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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正在弃用，将不再更新。
第一代 80 TB Snowball 设备不再可用。使用 Snowball Edge 存储优化设备完成所有数据传输任务。有关
Snowball Edge 文档，请参阅AWS Snowball Edge开发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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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AWS Snowball 设备？
Note
第一代 80 TB Snowball 设备不再可用。将 Snowball Edge 存储优化设备用于所有数据传输作业。
这些区域有：AWS Snowball服务使用物理存储设备在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 和您
的现场数据存储位置之间传输大量数据。 faster-than-internet 速度。通过使用AWS Snowball，你可以节省时
间和金钱。Snowball 提供了强大的界面，您可以使用这些界面创建任务、跟踪数据以及跟踪任务状态直至完
成。
Snowball 设备是坚固的设备，受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AWS KMS)。它们在传输过程中保护
您的数据。区域承运商在 Amazon S3 和您的现场数据存储位置之间运输 Snowball。对于列表AWS 区域
Snowball 设备可用的位置，请参阅AWS Snowball中的 AWS一般参考.

Note
Snowball 旨在传输大量数据。如果要在本地数据中心和 Amazon S3 之间传输 10 TB 以下的数
据，Snowball 可能不是最实惠的选择。

Snowball 功能
AWS Snowball与 Snowball 设备具有以下功能：
• 美国地区提供 80 TB 和 50 TB 型号；其他所有区域均提供 50 TB 型号。AWS 区域.
• 强制加密可保护您的静态数据和物理数据。
• 您无需购买或维护自己的硬件设备。
• 您可通过 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来管理任务，也可借助任务管理 API 以编程方式进行管理。
• 您可以在您的本地数据中心和 Snowball 之间执行本地数据传输。您可以通过 Snowball 客户端（独立的可
下载客户端）进行这些传输。或者，您可以通过可下载的 Amazon S3 适配器使用 Amazon S3 调用以编程
方式进 Snowball 输。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利用 Snowball 传输数据 (p. 47)。
• Snowball 是自己的运输容器，其 E Ink 显示屏将发生变化以在 Snowball 准备好运输时显示运输标签。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Snowball 运输注意事项 (p. 66)。
对于列表AWS 区域Snowball 设备在哪里可用，请参阅AWS Snowball中的AWS一般参考.

Note
Snowball 不支持国际运输，也不支持之间运输。AWS 区域在美国以外。有关运输限制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基于区域的运输限制 (p. 66)。

使用 AWS Snowball 的先决条件
在使用 Snowball 将数据传输到 Amazon S3 中之前，您应执行以下操作：

1

AWS Snowball 用户指南
工具和接口

• 创建AWS 账户和中的管理员用户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为
Snowball 创建 IAM 用户 (p. 75)。
• 如果您要导入数据，请执行以下操作：
• 确认根据对象键命名准则适用于 Amazon S3。其名称不满足这些指南的任何文件或文件夹将不会导入到
Amazon S3 中。
• 计划要导入 Amazon S3 中的数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规划您的大型传输 (p. 33)。
• 如果您要导出数据，请执行以下操作：
• 了解在您创建任务时将导出的数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导出范围 (p. 37)。
• 对于任何带冒号的文件 (:) 在文件名中，先在 Amazon S3 中更改文件名，然后创建导出任务以获取这些
文件。文件名中包含冒号的文件将无法导出到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工具和接口
Snowball 使用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以及创建和管理任务的任务管理 API。要在本地 Snowball 设备上
执行数据传输，请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或 Amazon S3 适配器。要详细了解如何使用这些项，请参阅以下主
题：
• 使用 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 (p. 37)
• 使用 AWS Snowball 设备 (p. 41)
• 利用 Snowball 传输数据 (p. 47)
我们还建议您查看任务管理 APIAWS Snowball.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Snowball API 参考。

AWS Snowball 的相关服务
本指南假定您是 Amazon S3 用户。

您是 AWS Snowball 的新用户吗？
如果您是首次通过 Snowball 设备接触 Snowball 服务的用户，我们建议您按顺序阅读以下各部分：
1. 要了解不同类型任务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标准 Snowball 设备的任务 (p. 10)。
2. 对于 end-to-end 概述 Snowball 如何与 Snowball 设备配合使用，请参阅怎么样AWS Snowball使用标准
Snowball 设备 (p. 6).
3. 当您准备好开始使用后，请参阅 开始使用 AWS Snowball (p. 14)。

定价
有关与AWS Snowball，请参阅AWS Snowball定价.

AWS Snowball 设备差异
Snowball Edge 是两种不同的设备。本指南适用于 Snowball。如果您正在查找 Snowball Edge 的相关文
档，请参阅AWS Snowball Edge开发人员指南. 这两种设备具有以下特点：允许您将大量数据移入和移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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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S3，具有相同的特点作业管理 API，而且它们都使用相同的控制台. 不过，这两种设备在硬件规格、
某些功能、使用的传输工具以及价格上存在差异。

AWS Snowball 使用案例差异
下表显示了不同的 AWS Snowball 设备的不同使用案例：
使用案例

Snowball

Snowball Edge

将数据导入到 Amazon S3

✓

✓

从 Amazon S3 导出

✓

✓

持久性本地存储

✓

使用 AWS Lambda 的本地计算

✓

Amazon EC2 计算实例

✓

在设备集群中使用

✓

用于 AWS IoT Greengrass (IoT)

✓

使用 GUI 通过 NFS 传输文件

✓

AWS Snowball 硬件差异
下表显示了设备之间的物理差异。有关 Snowball 规范的信息，请参阅AWS Snowball 规格 (p. 89). 有关
Snowball Edge 规范的信息，请参阅AWSSnowball 边缘.
Snowball

Snowball 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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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设备具有不同的存储容量，如下所示：
存储容量 (可用容量)

Snowball

50 TB（42 TB 可用容量）- 仅限
美国区域

✓

80 TB（72 TB 可用容量）

✓

Snowball Edge

100 TB（80 TB 可用容量）

✓

100 TB 集群化 (每节点 45 TB)

✓

每种设备均提供用于管理用途的以下物理接口：
物理接口

Snowball

Snowball Edge

电子墨水显示屏 - 用于跟踪发运信 ✓
息和配置 IP 地址。

✓

LCD 显示屏 - 用于管理连接和提
供一些管理功能。

✓

AWS Snowball 工具差异
下面概述了用于 AWS Snowball 设备的不同工具及其使用方式：

Snowball 工具
使用Snowball 的 Snowball 客户端
• 您可以从下载并安装 Snowball 客户端AWS Snowball资源.
Snowball 客户端必须从AWS Snowball资源页面并安装在您拥有的高性能工作站上。
• 可以将数据传入和传出 Snowball。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 (p. 48)。
• 在将数据传输到 Snowball 之前，对高性能工作站上的数据进行加密。

适用于带 Snowball 的 Snowball Amazon S3
• 您可以从下载并安装适用于 Snowball 的 Amazon S3 Adapter。AWS Snowball资源网站.
适用于 Snowball 的 Amazon S3 Adapter 必须从AWS Snowball资源页面并安装在您拥有的高性能工作站
上。
• 可以将数据传入和传出 Snowball。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 Amazon S3 Adapter for Snowball 传输数
据 (p. 57)。
• 在将数据传输到 Snowball 之前，对高性能工作站上的数据进行加密。

Snowball 边缘
使用Snowball 边缘的 Snowball 客户端
• 您可以从下载并安装 Snowball 客户端AWS Snowball资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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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wball 客户端必须从AWS Snowball Edge资源页面并安装在您拥有的高性能工作站上。
• 必须用于解锁 Snowball Edge 或 Snowball Edge 设备集群。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Snowball 客户
端。
• 无法用于传输数据。

Amazon S3 适配器适用于 Snowball Edge
• 默认情况下已安装在 Snowball Edge 上。无需下载或安装。
• 可以将数据传入和传出 Snowball Edge。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mazon S3 Adapter。
• 在将数据传输到设备时，对 Snowball Edge 上的数据进行加密。

用于 Edge Snowball 文件接口
• 默认情况下已安装在 Snowball Edge 上。无需下载或安装。
• 可以传输数据，方式是通过将最多 150 GB 的文件从计算机拖放到 Snowball Edge 上的存储桶中 easy-toconfigure NFWS 挂载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对AWS Snowball Edge.
• 在将数据传输到设备时，对 Snowball Edge 上的数据进行加密。

AWS IoT Greengrass用于 Edge Snowball 控制台
• 有了 Snowball Edge，你可以使用AWS IoT Greengrass控制台更新你的AWS IoT Greengrass组和在
Snowball Edge 上运行的核心。

为Snowball Edge 提供的项目之间的区别
下面概述了为 Snowball 和 Snowball Edge 使用的网络适配器、所使用的线缆，以及所提供的线缆之间的区
别。
网络接口

Snowball Support

Snowball 边Support

随设备提供的线缆

RJ45

✓

✓

仅随提供 Snowball。

SFP+

✓

✓

仅随提供 Snowball。

SFP+ (附光纤连接器)

✓

✓

对两种设备都不提供线
缆。对 Snowball Edge
设备不提供光纤连接
器。每个 Snowball 都附
有一个光纤连接器

✓

不提供线缆或光纤

QSFP

有关用于不同设备类型的网络接口、线缆和连接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主题：
• 支持的网络硬件 (p. 89)本指南中 Snowball 的。
• 支持的网络硬件中的AWS Snowball Edge开发人员指南 的第一个版本。

AWS Snowball 其他差异
有关其他差异 (包括常见问题和定价信息)，请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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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aws.amazon.com/snowball
• http://aws.amazon.com/snowball-edge

怎么样AWS Snowball使用标准 Snowball 设备
下面，您可以找到有关方法的信息AWS Snowball作品，包括概念和 end-to-end 实现。
主题
• 工作方式：概念 (p. 6)
• 工作方式：实现 (p. 8)

工作方式：概念
导入的工作方式

每个导入任务使用单个 Snowball 设备。在中创建作业之后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或者任务管理 API，
我们会为您寄运 Snowball。经过数日到达后，请将 Snowball 连接到您的网络，并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或
Amazon S3 Adapter to Snowball，将要导入到 Amazon S3 的数据传输到该 Snowball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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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数据传输之后，请将 Snowball 寄回AWS，我们会将您的数据导入到 Amazon S3。

导出的工作方式

每个导出任务可以使用任意数量的 Snowball 设备。在中创建作业之后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或任务管
理 API，列举操作在 Amazon S3 中启动。此列举操作将您的任务分割为几个部分。每个任务部分的大小最
多为约 80 TB，每个任务部分均有一个与之关联的 Snowball。在您创建任务部分之后，第一个任务部分进入
Preparing Snowball 状态。
在此之后不久，我们将开始将您的数据导出到 Snowball。通常，导出数据需要一个工作日。不过，此过程可
能需要更长时间。一旦出口完成，AWS让 Snowball 已准备好供您所在区域的承运商取货。当在几天内到达
您的数据中心或办公室时，您将连接到您的网络并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或用于 Snowball 的 Amazon S3 适
配器将要导出的数据传输到服务器。
完成数据传输之后，请将 Snowball 寄回AWS. 收到您导出任务部分退回的 Snowball 后，我们将对执行完整
擦除 Snowball。此擦除过程遵循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IST) 800-88 标准。此步骤标记这一特定任务
部分的完成。如果有多个任务部分，则现已准备好下一个任务部分的发运。

Note
列举操作是 Amazon S3 的一项功能。就像您使用的任意 Amazon S3 操作一样收费，即使您取消了
导出任务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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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式：实现
下文概述了如何实施 Snowball 以导入和导出数据。两个概述都假定你将使用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
创建任务，请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在本地传输数据。如果您希望以编程方式创建任务，则可以使用适用于
Snowball 的任务管理 API。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Snowball API 参考。要以编程方式传输数据，您可
以使用适用于 Snowball 的 Amazon S3 适配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 Amazon S3 API 适配器传输
Snowball (p. 57).

端到端导入实施
1. 创建导入任务— 登录到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创建作业。您的任务状态现在为 Job created，我们已
使您的任务请求排队进行处理。如果您的请求有问题，此时您可以取消任务。
2. Snowball 已经为你的工作做好了准备— 我们为您的任务准备 Snowball，您的任务状态现在为。Preparing
Snowball. 出于安全目的，数据传输必须在准备 Snowball 之后的 90 天内完成。
3. 您所在地区的承运人将 Snowball 运送给您— 运营商从这里接管，您的任务状态现在为。In transit to you.
在 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上，您可以找到跟踪编号以及 跟踪网站的链接。
4. 获取 Snowball— 经过数天后，您所在区域的运营商会将 Snowball 运送到您在创建任务时提供的地址，
此时您的任务状态会更改为。Delivered to you. 到达 Snowball 后，您会注意到它并没有装箱，因为
Snowball 就是一个运输容器。
5. 获取凭证并下载 Snowball 客户端— 获取您的证书、任务清单以及清单的打开代码，然后下载 Snowball
客户端，从而准备好开始传输数据。
• Snowball 客户端是一个工具，用于管理从内部数据源到 Snowball 的数据流。
您可以从下载并安装 Snowball 客户端AWS Snowball资源.
Snowball 客户端必须从AWS Snowball资源页面并安装在您拥有的高性能工作站上。
• 清单用于验证您对 Snowball 的访问权限，它经过加密，必须使用解锁代码才能解密。您可以从获取清
单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当 Snowball 位于您的内部位置时。
• 打开代码是 29 个字符的代码，也会在您获取清单时显示。我们建议您记下此代码并将其与清单分开保
存，以防止其他人未经授权访问您设施中的 Snowball。在您获取清单时，打开代码可见。
6. 安装并设置 Snowball 客户端— 将 Snowball 客户端安装到装载了您的数据源的计算机工作站上。
7. 位置硬件— 将 Snowball 移动到您的数据中心内并按照外壳上的说明打开。将 Snowball Connect 到电源
和您的本地网络。
8. 启动 Snowball— 接下来，按电子墨水显示屏上的电源按钮启动 Snowball。稍等几分钟将显示 Ready 屏
幕。
9. 启动 Snowball 客户端— 在工作站上启动 Snowball 客户端时，请键入 Snowball 的 IP 地址、清单路径以
及解锁代码。Snowball 客户端解密清单并使用清单来验证您对 Snowball 的访问权限。
10.传输数据— 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将要导入到 Amazon S3 的数据从数据源传输到 Snowball 中。
11.为 Snowball 的回程做好准备— 在您的数据传输完成后，关闭 Snowball 并拔掉线缆。将 Snowball 的线缆
缠绕到 Snowball 后面板内的线缆圈上，然后对打 Snowball。现在可以将 Snowball 寄回了。
12.您所在地区的承运人将 Snowball 退回至AWS— 在运营商运送 Snowball 期间，该任务的状态将变为。In
transit toAWS.
13.AWS获取 Snowball— Snowball 到来AWS，您的任务状态变为在AWS. 平均而言，需要一天的时间AWS
开始将您的数据导入 Amazon S3。
14.AWS将您的数据导入到 Amazon S3— 导入开始之后，您的任务状态更改为Importing. 导入可能需要几
天。此时，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将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您。
导入完成之后，您的任务状态将变为 Completed (已完成)，您的任务完成报告的 PDF 文件将可从 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下载。
15.现在，您导入的数据位于 Amazon S3— 导入完成后，您传输的数据现在位于 Amazon S3 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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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您已经知道如何导入任务，您就能创建自己的第一个任务了。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以下命令将数
据导入 Amazon S3AWS Snowball (p. 14)。
有关适用于 Snowball 的任务管理 API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SnowballAPI 参考.

端到端导出实施
1. 创建导出任务— 登录到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创建作业。此过程启动 Amazon S3 中的列举操作，以
确定要传输的数据量，以及您的任务将传输的存储桶中对象的任意可选范围。列举完成后，AWS Snow 系
列管理控制台将创建您的导出任务需要的所有任务部分。此时，如果需要，您可以取消任务。

Note
列举操作是 Amazon S3 的一项功能。就像您使用的任意 Amazon S3 操作一样收费，即使您取消
了导出任务也是如此。
2. Snowball 已经为你的工作做好了准备— 在您创建任务部分之后，第一个任务部分进入Preparing
Snowball状态。出于安全目的，数据传输必须在准备 Snowball 之后的 90 天内完成。Snowball 准备就绪
之后，状态更改为 Exporting。通常，导出需要一个工作日；不过，此过程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导出完成
后，任务状态变为Preparing shipment, 和AWS让 Snowball 准备好接送。
3. 您所在地区的承运人将 Snowball 运送给您— 运营商从这里接管，您的任务状态现在为。In transit to you.
在 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上，您可以找到跟踪编号以及 跟踪网站的链接。
4. 获取 Snowball— 经过数天后，运营商将 Snowball 运送到您在创建任务时提供的地址，您的第一个任务部
分的状态会更改为。Delivered to you. 到达 Snowball 后，您会注意到它并没有装箱，因为 Snowball 就是
一个运输容器。
5. 获取凭证并下载 Snowball 客户端— 获取您的证书、任务清单以及清单的打开代码，然后下载 Snowball
客户端，从而准备好开始传输数据。
• Snowball 客户端是一个工具，用于管理从 Snowball 到内部数据目标的数据流。
您可以从下载并安装 Snowball 客户端AWS Snowball资源.
Snowball 客户端必须从AWS Snowball资源页面并安装在您拥有的高性能工作站上。
• 清单用于验证您对 Snowball 的访问权限，它经过加密，必须使用解锁代码才能解密。您可以从获取清
单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当 Snowball 位于您的内部位置时。
• 打开代码是 29 个字符的代码，也会在您获取清单时显示。我们建议您记下此代码并将其与清单分开保
存，以防止其他人未经授权访问您设施中的 Snowball。在您获取清单时，打开代码可见。
6. 安装并设置 Snowball 客户端— 将 Snowball 客户端安装到装载了您的数据源的计算机工作站上。
7. 位置硬件— 将 Snowball 移动到您的数据中心内并按照外壳上的说明打开。将 Snowball Connect 到电源
和您的本地网络。
8. 启动 Snowball— 接下来，按电子墨水显示屏上的电源按钮启动 Snowball。稍等几分钟将显示 Ready 屏
幕。
9. 启动 Snowball 客户端— 在工作站上启动 Snowball 客户端时，请键入 Snowball 的 IP 地址、清单路径以
及解锁代码。Snowball 客户端解密清单并使用清单来验证您对 Snowball 的访问权限。
10.传输数据— 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将要从 Snowball 设备导出到内部数据目标的数据目标。
11.为 Snowball 的回程做好准备— 在您的数据传输完成后，关闭 Snowball 并拔掉线缆。将 Snowball 的线缆
缠绕到 Snowball 后面板内的线缆圈上，然后对打 Snowball。现在可以将 Snowball 寄回了。
12.您所在地区的承运人将 Snowball 退回至AWS— 在运营商运送 Snowball 时，任务的状态将变为。In
transit toAWS. 此时，如果您的导出任务有多个任务部分，下一个任务部分将进入 Preparing Snowball 状
态。
13.我们抹掉了 Snowball— 收到退回的 Snowball 后，我们将对执行完整擦除 Snowball。此擦除遵循 NIST
800-88 标准。
既然您已经知道如何导出任务，您就能创建自己的第一个任务了。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Snowball 从
Amazon S3 导出数据 (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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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Snowball 设备的任务
在中找个任务AWS Snowball(Snowball) 是您在控制台或任务管理 API 中创建它时定义的独立工作单位。任
务包括类型、详细信息和状态。后面的章节中将更详细地介绍这些元素。
主题
• 任务类型 (p. 10)
• 任务详细信息 (p. 11)
• 任务状态 (p. 11)

任务类型
有两种不同类型的任务：导入任务和导出任务。下面汇总了这两个 Snowball 任务类型，包括数据源、可移
动的数据量以及任务成功完成时的预期结果。尽管这两种任务存在根本上的差异，但它们都拥有一些常见的
详细信息。源可以位于数据中心或办公室本地，也可以是 Amazon S3 存储桶。

导入到 Amazon S3
网络 ACL 和安全组都允许 (因此可到达您的实例) 的发起 ping 的导入任务是转移72将您的数据（位于本地数
据源）中的 TB 或更少，将它复制到单个 Snowball，然后将它移至 Amazon S3。对于导入任务，Snowball
和任务具有一对一关系，这意味着每个任务都有一个关联的 Snowball。如果您需要其他 Snowball，您可以
创建新的导入任务或者克隆现有任务。
导入任务的数据源应位于本地。换句话说，包含待传输数据的存储设备应实际位于您在创建任务时提供的地
址。
您可以为每个导入任务导入任意数目的目录、文件和对象，前提是您导入的数据量与单个 Snowball 相同。
在美国区域，Snowball 有两种大小：50 TB(42 TB 可用容量)和 80 TB(72 TB 可用容量). 所有其他区域仅提
供 80 TB 的 Snowball。
导入文件时，每个文件都会变成 Amazon S3 中的对象，并且每个目录都会变成前缀。如果将数据导入现有
存储桶中，任何与新导入的对象具有相同名称的现有对象都将被覆盖。
在处理并验证导入后，AWS对 Snowball 进行完全擦除。此擦除过程遵循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IST)
800-88 标准。
完成导入后，可下载任务报告。此报告将提醒您无法导入的所有对象。您可以在成功日志和失败日志中查找
更多信息。

Important
请不要删除已传输数据的本地副本，直到您验证完任务完成报告结果并检查完导入日志。

从 Amazon S3 导出
网络 ACL 和安全组都允许 (因此可到达您的实例) 的发起 ping 的导出任务是指传输任意大小的数据（位于
Amazon S3 中），将数据复制到任意数量的 Snowball 上，然后按照一次一个 Snowball 的方式将转移到本
地数据目的地。在创建导出任务时，此任务将拆分为多个部分。每个作业部分不超过72每个任务部分均有一
个 Snowball 关联的。
导出任务的数据源是一个或多个 Amazon S3 存储桶。在将任务部分的数据从 Amazon S3 移至 Snowball
后，您可以下载任务报告。此报告将提醒您无法传输到 Snowball 的所有对象。您可以在任务的成功日志和
失败日志中查找更多信息。
可以为每个导出任务导出任意数目的对象，使用的 Snowball 数目与为完成传输而使用的 Snowball 数目
相同。导出任务的任务部分的 Snowball 相继运送，在上一个任务部分进入后，下一个 Snowball 将运送给
您。在中转到AWSstatus。

10

AWS Snowball 用户指南
任务详细信息

在将对象从 Snowball 复制到本地数据目标时，这些对象将另存为文件。如果将对象复制到已包含文件的位
置，则所有名称相同的现有文件都将被覆盖。
何时AWS收到退还的 Snowball，我们对 Snowball 执行完整擦除。此擦除遵循 NIST 800-88 标准。

Important
请不要更改、更新或删除导出的 Amazon S3 对象，直到您确认整个任务的所有内容均已复制到本
地数据目标。
在创建导出任务时，您可以选择导出整个 Amazon S3 存储桶或导出特定范围的对象键。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 使用导出范围 (p. 37)。

任务详细信息
Snowball 的每个导入或导出任务都由创建 Snowball 时指定的详细信息进行定义。以下列表描述了任务的所
有详细信息。
• 作业名称— 任务的名称，包含字母数字字符、空格和任何 Unicode 特殊字符。
• 任务类型— 导入或导出任务的类型。
• 作业 ID— 用于标识任务的由 39 个字符组成的唯一标签。任务 ID 显示在电子墨水显示屏上的运输标签的
底部和任务的清单文件名称中。
• 创建日期— 您创建此任务的日期。
• 送货速度— 送货速度取决于区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送达时间 (p. 69)。
• IAM 角色 ARN— 此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是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创建任务期间
创建的并对 Amazon S3 存储桶执行写入权限创建的 (IAM) 角色。创建过程是自动进行的，并且您允许
Snowball 代入的 IAM 角色仅用于在 Amazon S3 存储桶和 Snowball 之间复制数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 为 Snowball 创建 IAM 角色 (p. 77)。
• AWS KMS密钥— 在 Snowball 中，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AWS KMS) 对每个 Snowball 上的密
钥进行加密。在您创建任务时，也可以为您自己的 AWS KMS 加密键选择或创建 ARN。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在 Snowball 中 (p. 72)。
• Snowball 容量— 在美国区域，Snowball 有两种大小：50 TB(42 TB 可用容量)和 80 TB(72 TB 可用容量).
所有其他区域仅提供 80 TB 的 Snowball。
• 存储服务— 该AWS与此任务关联的存储服务，在此示例中为 Amazon S3。
• 资源— 该AWS与您的任务关联的存储服务资源。在此示例中，这些是传入或传出数据的 Amazon S3 存储
桶。

任务状态
每个任务都有一种状态，它更改为表示任务的当前状态。
任务状态

描述

状态适用的任务类型

Job created

您的任务刚刚已创建。您只能在该状态期间取消任
务或任务部分 (如果任务是导出任务)。

二者

Preparing Snowball

AWSSnowball 正在为您的任务准备。

二者

Exporting

AWS正在将您的数据从 Amazon S3 导出到
Snowball。

Export

Preparing shipment

AWSSnowball 正在准备向您发运。

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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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状态

描述

状态适用的任务类型

In transit to you

Snowball 已向您在任务创建期间提供的地址发运。

二者

Delivered to you

Snowball 已到达您在任务创建期间提供的地址。

二者

在中转到AWS

您已向 Snowball 发运回。AWS.

二者

At sorting facility

用于此作业的设备位于我们内部的分拣机构。很
快将开始对 Amazon S3 导入任务执行所有附加处
理，通常在 2 天内。

二者

在AWS

设备已送达AWS. 如果您要导入数据，则导入通常
在设备送达后的一天内开始。

二者

Importing

AWS导入您的数据到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

导入

Completed

您的导入任务或导出任务部分已成功完成。

二者

已取消

您的任务已取消。您 Snowball 能在Job
createdstatus。

二者

设置您的AWS访问权限
首次使用AWS Snowball (Snowball) 前，您需要完成以下任务：
1. 注册 AWS (p. 12).

Note
在亚太地区（孟买），AWS 区域服务由亚马逊互联网服务私人有限公司 (AISPL) 提供。有关在
亚太地区（孟买）注册Amazon Web Services 信息AWS 区域，请参阅注册 AISPL。
2. 创建 IAM 用户 (p. 13).

