.2.4-事件管理-事
件恢复

你有灾难恢复计划
吗？

指定您是否有事件
发生后的恢复计
划。如果是，你能
否分享有关恢复计
划的细节？

是。事故发生后，
将在 24 小时内完
成恢复。

风险管理/事件响应 
5.2.5-事件管理-发
生攻击时买家可用
的日志（需要手动
认证）

如果遭到攻击，客
户能否获得相关资
源（例如日志、事
件报告或数据）？

如果发生攻击或事
件，客户能否使
用与其使用相关的
相关资源（例如日
志、事件报告或数
据）？

是

风险管理/事件响应 
5.2.6-事件管理-安
全公告（需要手动
认证）

您是否有安全公告
概述了影响您的应
用程序的最新攻击
和漏洞？

指定您是否有安全
公告，其中概述
了影响您的应用程
序的最新攻击和漏
洞。如果是，你能
否提供细节？

是。客户可以向 
example.com 报告
事件。

风险管理/事件响应 
5.3.1-事件检测-全
面日志

是否有全面的日志
记录来支持识别和
缓解事件？

指定是否启用了全
面的日志记录。确
定系统能够记录的
事件类型。日志会
保留多长时间？

是。记录了以
下事件：应用程
序、设备AWS 服
务等，以AWS 
CloudTrail及 VPC 
流日志。AWS 
Config日志保留 1 
年。

风险管理/事件响应 
5.3.2-事件检测-日
志监控

您是否使用日志监
控等检测机制监控
异常或可疑活动并
发出警报？

指定是否定期执行
安全监控和警报。
如果是，是否包括
对异常或可疑行为
的日志监控？

是。监控所有日志
中是否存在异常行
为，例如多次登录
失败、从异常地理
位置登录或其他可
疑警报。

事件检测

风险管理/事件响应 
5.3.3-事件检测-第
三方数据泄露

是否有识别和检测
和记录分包商安
全、隐私或数据泄
露问题的流程？

指定是否有识别和
检测第三方供应商
或分包商是否存在
数据泄露、安全问
题或隐私问题的流
程。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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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set 控件标题 控件描述 证据提取细节 样本值

用于事件通知的 
SLA

风险管理/事件响应 
5.4.1-事件通知的 
SLA（需要手动认
证）

发送有关事件或违
规通知的 SLA 是什
么？

发送有关事件或违
规通知的 SLA 是什
么？

7 天

安全和配置策略控制
安全和配置策略控制评估保护组织资产的安全策略和安全配置。此表列出了安全和配置策略控制的值和描
述。

Control set 控件标题 控件描述 证据提取细节 样本值

安全和配置策略 
10.1.1-信息安全策
略-信息安全策略

您是否有由安全团
队拥有和维护的信
息安全政策？

指定您是否有信息
安全策略。如果
是，请共享或上传
手动证据。

是。我们基于 NIST 
框架制定安全策
略。

信息安全政策

安全和配置策略 
10.1.2-信息安全策
略-策略审查

是否每年对所有安
全政策进行审查？

指定是否每年审查
安全策略。如果不
是，政策多久审查
一次？

是。每年审查一
次。

安全和配置策略 
10.2.1-安全配置策
略-安全配置（需要
手动认证）

安全配置标准是否
得到维护和记录？

指定是否维护和记
录所有安全配置
标准。如果是，请
共享或上传手动证
据。

是

安全和配置策略 
10.2.2-安全配置策
略-安全配置审查
（需要手动认证）

是否至少每年审查
一次安全配置？

指定是否至少每年
审查一次安全配
置。如果不是，请
指定审查频率。

是。每 3 个月审查
一次。

安全配置策略

安全和配置策略 
10.2.3-安全配置策
略-配置更改

是否记录了对配置
的更改？

指定是否记录配置
更改。如果是，
日志会保留多长时
间？

是。对配置的所有
更改都将进行监控
和记录。更改配置
时会发出警报。日
志保留 6 个月。

使用AWS Marketplace供应商洞察以买家身份导出快
照

快照是安全配置文件的一种 point-in-time 姿势。导出快照提供了一种离线下载和查看数据、查看证据数据和
比较产品的方法。

导出快照
您可以导出为 JSON 或 CSV 格式。要导出快照，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登录 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AWS Marketplace 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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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 “供应商洞察”。
3. 从 “供应商洞察” 中，选择一种产品。
4. 从 “概述” 部分转到 “摘要” 部分，然后选择 “导出”。
5.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下载 (JSON) 或下载 (CSV)。

在 “AWS Marketplace供应商洞察” 中控制访问权限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AWS 服务 可帮助您控制对AWS资源的访问权限。IAM 是一项
无需额外费用即可使用的 AWS 服务。如果您是管理员，您可以控制谁可以通过身份验证（登录）和获得授
权（具有权限）来使用AWS Marketplace资源。 AWS MarketplaceVendor Insights 使用 IAM 控制对卖家数
据、评估、卖家自我认证和行业标准审计报告的访问权限。

控制谁能在其中做什么的推荐方法AWS Marketplace 管理门户是使用 IAM 创建用户和群组。然后，您将用户
添加到组并管理组。您可以为该群组分配提供只读权限的策略或权限。如果您还有其他用户需要只读访问权
限，则可以将他们添加到您创建的群组中，而不是向其添加权限AWS 账户。

策略是定义应用于用户、组或角色的权限的文档。权限决定用户可以在其中做什么AWS。策略通常允许访问
特定操作，可以选择授权允许对特定资源（例如，EC2 实例或 Amazon S3 存储桶）执行操作。策略还可以
显式拒绝访问。权限是策略中允许或拒绝访问特定资源的语句。

Important

您创建的所有 用户使用其凭证进行身份验证。但是，它们使用相同的方法AWS 账户。用户进行的
任何更改可能影响整个账户。

AWS Marketplace 定义了权限来控制具有这些权限的人可以在 AWS Marketplace 管
理门户 中执行的操作。还有一些结合了多个权限的AWS Marketplace创建和管理策
略。AWSMarketplaceSellerProductsFullAccess 策略授予用户对 AWS Marketplace 管理门户 中产
品的完全访问权限。

有关可用的操作、资源和条件键，请参阅服务授权参考中的操作、资源和条件键。AWS Marketplace

AWS Marketplace供应商见解买家的权限
您可以使用以下权限来使用AWS Marketplace以下权限。您可以将权限合并到单个 IAM 策略中，以授予所需
的权限。

GetProfileAccessTerms
GetProfileAccessTerms允许用户检索必要的条款以查看、接受和访问AWS Marketplace供应商见解档
案。

操作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

所需资源:SecurityProfile.

ListEntitledSecurityProfiles
ListEntitledSecurityProfiles允许用户列出他们有权读取的所有安全配置文件。

操作组：只读、仅列表和读写。

所需资源：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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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titledSecurityProfileSnapshots
ListEntitledSecurityProfileSnapshots允许用户列出他们有权读取的安全配置文件的安全配置文件
快照。 SecurityProfile。

操作组：只读、仅列表和读写。

所需资源：SecurityProfile

GetEntitledSecurityProfileSnapshot
GetEntitledSecurityProfileSnapshot允许用户获取他们有权读取的安全配置文件的安全配置文件快
照的详细信息。

操作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

所需资源：Security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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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Marketplace 的安全性
我们列出来自高质量卖家的软件，并积极努力保持我们选择的质量。 因为每个客户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的目
标是提供有关所列产品的足够信息，AWS Marketplace以便买家能够做出正确的购买决定。

Note

有关 AWS Data Exchange 数据产品安全性的信息，请参阅 AW S Data Exchange 用户指南中的安
全性。
有关卖家安全的信息AWS Marketplace，请参阅《卖家指南》中的 “AWS MarketplaceAWS 
Marketplace安全”。

与卖方分享的订阅者信息
我们可能会出于以下原因与我们的卖家分享您的联系信息：

• 如果他们需要提供客户培训和技术支持。
• 用于软件激活、配置和内容自定义。
• 内部补偿他们的销售团队。

此外，我们可能还会与卖家分享公司名称、完整地址和使用费用等信息，以便卖家为其销售团队提供补偿。
我们还可能与卖家分享某些信息以帮助他们评估其市场营销活动的有效性。卖家可以使用该信息以及他们已
拥有的信息确定其销售团队的奖励或特定买家的使用情况。