注册 AWS
当您注册 Amazon Web Services ServAWS 账户 ices (AWS) 时，您会自动注册中的所有服务AWS，包
括AWS Import/Export。您只需为使用的服务付费。有关 Snowball 定价和费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Snowball定价。Snowball 不是免费使用的；有关哪些AWS服务是免费的，请参阅AWS免费使用套餐。
如果您已有AWS 账户，请跳到下一个任务。如果您还没有 AWS 账户，请使用以下步骤创建。

创建 AWS 账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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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在注册时，您将接到一通电话，要求您使用电话键盘输入一个验证码。
当您注册 AWS 账户 时，系统将会创建一个 AWS 账户根用户。根用户有权访问该账户中的所有 AWS
服务和资源。作为安全最佳实践，请 为管理用户分配管理访问权限，并且只使用根用户执行 需要根用户
访问权限的任务。

请记下您的AWS 账户电话号码，因为在下一个任务中您会用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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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IAM 用户
中的AWS服务（例如AWS Import/Export）要求您在访问时提供凭证，以便服务可以确定您是否有权限
访问其资源。 AWS建议不要使用的根凭证AWS 账户发起请求。而应创建一个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用户并授予该用户完全访问权限。我们将这些用户称为管理员用户。
您可以使用管理员用户凭证而不是您账户的根凭证来与交互AWS和执行任务，例如创建 Amazon S3 存储
桶，创建用户和授予他们权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AWS一般参考》中的根账户证书与 IAM 用户凭证和
IAM 用户指南中的 IAM 最佳实践。
如果您已注册 AWS 但尚未为自己创建一个 IAM 用户，则可以使用 IAM 控制台自行创建。
要创建管理员用户，请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选择一种
方法来管
理您的管
理员

To

在 IAM
Identity
Center 中

使用短期凭证访问
AWS。

（建议）

在 IAM 中
（不推荐
使用）

By

您也可以

有关说明，请参阅《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 用户指
这符合安全最佳实践。有 南》中的入门。
关最佳实践的信息，请参
阅《IAM 用户指南》中
的 IAM 中的安全最佳实
践。

按照《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用户指南》中的配
置 AWS CLI 以使用 AWS IAM
Identity Center (successor to
AWS Single Sign-On)，配置编程
式访问。

使用长期凭证访问
AWS。

按照《IAM 用户指南》中的管理
IAM 用户的访问密钥，配置编程
式访问。

按照《IAM 用户指南》中的创
建您的首个 IAM 管理员用户和
组的说明操作。

要以该新 IAM 用户的身份登录，请从注销，然后使用以下 URL，其中 y our_aws_account_id 是您的
不带连字符的AWS 账户号码（例如，如果您的AWS 账户号码是1234-5678-9012，则您的AWS 账户 ID
是123456789012）：AWS Management Console
https://your_aws_account_id.signin.aws.amazon.com/console/

键入您刚创建的 IAM 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后，导航栏显示“your_user_name @ your_aws_account_id”。
如果您不希望您的登录页面 URL 包含AWS 账户 ID，可以创建账户别名。从 IAM 控制面板上，选择创建账
户别名，然后键入别名，例如您的公司名称。要在创建账户别名后登录，请使用以下 URL：
https://your_account_alias.signin.aws.amazon.com/console/

要为您的账户验证 IAM 用户的登录链接，请打开 IAM 控制台并在控制面板的 Alias A AWS 账户lias 下进行
检查。
如果您要通过非管理员用户的 IAM 用户创建 Snowball 任务，则该用户需要一定的权限才能AWS Snow 系列
管理控制台有效使用。有关这些权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为 Snowball 创建 IAM 用户 (p. 75)。

下一个步骤
开始使用 AWS Snowball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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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使用 AWS Snowball
Note
第一代 80 TB Snowball 设备不再可用。使用 Snowball Edge 存储优化设备完成所有数据传输作
业。
与AWS SnowballSnowball），您可以在本地数据中心和亚马逊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之
间传输数百 TB 或 PB 字节的数据。您可以在下面找到有关创建和完成第一个数据传输任务的一般说明。您
可以在本文档后面部分找到有关 Snowball 特定组件的更多信息。有关服务的整体概述，请参阅怎么样AWS
Snowball使用标准 Snowball 设备 (p. 6)。
这两组指令都假定你将使用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创建任务，让 Snowball 客户端在本地传输您的数
据。如果您更愿意以编程方式工作，则可以使用适用于 Snowball 的任务管理 API 来创建作业。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 AWS Snowball API 参考。要以编程方式传输数据，您可以使用适用于 Snowball 的 Amazon S3
适配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 Amazon S3 Adapter for Snowball 传输数据 (p. 57)。

注册 AWS
如果您已有AWS 账户，继续跳到下一节：创建 IAM 管理员用户 (p. 14). 否则，请参阅注册 AWS (p. 12).

创建 IAM 管理员用户
如果您已有一个 Admorator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用户账户，继续跳到下面列出的部
分之一。如果您没有管理员 IAM 用户，建议您创建一个，不要使用您的根证书AWS 账户提出请求。为此，
请参阅 创建 IAM 用户 (p. 13)。

Important
Snowball 没有免费套餐。为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费用和延迟，请在开始创建任务前，仔细阅读下面相
关的导入或导出部分。
后续：
• 使用以下命令将数据导入 Amazon S3AWS Snowball (p. 14)
• 使用 Snowball 从 Amazon S3 导出数据 (p. 24)

使用以下命令将数据导入 Amazon S3AWS Snowball
Note
第一代 80 TB Snowball 设备不再可用。使用 Snowball Edge 存储优化设备完成所有数据传输作
业。
使用 Snowball 将数据导入 Amazon S3 的过程包括以下步骤。
主题
• 创建 AWS Snowball任务 (p. 15)
• 接收 AWS Snowball 设备 (p. 19)
• 将 AWS Snowball 设备连接到您的本地网络 (p. 20)
• 传输数据 (p. 22)
• 寄回设备 (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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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控导入状态 (p. 24)

创建 AWS Snowball任务
不论您为 Snow Family 设备创建什么类型的任务，您在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 这些任务包括以下这
些：
• 创建任务
• 监控您的作业状态
• 设置设备
• 解锁设备
• 传输数据
• 退回设备
以下几节提供了 step-by-step 有关执行这些任务的说明。如果有特定于任务类型的注意事项，会在备注中专
门注明。
您可以使用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创建和管理作业。根据您的使用案例和作业类型，在 Snow Family 控
制台中创建新作业的过程遵循标准工作流程。
您还可以使用作业管理 API 创建和管理任务。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WS Snowball API 参考。
主题
• 第 1 步：计划您的Job (p. 15)
• 第 2 步：选择您的配送首选项 (p. 15)
• 第 3 步：选择您的Job 详细信息 (p. 16)
• 第 4 步：选择您的安全首选项 (p. 16)
• 第 5 步：选择您的通知首选项 (p. 17)
• 第 6 步：下载 AWS OpsHub (p. 18)
• 步骤 7：查看并创建您的Job (p. 18)

第 1 步：计划您的Job
创建作业的第一步是确定您需要的作业类型，然后使用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

计划您的任务
1.

登录到AWS Management Console，然后打开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 如果这是您第一次在 this 创
建任务AWS 区域，你会看到AWSSnow 系列页. 否则你会看到计划您的任务页.

2.

在存储库的AWSSnow 系列页面上，选择。下一步打开计划您的任务页.

3.

根据您的使用案例，选择以下作业类型之一：
• 导入 Amazon S3— 选择该选项AWS向你配送一台空的 Snowball 设备。将设备连接到本地网络并运行
Snowball 客户端。您将数据复制到设备上，然后将其运回AWS，并且您的数据已上传到AWS.
• 仅限本地计算和存储— 选择此选项可在设备上执行计算和存储工作负载，而无需传输任何数据。

4.

选择 Next（下一步）以继续。

第 2 步：选择您的配送首选项
接收和退回 Snowball 设备需要来回运送设备，因此请务必提供准确的配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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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运输详细信息
1.

在存储库的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在提供配送信息部分中，选择现有地址或添加新地址。
• 如果选择使用最近地址，则会显示存档的地址。从列表中仔细选择您需要的地址。
• 如果选择添加新地址，请提供请求的地址信息。这些区域有：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保存您的新
配送信息。

Note

2.

您在地址中提供的国家/地区必须与设备的目的地国家/地区匹配，并且必须对该国家/地区有
效。
在送货速度部分中，选择作业的配送速度。此速度显示设备在目的地之间运送的速度，并不反映设备将
在今天的日期之后多久到达。
• 次日达（1 个工作日）
• 两日送达（2 个工作日）

3.

选择 Next（下一步）。

第 3 步：选择您的Job 详细信息
在该步骤中，您提供您的AWS Snowball作业，包括作业名称、AWS区域、设备类型、Amazon S3 存储桶名
称和亚马逊系统映像 (AMI)。

添加任务详细信息
1.
2.

在存储库的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在给您的任务命名 section, provide a name for your job in the
作业名称。
在选择您的 Snow 设备部分，选择 Snowball。

3.

在选择您的 S3 存储部分，选择创建新的 SAmazon S3，或者选择要在Bucket namelist。您可以包含额
外的 S3 存储桶。这些存储桶在您的设备上显示为目录。

4.

在使用 EC2 实例计算（可选）部分，选择。EC2 AMI 名称. 此选项使您能够在集群中使用计算 EC2 实
例。它会通过 EC2 AMI 加载您的 Snowball，并使您的设备能够充当移动数据中心。

5.

该功能会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Snowball 定价。
在中选择一个 AMI源 AMI 名称list。或者，在中搜索 AMI源 AMI 名称框，然后选择。下一步.

第 4 步：选择您的安全首选项
设置安全性会添加权限和加密设置AWS Snowballjob，以保护传输中的数据。

为作业设置安全性
1.

在加密部分，选择KMS 密钥你想使用。
• 如果需要使用默认值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AWS KMS key)，选择aws/导入导出（默认）.
这是在未定义其他密钥时保护导入和导出任务的默认密钥。

2.
3.
4.

• 如果需要提供您自己的AWS KMS键，选择输入密钥 ARN, provide the Amazon Resource Name
(ARN) in the 密钥 ARN框，然后选择。使用这个 KMS 密钥. 密钥 ARN 将被添加到列表中。
在服务访问部分，选择。创建服务角色授予 Snow Family 代表您使用 Amazon S3 和 Amazon SNS 的权
限。
选择查看详细信息来选择IAM 角色 that you want, or you can use the default role.
适用于策略名称, choose the import policy that you want to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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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Snowball 的策略示例
以下是 Amazon S3 仅导入角色策略的示例。
{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3:GetBucketPolicy",
"s3:GetBucketLocation",
"s3:ListBucketMultipartUploads"
],
"Resource": "arn:aws:s3:::*"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3:PutObject",
"s3:AbortMultipartUpload",
"s3:ListMultipartUploadParts",
"s3:PutObjectAcl"
],
"Resource": "arn:aws:s3:::*"
}
]

以下是 Amazon S3 导出角色策略的示例。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3:GetBucketLocation",
"s3:GetObject",
"s3:ListBucket"
],
"Resource": "arn:aws:s3:::*"
}
]

5.

选择 Allow。

6.

选择 Next（下一步）。

第 5 步：选择您的通知首选项
通知会向您更新您的最新状态AWS Snowball个作业。您创建一个 SNS topic (Amazon SNS) 主题并在任务状
态更改时接收来自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Amazon SNS)

设置通知
1.

在设置通知部分，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如果您使用现有的 SNS topic（SNS topic），使用现有的 SNS 主题，然后从列表中选择主题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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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如果要创建新主题，请选择创建新的 SNS 主题. 输入主题的名称并提供电子邮件地址。

选择 Next（下一步）。

该通知将与您的作业的以下状态之一有关：
• Job created
• Preparing device
• Preparing shipment
• In transit to you
• Delivered to you
• In transitAWS
• At sorting facility
• 在AWS
• Importing
• Completed
• 已取消

第 6 步：下载 AWS OpsHub
Snow 系列设备提供用户友好的工具，AWS OpsHub for Snow Family，可用于管理您的设备和本地AWS服
务。
与AWS OpsHub installed on your client computer, you can perform tasks such as the following:
• 解锁和配置单个或群集设备
• 传输文件
• 启动和管理在 Snow 系列设备上运行的实例。

下载和安装AWS OpsHub for Snow Family
1.

在存储库的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在下载AWS OpsHub部分，选择。GetAWS OpsHub. 系统会
将您重定向到AWS Snowball资源网站。

2.

在AWS OpsHub部分，选择。下载 for your operating system, and follow the installation steps. 完成
后，选择 Next。

步骤 7：查看并创建您的Job
在您提供所有必要的工作详细信息后AWS Snowball作业，查看作业并创建它。
1.

在存储库的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在查看Job 订单页面上，在创建作业之前，查看所有部分。如
果需要进行更改，请选择。编辑以获取相应的部分，然后编辑信息。

2.

审核和编辑完成后，选择创建任务. 创建任务后，您可以在一小时内取消它，而不会产生任何费用。
工作受特定国家/地区的出口管制法律的约束，可能需要出口许可证。美国的出口和再出口法律也适用。
禁止从美国和美国法律法规中转移。

Note
AWS Snowball作业不是用电源完成的，必须单独提供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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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作业后，您可以在作业状态部分。

接收 AWS Snowball 设备
当你收到 Snowball 设备时，你会注意到它不是装在盒子里的。Snowball 本身就是坚固耐用的集装箱。当
Snowball 首次到达时，检查它是否有损坏或明显的篡改。如果您发现 Snowball 有任何可疑之处，请不要将
其连接到内部网络。否则，可联系AWS Support并将问题告知他们，以便向您配送新的 Snowball。

Important
Snowball 是的财产AWS. 篡改 Snowball 违反了AWS可接受使用政策。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aws.amazon.com/aup/。
在将 Snowball 连接到网络并开始传输数据之前，请务必介绍数据传输的一些基本要素。
• Snowball— 以下是 Snowball 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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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源— 此设备保存您要从本地数据中心传输到 Amazon S3 的数据。它可以是单台设备（例如，硬盘或
U 盘），也可以是您数据中心内的单独数据源。要从数据源传输数据，数据源必须装载到您的工作站。
• 工作站— 这台计算机托管您安装的数据源。您将使用此工作站将数据传输到 Snowball。强烈建议您的工
作站是一台功能强大的计算机，可以满足处理、内存和联网方面的高需求。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工作站
规格 (p. 91)。
后续： 将 AWS Snowball 设备连接到您的本地网络 (p. 20)

将 AWS Snowball 设备连接到您的本地网络
在此步骤中，您需要将 Snowball 连接到您的网络。Snowball 设备有两个面板，一个是正面和背面，它们由
闩锁打开，然后向上翻转以停在 Snowball 的顶部。先打开前面板，将其翻转到 Snowball 的顶部，然后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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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板，将其向上翻转以便在第一个面板上休息。这样做可以访问嵌入在 Snowball 正面的 E Ink 显示屏上的
触摸屏，以及背面的电源和网络端口。
从电缆扣上拔下电缆，然后将 Snowball catch 通电源。每个 Snowball 都经过精心设计，支持通过
RJ45、SFP+ 铜缆或 SFP+ 光纤万兆以太网进行数据传输。对于 SFP+ 光纤，您必须使用自己的线缆
连接到其中一个 SFP+ 端口中的 SFP+ 光适配器。有关线缆和端口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支持的网络硬
件 (p. 89)。选择网络选项，然后将 Snowball 插入您的网络。按下 E Ink 显示屏上方的电源按钮，打开
Snowball 的电源。
1.

将已关闭电源的 Snowball Connect 您的网络。

Note
我们建议您设置网络连接，以尽可能减少数据源、工作站和 Snowball 之间的跳跃。
2.

将电源线连接到 Snowball 的背面，然后将其插入可靠的电源。然后按下电子墨水显示屏上方的电源按
钮，并等待电子墨水显示屏显示 Ready。

3.

当 Snowball 准备就绪时，电子墨水显示屏会显示以下屏幕。

此时，您可以选择 Network，通过电子墨水显示屏更改默认网络设置。要了解有关为 Snowball 指定网络
设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更改 IP 地址 (p. 45).
请记下显示的 IP 地址，因为您需要它来配置 Snowball 客户端。

Important
为防止数据损坏，请勿在传输数据时断开 Snowball 的连接或更改其网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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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wball 现在已连接到您的网络。
后续： 传输数据 (p. 22)

传输数据
以下各节讨论了传输数据所涉及的步骤。这些步骤包括获取证书、下载和安装 Snowball 客户端工具，然后
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将数据从数据源传输到 Snowball。

Note
您还可以使用适用于 Snowball 的 Amazon S3 适配器以编程方式传输数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 Amazon S3 Adapter for Snowball 传输数据 (p. 57)。
主题
• 获取您的证书 (p. 22)
• 安装 AWS Snowball 客户端 (p. 22)
• 使用 AWS Snowball 客户端 (p. 23)
• 停止AWS Snowball客户端，然后关闭 Snowball 的电源 (p. 23)
• 断开 设备 (p. 24)

获取您的证书
每个AWS Snowball作业有一组证书，你必须从中获取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或者使用任务管理 API 来
验证您对 Snowball 的访问权限。这些凭证是一个加密的清单文件和一个解锁代码。清单文件包含有关任务
及其关联的权限的重要信息。如果没有此清单文件，您将无法传输数据。解锁代码用于解密清单。否则，您
将无法与 Snowball 交流。

Note
在 Snowball 设备发送给您之后，您才能获取证书。将设备返回到之后AWS，您的工作证书不再可
用。

通过控制台获取凭证
1.

登录 AWS Management Console 并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https://
console.aws.amazon.com/snowfamily/home。

2.

在 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中，搜索表中的特定任务以下载任务清单，然后选择该任务。

3.

展开该任务的任务状态窗格，然后选择查看任务详细信息。

4.

在显示的详细信息窗格中，展开 Credentials。请记下解锁代码 (包括连字符)，因为您需要提供全部 29
个字符才能传输数据。在对话框中选择 Download manifest，然后按照说明将任务清单文件下载到您的
计算机上。清单文件名包括您的 Job ID。

Note
作为最佳实践，建议您不要将解锁代码副本和该任务的清单保存在工作站中的同一位置。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Snowball 的最佳实践 (p. 31)。
现在您已拥有凭证，可以开始传输数据。

安装 AWS Snowball 客户端
Snowball 客户端是您可以使用的从本地数据源传输到 Snowball 的工具之一。
您可以从以下位置下载并安装 Snowball 客户端AWS Snowball资源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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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wball 客户端必须从以下位置下载AWS Snowball资源页面并安装在你拥有的强大工作站上。

使用 AWS Snowball 客户端
在此步骤中，您将首先从工作站运行 Snowball 客户端，验证您对该作业的 Snowball 访问权限，然后传输数
据。

Note
本指南适用于原始 Snowball 设备。如果您使用的是 Snowball Edge 设备，请注意，您不能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将数据传输到 Snowball Edge 设备。你必须使用其中一个AWS OpsHub for Snow
Family或 S3 适配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 AWS Snowball 设备 (p. 41)和使用AWS
OpsHub for Snow Family管理设备
如果您使用的是 Snowball Edge 设备，请参阅什么是AWSAWS Snowball Edge?在AWS Snowball
Edge开发人员指南.
要验证您对 Snowball 的访问权限，请在工作站上打开终端或命令提示符窗口，然后输入以下命令。
snowball start -i [Snowball IP Address] -m [Path/to/manifest/file] -u [29
character unlock code]
以下是配置 Snowball 客户端的命令示例。
snowball start -i 192.0.2.0 -m /Downloads/JID2EXAMPLE-0c40-49a7-9f53-916aEXAMPLE81manifest.bin -u 12345-abcde-12345-ABCDE-12345

在本示例中，Snowball 的 IP 地址为 192.0.2.0，您下载的任务清单文件
是JID2EXAMPLE-0c40-49a7-9f53-916aEXAMPLE81-manifest.bin，而 29 个字符的解锁码
是12345-abcde-12345-ABCDE-12345.
在为您的任务输入带正确变量的上述命令后，您将收到确认消息。此消息表示您有权访问此任务的
Snowball。
现在你可以开始将数据传输到 Snowball 了。与 Linux 允许你使用副本复制文件和文件夹的方式类似（或cp)
命令，Snowball 客户端还使用cp命令。与在 Linux 中一样，当您使用复制命令时，需要在命令中提供
两个路径的值。一个路径表示要复制的数据的源位置，第二个路径表示数据将粘贴到的目标。传输数据
时，Snowball 的目标路径必须以s3://根目录标识符。
在数据传输过程中，您会注意到 Snowball 的根目录下至少有一个文件夹。此文件夹以及此级别的任何其他
文件夹的名称与创建此任务时选择的目标存储桶名称相同。数据不能直接传输到根目录；而是必须传入到存
储桶文件夹之一或其子文件夹中。
要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传输数据，请在工作站上打开终端或命令提示符窗口，然后键入以下命令：
snowball cp [options] [path/to/data/source] s3://[path/to/data/destination]
以下是使用客户端将数据复制到 Snowball 的命令示例。
snowball cp --recursive /Logs/April s3://MyBucket/Logs

有关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工具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 (p. 48). 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
命令完成向 Snowball 中的数据传输。完成后，是时候为 Snowball 的回程做好准备了。

停止AWS Snowball客户端，然后关闭 Snowball 的电源
当你向 Snowball 传输完数据后，为回程做好准备AWS. 要做准备，请在工作站终端运行 snowball stop
命令。运行此命令会停止从您的工作站与 Snowball 的所有通信，并在后台执行本地清理操作。该命令完成
后，按下 E Ink 显示屏上方的电源按钮，关闭 Snowball 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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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开 设备
断开 Snowball 电缆。将 Snowball 的电缆固定到 Snowball 背板内侧的电缆球童中，然后密封 Snowball。当
Snowball 的电子墨水显示屏上出现退货发货标签时，您就可以将其交给您所在地区的承运人发回去了AWS.
如需查看您所在区域的承运商，请参阅 承运商 (p. 67)。

Important
在流程结束时成功导入 Amazon S3 并且您可以验证数据传输结果之前，请勿删除传输数据的本地
副本。
后续：
寄回设备 (p. 24)

寄回设备
有关返回 Snowball 的信息，请参阅欧盟、美国、加拿大和新加坡的 AWS Snowball 上门取货 (p. 67).
电子墨水显示屏上的预付运输标签包含退回 Snowball 的正确地址。有关如何返回 Snowball 的信息，请参
阅承运商 (p. 67). Snowball 将被送到AWS分拣设施并转发给AWS数据中心。承运商会自动将您任务的
追踪编号报告回 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通过在控制台中查看任务状态详细信息或调用相应任务管理
API，您可以查看该追踪编号以及指向追踪网站的链接。

Important
除非另有个人指示AWS，切勿在 Snowball 上贴上单独的配送标签。务必使用 Snowball 电子墨水显
示屏上显示的运输标签。
此外，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跟踪工作的状态变化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如果您在任务创建期间选
择了该选项，则通过 Amazon SNS 通知，或者调用任务管理 API。有关此 API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SnowballAPI 参考. 最终状态值包括何时收到 SnowballAWS、数据导入开始时以及导入任务完成时。
后续： 监控导入状态 (p. 24)

监控导入状态
您可以随时通过 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或向任务管理 API 发起调用来跟踪任务状态。有关此 API 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AWS SnowballAPI 参考. 每当 Snowball 在运输途中，您都可以使用您所在地区的承运人收
到 Snowball 时获得的追踪号码从跟踪网站获取详细的运输状态信息。
要在控制台中监控您的导入任务的状态，请登录到 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从表中选择您要跟踪的任
务，或者在表上方的搜索栏中按所选参数搜索任务。选择作业后，该作业的详细信息将显示在表格中，包括
一个显示作业实时状态的栏。
包裹到达后AWS然后 Snowball 已送达处理中，您的任务状态将从传输到AWS到在AWS. 平均而言，将数据
导入 Amazon S3 需要一天时间。导入数据时，您任务的状态将变为 Importing。从这时起，平均需要两个工
作日之后，您的导入任务会进入 Completed 状态。
现在，您使用 Snowball 将第一个数据导入到 Amazon S3 的任务已完成。您可以从控制台获取有关数据传
输的报告。要从控制台访问该报告，请从表中选择任务，然后将其展开以显示该任务的详细信息。选择 Get
report 以 PDF 文件形式下载您的任务完成报告。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从控制台中获取任务完成报告和日
志 (p. 39)。
后续： 我从这里可以继续进行哪些内容？ (p. 30)

使用 Snowball 从 Amazon S3 导出数据
这些区域有：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您可以在此处创建和管理任务，从 Amazon S3 导出数据。使用
Snowball 从 Amazon S3 导出数据的过程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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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
•
•
•

创建导出任务 (p. 25)
接收 AWS Snowball 设备 (p. 25)
将 AWS Snowball 设备连接到您的本地网络 (p. 26)
传输数据 (p. 28)
寄回设备 (p. 30)

• 重复过程 (p. 30)

创建导出任务
Note
第一代 80 TB Snowball 设备不再可用。使用 Snowball Edge 存储优化设备完成所有数据传输作
业。

创建导出任务
•

按 创建 AWS Snowball任务 (p. 15) 中的步骤操作。

创建任务后，您将进入任务仪表板，您可以在其中查看和管理您的任务。默认情况下，您创建的最新任务处
于选中状态，但这是一个临时占位符。当 Amazon S3 列出操作在后台完成时，这个最新的任务将被完成任
务所需的任务部分所取代。

Note
此时，在任务进入 Preparing Snowball 状态之前，您可以选择取消任务及其各任务部分。如果您认
为自己可能想要取消任务，我们建议您使用 Amazon SNS 通知来跟踪任务的创建时间。
有关从 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管理任务以及跟踪任务状态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WS Snow 系列管
理控制台 (p. 37)。
Snowball 准备就绪后，你的第一个作业部分的状态将变为导出. 导出过程通常需要一个工作日；不过，此过
程有时可能需要更长时间。
导出完成后，任务部分的 Snowball 会进入PREPARE状态，紧随其后的是正在运送给你状态。发货可能需要
几天时间，您可以追踪我们为您的工作准备的 Snowball 的运输状态。在您任务的详细信息中，您将会看到
一个指向 跟踪网页的链接，并且提供了跟踪编号。
现在，您的导出任务正在进行中，您可以从控制台获取从 Amazon S3 向 Snowball 传输数据的报告，以及成
功和失败日志。要访问报告或日志，请从表中选择任务，然后展开任务以显示其详细信息。选择 Get report
以下载您的任务报告。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从控制台中获取任务完成报告和日志 (p. 39)。
后续： 接收 AWS Snowball 设备 (p. 25)

接收 AWS Snowball 设备
当你收到 Snowball 设备时，你会注意到它不是装在盒子里的。Snowball 本身就是坚固耐用的集装箱。当
Snowball 首次到达时，检查它是否有损坏或明显的篡改。如果您发现 Snowball 有任何可疑之处，请不要将
其连接到内部网络。否则，可联系AWS Support并将问题告知我们，以便向您配送新的 Snowball。

Important
Snowball 是的财产AWS. 篡改 Snowball 违反了AWS可接受使用政策。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aws.amazon.com/aup/。
在将 Snowball 连接到网络并开始传输数据之前，请务必介绍 Snowball 数据传输的几个基本组成部分。
• Snowball— 以下是 Snowball 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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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目标— 此本地设备将保存您要从 Snowball 传输的数据。它可以是单台设备（例如，硬盘或 U 盘），
也可以是您数据中心内的单独数据目标。要向数据目标传输数据，数据目标必须装载到您的工作站。
• 工作站— 这台计算机托管您安装的数据目的地。你将使用这个工作站来接收来自 Snowball 的数据。强烈
建议您的工作站是一台功能强大的计算机，可以满足处理、内存和联网方面的高需求。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 工作站规格 (p. 91)。
后续： 将 AWS Snowball 设备连接到您的本地网络 (p. 26)

将 AWS Snowball 设备连接到您的本地网络
在此步骤中，您需要将 Snowball 连接到您的网络。Snowball 设备有两个面板，一个是正面和背面，它们由
闩锁打开，然后向上翻转以停在 Snowball 的顶部。先打开前面板，将其翻转到 Snowball 的顶部，然后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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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板，将其向上翻转以便在第一个面板上休息。这样做可以访问嵌入在 Snowball 正面的 E Ink 显示屏上的
触摸屏，以及背面的电源和网络端口。
从电缆扣上拔下电缆，然后将 Snowball catch 通电源。每个 Snowball 都经过精心设计，支持通过
RJ45、SFP+ 铜缆或 SFP+ 光纤万兆以太网进行数据传输。对于 SFP+ 光纤，您必须使用自己的线缆
连接到其中一个 SFP+ 端口中的 SFP+ 光适配器。有关线缆和端口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支持的网络硬
件 (p. 89)。选择网络选项，然后将 Snowball 插入您的网络。按下 E Ink 显示屏上方的电源按钮，打开
Snowball 的电源。
1.

将已关闭电源的 Snowball Connect 您的网络。

Note
我们建议您设置网络连接，以尽可能减少数据源、工作站和 Snowball 之间的跳跃。
2.

将电源线连接到 Snowball 的背面，然后将其插入可靠的电源。然后按下电子墨水显示屏上方的电源按
钮，并等待电子墨水显示屏显示 Ready。

3.

当 Snowball 准备就绪时，电子墨水显示屏会显示以下屏幕。

此时，您可以选择 Network，通过电子墨水显示屏更改默认网络设置。要了解有关为 Snowball 指定网络
设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更改 IP 地址 (p. 45).
请记下显示的 IP 地址，因为您需要它来配置 Snowball 客户端。

Important
为防止数据损坏，请勿在传输数据时断开 Snowball 的连接或更改其网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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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wball 现在已连接到您的网络。
后续： 传输数据 (p. 28)

传输数据
接下来，您可以找到有关获取证书、下载和安装 Snowball 客户端工具，然后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将数据从
Snowball 传输到本地数据目的地的信息。
主题
• 获取您的证书 (p. 28)
• 安装 AWS Snowball 客户端 (p. 29)
• 使用 AWS Snowball 客户端 (p. 29)
• 断开 AWS Snowball 设备 (p. 29)

获取您的证书
每个AWS Snowball作业有一组凭证，您必须获得这些凭证才能验证您对 Snowball 的访问权限。这些凭证是
一个加密的清单文件和一个解锁代码。清单文件包含有关任务及其关联的权限的重要信息。如果没有此清单
文件，您将无法传输数据。解锁代码用于解密清单。否则，您将无法与 Snowball 交流。

Note
在 Snowball 设备发送给您之后，您才能获取证书。

从控制台获取凭证
1.

登录到 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

2.
3.

在 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中，搜索表中的特定任务部分以下载任务清单，然后选择该任务。
展开该任务部分的 Job status 窗格，然后选择 View job details。

Note
每个任务部分都具有其自已唯一的一组证书。即使两个任务部分属于同一个导出任务，您也无
法使用另一个任务部分的凭据为一个任务部分解锁 Snow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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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显示的详细信息窗格中，展开 Credentials。记下解锁码（包括连字符），因为您需要提供全部 29 个
字符才能运行 Snowball 客户端。

5.

在对话框中选择 Download manifest，然后按照说明将任务清单文件下载到您的计算机上。清单文件名
包括您的任务部分 ID。

Note
作为最佳实践，建议您不要将解锁代码副本和该任务的清单保存在工作站中的同一位置。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Snowball 的最佳实践 (p. 31)。
现在您已拥有凭证，随时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传输数据。

安装 AWS Snowball 客户端
Snowball 客户端是可用于管理从本地数据源到 Snowball 的数据流的工具之一。
您可以从以下位置下载并安装 Snowball 客户端AWS Snowball资源.
Snowball 客户端必须从以下位置下载AWS Snowball资源页面并安装在你拥有的强大工作站上。

使用 AWS Snowball 客户端
在此步骤中，您将首先从工作站运行 Snowball 客户端，验证您对该作业的 Snowball 访问权限，然后传输数
据。
要验证您对 Snowball 的访问权限，请在工作站上打开终端或命令提示符窗口，然后键入以下命令：
snowball start -i [Snowball IP Address] -m [Path/to/manifest/file] -u [29
character unlock code]
以下是配置 Snowball 客户端的命令示例。
snowball start -i 192.0.2.0 -m /Downloads/JID2EXAMPLE-0c40-49a7-9f53-916aEXAMPLE81manifest.bin -u 12345-abcde-12345-ABCDE-12345

在本示例中，Snowball 的 IP 地址为 192.0.2.0，您下载的任务清单文件
是JID2EXAMPLE-0c40-49a7-9f53-916aEXAMPLE81-manifest.bin，而 29 个字符的解锁码
是12345-abcde-12345-ABCDE-12345.
在您输入带正确任务部分变量的上述命令后，您将收到确认消息。此消息表示您有权访问此任务的
Snowball。如果你执行snowball ls命令，你会注意到在 Snowball 的根级别上至少有一个文件夹。此文件
夹以及此级别的任何其他文件夹的名称与创建此任务时选择的源 S3 存储桶名称相同。
现在你可以开始从 Snowball 传输数据了。与 Linux 允许你使用副本复制文件和文件夹的方式类似（或cp)
命令，Snowball 客户端还使用cp命令。与在 Linux 中一样，当您使用复制命令时，需要在命令中提供两个
路径的值。一个路径表示要复制的数据的源位置，第二个路径表示数据将粘贴到的目标。传输数据时，来自
Snowball 的源路径必须以s3://根目录标识符。
以下是使用客户端从 Snowball 复制数据的命令示例
snowball cp --recursive s3://MyBucket/Logs /Logs/April

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命令完成从 Snowball 传输数据。有关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 (p. 48).

断开 AWS Snowball 设备
当你完成从 Snowball 传输数据后，为回程做好准备AWS.AWS. 首先，断开 Snowball 电缆。将 Snowball 的
电缆固定到 Snowball 背板内侧的电缆盒中，然后密封 Snow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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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Snowball 的电子墨水显示屏上出现退货运输标签时，就可以退货了。
后续：
寄回设备 (p. 30)

寄回设备
有关返回 Snowball 的信息，请参阅欧盟、美国、加拿大和新加坡的 AWS Snowball 上门取货 (p. 67).
电子墨水显示屏上的预付运输标签包含退回 Snowball 的正确地址。有关如何返回 Snowball 的信息，请参
阅承运商 (p. 67). Snowball 将被送到AWS分拣设施并转发给AWS数据中心。您所在区域的承运商会自动
将您任务的跟踪编号报告回 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您可以通过在控制台中查看任务状态详细信息，访
问该跟踪编号以及指向 跟踪网站的链接。

Important
除非另有个人指示AWS，切勿在 Snowball 上贴上单独的配送标签。务必使用 Snowball 电子墨水显
示屏上显示的运输标签。
当你所在地区的运营商获得 Snowball 时，任务的状态变为传输到AWS. 此时，如果您的导出任务有多个任务
部分，下一个任务部分将进入 Preparing Snowball 状态。
后续： 重复过程 (p. 30)

重复过程
一旦我们收到您的出口任务部分的退回的 Snowball，我们将彻底清除 Snowball。此擦除过程遵循美国国家
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IST) 800-88 标准。此步骤标记这一特定任务部分的完成。如果有更多的任务部分，则
准备运输用于下一个任务部分的设备。
您可以从 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监控您的所有任务和任务部分的状态。
后续： 我从这里可以继续进行哪些内容？ (p. 30)

我从这里可以继续进行哪些内容？
现在，您已经通读了入门部分并开始了您的第一个数据传输任务，您可以从以下主题中了解有关使用
Snowball 工具和接口的更多详细信息：
• 使用 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 (p. 37)
• 使用 AWS Snowball 设备 (p. 41)
• 利用 Snowball 传输数据 (p. 47)
还建议您查看任务管理 APIAWS Snowball.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SnowballAPI 参考
如果您是第一次将数据导入 Amazon S3，则可能需要更多地了解数据到达后可以做些什么。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 。Amazon S3 入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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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Snowball 的最佳实践
接下来，您可以找到可帮助您从中获得最大好处和满意度的信息。AWS Snowball（Snowball）。

AWS Snowball 的安全最佳实践
以下是我们建议在使用 Snowball 时用于提升安全性的方法：
• 如果您注意到有任何可疑之处 Snowball 不要将其连接到您的内部网络，否则，可联系AWS Support之
后，公司将向您发运新的 Snowball。
• 建议您不要将解锁代码副本和该任务的清单保存在工作站中的同一位置。分开保存解锁代码和清单可帮助
阻止未授权各方获得 Snowball 的访问权。例如，您可能采用以下方法：首先，将清单的副本保存到工作
站。然后，通过电子邮件将解锁码发送到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用户从工作站执行
数据传输。此方法仅允许以下人员访问 Snowball：他们能够访问工作站上保存的文件和 IAM 用户的电子
邮件地址。
• 只要您在本地数据中心与 Snowball 之间传输数据，系统就会自动生成日志并将其保存到您的工作站中。
这些日志以纯文本格式保存，其中包含所传输文件的文件名和路径信息。为了保护这一可能敏感的信
息，强烈建议您在与日志关联的任务进入 Completed 状态后删除这些日志。有关日志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Snowball 日 (p. 57)。

AWS Snowball 的网络最佳实践
以下是我们建议的将 Snowball 与网络结合使用的方法：
• 您的工作站应是数据的本地主机。出于性能考虑，我们不建议在使用 Snowball 传输数据时通过网络读取
文件。如果您必须通过网络传输数据，请在批处理本地缓存后再复制到 Snowball，以便能够尽快处理复制
操作。
• 由于工作站被视为数据传输的瓶颈，因此，强烈建议您将功能强大的计算机用作工作站，以便满足处理、
内存和网络方面的高要求。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工作站规格 (p. 91)。
• 您可以在多个终端中运行 Snowball 客户端的同步实例，每个实例都使用复制操作来加快数据传输。有关
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的更多信息，请参阅。Snowball 客户端的命令 (p. 50).
• 为防止损坏您的数据，请勿在传输数据时断开 Snowball 或更改其网络设置。
• 文件在复制时必须为静态。在传输期间修改的文件将不会导入 Amazon S3。

AWS Snowball 的资源最佳实践
以下是我们建议的使用 Snowball 和您的数据资源的方法以及一些额外的要点：
• 10 天的本地数据传输免费执行期从 Snowball 送达数据中心的第二天开始，并于您回寄设备之日结束。
• Job created 状态是您可以取消任务时的唯一状态。当任务变为其他状态时，无法取消任务。
• 对于导入任务，请勿删除所传输数据的本地副本，直至在此过程结束时成功导入到 Amazon S3。作为过程
的一部分，请确保验证数据传输的结果。
• 建议每个目录包含的文件或目录数不超过 500,00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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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Snowball 的性能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您将了解有关 AWS Snowball性能的信息。此处，我们简要介绍了性能，因为每个本地
环境的运营方式各不相同 — 不同的网络技术、不同的硬件、不同的操作系统、不同的过程等。
下表概述了您的网络传输速率如何影响向 Snowball 填充数据所需的时间。如果小文件未事先批处理成大文
件即进行传输，则会因增加开销而减慢您的传输速度。
速率 (MB/s)

42-TB 传输时间

72-TB 传输时间

800

14 小时

1天

450

1.09 天

1.8 天

400

1.16 天

2.03 天

300

1.54 天

2.7 天

277

1.67 天

2.92 天

200

2.31 天

4天

100

4.63 天

8.10 天

60

8天

13 天

30

15 天

27 天

10

46 天

81 天

下面介绍如何确定何时使用 Snowball 而不是通过 Internet 进行数据传输，以及如何加快从数据源到
Snowball 的传输速度。

加快数据传输速度
一般来说，您可通过以下方法加快数据从数据源到 Snowball 的传输速度，这些方法是根据对性能产生的积
极影响由大到小进行排序的：
1. 使用最新的 Mac 或 Linux Snowball 客户端— 最新的 Mac 和 Linux 的 Snowball 客户端都支持 x86 指令集
架构的高级加密标准新指令 (AES-NI) 扩展。此扩展将加快在与您的 Mac 或 Linux 工作站之间传输时加密
或解密数据的速度。有关 AES-NI (包括支持的硬件)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Wikipedia 上的 AES 指令集。
2. Batch 处理小文件— 由于加密，每个复制操作都会产生一些开销。因此，相比传输大型文件中的相同数
据，对独立文件执行多次传输可能会降低整体性能。您可以大大加快小文件的传输速度，方式是通过一个
snowball cp 命令批处理小文件。在导入 Amazon S3 的过程中，这些批处理后的文件将自动提取到其
原始状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snowball cp 命令的选项 (p. 54)。
3. 一次执行多个复制操作— 如果您的工作站足够强大，您可以执行多个snowball cp一次命令。您可通过
在单独的 Snowball 客户端实例中从单独的终端窗口运行每条命令完成此操作，所有这些实例都连接到同
一 Snowball。
4. 从多个工作站复制— 您可将单个 Snowball 连接到多个工作站。各工作站都可托管一个单独的 Snowball
客户端实例。
5. 传输目录，而不是文件— 因为每个人都有开销snowball cp命令，我们不建议您排列大量单个复制命
令。排列许多命令会对传输性能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例如，假设您拥有称为 C:\\MyFiles 的目录，该目录只包含三个文件：file1.txt、file2.txt 和 file3.txt。假设
您发起以下三个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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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wball cp C:\\MyFiles\file1.txt s3://mybucket
snowball cp C:\\MyFiles\file2.txt s3://mybucket
snowball cp C:\\MyFiles\file3.txt s3://mybucket

在这种情况下，您的开销是使用以下复制命令传输整个目录的三倍。
Snowball cp –r C:\\MyFiles\* s3://mybucket

6. 在传输过程中不要对文件执行其他操作— 在传输过程中重命名文件、更改其元数据，或在执行复制操作期
间在文件中写入数据，都会对传输性能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建议您在传输文件时将文件保持静态。
7. 减少本地网络使用— 您的 Snowball 将跨本地网络进行通信。因此，降低 Snowball、它连接到的交换机和
承载您的数据源的工作站之间的其他本地网络流量可以提高数据传输速度。
8. 消除不必要的跃点— 建议您设置 Snowball、数据源和工作站，使其成为通过单个交换机通信的仅有计算
机。这样做可大大提高数据传输速度。

通过试验获得更好的性能
您的性能结果将因您的硬件、网络、文件数量和大小以及文件的存储方式而异。因此，如果您未获得理想的
性能，建议您对您的性能指标进行试验。
首先，尝试多次复制操作，直到总体传输性能降低。执行多个副本操作可以立刻对您的整体传输性能产生显
著的正面影响。例如，假设您正在一个终端窗口中运行单个 snowball cp 命令，并且您发现数据正在以 30
MB/秒的速度传输。您打开另一个终端窗口，并对要传输的另一组文件运行另一个 snowball cp 命令。您
将看到这两条命令都以 30 MB/秒的速度执行传输。在此情况下，您的总体传输性能为 60 MB/秒。
现在，假设您从一个独立工作站连接到 Snowball。你从该工作站运行 Snowball 客户端来执行第三
个snowball cp命令在要传输的另一组文件中。当您查看性能时，您发现所有三个 snowball cp 命令实
例的运行性能均为 25 MB/秒，总体性能为 75 MB/秒。在此示例中，虽然每个实例的性能已降低，但总体性
能已提高。
按照这种方法使用加快数据传输速度 (p. 32)中列出的技术进行试验，可帮助您优化数据传输性能。

如何高效传输 PB 级数据
在位于您现场的 Snowball 与您的工作站之间传输 PB 级数据时，建议您根据以下指导原则制定传输计划并校
准数据传输。在处理大量数据时，短暂延迟或错误都可能会大幅降低传输速度。
主题
• 规划您的大型传输 (p. 33)
• 校准大型传输 (p. 35)
• 并行传输数据 (p. 35)

规划您的大型传输
要规划您的 PB 级数据传输，建议您采用以下步骤：
• 第 1 步：了解您要迁移到云中的数据 (p. 34)
• 第 2 步：准备您的工作站 (p. 34)
• 第 3 步：计算您的目标传输速率 (p. 34)
• 第 4 步：确定你需要多少个雪球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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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 步：使用创建您的任务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 (p. 34)
• 第 6 步：将您的数据分为传输分段 (p. 34)

第 1 步：了解您要迁移到云中的数据
在为 Snowball 创建第一个任务之前，您应明确了解要传输哪些数据、数据当前的存储位置以及要将数据传
输到的目标位置。对于 PB 级或更大型的数据传输，在您的 Snowball 到达之前完成此类行政事务管理工作，
您的任务将会更加顺利地完成。
您可将此数据保存在电子表格或白板中它可以最大程度地帮助您整理计划迁移到云中的大量内容。如果您是
第一次将数据迁移到云中，建议您设计一个云迁移模型。
完成此步骤后，您将了解要迁移到云中的数据总量。

第 2 步：准备您的工作站
在您将数据传输到 Snowball 时，您需要通过 Snowball 客户端完成此操作，该客户端安装在承载要传输数据
的物理工作站上。由于工作站被视为数据传输的瓶颈，因此，强烈建议您将功能强大的计算机用作工作站，
以便满足处理、内存和网络方面的高要求。
对于大型任务，您可能需要使用多个工作站。请确保您的所有工作站均符合建议规格，以便减少总传输时
间。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工作站规格 (p. 91)。

第 3 步：计算您的目标传输速率
估算出您能够以多快的速度将数据传输到与各个工作站连接的 Snowball，这一点很重要。这一估算出的速度
即是您的目标传输速率。该速率指鉴于本地网络架构的实际情况，数据能以什么速度迁移到 Snowball 中。
通过减少运行 Snowball 客户端的工作站与 Snowball 之间的跃点数，您可以减少每次传输所需的时间。建议
您将要传输到 Snowball 的数据托管在传输数据途径的工作站中。
要计算您的目标传输速率，请下载 Snowball 客户端并运行snowball test从传输数据途径的工作站中的命
令。如果您计划一次使用多个 Snowball，请在各个工作站上运行此测试。有关运行测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测试您的数据传输 (p. 48)。
在确定您的目标传输速度时，请谨记它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本地网络速度、文件大小以及从本地
服务器读取数据的速度。会以条件允许的最快速度将数据复制到 Snowball。只需一天就能填充 50 TB 的
Snowball (具体取决于您的本地环境)。您可以在相同的时间内，使用两个 50 TB 的 Snowball parallel 复制两
倍的数据。或者，在两天半内填充一个 80 TB 的 Snowball。

第 4 步：确定你需要多少个雪球
根据您在第 1 步确定的要迁移到云中的总数据量，确定您需要多少 Snowball 才能完成大规模的数据迁移。
请记住，Snowball 有 50 TB (42 TB 可用) 和 80 TB (72 TB 可用) 两种大小，以便您可以高效地确定所需数
量。要迁移 PB 级数据，您只需要使用 14 个 Snowball。

第 5 步：使用创建您的任务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
现在您已了解需要多少个 Snowball，接下来就可以为各个设备创建导入任务了。由于每个 Snowball 导入
任务仅涉及一个 Snowball，因此，请创建多个导入任务。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创建 AWS Snowball任
务 (p. 15)。

第 6 步：将您的数据分为传输分段
对于包含多个任务的大型数据传输，其最佳实践是将数据分为数个易于管理的小型数据传输分段。如果您以
这种方式划分数据，则可以一次传输一个分段，或并行传输多个分段。在规划分段时，请确保各个分段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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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之和适合此任务的 Snowball。在对传输数据分段时，请不要多次复制同一文件或目录。以下示例展示了
如何将传输数据分段：
• 为了获得 50 TB 的 Snowball，您可以制作 10 个大小为 4 TB 的分段。
• 对于大型文件，每个文件都可以作为一个分段。
• 各分段的大小可以有所不同，每个单独分段都可由相同类型的数据组成，例如，一个分段由分批的小型文
件组成，另一个分段由大型文件组成，以此类推。这种方法有助于确定不同类型文件的平均传输速率。

Note
对于传输的每个文件，均会执行元数据操作。不论文件大小，此开销都是相同的。因此，通过同时
批处理小文件，您将获得更快的性能。有关对小文件进行批处理的实施信息，请参阅 snowball cp
命令的选项 (p. 54)。
创建此类数据传输分段能够让您轻松快速地解决任何传输问题，因为在传输运行一天或更长时间后尝试对大
型传输进行故障排除可能会很复杂。
在您完成 PB 级数据传输规划后，建议您将部分分分段从工作站传输到 Snowball，以便校准传输速度和总传
输时间。

校准大型传输
您可以通过对一组具有代表性的数据传输分段运行 snowball cp 命令来校准大型传输。换句话说，选择您
根据最后一个部分的指南定义的一些数据段并将它们传输到 Snowball。同时，记录每个操作的传输速度和总
传输时间。

Note
您也可以使用snowball test命令在收到 Snowball 之前执行校准。有关如何使用该命令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 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测试您的数据传输 (p. 48)。
在执行校准时，请监控工作站的 CPU 和内存利用率。如果校准结果低于目标传输速率，您可以在同一工作
站并行复制多个数据传输分段。在此情况下，请使用连接到同一 Snowball 客户端的两个或多个实例通过其
他数据传输分段执行校准。每个正在运行的 Snowball 客户端实例都应将不同的分段传输到 Snowball。
在校准过程中继续添加 Snowball 客户端的其他实例，直到您发现当前正在传输数据的所有 Snowball 客户端
实例的总传输速度呈递减状态。此时，您可以终止 Snowball 客户端的最后一个活跃实例，并记下您的新目
标传输速率。

Important
您的工作站应是数据的本地主机。出于性能考虑，我们不建议在使用 Snowball 传输数据时通过网络
读取文件。
如果工作站的资源达到其上限，但数据传输到 Snowball 的速率仍没有达到您的目标，则工作站中可能存在
其他瓶颈 (例如 CPU 或磁盘带宽)。
完成这些步骤后，您应能了解一次使用一个 Snowball 传输数据的速度。如果您需要以更快的速度传输数
据，请参阅 并行传输数据 (p. 35)。

并行传输数据
有时，使用 Snowball 传输数据的最快方式是并 parallel 传输数据。并行传输包含以下一个或多个方案：
• 在单个工作站上使用多个 Snowball 客户端实例向一个 Snowball 传输数据
• 在多个工作站上使用多个 Snowball 客户端实例向一个 Snowball 传输数据
• 在多个工作站上使用多个 Snowball 客户端实例向多个 Snowball 传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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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在一个工作站和一个 Snowball 中使用多个 Snowball 客户端，则只需运行snowball start命令只
需运行一次性命令，因为您将从同一个用户账户和主目录运行各个 Snowball 客户端实例。如果您在多个工
作站上使用同一用户账户和联网文件系统传输数据，则第二种方案也是如此。无论使用哪个方案，都需遵循
规划您的大型传输 (p. 33) 提供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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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
所有的工作AWS Snowball创建和管理的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或者作业管理 APIAWS Snowball. 以下
内容概述了如何使用 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
主题
• 在控制台中克隆导入任务 (p. 37)
• 使用导出范围 (p. 37)
• 从控制台中获取任务完成报告和日志 (p. 39)
• 取消控制台中的任务 (p. 40)

Note
有关在控制台中创建您的第一个任务的信息，请参阅创建 AWS Snowball任务 (p. 15)在入门章节
中。

在控制台中克隆导入任务
在首次创建导入任务时，您可能会发现需要多个 Snowball。由于每个 Snowball 都与单个导入任务相关联，
因此需要多个 Snowball，这就意味着您需要创建多个任务。当创建其他任务时，您可以再次完成任务创建向
导，也可以克隆现有任务。
克隆一个任务表示准确地重新创建该任务，自动修改的名称除外。克隆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克隆任务
1.

在 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中，从表中选择您的任务。

2.

对于 Actions，选择 Clone job。

3.

这些区域有：创建作业向导打开到最后一页，步骤 6：审核。

4.

检查信息，并选择相应的 Edit 按钮进行任何所需的更改。

5.