否则，我们通常不会与卖家分享客户信息，并且分享的任何信息不是个人身份信息，除非您允许我们分享此
类信息，或我们认为需要向卖家提供该信息以遵守法律或法规。

将 IAM 策略升级到 IPv6
AWS Marketplace客户使用 IAM 策略来设置允许的 IP 地址范围，并防止配置范围之外的任何 IP 地址访问
AWS Marketplace资源。

AWS Marketplace网站域名正在升级到 IPv6 协议。

在更新为IPv6 地址的 IP 地址的 IP 地址的 IP 地址的 IP 地址的 IP 地址的 IP 地址的 IP 地址丢失访问
权。AWS Marketplace

受从 IPv6 升级到 IPv6
使用双寻址的客户会受到此次升级的影响。双重寻址和 IPv6。

如果您使用双地址，则必须更新当前使用 IPv4 格式地址配置的 IAM 策略，使其包含 IPv6 格式的地址。

如需有关访问问题的帮助，请联系AWS Support。
Note

以下客户不受本次升级的影响：

• 仅使用 IPv4 网络的客户。
• 仅使用 IPv6 网络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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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IPv6？
IPv6 是下一代 IP 标准，旨在最终取代 IPv4。之前的版本 IPv4 使用 32 位寻址方案支持 43 亿台设备。IPv6 
改用 128 位寻址来支持大约 340 万亿美元（或第 128 次方的 2 倍）设备。

2001:cdba:0000:0000:0000:0000:3257:9652
2001:cdba:0:0:0:0:3257:9652
2001:cdba::3257:965

更新为 IPv6
IAM 策略目前用于使用aws:SourceIp过滤器设置允许的 IP 地址范围。

双寻址支持 IPv4 和 IPV6 流量。如果使用 IPv6，则更新为包括 IPv6 地址的 IAM 策略已更新为包括 IPv6 地
址的 IAM 策略已更新为包括 IPv6 地址的。

例如，此 Amazon S3 存储桶策略确定了Condition元素203.0.113.0.*中允许的 IPv4 地址范
围192.0.2.0.*和允许的 IPv4 地址范围。

#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reference_policies_examples_aws_deny-
ip.html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Effect": "Deny", 
        "Action": "*", 
        "Resource": "*", 
        "Condition": { 
            "NotIpAddress": { 
                "*aws:SourceIp*": [ 
                    "*192.0.2.0/24*", 
                    "*203.0.113.0/24*" 
                ] 
            }, 
            "Bool": { 
                "aws:ViaAWSService": "false" 
            } 
        } 
    }
}

要更新此策略，策略的Condition元素已更新为包含 IPv6 地址范
围2001:DB8:1234:5678::/64和2001:cdba:3257:8593::/64。

Note

不要删除现有的 IPv4 地址，因为它们是向后兼容所必需的。

"Condition": { 
            "NotIpAddress": { 
                "*aws:SourceIp*": [ 
                    "*192.0.2.0/24*", <<DO NOT remove existing IPv4 address>> 
                    "*203.0.113.0/24*", <<DO NOT remove existing IPv4 address>> 
                    "*2001:DB8:1234:5678::/64*", <<New IPv6 IP address>> 
                    "*2001:cdba:3257:8593::/64*" <<New IPv6 IP address>> 
                ] 
            }, 
            "Bool": { 
                "aws:ViaAWSService": "fa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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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关使用 IAM 管理访问权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用户指南中的托管
策略和内联策略。

在更新到 IPv6
将 IAM 策略更新为 IPv6 格式后，您可以测试您的网络是否正在访问 IPv6 终端节点和AWS Marketplace网站
功能。

主题
• 使用 Linux/Unix 或 Mac OS X 测试网络 (p. 107)
• 使用 Windows 7 或 Windows 10 测试网络  (p. 107)
• 测试AWS Marketplace网站  (p. 107)

使用 Linux/Unix 或 Mac OS X 测试网络
如果使用 Linux/Unix 或 Mac OS X，则通过使用以下 curl 命令，可以测试您的网络能否在访问IPv6。

curl -v -s -o /dev/null http://ipv6.ec2-reachability.amazonaws.com/

例如，如果通过 IPv6，则显示以下信息。

* About to connect() to aws.amazon.com port 443 (#0)
*   Trying IPv6 address... connected
* Connected to aws.amazon.com (IPv6 address) port 443 (#0)
> GET / HTTP/1.1
> User-Agent: curl/7.18.1 (x86_64-unknown-linux-gnu) libcurl/7.18.1 OpenSSL/1.0.1t 
 zlib/1.2.3
> Host: aws.amazon.com

使用 Windows 7 或 Windows 10 测试网络
如果使用 Windows 10 或 Windows 10，则通过IPv6 或 IPv6 访问双堆栈终端节点。使用以下示例中所示的
ping 命令。

ping aws.amazon.com

如果您通过 IPv6 访问终端节点，则此命令返回 IPv6 地址。

测试AWS Marketplace网站
更新后测试AWS Marketplace网站功能主要取决于您的政策的编写方式及其用途。通常，您应验证策略中指
定的功能是否按预期运行。

以下场景可以帮助您开始测试AWS Marketplace网站功能。

作为AWS Marketplace网站上的买家，可以测试您能否执行以下任务：

• 订阅AWS Marketplace产品。
• 配置AWS Marketplace产品。
• 发布或发AWS Marketplace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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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AWS Marketplace网站上的卖家，可以测试您能否执行以下任务：

• 管理您的现有AWS Marketplace产品。
• 创建AWS Marketplace产品。

控制对 AWS Marketplace 订阅的访问
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帮助您安全地创建或连接员工身份，并在所有
应用程序之间AWS 账户集中管理他们的访问权限。对于任何规模和类型的组织，IAM Identity Center 是推荐
的员工身份验证和授权方法。AWS有关其他配置指南，请查看 AWS 安全参考架构。

IAM Identity Center 提供了一个用户门户AWS 账户，您的用户可以在其中找到并访问其分配的角色、云应
用程序和自定义应用程序。IAM Identity Center 为连接目录中的用户和群组分配单点登录访问权限，并使用
权限集来确定他们的访问级别。这将启用临时安全凭证。您可以通过分配特定的AWS托管角色来定义他们的
AWS Marketplace访问级别，以委托整个AWS组织中的AWS Marketplace订阅管理。

例如，客户 A 通过联合角色，并将ManagedmarketPlace_ViewOnly策略 这意味着客户 A 只能查看中的
订阅AWS Marketplace。您可以创建具有查看订阅权限的 IAM 角色，并向客户 A 授予担任此角色的权限。

创建 IAM 角色AWS Marketplace
您可以使用 IAM 角色委派对 AWS 资源的访问权限。

创建用于分配AWS Marketplace权限的 IAM 角色

1. 打开 IAM 控制台。
2. 在左侧的导航窗格中，选择 Roles（角色），然后选择 Create role（创建角色）。
3. 选择您的 AWS 账户。
4. 从添加权限，选择以下策略：

• 要仅允许查看订阅的权限，而不允许更改订阅，请选择AWSMarketplaceRead-only。
• 要允许订阅和取消订阅，请选择AWSMarketplaceManageSubscriptions。
• 要允许完全控制您的订阅，请选择AWSMarketplaceFullAccess。

5. 选择下一步。
6. 对于角色，输入名称。例如，MarketplaceReadOnly 或 MarketplaceFullAccess。然后选择

Create role (创建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创建 IAM 角色。

Note

指定账户的管理员可向该账户中的任何 用户授予担任该角色的权限。

重复上述步骤，创建更多具有不同权限集的角色，以便每个用户角色都可以使用具有自定义权限的 IAM 角
色。

您不限于此处描述的 AWS 托管策略中的权限。您可以使用、用户组和策略，然后对 IAM 角色，然后 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管理 IAM 策略和添加 IAM 身份权限。

AWS适用于 AWS Marketplace 的托管策略
您可以使用AWS托管策略提供基本AWS Marketplace权限。然后，对于任何独特的场景，您可以创建自己的
策略并将其应用于符合您的场景特定要求的角色。您可以使用以下基本 AWS Marketplace 托管策略来控制具
有权限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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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MarketplaceRead-only
• AWSMarketplaceManageSubscriptions
• AWSPrivateMarketplaceRequests
• AWSPrivateMarketplaceAdminFullAccess
• AWSMarketplaceFullAccess

AWS Marketplace还为特定场景提供专门的托管策略。有关适用于AWS Marketplace买家的 AWS 托管政策
的完整列表以及他们提供的权限的描述，请参阅AWSAWS Marketplace买家管理政策 (p. 109)。

使用License Manager 权限
AWS Marketplace与集成AWS License Manager，可在组织中的账户之间管理和共享您订阅的产品的许
可证。要在中查看您的订阅的完整详细信息AWS Marketplace，用户必须能够从中列出许可证信息AWS 
License Manager。

为确保您的用户拥有查看有关其AWS Marketplace产品和订阅的所有数据所需的权限，请添加以下权限：

• license-manager:ListReceivedLicenses

有关设置权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管理 IAM 策略。

其他资源
有关管理、角色的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身份（用户、用户组和角色）。

有关管理 IAM 权限和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 M 用户指南中的使用策略控制对AWS资源的访问权限。

有关在 AWS Data Exchange 中管理数据产品的 IAM 权限和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Data Ex change
用户指南中的 AWS Data Exchange 中的身份和访问管理。

AWSAWS Marketplace买家管理政策
要向用户、组和角色添加权限，与自己编写策略相比，使用 AWS 托管策略更简单。创建仅为团队提供所需
权限的 IAM 客户托管策略需要时间和专业知识。要快速入门，您可以使用我们的 AWS 托管式策略。这些策
略涵盖常见使用案例，可在您的 AWS 账户 中使用。有关 AWS 托管式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
南中的AWS 托管式策略。

AWS 服务 负责维护和更新 AWS 托管式策略。您无法更改 AWS 托管式策略中的权限。服务偶尔会向 AWS 
托管式策略添加额外权限以支持新功能。此类更新会影响附加策略的所有身份（用户、组和角色）。当启
动新功能或新操作可用时，服务最有可能会更新 AWS 托管式策略。服务不会从 AWS 托管式策略中删除权
限，因此策略更新不会破坏您的现有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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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分列出了用于管理买家访问权限的每项政策AWS Marketplace。有关卖家政策的信息，请参阅《卖家指
南》中的AWS MarketplaceAWS Marketplace卖家AWS管理政策。

主题
• AWS托管策略： AWSMarketplaceFullAccess (p. 110)
• AWS托管策略： AWSMarketplaceImageBuildFullAccess (p.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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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托管策略： AWSMarketplaceLicenseManagementServiceRolePolicy (p. 115)
• AWS托管策略： AWSMarketplaceManageSubscriptions (p. 115)
• AWS托管策略： AWSMarketplaceProcurementSystemAdminFullAccess (p. 116)
• AWS托管策略： AWSMarketplaceRead-只有 (p. 116)
• AWS托管策略： AWSPrivateMarketplaceAdminFullAccess (p. 117)
• AWS托管策略： AWSPrivateMarketplaceRequests (p. 118)
• AWS托管策略： AWSVendorInsightsAssessorFullAccess (p. 118)
• AWS托管策略： AWSVendorInsightsAssessorReadOnly (p. 119)
• 对 AWS 托管式策略的 AWS Marketplace 更新 (p. 120)

AWS托管策略： AWSMarketplaceFullAccess
您可以将 AWSMarketplaceFullAccess 策略附加得到 IAM 身份。

此策略授予管理权限，允许完全访问，买方AWS Marketplace和卖方均可完全访问。这些权限包括订阅和
取消订阅软件、管理来自的AWS MarketplaceAWS Marketplace软件实例、在您的账户中创建和管理私有市
场，以及访问 Amazon EC2 和 Amazon EC2 Systems Manager。AWS MarketplaceAWS CloudFormation

权限详细信息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aws-marketplace:*", 
                "cloudformation:CreateStack", 
                "cloudformation:DescribeStackResource", 
                "cloudformation:DescribeStackResources", 
                "cloudformation:DescribeStacks", 
                "cloudformation:List*", 
                "ec2:AuthorizeSecurityGroupEgress", 
                "ec2:AuthorizeSecurityGroupIngress", 
                "ec2:CreateSecurityGroup", 
                "ec2:CreateTags", 
                "ec2:DescribeAccountAttributes", 
                "ec2:DescribeAddresses", 
                "ec2:DeleteSecurityGroup", 
                "ec2:DescribeImages", 
                "ec2:DescribeInstances", 
                "ec2:DescribeKeyPairs", 
                "ec2:DescribeSecurityGroups", 
                "ec2:DescribeSubnets", 
                "ec2:DescribeTags", 
                "ec2:DescribeVpcs", 
                "ec2:RunInstances", 
                "ec2:StartInstances", 
                "ec2:StopInstances", 
                "ec2:TerminateInstances" 
            ], 
            "Resource":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ec2:CopyImage", 
                "ec2:Deregister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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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2:DescribeSnapshots", 
                "ec2:DeleteSnapshot", 
                "ec2:CreateImage", 
                "ec2:DescribeInstanceStatus", 
                "ssm:GetAutomationExecution", 
                "ssm:ListDocuments", 
                "ssm:DescribeDocument", 
                "sns:ListTopics", 
                "sns:GetTopicAttributes", 
                "sns:CreateTopic", 
                "iam:GetRole", 
                "iam:GetInstanceProfile", 
                "iam:ListRoles", 
                "iam:ListInstanceProfiles" 
            ], 
            "Resource":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sm:StartAutomationExecution" 
            ], 
            "Resource": [ 
                "arn:aws:ssm:eu-central-1:906690553262:automation-definition/*", 
                "arn:aws:ssm:us-east-1:058657716661:automation-definition/*", 
                "arn:aws:ssm:ap-northeast-1:340648487307:automation-definition/*", 
                "arn:aws:ssm:eu-west-1:564714592864:automation-definition/*", 
                "arn:aws:ssm:us-west-2:243045473901:automation-definition/*", 
                "arn:aws:ssm:ap-southeast-2:362149219987:automation-definition/*", 
                "arn:aws:ssm:eu-west-2:587945719687:automation-definition/*", 
                "arn:aws:ssm:us-east-2:134937423163:automation-definition/*"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3:ListBucket", 
                "s3:GetObject" 
            ], 
            "Resource": [ 
                "arn:aws:s3:::*image-build*"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ns:Publish", 
                "sns:setTopicAttributes" 
            ], 
            "Resource": "arn:aws:sns:*:*:*image-build*" 
        }, 
        { 
            "Effect": "Allow", 
            "Action": [ 
                "iam:PassRole" 
            ], 
            "Resource": [ 
                "*" 
            ], 
            "Condition": { 
                "StringLike": { 
                    "iam:PassedToService": [ 
                        "ec2.amazonaws.co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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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ffect": "Allow", 
            "Action": [ 
                "iam:PassRole" 
            ], 
            "Resource": [ 
                "*" 
            ], 
            "Condition": { 
                "StringLike": { 
                    "iam:PassedToService": [ 
                        "ssm.amazonaws.com" 
                    ], 
                    "iam:AssociatedResourceARN": [ 
                "arn:aws:ssm:eu-central-1:906690553262:automation-definition/*", 
                "arn:aws:ssm:us-east-1:058657716661:automation-definition/*", 
                "arn:aws:ssm:ap-northeast-1:340648487307:automation-definition/*", 
                "arn:aws:ssm:eu-west-1:564714592864:automation-definition/*", 
                "arn:aws:ssm:us-west-2:243045473901:automation-definition/*", 
                "arn:aws:ssm:ap-southeast-2:362149219987:automation-definition/*", 
                "arn:aws:ssm:eu-west-2:587945719687:automation-definition/*", 
                "arn:aws:ssm:us-east-2:134937423163:automation-definition/*" 
                    ] 
                } 
            } 
        } 
    ]
}