要创建克隆的任务，请选择 Create job。

采用 Job Name-clone-number 格式命名克隆的任务。编号自动附加到任务名称，表示您首次克隆此任
务后已克隆它的次数。例如，AprilFinanceReports-clone 表示 AprilFinanceReports 任务的第一个克隆任
务，DataCenterMigration-clone-42 表示 DataCenterMigration 任务的第四十二个克隆。

使用导出范围
在中创建导出任务时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您可以选择导出整个 Amazon S3 存储桶或导出特定范围
的对象键。对象键名称唯一标识存储桶中的对象。如果您选择导出范围，您可以提供包含范围开始和/或包含
范围结束，定义范围的长度。
范围按 UTF-8 二进制排序。UTF-8 二进制数据按下列方式排序：
• 数字 0-9 在大写和小写的英文字符之前。
• 大写英文字符在所有小写英文字符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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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大写英文字符和数字排序时，小写英文字符在最后。
• 在其他字符集内排序特殊字符。
有关 UTF-8 排序顺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TF-8。

导出范围示例
假定您有一个包含下列按 UTF-8 二进制顺序排序的对象的存储桶。
• 01
• Aardvark
• Aardwolf
• Aasvogel/apple
• Aasvogel/banana
• Aasvogel/cherry
• Banana
• Car

指定的范围开始

指定的范围结束

要导出的范围中的
对象

(无)

(无)

存储桶中的所有对
象

(无)

Aasvogel

01
Aardvark
Aardwolf
Aasvogel/apple
Aasvogel/banana
Aasvogel/cherry

(无)

Aasvogel/banana

01
Aardvark
Aardwolf
Aasvogel/apple
Aasvogel/banana

Aasvogel

(无)

Aasvogel/apple
Aasvogel/banana
Aasvogel/cherry
Banana
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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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的范围开始

指定的范围结束

要导出的范围中的
对象

Aardwolf

(无)

Aardwolf
Aasvogel/apple
Aasvogel/banana
Aasvogel/cherry
Banana
Car

Aar

(无)

Aardvark
Aardwolf
Aasvogel/apple
Aasvogel/banana
Aasvogel/cherry
Banana
Car

car

(无)

将不导出任何对
象，当您尝试创建
任务时，将收到错
误消息。请注意，
根据 UTF-8 二进制
值，car 排序在 Car
下面。

Aar

Aarrr

Aardvark
Aardwolf

从控制台中获取任务完成报告和日志
每当对 Amazon S3 导入或导出数据时，您都将获得一个可下载的 PDF 任务报告。对于导入任务，该报
告在导入过程结束时变得可用。对于导出任务，您任务部分的 Snowball 通常变得可供您使用任务部分的
Snowball 报告。
您可以使用任务报告查看 Amazon S3 数据传输状态。该报告包含有关您记录的任务或任务部分的详细信
息。任务报告还包括一个表，该表高度概括了在 Snowball 和 Amazon S3 之间传输的总对象数和总字节数。
要更深入查看所传输对象的状态，您可以查看下面两个关联的日志：成功日志和失败日志。这些日志以逗号
分隔值 (CSV) 格式保存，并且每个日志的名称包含日志描述的任务或任务部分的 ID。
您可以从 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下载报告和日志。

获取任务报告和日志
1.

登录到 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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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表中选择任务或任务部分，然后展开状态窗格。
此时将出现三个用于获取任务报告和日志的选项：获取任务报告、下载成功日志, 和下载失败日志.

3.

选择您的下载项。

以下列表描述了可能的报告值。
• 已完成— 已成功完成传输已成功完成。您可以在成功日志中找到更多详细信息。
• 已完成但有错误— 您的部分数据或全部数据未传输。您可以在失败日志中找到更多详细信息。

取消控制台中的任务
如果您出于任何原因需要取消任务，可以在任务进入 Preparing Snowball 状态之前进行取消。仅当任务处于
Job created 状态时，您才能取消它。一旦任务开始处理，您就无法再取消它。

取消作业
1.
2.

登录到 AWS Management Console并打开 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
从表中搜索并选择您的任务。

3.

从 Actions 中选择 Cancel job。

您现已取消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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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WS Snowball 设备
下面，您可以找到 Snowball 设备的概述，这是一款受保护的物理坚固设备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AWS KMS)，您可以使用该工具在本地数据中心与亚马逊简单存储服务 (Amazon S3) 之间传输数
据。此概述包括 Snowball 的图像、准备设备用于数据传输的说明，以及帮助优化数据传输的网络最佳实
践。
有关将数据传输到 Snowball 传输或从其中传输数据的信息，请参阅利用 Snowball 传输数据 (p. 47).
当 Snowball 首次抵达时，请检查它是否有损坏或明显破损。

Warning
如果您注意到 Snowball 有任何可疑之处，请不要将其连接到您的内部网络，否则，可联系AWS
Support，公司将向您发运新的 Snowball。
以下是 Snowball 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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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有前后两个面板，使用锁销打开，可以翻起来并保持在 Snowball 的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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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打开前面板，将其翻转到 Snowball 顶部，然后打开后面板，将其翻转到第一个面板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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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执行这些操作，您可以接触嵌入 Snowball 前端的电子墨水显示屏上的触摸屏以及设备后端的电源和网
络端口。
从线缆固定装置上取下线catch，然后将 Snowball 插入电源。每个 Snowball 均被设计为支持通过
RJ45、SFP+ 铜缆或 SFP+ 光纤 10 Gb 以太网传输数据。选择联网选项，然后将 Snowball 插入到您的网
络。按电子墨水显示屏上方的电源按钮来启动 Snowball 的电源。
您将听到 Snowball 内部风扇启动的声音，显示屏从您的运输标签更改为显示正在准备. 稍等几分钟将显示
Ready 屏幕。此时，表示 Snowball 已准备好与 Snowball 客户端数据传输工具通信并接受您的传入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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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墨水显示屏用于向您提供运输标签以及管理 Snowball 在本地网络中通信时所用 IP 地址的功能。

更改 IP 地址
您可以将 IP 地址更改为按照以下过程提供的其他静态地址。

更改Snowball 的 IP 地址
1.

在电子墨水显示屏上，点击 Network。将出现以下屏幕，其中显示 Snowball 的当前网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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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页面的顶部，已突出显示 RJ45、SFP+ Copper 或 SFP+ Optical。此值表示 Snowball 当前与本地网
络通信时使用的连接类型。此处，在活动的 DHCP 上点击，您将看到当前网络设置。要更改静态 IP 地
址，请点击 St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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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页面，您可以将 IP 地址和网络掩码更改为所需要的值。

利用 Snowball 传输数据
在 Snowball 与本地数据中心之间进行本地传输数据时，您可以使用适用于 Snowball 的 Amazon S3 Adapter
或 Snowball 客户端：
• Snowball 客户 (p. 48)— 您在本地工作站上运行以执行数据传输的独立终端应用程序。无需任何编码知
识便可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它提供您传输数据时所需的所有功能，包括处理错误以及向本地工作站写
入日志，以便进行故障排除和审计。
• Amazon S3 适Snowball (p. 57)— 一种使用亚马逊简单存储服务 (Amazon S3) REST API 的子集以编程
方式传输数据的工具，同时支持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AWS CLI) 命令和 Amazon S3 软件开发工
具包。

Note
如果您执行 PB 级数据传输，我们建议您在阅读如何高效传输 PB 级数据 (p. 33)之后再创建您的第
一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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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传输数据
Snowball 客户端是一个您在本地工作站上运行以执行数据传输的独立终端应用程序。无需任何编码知识便
可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它提供您传输数据时所需的所有功能，包括处理错误以及向本地工作站写入日
志，以便进行故障排除和审计。有关加快数据传输速度的最佳实践的信息，请参阅AWS Snowball 的最佳实
践 (p. 31)。
您可以从下载并安装 Snowball 客户端AWS Snowball资源网站.
Snowball 客户端必须从以下位置下载AWS Snowball资源页面并安装在您拥有的高性能工作站上。请在该页
面上找到适合您操作系统的安装包，然后按说明安装 Snowball 客户端。从您工作站中的终端运行 Snowball
客户端时，可能需要使用一个特定路径，具体路径则取决于您的操作系统：
• Linux的— Snowball 必须从 ~/ 开始运行snowball-client-linux-####/bin/ 目录。
• 苹果电脑— 这个install.sh除了将文件夹从 Snowball 客户端 .tar 文件复制到 /usr/local/bin/snowball 目录之
外，脚本还将创建符号链接。如果运行此脚本，则只要 /usr/local/bin 是 bash_profile 中的一个路径，您便
可以通过任何目录运行 Snowball 客户端。您可以使用 echo $PATH 命令验证您的路径。
• Windows – 安装客户端后，您可通过任何目录运行该应用程序，而无需任何其他准备。

Note
建议您使用最新版本的 Linux 或 Mac Snowball 客户端，因为二者都支持 x86 指令集架构的高级加
密标准新指令 (AES-NI) 扩展。这将加快在 Snowball 与您的 Mac 或 Linux 工作站之间传输时加密
或解密数据的速度。有关 AES-NI (包括支持的硬件)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Wikipedia 上的 AES 指令
集。
主题
• 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 (p. 48)
• Snowball 客户端的命令 (p. 50)
• snowball cp 命令的选项 (p. 54)

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
在下文中，您将大体了解 Snowball 客户端，它是您可用于在本地数据中心与 Snowball 之间传输数据的工具
之一。Snowball 客户端支持将以下类型的数据传输到或从中传输数据。

Note
导入的每个文件或对象的大小必须小于或等于 5 TB。
由于您进行数据传输的计算机工作站通常是传输数据的瓶颈所在，我们强烈建议您使用性能强大的计算机作
为工作站。理想情况下，它应该能够满足在处理、内存和网络方面的高要求。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工作站
规格 (p. 91)。
主题
• 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测试您的数据传输 (p. 48)
• 对 Snowball 客户端进行身份验证以传输数据 (p. 49)
• Snowball 客户端的架构 (p. 50)

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测试您的数据传输
在开始之前，您可以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测试您的数据传输。测试可以帮助您确定传输数据的最有效方
法，因而非常有帮助。Snowball 安装到您的设施现场之后，前 10 天可以免费使用，从第 11 天开始产生费
用，您可以预先测试您的数据传输，以免届时产生这部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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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随时从工具页面下载 Snowball 客户端，甚至是在您首次登录之前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 您还可
以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在创建任务之前测试数据传输任务，也可在此后的任意时间进行测试。您可以在没
有清单、没有解锁代码、甚至没有 Snowball 的情况下测试 Snowball 客户端。

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测试数据传输
1.

从下载并安装 Snowball 客户端http://aws.amazon.com/snowball/resources/页.

2.

确保您的工作站可以与本地网络中的数据源通信。我们建议您尽可能减少二者之间的跃点数。

3.

运行 Snowball 客户端的测试命令并在您的命令中包括指向所装载数据源的路径，如下所示。
snowball test [OPTION...] [path/to/data/source]

Example
snowball test --recursive --time 5 /Logs/2015/August

Example
snowball test -r -t 5 /Logs/2015/August

在上述示例中，第一条命令指示 Snowball 客户端以递归方式对在下面发现的所有文件夹和文件运行测试/
Logs/2015/August在数据源上停留 5 分钟。第二条命令指示 Snowball 客户端报告测试持续时间内的实时
传输速度数据。

Note
测试命令运行的时间越长，得到的测试数据就越准确。

对 Snowball 客户端进行身份验证以传输数据
在使用已下载和安装的 Snowball 客户端传输数据之前，您必须先运行snowball start命令。此命令验证
您对 Snowball 的访问权限。为正常运行此命令，您将在任务中使用的 Snowball 必须位于现场、接通电源和
网络并打开。此外，Snowball 前端的电子墨水显示屏必须显示Ready.

验证 Snowball 客户端对 Snowball 的访问权限
1.

获取您的清单和打开代码。
a.

从获取清单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或者任务管理 API。您的清单是加密的，只有打开代码才能
解密。Snowball 客户端将解密的清单与 Snowball 在准备时置入的信息进行比较。比较过程中会验
证您是否具有适合您即将开始的数据传输任务的 Snowball。

b.

获取打开代码，这个 29 位的代码也会在您下载清单时显示。我们建议您写下这个代码，将其保存
在与所下载清单不同的存储位置，以防止其他人未经授权访问您设施中的 Snowball。

2.

在 Snowball 的电子墨水显示屏上找到雪球的 IP 地址。当 Snowball 首次连接到您的网络时，它会自动
创建 DHCP IP 地址。如果您要使用其他 IP 地址，可以从电子墨水显示屏上进行更改。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 使用 AWS Snowball 设备 (p. 41)。

3.

执行snowball start命令使用 Snowball 的 IP 地址和您的凭证，验证您对 Snowball 的访问权限，如
下所示：
snowball start -i [IP Address] -m [Path/to/manifest/file] -u [29 character unlock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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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snowball start -i 192.0.2.0 -m /user/tmp/manifest -u 01234-abcde-01234-ABCDE-01234

Snowball 客户端的架构
Snowball 客户端使用架构来定义在本地数据中心与 Snowball 之间传输的数据类型。每次当您发出命令时，
即会声明架构。

Snowball 客户端命令的来源
从本地装载的文件系统传输文件数据时，您需要以适用于操作系统类型的格式指定源路径。例如，在命令
snowball ls C:\User\Dan\CatPhotos s3://MyBucket/Photos/Cats 中，源架构指定源数据为
标准文件数据。

Snowball 客户端的目的地
除了源架构之外，还存在目标架构。当前，唯一受支持的目标架构是 s3://。例如，在命令 snowball cp
-r /Logs/April s3://MyBucket/Logs 中，使用 s3:// 架构将 /Logs/April 中的内容以递归方式
复制到 Snowball 上的 MyBucket/Logs 位置。

Snowball 客户端的命令
在下文中，您将了解有关 Snowball 客户端命令的信息，这些信息可帮助您管理向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 传输数据的操作。您可以在连接到单个 Snowball 的不同终端窗口中使用多个
Snowball 客户端实例。
主题
• Snowball 客户端的复制命令 (p. 51)
• Snowball 客户端的列出命令 (p. 51)
• Snowball 客户端的创建目录命令 (p. 51)
• Snowball 客户端的重试命令 (p. 52)
• Snowball 客户端的删除命令 (p. 52)
• Snowball 客户端的启动命令 (p. 52)
• Snowball 客户端的状态命令 (p. 52)
• Snowball 客户端的停止命令 (p. 53)
• Snowball 客户端的测试命令 (p. 53)
• Snowball 客户端的验证命令 (p. 53)
• Snowball 客户端的版本命令 (p. 53)
• 使用详细选项 (p. 53)
数据传输期间，Snowball 的根级别将显示至少一个文件夹。此文件夹以及这一级别的任何其他文件夹将具有
您在创建任务时为 Amazon S3 存储桶选择的名称。您无法将数据写入到 Snowball 的根级别。所有数据必须
写入到其中一个存储桶文件夹或其子文件夹。
您可以使用名称中有空格的文件或文件夹，如 my photo.jpg 或 My Documents。但是，请确保您在客户
端命令中正确处理了空格。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示例：
• 该客户端的 Linux 和 Mac 版本 - snowball ls s3://mybucket/My\ Folder/my\ photo.jpg
• 该客户端的 Windows 版本 - snowball ls "s3://mybucket/My Documents/my photo.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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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在使用 Snowball 将数据传输到 Amazon S3 中之前，您应确保根据以下内容命名要传输的文件和文
件夹对象键命名准则适用于 Amazon S3。
如果您在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时遇到问题，请参阅标准 Snowball 的故障排除 (p. 95).

Snowball 客户端的复制命令
这些区域有：snowball cp命令在 Snowball 和您的数据源之间复制文件和文件夹。有关 Snowball 复制
命令选项的详细信息snowball cp)，请参阅snowball cp 命令的选项 (p. 54). 除支持的命令选项外，使
用 Snowball 客户端传输数据时，还可以使用架构定义正在传输的数据类型。有关架构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nowball 客户端的架构 (p. 50)。
用量
snowball cp [OPTION...] SRC... s3://DEST

导入示例
snowball cp --recursive /Logs/April s3://MyBucket/Logs
snowball cp -r /Logs/April s3://MyBucket/Logs

导出示例
snowball cp --recursive s3://MyBucket/Logs/ /Logs/April
snowball cp -r s3://MyBucket/Logs/ /Logs/April

有关 Snowball 复制命令选项的详细信息snowball cp)，请参阅snowball cp 命令的选项 (p. 54).

Snowball 客户端的列出命令
这些区域有：snowball ls命令列出指定路径中的 Snowball 内容。您不能使用此命令列出在 Snowball 网
络之外的工作站、数据源或其他网络位置上的内容。
用量
snowball ls [OPTION...] s3://DEST

示例
snowball ls s3://MyBucket/Logs/April

Snowball 客户端的创建目录命令
这些区域有：snowball mkdir命令在 Snowball 上创建新的子文件夹。您无法在根级别创建新文件夹。根
级别是为存储桶文件夹保留的。
用量
snowball mkdir [OPTION...] s3://DEST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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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wball mkdir s3://MyBucket/Logs/April/ExpenseReports

Snowball 客户端的重试命令
snowball retry 命令对上次执行 snowball cp 期间未复制的所有文件重试 snowball cp 命令。未复
制文件列表以纯文本格式保存在您的工作站临时目录的日志中。snowball cp 命令未能复制文件时，指向
该日志的准确路径将输出到终端上。
示例用法
snowball retry

Snowball 客户端的删除命令
这些区域有：snowball rm命令删除 Snowball 上的文件和文件夹。如果此操作将删除大量文件或目录 (例
如，与 snowball rm -r 一起使用将删除设备上的所有内容)，则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完成。如果您之后运行
snowball ls 命令，则它将在删除操作完成时显示设备的状态。
不过，snowball status 命令报告的存储量可能会显示发出 snowball rm 命令之前的剩余存储量。如果
发生这种情况，请在约 1 小时后尝试发出 snowball status 命令来查看新的剩余存储值。
用量
snowball rm [OPTION...] s3://DEST

示例
snowball rm --recursive s3://MyBucket/Logs/April
snowball rm -r s3://MyBucket/Logs/April

Snowball 客户端的启动命令
这些区域有：snowball start命令使用 Snowball 的 IP 地址和您的凭证验证您对 Snowball 的访问权限。
在运行 snowball start 命令之后，您可以执行任意数量的 snowball cp 命令。
用量
snowball start -i IP Address -m Path/to/manifest/file -u 29 character unlock code

示例
snowball start -i 192.0.2.0 -m /user/tmp/manifest -u 01234-abcde-01234-ABCDE-01234

Snowball 客户端的状态命令
这些区域有：snowball status命令返回Snowball 的状态。
示例用法
snowball status

示例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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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wball Status: SUCCESS
S3 Endpoint running at: http://192.0.2.0:8080
Total Size: 72 TB
Free Space: 64 TB

Snowball 客户端的停止命令
这些区域有：snowball stop命令停止从 Snowball 客户端的当前实例到 Snowball 的通信。
您可以使用此命令确保数据源服务器与 Snowball 之间的所有其他命令已停止。如果您有多个客户端实例连
接到单个 Snowball，则在您准备好停止传输数据时，需要针对每个实例使用此命令。您可以运行此命令来停
止客户端的一个实例，同时仍然使用其他实例复制数据。
示例用法
snowball stop

Snowball 客户端的测试命令
snowball test 命令在传输开始之前，对数据传输进行测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 Snowball 客户
端测试您的数据传输 (p. 48)。
示例用法
snowball test

Snowball 客户端的验证命令
除非您指定路径，否则snowball validate命令验证 Snowball 中的所有元数据和对象的传输状态。如果
您指定路径，则此命令将验证该路径指向的内容及其子目录中的内容。此命令将列出当前正在传输的文件，
并将其传输状态标记为未完成。
对于导入任务而言，这样做可确保您的内容可以导入中AWS没有问题。
此命令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完成，并且可能不时出现停滞。在有大量文件时，此效果很常见；在文件嵌套
在多个子文件夹中时，更为如此。建议您将此命令与 verbose 选项一起运行。
示例用法
snowball -v validate

Snowball 客户端的版本命令
这些区域有：snowball version命令在终端上显示 Snowball 客户端版本。
示例用法
snowball version

使用详细选项
每当执行 Snowball 客户端命令时，您都可以使用的verbose选项以获取更多信息。此额外信息将在此命令
运行时输出到终端。
使用 verbose 选项可帮助您更好地了解每个命令执行的操作。此外，它还可帮助您解决使用 Snowball 客户
端时可能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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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verbose 选项处于关闭状态。您可以通过在运行命令时指定该选项来打开它，如以下示例所
示。
snowball -v cp /Logs/April/logs1.csv s3://MyBucket/Logs/April/logs1.csv
snowball --verbose ls s3://MyBucket/Logs/April/

snowball cp 命令的选项
在下文中，您可以找到有关 snowball cp 命令选项的信息以及使用此命令的语法指南。您可使用此命令将
数据从您的工作站传输到一个 Snowball。
命令选项

描述

-b, --batch

字符串。
通过将小文件批处理到更大的 .snowballarchives 文件中可大大提高小文
件的传输性能。您可以更改以下默认值以指定何时将文件包含在批处理中：
• 默认情况下，1 MB 或更小的文件将包含在批处理中。您可以通过指定带新
的最大文件大小 (KB) 的 --batchFileSizeInKBLimit 选项来更改此设
置。最大文件大小的范围介于 100 KB 和 1 MB 之间。超过指定最大文件大
小的文件将作为单独的文件传输至 Snowball 并且不包含在任何批处理中。
• 默认情况下，批处理包含多达 10000 个文件。可通过设置 -batchNumOfFiles 选项来更改此限制。一个批处理中的文件数的范围介于
5000 和 100000 之间。
导入到 Amazon S3 的过程中，将提取批处理，原始文件将导入到 Amazon
S3 中。导入过程中仅自动提取在复制命令与此选项结合使用时创建的
.snowballarchives 文件。

--checksum

默认处于启用状态并设置为 false。
计算具有相同名称的所有源文件和目标文件的校验和，然后比较校验和。此命
令选项在恢复复制操作时使用。在复制操作期间使用此选项会增加计算开销。

Note
如果不使用此选项，那么当您恢复复制操作时，只会比较文件名称和
日期，且比较速度较快。
-f, --force

默认处于启用状态并设置为 false。此命令选项有两种使用情形：
• 当与复制命令结合使用时，-f 将覆盖目标中与正在传输内容的路径和名称相
匹配的所有现有内容。
• 当在运行复制命令后使用时，-f 将替代 --resume 命令选项。您的复制操
作将重新从头开始执行，并覆盖目标中具有相同路径和名称的所有现有内
容。

Note
上述使用情形相互之间并不排斥。建议您谨慎使用 -f，以防延迟数据
传输。
-h, --help

默认处于启用状态并设置为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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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选项

描述
在终端上显示 snowball cp 命令的使用信息。

--noBatch

字符串。
禁用小文件的自动批处理。如果您要复制一个目录，并且您使用此选项，则还
必须使用 --recursive 选项。此选项是隐藏的。出于性能原因，我们不建议
您使用它，除非您的使用案例需要它。

-r, --recursive

默认处于启用状态并设置为 false。
在 snowball cp 命令操作期间，以递归方式遍历目录。

-s, --stopOnError

默认处于启用状态并设置为 false。
如果遇到错误，则终止 snowball cp 命令的操作。

snowball cp 命令的语法
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复制数据snowball cp命令使用的语法与 Linux 类似cp命令语法。但是，二者之间仍
存在一些显著区别。在以下主题中，您可以找到 snowball cp 命令所用语法的参考。如果未遵循此语法，
可能会导致在将数据复制到 Snowball 或从中复制数据时产生意外结果。
复制数据时，定义一个源路径和一个目标路径，如以下示例所示。
snowball cp [source path] [destination path]

复制目录时，如果您还想复制源目录中的内容，请使用 -r 选项以递归方式复制这些内容。

用于复制文件的语法
• 将文件复制到结尾不带反斜杠且不存在的目标— 将源文件复制到目标路径下的一个新文件中。
snowball cp /tmp/file1 s3://bucket-name/dir1/file2

在上述示例中，源文件 1 被复制到 Snowball 中，新文件名为 file2。
• 使用尾部斜杠将文件复制到不存在的目标— 在目标路径下创建一个新目录，然后将文件复制到这个新目录
中。
snowball cp /tmp/file3 s3://bucket-name/dir2/

在上述示例中，dir2 目录在此命令执行后才存在。由于dir2/在本示例中，以反斜杠结尾，此命令将 dir2
创建为目录，且在 Snowball 中，file3 的路径为 s3://bucket-name/dir2/file3。
• 将文件复制到现有的目标文件中— 失败，除非您指定-f选项来覆盖现有的目标文件。
snowball cp -f /tmp/file4 s3://bucket-name/dir3/file5

在上述示例中，目标文件 file5 在执行命令之前便已存在。通过在执行此命令时使用 -f 选项，file5 将被
file4 的内容所覆盖，其目标路径为 s3://bucket-name/dir3/file5。
• 将文件复制到现有的目标目录中— 将文件复制到现有的目标目录中。
snowball cp /tmp/file6 s3://bucket-name/di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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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示例将 file6 复制到 s3://bucket-name/dir4/。

Note
如果执行此命令时，file6 已存在于 s3://bucket-name/dir4/ 中，则命令将失败。您可以在执行
snowball cp 命令时使用 -f 选项，强制让源 file6 覆盖目标 file6。
• 在 Snowball 上使用或不带尾部斜杠将文件复制到存储桶— 将文件复制到 Snowball 上的根级目录中，该目
录与 Amazon S3 存储桶名称相同。
snowball cp /tmp/file7 s3://bucket-name

上述示例将 file7 复制到 s3://bucket-name/file7。

Note
如果执行此命令时，file7 已存在于 s3://bucket-name 中，则命令将失败。您可以在执行
snowball cp 命令时使用 -f 选项，强制让源 file7 覆盖目标 file7。

用于复制目录的语法
• 将目录复制到结尾带有或不带反斜杠的新目标— 指定源路径和目标路径。
snowball cp -r /tmp/dir1 s3://bucket-name/dir2/

snowball cp -r /tmp/dir1 s3://bucket-name/dir2

上述两个示例将执行相同的操作。它们都会创建新目录 dir2，并以递归方式将 dir1 中的内容复制到 dir2
中。
• 将目录复制到已经存在的目标目录— 此 Google 中特有的内容会被复制到目标目录中，除非snowball
cp命令与-f选项强制覆盖整个目标目录。
snowball cp -r /tmp/dir3 s3://bucket-name/dir4/

在上述示例中，仅源目录中特有的内容会被复制到目标目录 dir4 中。
snowball cp -r -f /tmp/dir3 s3://bucket-name/dir4/

在上述示例中，目标目录 dir4 已被源 dir3 目录中的内容所覆盖。
• 将目录复制到已存在的目标文件中— 此操作将失败，除非您使用snowball cp命令使用-f选项。如果使
用该选项，此操作将成功，因为目标文件将被具有相同名称的源目录副本所覆盖。
snowball cp -r -f /tmp/dir5 s3://bucket-name/dir6

在上述示例中，Snowball 上的 dir6 实际上是一个文件。在此情况下，此命令通常会失败，因为源 dir5 是
一个目录。但是，由于使用了 -f，文件 dir6 会作为一个目录被源 dir5 中的内容强制覆盖。
• 将目录复制到 Snowball 上的存储桶中— 在目标路径中指定存储桶名称。
snowball cp -r /tmp/dir7 s3://bucke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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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如果执行此命令时，dir7 已存在于 s3://bucket-name 中，则此命令会将源目录中特有的内容复
制到目标目录中。您可以将 snowball cp 命令与 -f 选项结合使用，强制让源 dir7 覆盖目标
dir7。

Snowball 日
当您在本地数据中心和 Snowball 之间传输数据时，Snowball 客户端会自动生成纯文本日志并将其保存到您
的工作站中。果您在传输数据到 Snowball 期间遇到意外错误，请制作关联日志文件的副本。在发送给的消
息中包含错误以及所遇到问题的简要说明AWS Support.
日志将保存在以下位置，具体取决于您工作站的操作系统：
• Windows— C:\Users\<username>\ .aws\ awball\ logs\
• 苹果电脑— /用户/<username>/.aws/.awnowballoall
• Linux的— /home/<username>/.aws/.awnowballoall
日志使用文件名 snowball_<year>_<month>_<date>_<hour> 进行保存。hour 值基于工作站的本地系统
时间而定，且采用 24 小时制。
示例日志名称
snowball_2016_03_28_10.log

每个日志最大的文件大小为 5 MB。日志达到该大小时，将生成新文件，而日志在新文件中继续写入。如果
在与旧日志的同一个小时内开始了其他日志，则第一个日志的名称后将附加 .1，第二个日志的名称将附加
.2，以此类推。

Important
日志以纯文本格式保存，包含所传输文件的文件名和路径信息。为保护此类敏感信息，强烈建议您
在与日志关联的任务状态更改为 completed 后删除这些日志。

使用 Amazon S3 Adapter for Snowball 传输数据
适用于 Snowball 的 Amazon S3 适配器是一种编程工具，仅适用于第一代 80 TB Snowball 设备。有关
Snowball Edge 存储优化、计算优化和使用 GPU 设备进行计算优化的信息，请参阅使用 Amazon S3 接口传
输文件.
使用 Amazon S3 Adapter for Snowball 在您的本地数据中心和 Snowball 之间传输数据。以编程方式向
Snowball 传输数据时，所有数据都会经过 Amazon S3 Adapter for Snowball，无一例外。
Amazon S3 Adapter for Snowball 必须从下载并下载适用于的AWS Snowball资源页面并安装在您拥有的高性
能工作站上。
强烈建议您使用性能强大的计算机作为工作站。理想情况下，它应该能够满足在处理、内存和网络方面的高
要求。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工作站规格 (p. 91)。

下载和安装 Amazon S3 Adapter
您可以从以下位置下载并安装适用于 Snowball 的Amazon S3 AdapterAWS Snowball资源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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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S3 Adapter for Snowball 必须从下载并下载适用于的AWS Snowball资源页面并安装在您拥有的
高性能工作站上。请在该页面上找到适合您操作系统的安装包，然后按说明安装 Amazon S3 Adapter for
Snowball。在工作站的终端上运行适配器时，可能需要使用一个特定路径，具体路径则取决于您的操作系
统。
要安装适配器，请先下载 snowball-adapter-####.zip 文件来自AWS Snowball资源页. 解压缩该文件，然后
导航至解压的文件夹。对于 Mac 和 Linux 版本的适配器，要将 snowball-adapter 文件更改为可执行文件，请
使用以下命令在 bin 目录中更改此文件的权限。
chmod +x snowball-adapter

确认适配器是否成功安装
1.

在已安装适配器的工作站中打开一个终端窗口。

2.

导航至您安装 snowball-adapter-operating_system 子目录的目录。

3.

导航至 snowball-adapter-operating_system/bin。

4.

键入以下命令，以确认适配器是否正确安装：./snowball-adapter --help。
如果适配器已成功安装，其使用信息将显示在终端上。

安装适配器时，还会将 snowball 子目录添加到您的.aws directory. 在此 snowball 目录中，您可以找到 logs
子目录和 config 子目录。这两个子目录中包含以下内容：
• 在 logs 目录中，您可找到通过 Amazon S3 Adapter for Snowball 向 Snowball 传输数据的日志文件。
• config 目录中包含两个文件：
• 这些区域有： snowball-adapter-logging.config 文件包含写入 ~/.aws/snowball/logs 目录的日志文件的配
置设置。
• snowball-adapter.config 文件包含适配器本身的配置设置。

Note
这些区域有：.aws directory位于中~/.awsLinux、OS X 或 UnixC:\User\USERNAME\.awsWindows 上
的。

下载和安装 AWS CLI 的版本 1.16.14
目前，只有的版本 1.16.14 及更低版本的AWS CLI支持在 Snowball 设备上使用。您可以下载并安装此版本的
AWS CLI从 GitHub. 请使用以下过程执行此任务。

Note
确保在安装 AWS CLI 的版本 1.16.14 之前安装 Python 的版本 2.6.5+ 或 3.4+。

下载并安装 AWS CLI 的版本 1.16.14
1.

卸载 AWS CLI 的现有安装。此步骤对于 Linux 安装是可选的。
• Windows—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卸载中的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用户指南.
• Linux的— 此步骤对于 Linux 安装是可选的。但是，要卸载 AWS CLI 的现有安装，请从终端运行以下
命令：
sudo rm -rf /usr/local/aws
sudo rm /usr/local/bin/aws

2.

下载AWS CLI如同.zip 文件来自 的AWS GitHub 它所在的存储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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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以下过程之一从 1.16.14.zip 文件安装 AWS CLI 版本 1.16.14：
• Windows
1. 将存档提取到您计算机上的某个位置，例如：C:\Users\username\aws_cli\awscli-1.6.14
2. 打开命令提示符，导航到将存档提取到的文件夹，然后使用以下命令运行设置脚本。
py setup.py install

3. 将 AWS CLI 添加到您的 PATH 环境变量。
执行此操作将安装 AWS CLI 的版本 1.6.14。
• Linux
1. 将存档提取到您计算机上的某个位置，例如：/home/username/aws_cli/aws-cli-1.6.14
2. 打开终端窗口，导航到将存档提取到的目录，然后使用以下命令运行设置脚本。
python setup.py install

Note
您可能需要使用 sudo 运行该命令。
此命令安装 AWS CLI 的版本 1.6.14，并且覆盖由任何先前安装的 AWS CLI 版本创建的文件。

使用 Amazon S3 Adapter
在下文中，您将大体了解适用于 Snowball 的 Amazon S3 适配器，以便能够使用 Amazon S3 REST API
操作以编程方式在本地数据中心与 Snowball 之间传输数据。但是，仅部分操作支持此 Amazon S3 REST
API，这表示您可以使用这些受支持的 Amazon S3AWS CLI命令或其中之一AWS用于传输数据的开发工具
包。
如果您的解决方案使用 AWS SDK for Java 版本 1.11.0 或更新版本，则您必须使用以下
S3ClientOptions：
• disableChunkedEncoding()— 表示适配器不支持分块编码。
• setPathStyleAccess(true)— 将适配器配置为针对所有请求使用路径式访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S3ClientOptions.BuildAmazon AppStream SDK for Java
主题
• 启动 Amazon S3 Adapter (p. 59)
• 使用适配器获取Snowball 的状态 (p. 60)
• 不支持的 Amazon S3 功能 (p. 61)
• 《Amazon S3 Adapter》Snowball (p. 61)
• 将适配器与 Amazon S3 命令结合使用AWS CLI (p. 62)
• 受支持的 REST API 操作 (p. 63)

启动 Amazon S3 Adapter
要使用 Amazon S3 Adapter for Snowball，请在工作站上的终端中启动该工具，并在传输数据时保持其处于
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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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由于您进行数据传输的计算机工作站通常是传输数据的瓶颈所在，我们强烈建议您使用性能强大的
计算机作为工作站。理想情况下，它应该能够满足在处理、内存和网络方面的高要求。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 工作站规格 (p. 91)。
在启动适配器之前，您需要获取以下信息：
• 雪球的 IP 地址— 在启动适配器时提供 Snowball 的 IP 地址，将告知适配器将传输数据发送到哪个位置。
您可以从 Snowball 上的电子墨水显示屏上获取此 IP 地址。
• 任务的清单文件— 此清单文件包含有关任务及其关联权限的重要信息。如果没有清单文件，您将无法访问
Snowball。该文件是一个加密文件，您可以在任务进入 WithCustomer 状态后下载该文件。请使用解锁
代码解密清单。您可以从控制台获取清单文件，也可以通过调用任务管理 API 操作以编程方式获取。
• 作业的解锁码— 此 29 个字符的字符串包括 4 个破折号。用于解密清单。您可从获取解锁代码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 (p. 22)，或者通过任务管理 API 以编程方式获得。
• 您的AWS证书— 与 Snowball 的每一次互动都要签名AWS签名版本 4 算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签名
版本 4 签名流程。启动适用于 Snowball 的Amazon S3 Adapter 时，您应指定AWS要用于签署此通信的凭
据。默认情况下，适配器使用 home directory/.aws/credentials 文件中指定的凭证 (位于 [default] 配置
文件下)。有关如何在本地结合使用适用于 Snowball 的 Amazon S3 Adapter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适用
于 Snowball 的 Amazon S3 API 适配器进行授权 (p. 80).
获取以上信息后，您便已准备就绪，可以开始在您的工作站启动适配器了。此流程包括下列步骤。

启动适配器
1.
2.

在已安装适配器的工作站中打开一个终端窗口。

3.
4.

导航至 bin 子目录。

导航至您安装 snowball-adapter-operating_system 目录的目录。
键入以下命令，以启动适配器：./snowball-adapter -i Snowball IP address -m path to
manifest file -u 29 character unlock code。

Note
如果您没有指定任何AWS启动适配器时的凭证，中的默认配置文件是home directory/.aws/
credentials已使用文件。
适用于 Snowball 的Amazon S3 Adapter 现已在您的工作站上启动。适配器运行时，请保持此终端窗口处于
打开状态。如果你要使用AWS CLI要将数据传输到 Snowball，请打开另一个终端窗口，然后运行您的AWS
CLI来自那里的命令。

使用适配器获取Snowball 的状态
您可以通过启动 Snowball 的状态来获取的状态HEAD向Amazon S3 Adapter 请求使用 SSnowball ter。您会
收到 XML 文档格式的状态响应。此类 XML 文档包括存储信息、延迟信息、版本号等。
您不能使用AWS CLI或任何AWS用于在此检索状态的 SDK。但是，您可以在适配器上运行 HEAD 命令，通
过线路轻松测试 curl 请求，具体示例如下。
curl -H "Authorization Header" -X HEAD http://192.0.2.0:8080

Note
请求 Snowball 的状态时，您必须添加授权标头。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有符号AWS带签名版本 4.
以下是该请求返回的 XML 文档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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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standalone="yes"?>
<Status xsi:schemaLocation="http://s3.amazonaws.com/doc/2006-03-01/" xmlns:xsi="http://
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snowballIp>192.0.2.0</snowballIp>
<snowballPort>8080</snowballPort>
<snowballId>012EXAMPLE01</snowballId>
<totalSpaceInBytes>77223428091904</totalSpaceInBytes>
<freeSpaceInBytes>77223428091904</freeSpaceInBytes>
<jobId>JID850f06EXAMPLE-4EXA-MPLE-2EXAMPLEab00</jobId>
<snowballServerVersion>1.0.1</snowballServerVersion>
<snowballServerBuild>2016-08-22.5729552357</snowballServerBuild>
<snowballAdapterVersion>Version 1.0</snowballAdapterVersion>
<snowballRoundTripLatencyInMillis>1</snowballRoundTripLatencyInMillis>
</Status>

不支持的 Amazon S3 功能
使用适用于 Snowball 的 Amazon S3 Adapter，您可以以编程方式通过 Amazon S3 API 操作在 Snowball 中
传输数据。但是，并非所有的 Amazon S3 传输功能和 API 操作均支持用于 Snowball 设备。有关支持的功能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内容：
• 将适配器与 Amazon S3 命令结合使用AWS CLI (p. 62)
• 受支持的 REST API 操作 (p. 63)
不支持这些主题中未明确列出的任何功能或操作。例如，以下功能和操作不支持用于 Snowball：
• TransferManager— 此实用程序使用适用于 Java 的软件开发工具将文件从本地环境传输至 Amazon S3。
考虑改为将支持的 API 操作或 AWS CLI 命令与适配器结合使用。
• GET Bucket (List Object— 此 GET 的实施返回存储库中的部分或全部 (最多 1,000 个) 对象。考虑使用
GET 存储桶（列出对象）版本 1 操作或 ls AWS CLI 命令。

《Amazon S3 Adapter》Snowball
在下文中，您将了解有关 Amazon S3 Adapter for Snowball 选项的信息，这些信息可帮助您配置适配器与
Snowball 通信的方式。

Note
在使用 Snowball 将数据传输到 Amazon S3 中之前，请确保要传输的文件和目录是根据对象键命名
准则.
选项

描述

用法和示例

-a

这些区域有：AWS您要用于为向 Snowball 发出的请
求进行签名时使用的配置文件名称。默认情况下，适
配器使用 home directory/.aws/credentials 文件中
指定的凭证 (位于 [default] 配置文件下)。要指定其他
配置文件，请使用此选项，后跟配置文件的名称。

snowball-adapter -a

这些区域有：AWS您要用于为向 Snowball 发出的请
求进行签名时使用的私有密钥。默认情况下，适配器
使用 home directory/.aws/credentials 文件中指
定的默认配置文件中的密钥 (位于 [default] 配置文件
下)。要指定其他配置文件，请使用此选项，后跟一个
私有密钥。如果同时指定了这两个选项，则 --awsprofile-name 选项优先。

snowball-adapter -s

--awsprofile-name
-s
--aws-secret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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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用法和示例

-h

适配器的使用信息。

snowball-adapter -h

Snowball 的 IP 地址，可在 Snowball 的电子墨水显示
屏中找到。

snowball-adapter -i

--help
-i
--ip

snowball-adapter -i
192.0.2.0

该任务清单文件的路径。您可以从获取清单文件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 (p. 22)，或者通过任务管理
API 以编程方式获得。

snowball-adapter -m

该任务的解锁代码。您可从获取解锁代码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 (p. 22)，或者通过任务管理 API 以编
程方式获得。

snowball-adapter -u

snowball-adapter -ssl

--ssl-enabled

指定与适配器的通信是否使用安全套接字层 (SSL) 的
值。如果未提供其他认证路径或私有密钥，则 home
directory/.aws/snowball/config 目录中将生成自签
名证书和密钥。

-c

与适配器通信时，SSL 协议所使用证书的路径。

snowball-adapter -c

-m
--manifest

-u
--unlockcode

-ssl

--sslcertificatepath
-k
--sslprivate-keypath

snowball-adapter -m ~/
Downloads/manifest.bin

snowball-adapter -u
01234-abcde-01234ABCDE-01234

snowball-adapter -ssl

~/.aws/snowball/myssl/
certs

与适配器通信时，SSL 协议所使用的私有密钥的路
径。

snowball-adapter -k
~/.aws/snowball/myssl/
keys

将适配器与 Amazon S3 命令结合使用AWS CLI
在下文中，您将了解如何将 Amazon S3 Adapter for Snowball 指定为适用的终端节点AWS CLI命令。您还可
以在以下位置查找Amazon S3AWS CLI命令使用适配器将数据传输到 Snowball 的实施数据传输。

Note
有关安装和设置的信息AWS CLI，包括指定你要创建的区域AWS CLI打电话反对，看看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用户指南.

将适配器指定为 AWS CLI 终端节点
当您使用以下应用程序时：AWS CLI要向 Snowball 发出命令，请指定终端节点为 Amazon S3 Adapter for
Snowball，如下所示。
aws s3 ls --endpoint http://<IP address for the S3 Adapter>: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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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适配器在端口 8080 上运行。要指定其他端口，您可以更改 下载和安装 Amazon S3
Adapter (p. 57) 中介绍的 snowball-adapter.config 文件的内容。

支持AWS CLIAmazon S3 命令
在下文中，您可以找到有关子集的描述AWS CLIAmazon S3 的命令和选项AWS Snowball Edge设备支持。
如果某个命令或选项未在下方列出，则表明它不受支持。您可以声明一些不受支持的选项 (如 --sse 或 -storage-class) 以及一个命令。但是，这些选项会被忽略，并且不会对导入数据的方式产生任何影响。
• cp将文件或对象复制到 Snowball，或从其中复制文件或对象。
• --dryrun (布尔值) 仅显示使用指定命令要执行的操作，但不运行。
• --quiet (布尔值) 不显示使用指定命令执行的操作。
• --include (字符串) 不从命令中排除与指定模式匹配的文件或对象。请参阅使用 Exclude 和 Include
和中的AWS CLI命令参考以了解详细信息。
• --exclude (字符串) 从命令中排除与指定模式匹配的所有文件或对象。
• --follow-symlinks | --no-follow-symlinks(符号链接) 仅当从本地文件系统将数据上传到 S3
时，才会访问符号链接。Amazon S3 不支持符号链接，因此应以链接的名称上传链接目标的内容。如果
未指定任何选项，则默认访问符号链接。
• --only-show-errors (布尔值) 仅显示错误和警告。禁止其他所有输出。
• --recursive (布尔值) 针对指定目录或前缀下的所有文件或对象执行命令。目前，仅在将数据上传到
Snowball 时可使用此选项。
• --metadata（映射）要存储的元数据与 Amazon S3 中对象之间的映射。此映射将应用于作为此请求
的一部分的每个对象。在同步中，此功能意味着未更改的文件将无法接收新的元数据。在两个 Amazon
S3 位置之间复制时，元数据指令参数默认为REPLACE除非另有说明。

Important
不支持从一个 Snowball 上的一个目录同步到同一个 Snowball 上的另一个目录。不支持从一个
Snowball 同步到另一个 Snowball。
• ls列出Snowball 上的对象。
• --human-readable (布尔值) 以人类可读的格式显示文件大小。
• --summarize（布尔值）显示摘要信息（对象数量、总大小）。
• rm删除Snowball 上的对象。
• --dryrun (布尔值) 仅显示使用指定命令要执行的操作，但不运行。
• --include (字符串) 不从命令中排除与指定模式匹配的文件或对象。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Exclude 和 Include 和中的AWS CLI命令参考.
• --exclude (字符串) 从命令中排除与指定模式匹配的所有文件或对象。
• --only-show-errors (布尔值) 仅显示错误和警告。禁止其他所有输出。
• --quiet (布尔值) 不显示使用指定命令执行的操作。

受支持的 REST API 操作
在下文中，您可以找到可与 Snowball 结合使用的 REST API 操作。
主题
• 受支持的 Snowball REST API 操作 (p. 64)
• 受支持的 Amazon S3 REST API 操作 (p.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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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支持的 Snowball REST API 操作
HESnowball
描述
目前，只有一个 Snowball REST API 操作，它可用于返回特定设备的状态信息。此操作返回 Snowball 的状
态。此状态包括可供使用的信息AWS Support用于排除故障。
您不能将此操作与AWS上的开发工具包AWS CLI. 建议您使用 curl 或 HTTP 客户端。对于此操作，请求无
需经过签名。

请求
在以下示例中，Snowball 的 IP 地址为 192.0.2.0。将此值替换为您的实际设备的 IP 地址。
curl -X HEAD http://192.0.2.0:8080

响应
<Status xsi:schemaLocation="http://s3.amazonaws.com/doc/2006-03-01/" xmlns:xsi="http://
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snowballIp>127.0.0.1</snowballIp>
<snowballPort>8080</snowballPort>
<snowballId>device-id</snowballId>
<totalSpaceInBytes>499055067136</totalSpaceInBytes>
<freeSpaceInBytes>108367699968</freeSpaceInBytes>
<jobId>job-id</jobId>
<snowballServerVersion>1.0.1</snowballServerVersion>
<snowballServerBuild>DevBuild</snowballServerBuild>
<snowballClientVersion>Version 1.0</snowballClientVersion>
<snowballRoundTripLatencyInMillis>33</snowballRoundTripLatencyInMillis>
</Status>

受支持的 Amazon S3 REST API 操作
在下文中，您将了解使用 Amazon S3 Adapter for Snowball 时可使用的 Amazon S3 API 操作的列表。此列
表包括有关 API 操作如何与 Amazon S3 配合使用的信息的链接。此列表还列出了 Amazon S3 API 操作与
Snowball API 操作之间的所有行为差异。Snowball 返回的所有回复都声明是Server如同AWSSnowball，
如以下示例所示。
HTTP/1.1 200 OK
x-amz-id-2: JuKZqmXuiwFeDQxhD7M8KtsKobSzWA1QEjLbTMTagkKdBX2z7Il/jGhDeJ3j6s80
x-amz-request-id: 32FE2CEB32F5EE25
Date: Fri, 08 2016 21:34:56 GMT
Server: AWSSnowball

• GET Bucket (List Objects) version 1– 在此 GET 操作实现中，具有以下特征：
• 不支持分页。
• 不支持标记。
• 不支持分隔符。
• 在返回列表时，未对列表进行排序。
• 仅支持版本 1。不支持 GET Bucket (List Objects) 版本 2。
• Snowball 适配器未针对大型列表操作进行优化。例如，您可能有这样一个案例：每个文件夹中有 100
多万个对象，您希望在将这些对象传送到设备后列出这些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您为您的任务订购
Snowball 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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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服务
• HEAD 存储桶
• HEAD Object
• GET Object— 使用以下方法将对象上传到 Snowball 时GET Object，除非使用分段上传的方法上传对
象，否则不会生成实体标签 (ETag)。ETag 是该对象的哈希。ETag 仅反映对对象的内容的更改，而不反
映对对象的元数据的更改。ETag 可能是该对象数据的 MD5 摘要，也可能不是。有关 ETAG 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常用响应标头中的《Amazon Service API 参考》。
• PUT Object— 使用以下方法将对象上传到 Snowball 时PUT Object，除非使用分段上传的方法上传对
象，否则不会生成 ETag。
• DELETE Object
• 开始分段上传— 在实施此操作时，针对 Snowball 中已有的对象发起分段上传请求，会首先删除该对象，
然后将其分段复制到 Snowball 中。
• 列出分段上传
• 上传分段
• 完成分段上传
• 中止分段上传

Note
不支持此处未列出的任何 Amazon S3 REST API 操作。将任何不受支持的 REST API 操作与
Snowball Edge 结合使用会返回错误消息，说明不支持此操作。

65

AWS Snowball 用户指南
为装运做好准备 Snowball

AWS Snowball 运输注意事项
接下来，您可以找到有关如何处理配送的信息AWS Snowball，以及显示每种支持的配送方式AWS 区域的列
表。您为某项任务选择的运费适用于发送和接收用于该任务的 Snowball 或 Snowball。有关运费的信息，请
参阅AWS Snowball定价。
主题
• 为装运做好准备 Snowball (p. 66)
• 基于区域的运输限制 (p. 66)
• 发运 AWS Snowball 设备 (p. 67)
创建任务时，您需要指定送货地址和送货速度。此配送速度并不表示您预计从创建任务之日起多久能收到
Snowball。它仅显示设备在与您的收货地址AWS之间的运输时间。该时间不包括任何处理时间。处理时间取
决于以下因素：任务类型 (通常导出所需时间比导入长)、任务大小 (通常 80 TB 的模型所需时间比 50 TB 模
型长)。此外，承运人通常每天只取出的 Snowballs 一次。因此，运输之前的处理时间至少要花费一天。

Note
Snowball 设备只能用于在设备订购AWS 区域地内导入或导出数据。

为装运做好准备 Snowball
以下内容说明如何准备 Snowball 设备并将其运回去AWS。

为装运的 Snowball 做准备
1.

确保您已完成将此任务的所有数据传输到 Snowball 或从 Snowball 传输完毕。

2.

按下数字显示屏上方的电源按钮，关闭 Snowball 的电源。

Note
如果您已关闭电源并拔下了 Snowball 的电源，并且大约一分钟后您的发货标签仍未出现，请联
系我们AWS Support。
3.

断开并存放 Snowball 随附的电缆。Snowball 的后面板有一个电缆盒，可在回程期间安全地固定电缆。

4.