AWS托管策略： 
AWSMarketplaceImageBuildFullAccess

Important

AWS Marketplace将在 2024 年 4 月停止使用私有映像构建交付方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私有
映像构建，请参阅私有映像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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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策略授予允许完全访问 PlicatiAWS Marketplace on Ins 功能。除了创建私有映像外，它还提供向映像添加
标签以及启动和终止 Amazon EC2 实例的权限。

权限详细信息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aws-marketplace:ListBuilds", 
                "aws-marketplace:StartBuild", 
                "aws-marketplace:DescribeBuilds" 
            ], 
            "Resource": "*" 
        }, 
        { 
            "Effect": "Allow", 
            "Action": "ec2:TerminateInstances", 
            "Resour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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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dition": { 
                "StringLike": { 
                    "ec2:ResourceTag/marketplace-image-build:build-id": "*" 
                } 
            } 
        }, 
        { 
            "Effect": "Allow", 
            "Action": "iam:PassRole", 
            "Resource": [ 
                "arn:aws:iam::*:role/*Automation*", 
                "arn:aws:iam::*:role/*Instance*"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iam:PassedToService": [ 
                        "ec2.amazonaws.com" 
                    ] 
                }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sm:GetAutomationExecution",                 
                "ssm:ListDocuments",                 
                "ssm:DescribeDocument", 
                "ec2:DeregisterImage", 
                "ec2:CopyImage", 
                "ec2:DescribeSnapshots", 
                "ec2:DescribeSecurityGroups", 
                "ec2:DescribeImages", 
                "ec2:DescribeSubnets", 
                "ec2:DeleteSnapshot", 
                "ec2:CreateImage", 
                "ec2:RunInstances", 
                "ec2:DescribeInstanceStatus", 
                "sns:GetTopicAttributes", 
                "iam:GetRole", 
                "iam:GetInstanceProfile" 
            ], 
            "Resource":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sm:StartAutomationExecution" 
            ], 
            "Resource": [ 
                "arn:aws:ssm:eu-central-1:906690553262:automation-definition/*", 
                "arn:aws:ssm:us-east-1:058657716661:automation-definition/*", 
                "arn:aws:ssm:ap-northeast-1:340648487307:automation-definition/*", 
                "arn:aws:ssm:eu-west-1:564714592864:automation-definition/*", 
                "arn:aws:ssm:us-west-2:243045473901:automation-definition/*", 
                "arn:aws:ssm:ap-southeast-2:362149219987:automation-definition/*", 
                "arn:aws:ssm:eu-west-2:587945719687:automation-definition/*", 
                "arn:aws:ssm:us-east-2:134937423163:automation-definition/*"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3:GetObject", 
                "s3:ListBucket" 
            ], 
            "Resour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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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n:aws:s3:::*image-build*"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ec2:CreateTags" 
            ], 
            "Resource": [ 
                "arn:aws:ec2:*::image/*", 
                "arn:aws:ec2:*:*:instance/*"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ns:Publish" 
            ], 
            "Resource": [ 
                "arn:aws:sns:*:*:*image-build*"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iam:PassRole" 
            ], 
            "Resource": [ 
                "*" 
            ], 
            "Condition": { 
                "StringLike": { 
                    "iam:PassedToService": [ 
                        "ssm.amazonaws.com" 
                    ], 
                    "iam:AssociatedResourceARN": [ 
                "arn:aws:ssm:eu-central-1:906690553262:automation-definition/*", 
                "arn:aws:ssm:us-east-1:058657716661:automation-definition/*", 
                "arn:aws:ssm:ap-northeast-1:340648487307:automation-definition/*", 
                "arn:aws:ssm:eu-west-1:564714592864:automation-definition/*", 
                "arn:aws:ssm:us-west-2:243045473901:automation-definition/*", 
                "arn:aws:ssm:ap-southeast-2:362149219987:automation-definition/*", 
                "arn:aws:ssm:eu-west-2:587945719687:automation-definition/*", 
                "arn:aws:ssm:us-east-2:134937423163:automation-definition/*" 
                    ] 
                } 
            } 
        }, 
        { 
            "Effect": "Deny", 
            "Action": [ 
                "ec2:CreateTags" 
            ], 
            "Resource": [ 
                "arn:aws:ec2:*:*:instance/*" 
            ], 
            "Condition": { 
                "StringLike": { 
                    "aws:RequestTag/marketplace-image-build:build-id": "*" 
                }, 
                "StringNotEquals": { 
                    "ec2:CreateAction": "RunInstances"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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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托管策略： 
AWSMarketplaceLicenseManagementServiceRolePolicy
您无法附加 AWSMarketplaceLicenseManagementServiceRolePolicy 至IAM 实体。此附加到服务相关
角色的策略允许 AWS Marketplace 代表您执行操作。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将服务相关角色用于 AWS 
Marketplace (p. 121)：

此政策授予贡献者权限，AWS Marketplace允许他们代表您管理许可证。

权限详细信息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AllowLicenseManagerActions", 
            "Effect": "Allow", 
            "Action": [ 
                "organizations:DescribeOrganization", 
                "license-manager:ListReceivedGrants", 
                "license-manager:ListDistributedGrants", 
                "license-manager:GetGrant", 
                "license-manager:CreateGrant", 
                "license-manager:CreateGrantVersion", 
                "license-manager:DeleteGrant", 
                "license-manager:AcceptGrant" 
            ], 
            "Resource": [ 
                "*" 
            ] 
        } 
    ]
}

AWS托管策略： 
AWSMarketplaceManageSubscriptions
您可以将 AWSMarketplaceManageSubscriptions 策略附加得到 IAM 身份。

该政策授予贡献者权限，允许订阅和取消订阅AWS Marketplace产品。

权限详细信息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Action": [ 
                "aws-marketplace:ViewSubscriptions", 
                "aws-marketplace:Subscribe", 
                "aws-marketplace:Unsubscribe" 
            ], 
            "Effect": "Allow", 
            "Resourc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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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 [ 
                "aws-marketplace:CreatePrivateMarketplaceRequests", 
                "aws-marketplace:ListPrivateMarketplaceRequests", 
                "aws-marketplace:DescribePrivateMarketplaceRequests" 
            ], 
            "Effect": "Allow", 
            "Resource": "*" 
        }, 
        { 
            "Resource": "*", 
            "Effect": "Allow", 
            "Action": [ 
                "aws-marketplace:ListPrivateListings" 
            ] 
        } 
    ]
}

AWS托管策略： 
AWSMarketplaceProcurementSystemAdminFullAccess
您可以将 AWSMarketplaceProcurementSystemAdminFullAccess 策略附加得到 IAM 身份。

此政策授予管理员权限，允许管理AWS Marketplace电子采购集成的各个方面，包括列出组织中的账户。有
关电子采购集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请参阅，请参阅，请参阅，请参阅将 AWS Marketplace 与采购系统集
成在一起 (p. 72)。

权限详细信息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aws-marketplace:PutProcurementSystemConfiguration", 
                "aws-marketplace:DescribeProcurementSystemConfiguration", 
                "organizations:Describe*", 
                "organizations:List*" 
            ], 
            "Resource": [ 
                "*" 
            ] 
        } 
    ]
}

AWS托管策略： AWSMarketplaceRead-只有
您可以将 AWSMarketplaceRead-only 策略附加得到 IAM 身份。

此政策授予只读权限，允许您在上查看您的账户的产品、私人优惠和订阅AWS Marketplace，以及查看账户
中的 Amazon EC2 和 Amazon SNS 资源。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权限详细信息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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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source": "*", 
            "Action": [ 
                "aws-marketplace:ViewSubscriptions", 
                "ec2:DescribeAccountAttributes", 
                "ec2:DescribeAddresses", 
                "ec2:DescribeImages", 
                "ec2:DescribeInstances", 
                "ec2:DescribeKeyPairs", 
                "ec2:DescribeSecurityGroups", 
                "ec2:DescribeSubnets", 
                "ec2:DescribeVpcs" 
            ], 
            "Effect": "Allow" 
        }, 
        { 
            "Resource": "*", 
            "Effect": "Allow", 
            "Action": [ 
                "aws-marketplace:ListBuilds", 
                "aws-marketplace:DescribeBuilds", 
                "iam:ListRoles", 
                "iam:ListInstanceProfiles", 
                "sns:GetTopicAttributes", 
                "sns:ListTopics" 
            ] 
        }, 
        { 
            "Resource": "*", 
            "Effect": "Allow", 
            "Action": [ 
                "aws-marketplace:ListPrivateMarketplaceRequests", 
                "aws-marketplace:DescribePrivateMarketplaceRequests" 
            ] 
        }, 
        { 
            "Resource": "*", 
            "Effect": "Allow", 
            "Action": [ 
                "aws-marketplace:ListPrivateListings" 
            ] 
        } 
    ]
}

AWS托管策略： 
AWSPrivateMarketplaceAdminFullAccess
您可以将 AWSPrivateMarketplaceAdminFullAccess 策略附加得到 IAM 身份。

此政策授予管理员权限，允许他们完全访问您的账户（或组织）中的私有商城。有关使用多个管理员，请参
阅，请参阅，请参阅，请参阅，请参the section called “为私有市场管理员创建自定义策略” (p. 125)阅，

权限详细信息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aws-marketplace:AssociateProductsWithPrivateMarket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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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marketplace:DisassociateProductsFromPrivateMarketplace", 
                "aws-marketplace:ListPrivateMarketplaceRequests", 
                "aws-marketplace:DescribePrivateMarketplaceRequests" 
            ], 
            "Resource": [ 
                "*"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aws-marketplace:ListEntities", 
                "aws-marketplace:DescribeEntity", 
                "aws-marketplace:StartChangeSet", 
                "aws-marketplace:ListChangeSets", 
                "aws-marketplace:DescribeChangeSet", 
                "aws-marketplace:CancelChangeSet" 
            ], 
            "Resource":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aws-marketplace:TagResource", 
                "aws-marketplace:UntagResource", 
                "aws-marketplace:ListTagsForResource" 
            ], 
            "Resource": "arn:aws:aws-marketplace:*:*:AWSMarketplace/*" 
        } 
    ]
}

AWS托管策略： AWSPrivateMarketplaceRequests
您可以将 AWSPrivateMarketplaceRequests 策略附加得到 IAM 身份。

该政策授予贡献者权限，允许他们请求将产品添加到您的私有市场，并查看这些请求。这些请求必须得到私
有市场管理员的批准或拒绝。

权限详细信息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aws-marketplace:CreatePrivateMarketplaceRequests", 
                "aws-marketplace:ListPrivateMarketplaceRequests", 
                "aws-marketplace:DescribePrivateMarketplaceRequests" 
            ], 
            "Resource": "*" 
        } 
    ]
}

AWS托管策略： 
AWSVendorInsightsAssessorFullAccess
您可以将 AWSVendorInsightsAssessorFullAccess 策略附加得到 IAM 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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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政策授予查看授权的AWS Marketplace供应商见解资源和管理AWS Marketplace供应商见解订阅的完全访
问权限。这些请求必须由管理员批准或拒绝。它允许对AWS Artifact第三方报告的只读访问。

AWS MarketplaceVendor Insights 确定评估员等于买方，供应商等于卖方。

权限详细信息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vendor-insights:GetProfileAccessTerms", 
        "vendor-insights:ListEntitledSecurityProfiles", 
        "vendor-insights:GetEntitledSecurityProfileSnapshot", 
        "vendor-insights:ListEntitledSecurityProfileSnapshots" 
      ], 
      "Resource": "*" 
    }, 
    { 
      "Action": [ 
        "aws-marketplace:CreateAgreementRequest", 
        "aws-marketplace:GetAgreementRequest", 
        "aws-marketplace:AcceptAgreementRequest", 
        "aws-marketplace:CancelAgreementRequest", 
        "aws-marketplace:ListAgreementRequests", 
        "aws-marketplace:SearchAgreements", 
        "aws-marketplace:CancelAgreement" 
      ], 
      "Effect": "Allow", 
      "Resource": "*", 
      "Condition": { 
        "ForAnyValue:StringEquals": { 
          "aws-marketplace:AgreementType": "VendorInsightsAgreement" 
        }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artifact:GetReport", 
         "artifact:GetReportMetadata", 
         "artifact:GetTermForReport", 
         "artifact:ListReports" 
      ], 
      "Resource": "arn:aws:artifact:*::report/*" 
    } 
  ]
}

AWS托管策略： 
AWSVendorInsightsAssessorReadOnly
您可以将 AWSVendorInsightsAssessorReadOnly 策略附加得到 IAM 身份。

此策略授予只读访问权限，允许查看授权的 SAWS Marketplace ights 资源。这些请求必须由管理员批准或拒
绝。它允许对中的报告进行只读访问AWS Artifact。

请求必须由管理员批准或拒绝。它允许对AWS Artifact第三方报告的只读访问。

AWS Marketplace就本指南而言，Vendor Insights 将评估员确定为买方，供应商等于卖方。

119



AWS Marketplace 买家指南
对 AWS 托管式策略的 AWS Marketplace 更新

权限详细信息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vendor-insights:ListEntitledSecurityProfiles", 
        "vendor-insights:GetEntitledSecurityProfileSnapshot", 
        "vendor-insights:ListEntitledSecurityProfileSnapshots" 
      ], 
      "Resource":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artifact:GetReport", 
         "artifact:GetReportMetadata", 
         "artifact:GetTermForReport", 
         "artifact:ListReports" 
      ], 
      "Resource": "arn:aws:artifact:*::report/*" 
    } 
  ]
}

对 AWS 托管式策略的 AWS Marketplace 更新
查看有关 AWS Marketplace 的 AWS 托管式策略更新的详细信息（从该服务开始跟踪这些更改开始）。要获
得有关此页面更改的自动提示，请订阅 AWS Marketplace 文档历史记录 (p. 128) 页面上的 RSS 馈送。

更改 说明 日期

AWSMarketplaceRead- (p. 116)
y 和
AWSMarketplaceManageSubscriptions (p. 115)— 
对现有策略的更新

AWS Marketplace更新了现有政
策，允许访问私人优惠页面。

2023 年 1 月 19 日

AWSPrivateMarketplaceAdminFullAccess (p. 117)— 
更新现有政策

AWS Marketplace更新了新的基
于标签的授权功能的政策。

2022 年 12 月 9 日

AWSVendorInsightsAssessorReadOnly (p. 119)AWS 
Marketplace已更
新AWSVendorInsightsAssessorReadOnly

AWS Marketplace已更
新AWSVendorInsightsAssessorReadOnly，
添加了对AWS Artifact第三方报
告中的报告的只读访问权限（预
览）。

2022 年 11 月 30 日

AWSVendorInsightsAssessorFullAccess (p. 118)AWS 
Marketplace已更
新AWSVendorInsightsAssessorFullAccess

AWS Marketplace已更
新AWSVendorInsightsAssessorFullAccess，
添加了对AWS Artifact第三方报告
的协议搜索和只读访问权限（预
览）。

2022 年 11 月 30 日

AWSVendorInsightsAssessorFullAccess (p. 118)和
AWSVendorInsightsAssessorReadOnly (p. 119)— 
添加了有关新功能的政策AWS 
Marketplace

AWS Marketplace为新
功能 “AWS Marketplace
供应商见解” 添加了政
策：AWSVendorInsightsAssessorFullAccess以
及AWSVendorInsightsAssessorReadOnly

2022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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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 说明 日期

AWSMarketplaceFullAccess (p. 110)和
AWSMarketplaceImageBuildFullAccess (p. 112)— 
对现有政策的更新

AWS Marketplace删除了不再需
要权限来提高安全性。

2022 年 3 月 4 日

AWSPrivateMarketplaceAdminFullAccess (p. 117)
– 对现有策略的更新

AWS Marketplace删除
了AWSPrivateMarketplaceAdminFullAccess策
略中未使用的权限。

2020 0 8 8 8 8 8 8

AWSMarketplaceFullAccess (p. 110)
– 对现有策略的更新

AWS Marketplace已
从AWSMarketplaceFullAccess策
略中移除重
复ec2:DescribeAccountAttributes权
限。