关闭 Snowball 背面和正面的两个面板，向内按直到你听见并感觉到它们的点击声。

您无需将 Snowball 装在集装箱中，因为它本身就是坚固耐用的运输集装箱。关闭 Snowball 后，Snowball 正
面的 E Ink 显示屏会更改为您的退货运输标签。

基于区域的运输限制
在创建任务之前，您应该从存放您的 Amazon S3 数据所在AWS 区域的控制台登录。适用一些运输限制，如
下所示：
• 对于美国地区的数据传输，我们不会将 Snowballs 运送到美国境外。
• 我们不会在非美国地区之间运输 Snowballs，例如，从欧洲（爱尔兰）运送到欧洲（法兰克福），或者从
亚太地区（孟买）运送到亚太地区（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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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亚太地区（悉尼）的数据传输，我们仅在澳大利亚境内运送 Snowballs。
• 对于亚太地区（孟买）的数据传输，我们仅在印度境内运送 Snowballs。
• 对于在日本进行数据传输，我们仅在日本境内运送 Snowballs。
• 对于韩国的数据传输，我们只在韩国境内发运 Snowball。
• 对于欧盟地区的数据传输，我们仅将 Snowballs 运送到以下所列的欧盟成员国：
• 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比利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比利时、保加利亚、比利时、
保加利亚、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比利时、保加利亚、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波兰、葡萄牙、荷
兰、波兰、葡萄牙、荷兰、波兰、葡萄牙、瑞典
• 对于亚太地区 (新加坡) 区域的数据传输，我们仅将 Snowball 运送到新加坡。

Note
AWS不会将 Snowballs 运送到邮政信箱。

发运 AWS Snowball 设备
预付费运输标签包含退回 Snowball 的正确地址。Snowball 被送到AWS分拣设施并转发到AWS数据中心。您
可通过您所处区域的承运商跟踪包裹。您可以使用 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跟踪任务的状态更改。

Important
除非另有个人指示AWS，否则不要在 Snowball 上单独贴上运输标签。务必使用 Snowball 数字显示
屏上显示的运输标签。

承运商
在创建作业时，您需要提供您想将 Snowball 配送到的地址。支持您所在地区的承运人负责将 Snowballs 从
您发AWS往您以及从您运回给您AWS。每当 Snowball 发货时，您都会收到一个追踪号码。您可以从任务控
制面板或使用任务管理 API 的 API 调用，找到每个任务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的跟踪号和指向跟踪网
站的链接。以下是按地区划分的 Snowball 支持的运营商列表：
• 印度的承运商是 Blue Dart。
• 对于日本，Schenker-Seino Co., Ltd. 是承运商。
• 在韩国，运营商是 Kuehne + Nagel。
• 在中国，运营商是顺丰快递。
• 而所有其他区域的承运商是 UPS。

欧盟、美国、加拿大和新加坡的 AWS Snowball 上门取货
在欧盟、美国、加拿大和新加坡，请记住以下信息，以便 UPS 提货 Snowball：
• 您可以通过直接与 UPS 安排取件来安排 UPS 取件 Snowball，或者将 Snowball 带到 UPS 包裹投递机构
进行配送AWS。要安排 UPS 上门取货，您需要拥有 UPS 账户。
• 电子墨水显示屏上的预付 UPS 运输标签包含退回 Snowball 的正确地址。
• Snowball 被送到AWS分拣设施并转发到AWS数据中心。UPS 将自动报告您任务的跟踪编号。

Important
除非亲自另有指示AWS，否则切勿在 Snowball 上单独贴上运输标签。务必使用 Snowball 电子墨水
显示屏上显示的运输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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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 AWS Snowball 上门取货
在巴西，记住以下信息，以便 UPS 提货 Snowball：
• 当你准备退回 Snowball 时，请致电 0800-770-9035 安排向 UPS 取件。
• Snowball 在巴西国内有售，包括 26 个州和联邦区。
• 如果您有 Cadastro Nacional de Pessoa Juridica (CNPJ) 税号，请确保您知道该税号，然后再创建您的任
务。
• 您应该签发相应的文件才能退回 Snowball 设备。根据您的 ICMS 注册，与您的税务部门确认您的省/市/自
治区需要以下哪些单据：
• 在圣保罗境内，通常需要非ICMS申报单和电子税务发票 (NF-e)。
• 在圣保罗以外的地方 ——通常需要以下内容：
• 非 ICMS 申报
• 备用发票
• 电子税务发票 (NF-e)

Note
对于非 ICMS 纳税人申报，建议您为申报生成四个副本：一个副本用于记录，其他三个副本用于传
输。

澳大利亚的 AWS Snowball 上门取货
在澳大利亚，如果您要将 Snowball 运回至AWS，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snowball-pickup@amazon.com，并在
主题行中注明 Snowball 取件请求，以便我们为您安排取件。在电子邮件的正文中，请包含以下信息：
• Job ID — 与您要返回的 Snowball 关联的任务 IDAWS。
• AWS 账户ID — 创建任务的 ID。AWS 账户
• 最早取件时间（您的当地时间）— 您希望一天中最早提货 Snowball 的时间。
• 最迟取件时间（您的当地时间）— 您希望提货 Snowball 的最新时间。
• 特别说明（可选）— 任何关于拿起 Snowball 的特殊说明。
很快您将从 Snowball 团队收到一封跟进电子邮件，其中包含有关要在最初向您交货的地址取货的信息。

印度的 AWS Snowball 上门取货
在印度，Blue Dart 拿起了 Snowball 设备。当您准备退回 Snowball 设备时，请将其关闭，然后为退货配
送做好准备。要安排上门取货，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snowballpickupindia@amazon.com，并且主题行为
Snowball Pickup Request (Snowball 上门取货请求)。在电子邮件中，请包含以下信息：
• Job ID — 与您要返回的 Snowball 关联的任务 IDAWS。
• AWS 账户ID — 创建任务的AWS账户的 ID。
• 最早取件时间（您的当地时间）— 您希望一天中最早提货 Snowball 的时间。
• 最迟取件时间（您的当地时间）— 您希望提货 Snowball 的最新时间。
• 特别说明（可选）— 提取 Snowball 的任何特殊说明，包括协调取件的联系方式。
Snowball 团队会使用 Blue Dart 安排取件，并向您发送确认电子邮件。Blue Dart 会为你提供paper 质运输标
签，然后拿起 Snowball 设备。

Important
在印度使用 Snowball 时，请记住向您所在的州提交所有相关的税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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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 AWS Snowball 上门取货
在日本，Schenker-Seino 将处理您的上门取货。当你准备退回设备时，可以在 Schenker-Seino 预订网站上
安排取件：https://track.seino.co.jp/CallCenterPlusOpen/PickupOpen.do。在退回设备时请记住以下原则：
• 你可以通过直接与 Schenker-Seino 安排取件来安排 Schenker-Seino 领取 Snowball。
• 查找设备袋子上的自黏纸退货标签，将它粘贴在设备侧面的现有运输纸质标签上。请勿将纸质标签粘贴在
门上、门内侧、设备底部或电子墨水显示屏上。
• Snowball 被送到AWS分拣设施并转发到AWS数据中心。Schenker-Seino 将自动报告您任务的跟踪编号。

Note
在日本，运输公司收取 120.00 美元的运费。费用描述显示的是 Snowball，但该费用适用于运送所
有 Snow Family 设备。

韩国的 AWS Snowball 上门取货
在韩国，Kuehne + Nagel 负责上门取货。当您准备好寄回您的设备时，请向 snowballshipping@amazon.com 发送主题行内容为 Snowball Pickup Request (Snowball 上门取货请求) 的电子邮
件，以便我们为您安排上门取货。在电子邮件的正文中，请包含以下信息：
• Job ID — 与您要返回的 Snowball 关联的任务 IDAWS。
• 取件地址 – 安排设备上门取货的地址
• 取件日期 – 您希望我们上门取设备的最快日期。
• 联系人详细信息 – Kuehne + Nagel 在需要时与您联系所使用的姓名、电子邮件地址和当地电话号码。
很快您将从 Snowball 团队收到一封跟进电子邮件，其中包含有关在您提供的地址上门取货的信息。重启设
备，并将设备准备好上门取货，时间通常在 13:00 到 15:00 之间。

送达时间
各个国家/地区提供不同的送达时间。这些配送速度取决于您运送 Snowball 的国家/地区。送货速度如下所
示：
• 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境内发货时，您可以使用特快配送。通常，快递配送的 Snowballs 会在大约一天内送
达。
• 巴西 — 在巴西境内配送时，您可以享受 UPS 国内快递优惠配送，该服务将在两个工作日内在商业时段内
送达。送货速度可能受各个州之间等待时间的影响。
• 欧盟 (EU) — 向欧盟内的任何国家发货时，您可以使用快递配送。通常，快递配送的 Snowballs 会在大约
一天内送达。此外，欧盟的大多数国家/地区还可以使用标准运输，通常单程需要的时间不超过一周。
• 印度 — 在印度境内发货时，Snowball 将在AWS收到所有相关税务文件后的 7 个工作日内发出。
•
•
•
•

日本 - 在日本境内运输时，您可以使用常规配送速度。
韩国 – 在韩国境内发运时，您还可以使用标准配送速度，通常为 1 – 3 天
美国 (US) 和加拿大 - 在美国或加拿大境内运输时，您可以选择一日送达和两日送达。
新加坡 - 在新加坡境内运输时，您可以使用 Domestic Express Saver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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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Snowball 中的安全性
AWS 十分重视云安全性。作为 AWS 客户，您将从专为满足大多数安全敏感型企业的要求而打造的数据中心
和网络架构中受益。
安全性是 AWS 和您的共同责任。责任共担模型将其描述为云的 安全性和云中 的安全性：
• 云的安全性 – AWS负责保护在 AWS Cloud 中运行 AWS 服务的基础设施。AWS 还向您提供可安全使用的
服务。作为 AWS 合规性计划的一部分，第三方审核人员将定期测试和验证安全性的有效性。要了解适用
于 AWS Snowball 的合规性计划，请参阅合规性计划范围内的 AWS 服务。
• 云中的安全性 - 您的责任由您使用的 AWS 服务决定。您还需要对其它因素负责，包括您的数据的敏感
性、您公司的要求以及适用的法律法规。
此文档将帮助您了解如何在使用 AWS Snowball 时应用责任共担模型 以下主题说明如何配置 AWS Snowball
以实现您的安全性和合规性目标。您还会了解如何使用其它 AWS 服务以帮助您监控和保护 AWS Snowball
资源。
主题
• AWS Snowball 中的数据保护 (p. 70)
• AWS Snowball 中的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p. 74)
• AWS Snowball 中的日志记录和监控 (p. 81)
• AWS Snowball 的合规性验证 (p. 81)
• 故障恢复能力 (p. 81)
• AWS Snowball 中的基础设施安全性 (p. 82)

AWS Snowball 中的数据保护
AWS Snowball符合AWS 责任共担模式，其中包括数据保护的法规和指南。AWS负责保护运行所有AWS服
务。AWS维护对此基础设施上托管的数据的控制，包括用于处理客户内容和个人数据的安全配置控制。AWS
客户和 APN 合作伙伴（充当数据控制者或数据处理者）负责他们在AWS Cloud.
主题
• 在云中保护数据 (p. 71)
• 保护您设备上的数据 (p. 73)
出于数据保护目的，我们建议您保护AWS 账户凭据并使用设置个人用户帐户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以便仅向每个用户授予履行其工作职责所需的权限。我们还建议您通过以下方式保护您
的数据：
• 对每个账户使用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MFA)。
• 使用 SSL/TLS 与 AWS 资源进行通信。
•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设置 API 和用户活动日志记录。
• 使用 AWS 加密解决方案以及 AWS 服务中的所有默认安全控制。

70

AWS Snowball 用户指南
在云中保护数据

• 使用高级托管安全服务（例如 Amazon Macie），它有助于发现和保护存储在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中的个人数据。
我们强烈建议您切勿将敏感的可识别信息（例如您客户的账号）放入自由格式字段（例如 Name（名称）字
段）。这包括使用控制台、API、AWS Snowball 或 AWS 开发工具包处理 AWS CLI 或其他 AWS 服务时。
您输入到 AWS Snowball 或其他服务中的任何数据都可能被选取以包含在诊断日志中。当您向外部服务器提
供 URL 时，请勿在 URL 中包含凭证信息来验证您对该服务器的请求。
有关数据保护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安全性博客上的AWS责任共担模式和 GDPR 博客文章。

在云中保护数据
AWS Snowball当您将数据导入或导出到 Amazon S3 时，当您创建任务时，以及当更新您的设备时，保护您
的数据。下面几节介绍当您使用 Snowball 和在线时，或与交互时，如何保护您的数据。AWS在云中。
主题
• 传输过程中加密AWS Snowball (p. 71)
•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在 Snowball 中 (p. 72)

传输过程中加密AWS Snowball
当您使用标准 Snowball 将数据导入到 S3 时，传输到 Snowball 的所有数据均具有两个加密层：
1. 一个加密层应用于本地工作站的内存中。无论您使用的是 Snowball Amazon S3 Adapter 还是 Snowball
客户端，均会应用此层。此加密使用了 AES GCM 256 位密钥，每传输 60 GB 数据，这些密钥就会循环
一次。
2. SSL 加密是另一个加密层，针对传入或传出标准 Snowball 的所有数据。
AWS Snowball 使用服务器端加密 (SSE) 保护静态数据。

AWS Snowball 中的服务器端加密
AWS Snowball支持使用 Amazon S3 托管加密密密 (SSE-S3) 进行服务器端加密和服务器端加密。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托管密钥 (SSE-KMS)。服务器端加密是为了保护静态数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 。使用服务器端加密保护数据中的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用户指南.
目前，Snowball 不支持使用客户提供的密钥 (SSE-C) 进行服务器端加密。但是，您可能需要使用此 SSE 选
项来保护已导入的数据。或者，您可能已对要导出的数据使用此加密选项。在这种情况下，请注意以下事
项：
• 导入导入 — 如果您要使用 SSE-C 加密已导入 S3 的对象，请将这些对象复制到已在存储桶策略中设置了
SSE-KMS 或 SSE-S3 加密的其他存储桶。
• Export导出-如果您要导出使用 SSE-C 进行加密的对象，请将这些对象复制到没有服务器端加密或已在存
储桶策略中指定 SSE-KMS 或 SSE-S3 的其他存储桶。

对从 Snowball 导入 Amazon S3 的数据启用 SSE-S3
在 Amazon S3 管理控制台中使用以下步骤对导入 Amazon S3 的数据启用 SSE-S3。中无需进行配置。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或者在 Snowball 设备上。
要对导入 Amazon S3 的数据启用 SSE-S3 加密，只需更新您要将数据导入其中的所有存储桶的存储桶策
略。您需更新这些策略，以在上传请求不包含 s3:PutObject 标头时拒绝上传对象 (x-amz-serverside-encryption) 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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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导入 Amazon S3 的数据启用 SSE-S3
1.

登录到 AWS Management Console，然后通过以下网址打开 Simple Storage Service（Amazon S3）控
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s3/。

2.

从存储桶列表中选择您要将数据导入到其中的存储桶

3.

选择权限。

4.

请选择存储桶策略。

5.

InBucket Policy Editor中，输入以下策略。使用您的存储桶的实际名称替换此策略中的所有
YourBucket 实例。
{

}

6.

"Version": "2012-10-17",
"Id": "PutObjPolicy",
"Statement": [
{
"Sid": "DenyIncorrectEncryptionHeader",
"Effect": "Deny",
"Principal": "*",
"Action": "s3:PutObject",
"Resource": "arn:aws:s3:::YourBucket/*",
"Condition": {
"StringNotEquals": {
"s3:x-amz-server-side-encryption": "AES256"
}
}
},
{
"Sid": "DenyUnEncryptedObjectUploads",
"Effect": "Deny",
"Principal": "*",
"Action": "s3:PutObject",
"Resource": "arn:aws:s3:::YourBucket/*",
"Condition": {
"Null": {
"s3:x-amz-server-side-encryption": "true"
}
}
}
]

选择 Save（保存）。

您已完成 Amazon S3 存储桶的配置。您的数据在导入此存储桶时将受 SSE-S3 保护。根据需要对任何其他
存储桶重复此过程。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在 Snowball 中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AWS KMS) 是一项托管服务，可让您轻松创建和控制用于加密数据的加密
密钥。AWS KMS 使用硬件安全模块 (HSM) 保护您的密钥安全。具体来说，您为 AWS Snowball 中的任务选
择的 AWS KMS 密钥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与某个 KMS 密钥关联。该 KMS 密钥用于加密您的任务的
解锁代码。该解锁代码用于解密您的清单文件上的顶级加密层。清单文件内存储的加密密钥用于加密和解密
设备上的数据。
在 Snowball 中，您可以选择一个现有的 KMS 密钥。为一个指定 ARNAWS KMS关键告诉 Snowball 哪个
AWS KMS key用于加密 Snowball 上的唯一密钥。
您的数据在传输到 Snowball 之前已在工作站的本地内存中进行加密。Snowball 从不包含任何可发现的密
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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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mazon S3 中，有一个 server-side-encryption 使用的选项AWS KMS托管密钥 (SSE-KMS)。有关 AWS
Snowball 中受支持的 SSE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Snowball 中的服务器端加密 (p. 71)。

使用托管客户AWS KMS key为 Snowball
如果您想使用AWS KMS key对于为您的账户创建的 Snowball，请使用以下步骤。

选择AWS KMS key为您的任务
1.

在 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上，选择创建任务。

2.

选择任务类型，然后选择 Next。

3.

提供您的运输详细信息，然后选择 Next。

4.

填写您的任务详细信息，然后选择 Next。

5.

设置您的安全选项。UNDER加密，对于KMS 密钥要么选择AWS 托管式密钥或者之前在中创建的自定义
密钥AWS KMS，或者选择输入密钥 ARN如果您需要输入由单独账户拥有的密钥。

Note
这些区域有：AWS KMS keyARN 是客户管理密钥的全局唯一标识符。
6.

选择下一步完成选择 KMS 密钥。

创建自定义的 KMS 信封加密密钥
您可以选择对 AWS Snowball 使用自己的自定义 AWS KMS 信封加密密钥。如果您选择创建自己的密钥，则
必须在创建任务的同一区域中创建密钥。
创建您自己的AWS KMS查看任务的关键，请参阅创建密钥中的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开发人员指
南.

保护您设备上的数据
保护您的 AWS Snowball
下面是一些建议您在使用 Snowball 时考虑的安全事项，以及一些在 Snowball 抵达时我们所采取的其他安全
预防措施的相关高级信息。AWS进行处理。
我们推荐以下安全方法：
• Snowball 首次抵达时，请检查它是否有损坏或明显破损。如果您注意到有任何可疑的 Snowball，请不要
将其连接到您的内部网络，否则，可联系AWS Support而且新的 Snowball 将向您发运。
• 您应尽力防止您的任务凭证泄露。任何有权访问任务清单和解锁代码的人员都可以访问为该任务发送的
Snowball 设备的内容。
• 请勿将 Snowball 留在装货码头。若留在装货码头，它会遭到风吹雨打。虽然 Snowball 很坚固，但是天气
也会破坏最坚固的硬件。请尽快报告被盗、丢失或破损的 Snowball。越早报告此类 Snowball 问题，AWS
就可以越早发送另一台设备来供您完成任务。

Note
Snowball 是AWS. 破坏 Snowball 违反了AWS可接受的使用策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
aws.amazon.com/aup/。
我们执行以下安全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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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输到 Snowball 的所有对象的元数据都会发生更改。唯一保持不变的元数据为 filename 和
filesize。设置所有其他元数据，如以下示例所示：-rw-rw-r-- 1 root root [filesize] Dec
31 1969 [path/filename]
• 当 Snowball 到达时AWS，我们将检查每台设备是否有任何损坏迹象，并确认受信任的平台模块 (TPM) 未
检测到任何更改。AWS Snowball使用设计为保护您数据的多层安全功能，包括防损坏包装、256 位加密，
以及设计为同时提供数据的安全和完整监管链的行业标准 TPM。
• 在处理并验证数据传输任务后，AWS遵循美国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IST) 的介质清理准则对
Snowball 设备执行软件擦除。

AWS Snowball 中的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每个 AWS Snowball 作业都必须经过身份验证。为此，您可以在您的账户中创建和管理 IAM 用户。使用
IAM，您可以在中创建和管理用户和权限。AWS.
AWS Snowball 用户必须拥有某些 IAM 相关的权限才能访问 AWS Snowball AWS Management Console
来创建作业。创建导入或导出任务的 IAM 用户还必须有权访问正确的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 资源，例如，要用于任务的 Amazon S3 存储桶。
主题
• AWS Snowball 中的授权和访问控制 (p. 74)
• 使用适用于 Snowball 的 Amazon S3 API 适配器进行授权 (p. 80)

AWS Snowball 中的授权和访问控制
您必须拥有有效的证书才能创建 Snowball 任务。您可以使用这些凭证对您的访问进行身份 拥有有效凭据的
请求者还必须拥有资源所有者的权限才能从资源所有者那里访问资源。例如，您可以使用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服务，用于在您的账户中创建用户。IAM 用户拥有发出请求的有效凭证，但默认
情况下，他们无权访问任何资源。下面，您可以找到有关如何对请求进行身份验证和管理 Snowball 资源访
问权限的信息。

Note
以下内容包含特定于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和 Snowball 客户端。如果您计划以编程方式创建
任务和传输数据，请参阅AWS SnowballAPI 参考.

身份验证
必须验证每个 Snowball 任务。为此，您可以在您的账户中创建和管理 IAM 用户。使用 IAM，您可以在中创
建和管理用户和权限。AWS.
Snowball 用户必须拥有某些 IAM 相关的权限才能访问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创造就业机会。创建导入
或导出任务的 IAM 用户还必须有权访问正确的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 资源，例如，
要用于任务的 Amazon S3 存储桶。
使用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IAM 用户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 IAM 账户必须能够执行以下操作：
• 列出您的所有 Amazon S3 存储桶并在需要时创建新存储桶。
• 创建 Amazon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Amazon SNS)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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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AWS KMS) 密钥。
• 创建 IAM 角色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有关为用户授予访问 Amazon S3 存储桶的权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为 Snowball 创建 IAM 用户 (p. 75).
• 创建的 IAM 角色必须拥有对 Amazon S3 存储桶的写入权限。因此，角色还必须与 Snowball 有信任关
系，AWS可以将 Snowball 中的数据写入您指定的 Amazon S3 存储桶。每个任务的任务创建向导将自动执
行此步骤；您也可以手动执行此步骤。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为 Snowball 创建 IAM 角色 (p. 77)。

为 Snowball 创建 IAM 用户
如果在 Snowball 控制台中执行操作的账户不是根账户或管理员，则您必须使用 IAM 管理控制台授予该用户
创建和管理任务所需的权限。以下过程将介绍如何通过内联策略创建新的 IAM 用户，并通过内联策略向该用
户授予必要的权限。
如果您要更新现有 IAM 用户，请从步骤 6 开始。

为 Snowball 创建新的 IAM 用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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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从导航窗格中，选择用户.

3.

选择创建新用户。

4.

键入用户的名称，然后选择Create.

5.

在显示的屏幕上，您可以为您刚刚创建的 IAM 用户下载安全凭证。创建 IAM 用户将生成由访问密钥 ID
和秘密访问密钥构成的访问密钥，用于签署对发出的编程请求。AWS. 如果您要下载这些安全证书，请
选择下载. 否则，请选择close返回到用户列表。

Note
在此访问步骤之后，您的私有密钥将无法通过AWS管理控制台；你有唯一的副本。为了保护您
的账户，请对此信息保密，切勿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请勿对组织外部共享密钥，即使有来自AWS
或 Amazon.com 的询问。合法代表 Amazon 的任何人永远都不会要求您提供密钥。
6.

要查看用户详细信息页面，请从表中选择您的用户。

7.

选择Permissions (权限)选项卡，然后展开内联策略。

8.

选择单击此处链接可创建新的内联策略。

9.

选择自定义策略，然后选择Select提供您自己的策略文档。

10. 为您的自定义策略创建一个便于记忆的名称，例如 JobCreation。
11. 将以下文本粘贴到您的自定义中策略文档.

Note
如果您要更新现有用户，请在更改其权限之前，仔细查看以下文本，因为您可能会无意中授予
或禁用您没打算更改的权限。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3:ListBucket",
"s3:GetBucketPolicy",
"s3:GetBucketLocation",
"s3:ListBucketMultipartUp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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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ListAllMyBuckets",
"s3:CreateBucket"

],
"Resource": [
"*"
]

},
{

},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kms:DescribeKey",
"kms:ListAliases",
"kms:ListKeys",
"kms:CreateGrant"
],
"Resource":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iam:AttachRolePolicy",
"iam:CreatePolicy",
"iam:CreateRole",
"iam:ListRoles",
"iam:ListRolePolicies",
"iam:PutRolePolicy"
],
"Resource": [
"*"
]

},
{

},
{

]

}

"Effect": "Allow",
"Action": "iam:PassRole",
"Resource":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iam:PassedToService": "importexport.amazonaws.com"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ns:CreateTopic",
"sns:GetTopicAttributes",
"sns:ListSubscriptionsByTopic",
"sns:ListTopics",
"sns:Subscribe",
"sns:SetTopicAttributes"
],
"Resource": [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nowball:*",
"importexport:*"
],
"Resour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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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选择申请策略完成您的新内联策略并返回到 IAM用户控制台中的页面。
上述过程将创建一个可以在 Snowball 控制台中创建和管理任务的用户。

为 Snowball 创建 IAM 角色
创建的 IAM 角色必须拥有对 Amazon S3 存储桶的读写权限。因此，角色还必须与 Snowball 有信任关
系，AWS可以在 Snowball 和 Amazon S3 存储桶中写入数据，具体取决于您是导入数据还是导出数据。
在中创建任务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创建所需的 IAM 角色在中的步骤 4 中执行。许可部分。此过程是
自动的，并且您允许 Snowball 代入的 IAM 角色只用于在带有所传输数据的 Snowball 抵达时将您的数据写入
到存储桶。AWS. 此流程包括下列步骤。

为导入任务创建 IAM 角色
1.

登录到AWS Management Console然后打开AWS Snowball控制台https://console.aws.amazon.com/
importexport/.

2.

请选择 Create job (创建任务)。

3.

在第一步中，填写 Amazon S3 导入任务的详细信息，然后选择。下一步.

4.

在第二步中，在 Permission 下选择 Create/Select IAM Role。
IAM 管理控制台打开，显示 IAM 角色AWS用于将对象复制到您指定的 Amazon S3 存储桶。

5.

检查此页上的详细信息，然后选择允许。
您将返回到 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其中 Selected IAM role ARN (选择的 IAM 角色 ARN) 包含您
刚刚创建的 IAM 角色的 Amazon 资源名称 (ARN)。

6.

选择下一步完成创建您的 IAM 角色。

上述过程将创建一个对您计划将数据导入到的 Amazon S3 存储桶拥有写权限的 IAM 角色。创建的 IAM 角色
具有以下结构之一，具体取决于它是用于导入任务还是用于导出任务。
用于导入任务的 IAM 角色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3:GetBucketPolicy",
"s3:GetBucketLocation",
"s3:ListBucketMultipartUploads",
"s3:ListBucket",
"s3:HeadBucket",
"s3:PutObject",
"s3:AbortMultipartUpload",
"s3:ListMultipartUploadParts",
"s3:PutObjectAcl",
"s3:GetObject"
],
"Resource": [
"arn:aws:s3:::YourS3BucketARN",
"arn:aws:s3:::YourS3BucketA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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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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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将服务器端加密与AWS KMS托管密钥 (SSE-KMS) 要对与您的导入任务关联的 Amazon S3 存储桶进行
加密，则您还需要将以下语句添加到您的 IAM 角色。
{

"Effect": "Allow",
"Action": [
"kms:GenerateDataKey"
],
"Resource": "arn:aws:kms:us-west-2:123456789012:key/abc123a1-abcd-1234efgh-111111111111"
}

如果对象大小较大，则用于执行导入过程的 Amazon S3 客户端会使用分段上传。如果启动使用 SSE-KMS
的分段上传，则系统会使用指定的 AWS KMS 密钥对所有已上传部分进行加密。由于上传的各部分内容已加
密，因此必须先对其进行解密，然后才能组合起来完成分段上传。因此，您必须拥有解密的权限AWS KMS
键 (kms:Decrypt) 在您使用 SSE-KMS 运行分段上传到 Amazon S3 时。
以下是需要 kms:Decrypt 权限的导入作业所需的 IAM 角色示例。
{

"Effect": "Allow",
"Action": [
"kms:GenerateDataKey","kms:Decrypt"

],
"Resource": "arn:aws:kms:us-west-2:123456789012:key/abc123a1-abcd-1234efgh-111111111111"
}

以下是导出作业所需的 IAM 角色示例。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3:GetBucketLocation",
"s3:GetObject",
"s3:ListBucket",
"s3:GetBucket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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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Resource": [
"arn:aws:s3:::YourS3BucketARN",
"arn:aws:s3:::YourS3BucketA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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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将服务器端加密与AWS KMS— 托管密钥用于对与您的导出任务关联的 Amazon S3 存储桶进行加密，
您还需要将以下语句添加到您的 IAM 角色。
{

"Effect": "Allow",
"Action": [
“kms:Decrypt”
],
"Resource": "arn:aws:kms:us-west-2:123456789012:key/abc123a1-abcd-1234efgh-111111111111"
}

访问控制
作为 IAM 资源所有者，您要负责对 Snowball 控制台、Snowball 和其他与使用 Snowball 关联的资产的访问
控制和安全性。这些资产包括 Amazon S3 存储桶、数据传输过程中经过的工作站和本地数据本身。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帮助您授予和管理使用 Snowball 传输数据时所用资源的访问控制。在其他情况
下，我们建议您遵循行业范围内的访问控制最佳实践。
资源

描述

如何控制访问

AWS Snow 系
列管理控制台

这些区域有：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是您使
用独立工作单位 (称为) 创建和管理内部数据中心与
Amazon S3 之间的数据传输的位置。工作. 要访问
此控制台，请参阅 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

您可以通过创建或管理 IAM 用户
来控制对此资源的访问。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 为 Snowball 创建
IAM 用户 (p. 75)。

Amazon S3 存
储桶

Amazon S3 中的所有数据均按单位 (称为) 存储对
象. 对象存储在名为桶. 进入 Amazon S3 的所有数
据都必须存储在存储桶中。

要将数据导入到 Amazon S3 存
储桶，创建导入任务的 IAM 用户
必须对您的 Amazon S3 存储桶
拥有读写访问权限。有关为用户
授予访问 Amazon S3 存储桶的
权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mazon
S3 如何对存储桶操作请求进行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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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描述

如何控制访问
权和示例 1：存储桶拥有者授予其
用户存储桶中的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开发人员指南.