2021 年 7 月 20 日

AWS Marketplace 已开启跟踪更
改

AWS Marketplace 为其 AWS 托
管式策略开启了跟踪更改。

2021 年 4 月 20 日

查找您的AWS 账户电话号码以获得客户支持
如果您或您的用户需要联系AWS Support，则需要您的AWS 账户电话号码。

要找到你的AWS 账户电话号码

1. 使用您的用户名登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
2. 在顶部导航栏中，选择 Support (支持)，然后选择 Support Center (支持中心)。

您的AWS 账户 ID（账号）显示在顶部导航栏下方。

将服务相关角色用于 AWS Marketplace
AWS Marketplace 使用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服务相关角色。服务相关角色是一种
独特类型的 IAM 角色，它与 AWS Marketplace 直接相关。服务相关角色由 AWS Marketplace 预定义，并包
含该服务代表您调用其他 AWS 服务所需的一切权限。

主题
• 使用角色共享授权AWS Marketplace (p. 121)
• 在中使用角色处理采购订单AWS Marketplace (p. 123)

使用角色共享授权AWS Marketplace
AWS Marketplace 使用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服务相关角色。服务相关角色是一种
独特类型的 IAM 角色，它与 AWS Marketplace 直接相关。服务相关角色由 AWS Marketplace 预定义，并包
含该服务代表您调用其他 AWS 服务所需的一切权限。

服务相关角色可让您设置AWS Marketplace更容易，因为您不必手动添加必要的权限。AWS Marketplace定
义其服务相关角色的权限，除非另外定义，否则只有AWS Marketplace可以代入该角色。定义的权限包括信
任策略和权限策略。这些权限策略不能附加到任何其他 IAM 实体。

分享您的AWS Marketplace订阅您的其他账户AWS与的组织AWS License Manager，你必
须给AWS Marketplace针对您要与之共享的每个账户的权限。可使用以下功能来做到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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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AWSServiceRoleForMarketplaceLicenseManagement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为 AWS Marketplace 
创建服务相关角色 (p. 122)。

有关支持服务相关角色的其他服务的信息，请参阅AWS使用 IAM 的服务，然后通过以下方式查找服务是中
的服务相关角色column. 选择一个是提供查看该服务的服务相关角色文档的链接。

AWS Marketplace 的服务相关角色权限
AWS Marketplace 使用名为  AWSServiceRoleForMarketplaceLicenseManagement 的服务相关角色。这个
角色提供AWS Marketplace具有在中创建和管理许可证的权限AWS License Manager针对您在中订阅的商品
AWS Marketplace.

这些区域有：AWSServiceRoleForMarketplaceLicenseManagement服务相关角色信任以下服务代您在 
License Manager 中执行操作：

• license-management.marketplace.amazonaws.com

名为的角色权限策略AWSMarketplaceLicenseManagementServiceRolePolicy允许AWS Marketplace以对指
定资源完成以下操作：

• 操作:
• "organizations:DescribeOrganization"
• "license-manager:ListReceivedGrants"
• "license-manager:ListDistributedGrants"
• "license-manager:GetGrant"
• "license-manager:CreateGrant"
• "license-manager:CreateGrantVersion"
• "license-manager:DeleteGrant"
• "license-manager:AcceptGrant"

• 资源：
• 所有资源 ("*"）

必须配置权限，允许 IAM 实体（如用户、组或角色）创建、编辑或删除服务相关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 。服务相关角色权限中的IAM 用户指南.

为 AWS Marketplace 创建服务相关角色
AWS Marketplace在设置与的集成时为您创建服务相关角色AWS License Manager.

你可以指定那个AWS Marketplace一次性为组织中的所有账户创建服务相关角色，也可以一次为一个账户创
建服务相关角色。在所有账户中创建服务相关角色的选项仅在您的组织具有所有功能已启用. 有关更多详细信
息，请参阅启用组织中的所有功能中的AWS Organizations用户指南.

跨所有账户创建服务相关角色

1. InAWS Marketplace控制台，登录并选择设置.
2. 在AWS Organizations一体化部分，选择创建集成.
3. 在存储库的CreateAWS Organizations一体化页面，选择在整个组织中启用信任访问权限，然后选择创

建集成.

Note

此设置启用内部信任AWS Organizations. 因此，除了当前操作之外，添加到组织的future 帐户
还会自动添加服务相关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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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前账户创建服务相关角色

1. InAWS Marketplace控制台，登录并选择设置.
2. 在AWS Organizations一体化部分，选择配置集成.
3. 在存储库的CreateAWS Organizations一体化页面，选择AWS Marketplace此账户的许可证管理服务相

关角色，然后选择创建集成.

Important

如果您选择仅为当前账户创建服务相关角色，则不会在整个组织中启用受信任的访问。您必须为每
个想要在中共享（授予或接收）许可证的账户重复这些步骤AWS Marketplace. 这包括将来添加到组
织的账户。

为 AWS Marketplace 编辑服务相关角色
AWS Marketplace 不允许您编辑服务相关角色。创建服务相关角色后，将无法更改角色名称，因为可能有多
个实体引用该角色。但是可以使用 IAM 编辑角色说明。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编辑服务相关角色中的IAM 
用户指南.

删除 AWS Marketplace 的服务相关角色
如果不再需要使用某个需要服务相关角色的功能或服务，我们建议您删除该角色。这样您就没有未被主动监
控或维护的未使用实体。但是，您必须先清除服务相关角色的资源，然后才能手动删除它。

Note

如果在您试图删除资源时 AWS Marketplace 服务正在使用该角色，则删除操作可能会失败。如果发
生这种情况，请等待几分钟后重试。

使用 IAM 手动删除服务相关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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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Marketplace 服务相关角色的受支持区域
AWS Marketplace 支持在该服务可用的所有 AWS 区域中使用服务相关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Marketplace 区域和终端节点。

在中使用角色处理采购订单AWS Marketplace
AWS Marketplace 使用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服务相关角色。服务相关角色是一种
独特类型的 IAM 角色，它与 AWS Marketplace 直接相关。服务相关角色由 AWS Marketplace 预定义，并包
含该服务代表您调用其他 AWS 服务所需的一切权限。

服务相关角色使 AWS Marketplace 的设置更轻松，因为您不必手动添加必要的权限。AWS Marketplace 定
义其服务相关角色的权限，除非另行定义，否则仅 AWS Marketplace 可以代入其角色。定义的权限包括信任
策略和权限策略，以及不能附加到任何其它 IAM 实体的权限策略。

只有在首先删除相关资源后，才能删除服务相关角色。这将保护您的 AWS Marketplace 资源，因为您不会无
意中删除对资源的访问权限。

有关支持服务相关角色的其他服务的信息，请参阅与 IAM 配合使用的 AWS 服务，并查找 Service-linked 
roles（服务相关角色）列中显示为 Yes（是）的服务。请选择 Yes 与查看该服务的服务相关角色文档的链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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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Marketplace 的服务相关角色权限
AWS Marketplace使用名为 的服务相关角色。AWSServiceRoleForMarketplacePurchaseOrders— 这个角
色提供AWS Marketplace将采购订单号附加到您的权限AWS Marketplace中的订阅AWS 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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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urchase-orders.marketplace.amazonaws.com

角色权限策略名为AWSMarketplacePurchaseOrdersServiceRolePolicy允许AWS Marketplace以对指定资源
完成以下操作：

• 操作："*" 上的 "purchase-orders:ViewPurchaseOrders", "purchase-
orders:ModifyPurchaseOrders"

必须配置权限，允许 IAM 实体（如用户、组或角色）创建、编辑或删除服务相关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服务相关角色权限。

为 AWS Marketplace 创建服务相关角色
无需手动创建服务相关角色。当你设置与集成AWS 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AWS Marketplace将为您
创建服务相关角色。

Note

WITHAWS Organizations，此设置仅适用于管理账户。您必须从管理账户执行此过程。这将为组织
中的所有账户设置服务关联角色和采购订单支持。

创建服务相关角色

1. 在AWS Marketplace控制台，登录到管理账户，然后选择设置.
2. 在AWS账单集成部分，选择配置集成.
3. 在存储库的CreateAWS账单集成页面，选择AWS Marketplace组织的账单管理服务相关角色，然后选

择创建集成.