Snowball

Snowball 是物理坚固耐用且受到保护的存储
您可以通过仔细分配任务的清单
设备。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AWS
和解锁代码来控制对 Snowball 的
KMS)，并由 Amazon 拥有。在AWS Snowball服
访问。
务中，Amazon S3 和您的本地数据中心之间的所
有数据传输都通过 Snowball 完成。您只能通过
Snowball 客户端（数据传输工具）访问 Snowball。
要访问 Snowball，它必须连接到在您本地数据中
心安装有 Snowball 客户端的物理工作站。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您可以在 Snowball 客户端用来
启动与 Snowball 的通信的命令中提供任务清单和解
锁代码，从而访问 Snowball。

清单

清单是一个加密文件，您可从下载该文件。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在你的工作进入处理状态。
当客户端首次启动时，通过 Snowball 客户端将清单
和解锁代码这两个值传递到 Snowball 时，清单由解
锁代码解密。

作为最佳实践，建议您不要将解
锁代码副本和该任务的清单保存
在同一位置。分开保存这两项有
助于防止未授权各方获得与该任
务关联的 Snowball 的访问权。例
如，您可以将清单的副本保存到
工作站，并通过电子邮件将代码
发送给 IAM 用户以从工作站执行
数据传输。此方法仅允许以下人
员访问 Snowball：他们能够访问
工作站上保存的文件和 IAM 用户
的电子邮件地址。

解锁密码

解锁代码是 29 个字符的代码，由 25 个字母数字
字符和 4 个连字符组成。当客户端首次启动，且
此代码与清单一起通过 Snowball 客户端传递到
Snowball 时，此代码将对清单进行解密。在您的
任务进入 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Preparing
Snowball 状态后，您可以在 中看到解锁代码。当
您为任务下载该清单时，此代码也会显示在对话框
中。解锁代码仅显示在屏幕上，不会下载。

此外，作为最佳实践，建议您不
要将解锁代码副本和该任务的清
单保存在同一位置。分开保存这
两项有助于防止未授权各方获得
与该任务关联的 Snowball 的访
问权。例如，您可以将清单的副
本保存到工作站，并通过电子邮
件将代码发送给 IAM 用户以从工
作站执行数据传输。此方法仅允
许以下人员访问 Snowball：他们
能够访问工作站上保存的文件和
IAM 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

使用适用于 Snowball 的 Amazon S3 API 适配器进行授
权
在您对 Snowball 使用 Amazon S3 适配器时，每次交互都会与AWS默认情况下，签名版本 4 算法。此授权
仅用于验证从数据源传输到适配器的数据。所有加密和解密都在您的工作站内存中完成。未加密的数据绝不
会存储在工作站或 Snowball 上。
使用适配器时，请牢记以下内容：
• 你可以禁用签名在工作站上安装适配器之后，可通过修改 snowball-adapter.config 文件禁用签名。此文件
保存到 /.aws/snowball /config 中，有一个名为auth.enabled默认情况下设置为 true。如果将此值更改
为false，您可以通过签名版本 4 算法禁用签名。您可能不想禁用签名，因为签名用于防止在适配器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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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存储之间传输数据的修改或更改。您还可以启用 HTTPS 并在与适配器通信时提供自己的证书。为此，
您可以使用其他选项启动适配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mazon S3 Adapter》Snowball (p. 61)。

Note
无论您使用哪种签名解决方案，传入或传出 Snowball 的数据应始终加密。
• 加密密钥不会因内容而有所更改。AWS使用的凭证由于使用签名版本 4 算法进行签名只用于验证从数据源
传输到适配器的数据，因此不会影响用于对 Snowball 上的数据进行加密的加密密密密钥。
• 您可以使用任何AWS轮廓— Snowball 的 Amazon S3 适配器从不会连接回AWS验证您的AWS凭据，所以
你可以使用任何AWS使用适配器进行配置文件以签署在工作站和适配器之间传输的数据。
• Snowball 不包含任何内容AWS证书— 您可以在本地管理对 Snowball 的访问控制和授权。Snowball 或适
配器上没有任何软件能够区分用户之间的访问。当有人访问 Snowball、清单和解锁代码时，该用户可以完
全访问设备及设备上的所有数据。我们建议您能够相应地制定好 Snowball 的物理和网络访问计划。

AWS Snowball 中的日志记录和监控
监控是保持 AWS Snowball 和您的 AWS 解决方案的可靠性、可用性和性能的重要方面。您应该收集监控数
据，以便您可以更轻松地调试多点故障（如果发生）。AWS 提供了多种工具来监控您的 AWS Snowball 资
源并对潜在事件做出响应：
AWS CloudTrail 日志
CloudTrail 提供了用户、角色或 AWS 服务在 AWS Snowball 中所执行操作的记录。使用 CloudTrail 收
集的信息，您可以确定向 AWS Snowball 发出了什么请求、发出请求的 IP 地址、何人发出的请求、请
求的发出时间以及其他详细信息。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Snowball
API 调用 (p. 87)。

AWS Snowball 的合规性验证
作为多个 AWS 合规性计划的一部分，第三方审核员将评估 AWS Snowball 的安全性和合规性，例如
SOC、PCI、FedRAMP、HIPAA 和其他计划。
有关特定合规性计划范围内的AWS服务的列表，请参阅合规性计划范围内的AWS服务。有关一般信息，请参
阅AWS合规性计划。
您可以使用 AWS Artifact 下载第三方审计报告。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下载 AWS Artifact 中的报告。
使用时的合规责任AWS Snowball由您数据的敏感性、您组织的合规性目标以及适用的法律法规决定。AWS
提供以下资源来帮助实现合规性：
• 《安全性与合规性快速入门指南》– 这些部署指南讨论了架构注意事项，并提供了在AWS上部署基于安全
性和合规性的基准环境的步骤。
• 设计符合 HIPAA 安全性和合规性要求的架构白皮书 – 此白皮书介绍公司如何使用 AWS 创建符合 HIPAA
标准的应用程序。
• AWS 合规性资源 – 此业务手册和指南集合可能适用于您的行业和位置。
• AWS Config – 此AWS服务评估您的资源配置对内部实践、行业指南和法规的遵循情况。
• AWS Security Hub – 此 AWS 服务提供了 AWS 中安全状态的全面视图，可帮助您检查是否符合安全行业
标准和最佳实践。

故障恢复能力
AWS全球基础设施围绕AWS 区域和可用区构建。AWS 区域提供多个在物理上独立且隔离的可用区，这些可
用区通过延迟低、吞吐量高且冗余性高的网络连接在一起。利用可用区，您可以设计和操作在可用区之间无

81

AWS Snowball 用户指南
基础设施安全性

中断地自动实现故障转移的应用程序和数据库。与传统的单个或多个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相比，可用区具有更
高的可用性、容错性和可扩展性。
有关 AWS 区域和可用区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全球基础设施。

AWS Snowball 中的基础设施安全性
作为托管服务，AWS Snowball受保护AWS中描述的全局网络安全程序Amazon Web Services：概述安全过
程白皮书。
您可以使用 AWS 发布的 API 调用通过网络访问 AWS Snowball。客户端必须支持传输层安全性 (TLS) 1.0
或更高版本。建议使用 TLS 1.2 或更高版本。客户端还必须支持具有完全向前保密 (PFS) 的密码套件，例
如 Ephemeral Diffie-Hellman (DHE) 或 Elliptic Curve Ephemeral Diffie-Hellman (ECDHE)。大多数现代系统
（如 Java 7 及更高版本）都支持这些模式。
此外，必须使用访问密钥 ID 和与 IAM 委托人关联的秘密访问密钥来对请求进行签名。或者，您可以使用
AWS Security Token Service (AWS STS) 生成临时安全凭证来对请求进行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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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Snowball 中的数据验证
下文提供有关 Snowball 如何验证数据传输的信息，以及您可以在任务执行期间和之后用来确保数据完整性
的手动步骤。
主题
• 所传输数据的校验和验证 (p. 83)
• 常见验证错误 (p. 83)
• 传输期间的 Snowball 手动数据验证 (p. 83)
• 导入 Amazon S3 后的 Snowball 手动数据验证 (p. 84)

所传输数据的校验和验证
当您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或 Amazon S3 Adapter of Snowball 将文件从本地数据源复制到 Snowball 时，将
创建一些校验和。这些校验和用于在数据传输期间自动验证数据。
在较高层面，对于每个文件 (或大型文件的各个部分) 都会创建这些校验和。这些校验和对您始终不可见，也
不提供下载。这些校验和用于在整个传输过程中验证数据的完整性，能确保数据正确复制。
如果这些校验和不匹配，我们不会将关联数据导入到 Amazon S3 中。

常见验证错误
验证错误是可能发生的。只要出现验证错误，相应数据 (一个文件或大型文件的一部分) 就不会写入目的地。
造成验证错误的常见原因如下：
• 尝试复制符号链接。
• 尝试复制正被修改的文件。这不会导致验证错误，但会导致在传输结束时校验和不匹配。
• 尝试复制大于 5 TB 的整个文件。
• 尝试复制大小大于 512 MB 的部分。
• 尝试将文件复制到数据存储容量已满的 Snowball。
• 尝试将文件复制到不遵守的 Snowball对象键命名准则适用于 Amazon S3。
只要发生任何一个验证错误，它就会被记录下来。您可以如以下几节所述执行相应步骤来手动识别未能通过
验证的文件以及失败原因：
• 传输期间的 Snowball 手动数据验证 (p. 83)— 概述如何在您本地仍有 Snowball 的情况下检查失败的文
件。
• 导入 Amazon S3 后的 Snowball 手动数据验证 (p. 84)— 概述在完成导入 Amazon S3 的任务之后如何
检查失败的文件。

传输期间的 Snowball 手动数据验证
您可以使用手动验证来检查您的数据是否已成功传输到您的设备。如果您在尝试传输数据后收到错误，也可
以使用手动验证。请参考下面一节内容了解如何在 Snowball 上手动验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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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失败文件日志 — Snowball 客户端
当你运行 Snowball 客户端时copy命令时，将生成一个显示无法传输到 Snowball 的所有文件的日志。如果
您在传输数据期间遇到错误，失败文件日志路径将输出到终端。此日志以逗号分隔值 (.csv) 文件形式保存。
根据您的操作系统，您可在以下位置之一找到此日志：
• Windows – C:/Users/<username>/AppData/Local/Temp/snowball-<random-characterstring>/failed-files
• Linux – /tmp/snowball-<random-character-string>/failed-files
• Mac – /var/folders/gf/<random-character-string>/<random-characterstring>/snowball-7464536051505188504/failed-files
对 Snowball 客户端拷贝命令使用 —verbose 选项
当你运行 Snowball 客户端时copy命令时，您可以使用--verbose选项列出传输到 Snowball 的所有文件。
您可以使用此列表验证已传输到 Snowball 的内容。
检查日志 — 适用于 Snowball 的 Amazon S3 Adapter
当您使用适用于 Snowball 运行 Amazon S3 Adapter 来复制数据时AWS CLI，将生成日志。这些日志保存在
以下位置 (具体取决于您的文件系统)：
• Windows – C:/Users/<username>/.aws/snowball/logs/
snowball_adapter_<year_month_date_hour>
• Linux – /home/.aws/snowball/logs/snowball_adapter_<year_month_date_hour>
• Mac – /Users/<username>/.aws/snowball/logs/
snowball_adapter_<year_month_date_hour>
使用 -stopOnError copy 选项
如果您正在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进行传输，则可以使用此选项在发生文件传输故障时停止传输过程。使用
此选项时，只要传输发生故障，就会停止复制，因此您可以先解决故障再继续复制操作。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 snowball cp 命令的选项 (p. 54)。
运行 Snowball 客户端的验证命令
Snowball 客户的snowball validate命令可以验证 Snowball 上的文件是否已完全复制到 Snowball。如果
您指定路径，则此命令将验证该路径指向的内容及其子目录中的内容。此命令将列出当前正在传输的文件，
并将其传输状态标记为未完成。有关验证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nowball 客户端的验证命令 (p. 53)。

导入 Amazon S3 后的 Snowball 手动数据验证
导入任务完成后，您可以如下所述使用多种选项来手动验证 Amazon S3 中的数据。
检查任务完成报告和相关日志
每当对 Amazon S3 导入或导出数据时，您都将获得一个可下载的 PDF 任务报告。对于导入任务，该报告在
导入过程结束时提供。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从控制台中获取任务完成报告和日志 (p. 39)。
S3 清单
如果您通过多个任务将大量数据传输到 Amazon S3 中，则浏览每一个任务完成报告可能效率不高。相反，
您可以获取一个或多个 Amazon S3 存储桶中所有对象的清单。Amazon S3 清单每天或每周提供一个 .csv 文
件，它显示您的对象及其相应的元数据。此文件包含 Amazon S3 存储桶或共享前缀的对象（即，其名称以
通用字符串开头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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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您获得了您向其中导入了数据的 Amazon S3 存储桶的清单，就可以轻松将它与您在源数据位置传输的
文件进行比较。通过这种方法，您可以快速识别哪些文件未传输。
使用 Amazon S3 同步命令
如果您的工作站可以连接到 Internet，您可以运行 AWS CLI 命令 aws s3 sync 对传输的所有文件执行最
终验证。此命令可同步目录和 S3 前缀。此命令以递归方式将源目录中的新文件和更新过的文件复制到目的
地。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s://docs.aws.amazon.com/cli/latest/reference/s3/sync.html。

Important
如果您指定本地存储作为此命令的目的地，请确保您拥有所同步的文件的备份。这些文件将由指定
Amazon S3 源中的内容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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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wball 通知
Snowball 旨在充分利用亚马逊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Amazon SNS) 提供的可靠通知功能。创建任务
时，您可以提供逗号分隔的电子邮件地址列表，用于接收有关您的任务的电子邮件通知。
您可以从 Amazon SNS 将配置为发送这些状态通知的文本消息。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使用 Amazon SNS
发送和接收 SMS 通知。
在您创建任务之后，您指定用于获取 Amazon SNS 通知的每个电子邮件地址将收到来自的电子邮件。AWS
要求确认主题订阅的通知。对于接收其他通知的每个电子邮件地址，账户的用户必须通过选择 Confirm
subscription 来确认订阅。
Amazon SNS 通知电子邮件针对各个触发状态定制，并且包括指向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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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WS CloudTrail 记录 AWS
Snowball API 调用
这些区域有：AWS Snowball设备与AWS CloudTrail，提供用户、角色或用户所采取操作的记录的服
务。AWS服务在AWS Snowball. CloudTrail 将 AWS Snowball 的所有 API 调用作为事件捕获。捕获的调
用包含来自 AWS Snowball 控制台和代码的 AWS Snowball API 操作调用。如果您创建跟踪，则可以使
CloudTrail 事件持续传送到 Amazon S3 存储桶（包括 AWS Snowball 的事件）。如果您不配置跟踪记录，
则仍可在 CloudTrail 控制台中的 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中查看最新事件。使用 CloudTrail 收集的信
息，您可以确定向 AWS Snowball 发出了什么请求、发出请求的 IP 地址、何人发出的请求、请求的发出时
间以及其他详细信息。
要了解有关 CloudTrail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

CloudTrail 中的 AWS Snowball 信息
在您创建 AWS 账户 时，将在该账户上启用 CloudTrail。当 AWS Snowball 中发生活动时，该活动将记录在
CloudTrail 事件中，并与其它 AWS 服务事件一同保存在 Event history（事件历史记录）中。您可以在中查
看、搜索和下载最新事件。AWS 账户.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中的使用 CloudTrail
事件历史记录查看事件。
对于AWS 账户中的事件的持续记录（包括 AWS Snowball 的事件），请创建跟踪记录。通过跟踪记
录，CloudTrail 可将日志文件传送至 Amazon S3 存储桶。预设情况下，在控制台中创建跟踪时，此跟踪应用
于所有 AWS 区域。跟踪记录来自所有的事件AWS 区域中的AWS并将日志文件传送至您指定的 Amazon S3
存储桶。此外，您可以配置其他AWS服务，进一步分析在 CloudTrail 日志中收集的事件数据并采取行动。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 中的以下主题：
• 创建跟踪概览
• CloudTrail 支持的服务和集成
• 为 CloudTrail 配置 Amazon SNS 通知
• 从多个区域接收 CloudTrail 日志文件和从多个账户接收 CloudTrail 日志文件
所有作业管理操作均记载到AWS SnowballAPI 参考并由 CloudTrail 记录，但以下情况除外：
• CreateAddress 操作不会记录以保护客户敏感信息。
• 所有只读 API 调用（对于以 Get、Describe 或 List 为前缀的 API 操作）都不记录响应元素。
每个事件或日志条目都包含有关生成请求的人员信息。身份信息可帮助您确定以下内容：
• 请求是使用根用户凭证还是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用户凭证发出的。
• 请求是使用角色还是联合身份用户的临时安全凭证发出的。
• 请求是否由其它AWS服务发出。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CloudTrail 用户指南中的 CloudTrail userIdentity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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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AWS Snowball 的日志文件条目
跟踪记录是一种配置，可用于将事件作为日志文件传送到您指定的 Amazon S3 存储桶。CloudTrail 日志文件
包含一个或多个日志条目。一个事件表示来自任何源的一个请求，包括有关所请求的操作、操作的日期和时
间、请求参数等方面的信息。CloudTrail 日志文件不是公用 API 调用的有序堆栈跟踪，因此它们不会按任何
特定顺序显示。
下面的示例显示了一个 CloudTrail 日志条目，该条目说明DescribeJoboperation.

{

]}

}

{"Records": [
"eventVersion": "1.05",
"userIdentity": {
"type": "Root",
"principalId": "111122223333",
"arn": "arn:aws:iam::111122223333:root",
"accountId": "111122223333",
"accessKeyId": "AKIAIOSFODNN7EXAMPLE",
"sessionContext": {"attributes": {
"mfaAuthenticated": "false",
"creationDate": "2019-01-22T21:58:38Z"
}},
"invokedBy": "signin.amazonaws.com"
},
"eventTime": "2019-01-22T22:02:21Z",
"eventSource": "snowball.amazonaws.com",
"eventName": "DescribeJob",
"awsRegion": "eu-west-1",
"sourceIPAddress": "192.0.2.0",
"userAgent": "signin.amazonaws.com",
"requestParameters": {"jobId": "JIDa1b2c3d4-0123-abcd-1234-0123456789ab"},
"responseElements": null,
"requestID": "12345678-abcd-1234-abcd-ab0123456789",
"eventID": "33c7ff7c-3efa-4d81-801e-7489fe6fff62",
"eventType": "AwsApiCall",
"recipientAccountId": "44445555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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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Snowball 规格
下表概述了 Snowball 设备的硬件规格。
Item

规范

存储容量

50 TB Snowballs 有 42 TB 的可用空间。80 TB 雪球有 72 TB 的可用空间。

板载 I/O 10 Gb 接口

每个 Snowball 都支持 RJ45（Cat6）、SFP+ Copper 和 SFP+ Optical。

线缆

每个 Snowball 都附带 RJ45 和铜 SFP+ 电缆。对于 SFP+ 光纤，您需要使用
自己的线缆连接到其中一个 SFP+ 端口中的 SFP+ 光适配器。

终端要求

Snowballs 专为办公室运营而设计，非常适合数据中心运营。

产生的噪音

平均而言，Snowball 会产生 68 分贝的声音，通常比吸尘器或客厅音乐更安
静。

Weight

47 磅 (21.3 千克)

Height

19.75 英寸 (501 毫米)

宽度

12.66 英寸 (320 毫米)

长度

21.52 英寸 (548 毫米)

功率

在美国地区：NEMA 5—15p 100—220 伏特。在所有区域：已随附电源线。

功耗

200 瓦。

电压

100 - 240V AC

频率

47/63 Hz

功率转换效率

80 - 84%，25C，230Vac

温度范围

0 - 40°C (操作)

非操作高度

未指定

操作高度

0 至 3000 米 (0 至 10000 英尺)

支持的网络硬件
打开 Snowball 的后面板后，您会看到下图所示的网络端口。

89

AWS Snowball 用户指南
支持的网络硬件

这些端口支持以下网络硬件。
1. RJ45
此端口提供 1Gbase-TX/10Gbase-TX 操作。它通过一端为 RJ45 连接器的 UTP 线缆连接。
黄灯闪烁表示 1G 操作。对于向 Snowball 设备进行大规模数据传输，不建议使用 1G 操作，因为这会大大增
加传输数据所需的时间。
绿灯闪烁表示 10G 操作。它需要一根最大工作长度为 328 英尺（100 米）的 Cat6A UTP 电缆。

2. SFP+
此端口提供一个同时与 SFP+ 收发器模块和直连铜缆 (DAC) 兼容的 SFP+ 接口。您需要提供您自己的收发器
或 DAC 线缆。示例包括：
• 10Gbase-LR (单模光纤) 收发器
• 10Gbase-SR (多模光纤) 收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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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P+ DAC 线缆

3. SFP+
此端口提供了一个 SFP+ 接口和一个 10Gbase-SR 收发器，后者将多模光纤介质与 LC 连接器结合使用。

工作站规格
工作站是指托管您装载的数据源的计算机、服务器或虚拟机。您将 Snowball 连接到此工作站以传输数据。
由于工作站通常是在 Snowball 和数据源之间传输数据的瓶颈所在，我们强烈建议您使用性能强大的计算机
作为工作站，而且您的工作站必须能够满足处理、内存和网络的高要求。
我们建议您的工作站是专用于在传输数据时运行 Snowball 客户端或适用于 Snowball 的 Amazon S3 适配器
的计算机。客户端或适配器的每个实例最多需要 7 GB 的专用 RAM 来执行内存密集型任务，例如执行加密。

Note
用于向 Snowball 传输数据和从 Snowball 传输数据的工作站的硬件规格适用于功能强大的计算机。
这些硬件规格主要基于服务的安全要求。当数据传输到 Snowball 时，文件会加载到工作站的内存
中。在内存中，该文件由 Snowball 客户端或适用于 Snowball 的 Amazon S3 适配器进行完全加
密。文件加密后，加密文件的大部分将被发送到 Snowball。无论在任何时候，数据都不会存储在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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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中。所有数据都保存在内存中，只有加密的数据会发送到 Snowball。加载到内存、加密、分块和
发送到 Snowball 的这些步骤既占用 CPU 又占用大量内存。
下表概述了工作站的建议规格。
项目

建议规格

处理能力

16 核 CPU

内存

16 GB RAM

Important
对于内存密集型任务 (如执行 snowball cp 命令)，客户端和/或适配
器的每个正在运行的实例最高需要 7GB 的专用 RAM。
Microsoft Windows 支持
(仅 64 位)

• Windows 7

Mac 支持

Mac OS X 版本 10.10 或更高版本

Linux 支持 (仅 64 位)

• Ubuntu 版本 12 或更高版本

• Windows 8
• Windows 10

•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版本 6 或更高版本
用户界面支持

• Keyboard
• Mouse
• 监控

网络 I/O 支持

• RJ45
• SFP+ 铜缆
• SFP+ 光纤

92

AWS Snowball 用户指南
AWS Snowball 的区域限制

AWS Snowball 配额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您将了解有关使用的限制AWS Snowball（Snowball）。

Important
在使用 Snowball 将数据传入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时，请记住，单个 Amazon S3 对象
的大小范围为 0 字节 (最小值) 到 5 TB (最大值)。

AWS Snowball 的区域限制
这些区域有：AWS Snowball服务有两种设备类型：标准 Snowball 和 Snowball Edge。下表重点介绍这两种
设备分别在哪些区域中可用。

Note
您正在阅读的指南适用于具有 50 TB 或 80 TB 存储空间的 Snowball。如果您正在查找 Snowball
Edge 的相关文档，请参阅AWS Snowball Edge开发人员指南.
区域

Snowball 可用性

Snowball Edge 可用性

美国东部（俄亥俄）

50 TB 和 80 TB

100 TB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北部）

50 TB 和 80 TB

100 TB

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北部）

50 TB 和 80 TB

100 TB

美国西部（俄勒冈）

50 TB 和 80 TB

100 TB

加拿大（中部）

仅 80 TB

100 TB

亚太地区（孟买）

仅 80 TB

100 TB

亚太地区（新加坡）

仅 80 TB

100 TB

亚太地区（悉尼）

仅 80 TB

100 TB

亚太地区（东京）

仅 80 TB

100 TB

欧洲（法兰克福）

仅 80 TB

100 TB

欧洲（爱尔兰）

仅 80 TB

100 TB

欧洲（伦敦）

仅 80 TB

100 TB

南美洲（圣保罗）

仅 80 TB

100 TB

AWS Snowball 中任务的限制
在 AWS Snowball 创建任务时存在以下限制：
• 出于安全目的，数据传输必须在准备 Snowball 之后的 90 天内完成。
• 目前，AWS Snowball Edge设备不支持使用客户提供的密钥 (SSE-C) 进行服务器端加密。AWS Snowball
Edge设备支持使用 Amazon S3 托管加密密钥 (SSE-S3) 和服务器端加密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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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密钥 (SSE-KMS)。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服务器端加密保护数据中的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用户指南.
• 在美国区域，Snowball 有两种大小：50 TB 和 80 TB。所有其他区域仅提供 80 TB Snowball。如果您使用
Snowball 导入数据，并且需要传输超过单个 Snowball 可以容纳的数据，请创建额外的任务。每个导出任
务可以使用多个 Snowball。
• 默认情况下，您一次可以使用的 Snowball 数量的服务限制为 1。如果您想提升服务限制，请联系AWS
Support.
• 传输到 Snowball 的所有对象的元数据都会发生更改。唯一保持不变的元数据为 filename 和
filesize。设置所有其他元数据，如以下示例所示：-rw-rw-r-- 1 root root [filesize] Dec
31 1969 [path/filename]

使用 Snowball 传输本地数据的限制
将内部数据传入或传出本地 Snowball 设备时存在以下限制：
• 文件在复制时必须为静态。在传输期间修改的文件将不会被导入 Amazon S3。
• 不支持超大帧，即，负载超过 1500 字节的以太网帧。
• 选择导出哪些数据时，请注意，该设备不传输名称结尾中含斜杠 (/ 或 \) 的对象。导出结尾含斜杠的任何
对象之前，请更新这些对象的名称以删除斜杠。
• 将 Amazon S3 Adapter 用于 Snowball 时AWS CLI要传输数据，请注意--recursive的选项cp命令仅支
持将数据上传到 Snowball，而不支持从 Snowball 传输数据。
• 当使用分段数据传输时，最大分段大小为 512 兆字节 (MB)。

运输 Snowball 的限制
运输 Snowball 时存在以下限制：
• AWS不会将 Snowball 运输到邮政信箱。
• AWS不在非美国区域间运输 Snowball，例如，从欧洲 (爱尔兰) 到欧洲 (法兰克福)，或者从亚太地区 (孟
买) 到亚太地区 (悉尼)。
• 不得将 Snowball 移至创建任务时所指定的国家/地区以外的地址，这将违反AWS服务条款。
有关运输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Snowball 运输注意事项 (p. 66)。

处理退回的 Snowball 以便进行导入时的限制
要将退回的 Snowball 连接到我们的 Snowball 工作站之一进行导入，该设备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 Snowball 设备不能受到损坏。除了前后两个面板之外，请勿由于任何原因打开 Snowball。
• 该设备不能物理损坏。您可以关闭 Snowball 上的两个面板，直至锁销发出可以听到的咔哒声来防止损
坏。
• Snowball 的电子墨水显示屏必须可见，并且必须显示在您完成将数据传输到 Snowball 之后自动生成的退
回标签。

Note
不满足这些条件的所有退回的 Snowball 都会被擦除，不对其执行任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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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Snowball 的故障排除
如何识别您的设备
Snowball 设备有两种类型，Snowball 和 Snowball Edge。如果您不能确定手头的设备类型，请参阅AWS
Snowball 设备差异 (p. 2)。

解决连接问题
以下内容可帮助您解决在连接到 Snowball 时可能遇到的问题。
• 以 100 MB/秒的路由器和交换机无法使用 Snowball。建议您使用以 1 GB/秒 (或更快) 的速率工作的交换
机。
• 如果在设备上遇到奇怪的连接错误，则关闭 Snowball 的电源，拔下所有电缆，将其保留 10 分钟。10 分
钟过去后，重新启动设备，然后重试。
• 确保没有防病毒软件或防火墙阻止 Snowball 设备的网络连接。
• 如果 LCD 显示屏显示设备超时错误，则关闭 Snowball 的电源，拔下所有电缆，将设备保留 10 分钟，然
后重新连接设备并再次启动
要进行更高级的连接问题排查，您可以执行以下步骤：
• 如果您无法与 Snowball 进行通信，则 ping 设备的 IP 地址。如果 ping 返回 no connect，则确认设备的
IP 地址并确认本地网络配置。
• 如果 IP 地址正确无误且设备背面的指示灯闪烁，则使用 telnet 在端口 22 和 8080 上测试设备。测试端口
22 可确定 Snowball 是否正常工作。测试端口 8080 可确保设备可以写入到其上的 Amazon S3 存储桶。
如果您可以在端口 22 上连接，但不能在端口 8080 上连接，请先关闭 Snowball 的电源，然后拔下所有电
缆。将设备保留 10 分钟，然后重新连接设备并再次启动。

排除清单文件问题
每个任务都有一个与之关联的特定清单文件。如果您创建多个任务，则跟踪哪个清单用于哪个任务。
如果您丢失了清单文件或清单文件已损坏，您可以重新下载特定任务的清单文件。您可以使用控制台执行此
操作，AWS CLI或其中之一AWSAPI。

数据传输问题故障排除
如果在 Snowball 中传入或传出数据时遇到性能问题，请参阅AWS Snowball 的性能 (p. 32)了解有关提高转
账绩效的建议和指导。以下内容可帮助您解决在 Snowball 中传入或传出数据时可能遇到的问题。
• 您无法将数据传输到 Snowball 的根目录。如果您在将数据传输到 Snowball 中时遇到问题，请确保将数据
传输到的子文件夹不是 Snowball 上的根文件夹。顶层子目录具有您在任务中包含的 Amazon S3 存储桶的
名称。将您的数据放在这些子目录中。
• 出于安全目的，数据传输必须在准备 Snowball 之后的 90 天内完成。在 90 天之后，Snowball 会锁定，
阻止其他的本地数据传输。如果 Snowball 在数据传输期间锁定，请返回 Snowball 并创建新任务来传输剩
余数据。如果 Snowball 在导入任务期间锁定，我们仍可以将 Snowball 上的现有数据传输到 Amazon S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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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输到 Snowball 上的对象的最大键长度为 933 字节。键名中包含的每个字符都占用超过一个字节时，键
名的最大键长度仍为 933 字节。确定键长度时，您需要包括文件或对象名及其路径或前缀。因此，位于多
层嵌套路径中名称很短的文件，其键长度会超过 933 字节。确定键长度时，存储桶名称不计入在内。以下
为一些示例。
对象名

存储桶名称

路径和存储桶
名称

键长度

sunflower-1.jpg
pictures

15 个字符
sunflower-1.jpg

receipts.csv MyTaxInfo

47 个字符
/Users/
Eric/
Documents/2016/
January/

bhv.1

135 个字符
/.VfV/
FqGC3QN
$7BXys3KHYePfuIOMNjY83dVx
ugPYlxVg/
evpcQEJLT/
rSwZc
$MlVVf/
$hwefVISRqwepB
$/BiiD/PPF
$twRAjrD/
fIMp/0NY

$7$zWwwXKQj$gLAOoZCj$r8p

如果键长度超过 933 字节，在您尝试将对象复制到 Snowball 时会看到以下错误消息：
Failed to copy the following file: <Name of object with a keylength over 933 bytes>
PARENT_NOT_FOUND:

如果收到此错误消息，您可以通过减少对象的键长度来解决问题。
• 如果您使用 Linux 且无法将使用 UTF-8 字符的文件上传到 Snowball，则可能是因为 Linux 工作站无法识
别 UTF-8 字符编码。您可以通过在 Linux 工作站上安装 locales 程序包并将其配置为使用 UTF-8 区域设
置之一来更正这一问题，例如 en_US.UTF-8。您可以通过导出环境变量 LC_ALL 来配置 locales 程序
包，例如：export LC_ALL=en_US.UTF-8
• 如果您在传输到 Snowball 期间遇到意外错误，希望您能随时告知我们。请在发送到的邮件中复制您的日
志，并提供所遇到问题的简要说明。AWS Support. 有关日志的更多信息，请参阅Snowball 日 (p. 57)。

排除 AWS CLI 问题
使用以下主题可帮助您解决在使用 Snowball 和时遇到的问题。AWS CLI.

AWS CLI错误消息：“配置文件不能为 Null”
当使用 AWS CLI 时，您可能会看到指示 "Profile cannot be null" 的错误消息。如果 AWS CLI 尚未
安装或 AWS CLI 配置文件尚未配置，则可能会遇到此错误。
要采取的操作
确保您已在您的工作站上下载并配置 AWS CLI。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安装AWS CLI使用捆绑安装程序
（Linux、macOS 或 Unix）中的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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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AWS CLI 传输数据时出现 Null 指针错误
当使用 AWS CLI 传输数据时，可能会遇到 Null 指针错误。在以下情况下可能出现此错误：
• 如果指定的文件名出现拼写错误，例如 flowwer.png 或 flower.npg，而不是 flower.png
• 如果指定的路径不正确，例如 C:\Doccuments\flower.png 而不是 C:\Documents\flower.png
• 如果该文件已损坏
要采取的操作
确认您的文件名和路径都正确无误，然后重试。如果您继续遇到此问题，请确认该文件未被损坏、放弃传输
或尝试修复文件。

解决客户端问题
以下内容可帮助您解决 Snowball 客户端存在的问题。
• 如果您在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时遇到问题，请键入命令snowball help以查看该工具的所有可用操作的
列表。
• 虽然您可以在 Snowball 客户端上运行多个实例；不过对于内存密集型任务（例如执行snowball cp命
令。如果您的工作站在运行 Snowball 客户端时耗尽了内存，就会看到 Java。OutOfMemoryError终端窗
口中返回异常。您可以通过释放工作站上的资源或者增加工作站的内存来解决这一问题，然后再重新执行
Snowball 客户端任务。
• 如果您在使用位于运行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的 PC 上的客户端将数据传输到 Snowball 时遇到问
题，则可能是由 Windows 中的重复数据删除功能导致的。如果您已开启重复数据删除功能，则建议您将
Amazon S3 Adapter for Snowball 与AWS CLI而是传输数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使用 Amazon S3
Adapter for Snowball 传输数据 (p. 57)。

解决 Snowball 客户端验证问题
当您传输数据时，复制操作首先对要复制的每个文件的元数据执行预检查。如果文件元数据的以下任意属性
为 true，则复制操作在传输任何文件之前停止：
• 文件大小超过 5 TB— Amazon S3 中的对象不能超过 5 TB，因此大小超过 5 TB 的文件无法传输到
Snowball。如果您遇到此问题，请将文件分割为小于 5 TB 的几部分，压缩文件以使其在 5 TB 限制之内，
或者减少文件大小并重试。
• 该文件是一个符号链接，只包含对其他文件或目录的引用。— 符号链接（或结合）无法传输到 Amazon
S3 中。
• 访问文件存在权限问题— 例如，用户可能尝试读取 Snowball 客户端上的文件，但该用户没有此文件的读
取权限。权限问题会导致预检查失败。
• 对象键长度太大 - 如果对象键的长度超过 933 个字节，则无法通过验证。
如需无法传输的文件列表，请在数据复制开始前查看终端。您还可以在以下位置查找此列表。<temp
directory>/snowball-<random-character-string>/failed-files文件，该文件保存在您工作
站上的 Snowball 客户端文件夹中。对于 Windows，此临时目录位于 C:/Users/<username>/AppData/
Local/Temp 中。对于 Linux 和 Mac，此临时目录位于 /tmp 中。
如果您在运行 snowball validate 命令时发现错误，请确定导致传输失败的文件，解决错误消息报告
的问题，然后再次传输这些文件。如果您的验证命令失败并显示相同的错误消息，则可以使用 –f 选项与
snowball cp 命令强制执行复制操作并覆盖无效文件。

97

AWS Snowball 用户指南
Snowball 客户端出现 Java 堆错误

Snowball 客户端出现 Java 堆错误
在下面几类情况下，Snowball 客户端可能会出现 Java 堆错误：
• 如果您用于传输数据的物理工作站未满足最低硬件规格
• 如果基于 Java 的资源出现问题。
要采取的操作
确保您的工作站符合建议的硬件规格。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工作站规格 (p. 91)。不支持将虚拟机用作工作
站。
由于 Snowball 客户端是一个 Java 应用程序，如果您的工作站满足最低硬件要求，但您遇到此问题，则有其
他选项。下面介绍这些内容。

Important
这些是高级故障排除步骤。如果您不确定如何继续，请联系 AWS Support。
• 您可以使用 -w 选项增加与此命令关联的工作线程数量，具体取决于可用于该应用程序的专用物理内存
量，如以下示例所示。
snowball -w 20 cp [source] [destination] —-recursive

• 您可以通过编辑 Snowball 客户端批处理文件本身来更新 Java 堆大小。我们建议：仅当您知道可用于该应
用程序的专用物理内存量以及您可以增加的确切内存量时，才执行此操作。

编辑 Snowball 客户端批处理文件
1.
2.

打开终端窗口并停止 Snowball 客户端

3.

打开 snowball.bat 文件，根据可用于该应用程序的专用物理内存量将 -Xmx7G 值从 7 增加至更高
的数字。
保存文件，然后重新启动 Snowball 客户端

4.

导航到 snowball.bat 文件。在 Windows 上，默认情况下，此文件保存到以下路径：C:\Program
Files (x86)\SnowballClient\bin。

解决适配器问题
使用以下主题解决您使用 Amazon S3 Adapter for Snowball 时遇到的问题。

无法将适配器 Connect 到您的 Snowball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无法将适配器连接到 Snowball。在这种情况下，请记住以下几点：
• 您运行解锁命令的终端会话必须保持打开状态，以便建立连接。要启动连接命令，请打开一个辅助终端窗
口。
• 适配器终端节点使用安装了适配器的工作站的 IP 地址，而不是 Snowball 的 IP 地址。

无法找到适配器的凭证
如果您正在使用 Amazon S3 Adapter for Snowball 与 Snowball 进行通信。AWS CLI，您可能会看到错误消
息。Unable to locate credentials. You can configure credentials by running "aws
con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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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采取的操作
配置AWS的凭证AWS CLI用来运行命令。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配置AWSCommand Line Interface中
的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用户指南.

解决导入任务问题
有时，文件无法导入 Amazon S3 中。如果出现以下问题，请尝试指定的操作来解决您的问题。如果某个文
件导入失败，您可能需要重新尝试导入该文件。重新导入文件可能需要 Snowball 的新任务。
由于对象名称中的字符无效，文件无法导入到 Amazon S3 中
如果文件名或文件夹名包含 Amazon S3 不支持的字符，则会出现此问题。Amazon S3 具有有关对象名称中
可包含的字符的规则。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对象键命名指南。
要采取的操作
如果您遇到此问题，您将在任务完成报告中看到无法导入的文件和文件夹的列表。
在某些情况下，此列表过大或列表中的文件太大，无法通过 Internet 进行传输。在这些情况下，您应创建一
个新的 Snowball 导入任务，更改文件和文件夹名称以符合 Amazon S3 规则并重新传输文件。
如果文件很小且数量不大，您可以 Amazon S3 过AWS CLI或者AWS Management Console. 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 。如何将文件和文件夹上传至 S3 存储桶？中的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用户指南。

解决导出任务问题
有时，文件无法导出到您的工作站中。如果出现以下问题，请尝试指定的操作来解决您的问题。如果某个文
件导出失败，您可能需要重新尝试导出该文件。重新导出文件可能需要 Snowball 的新任务。
文件无法导出到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如果文件或相关文件夹以 Windows 不支持的格式命名，则文件无法导出到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例
如，如果文件名或文件夹名包含冒号 (:)，则导出将失败，因为 Windows 不允许文件名或文件夹名包含该字
符。

要采取的操作
1.

创建将导致错误的名称的列表。您可以在日志中查找无法导出的文件和文件夹的名称。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 从控制台中获取任务完成报告和日志 (p. 39)。

2.
3.

更改 Amazon S3 中导致此问题的对象的名称以删除或替换不支持的字符。
如果名称列表过大或列表中的文件过大，无法通过 Internet 进行传输，请为这些对象专门创建一个新的
导出任务。
如果文件很小且数量不大，则 Amazon S3 过AWS CLI或者AWS Management Console. 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 。如何从 S3 存储桶下载对象？中的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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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Snowball 的任务管理 API 参考
适用于 AWS Snowball 的任务管理 API 是基于 HTTP (RFC 2616) 的网络协议。有关此 RFC 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 IETF 网站上的 HTTP (RFC 2616)。对于任务管理 API 的每次调用，您需要向特定于区域的任务管
理 API 终端节点发送 HTTP 请求。AWS 区域要在其中管理任务。API 会对 HTTP 请求/响应正文使用 JSON
(RFC 4627) 文档。

Note
在美国区域进行的用于列出工作或描述地址的 API 调用将分别返回该账户在美国境内的所有任务或
地址。
适用于 Snowball 的任务管理 API 是一种 RPC 模型，其中有一组固定操作，并且各操作的语法在未进行任何
交互的情况下就能被客户端识别。在下文中，您可以使用一个抽象 RPC 表示找出各个 API 操作的说明以及
不会在线显示的操作名称。对于每个操作，该主题指定了指向 HTTP 请求要素的映射。
某个给定请求所映射到的特定任务管理操作由请求方法 (GET、PUT、POST 或 DELETE) 以及与其请求-URI
匹配的模式共同确定。如果操作为 PUT 或 POST，则 Snowball 将从请求正文内的请求 URI 路径段、查询参
数和 JSON 对象中提取调用自变量。
虽然操作名称，例如CreateJob不会在线显示，这些操作名称在中具有重要意义。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策略。操作名称还可用于为命令行工具中的命令和元素命名。AWS开发工具包
API。例如，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AWS CLI) 命令 create-job 会映射到 CreateJob 操作。操
作名称还会显示在 Snowball API 调用的 CloudTrail 日志中。
有关安装和设置AWS CLI，包括指定你想要制作的区域AWS CLI打电话，请参阅AWS Command Line
Interface用户指南.

Note
通过任务管理 API，您能以编程方式访问中的相同功能。AWS Snow 系列管理控制台，即为
Snowball 创建和管理任务。要真正地使用 Snowball 设备在本地传输数据，您需要使用 Snowball
客户端或适用于 Snowball 的 Amazon S3 适配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利用 Snowball 传输数
据 (p. 47)。

API 终端节点
API 终端节点是指在 API 调用的 HTTP URI 中用作主机的域名服务 (DNS) 名称。这些 API 终端节点是特定
于区域的，并采用以下形式。
snowball.aws-region.amazonaws.com

例如，美国西部（俄勒冈）区域的 Snowball API 终端节点如下。
snowball.us-west-2.amazonaws.com

有关列表AWS 区域Snowball 支持的（可在其中创建和管理任务），请参阅AWS Import/Export中的AWS一
般参考.
特定于区域的 API 终端节点定义在执行 API 调用时可访问的 Snowball 资源的范围。例如，当你调
用ListJobs使用上述终端节点操作，您将获得已在您的账户中创建的位于美国西部（俄勒冈）区域的任务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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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版本
用于调用的 API 的版本由请求 URI 的第一个路径分段确定，且采用 ISO 8601 日期的格式。本文档中所描述
的版本为 API 版本 2016-06-30。

API 权限策略参考
使用适用于 Snowball 的任务管理 API 为创建任务时，需要使用以下策略。
用于创建任务的角色信任策略
使用任务管理 API 创建任务时，需要使用以下信任策略。
{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Sid": "",
"Effect": "Allow",
"Principal": {
"Service": "importexport.amazonaws.com"
},
"Action": "sts:AssumeRole",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sts:ExternalId": "AWSIE"
}
}
}
]

Note
要了解有关信任策略的更多信任策略修改角色(在 IAM 用户指南中)。
用于创建导入任务的角色策略
创建导入任务时，需要使用以下角色策略。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3:GetBucketLocation",
"s3:ListBucketMultipartUploads"
],
"Resource": "arn:aws:s3:::*"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3:GetBucketPolicy",
"s3:PutObject",
"s3:AbortMultipartUpload",
"s3:ListMultipartUploadParts",
"s3:PutObjectA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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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Resource": "arn:aws:s3:::*"
"Effect": "Allow",
"Action": [
"snowball:*"
],
"Resource": [
"*"
]

用于创建导出任务的角色策略
创建导出任务时，需要使用以下角色策略。
{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3:GetBucketLocation",
"s3:GetObject",
"s3:ListBucket"
],
"Resource": "arn:aws:s3:::*"
},
{
"Effect": "Allow",
"Action": [
"snowball:*"
],
"Resource": [
"*"
]
}
]

创建任务的 Amazon S3 存储桶策略委托人
如果与 Snowball 结合使用的 Amazon S3 存储桶所采用的存储桶策略要求列出所担任角色的角色会话名称，
则您需要在标识出的策略中指定一位委托人。AWSImportExport-Validation. 以下示例 Amazon S3 存
储桶策略展示了如何执行此操作。

Example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Sid": "Allow AWS Snowball To Create Jobs",
"Effect": "Deny",
"NotPrincipal": {
"AWS": [
"arn:aws:iam::111122223333:role/rolename",
"arn:aws:sts::111122223333:assumed-role/rolename/AWSImportExport-Validation",
"arn:aws:iam::111122223333:roo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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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S3:*",
"Resource": ["arn:aws:s3:::examplebucket/*"]

}

}

在此示例策略中，我们拒绝了除 NotPrincipal 元素中指定的委托人之外的所有委托人的访问。有关如何
使用的更多信息NotPrincipal请参阅,NotPrincipal中的IAM 用户指南.

相关主题
• AWS Snowball API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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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历史记录
• API 版本：最新
• 最近文档更新日期：2018 年 7 月 11 日
下表介绍自 2018 年 7 月之后上一次发布 AWS Snowball 服务以来对文档所做的重要更改。如需有关文档更
新的通知，您可以订阅 RSS 源。

Note
第一代 80 TB Snowball 设备已不再可用。使用 Snowball Edge 存储优化设备完成所有数据传输作
业。
变更

说明

日期

改进了问题排查内容 (p. 104)

问题排查章节已更新和重组。

2018 年 7 月 11 日

下表介绍自 2018 年 7 月之前上一次发布 AWS Snowball 服务以来对文档所做的重要更改。
更改

描述

更改日期

印度承运商更改

印度的承运商现在是 Blue Dart。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Snowball 运输注意事项 (p. 66)。

2018 年 4 月 4 日

NewAWS 区域支持
的

AWS Snowball现已在亚太地区（新加坡）区域中受支持。
有关运输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区域，，请参阅阅AWS
Snowball 运输注意事项 (p. 66).

2018 年 3 月 1 日

NewAWS 区域支持
的

AWS Snowball现已在欧洲（巴黎）区域中受支持。有关运输
2017 年 12 月 18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WS 区域，，请参阅阅AWS Snowball 运 日
输注意事项 (p. 66).

加快了小文件的传
输速度

现在，您可通过使用自动批处理小文件来加快传输速度-batchSnowball 客户端复制命令的选项。在导入 Amazon S3
的过程中，将自动提取批处理中的所有文件。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 snowball cp 命令的选项 (p. 54)。

2017 年 11 月 14
日

NewAWS 区域支持
的

AWS Snowball现已在亚太地区（东京）区域中受支持，
并提供区域特定的送货选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Snowball 运输注意事项 (p. 66)。

2017 年 9 月 19 日

NewAWS 区域支持
的

AWS Snowball现已在南美洲（圣保罗）区域中受支持，
并提供区域特定的送货选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Snowball 运输注意事项 (p. 66)。

2017 年 8 月 8 日

NewAWS 区域支持
的

AWS Snowball现已在加拿大（中受支持）区域并提供区域特
定的送货选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Snowball 运输注
意事项 (p. 66)。

2017 年 6 月 29 日

文档更新

更新了右侧导航以提高清晰度和一致性，并添加了区域限制部
分。

2017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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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

描述

更改日期

现支持读取 Hadoop 现在，使用新的 HDFS 自定义配置 XML 文件的位置-分布式文件系统
hdfsconfigSnowball 客户端的选项cp命令。
(HDFS) 自定义配置
文件。

2017 年 2 月 8 日

现支持从 Hadoop
分布式文件系统
(HDFS) 集群（版本
2.x）导入数据。

现在，您可通过Snowball 将数据从 HDFS 集群（版本 2.x）导
入到 Amazon S3。

2016 年 9 月 30 日

现支持编程任务管
理和数据传输。

现在，您可用 Snowball 以编程方式管理任务并传输数据。有
关使用适用于 Snowball 的任务管理 API 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阅阅阅阅阅阅阅AWS SnowballAPI 参考. 有关使用适用于
Snowball 的 Amazon S3 适配器调用 Amazon S3 REST API
操作以便通过 Snowball 传输数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阅阅使
用 Amazon S3 Adapter for Snowball 传输数据 (p. 57).

2016 年 8 月 11 日

现已在欧洲（法
兰克福）提供
Snowball）。

您现在可以从创建和管理任务欧洲（法兰克福）AWS
Management Console.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Snowball
运输注意事项 (p. 66)。

2016 年 7 月 25 日

Snowball 现已在印
度提供。

Snowball 现已在亚太地区（孟买）区域推出。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阅 AWS Snowball 运输注意事项 (p. 66)。

2016 年 6 月 27 日

Snowball 现已在全
新区域推出AWS 区
域并且有新的存储
容量选项。

Snowball 现已在以下区域推出：美国东部（俄勒冈）。AWS
2016 年 4 月 19 日
GovCloud（我们）。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Snowball
运输注意事项 (p. 66)。Snowball 还在所有区域提供了新的 80
TB 型号，仅在美国区域提供的 50 TB 型号，此外还在所有区
域提供了新的 80 TB 型号，而且仅在美国区域提供 50 TB 型号

AWS Snowball 导
出简介

现在，您可用 Snowball 从 Amazon S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 导出数据。

2016 年 2 月 29 日

硬件更新：SFP+
光纤接口

Snowball 设备已经更新，现已包括新的 SFP+ 光纤接口，这
种接口可提供略高于铜缆的信号完整性，而且具有同样的高性
能。如果您在此日期之前收到 Snowball，则不会有此网络接口
选项。

2015 年 11 月 18
日

AWS Snowball 简
介

AWS Snowball是数据传输服务，用于将大量数据导入到
Amazon SSimple Storage Service (Amazon S3)。利用
Snowball，您可以将数百 TB 或 PB 的数据从您的本地数据中
心导入到 Amazon S3。

2015 年 10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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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