如果删除此服务相关角色，然后需要再次创建，可以使用相同流程在账户中重新创建此角色。当你设置与集
成AWS Billing and Cost Management、AWS Marketplace将再次为您创建服务相关角色。

为 AWS Marketplace 编辑服务相关角色
AWS Marketplace 不允许您编辑 AWSServiceRoleForMarketplacePurchaseOrders 服务相关角色。创建服
务相关角色后，将无法更改角色名称，因为可能有多个实体引用该角色。但是可以使用 IAM 编辑角色说明。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编辑服务相关角色。

删除 AWS Marketplace 的服务相关角色
如果不再需要使用某个需要服务相关角色的功能或服务，我们建议您删除该角色。这样您就没有未被主动监
控或维护的未使用实体。但是，您必须先清除您的服务相关角色，然后才能手动删除它。

手动删除服务相关角色

使用 IAM 控制台，即 AWS CLI 或 AWS API 来删除 AWSServiceRoleForMarketplacePurchaseOrders 服务
相关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IAM 用户指南》中的删除服务相关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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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Marketplace 服务相关角色的受支持区域
AWS Marketplace 支持在该服务可用的所有 AWS 区域中使用服务相关角色。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Marketplace 区域和终端节点。

创建私有市场管理员
您可以创建管理员群组来管理贵公司的私有市场 (p. 54)设置。在为您的组织创建第一个私有商城体验后，私
有市场的管理员可以执行许多任务，包括：

• 查看和创建体验和账户组。
• 将产品添加到私有市场体验中。
• 将产品从私有市场体验中移除。
• 配置私有市场体验的用户界面。
• 启用和禁用私有市场体验。
• 致电AWS Marketplace Catalog API以编程方式管理私有市场体验。

要创建多个私有市场管理员，其中每个管理员只能执行一部分任务，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为私有市场管
理员创建自定义策略” (p. 125)。

Note

创建第一个私有市场体验还可以在您的组织中启用私有市场。您只需执行此操作一次。对于属于组
织的账户，必须从管理账户创建初始体验。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创造私有市场体验 (p. 55)：

通过将关联到用户、群组或角色，您可以授予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管理您的私有
市场的权限。the section called “AWSPrivateMarketplaceAdminFullAccess” (p. 117)我们建议使用组或角
色。有关如何附加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M 用户指南中的向用户组附加策略。

有关AWSPrivateMarketplaceAdminFullAccess策略中权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the section called 
“AWSPrivateMarketplaceAdminFullAccess” (p. 117)。要了解其他可使用的策略AWS Marketplace，请登
录AWS Management Console，然后前往 IAM 政策页面。在搜索框中，输入Marketplace以查找与之关联
的所有策略AWS Marketplace。

为私有市场管理员创建自定义策略
您的组织可以创建多个私有市场管理员，其中每个管理员只能执行一部分任务。你可以调整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策略用于指定条件密钥和资源AWS Marketplace Catalog API中列出的操
作的操作、资源和条件键AWS Marketplace目录. 要使用的通用机制AWS Marketplace Catalog API更改类
型和资源以调整 IAM 策略如中所述AWS Marketplace. 有关Private Private 中所有可用变更类型的列表AWS 
Marketplace，请参阅与私人Marketplace 合作。

要创建客户托管策略，请参阅创建 IAM policy. 以下是策略示例 JSON，您可以使用它来创建只能从私有市场
添加或删除产品的管理员。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aws-marketplace:AssociateProductsWithPrivateMarketplace", 
                "aws-marketplace:DisassociateProductsFromPrivateMarketplace", 
                "aws-marketplace:ListPrivateMarketplaceRequ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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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marketplace:DescribePrivateMarketplaceRequests" 
            ], 
            "Resource": [ 
                "*"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aws-marketplace:DescribeEntity", 
                "aws-marketplace:ListEntities", 
                "aws-marketplace:ListChangeSets", 
                "aws-marketplace:DescribeChangeSet", 
                "aws-marketplace:CancelChangeSet" 
            ], 
            "Resource":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aws-marketplace:StartChangeSet"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catalog:ChangeType": [ 
                        "AllowProductProcurement", 
                        "DenyProductProcurement" 
                    ] 
                } 
            }, 
            "Resource": "*" 
        } 
    ]
}

也可以将策略限制为管理私有市场资源的子集。以下是策略示例 JSON，您可以使用它来创建只能管理特定
的私有市场体验的管理员。此示例使用一个资源字符串exp-1234example作为Experience标识符。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aws-marketplace:AssociateProductsWithPrivateMarketplace", 
                "aws-marketplace:DisassociateProductsFromPrivateMarketplace", 
                "aws-marketplace:ListPrivateMarketplaceRequests", 
                "aws-marketplace:DescribePrivateMarketplaceRequests" 
            ], 
            "Resource": [ 
                "*"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aws-marketplace:ListEntities", 
                "aws-marketplace:DescribeEntity", 
                "aws-marketplace:ListChangeSets", 
                "aws-marketplace:DescribeChangeSet", 
                "aws-marketplace:CancelChangeSet" 
            ], 
            "Resource": "*" 
        }, 

126



AWS Marketplace 买家指南
为私有市场管理员创建自定义策略

        { 
            "Effect": "Allow", 
            "Action": [ 
                "aws-marketplace:StartChangeSet" 
            ], 
            "Resource": [ 
                "arn:aws:aws-marketplace:*:*:AWSMarketplace/Experience/exp-1234example" 
            ] 
        } 
    ]
}

有关如何检索实体标识符和查看私有市场资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与私人Marketplace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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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历史记录
下表介绍了此版本的AWS Marketplace文档。

如需获取对此文档更新的通知，您可以订阅 RS 源。

变更 说明 日期

AWS Billing控制台中的采购订单
可用性

买家现在可以在AWS Billing控制
台中管理所有采购订单，轻松核
对他们的 out-of-cycle SaaS 合同 
PDF 发票与相应的采购订单。

2023 年 2 月 3 日

对亚太地区（墨尔本）区域的
Support

AWS Marketplace现在支持以下
内容AWS 区域：亚太地区（墨尔
本）。

2023 年 1 月 24 日

更新了私人优惠页面的政策 更新了托管政
策AWSMarketplaceRead-
only并AWSMarketplaceManageSubscriptions允
许访问私人优惠页面。

2023 年 1 月 19 日

私人优惠页面 经过身份验证的买家现在可以在
AWS Marketplace私人报价页面
AWS 账户上查看扩展到他们的私
人报价。

2023 年 1 月 19 日

更新了买家电子邮件通知 现在，当私募报价发布时，买家会
收到通知。

2022 年 12 月 22 日

现在，买家可以在 SaaS 上免费
试用订阅AWS Marketplace

买家现在可以订阅订阅 SaaS 产品
的免费试用版。

2022 年 12 月 16 日

买家可以接受 SaaS 私有优惠升
级或续订

如果卖家升级或续订了之前的 
SaaS 私有报价，则买家无需取消
现有协议即可接受新的私有报价。

2022 年 12 月 13 日

AWS Marketplace支持归档私有
市场体验

买家现在可以在中存档和重新激活
私人市场体验AWS Marketplace。

2022 年 12 月 12 日

更新了AWS Marketplace基于标
签的授权功能的政策

更新
了AWSPrivateMarketplaceAdminFullAccess策
略以支持中基于标签的授权AWS 
Marketplace。

2022 年 12 月 9 日

添加了新主题，提供有关如何取
消订阅的信息

在中添加了有关如何取消订阅 
AMI、ML 和 SaaS 产品的信息
AWS Marketplace。此外，还添加
了有关取消 SaaS 合同自动续订的
信息。

2022 年 12 月 8 日

更新了《AWS Marketplace供应
商洞察》中的买家政策

更新
了AWSVendorInsightsAssessorReadOnly适
用于AWS Marketplace供
应商见解买家的托管政
策AWSVendorInsightsAssessorFullAccess。

2022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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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WS Marketplace供应商洞察” 
中控制买家的访问权限

在 VendoAWS Marketplace r 
Insights 中添加了一个新主题，以
描述买家可用的操作和权限。

2022 年 11 月 30 日

对亚太地区（海得拉巴）区域的
Support

AWS Marketplace现在支持以下地
区AWS 区域：

2022 年 11 月 22 日

对欧洲地区（西班牙）区域的
Support

AWS Marketplace现在支持以下内
容AWS 区域：欧洲（西班牙）。

2022 年 11 月 16 日

对欧洲地区（苏黎世）区域的
Support

AWS Marketplace现在支持以下内
容AWS 区域：欧洲（苏黎世）。

2022 年 11 月 9 日

AWS Marketplace在 2022 年 12 
月之前将网站升级到 IPv6

建议目前在其 IAM 政策中使用 
IPv4 格式地址的买家在 2022 年 
12 月 15 日之前将其 IAM 政策更
新为 IPv6 格式的地址。

2022 年 9 月 29 日

AWS Marketplace私有市场精细
权限

现在，买家拥有更精细的权限来管
理私有市场体验。

2022 年 9 月 8 日

为 “AWS Marketplace供应商洞察” 
添加了两项政策。

AWSVendorInsightsAssessorReadOnly为
AWS Marketplace供应
商洞察添加了两项政
策，AWSVendorInsightsAssessorFullAccess并
增加了提供软件风险评估的功能

2022 年 7 月 26 日

AWS Marketplace Vendor 
Insights

AWS Marketplace供应商见解是一
项提供软件风险评估的功能。

2022 年 7 月 26 日

付款方式更新 仅限文档的更新，以阐明如何在
AWS账单控制台中更改付款方
式。

2022 年 6 月 1 日

SaaS 合同免费试用 买家现在可以订阅SaaS免费试用
版以获取合同，以探索产品，然后
过渡到付费试用。

2022 年 5 月 31 日

为 AMI、容器和 SaaS 产品添加
了供应商计量标签

提供标签的新功能可帮助客户了
解供应商提供的指标中的AWS 
Marketplace资源使用情况。

2022 年 5 月 27 日

向买家交易添加了电子邮件通知 新功能允许向买家发送电子邮件
通知，以验证签订的协议AWS 
Marketplace。

2022 年 5 月 23 日

已为电子采购客户启用免费/BYOL 
产品的自动批准

在新的自动批准电子采购客户的 
Free/BYOL 产品后，客户可以立
即使用产品。

2022 年 5 月 2 日

允许买家在 AMI 和容器产品合同
中修改合同

可以修改 AMI 和容器产品合同以
购买额外权利或启用自动订阅续订
选项。

2022 年 4 月 6 日

能够跟踪许可证的使用情况 买家现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跟踪
基于使用情况的 AMI 和 SaaS 
产品的许可证指标AWS License 
Manager。

2022 年 3 月 28 日

129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buyerguide/buyer-vendor-insights-controlling-acces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buyerguide/buyer-vendor-insights-controlling-acces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buyerguide/supported-region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buyerguide/supported-region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buyerguide/supported-region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buyerguide/supported-region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buyerguide/supported-region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buyerguide/supported-region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buyerguide/buyer-security-ipv6-upgrade.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buyerguide/buyer-security-ipv6-upgrade.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buyerguide/it-administrator.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buyerguide/it-administrator.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buyerguide/buyer-security-iam-awsmanpo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buyerguide/buyer-security-iam-awsmanpo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buyerguide/buyer-vendor-insight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buyerguide/buyer-vendor-insight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buyerguide/buyer-paying-for-product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buyerguide/buyer-saas-product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buyerguide/cost-allocation-tagging.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buyerguide/cost-allocation-tagging.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buyerguide/buyer-subscribing-to-product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buyerguide/procurement-system-integration.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buyerguide/procurement-system-integration.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buyerguide/buyer-ami-contract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buyerguide/buyer-ami-contract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marketplace/latest/buyerguide/organizations-sharing.html#tracking-lic-usage


AWS Marketplace 买家指南

Helm CLI 版本的更新 更新了有关 Helm CLI 版本从 
3.7.0 更改为 3.7.1 的容器产品文
档。这是目前唯一的兼容版本。

2022 年 3 月 8 日

对现有托管策略的更新 不再需要的权限已从以下策略中删
除：AWSMarketplaceFullAccess和AWSMarketplaceImageBuildFullAccess。

2022 年 3 月 4 日

EMEA 买家能够通过Amazon 
Web Services EMEA SARL 购买
商品

AWS Marketplace居住AWS 账户
在欧洲、中东和非洲 (EMEA) 国
家和地区（不包括土耳其和南非）
的买家现在可以通过Amazon Web 
Services es EMEA SARL 收到从
符合 EMEA 资格的卖家那里购买
商品的AWS Marketplace发票。

2022 年 1 月 7 日

对亚太地区（雅加达）区域的
Support

AWS Marketplace现在支持以下地
区AWS 区域：

2021 年 12 月 13 日

基于容器的产品的Helm 图表交付
方法

买家现在可以通过在启动环境中安
装 Helm 图表来启动基于容器的产
品。

2021 年 11 月 29 日

基于容器的产品文档的常规更新
和重组

更新了基于容器的产品文档，增加
了有关查找、订阅和启动基于容器
的产品的更多信息和清晰度。

2021 年 11 月 29 日

添加了以下文档 QuickLaunch 现在，买家可以在使用 Helm 
图表交付方法启动基于容器的
产品 QuickLaunch 时使用。 
QuickLaunch 是一项功能，可
利用AWS MarketplaceAWS 
CloudFormation该功能快速创建
新的 Amazon EKS 集群并在其上
启动基于容器的应用程序。

2021 年 11 月 29 日

基于 AMI 的产品和基于容器的产
品的合同定价

买家现在可以预付定价购买基于 
AMI 的产品或基于容器的产品。

2021 年 11 月 17 日

Support SaaS 产品中的采购订单 AWS Marketplace支持将采购订
单号添加到购买的软件即服务 
(SaaS) 合同中。

2021 年 10 月 28 日

Support SAP Ariba 集成 AWS Marketplace支持与 SAP 
Ariba 采购系统集成。

2021 年 10 月 13 日

Support AMI 别名 AWS Marketplace支持为可跨区域
使用的 AMI ID 使用别名。

2021 年 9 月 8 日

删除了托管策略中未使用的权限 AWSPrivateMarketplaceAdminFullAccessAWS
托管策略中未使用的权限已删除。

2021

Support 通过以下方式共享许可证
AWS License Manager

您可以与AWS组织中的其他账户
共享您购买的产品的许可证。

2020 年 12 月 3 日

AWS Marketplace支持提供专业
服务

AWS Marketplace现在支持购买专
业服务。

2020 年 12 月 3 日

Support 首选货币 您可以使用您的首选货币支付
AWS Marketplace购买费用。

2020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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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Marketplace 买家指南

您可以查看并接受私人优惠升级
和续订

卖家可以为 SaaS 合同和带消费产
品的 SaaS 合同提供升级和续订专
属优惠，您可以在现有协议期间查
看并接受这些专属优惠。

2020 年 5 月 28 日

AWS Marketplace通过 AWS 数据
交换支持数据产品

您现在可以在中订阅 AWS 
Data Exchange 数据产品AWS 
Marketplace。

2019 年 11 月 13 日

AWS Marketplace支持按小时付
费的容器

AWS Marketplace现在支持在
Amazon Elastic Kubernetes 
Service (Amazon EKS)。

2019

更新的私人优惠已于AWS 
Marketplace

更新了内容以提供有关接受各种类
型的专属优惠的更多信息。

2019 年 3 月 29 日

已更新安全性AWS Marketplace 更新了 IAM 政策信息，重构了部
分以提高可读性。

2019 年 3 月 25 日

为私有市场功能添加了内容 添加了支持 Private Marketplace
版本的内容。

2018 年 11 月 27 日

首次发布买家用户指南 《AWS Marketplace买家指南》的
首次发布。

2018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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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词汇表
有关最新AWS术语，请参阅《AWS一般参考》中的AWS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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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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